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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代 表 字 原 文 新 約 聖 經
< 漢字對等化希臘文新約聖經 >

簡 易 閲 讀 版 

序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乃奠基於馬健源弟兄在過去五十多年在原文聖經工具發展的基礎上，經由主自己恩典的

帶領下發展而成。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提供了一個平臺，在以中文代表字直接對應新約希臘文的個別字義及

文法要素的原則上，使得以華語為主的弟兄姊妹們可以在某種程度上經由中文直接認識由普通希臘文所撰寫的新

約聖經，並得以按照原文的字序，有機會以希臘文的思考模式來體驗經文中的重點強調及上下文的邏輯關聯。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乃根據Nestle-Aland 26/27 版本，並附有以Received Text (RT) 及Westcot-Hort Text (WH)

版本為主的主要經文變異作爲參考；此外，也同時列有中文和合本的經文及英文欽定本的經文作爲比對。在經文

變異的部分，雙底綫表示原文異字，單底綫表示原文字序改變，斜體字表示該原文版本這個字不確定有無。 

較古老的版本是以安色爾字體抄寫，無字與字之間的間隔，也無呼吸或重音符號。是以，不同的字間分隔，或不

同的呼吸或重音符號皆有可能改變字義，不同的標點也可能有不同的經文解讀；加上希臘文時有共用字形的特性

，有時一個基本安色爾字體的字形可以有不同的文法解讀。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的簡易閲讀版帶有比較接近

中文特性的標點符號作爲參考，同時列舉出一些學者認爲可以有不同標點的經文或分段。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在原文字義上是以一組中文代表字表達一個原文基本字義；基本上，除了少數代名詞及

表達動作的名詞外，不同的Strong編號的原文字，一般都有不同的中文代表字來對應。簡易閲讀版只採用簡易型的

中文代表字表達字義的部分，附錄則列有按照拼音順序刊列的中文代表字簡易型與原型的對應表。

以下是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在希臘文文法要素上的對應代表字。其一對一的對應方式，不僅表達該文法要素

所要表達的約略含義，並使讀者可以從對應代表字的形式立即辨認出這個中文代表字的各項文法要素。

性 Gender \ 數 Number 單數 Singular 複數 Plural

陽性 Masculine (他) (他們)

陰性 Feminine (她) (她們)

中性 Neuter (它) (它們)

格的功能 Case Function 功能 Function 格的形式 Case Form 中文代表字

呼格 Vocative 直接的稱呼 呼格 Vocative 阿，

主格 Nominative 動作的主詞 主格 Nominative --

所有格 Genitive 限定性質；定義特點；說明關係
所有格 Genitive (從屬格) 從屬

分格 Ablative 表達分離或來源

間接受格 Dative 說明相關權益或所關連的事務

間接受格 Dative (在對格) 在對位置格 Locative 說明事務或動作的位置

憑藉格 Instrumental 描述動作傳達的媒介

直接受格 Accusative 說明動作的範圍 直接受格 Accusative (到於格) 到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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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文動詞時態

Greek Verb Tense
中文代表字 動詞時態的主要意義

現在式

Present Tense
現在持續 表達現在正在發生的動作，或現在持續重復或習慣性發生的動作

不完成式

Imperfect Tense
當時持續 表達過去正在發生的動作，或在當時持續重復或習慣性發生的動作

未來式

Future Tense
將要(持續) 表達未來發生的動作，可以為單點或整體，或也可以為持續的動作

完成式

Perfect Tense
現在已經 表達現在之前已經完成的動作，但其結果及影響到現在仍然沒有改變

過去完成式

Pluperfect Tense
當時已經 表達當時之前已經完成的動作，但其結果及影響到當時仍然沒有改變

未來完成式

Future Perfect Tense
新約未曾使用未來完成式，其意義乃是以一種迂迴式的說法來表達

非限定式

Aorist Tense
那時(也是) 表達一個單點或整體的動作，多為過去，但有時也表達永恒的真理

語態 Voice 功能 中文代表字

主動 Active 主詞為動詞動作的執行者 --

關身 Middle
主詞為動詞動作的執行者，亦為接受者

主詞執行的動作與自身有密切的關係
讓自己

被動 Passive 主詞乃動詞動作的接受者 被

異相動詞 Deponent Verb

關身形主動意動詞 / 被動形主動意動詞

一些希臘文動詞沒有主動形式, 意思卻為主動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是按字形對等)

語氣 Mood 功能 中文代表字

直述

Indicative

指出動作的確實性

(傳統希臘文法指出，時態僅在直述語氣才具有時間的意義)
--

假設

Subjunctive

指出動作客觀性的可能

主要為勸勉，禁止，商討，加強否定或可能假設
應該

祈使

Optative

指出動作主觀性的可能

主要為願望或可能的期許，也可為商討或條件的期許
可以

命令

Imperative

指出動作意志性的可能

主要為命令，懇求，許可
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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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 Mode 功能 中文代表字

動詞作形容詞 (分詞)

Verbal Adjective

(Participle)

具性，數，格，及時態，語態；但不具語氣，人稱，主詞

分詞時態所表達的時間是以主要動詞所表達的時間為參考點

形容詞性用法：可當形容詞，名詞

副詞性用法：附加或補充主要動詞其他的思想

…了的

動詞作名詞 (不定詞)

Verbal Noun

(Infinitive)

具時態，語態；但不具語氣，人稱，數，主詞

動詞性用法：表明主要動詞的目的，結果，原因…

不定詞動作的執行者通常以直接受格(到於格)表達

名詞性用法：可當主詞，受詞，解説詞 

要去 / 去

詞性 中文代表字 詞性 中文代表字

形容詞 …的 副詞 …地

感嘆詞 …呀 質問詞 …呢

比較級 更 / 較… 質問副詞 …地呢

最高級 最… 無字尾變化之名詞 (-)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的資料繁多，遺漏錯失在所難免，求主赦免。

在此，也願意稍微解釋有關版權的問題，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簡易閲讀版之 “Copyright 2011~2022 by

BRSI”的顯示，只是一個在法律上最基本的保護措施，唯一的目的是在防止屬世界的人掠取版權之後，反過來禁

止弟兄姊妹“自由並且免費”的使用。是以，主内的弟兄姊妹可以自由地複印學習，彼此分享。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簡易閲讀版”的“馬太福音”首稿，已獻與所敬愛的馬老師。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簡易閲讀版”的“約翰福音”首稿，已獻與所敬愛的宋老師。 

二零一二年，在主恩的引領下，完成了整個新約聖經的“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經文結構分析”。近幾年則有

機會改進了部分中文代表字，同時也修正了一些標點符號。二零二二年，則加上希臘文經文以助於學習。回顧主

恩，唯俯首感戴。

玆將神恩典賜予的“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簡易閲讀版”的全稿，再次獻與所有屬主的兒女，也願神豐沛的恩

典與所有的弟兄姊妹同在。

主内  計弟兄 

主後 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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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代 表 字 原 文 新 約 聖 經 < 漢字對等化希臘文新約聖經 >

簡 易 閲 讀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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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代 表 字 原 文 新 約 聖 經
< 漢字對等化希臘文新約聖經 >

簡 易 閲 讀 版 
根據Nestle-Aland 26/27版本

含Received Text(RT)及Westcot-Hort Text(WH)版本之主要經文變異

含中文和合本及英文欽定本(KJV)經文

馬太福音 // Matthew

太 1:1 Bi,bloj gene,sewj VIhsou/ Cristou/ uiòu/ Daui.d uiòu/ VAbraa,mÅ
The book of the generation of Jesus Christ, the son of David, the son of Abraham.
亞伯拉罕的後裔，大衛的子孫，耶穌基督的家譜；〔後裔子孫原文都作兒子下同〕

(她)書卷 從屬(她)生發成為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從屬(他)兒子 從屬(他)大衛， 從屬(他)兒子

從屬(他)亞伯拉罕。

太 1:2 VAbraa.m evge,nnhsen to.n VIsaa,k( VIsaa.k de. evge,nnhsen to.n VIakw,b( VIakw.b de. evge,nnhsen to.n VIou,dan kai.
tou.j avdelfou.j auvtou/(
Abraham begat Isaac; and Isaac begat Jacob; and Jacob begat Judas and his brethren;
亞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猶大和他的弟兄；

(他)亞伯拉罕 他/她/它那時(也是)生發成為族類 到於(他)那 到於(他)以撒； (他)以撒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生發成為族類 到於(他)那 到於(他)雅各； (他)雅各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生發成為族類

到於(他)那 到於(他)猶大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弟兄 從屬(他)同一者；

太 1:3 VIou,daj de. evge,nnhsen to.n Fa,rej kai. to.n Za,ra evk th/j Qama,r( Fa,rej de. evge,nnhsen to.n ~Esrw,m( ~Esrw.m
de. evge,nnhsen to.n VAra,m(
And Judas begat Phares and Zara of Thamar; and Phares begat Esrom; and Esrom begat Aram;
猶大從他瑪氏生法勒斯和謝拉；法勒斯生希斯崙；希斯崙生亞蘭；

(他)猶大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生發成為族類 到於(他)那 到於(他)法勒斯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謝拉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他瑪； (他)法勒斯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生發成為族類 到於(他)那

到於(他)希斯崙； (他)希斯崙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生發成為族類 到於(他)那 到於(他)亞蘭；

太 1:4 VAra.m de. evge,nnhsen to.n VAminada,b( VAminada.b de. evge,nnhsen to.n Naassw,n( Naassw.n de. evge,nnhsen to.n
Salmw,n(
And Aram begat Aminadab; and Aminadab begat Naasson; and Naasson begat Salmon;
亞蘭生亞米拿達；亞米拿達生拿順；拿順生撒門；

(他)亞蘭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生發成為族類 到於(他)那 到於(他)亞米拿達； (他)亞米拿達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生發成為族類 到於(他)那 到於(他)拿順； (他)拿順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生發成為族類

到於(他)那 到於(他)撒門；

太 1:5 Salmw.n de. evge,nnhsen to.n Bo,ej evk th/j ~Raca,b( Bo,ej de. evge,nnhsen to.n VIwbh.d evk th/j ~Rou,q( VIwbh.d de.
evge,nnhsen to.n VIessai,(
And Salmon begat Booz of Rachab; and Booz begat Obed of Ruth; and Obed begat Jesse;
撒門從喇合氏生波阿斯；波阿斯從路得氏生俄備得；俄備得生耶西；

(他)撒門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生發成為族類 到於(他)那 到於(他)波阿斯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喇合氏；

(他)波阿斯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生發成為族類 到於(他)那 到於(他)俄備得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路得；

(他)俄備得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生發成為族類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西；

太 1:6 VIessai. de. evge,nnhsen to.n Daui.d to.n basile,aÅ Daui.d de. evge,nnhsen to.n Solomw/na evk th/j tou/ Ouvri,ou(
And Jesse begat David the king; and David the king begat Solomon of her that had been the wife of Urias;
耶西生大衛王。大衛從烏利亞的妻子生所羅門；

(他)耶西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生發成為族類 到於(他)那 到於(他)大衛 到於(他)那 到於(他)君王； (他)大衛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生發成為族類 到於(他)那 到於(他)所羅門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他)那

從屬(他)烏利亞；
[經文變異RT]

(他)耶西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生發成為族類 到於(他)那 到於(他)大衛 到於(他)那 到於(他)君王； (他)大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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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也 (他)那 (他)君王 他/她/它那時(也是)生發成為族類 到於(他)那 到於(他)所羅門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他)那

從屬(他)烏利亞；

太 1:7 Solomw.n de. evge,nnhsen to.n ~Roboa,m( ~Roboa.m de. evge,nnhsen to.n VAbia,( VAbia. de. evge,nnhsen to.n VAsa,f(
And Solomon begat Roboam; and Roboam begat Abia; and Abia begat Asa;
所羅門生羅波安；羅波安生亞比雅；亞比雅生亞撒；

(他)所羅門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生發成為族類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羅波安； (他)羅波安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生發成為族類 到於(他)那 到於(他)亞比雅； (他)亞比雅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生發成為族類

到於(他)那 到於(他)亞撒；

太 1:8 VAsa.f de. evge,nnhsen to.n VIwsafa,t( VIwsafa.t de. evge,nnhsen to.n VIwra,m( VIwra.m de. evge,nnhsen to.n VOzi,an(
And Asa begat Josaphat; and Josaphat begat Joram; and Joram begat Ozias;
亞撒生約沙法；約沙法生約蘭；約蘭生烏西亞；

(他)亞撒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生發成為族類 到於(他)那 到於(他)約沙法； (他)約沙法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生發成為族類 到於(他)那 到於(他)約蘭； (他)約蘭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生發成為族類

到於(他)那 到於(他)烏西亞；

太 1:9 VOzi,aj de. evge,nnhsen to.n VIwaqa,m( VIwaqa.m de. evge,nnhsen to.n VAca,z( VAca.z de. evge,nnhsen to.n ~Ezeki,an(
And Ozias begat Joatham; and Joatham begat Achaz; and Achaz begat Ezekias;
烏西亞生約坦；約坦生亞哈斯；亞哈斯生希西家；

(他)烏西亞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生發成為族類 到於(他)那 到於(他)約坦； (他)約坦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生發成為族類 到於(他)那 到於(他)亞哈斯； (他)亞哈斯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生發成為族類

到於(他)那 到於(他)希西家；

太 1:10 ~Ezeki,aj de. evge,nnhsen to.n Manassh/( Manassh/j de. evge,nnhsen to.n VAmw,j( VAmw.j de. evge,nnhsen to.n
VIwsi,an(
And Ezekias begat Manasses; and Manasses begat Amon; and Amon begat Josias;
希西家生瑪拿西；瑪拿西生亞們；亞們生約西亞；

(他)希西家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生發成為族類 到於(他)那 到於(他)瑪拿西； (他)瑪拿西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生發成為族類 到於(他)那 到於(他)亞摩斯； (他)亞摩斯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生發成為族類

到於(他)那 到於(他)約西亞；
[經文變異RT]

(他)希西家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生發成為族類 到於(他)那 到於(他)瑪拿西； (他)瑪拿西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生發成為族類 到於(他)那 到於(他)亞們； (他)亞們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生發成為族類

到於(他)那 到於(他)約西亞；

太 1:11 VIwsi,aj de. evge,nnhsen to.n VIeconi,an kai. tou.j avdelfou.j auvtou/ evpi. th/j metoikesi,aj Babulw/nojÅ
And Josias begat Jechonias and his brethren, about the time they were carried away to Babylon:
百姓被遷到巴比倫的時候，約西亞生耶哥尼雅和他的弟兄。

(他)約西亞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生發成為族類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哥尼雅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弟兄 從屬(他)同一者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移居流放 從屬(她)巴比倫。

太 1:12 Meta. de. th.n metoikesi,an Babulw/noj VIeconi,aj evge,nnhsen to.n Salaqih,l( Salaqih.l de. evge,nnhsen to.n
Zorobabe,l(
And after they were brought to Babylon, Jechonias begat Salathiel; and Salathiel begat Zorobabel;
遷到巴比倫之後，耶哥尼雅生撒拉鐵；撒拉鐵生所羅巴伯；

<轉換其中>隨到後 然而也 到於(她)那 到於(她)移居流放 從屬(她)巴比倫 (他)耶哥尼雅

他/她/它那時(也是)生發成為族類 到於(他)那 到於(他)撒拉鐵； (他)撒拉鐵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生發成為族類

到於(他)那 到於(他)所羅巴伯；

太 1:13 Zorobabe.l de. evge,nnhsen to.n VAbiou,d( VAbiou.d de. evge,nnhsen to.n VEliaki,m( VEliaki.m de. evge,nnhsen to.n
VAzw,r(
And Zorobabel begat Abiud; and Abiud begat Eliakim; and Eliakim begat Azor;
所羅巴伯生亞比玉；亞比玉生以利亞敬；以利亞敬生亞所；

(他)所羅巴伯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生發成為族類 到於(他)那 到於(他)亞比玉； (他)亞比玉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生發成為族類 到於(他)那 到於(他)以利亞敬； (他)以利亞敬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生發成為族類 到於(他)那 到於(他)亞所；

太 1:14 VAzw.r de. evge,nnhsen to.n Sadw,k( Sadw.k de. evge,nnhsen to.n VAci,m( VAci.m de. evge,nnhsen to.n VEliou,d(
And Azor begat Sadoc; and Sadoc begat Achim; and Achim begat Eliud;
亞所生撒督；撒督生亞金；亞金生以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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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亞所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生發成為族類 到於(他)那 到於(他)撒督； (他)撒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生發成為族類 到於(他)那 到於(他)亞金； (他)亞金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生發成為族類

到於(他)那 到於(他)以律；

太 1:15 VEliou.d de. evge,nnhsen to.n VElea,zar( VElea,zar de. evge,nnhsen to.n Matqa,n( Matqa.n de. evge,nnhsen to.n
VIakw,b(
And Eliud begat Eleazar; and Eleazar begat Matthan; and Matthan begat Jacob;
以律生以利亞撒；以利亞撒生馬但；馬但生雅各；

(他)以律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生發成為族類 到於(他)那 到於(他)以利亞撒； (他)以利亞撒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生發成為族類 到於(他)那 到於(他)馬但； (他)馬但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生發成為族類

到於(他)那 到於(他)雅各；

太 1:16 VIakw.b de. evge,nnhsen to.n VIwsh.f to.n a;ndra Mari,aj( evx h-j evgennh,qh VIhsou/j ò lego,menoj Cristo,jÅ
And Jacob begat Joseph the husband of Mary, of whom was born Jesus, who is called Christ.
雅各生約瑟，就是馬利亞的丈夫；那稱為基督的耶穌，是從馬利亞生的。

(他)雅各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生發成為族類 到於(他)那 到於(他)約瑟 到於(他)那 到於(他)男人/丈夫

從屬(她)馬利亞， 向外出來 從屬(她)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發成為族類 (他)耶穌 (他)那 (他)現正持續被道說了的

(他)基督。

太 1:17 Pa/sai ou=n ai` geneai. avpo. VAbraa.m e[wj Daui.d geneai. dekate,ssarej( kai. avpo. Daui.d e[wj th/j metoikesi,aj
Babulw/noj geneai. dekate,ssarej( kai. avpo. th/j metoikesi,aj Babulw/noj e[wj tou/ Cristou/ geneai. dekate,ssarejÅ
So all the generations from Abraham to David are fourteen generations; and from David until the carrying away
into Babylon are fourteen generations; and from the carrying away into Babylon unto Christ are fourteen
generations.
這樣，從亞伯拉罕到大衛，共有十四代；從大衛到遷至巴比倫的時候，也有十四代；從遷至巴比倫的時候到基督

，又有十四代。

(她們)所有每一個的 這樣 (她們)那些 (她們)族類之世代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亞伯拉罕 一直直到 從屬(他)大衛

(她們)族類之世代 (她們)十四個； 並且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大衛 一直直到 從屬(她)那 從屬(她)移居流放

從屬(她)巴比倫 (她們)族類之世代 (她們)十四個； 並且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移居流放 從屬(她)巴比倫

一直直到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她們)族類之世代 (她們)十四個。

太 1:18 Tou/ de. VIhsou/ Cristou/ h` ge,nesij ou[twj h=nÅ mnhsteuqei,shj th/j mhtro.j auvtou/ Mari,aj tw/| VIwsh,f( pri.n
h' sunelqei/n auvtou.j eùre,qh evn gastri. e;cousa evk pneu,matoj àgi,ouÅ
Now the birth of Jesus Christ was on this wise: When as his mother Mary was espoused to Joseph, before they
came together, she was found with child of the Holy Ghost.
耶穌基督降生的事，記在下面：他母親馬利亞已經許配了約瑟，還沒有迎娶，馬利亞就從聖靈懷了孕。

從屬(他)那 然而也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她)那 (她)生發成為 那同一樣式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從屬(她)那時(也是)被許配了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母親 從屬(他)同一者 從屬(她)馬利亞 在對(他)那 在對(他)約瑟，

在之前地 甚或/或而 那時(也是)要去共同到來前往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找到尋見 在內

在對(她)肚腹 (她)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它)靈/風 從屬(它)聖的。
[經文變異RT]

從屬(他)那 然而也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她)那 (她)生發成為族類 那同一樣式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從屬(她)那時(也是)被許配了的 因為 從屬(她)那 從屬(她)母親 從屬(他)同一者 從屬(她)馬利亞 在對(他)那

在對(他)約瑟， 在之前地 甚或/或而 那時(也是)要去共同到來前往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找到尋見

在內 在對(她)肚腹 (她)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它)靈/風 從屬(它)聖的。

太 1:19 VIwsh.f de. ò avnh.r auvth/j( di,kaioj w'n kai. mh. qe,lwn auvth.n deigmati,sai( evboulh,qh la,qra| avpolu/sai
auvth,nÅ
Then Joseph her husband, being a just man, and not willing to make her a publick example, was minded to put
her away privily.
他丈夫約瑟是個義人，不願意明明的羞辱他，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

(他)約瑟 然而也 (他)那 (他)男人/丈夫 從屬(她)同一者 (他)具公平正義的 (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並且 不會/不要

(他)現正持續定意了的 到於(她)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使為範例表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諮商決意 暗暗地

那時(也是)要去打發離開 到於(她)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約瑟 然而也 (他)那 (他)男人/丈夫 從屬(她)同一者 (他)具公平正義的 (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並且 不會/不要

(他)現正持續定意了的 到於(她)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在旁使為範例表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諮商決意 暗暗地

那時(也是)要去打發離開 到於(她)同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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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1:20 tau/ta de. auvtou/ evnqumhqe,ntoj ivdou. a;ggeloj kuri,ou katV o;nar evfa,nh auvtw/| le,gwn( VIwsh.f uìo.j Daui,d(
mh. fobhqh/|j paralabei/n Mari,an th.n gunai/ka, sou\ to. ga.r evn auvth/| gennhqe.n evk pneu,mato,j evstin àgi,ouÅ
But while he thought on these things, behold, the angel of the Lord appeared unto him in a dream, saying,
Joseph, thou son of David, fear not to take unto thee Mary thy wife: for that which is conceived in her is of the
Holy Ghost.
正思念這事的時候，有主的使者向他夢中顯現，說：大衛的子孫約瑟，不要怕，只管娶過你的妻子馬利亞來；因

他所懷的孕，是從聖靈來的。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然而也 從屬(他)同一者 從屬(他)那時(也是)被貫注思考了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使者 從屬(他)主人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睡夢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促為照亮顯明 在對(他)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阿,(他)約瑟 (他)兒子 從屬(他)大衛， 不會/不要 你那時(也是)應該被成驚恐畏懼

那時(也是)要去拿取在旁邊 到於(她)馬利亞 到於(她)那 到於(她)女人 從屬你； (它)那 因為 在內 在對(她)同一者

(它)那時(也是)被生發成為族類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它)靈/風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從屬(它)聖的。

太 1:21 te,xetai de. uìo,n( kai. kale,seij to. o;noma auvtou/ VIhsou/n\ auvto.j ga.r sw,sei to.n lao.n auvtou/ avpo. tw/n
am̀artiw/n auvtw/nÅ
And she shall bring forth a son, and thou shalt call his name JESUS: for he shall save his people from their sins.
他將要生一個兒子；你要給他起名叫耶穌；因他要將自己的百姓從罪惡裏救出來。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生產帶出 然而也 到於(他)兒子， 並且 你將要(持續)促請召喚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名字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他)耶穌； (他)同一者 因為 他/她/它將要(持續)拯救 到於(他)那 到於(他)人民百姓

從屬(他)同一者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罪 從屬(他們)同一者。

太 1:22 Tou/to de. o[lon ge,gonen i[na plhrwqh/| to. rh̀qe.n ùpo. kuri,ou dia. tou/ profh,tou le,gontoj(
Now all this was done, that it might be fulfilled which was spoken of the Lord by the prophet, saying,
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應驗主藉先知所說的話，

(它)那同一者 然而也 (它)整個全部的 他/她/它現在已經生發成為，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促使成充滿添足

(它)那 (它)那時(也是)被發表言說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主人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那

從屬(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從屬(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太 1:23 VIdou. h̀ parqe,noj evn gastri. e[xei kai. te,xetai uìo,n( kai. kale,sousin to. o;noma auvtou/ VEmmanouh,l( o[ evstin
meqermhneuo,menon MeqV hm̀w/n ò qeo,jÅ
Behold, a virgin shall be with child, and shall bring forth a son, and they shall call his name Emmanuel, which
being interpreted is, God with us.
說：『必有童女，懷孕生子，人要稱他的名為以馬內利。』（以馬內利翻出來，就是神與我們同在。）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她)那 (她)童身處女 在內 在對(她)肚腹 他/她/它將要(持續)持有，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生產帶出 到於(他)兒子，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促請召喚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名字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他)以馬內利； (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現正持續被行解釋翻譯轉換了的，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我們 (他)那 (他)神。

太 1:24 evgerqei.j de. ò VIwsh.f avpo. tou/ u[pnou evpoi,hsen ẁj prose,taxen auvtw/| ò a;ggeloj kuri,ou kai. pare,laben
th.n gunai/ka auvtou/(
Then Joseph being raised from sleep did as the angel of the Lord had bidden him, and took unto him his wife:
約瑟醒了，起來，就遵著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過來；

(他)那時(也是)被喚醒起來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約瑟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睡眠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正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指定定規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使者 從屬(他)主人，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拿取在旁邊 到於(她)那 到於(她)女人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那時(也是)被徹底地喚醒起來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約瑟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睡眠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正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指定定規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使者 從屬(他)主人，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拿取在旁邊 到於(她)那 到於(她)女人 從屬(他)同一者；

太 1:25 kai. ouvk evgi,nwsken auvth.n e[wj ou- e;teken uìo,n\ kai. evka,lesen to. o;noma auvtou/ VIhsou/nÅ
And knew her not till she had brought forth her firstborn son: and he called his name JESUS.
只是沒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兒子，〔有古卷作等他生了頭胎的兒子〕就給他起名叫耶穌。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當時持續認識知道 到於(她)同一者， 一直直到 從屬(它)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生產帶出

到於(他)兒子；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促請召喚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名字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他)耶穌。
[經文變異RT]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當時持續認識知道 到於(她)同一者， 一直直到 從屬(它)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生產帶出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從屬(她)同一者 到於(他)那 到於(他)頭生長子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促請召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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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於(它)那 到於(它)名字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他)耶穌。

太 2:1 Tou/ de. VIhsou/ gennhqe,ntoj evn Bhqle,em th/j VIoudai,aj evn h̀me,raij ~Hrw,|dou tou/ basile,wj( ivdou. ma,goi
avpo. avnatolw/n parege,nonto eivj ~Ieroso,luma
Now when Jesus was born in Bethlehem of Judaea in the days of Herod the king, behold, there came wise men
from the east to Jerusalem,
當希律王的時候，耶穌生在猶太的伯利恆；有幾個博士從東方來到耶路撒冷，說：

從屬(他)那 然而也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那時(也是)被生發成為族類了的 在內 在對(她)伯利恆 從屬(她)那

從屬(她)猶太地方 在內 在對(她們)日子/白日 從屬(他)希律 從屬(他)那 從屬(他)君王，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們)術士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們)日出之東方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來到旁邊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路撒冷

太 2:2 le,gontej( Pou/ evstin ò tecqei.j basileu.j tw/n VIoudai,wnÈ ei;domen ga.r auvtou/ to.n avste,ra evn th/| avnatolh/|
kai. h;lqomen proskunh/sai auvtw/|Å
Saying, Where is he that is born King of the Jews? for we have seen his star in the east, and are come to
worship him.
那生下來作猶太人之王的在那裏。我們在東方看見他的星，特來拜他。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從屬某個什麼地方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那時(也是)被生產帶出了的 (他)君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我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因為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他)那 到於(他)星星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日出之東方， 並且 我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那時(也是)要去敬拜 在對(他)同一者。

太 2:3 avkou,saj de. ò basileu.j ~Hrw,|dhj evtara,cqh kai. pa/sa ~Ieroso,luma metV auvtou/(
When Herod the king had heard these things, he was troubled, and all Jerusalem with him.
希律王聽見了，就心裏不安；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

(他)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君王 (他)希律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攪動擾亂， 並且

(她)所有每一個的 (她)耶路撒冷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然而也 (他)希律 (他)那 (他)君王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攪動擾亂， 並且

(她)所有每一個的 (她)耶路撒冷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同一者；

太 2:4 kai. sunagagw.n pa,ntaj tou.j avrcierei/j kai. grammatei/j tou/ laou/ evpunqa,neto parV auvtw/n pou/ ò Cristo.j
genna/taiÅ
And when he had gathered all the chief priests and scribes of the people together, he demanded of them where
Christ should be born.
他就召齊了祭司長和民間的文士，問他們說：基督當生在何處。

並且 (他)那時(也是)聚集了的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大祭司 並且 到於(他們)書記文士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民百姓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詢問查證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們)同一者

從屬某個什麼地方呢 (他)那 (他)基督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生發成為族類。

太 2:5 oì de. ei=pan auvtw/|( VEn Bhqle,em th/j VIoudai,aj\ ou[twj ga.r ge,graptai dia. tou/ profh,tou\
And they said unto him, In Bethlehem of Judaea: for thus it is written by the prophet,
他們回答說：在猶太的伯利恆；因為有先知記著說：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伯利恆 從屬(她)那

從屬(她)猶太地方； 那同一樣式地 因為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那

從屬(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太 2:6 Kai. su. Bhqle,em( gh/ VIou,da( ouvdamw/j evlaci,sth ei= evn toi/j hg̀emo,sin VIou,da\ evk sou/ ga.r evxeleu,setai
hg̀ou,menoj( o[stij poimanei/ to.n lao,n mou to.n VIsrah,lÅ
And thou Bethlehem, in the land of Juda, art not the least among the princes of Juda: for out of thee shall come
a Governor, that shall rule my people Israel.
『猶大地的伯利恆阿，你在猶大諸城中，並不是最小的；因為將來有一位君王，要從你那裏出來，牧養我以色列

民。』

並且 你 阿,(她)伯利恆， 阿,(她)地土/地 從屬(他)猶大地方， 決不是如此地 (她)最微小低下的 你現在持續是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領導治理之人 從屬(他)猶大地方； 向外出來 從屬你 因為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帶領引導了的， (他)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將要(持續)牧養 到於(他)那 到於(他)人民百姓 從屬我 到於(他)那 到於(他)以色列。

太 2:7 To,te ~Hrw,|dhj la,qra| kale,saj tou.j ma,gouj hvkri,bwsen parV auvtw/n to.n cro,non tou/ fainome,nou avste,roj(
Then Herod, when he had privily called the wise men, inquired of them diligently what time the star appeared.
當下希律暗暗的召了博士來，細問那星是甚麼時候出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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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那時地 (他)希律 暗暗地 (他)那時(也是)促請召喚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術士

他/她/它那時(也是)促使確定切實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那 到於(他)時段期間 從屬(他)那

從屬(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促為照亮顯明了的 從屬(他)星星；

太 2:8 kai. pe,myaj auvtou.j eivj Bhqle,em ei=pen( Poreuqe,ntej evxeta,sate avkribw/j peri. tou/ paidi,ou\ evpa.n de.
eu[rhte( avpaggei,late, moi( o[pwj kavgw. evlqw.n proskunh,sw auvtw/|Å
And he sent them to Bethlehem, and said, Go and search diligently for the young child; and when ye have found
him, bring me word again, that I may come and worship him also.
就差他們往伯利恆去，說：你們去仔細尋訪那小孩子；尋到了，就來報信，我也好去拜他。

並且 (他)那時(也是)差送打發了的 到於(他們)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伯利恆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們)那時(也是)被行去了的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調查訊問 確定切實地 <在周圍>關於 從屬(它)那 從屬(它)小孩童；

在上面但凡 然而也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找到尋見，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從那裏報信通告 在對我， 這怎樣如何地

並且我 (他)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我那時(也是)應該敬拜 在對(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差送打發了的 到於(他們)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伯利恆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們)那時(也是)被行去了的 確定切實地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調查訊問 <在周圍>關於 從屬(它)那 從屬(它)小孩童；

在上面但凡 然而也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找到尋見，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從那裏報信通告 在對我， 這怎樣如何地

並且我 (他)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我那時(也是)應該敬拜 在對(他)同一者。

太 2:9 oì de. avkou,santej tou/ basile,wj evporeu,qhsan kai. ivdou. ò avsth,r( o]n ei=don evn th/| avnatolh/|( proh/gen
auvtou,j( e[wj evlqw.n evsta,qh evpa,nw ou- h=n to. paidi,onÅ
When they had heard the king, they departed; and, lo, the star, which they saw in the east, went before them, till
it came and stood over where the young child was.
他們聽見王的話，就去了；在東方所看見的那星，忽然在他們前頭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頭停住了。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君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行去；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那 (他)星星 到於(他)這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日出之東方， 他/她/它當時持續帶領在前面 到於(他們)同一者， 一直直到 (他)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立定站住 在上面上頭地 在這裏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它)那 (它)小孩童。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君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行去；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那 (他)星星 到於(他)這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日出之東方， 他/她/它當時持續帶領在前面 到於(他們)同一者， 一直直到 (他)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立定站住 在上面上頭地 在這裏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它)那 (它)小孩童。

太 2:10 ivdo,ntej de. to.n avste,ra evca,rhsan cara.n mega,lhn sfo,draÅ
When they saw the star, they rejoiced with exceeding great joy.
他們看見那星，就大大的歡喜。

(他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然而也 到於(他)那 到於(他)星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歡喜安樂 到於(她)歡喜快樂

到於(她)極大的 極度地。

太 2:11 kai. evlqo,ntej eivj th.n oivki,an ei=don to. paidi,on meta. Mari,aj th/j mhtro.j auvtou/( kai. peso,ntej
proseku,nhsan auvtw/| kai. avnoi,xantej tou.j qhsaurou.j auvtw/n prosh,negkan auvtw/| dw/ra( cruso.n kai. li,banon kai.
smu,rnanÅ
And when they were come into the house, they saw the young child with Mary his mother, and fell down, and
worshipped him: and when they had opened their treasures, they presented unto him gifts; gold, and
frankincense, and myrrh.
進了房子，看見小孩子和他母親馬利亞，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開寶盒，拿黃金乳香沒藥為禮物獻給他。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住屋家庭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它)那

到於(它)小孩童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馬利亞 從屬(她)那 從屬(她)母親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落下墜落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敬拜 在對(他)同一者；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向上開啟打開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寶藏財物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負載攜帶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它們)禮物， 到於(他)黃金 並且 到於(他)乳香 並且 到於(她)沒藥香料。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住屋家庭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找到尋見 到於(它)那

到於(它)小孩童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馬利亞 從屬(她)那 從屬(她)母親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落下墜落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敬拜 在對(他)同一者；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向上開啟打開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寶藏財物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負載攜帶 在對(他)同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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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於(它們)禮物， 到於(他)黃金 並且 到於(他)乳香 並且 到於(她)沒藥香料。

太 2:12 kai. crhmatisqe,ntej katV o;nar mh. avnaka,myai pro.j ~Hrw,|dhn( diV a;llhj òdou/ avnecw,rhsan eivj th.n cw,ran
auvtw/nÅ
And being warned of God in a dream that they should not return to Herod, they departed into their own country
another way.
博士因為在夢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見希律，就從別的路回本地去了。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被傳諭交代/註冊商標了的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睡夢 不會/不要 那時(也是)要去轉返折回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希律，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另外不同的 從屬(她)道路途徑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撤空退回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域 從屬(他們)同一者。

太 2:13 VAnacwrhsa,ntwn de. auvtw/n ivdou. a;ggeloj kuri,ou fai,netai katV o;nar tw/| VIwsh.f le,gwn( VEgerqei.j
para,labe to. paidi,on kai. th.n mhte,ra auvtou/ kai. feu/ge eivj Ai;gupton kai. i;sqi evkei/ e[wj a'n ei;pw soi\ me,llei
ga.r ~Hrw,|dhj zhtei/n to. paidi,on tou/ avpole,sai auvto,Å
And when they were departed, behold, the angel of the Lord appeareth to Joseph in a dream, saying, Arise, and
take the young child and his mother, and flee into Egypt, and be thou there until I bring thee word: for Herod will
seek the young child to destroy him.
他們去後，有主的使者向約瑟夢中顯現，說：起來，帶著小孩子同他母親，逃往埃及，住在那裏，等我吩咐你；

因為希律必尋找小孩子要除滅他。

從屬(他們)那時(也是)撤空退回了的 然而也 從屬(他們)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使者 從屬(他)主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促為照亮顯明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睡夢 在對(他)那 在對(他)約瑟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他)那時(也是)被喚醒起來了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拿取在旁邊 到於(它)那 到於(它)小孩童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母親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你現在就要持續逃離走避 向內進入 到於(她)埃及， 並且

你現在就要持續是 在那裏地， 一直直到 但凡 我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在對你； 他/她/它現在持續準備快要 因為

(他)希律 現要去持續探索尋求 到於(它)那 到於(它)小孩童， 從屬(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毀掉除滅 到於(它)同一者。

太 2:14 ò de. evgerqei.j pare,laben to. paidi,on kai. th.n mhte,ra auvtou/ nukto.j kai. avnecw,rhsen eivj Ai;gupton(
When he arose, he took the young child and his mother by night, and departed into Egypt:
約瑟就起來，夜間帶著小孩子和他母親往埃及去；

(他)那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被喚醒起來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拿取在旁邊 到於(它)那 到於(它)小孩童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母親 從屬(他)同一者 從屬(她)夜晚，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撤空退回 向內進入 到於(她)埃及；

太 2:15 kai. h=n evkei/ e[wj th/j teleuth/j ~Hrw,|dou\ i[na plhrwqh/| to. rh̀qe.n up̀o. kuri,ou dia. tou/ profh,tou le,gontoj(
VEx Aivgu,ptou evka,lesa to.n uiò,n mouÅ
And was there until the death of Herod: that it might be fulfilled which was spoken of the Lord by the prophet,
saying, Out of Egypt have I called my son.
住在那裏，直到希律死了；這是要應驗主藉先知所說的話，說：『我從埃及召出我的兒子來。』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在那裏地 一直直到 從屬(她)那 從屬(她)命終斃命 從屬(他)希律；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促使成充滿添足 (它)那 (它)那時(也是)被發表言說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主人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那 從屬(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從屬(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她)埃及

我那時(也是)促請召喚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從屬我。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在那裏地 一直直到 從屬(她)那 從屬(她)命終斃命 從屬(他)希律；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促使成充滿添足 (它)那 (它)那時(也是)被發表言說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那 從屬(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從屬(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她)埃及

我那時(也是)促請召喚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從屬我。

太 2:16 To,te ~Hrw,|dhj ivdw.n o[ti evnepai,cqh ùpo. tw/n ma,gwn evqumw,qh li,an( kai. avpostei,laj avnei/len pa,ntaj tou.j
pai/daj tou.j evn Bhqle,em kai. evn pa/si toi/j òri,oij auvth/j avpo. dietou/j kai. katwte,rw( kata. to.n cro,non o]n
hvkri,bwsen para. tw/n ma,gwnÅ
Then Herod, when he saw that he was mocked of the wise men, was exceeding wroth, and sent forth, and slew
all the children that were in Bethlehem, and in all the coasts thereof, from two years old and under, according to
the time which he had diligently inquired of the wise men.
希律見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發怒，差人將伯利恆城裏，並四境所有的男孩，照著他向博士仔細查問的時候，

凡兩歲以裏的，都殺盡了。

當那時地 (他)希律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是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戲弄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術士，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促使有熾熱憤恨 極度非常地， 並且 (他)那時(也是)分派差遣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挪去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孩童/下屬 到於(他們)那些 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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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她)伯利恆 並且 在內 在對(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具範圍界限之線 從屬(她)同一者，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兩年的 並且 更向下地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那 到於(他)時段期間 到於(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促使確定切實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術士。

太 2:17 to,te evplhrw,qh to. rh̀qe.n dia. VIeremi,ou tou/ profh,tou le,gontoj(
Then was fulfilled that which was spoken by Jeremy the prophet, saying,
這就應了先知耶利米的話，說：

當那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促使成充滿添足 (它)那 (它)那時(也是)被發表言說了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耶利米

從屬(他)那 從屬(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從屬(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經文變異RT]

當那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促使成充滿添足 (它)那 (它)那時(也是)被發表言說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耶利米

從屬(他)那 從屬(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從屬(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太 2:18 Fwnh. evn ~Rama. hvkou,sqh( klauqmo.j kai. ovdurmo.j polu,j\ ~Rach.l klai,ousa ta. te,kna auvth/j( kai. ouvk
h;qelen paraklhqh/nai( o[ti ouvk eivsi,nÅ
In Rama was there a voice heard, lamentation, and weeping, and great mourning, Rachel weeping for her
children, and would not be comforted, because they are not.
『在拉瑪聽見號咷大哭的聲音，是拉結哭他兒女，不肯受安慰，因為他們都不在了。』

(她)聲音 在內 在對(她)拉瑪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聲聞耳聽， (他)哭泣哀號 並且 (他)嘆息悲嘆 (他)許多的，

(她)拉結 (她)現正持續哭泣哀號了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孩子 從屬(她)同一者；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當時持續定意 那時(也是)要去被勸勉請求， 是這樣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她)聲音 在內 在對(她)拉瑪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聲聞耳聽， (他)悲鳴哀悼 並且 (他)哭泣哀號 並且 (他)嘆息悲嘆

(他)許多的， (她)拉結 (她)現正持續哭泣哀號了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孩子 從屬(她)同一者；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當時持續定意 那時(也是)要去被勸勉請求， 是這樣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太 2:19 Teleuth,santoj de. tou/ ~Hrw,|dou ivdou. a;ggeloj kuri,ou fai,netai katV o;nar tw/| VIwsh.f evn Aivgu,ptw|
But when Herod was dead, behold, an angel of the Lord appeareth in a dream to Joseph in Egypt,
希律死了以後，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約瑟夢中顯現，說：

從屬(他)那時(也是)命終了的 然而也 從屬(他)那 從屬(他)希律，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使者 從屬(他)主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促為照亮顯明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睡夢 在對(他)那 在對(他)約瑟 在內 在對(她)埃及
[經文變異RT]

從屬(他)那時(也是)命終了的 然而也 從屬(他)那 從屬(他)希律，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使者 從屬(他)主人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睡夢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促為照亮顯明 在對(他)那 在對(他)約瑟 在內 在對(她)埃及

太 2:20 le,gwn( VEgerqei.j para,labe to. paidi,on kai. th.n mhte,ra auvtou/ kai. poreu,ou eivj gh/n VIsrah,l\ teqnh,kasin
ga.r oi` zhtou/ntej th.n yuch.n tou/ paidi,ouÅ
Saying, Arise, and take the young child and his mother, and go into the land of Israel: for they are dead which
sought the young child's life.
起來，帶著小孩子和他母親往以色列地去；因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經死了。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他)那時(也是)被喚醒起來了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拿取在旁邊 到於(它)那 到於(它)小孩童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母親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向內進入 到於(她)地土/地

從屬(他)以色列； 他/她/它們現在已經死亡 因為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探索尋求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生魂意念 從屬(它)那 從屬(它)小孩童。

太 2:21 ò de. evgerqei.j pare,laben to. paidi,on kai. th.n mhte,ra auvtou/ kai. eivsh/lqen eivj gh/n VIsrah,lÅ
And he arose, and took the young child and his mother, and came into the land of Israel.
約瑟就起來，把小孩子和他母親帶到以色列地去。

(他)那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被喚醒起來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拿取在旁邊 到於(它)那 到於(它)小孩童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母親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她)地土/地

從屬(他)以色列。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被喚醒起來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拿取在旁邊 到於(它)那 到於(它)小孩童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母親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她)地土/地

從屬(他)以色列。

太 2:22 avkou,saj de. o[ti VArce,laoj basileu,ei th/j VIoudai,aj avnti. tou/ patro.j auvtou/ ~Hrw,|dou evfobh,qh evkei/
avpelqei/n\ crhmatisqei.j de. katV o;nar avnecw,rhsen eivj ta. me,rh th/j Galilai,aj(
But when he heard that Archelaus did reign in Judaea in the room of his father Herod, he was afraid t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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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ther: notwithstanding, being warned of God in a dream, he turned aside into the parts of Galilee:
只因聽見亞基老接著他父親希律作了猶太王，就怕往那裏去；又在夢中被主指示，便往加利利境內去了。

(他)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然而也 是這樣 (他)亞基老 他/她/它現在持續作君王 從屬(她)那 從屬(她)猶太地方

相對對應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從屬(他)同一者 從屬(他)希律，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成驚恐畏懼 在那裏地

那時(也是)要去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他)那時(也是)被傳諭交代/註冊商標了的 然而也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睡夢

他/她/它那時(也是)撤空退回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部分 從屬(她)那 從屬(她)加利利；
[經文變異RT]

(他)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然而也 是這樣 (他)亞基老 他/她/它現在持續作君王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猶太地方 相對對應 從屬(他)希律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成驚恐畏懼 在那裏地 那時(也是)要去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他)那時(也是)被傳諭交代/註冊商標了的 然而也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睡夢 他/她/它那時(也是)撤空退回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部分 從屬(她)那 從屬(她)加利利；

太 2:23 kai. evlqw.n katw,|khsen eivj po,lin legome,nhn Nazare,t\ o[pwj plhrwqh/| to. rh̀qe.n dia. tw/n profhtw/n o[ti
Nazwrai/oj klhqh,setaiÅ
And he came and dwelt in a city called Nazareth: that it might be fulfilled which was spoken by the prophets, He
shall be called a Nazarene.
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裏；這是要應驗先知所說：他將稱為拿撒勒人的話了。

並且 (他)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定居 向內進入 到於(她)城邑 到於(她)現正持續被道說了的

到於(她)拿撒勒； 這怎樣如何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促使成充滿添足 (它)那 (它)那時(也是)被發表言說了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是這樣 (他)拿撒勒人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促請召喚。

太 3:1 VEn de. tai/j hm̀e,raij evkei,naij paragi,netai VIwa,nnhj ò baptisth.j khru,sswn evn th/| evrh,mw| th/j VIoudai,aj
In those days came John the Baptist, preaching in the wilderness of Judaea,
那時，有施洗的約翰出來，在猶太的曠野傳道，說：

在內 然而也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日子/白日 在對(她們)在那裏的那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來到旁邊

(他)約翰 (他)那 (他)浸洗者， (他)現正持續傳達宣講了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孤獨荒涼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猶太地方

太 3:2 Îkai.Ð le,gwn( Metanoei/te\ h;ggiken ga.r h` basilei,a tw/n ouvranw/nÅ
And saying, Repent ye: for the kingdom of heaven is at hand.
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

並且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轉念悔悟； 他/她/它現在已經靠近 因為 (她)那 (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天空/天。
[經文變異WH]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轉念悔悟； 他/她/它現在已經靠近 因為 (她)那 (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天空/天。

太 3:3 ou-toj ga,r evstin ò rh̀qei.j dia. VHsai<ou tou/ profh,tou le,gontoj( Fwnh. bow/ntoj evn th/| evrh,mw|\ ~Etoima,sate
th.n òdo.n kuri,ou( euvqei,aj poiei/te ta.j tri,bouj auvtou/Å
For this is he that was spoken of by the prophet Esaias, saying, The voice of one crying in the wilderness,
Prepare ye the way of the Lord, make his paths straight.
這人就是先知以賽亞所說的，他說：『在曠野有人聲喊著說：預備主的道，修直他的路。』

(他)那同一者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那時(也是)被發表言說了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以賽亞

從屬(他)那 從屬(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從屬(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她)聲音 從屬(他)現正持續高呼喊叫了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孤獨荒涼的，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使成妥切齊備 到於(她)那 到於(她)道路途徑 從屬(他)主人，

到於(她們)平直直接的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行出作成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磨損踩出之軌跡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那同一者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那時(也是)被發表言說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以賽亞

從屬(他)那 從屬(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從屬(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她)聲音 從屬(他)現正持續高呼喊叫了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孤獨荒涼的，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使成妥切齊備 到於(她)那 到於(她)道路途徑 從屬(他)主人，

到於(她們)平直直接的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行出作成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磨損踩出之軌跡 從屬(他)同一者。

太 3:4 Auvto.j de. ò VIwa,nnhj ei=cen to. e;nduma auvtou/ avpo. tricw/n kamh,lou kai. zw,nhn dermati,nhn peri. th.n ovsfu.n
auvtou/( h` de. trofh. h=n auvtou/ avkri,dej kai. me,li a;grionÅ
And the same John had his raiment of camel's hair, and a leathern girdle about his loins; and his meat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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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usts and wild honey.
這約翰身穿駱駝毛的衣服，腰束皮帶，喫的是蝗蟲野蜜。

(他)同一者 然而也 (他)那 (他)約翰 他/她/它當時持續持有 到於(它)那 到於(它)衣著服飾 從屬(他)同一者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們)毛髮 從屬(他)駱駝， 並且 到於(她)帶子 到於(她)皮製的 <在周圍>在周圍 到於(她)那 到於(她)腹腰

從屬(他)同一者； (她)那 然而也 (她)食品營養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從屬(他)同一者 (她們)蝗蟲 並且 (它)蜂蜜

(它)野的。
[經文變異RT]

(他)同一者 然而也 (他)那 (他)約翰 他/她/它當時持續持有 到於(它)那 到於(它)衣著服飾 從屬(他)同一者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們)毛髮 從屬(他)駱駝， 並且 到於(她)帶子 到於(她)皮製的 <在周圍>在周圍 到於(她)那 到於(她)腹腰

從屬(他)同一者； (她)那 然而也 (她)食品營養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她們)蝗蟲 並且 (它)蜂蜜

(它)野的。

太 3:5 to,te evxeporeu,eto pro.j auvto.n ~Ieroso,luma kai. pa/sa h` VIoudai,a kai. pa/sa h` peri,cwroj tou/ VIorda,nou(
Then went out to him Jerusalem, and all Judaea, and all the region round about Jordan,
那時，耶路撒冷和猶太全地，並約但河一帶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約翰那裏。

當那時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向外行去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她)耶路撒冷 並且

(她)所有每一個的 (她)那 (她)猶太地方 並且 (她)所有每一個的 (她)那 (她)在周圍地域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約但河；

太 3:6 kai. evbapti,zonto evn tw/| VIorda,nh| potamw/| up̀V auvtou/ evxomologou,menoi ta.j àmarti,aj auvtw/nÅ
And were baptized of him in Jordan, confessing their sins.
承認他們的罪，在約但河裏受他的洗。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被浸洗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約但河 在對(他)河流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公開完全同意承認了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罪 從屬(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被浸洗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約但河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公開完全同意承認了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罪 從屬(他們)同一者。

太 3:7 VIdw.n de. pollou.j tw/n Farisai,wn kai. Saddoukai,wn evrcome,nouj evpi. to. ba,ptisma auvtou/ ei=pen auvtoi/j(
Gennh,mata evcidnw/n( ti,j ùpe,deixen ùmi/n fugei/n avpo. th/j mellou,shj ovrgh/jÈ
But when he saw many of the Pharisees and Sadducees come to his baptism, he said unto them, O generation
of vipers, who hath warned you to flee from the wrath to come?
約翰看見許多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也來受洗，就對他們說：毒蛇的種類，誰指示你們逃避將來的忿怒呢。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然而也 到於(他們)許多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法利賽人 並且 從屬(他們)撒都該人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那 到於(它)浸洗之禮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阿,(它們)所生發成為族類 從屬(她們)毒蛇， (他)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那時(也是)示範暗示 在對你們 那時(也是)要去逃離走避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的

從屬(她)激動忿怒？
[經文變異WH]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然而也 到於(他們)許多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法利賽人 並且 從屬(他們)撒都該人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那 到於(它)浸洗之禮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阿,(它們)所生發成為族類 從屬(她們)毒蛇， (他)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那時(也是)示範暗示

在對你們 那時(也是)要去逃離走避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的 從屬(她)激動忿怒？

太 3:8 poih,sate ou=n karpo.n a;xion th/j metanoi,aj
Bring forth therefore fruits meet for repentance:
你們要結出果子來，與悔改的心相稱；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行出作成 這樣 到於(他)果實 到於(他)相配值得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轉悟悔改；
[經文變異RT]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行出作成 這樣 到於(他們)果實 到於(他們)相配值得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轉悟悔改；

太 3:9 kai. mh. do,xhte le,gein evn èautoi/j( Pate,ra e;comen to.n VAbraa,mÅ le,gw ga.r um̀i/n o[ti du,natai ò qeo.j evk
tw/n li,qwn tou,twn evgei/rai te,kna tw/| VAbraa,mÅ
And think not to say within yourselves, We have Abraham to our father: for I say unto you, that God is able of
these stones to raise up children unto Abraham.
不要自己心裏說：有亞伯拉罕為我們的祖宗；我告訴你們，神能從這些石頭中給亞伯拉罕興起子孫來。

並且 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設想認為對 現要去持續道說 在內 在對(他們)同一者自己， 到於(他)父親

我們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他)那 到於(他)亞伯拉罕。 我現在持續道說 因為 在對你們， 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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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他)那 (他)神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石頭 從屬(他們)那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喚醒起來 到於(它們)孩子 在對(他)那 在對(他)亞伯拉罕。

太 3:10 h;dh de. h` avxi,nh pro.j th.n rì,zan tw/n de,ndrwn kei/tai\ pa/n ou=n de,ndron mh. poiou/n karpo.n kalo.n
evkko,ptetai kai. eivj pu/r ba,lletaiÅ
And now also the axe is laid unto the root of the trees: therefore every tree which bringeth not forth good fruit is
hewn down, and cast into the fire.
現在斧子已經放在樹根上，凡不結好果子的樹，就砍下來，丟在火裏。

甚而已然如此地 然而也 (她)那 (她)斧頭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那 到於(她)根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樹木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安置； (它)所有每一個的 這樣 (它)樹木 不會/不要 (它)現正持續行出作成了的

到於(他)果實 到於(他)美好適當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砍斷切開， 並且 向內進入 到於(它)火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投擲。
[經文變異RT]

甚而已然如此地 然而也 並且 (她)那 (她)斧頭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那 到於(她)根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樹木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安置； (它)所有每一個的 這樣 (它)樹木 不會/不要

(它)現正持續行出作成了的 到於(他)果實 到於(他)美好適當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砍斷切開， 並且 向內進入

到於(它)火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投擲。

太 3:11 evgw. me.n ùma/j bapti,zw evn u[dati eivj meta,noian( ò de. ovpi,sw mou evrco,menoj ivscuro,tero,j mou, evstin( ou-
ouvk eivmi. ik̀ano.j ta. ùpodh,mata basta,sai\ auvto.j ùma/j bapti,sei evn pneu,mati àgi,w| kai. puri,\
I indeed baptize you with water unto repentance: but he that cometh after me is mightier than I, whose shoes I
am not worthy to bear: he shall baptize you with the Holy Ghost, and with fire:
我是用水給你們施洗，叫你們悔改；但那在我以後來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給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聖靈

與火給你們施洗。

我 的確 到於你們 我現在持續浸洗 在內 在對(它)水 向內進入 到於(她)轉悟悔改； (他)那 然而也 向在後面地

從屬我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他)更強壯大力的 從屬我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從屬(他)這個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是 (他)達到足夠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鞋 那時(也是)要去提舉擔負； (他)同一者 到於你們

他/她/它將要(持續)浸洗 在內 在對(它)靈/風 在對(它)聖的 並且 在對(它)火；
[經文變異RT]

我 的確 我現在持續浸洗 到於你們 在內 在對(它)水 向內進入 到於(她)轉悟悔改； (他)那 然而也 向在後面地

從屬我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他)更強壯大力的 從屬我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從屬(他)這個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是 (他)達到足夠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鞋 那時(也是)要去提舉擔負； (他)同一者 到於你們

他/她/它將要(持續)浸洗 在內 在對(它)靈/風 在對(它)聖的 並且 在對(它)火；

太 3:12 ou- to. ptu,on evn th/| ceiri. auvtou/ kai. diakaqariei/ th.n a[lwna auvtou/ kai. suna,xei to.n si/ton auvtou/ eivj th.n
avpoqh,khn( to. de. a;curon katakau,sei puri. avsbe,stw|Å
Whose fan is in his hand, and he will throughly purge his floor, and gather his wheat into the garner; but he will
burn up the chaff with unquenchable fire.
他手裏拿著簸箕，要揚淨他的場，把麥子收在倉裏，把糠用不滅的火燒盡了。

從屬(他)這個 (它)那 (它)揚穀用的叉鏟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手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徹底地潔淨 到於(她)那 到於(她)打穀場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聚集 到於(他)那

到於(他)穀物麥粒 從屬(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收藏倉庫； 到於(它)那 然而也 到於(它)糠

他/她/它將要(持續)焚燒燒毀 在對(它)火 在對(它)無可撲滅消除的。

太 3:13 To,te paragi,netai ò VIhsou/j avpo. th/j Galilai,aj evpi. to.n VIorda,nhn pro.j to.n VIwa,nnhn tou/ baptisqh/nai
up̀V auvtou/Å
Then cometh Jesus from Galilee to Jordan unto John, to be baptized of him.
當下，耶穌從加利利來到約但河，見了約翰，要受他的洗。

當那時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來到旁邊 (他)那 (他)耶穌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加利利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那 到於(他)約但河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約翰， 從屬(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被浸洗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同一者。

太 3:14 ò de. VIwa,nnhj diekw,luen auvto.n le,gwn( VEgw. crei,an e;cw ùpo. sou/ baptisqh/nai( kai. su. e;rch| pro,j meÈ
But John forbad him, saying, I have need to be baptized of thee, and comest thou to me?
約翰想要攔住他，說：我當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這裏來麼。

(他)那 然而也 (他)約翰 他/她/它當時持續徹底地阻攔禁止 到於(他)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我 到於(她)需用

我現在持續持有 <在底下>被從 從屬你 那時(也是)要去被浸洗， 並且 你 你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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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變異WH]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當時持續徹底地阻攔禁止 到於(他)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我 到於(她)需用

我現在持續持有 <在底下>被從 從屬你 那時(也是)要去被浸洗， 並且 你 你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我？

太 3:15 avpokriqei.j de. ò VIhsou/j ei=pen pro.j auvto,n( :Afej a;rti( ou[twj ga.r pre,pon evsti.n h̀mi/n plhrw/sai pa/san
dikaiosu,nhnÅ to,te avfi,hsin auvto,nÅ
And Jesus answering said unto him, Suffer it to be so now: for thus it becometh us to fulfil all righteousness.
Then he suffered him.
耶穌回答說：你暫且許我；因為我們理當這樣盡諸般的義；〔或作禮〕於是約翰許了他。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就要任憑釋放離開 現今地； 那同一樣式地 因為 (它)現正持續突顯適宜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對我們 那時(也是)要去促使成充滿添足 到於(她)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至義。 當那時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任憑釋放離開 到於(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WH]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就要任憑釋放離開 現今地； 那同一樣式地 因為 (它)現正持續突顯適宜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對我們 那時(也是)要去促使成充滿添足 到於(她)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至義。 當那時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任憑釋放離開 到於(他)同一者。

太 3:16 baptisqei.j de. ò VIhsou/j euvqu.j avne,bh avpo. tou/ u[datoj\ kai. ivdou. hvnew,|cqhsan Îauvtw/|Ð oì ouvranoi,( kai.
ei=den Îto.Ð pneu/ma Îtou/Ð qeou/ katabai/non ẁsei. peristera.n Îkai.Ð evrco,menon evpV auvto,n\
And Jesus, when he was baptized, went up straightway out of the water: and, lo, the heavens were opened unto
him, and he saw the Spirit of God descending like a dove, and lighting upon him:
耶穌受了洗，隨即從水裏上來；天忽然為他開了，他就看見神的靈，彷彿鴿子降下，落在他身上。

(他)那時(也是)被浸洗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耶穌 平直直接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上行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那

從屬(它)水；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向上開啟打開 在對(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天空/天，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它)那 到於(它)靈/風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到於(它)現正持續向下行了的 正如好像地 到於(她)鴿子 並且 到於(它)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被浸洗了的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上行 平直直接地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那

從屬(它)水；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向上開啟打開 在對(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天空/天，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它)那 到於(它)靈/風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到於(它)現正持續向下行了的 正如好像地 到於(她)鴿子 並且 到於(它)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WH]

(他)那時(也是)被浸洗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耶穌 平直直接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上行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那

從屬(它)水；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向上開啟打開 (他們)那些 (他們)天空/天，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它)靈/風 從屬(他)神 到於(它)現正持續向下行了的 正如好像地 到於(她)鴿子，

到於(它)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同一者；

太 3:17 kai. ivdou. fwnh. evk tw/n ouvranw/n le,gousa( Ou-to,j evstin ò uiò,j mou ò avgaphto,j( evn w-| euvdo,khsaÅ
And lo a voice from heaven, saying, This is my beloved Son, in whom I am well pleased.
從天上有聲音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她)聲音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天空/天 (她)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兒子 從屬我 (他)那 (他)蒙愛的， 在內 在對(他)這個

我那時(也是)歡愉認可。

太 4:1 To,te ò VIhsou/j avnh,cqh eivj th.n e;rhmon ùpo. tou/ pneu,matoj peirasqh/nai ùpo. tou/ diabo,louÅ
Then was Jesus led up of the Spirit into the wilderness to be tempted of the devil.
當時，耶穌被聖靈引到曠野，受魔鬼的試探。

當那時地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向上帶領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孤獨荒涼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它)那 從屬(它)靈/風 那時(也是)要去被使有探測試驗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那 從屬(他)詆辱中傷的[常指魔鬼]。

太 4:2 kai. nhsteu,saj hm̀e,raj tessera,konta kai. nu,ktaj tessera,konta( u[steron evpei,nasenÅ
And when he had fasted forty days and forty nights, he was afterward an hung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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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禁食四十晝夜，後來就餓了。

並且 (他)那時(也是)禁食了的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到於(她們)四十個 並且 到於(她們)夜晚 到於(她們)四十個，

稍遲隨後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有飢餓。

太 4:3 Kai. proselqw.n ò peira,zwn ei=pen auvtw/|( Eiv uiò.j ei= tou/ qeou/( eivpe. i[na oì li,qoi ou-toi a;rtoi ge,nwntaiÅ
And when the tempter came to him, he said, If thou be the Son of God, command that these stones be made
bread.
那試探人的進前來，對他說：你若是神的兒子，可以吩咐這些石頭變成食物。

並且 (他)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了的 (他)那 (他)現正持續使有探測試驗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若是 (他)兒子 你現在持續是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你那時(也是)就要發話言說 為要 (他們)那些

(他們)石頭 (他們)那同一者 (他們)麵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生發成為。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現正持續使有探測試驗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若是 (他)兒子 你現在持續是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你那時(也是)就要發話言說 為要

(他們)那些 (他們)石頭 (他們)那同一者 (他們)麵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生發成為。

太 4:4 ò de. avpokriqei.j ei=pen( Ge,graptai( Ouvk evpV a;rtw| mo,nw| zh,setai ò a;nqrwpoj( avllV evpi. panti. rh̀,mati
evkporeuome,nw| dia. sto,matoj qeou/Å
But he answered and said, It is written, Man shall not live by bread alone, but by every word that proceedeth out
of the mouth of God.
耶穌卻回答說：經上記著說：『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裏所出的一切話。』

(他)那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不是/不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麵餅 在對(他)僅有單獨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活 (他)那 (他)人， 但乃是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它)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它)所發表言說 在對(它)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向外行去了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口/嘴 從屬(他)神。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不是/不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麵餅 在對(他)僅有單獨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活 (他)人， 但乃是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它)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它)所發表言說 在對(它)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向外行去了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口/嘴

從屬(他)神。

太 4:5 To,te paralamba,nei auvto.n ò dia,boloj eivj th.n àgi,an po,lin kai. e;sthsen auvto.n evpi. to. pteru,gion tou/
ièrou/
Then the devil taketh him up into the holy city, and setteth him on a pinnacle of the temple,
魔鬼就帶他進了聖城，叫他站在殿頂上，〔頂原文作翅〕

當那時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拿取在旁邊 到於(他)同一者 (他)那 (他)詆辱中傷的[常指魔鬼]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聖的 到於(她)城邑，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立定站住 到於(他)同一者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那

到於(它)側樓尖頂 從屬(它)那 從屬(它)聖殿，
[經文變異RT]

當那時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拿取在旁邊 到於(他)同一者 (他)那 (他)詆辱中傷的[常指魔鬼]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聖的 到於(她)城邑，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立定站住 到於(他)同一者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那

到於(它)側樓尖頂 從屬(它)那 從屬(它)聖殿，

太 4:6 kai. le,gei auvtw/|( Eiv uiò.j ei= tou/ qeou/( ba,le seauto.n ka,tw\ ge,graptai ga.r o[ti Toi/j avgge,loij auvtou/
evntelei/tai peri. sou/ kai. evpi. ceirw/n avrou/si,n se( mh,pote prosko,yh|j pro.j li,qon to.n po,da souÅ
And saith unto him, If thou be the Son of God, cast thyself down: for it is written, He shall give his angels charge
concerning thee: and in their hands they shall bear thee up, lest at any time thou dash thy foot against a stone.
對他說：你若是神的兒子，可以跳下去；因為經上記著說：『主要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著你，免得你的腳

碰在石頭上。』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若是 (他)兒子 你現在持續是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你那時(也是)就要投擲 到於(他)你自己 向下地；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因為， 是這樣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使者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被督促責成 <在周圍>關於 從屬你， 並且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們)手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提起 到於你， 不會任何時候地 你那時(也是)應該撞擊絆跌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石頭 到於(他)那 到於(他)腳 從屬你。

太 4:7 e;fh auvtw/| ò VIhsou/j( Pa,lin ge,graptai( Ouvk evkpeira,seij ku,rion to.n qeo,n souÅ
Jesus said unto him, It is written again, Thou shalt not tempt the Lord thy God.
耶穌對他說：經上又記著說：『不可試探主你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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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當時持續是宣稱傳講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重新又再地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不是/不

你將要(持續)向外使有探測試驗 到於(他)主人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從屬你。

太 4:8 Pa,lin paralamba,nei auvto.n ò dia,boloj eivj o;roj ùyhlo.n li,an kai. dei,knusin auvtw/| pa,saj ta.j basilei,aj
tou/ ko,smou kai. th.n do,xan auvtw/n
Again, the devil taketh him up into an exceeding high mountain, and sheweth him all the kingdoms of the world,
and the glory of them;
魔鬼又帶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將世上的萬國，與萬國的榮華，都指給他看，

重新又再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拿取在旁邊 到於(他)同一者 (他)那 (他)詆辱中傷的[常指魔鬼] 向內進入 到於(它)高山

到於(它)高的 極度非常地，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顯示展現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她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榮耀

從屬(她們)同一者；

太 4:9 kai. ei=pen auvtw/|( Tau/ta, soi pa,nta dw,sw( eva.n pesw.n proskunh,sh|j moiÅ
And saith unto him, All these things will I give thee, if thou wilt fall down and worship me.
對他說：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這一切都賜給你。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在對你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我將要(持續)給與， 但凡若是 (他)那時(也是)落下墜落了的 你那時(也是)應該敬拜 在對我。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你

我將要(持續)給與， 但凡若是 (他)那時(也是)落下墜落了的 你那時(也是)應該敬拜 在對我。

太 4:10 to,te le,gei auvtw/| ò VIhsou/j( {Upage( Satana/\ ge,graptai ga,r( Ku,rion to.n qeo,n sou proskunh,seij kai.
auvtw/| mo,nw| latreu,seijÅ
Then saith Jesus unto him, Get thee hence, Satan: for it is written, Thou shalt worship the Lord thy God, and
him only shalt thou serve.
耶穌說：撒但退去罷。〔撒但就是抵擋的意思乃魔鬼的別名〕因為經上記著說：『當拜主你的神，單要事奉他。

』

當那時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你現在就要持續退開去， 阿,(他)撒但；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因為， 到於(他)主人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從屬你 你將要(持續)敬拜， 並且

在對(他)同一者 在對(他)僅有單獨的 你將要(持續)行事奉。

太 4:11 To,te avfi,hsin auvto.n ò dia,boloj( kai. ivdou. a;ggeloi prosh/lqon kai. dihko,noun auvtw/|Å
Then the devil leaveth him, and, behold, angels came and ministered unto him.
於是魔鬼離了耶穌，有天使來伺候他。

當那時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任憑釋放離開 到於(他)同一者 (他)那 (他)詆辱中傷的[常指魔鬼]；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們)使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行服事

在對(他)同一者。

太 4:12 VAkou,saj de. o[ti VIwa,nnhj paredo,qh avnecw,rhsen eivj th.n Galilai,anÅ
Now when Jesus had heard that John was cast into prison, he departed into Galilee;
耶穌聽見約翰下了監，就退到加利利去；

(他)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然而也 是這樣 (他)約翰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交付， 他/她/它那時(也是)撤空退回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加利利。
[經文變異RT]

(他)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耶穌 是這樣 (他)約翰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交付，

他/她/它那時(也是)撤空退回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加利利。

太 4:13 kai. katalipw.n th.n Nazara. evlqw.n katw,|khsen eivj Kafarnaou.m th.n paraqalassi,an evn òri,oij
Zaboulw.n kai. Nefqali,m\
And leaving Nazareth, he came and dwelt in Capernaum, which is upon the sea coast, in the borders of Zabulon
and Nephthalim:
後又離開拿撒勒，往迦百農去，就住在那裏；那地方靠海，在西布倫和拿弗他利的邊界上。

並且 (他)那時(也是)遺留下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拿撒勒， (他)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定居

向內進入 到於(她)迦百農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在海旁邊的 在內 在對(它們)具範圍界限之線 從屬(他)西布倫 並且

從屬(他)拿弗他利；

太 4:14 i[na plhrwqh/| to. rh̀qe.n dia. VHsai<ou tou/ profh,tou le,gontoj(
That it might be fulfilled which was spoken by Esaias the prophet, saying,
這是要應驗先知以賽亞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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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促使成充滿添足 (它)那 (它)那時(也是)被發表言說了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以賽亞

從屬(他)那 從屬(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從屬(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太 4:15 Gh/ Zaboulw.n kai. gh/ Nefqali,m( òdo.n qala,sshj( pe,ran tou/ VIorda,nou( Galilai,a tw/n evqnw/n(
The land of Zabulon, and the land of Nephthalim, by the way of the sea, beyond Jordan, Galilee of the Gentiles;
說：『西布倫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約但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

阿,(她)地土/地 從屬(他)西布倫 並且 阿,(她)地土/地 從屬(他)拿弗他利， 到於(她)道路途徑 從屬(她)海， 於那邊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約但河， 阿,(她)加利利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種族邦國，

太 4:16 ò lao.j ò kaqh,menoj evn sko,tei fw/j ei=den me,ga( kai. toi/j kaqhme,noij evn cw,ra| kai. skia/| qana,tou fw/j
avne,teilen auvtoi/jÅ
The people which sat in darkness saw great light; and to them which sat in the region and shadow of death light
is sprung up.
那坐在黑暗裏的百姓，看見了大光，坐在死蔭之地的人，有光發現照著他們。』

(他)那 (他)人民百姓 (他)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在內 在對(它)黑暗 到於(它)光明

他/她/它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它)極大的， 並且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在內

在對(她)地域 並且 在對(她)蔭影 從屬(他)死 (它)光明 他/她/它那時(也是)升起 在對(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那 (他)人民百姓 (他)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在內 在對(它)黑暗 他/她/它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它)光明 到於(它)極大的， 並且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在內 在對(她)地域 並且

在對(她)蔭影 從屬(他)死 (它)光明 他/她/它那時(也是)升起 在對(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WH]

(他)那 (他)人民百姓 (他)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在內 在對(它)漆黑 到於(它)光明

他/她/它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它)極大的， 並且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在內

在對(她)地域 並且 在對(她)蔭影 從屬(他)死 (它)光明 他/她/它那時(也是)升起 在對(他們)同一者。

太 4:17 VApo. to,te h;rxato ò VIhsou/j khru,ssein kai. le,gein( Metanoei/te\ h;ggiken ga.r h` basilei,a tw/n ouvranw/nÅ
From that time Jesus began to preach, and to say, Repent: for the kingdom of heaven is at hand.
從那時候耶穌就傳起道來，說：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

從那裏離開 當那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 (他)那 (他)耶穌 現要去持續傳達宣講 並且

現要去持續道說，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轉念悔悟； 他/她/它現在已經靠近 因為 (她)那 (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天空/天。

太 4:18 Peripatw/n de. para. th.n qa,lassan th/j Galilai,aj ei=den du,o avdelfou,j( Si,mwna to.n lego,menon Pe,tron
kai. VAndre,an to.n avdelfo.n auvtou/( ba,llontaj avmfi,blhstron eivj th.n qa,lassan\ h=san ga.r al̀iei/jÅ
And Jesus, walking by the sea of Galilee, saw two brethren, Simon called Peter, and Andrew his brother,
casting a net into the sea: for they were fishers.
耶穌在加利利海邊行走，看見弟兄二人，就是那稱呼彼得的西門，和他兄弟安得烈，在海裏撒網；他們本是打魚

的。

(他)現正持續來往昂然踏行了的 然而也 <在旁邊>到旁邊 到於(她)那 到於(她)海 從屬(她)那 從屬(她)加利利

他/她/它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他們)二個/兩個 到於(他們)弟兄， 到於(他)西門 到於(他)那

到於(他)現正持續被道說了的 到於(他)彼得 並且 到於(他)安得烈 到於(他)那 到於(他)弟兄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投擲了的 到於(它)四圍撒的網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海；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因為

(他們)漁夫。
[經文變異RT]

(他)現正持續來往昂然踏行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耶穌 <在旁邊>到旁邊 到於(她)那 到於(她)海 從屬(她)那

從屬(她)加利利 他/她/它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他們)二個/兩個 到於(他們)弟兄， 到於(他)西門 到於(他)那

到於(他)現正持續被道說了的 到於(他)彼得 並且 到於(他)安得烈 到於(他)那 到於(他)弟兄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投擲了的 到於(它)四圍撒的網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海；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因為

(他們)漁夫。

太 4:19 kai. le,gei auvtoi/j( Deu/te ovpi,sw mou( kai. poih,sw ùma/j àliei/j avnqrw,pwnÅ
And he saith unto them, Follow me, and I will make you fishers of men.
耶穌對他們說：來跟從我，我要叫你們得人如得魚一樣。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你們就要到這裏來 向在後面地 從屬我， 並且

我將要(持續)行出作成 到於你們 到於(他們)漁夫 從屬(他們)人。

太 4:20 oi` de. euvqe,wj avfe,ntej ta. di,ktua hvkolou,qhsan auvtw/|Å
And they straightway left their nets, and followed h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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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就立刻捨了網，跟從了他。

(他們)那些 然而也 平直直接地[同#2117] (他們)那時(也是)任憑釋放離開了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漁網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跟隨 在對(他)同一者。

太 4:21 Kai. proba.j evkei/qen ei=den a;llouj du,o avdelfou,j( VIa,kwbon to.n tou/ Zebedai,ou kai. VIwa,nnhn to.n avdelfo.n
auvtou/( evn tw/| ploi,w| meta. Zebedai,ou tou/ patro.j auvtw/n katarti,zontaj ta. di,ktua auvtw/n( kai. evka,lesen auvtou,jÅ
And going on from thence, he saw other two brethren, James the son of Zebedee, and John his brother, in a
ship with Zebedee their father, mending their nets; and he called them.
從那裏往前走，又看見弟兄二人，就是西庇太的兒子雅各，和他兄弟約翰，同他們的父親西庇太在船上補網；耶

穌就招呼他們。

並且 (他)那時(也是)向前行了的 從那裏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他們)另外不同的 到於(他們)二個/兩個

到於(他們)弟兄， 到於(他)雅各 到於(他)那 從屬(他)那 從屬(他)西庇太 並且 到於(他)約翰 到於(他)那 到於(他)弟兄

從屬(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船隻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西庇太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從屬(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向下使成裝備妥當了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漁網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促請召喚 到於(他們)同一者。

太 4:22 oi` de. euvqe,wj avfe,ntej to. ploi/on kai. to.n pate,ra auvtw/n hvkolou,qhsan auvtw/|Å
And they immediately left the ship and their father, and followed him.
他們立刻捨了船，別了父親，跟從了耶穌。

(他們)那些 然而也 平直直接地[同#2117] (他們)那時(也是)任憑釋放離開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船隻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跟隨 在對(他)同一者。

太 4:23 Kai. perih/gen evn o[lh| th/| Galilai,a| dida,skwn evn tai/j sunagwgai/j auvtw/n kai. khru,sswn to. euvagge,lion
th/j basilei,aj kai. qerapeu,wn pa/san no,son kai. pa/san malaki,an evn tw/| law/|Å
And Jesus went about all Galilee, teaching in their synagogues, and preaching the gospel of the kingdom, and
healing all manner of sickness and all manner of disease among the people.
耶穌走遍加利利，在各會堂裏教訓人，傳天國的福音，醫治百姓各樣的病症。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帶領四處走動 在內 在對(她)整個全部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加利利， (他)現正持續教導了的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會堂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現正持續傳達宣講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福音佳訊

從屬(她)那 從屬(她)王權國度 並且 (他)現正持續行侍候紓解了的 到於(她)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疾病 並且

到於(她)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虛軟纖弱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人民百姓。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帶領四處走動 在內 在對(她)整個全部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加利利 (他)那 (他)耶穌，

(他)現正持續教導了的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會堂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現正持續傳達宣講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福音佳訊 從屬(她)那 從屬(她)王權國度 並且 (他)現正持續行侍候紓解了的 到於(她)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疾病 並且 到於(她)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虛軟纖弱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人民百姓。

太 4:24 kai. avph/lqen h̀ avkoh. auvtou/ eivj o[lhn th.n Suri,an\ kai. prosh,negkan auvtw/| pa,ntaj tou.j kakw/j e;contaj
poiki,laij no,soij kai. basa,noij sunecome,nouj Îkai.Ð daimonizome,nouj kai. selhniazome,nouj kai. paralutikou,j(
kai. evqera,peusen auvtou,jÅ
And his fame went throughout all Syria: and they brought unto him all sick people that were taken with divers
diseases and torments, and those which were possessed with devils, and those which were lunatick, and those
that had the palsy; and he healed them.
他的名聲就傳遍了敘利亞；那裏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樣疾病，各樣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癲癇的，癱瘓

的，都帶了來，耶穌就治好了他們。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她)那 (她)聽聞 從屬(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整個全部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敘利亞；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負載攜帶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們)那些 卑劣不好地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在對(她們)各色各樣的

在對(她們)疾病 並且 在對(她們)考驗折磨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被握緊擠壓了的， 並且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鬼附了的， 並且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發狂癲癇了的， 並且 到於(他們)癱瘓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侍候紓解 到於(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WH]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她)那 (她)聽聞 從屬(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整個全部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敘利亞；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負載攜帶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們)那些 卑劣不好地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在對(她們)各色各樣的

在對(她們)疾病 並且 在對(她們)考驗折磨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被握緊擠壓了的，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鬼附了的， 並且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發狂癲癇了的， 並且 到於(他們)癱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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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侍候紓解 到於(他們)同一者。

太 4:25 kai. hvkolou,qhsan auvtw/| o;cloi polloi. avpo. th/j Galilai,aj kai. Dekapo,lewj kai. ~Ierosolu,mwn kai.
VIoudai,aj kai. pe,ran tou/ VIorda,nouÅ
And there followed him great multitudes of people from Galilee, and from Decapolis, and from Jerusalem, and
from Judaea, and from beyond Jordan.
當下，有許多人從加利利，低加波利，耶路撒冷，猶太，約但河外，來跟著他。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跟隨 在對(他)同一者 (他們)群眾 (他們)許多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加利利

並且 從屬(她)低加波利 並且 從屬(它們)耶路撒冷 並且 從屬(她)猶太地方 並且 於那邊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約但河。

太 5:1 VIdw.n de. tou.j o;clouj avne,bh eivj to. o;roj( kai. kaqi,santoj auvtou/ prosh/lqan auvtw/| oì maqhtai. auvtou/\
And seeing the multitudes, he went up into a mountain: and when he was set, his disciples came unto him:
耶穌看見這許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門徒到他跟前來。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然而也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群眾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上行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高山； 並且 從屬(他)那時(也是)就座了的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

在對(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太 5:2 kai. avnoi,xaj to. sto,ma auvtou/ evdi,dasken auvtou.j le,gwn(
And he opened his mouth, and taught them, saying,
他就開口教訓他們說：

並且 (他)那時(也是)向上開啟打開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口/嘴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教導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太 5:3 Maka,rioi oì ptwcoi. tw/| pneu,mati( o[ti auvtw/n evstin h` basilei,a tw/n ouvranw/nÅ
Blessed are the poor in spirit: for theirs is the kingdom of heaven.
虛心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他們)蒙至高褔的 (他們)那些 (他們)貧苦窮困的 在對(它)那 在對(它)靈/風； 是這樣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天空/天。

太 5:4 maka,rioi oì penqou/ntej( o[ti auvtoi. paraklhqh,sontaiÅ
Blessed are they that mourn: for they shall be comforted.
哀慟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安慰。

(他們)蒙至高褔的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哀慟了的； 是這樣 (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被勸勉請求。

太 5:5 maka,rioi oì praei/j( o[ti auvtoi. klhronomh,sousin th.n gh/nÅ
Blessed are the meek: for they shall inherit the earth.
溫柔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承受地土。

(他們)蒙至高褔的 (他們)那些 (他們)溫柔謙和的； 是這樣 (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行承受產業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太 5:6 maka,rioi oì peinw/ntej kai. diyw/ntej th.n dikaiosu,nhn( o[ti auvtoi. cortasqh,sontaiÅ
Blessed are they which do hunger and thirst after righteousness: for they shall be filled.
飢渴慕義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飽足。

(他們)蒙至高褔的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有飢餓了的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有乾渴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至義；

是這樣 (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被餵飽。

太 5:7 maka,rioi oì evleh,monej( o[ti auvtoi. evlehqh,sontaiÅ
Blessed are the merciful: for they shall obtain mercy.
憐恤人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蒙憐恤。

(他們)蒙至高褔的 (他們)那些 (他們)發憐憫慈悲的； 是這樣 (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被發憐憫慈悲。

太 5:8 maka,rioi oì kaqaroi. th/| kardi,a|( o[ti auvtoi. to.n qeo.n o;yontaiÅ
Blessed are the pure in heart: for they shall see God.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見神。

(他們)蒙至高褔的 (他們)那些 (他們)乾淨純潔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內心； 是這樣 (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看見注目。

太 5:9 maka,rioi oì eivrhnopoioi,( o[ti auvtoi. uiòi. qeou/ klhqh,sontaiÅ
Blessed are the peacemakers: for they shall be called the children of God.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稱為神的兒子。

(他們)蒙至高褔的 (他們)那些 (他們)行出作成和平安寧的； 是這樣 (他們)同一者 (他們)兒子 從屬(他)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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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被促請召喚。

太 5:10 maka,rioi oì dediwgme,noi e[neken dikaiosu,nhj( o[ti auvtw/n evstin h` basilei,a tw/n ouvranw/nÅ
Blessed are they which are persecuted for righteousness' sake: for theirs is the kingdom of heaven.
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他們)蒙至高褔的 (他們)那些 (他們)現在已經被追趕迫求了的 由于為此地 從屬(她)至義； 是這樣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天空/天。

太 5:11 maka,rioi, evste o[tan ovneidi,swsin ùma/j kai. diw,xwsin kai. ei;pwsin pa/n ponhro.n kaqV ùmw/n Îyeudo,menoiÐ
e[neken evmou/Å
Blessed are ye, when men shall revile you, and persecute you, and shall say all manner of evil against you
falsely, for my sake.
人若因我辱罵你們，逼迫你們，捏造各樣壞話毀謗你們，你們就有福了。

(他們)蒙至高褔的 你們現在持續是， 但凡當這時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奚落貶責 到於你們，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追趕迫求，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到於(它)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惡的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你們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說謊作假了的， 由于為此地 從屬"我"。
[經文變異RT]

(他們)蒙至高褔的 你們現在持續是， 但凡當這時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奚落貶責 到於你們，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追趕迫求，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到於(它)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惡的

到於(它)所發表言說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你們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說謊作假了的， 由于為此地 從屬"我"。

太 5:12 cai,rete kai. avgallia/sqe( o[ti ò misqo.j ùmw/n polu.j evn toi/j ouvranoi/j\ ou[twj ga.r evdi,wxan tou.j profh,taj
tou.j pro. ùmw/nÅ
Rejoice, and be exceeding glad: for great is your reward in heaven: for so persecuted they the prophets which
were before you.
應當歡喜快樂；因為你們在天上的賞賜是大的；在你們以前的先知，人也是這樣逼迫他們。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歡喜安樂 並且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踴躍歡騰； 是這樣 (他)那 (他)工價報酬 從屬你們

(他)許多的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天空/天； 那同一樣式地 因為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追趕迫求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到於(他們)那些 在前面 從屬你們。

太 5:13 ~Umei/j evste to. a[laj th/j gh/j\ eva.n de. to. a[laj mwranqh/|( evn ti,ni àlisqh,setaiÈ eivj ouvde.n ivscu,ei e;ti eiv mh.
blhqe.n e;xw katapatei/sqai up̀o. tw/n avnqrw,pwnÅ
Ye are the salt of the earth: but if the salt have lost his savour, wherewith shall it be salted? it is thenceforth
good for nothing, but to be cast out, and to be trodden under foot of men.
你們是世上的鹽；鹽若失了味，怎能叫他再鹹呢；以後無用，不過丟在外面，被人踐踏了。

你們 你們現在持續是 (它)那 (它)鹽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但凡若是 然而也 (它)那 (它)鹽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促為魯鈍愚拙， 在內 在對(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使有鹽？ 向內進入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有強壯大力 依然仍舊地， 若是 不會/不要 (它)那時(也是)被投擲了的

在外面地 現要去持續被向下踩踹踐踏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人。
[經文變異RT]

你們 你們現在持續是 (它)那 (它)鹽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但凡若是 然而也 (它)那 (它)鹽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促為魯鈍愚拙， 在內 在對(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使有鹽？ 向內進入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有強壯大力 依然仍舊地， 若是 不會/不要 那時(也是)要去被投擲

在外面地 並且 現要去持續被向下踩踹踐踏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人。

太 5:14 ~Umei/j evste to. fw/j tou/ ko,smouÅ ouv du,natai po,lij krubh/nai evpa,nw o;rouj keime,nh\
Ye are the light of the world. A city that is set on an hill cannot be hid.
你們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

你們 你們現在持續是 (它)那 (它)光明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她)城邑 那時(也是)要去被隱藏遮掩 在上面上頭地 從屬(它)高山

(她)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安置了的；

太 5:15 ouvde. kai,ousin lu,cnon kai. tiqe,asin auvto.n ùpo. to.n mo,dion avllV evpi. th.n lucni,an( kai. la,mpei pa/sin
toi/j evn th/| oivki,a|Å
Neither do men light a candle, and put it under a bushel, but on a candlestick; and it giveth light unto all that are
in the house.
人點燈，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燈臺上，就照亮一家的人。

然而也不是地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點燃焚燒 到於(他)燈火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置放擺設 到於(他)同一者

<在底下>在底下 到於(他)那 到於(他)斗， 但乃是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燈臺； 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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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現在持續發光照耀 在對(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住屋家庭。

太 5:16 ou[twj lamya,tw to. fw/j um̀w/n e;mprosqen tw/n avnqrw,pwn( o[pwj i;dwsin ùmw/n ta. kala. e;rga kai.
doxa,swsin to.n pate,ra ùmw/n to.n evn toi/j ouvranoi/jÅ
Let your light so shine before men, that they may see your good works, and glorify your Father which is in
heaven.
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

那同一樣式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發光照耀 (它)那 (它)光明 從屬你們 從在其前地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人； 這怎樣如何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看見察覺 從屬你們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美好適當的

到於(它們)工作，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歸榮耀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從屬你們 到於(他)那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天空/天。

太 5:17 Mh. nomi,shte o[ti h=lqon katalu/sai to.n no,mon h' tou.j profh,taj\ ouvk h=lqon katalu/sai avlla. plhrw/saiÅ
Think not that I am come to destroy the law, or the prophets: I am not come to destroy, but to fulfil.
莫想我來要廢掉律法和先知；我來不是要廢掉，乃是要成全。

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視成慣例而認定 是這樣 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那時(也是)要去拆毀/歇息 到於(他)那

到於(他)律法 甚或/或而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不是/不 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那時(也是)要去拆毀/歇息， 但乃是 那時(也是)要去促使成充滿添足。

太 5:18 avmh.n ga.r le,gw ùmi/n\ e[wj a'n pare,lqh| ò ouvrano.j kai. h` gh/( ivw/ta e]n h' mi,a kerai,a ouv mh. pare,lqh| avpo.
tou/ no,mou( e[wj a'n pa,nta ge,nhtaiÅ
For verily I say unto you, Till heaven and earth pass, one jot or one tittle shall in no wise pass from the law, till all
be fulfilled.
我實在告訴你們，就是到天地都廢去了，律法的一點一畫也不能廢去，都要成全。

阿們 因為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一直直到 但凡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在旁邊過去 (他)那 (他)天空/天 並且

(她)那 (她)地土/地， (它)衣哦他(最小點)[音譯希伯來文最小的字母] (它)一個 甚或/或而 (她)一個/第一

(她)希伯來文字的一個凸角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在旁邊過去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律法， 一直直到 但凡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生發成為。

太 5:19 o]j eva.n ou=n lu,sh| mi,an tw/n evntolw/n tou,twn tw/n evlaci,stwn kai. dida,xh| ou[twj tou.j avnqrw,pouj(
evla,cistoj klhqh,setai evn th/| basilei,a| tw/n ouvranw/n\ o]j dV a'n poih,sh| kai. dida,xh|( ou-toj me,gaj klhqh,setai evn
th/| basilei,a| tw/n ouvranw/nÅ
Whosoever therefore shall break one of these least commandments, and shall teach men so, he shall be called
the least in the kingdom of heaven: but whosoever shall do and teach them, the same shall be called great in
the kingdom of heaven.
所以無論何人廢掉這誡命中最小的一條，又教訓人這樣作，他在天國要稱為最小的；但無論何人遵行這誡命，又

教訓人遵行，他在天國要稱為大的。

(他)這個 但凡若是 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鬆綁脫解 到於(她)一個/第一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誡律命令

從屬(她們)那同一者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最微小低下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教導 那同一樣式地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人， (他)最微小低下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促請召喚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天空/天； (他)這個 然而也 但凡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行出作成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教導， (他)那同一者 (他)極大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促請召喚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天空/天。

太 5:20 le,gw ga.r ùmi/n o[ti eva.n mh. perisseu,sh| ùmw/n h` dikaiosu,nh plei/on tw/n grammate,wn kai. Farisai,wn( ouv
mh. eivse,lqhte eivj th.n basilei,an tw/n ouvranw/nÅ
For I say unto you, That except your righteousness shall exceed the righteousness of the scribes and
Pharisees, ye shall in no case enter into the kingdom of heaven.
我告訴你們，你們的義，若不勝於文士和法利賽人的義，斷不能進天國。

我現在持續道說 因為 在對你們， 是這樣 但凡若是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成格外多 從屬你們 (她)那

(她)至義 到於(它)更多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書記文士 並且 從屬(他們)法利賽人，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天空/天。
[經文變異RT]

我現在持續道說 因為 在對你們， 是這樣 但凡若是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成格外多 (她)那 (她)至義

從屬你們 到於(它)更多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書記文士 並且 從屬(他們)法利賽人，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天空/天。

太 5:21 VHkou,sate o[ti evrre,qh toi/j avrcai,oij( Ouv foneu,seij\ o]j dV a'n foneu,sh|( e;nocoj e;stai th/| kri,seiÅ
Ye have heard that it was said by them of old time, Thou shalt not kill; and whosoever shall kill shall b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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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ger of the judgment:
你們聽見有吩咐古人的話，說：『不可殺人，』又說：『凡殺人的，難免受審判。』

你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是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發表言說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起初原始的， 不是/不

你將要(持續)行謀害凶殺； (他)這個 然而也 但凡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行謀害凶殺， (他)有責任難以脫逃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在對(她)那 在對(她)區別審斷。

太 5:22 evgw. de. le,gw ùmi/n o[ti pa/j ò ovrgizo,menoj tw/| avdelfw/| auvtou/ e;nocoj e;stai th/| kri,sei\ o]j dV a'n ei;ph| tw/|
avdelfw/| auvtou/( ~Raka,( e;nocoj e;stai tw/| sunedri,w|\ o]j dV a'n ei;ph|( Mwre,( e;nocoj e;stai eivj th.n ge,ennan tou/
puro,jÅ
But I say unto you, That whosoever is angry with his brother without a cause shall be in danger of the judgment:
and whosoever shall say to his brother, Raca, shall be in danger of the council: but whosoever shall say, Thou
fool, shall be in danger of hell fire.
只是我告訴你們，凡向弟兄動怒的，難免受審判。〔有古卷在凡字下添無緣無故的五字〕凡罵弟兄是拉加的，難

免公會的審斷；凡罵弟兄是魔利的，難免地獄的火。

我 然而也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是這樣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他)現正持續被使有激動忿怒了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弟兄 從屬(他)同一者 (他)有責任難以脫逃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在對(她)那 在對(她)區別審斷；

(他)這個 然而也 但凡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在對(他)那 在對(他)弟兄 從屬(他)同一者，

阿,(他)拉加[亞蘭文音譯=頭腦空洞的廢物]， (他)有責任難以脫逃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在對(它)那 在對(它)公會；

(他)這個 然而也 但凡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阿,(他)魯鈍愚拙的， (他)有責任難以脫逃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獄 從屬(它)那 從屬(它)火。
[經文變異RT]

我 然而也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是這樣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他)現正持續被使有激動忿怒了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弟兄 從屬(他)同一者 徒然無用地 (他)有責任難以脫逃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在對(她)那

在對(她)區別審斷； (他)這個 然而也 但凡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在對(他)那 在對(他)弟兄

從屬(他)同一者， 阿,(他)拉加[亞蘭文音譯=頭腦空洞的廢物]， (他)有責任難以脫逃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在對(它)那

在對(它)公會； (他)這個 然而也 但凡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阿,(他)魯鈍愚拙的，

(他)有責任難以脫逃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獄 從屬(它)那 從屬(它)火。

太 5:23 eva.n ou=n prosfe,rh|j to. dw/ro,n sou evpi. to. qusiasth,rion kavkei/ mnhsqh/|j o[ti ò avdelfo,j sou e;cei ti kata.
sou/(
Therefore if thou bring thy gift to the altar, and there rememberest that thy brother hath ought against thee;
所以你在祭壇上獻禮物的時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懷怨，

但凡若是 這樣 你現在應該持續在前面向著負載攜帶 到於(它)那 到於(它)禮物 從屬你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那

到於(它)祭壇， 且在那裏地 你那時(也是)應該被提醒記得， 是這樣 (他)那 (他)弟兄 從屬你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它)任何什麼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你，

太 5:24 a;fej evkei/ to. dw/ro,n sou e;mprosqen tou/ qusiasthri,ou kai. u[page prw/ton dialla,ghqi tw/| avdelfw/| sou(
kai. to,te evlqw.n pro,sfere to. dw/ro,n souÅ
Leave there thy gift before the altar, and go thy way; first be reconciled to thy brother, and then come and offer
thy gift.
就把禮物留在壇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後來獻禮物。

你那時(也是)就要任憑釋放離開 在那裏地 到於(它)那 到於(它)禮物 從屬你 從在其前地 從屬(它)那 從屬(它)祭壇，

並且 你現在就要持續退開去； 首先地 你那時(也是)就要被改善調和 在對(他)那 在對(他)弟兄 從屬你， 並且

當那時地 (他)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你現在就要持續在前面向著負載攜帶 到於(它)那 到於(它)禮物 從屬你。

太 5:25 i;sqi euvnow/n tw/| avntidi,kw| sou tacu.( e[wj o[tou ei= metV auvtou/ evn th/| òdw/|( mh,pote, se paradw/| ò avnti,dikoj
tw/| krith/| kai. ò krith.j tw/| up̀hre,th| kai. eivj fulakh.n blhqh,sh|\
Agree with thine adversary quickly, whiles thou art in the way with him; lest at any time the adversary deliver
thee to the judge, and the judge deliver thee to the officer, and thou be cast into prison.
你同告你的對頭還在路上，就趕緊與他和息；恐怕他把你送給審判官，審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監裏了。

你現在就要持續是 (他)現正持續有好意和善了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對頭 從屬你 很快地， 一直直到 從屬(它)是這時

你現在持續是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道路途徑； 不會任何時候地 到於你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交付 (他)那 (他)對頭 在對(他)那 在對(他)審判官， 並且 (他)那 (他)審判官 在對(他)那

在對(他)差役， 並且 向內進入 到於(她)夜更/監獄 你將要(持續)被投擲；
[經文變異RT]

你現在就要持續是 (他)現正持續有好意和善了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對頭 從屬你 很快地， 一直直到 從屬(它)是這時

你現在持續是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道路途徑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同一者； 不會任何時候地 到於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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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交付 (他)那 (他)對頭 在對(他)那 在對(他)審判官， 並且 (他)那 (他)審判官 到於你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交付 在對(他)那 在對(他)差役， 並且 向內進入 到於(她)夜更/監獄 你將要(持續)被投擲；

太 5:26 avmh.n le,gw soi( ouv mh. evxe,lqh|j evkei/qen( e[wj a'n avpodw/|j to.n e;scaton kodra,nthnÅ
Verily I say unto thee, Thou shalt by no means come out thence, till thou hast paid the uttermost farthing.
我實在告訴你，若有一文錢沒有還清，你斷不能從那裏出來。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你那時(也是)應該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從那裏地， 一直直到

但凡 你那時(也是)應該從那裏給與 到於(他)那 到於(他)最末後的 到於(他)銅錢。

太 5:27 VHkou,sate o[ti evrre,qh( Ouv moiceu,seijÅ
Ye have heard that it was said by them of old time, Thou shalt not commit adultery:
你們聽見有話說：『不可姦淫。』

你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是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發表言說， 不是/不 你將要(持續)行姦淫。
[經文變異RT]

你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是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發表言說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起初原始的， 不是/不

你將要(持續)行姦淫。

太 5:28 evgw. de. le,gw ùmi/n o[ti pa/j ò ble,pwn gunai/ka pro.j to. evpiqumh/sai auvth.n h;dh evmoi,ceusen auvth.n evn th/|
kardi,a| auvtou/Å
But I say unto you, That whosoever looketh on a woman to lust after her hath committed adultery with her
already in his heart.
只是我告訴你們，凡看見婦女就動淫念的，這人心裏已經與他犯姦淫了。

我 然而也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是這樣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他)現正持續著眼觀看了的 到於(她)女人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熱戀愛慕 到於(她)同一者， 甚而已然如此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姦淫

到於(她)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內心 從屬(他)同一者。

太 5:29 eiv de. ò ovfqalmo,j sou o` dexio.j skandali,zei se( e;xele auvto.n kai. ba,le avpo. sou/\ sumfe,rei ga,r soi i[na
avpo,lhtai e]n tw/n melw/n sou kai. mh. o[lon to. sw/ma, sou blhqh/| eivj ge,ennanÅ
And if thy right eye offend thee, pluck it out, and cast it from thee: for it is profitable for thee that one of thy
members should perish, and not that thy whole body should be cast into hell.
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剜出來丟掉；寧可失去百體中的一體，不叫全身丟在地獄裏。

若是 然而也 (他)那 (他)眼睛 從屬你 (他)那 (他)右手邊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誘陷絆倒 到於你，

你那時(也是)就要挪開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投擲 從那裏離開 從屬你；

他/她/它現在持續一起負載攜帶/輕省有益 因為 在對你，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毀掉除滅 (它)一個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肢體 從屬你， 並且 不會/不要 (它)整個全部的 (它)那 (它)身體 從屬你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投擲 向內進入 到於(她)地獄。

太 5:30 kai. eiv h̀ dexia, sou cei.r skandali,zei se( e;kkoyon auvth.n kai. ba,le avpo. sou/\ sumfe,rei ga,r soi i[na
avpo,lhtai e]n tw/n melw/n sou kai. mh. o[lon to. sw/ma, sou eivj ge,ennan avpe,lqh|Å
And if thy right hand offend thee, cut if off, and cast it from thee: for it is profitable for thee that one of thy
members should perish, and not that thy whole body should be cast into hell.
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來丟掉；寧可失去百體中的一體，不叫全身下入地獄。

並且 若是 (她)那 (她)右手邊的 從屬你 (她)手 他/她/它現在持續誘陷絆倒 到於你， 你那時(也是)就要砍斷切開

到於(她)同一者，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投擲 從那裏離開 從屬你； 他/她/它現在持續一起負載攜帶/輕省有益 因為

在對你，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毀掉除滅 (它)一個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肢體 從屬你， 並且

不會/不要 (它)整個全部的 (它)那 (它)身體 從屬你 向內進入 到於(她)地獄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經文變異RT]

並且 若是 (她)那 (她)右手邊的 從屬你 (她)手 他/她/它現在持續誘陷絆倒 到於你， 你那時(也是)就要砍斷切開

到於(她)同一者，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投擲 從那裏離開 從屬你； 他/她/它現在持續一起負載攜帶/輕省有益 因為

在對你，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毀掉除滅 (它)一個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肢體 從屬你， 並且

不會/不要 (它)整個全部的 (它)那 (它)身體 從屬你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投擲 向內進入 到於(她)地獄。

太 5:31 VErre,qh de,( }Oj a'n avpolu,sh| th.n gunai/ka auvtou/( do,tw auvth/| avposta,sionÅ
It hath been said, Whosoever shall put away his wife, let him give her a writing of divorcement:
又有話說：人若休妻，就當給他休書。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發表言說 然而也， (他)這個 但凡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打發離開 到於(她)那 到於(她)女人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給與 在對(她)同一者 到於(它)離婚文件。
[經文變異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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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發表言說 然而也， 是這樣 (他)這個 但凡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打發離開 到於(她)那

到於(她)女人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給與 在對(她)同一者 到於(它)離婚文件。

太 5:32 evgw. de. le,gw ùmi/n o[ti pa/j ò avpolu,wn th.n gunai/ka auvtou/ parekto.j lo,gou pornei,aj poiei/ auvth.n
moiceuqh/nai( kai. o]j eva.n avpolelume,nhn gamh,sh|( moica/taiÅ
But I say unto you, That whosoever shall put away his wife, saving for the cause of fornication, causeth her to
commit adultery: and whosoever shall marry her that is divorced committeth adultery.
只是我告訴你們，凡休妻的，若不是為淫亂的緣故，就是叫他作淫婦了；人若娶這被休的婦人，也是犯姦淫了。

我 然而也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是這樣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他)現正持續打發離開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女人 從屬(他)同一者 在旁之外地 從屬(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她)通奸淫行 他/她/它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到於(她)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被行姦淫； 並且 (他)這個 但凡若是 到於(她)現在已經被打發離開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結婚娶嫁，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犯姦淫。
[經文變異RT]

我 然而也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是這樣 (他)這個 但凡 (他)現正持續打發離開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女人

從屬(他)同一者 在旁之外地 從屬(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她)通奸淫行 他/她/它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到於(她)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犯姦淫； 並且 (他)這個 但凡若是 到於(她)現在已經被打發離開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結婚娶嫁，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犯姦淫。
[經文變異WH]

我 然而也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是這樣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他)現正持續打發離開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女人 從屬(他)同一者 在旁之外地 從屬(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她)通奸淫行 他/她/它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到於(她)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被行姦淫； 並且 (他)這個 但凡若是 到於(她)現在已經被打發離開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結婚娶嫁，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犯姦淫。

太 5:33 Pa,lin hvkou,sate o[ti evrre,qh toi/j avrcai,oij( Ouvk evpiorkh,seij( avpodw,seij de. tw/| kuri,w| tou.j o[rkouj souÅ
Again, ye have heard that it hath been said by them of old time, Thou shalt not forswear thyself, but shalt
perform unto the Lord thine oaths:
你們又聽見有吩咐古人的話，說：『不可背誓，所起的誓，總要向主謹守。』

重新又再地 你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是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發表言說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起初原始的，

不是/不 你將要(持續)行起假誓， 你將要(持續)從那裏給與 然而也 在對(他)那 在對(他)主人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誓言制約 從屬你。

太 5:34 evgw. de. le,gw ùmi/n mh. ovmo,sai o[lwj\ mh,te evn tw/| ouvranw/|( o[ti qro,noj evsti.n tou/ qeou/(
But I say unto you, Swear not at all; neither by heaven; for it is God's throne:
只是我告訴你們，甚麼誓都不可起，不可指著天起誓，因為天是神的座位；

我 然而也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不會/不要 那時(也是)要去起誓 整個全部地； 並不會/又不會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天空/天， 是這樣 (他)寶座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太 5:35 mh,te evn th/| gh/|( o[ti up̀opo,dio,n evstin tw/n podw/n auvtou/( mh,te eivj ~Ieroso,luma( o[ti po,lij evsti.n tou/
mega,lou basile,wj(
Nor by the earth; for it is his footstool: neither by Jerusalem; for it is the city of the great King.
不可指著地起誓，因為地是他的腳凳；也不可指著耶路撒冷起誓，因為耶路撒冷是大君的京城。

並不會/又不會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地土/地， 是這樣 (它)腳凳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腳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不會/又不會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路撒冷， 是這樣 (她)城邑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從屬(他)那 從屬(他)極大的 從屬(他)君王；

太 5:36 mh,te evn th/| kefalh/| sou ovmo,sh|j( o[ti ouv du,nasai mi,an tri,ca leukh.n poih/sai h' me,lainanÅ
Neither shalt thou swear by thy head, because thou canst not make one hair white or black.
又不可指著你的頭起誓，因為你不能使一根頭髮變黑變白了。

並不會/又不會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頭 從屬你 你那時(也是)應該起誓， 是這樣 不是/不

你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到於(她)一個/第一 到於(她)毛髮 到於(她)亮光潔白的 那時(也是)要去行出作成

甚或/或而 到於(她)墨黑的。
[經文變異RT]

並不會/又不會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頭 從屬你 你那時(也是)應該起誓， 是這樣 不是/不

你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到於(她)一個/第一 到於(她)毛髮 到於(她)亮光潔白的 甚或/或而 到於(她)墨黑的

那時(也是)要去行出作成。

太 5:37 e;stw de. ò lo,goj ùmw/n nai. nai,( ou' ou;\ to. de. perisso.n tou,twn evk tou/ ponhrou/ evstinÅ
But let your communication be, Yea, yea; Nay, nay: for whatsoever is more than these cometh of evil.
你們的話，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若再多說，就是出於那惡者。〔或作是從惡裏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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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是 然而也 (他)那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你們， 誠然為是 誠然為是， 不是/不

不是/不； (它)那 然而也 (它)格外多的 從屬(他們)那同一者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惡的註1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註1：“從屬(他)那 從屬(他)惡的”文法上亦可以為“從屬(它)那 從屬(它)惡的”。

太 5:38 VHkou,sate o[ti evrre,qh( VOfqalmo.n avnti. ovfqalmou/ kai. ovdo,nta avnti. ovdo,ntojÅ
Ye have heard that it hath been said, An eye for an eye, and a tooth for a tooth:
你們聽見有話說：『以眼還眼，以牙還牙。』

你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是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發表言說， 到於(他)眼睛 相對對應 從屬(他)眼睛， 並且

到於(他)牙齒 相對對應 從屬(他)牙齒。

太 5:39 evgw. de. le,gw ùmi/n mh. avntisth/nai tw/| ponhrw/|\ avllV o[stij se ràpi,zei eivj th.n dexia.n siago,na ÎsouÐ(
stre,yon auvtw/| kai. th.n a;llhn\
But I say unto you, That ye resist not evil: but whosoever shall smite thee on thy right cheek, turn to him the
other also.
只是我告訴你們，不要與惡人作對；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

我 然而也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不會/不要 那時(也是)要去對立抗拒 在對(他)那 在對(他)惡的註1； 但乃是

(他)這個任何什麼 到於你 他/她/它現在持續掌擊拍摑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右手邊的 到於(她)面頰 從屬你，

你那時(也是)就要轉動翻轉 在對(他)同一者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另外不同的；

註1：“在對(他)那 在對(他)惡的”文法上亦可以為“在對(它)那 在對(它)惡的”。

[經文變異RT]

我 然而也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不會/不要 那時(也是)要去對立抗拒 在對(他)那 在對(他)惡的； 但乃是

(他)這個任何什麼 到於你 他/她/它將要(持續)掌擊拍摑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右手邊的 從屬你

到於(她)面頰， 你那時(也是)就要轉動翻轉 在對(他)同一者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另外不同的；

太 5:40 kai. tw/| qe,lonti, soi kriqh/nai kai. to.n citw/na, sou labei/n( a;fej auvtw/| kai. to. im̀a,tion\
And if any man will sue thee at the law, and take away thy coat, let him have thy cloke also.
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裏衣，連外衣也由他拿去。

並且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定意了的 在對你 那時(也是)要去被區別審斷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上衣內袍

從屬你 那時(也是)要去拿取， 你那時(也是)就要任憑釋放離開 在對(他)同一者 並且 到於(它)那 到於(它)衣服；

太 5:41 kai. o[stij se avggareu,sei mi,lion e[n( u[page metV auvtou/ du,oÅ
And whosoever shall compel thee to go a mile, go with him twain.
有人強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

並且 (他)這個任何什麼 到於你 他/她/它將要(持續)行徵召 到於(它)哩 到於(它)一個， 你現在就要持續退開去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它們)二個/兩個。

太 5:42 tw/| aivtou/nti, se do,j( kai. to.n qe,lonta avpo. sou/ dani,sasqai mh. avpostrafh/|jÅ
Give to him that asketh thee, and from him that would borrow of thee turn not thou away.
有求你的，就給他；有向你借貸的，不可推辭。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索問要求了的 到於你 你那時(也是)就要給與，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現正持續定意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你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借貸貸款 不會/不要 你那時(也是)應該被從那裏轉動翻轉。
[經文變異RT]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索問要求了的 到於你 你現在就要持續給與，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現正持續定意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你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借貸貸款 不會/不要 你那時(也是)應該被從那裏轉動翻轉。

太 5:43 VHkou,sate o[ti evrre,qh( VAgaph,seij to.n plhsi,on sou kai. mish,seij to.n evcqro,n souÅ
Ye have heard that it hath been said, Thou shalt love thy neighbour, and hate thine enemy.
你們聽見有話說：『當愛你的鄰舍，恨你的仇敵。』

你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是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發表言說， 你將要(持續)愛 到於(他)那 在鄰近之處地 從屬你，

並且 你將要(持續)恨惡 到於(他)那 到於(他)仇視敵對的 從屬你。

太 5:44 evgw. de. le,gw ùmi/n( avgapa/te tou.j evcqrou.j ùmw/n kai. proseu,cesqe ùpe.r tw/n diwko,ntwn ùma/j(
But I say unto you, Love your enemies, bless them that curse you, do good to them that hate you, and pray for
them which despitefully use you, and persecute you;
只是我告訴你們，要愛你們的仇敵；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告。

我 然而也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愛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仇視敵對的 從屬你們，

並且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祈禱求告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追趕迫求了的

到於你們；
[經文變異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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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然而也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愛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仇視敵對的 從屬你們，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祝福稱讚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發向下禱告咒詛了的 到於你們， 美好適當地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行出作成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恨惡了的 到於你們， 並且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祈禱求告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使有侮辱誣陷了的

到於你們 並且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追趕迫求了的 到於你們；

太 5:45 o[pwj ge,nhsqe uìoi. tou/ patro.j ùmw/n tou/ evn ouvranoi/j( o[ti to.n h[lion auvtou/ avnate,llei evpi. ponhrou.j kai.
avgaqou.j kai. bre,cei evpi. dikai,ouj kai. avdi,koujÅ
That ye may be the children of your Father which is in heaven: for he maketh his sun to rise on the evil and on
the good, and sendeth rain on the just and on the unjust.
這樣，就可以作你們天父的兒子；因為他叫日頭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

這怎樣如何地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生發成為 (他們)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從屬你們 從屬(他)那 在內

在對(他們)天空/天； 是這樣 到於(他)那 到於(他)日頭太陽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升起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惡的 並且 到於(他們)良善的，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降雨淋灑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具公平正義的

並且 到於(他們)不義的。

太 5:46 eva.n ga.r avgaph,shte tou.j avgapw/ntaj ùma/j( ti,na misqo.n e;ceteÈ ouvci. kai. oì telw/nai to. auvto. poiou/sinÈ
For if ye love them which love you, what reward have ye? do not even the publicans the same?
你們若單愛那愛你們的人，有甚麼賞賜呢；就是稅吏不也是這樣行麼。

但凡若是 因為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愛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愛了的 到於你們， 到於(他)任何什麼呢

到於(他)工價報酬 你們現在持續持有？ 豈不是呢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稅吏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同一者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太 5:47 kai. eva.n avspa,shsqe tou.j avdelfou.j ùmw/n mo,non( ti, perisso.n poiei/teÈ ouvci. kai. oi` evqnikoi. to. auvto.
poiou/sinÈ
And if ye salute your brethren only, what do ye more than others? do not even the publicans so?
你們若單請你弟兄的安，比人有甚麼長處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這樣行麼。

並且 但凡若是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擁抱問安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弟兄 從屬你們 僅有單獨地，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到於(它)格外多的 你們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豈不是呢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屬外邦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同一者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經文變異RT]

並且 但凡若是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擁抱問安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弟兄 從屬你們 僅有單獨地，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到於(它)格外多的 你們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豈不是呢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稅吏

那同一樣式地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經文變異MT]

並且 但凡若是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擁抱問安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朋友 從屬你們 僅有單獨地，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到於(它)格外多的 你們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豈不是呢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稅吏

那同一樣式地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太 5:48 :Esesqe ou=n um̀ei/j te,leioi wj̀ ò path.r ùmw/n ò ouvra,nioj te,leio,j evstinÅ
Be ye therefore perfect, even as your Father which is in heaven is perfect.
所以你們要完全，像你們的天父完全一樣。

你們將要(持續)是 這樣 你們 (他們)完滿成全的， 正如地 (他)那 (他)父親 從屬你們 (他)那 (他)在天的

(他)完滿成全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你們將要(持續)是 這樣 你們 (他們)完滿成全的， 甚至正如地 (他)那 (他)父親 從屬你們 (他)那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天空/天 (他)完滿成全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太 6:1 Prose,cete Îde.Ð th.n dikaiosu,nhn ùmw/n mh. poiei/n e;mprosqen tw/n avnqrw,pwn pro.j to. qeaqh/nai auvtoi/j\ eiv
de. mh, ge( misqo.n ouvk e;cete para. tw/| patri. ùmw/n tw/| evn toi/j ouvranoi/jÅ
Take heed that ye do not your alms before men, to be seen of them: otherwise ye have no reward of your
Father which is in heaven.
你們要小心，不可將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們看見；若是這樣，就不能得你們天父的賞賜了。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留神注意 然而也 到於(她)那 到於(她)至義 從屬你們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行出作成 從在其前地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人，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被定睛觀看 在對(他們)同一者； 若是

然而也 不會/不要 確實， 到於(他)工價報酬 不是/不 你們現在持續持有 <在旁邊>在旁邊 在對(他)那 在對(他)父親

從屬你們 在對(他)那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天空/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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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變異RT]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留神注意 到於(她)那 到於(她)憐憫賙濟 從屬你們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行出作成 從在其前地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人，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被定睛觀看 在對(他們)同一者； 若是

然而也 不會/不要 確實， 到於(他)工價報酬 不是/不 你們現在持續持有 <在旁邊>在旁邊 在對(他)那 在對(他)父親

從屬你們 在對(他)那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天空/天。

太 6:2 {Otan ou=n poih/|j evlehmosu,nhn( mh. salpi,sh|j e;mprosqe,n sou( w[sper oì up̀okritai. poiou/sin evn tai/j
sunagwgai/j kai. evn tai/j r̀u,maij( o[pwj doxasqw/sin ùpo. tw/n avnqrw,pwn\ avmh.n le,gw ùmi/n( avpe,cousin to.n misqo.n
auvtw/nÅ
Therefore when thou doest thine alms, do not sound a trumpet before thee, as the hypocrites do in the
synagogues and in the streets, that they may have glory of men. Verily I say unto you, They have their reward.
所以你施捨的時候，不可在你前面吹號，像那假冒為善的人，在會堂裏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榮耀；我

實在告訴你們，他們已經得了他們的賞賜。

但凡當這時 這樣 你現在應該持續行出作成 到於(她)憐憫賙濟， 不會/不要 你那時(也是)應該吹喇叭號筒

從在其前地 從屬你， 甚至正如地 (他們)那些 (他們)作戲假裝者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會堂 並且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街巷， 這怎樣如何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被歸榮耀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人；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從那裏有足夠

到於(他)那 到於(他)工價報酬 從屬(他們)同一者。

太 6:3 sou/ de. poiou/ntoj evlehmosu,nhn mh. gnw,tw h̀ avristera, sou ti, poiei/ h` dexia, sou(
But when thou doest alms, let not thy left hand know what thy right hand doeth:
你施捨的時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作的；

從屬你 然而也 從屬(他)現正持續行出作成了的 到於(她)憐憫賙濟，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認識知道

(她)那 (她)左手邊的 從屬你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她)那 (她)右手邊的 從屬你；

太 6:4 o[pwj h=| sou h` evlehmosu,nh evn tw/| kruptw/|\ kai. ò path,r sou ò ble,pwn evn tw/| kruptw/| avpodw,sei soiÅ
That thine alms may be in secret: and thy Father which seeth in secret himself shall reward thee openly.
要叫你施捨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報答你。〔有古卷作必在明處報答你〕

這怎樣如何地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是 從屬你 (她)那 (她)憐憫賙濟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乃隱藏遮掩的， 並且

(他)那 (他)父親 從屬你 (他)那 (他)現正持續著眼觀看了的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乃隱藏遮掩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從那裏給與 在對你。
[經文變異RT]

這怎樣如何地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是 從屬你 (她)那 (她)憐憫賙濟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乃隱藏遮掩的， 並且

(他)那 (他)父親 從屬你 (他)那 (他)現正持續著眼觀看了的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乃隱藏遮掩的 (他)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從那裏給與 在對你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促為照亮顯明的。

太 6:5 Kai. o[tan proseu,chsqe( ouvk e;sesqe ẁj oi` ùpokritai,( o[ti filou/sin evn tai/j sunagwgai/j kai. evn tai/j
gwni,aij tw/n plateiw/n es̀tw/tej proseu,cesqai( o[pwj fanw/sin toi/j avnqrw,poij\ avmh.n le,gw ùmi/n( avpe,cousin to.n
misqo.n auvtw/nÅ
And when thou prayest, thou shalt not be as the hypocrites are: for they love to pray standing in the synagogues
and in the corners of the streets, that they may be seen of men. Verily I say unto you, They have their reward.
你們禱告的時候，不可像那假冒為善的人，愛站在會堂裏，和十字路口上禱告，故意叫人看見；我實在告訴你們

，他們已經得了他們的賞賜。

並且 但凡當這時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讓自己/被祈禱求告， 不是/不 你們將要(持續)是 正如地 (他們)那些

(他們)作戲假裝者； 是這樣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喜愛/親吻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會堂 並且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基角角落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廣場大街 (他們)現在已經立定站住了的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祈禱求告， 這怎樣如何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被促為照亮顯明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人；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從那裏有足夠 到於(他)那 到於(他)工價報酬

從屬(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但凡當這時 你現在應該持續讓自己/被祈禱求告， 不是/不 你將要(持續)是 甚至正如地 (他們)那些

(他們)作戲假裝者； 是這樣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喜愛/親吻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會堂 並且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基角角落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廣場大街 (他們)現在已經立定站住了的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祈禱求告， 這怎樣如何地 但凡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被促為照亮顯明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人；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從那裏有足夠 到於(他)那 到於(他)工價報酬

從屬(他們)同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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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6:6 su. de. o[tan proseu,ch|( ei;selqe eivj to. tamei/o,n sou kai. klei,saj th.n qu,ran sou pro,seuxai tw/| patri, sou
tw/| evn tw/| kruptw/|\ kai. ò path,r sou ò ble,pwn evn tw/| kruptw/| avpodw,sei soiÅ
But thou, when thou prayest, enter into thy closet, and when thou hast shut thy door, pray to thy Father which is
in secret; and thy Father which seeth in secret shall reward thee openly.
你禱告的時候，要進你的內屋，關上門，禱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報答你。

你 然而也 但凡當這時 你現在應該持續讓自己/被祈禱求告， 你那時(也是)就要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庫房密室 從屬你， 並且 (他)那時(也是)關上鎖住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門戶 從屬你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祈禱求告 在對(他)那 在對(他)父親 從屬你 在對(他)那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乃隱藏遮掩的； 並且 (他)那 (他)父親 從屬你 (他)那 (他)現正持續著眼觀看了的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乃隱藏遮掩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從那裏給與 在對你。
[經文變異RT]

你 然而也 但凡當這時 你現在應該持續讓自己/被祈禱求告， 你那時(也是)就要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庫房密室 從屬你， 並且 (他)那時(也是)關上鎖住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門戶 從屬你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祈禱求告 在對(他)那 在對(他)父親 從屬你 在對(他)那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乃隱藏遮掩的； 並且 (他)那 (他)父親 從屬你 (他)那 (他)現正持續著眼觀看了的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乃隱藏遮掩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從那裏給與 在對你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促為照亮顯明的。

太 6:7 Proseuco,menoi de. mh. battalogh,shte w[sper oi` evqnikoi,( dokou/sin ga.r o[ti evn th/| polulogi,a| auvtw/n
eivsakousqh,sontaiÅ
But when ye pray, use not vain repetitions, as the heathen do: for they think that they shall be heard for their
much speaking.
你們禱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許多重複話；他們以為話多了必蒙垂聽。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祈禱求告了的 然而也 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有喋喋重複的話語 甚至正如地

(他們)那些 (他們)屬外邦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設想認為對 因為 是這樣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為許多的話語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被聽見。

太 6:8 mh. ou=n òmoiwqh/te auvtoi/j\ oi=den ga.r ò path.r ùmw/n w-n crei,an e;cete pro. tou/ ùma/j aivth/sai auvto,nÅ
Be not ye therefore like unto them: for your Father knoweth what things ye have need of, before ye ask him.
你們不可效法他們；因為你們沒有祈求以先，你們所需用的，你們的父早已知道了。

不會/不要 這樣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被促使為具同樣相同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因為 (他)那

(他)父親 從屬你們 從屬(它們)這些個 到於(她)需用 你們現在持續持有， 在前面 從屬(它)那 到於你們

那時(也是)要去索問要求 到於(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WH]

不會/不要 這樣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被促使為具同樣相同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因為 (他)那

(他)神 (他)那 (他)父親 從屬你們 從屬(它們)這些個 到於(她)需用 你們現在持續持有， 在前面 從屬(它)那 到於你們

那時(也是)要去索問要求 到於(他)同一者。

太 6:9 Ou[twj ou=n proseu,cesqe ùmei/j\ Pa,ter hm̀w/n ò evn toi/j ouvranoi/j( àgiasqh,tw to. o;noma, sou\
After this manner therefore pray ye: Our Father which art in heaven, Hallowed be thy name.
所以你們禱告，要這樣說：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

那同一樣式地 這樣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祈禱求告 你們， 阿,(他)父親 從屬我們 (他)那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天空/天，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被使成聖 (它)那 (它)名字 從屬你；

太 6:10 evlqe,tw h̀ basilei,a sou\ genhqh,tw to. qe,lhma, sou( wj̀ evn ouvranw/| kai. evpi. gh/j\
Thy kingdom come. Thy will be done in earth, as it is in heaven.
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到來前往 (她)那 (她)王權國度 從屬你；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被生發成為 (它)那 (它)所定意

從屬你， 正如地 在內 在對(他)天空/天， 並且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地土/地。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到來前往 (她)那 (她)王權國度 從屬你；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被生發成為 (它)那 (它)所定意

從屬你， 正如地 在內 在對(他)天空/天， 並且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太 6:11 to.n a;rton hm̀w/n to.n evpiou,sion do.j hm̀i/n sh,meron\
Give us this day our daily bread.
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

到於(他)那 到於(他)麵餅 從屬我們 到於(他)那 到於(他)明日生存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給與 在對我們 今日地；

太 6:12 kai. a;fej h̀mi/n ta. ovfeilh,mata h̀mw/n( wj̀ kai. hm̀ei/j avfh,kamen toi/j ovfeile,taij h̀mw/n\
And forgive us our debts, as we forgive our deb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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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任憑釋放離開 在對我們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所積負之債務 從屬我們， 正如地 並且

我們 我們那時(也是)任憑釋放離開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積欠負債者 從屬我們；
[經文變異RT]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任憑釋放離開 在對我們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所積負之債務 從屬我們， 正如地 並且

我們 我們現在持續任憑釋放離開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積欠負債者 從屬我們；

太 6:13 kai. mh. eivsene,gkh|j hm̀a/j eivj peirasmo,n( avlla. rù/sai h̀ma/j avpo. tou/ ponhrou/Å
And lead us not into temptation, but deliver us from evil: For thine is the kingdom, and the power, and the glory,
for ever. Amen.
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或作脫離惡者〕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阿們。〔

有古卷無因為至阿們等字〕

並且 不會/不要 你那時(也是)應該向內負載攜帶進入註1
到於我們 向內進入 到於(他)試探試煉； 但乃是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搭救 到於我們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惡的註2。

註1：“你那時(也是)應該向內負載攜帶進入”文法上亦可以為“你那時(也是)就要向內負載攜帶進入”。

註2：“從屬(他)那 從屬(他)惡的”文法上亦可以為“從屬(它)那 從屬(它)惡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不會/不要 你那時(也是)應該向內負載攜帶進入 到於我們 向內進入 到於(他)試探試煉； 但乃是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搭救 到於我們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惡的； 是這樣 從屬你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王權國度 並且 (她)那 (她)能力權能 並且 (她)那 (她)榮耀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世紀時代。 阿們。

太 6:14 VEa.n ga.r avfh/te toi/j avnqrw,poij ta. paraptw,mata auvtw/n( avfh,sei kai. um̀i/n ò path.r ùmw/n ò ouvra,nioj\
For if ye forgive men their trespasses, your heavenly Father will also forgive you:
你們饒恕人的過犯，你們的天父也必饒恕你們的過犯。

但凡若是 因為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任憑釋放離開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人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誤差過犯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任憑釋放離開 並且 在對你們 (他)那 (他)父親 從屬你們 (他)那 (他)在天的；

太 6:15 eva.n de. mh. avfh/te toi/j avnqrw,poij( ouvde. ò path.r ùmw/n avfh,sei ta. paraptw,mata ùmw/nÅ
But if ye forgive not men their trespasses, neither will your Father forgive your trespasses.
你們不饒恕人的過犯，你們的天父也必不饒恕你們的過犯。

但凡若是 然而也 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任憑釋放離開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人， 然而也不是地 (他)那

(他)父親 從屬你們 他/她/它將要(持續)任憑釋放離開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誤差過犯 從屬你們。
[經文變異RT]

但凡若是 然而也 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任憑釋放離開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人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誤差過犯 從屬(他們)同一者， 然而也不是地 (他)那 (他)父親 從屬你們 他/她/它將要(持續)任憑釋放離開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誤差過犯 從屬你們。
[經文變異WH]

但凡若是 然而也 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任憑釋放離開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人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誤差過犯 從屬(他們)同一者， 然而也不是地 (他)那 (他)父親 從屬你們 他/她/它將要(持續)任憑釋放離開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誤差過犯 從屬你們。

太 6:16 {Otan de. nhsteu,hte( mh. gi,nesqe ẁj oi` ùpokritai. skuqrwpoi,( avfani,zousin ga.r ta. pro,swpa auvtw/n
o[pwj fanw/sin toi/j avnqrw,poij nhsteu,ontej\ avmh.n le,gw ùmi/n( avpe,cousin to.n misqo.n auvtw/nÅ
Moreover when ye fast, be not, as the hypocrites, of a sad countenance: for they disfigure their faces, that they
may appear unto men to fast. Verily I say unto you, They have their reward.
你們禁食的時候，不可像那假冒為善的人，臉上帶著愁容；因為他們把臉弄得難看，故意叫人看出他們是禁食；

我實在告訴你們，他們已經得了他們的賞賜。

但凡當這時 然而也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禁食，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正如地 (他們)那些

(他們)作戲假裝者 (他們)面貌鬱鬱愁悶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使隱蔽消失 因為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前面的臉面 從屬(他們)同一者， 這怎樣如何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被促為照亮顯明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人 (他們)現正持續禁食了的；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從那裏有足夠

到於(他)那 到於(他)工價報酬 從屬(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但凡當這時 然而也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禁食，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甚至正如地

(他們)那些 (他們)作戲假裝者 (他們)面貌鬱鬱愁悶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使隱蔽消失 因為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前面的臉面 從屬(他們)同一者， 這怎樣如何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被促為照亮顯明 在對(他們)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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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他們)人 (他們)現正持續禁食了的；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是這樣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從那裏有足夠

到於(他)那 到於(他)工價報酬 從屬(他們)同一者。

太 6:17 su. de. nhsteu,wn a;leiyai, sou th.n kefalh.n kai. to. pro,swpo,n sou ni,yai(
But thou, when thou fastest, anoint thine head, and wash thy face;
你禁食的時候，要梳頭洗臉，

你 然而也 (他)現正持續禁食了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塗抹 從屬你 到於(她)那 到於(她)頭， 並且 到於(它)那

到於(它)前面的臉面 從屬你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清潔洗淨；

太 6:18 o[pwj mh. fanh/|j toi/j avnqrw,poij nhsteu,wn avlla. tw/| patri, sou tw/| evn tw/| krufai,w|\ kai. ò path,r sou ò
ble,pwn evn tw/| krufai,w| avpodw,sei soiÅ
That thou appear not unto men to fast, but unto thy Father which is in secret: and thy Father, which seeth in
secret, shall reward thee openly.
不叫人看出你禁食來，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見；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報答你。

這怎樣如何地 不會/不要 你那時(也是)應該被促為照亮顯明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人 (他)現正持續禁食了的，

但乃是 在對(他)那 在對(他)父親 從屬你 在對(他)那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具隱藏遮掩的； 並且 (他)那 (他)父親

從屬你 (他)那 (他)現正持續著眼觀看了的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具隱藏遮掩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從那裏給與

在對你。
[經文變異RT]

這怎樣如何地 不會/不要 你那時(也是)應該被促為照亮顯明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人 (他)現正持續禁食了的，

但乃是 在對(他)那 在對(他)父親 從屬你 在對(他)那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乃隱藏遮掩的； 並且 (他)那 (他)父親

從屬你 (他)那 (他)現正持續著眼觀看了的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乃隱藏遮掩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從那裏給與

在對你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促為照亮顯明的。

太 6:19 Mh. qhsauri,zete ùmi/n qhsaurou.j evpi. th/j gh/j( o[pou sh.j kai. brw/sij avfani,zei kai. o[pou kle,ptai
dioru,ssousin kai. kle,ptousin\
Lay not up for yourselves treasures upon earth, where moth and rust doth corrupt, and where thieves break
through and steal:
不要為自己積儹財寶在地上，地上有蟲子咬，能鏽壞，也有賊挖窟窿來偷；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儲蓄積存 在對你們 到於(他們)寶藏財物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他)蛀蟲衣蛾 並且 (她)食用 他/她/它現在持續使隱蔽消失， 並且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他們)竊賊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挖穿掘透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偷竊盜取；

太 6:20 qhsauri,zete de. ùmi/n qhsaurou.j evn ouvranw/|( o[pou ou;te sh.j ou;te brw/sij avfani,zei kai. o[pou kle,ptai ouv
dioru,ssousin ouvde. kle,ptousin\
But lay up for yourselves treasures in heaven, where neither moth nor rust doth corrupt, and where thieves do
not break through nor steal:
只要積儹財寶在天上，天上沒有蟲子咬，不能鏽壞，也沒有賊挖窟窿來偷；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儲蓄積存 然而也 在對你們 到於(他們)寶藏財物 在內 在對(他)天空/天，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並不/又不 (他)蛀蟲衣蛾 並不/又不 (她)食用 他/她/它現在持續使隱蔽消失， 並且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他們)竊賊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挖穿掘透， 然而也不是地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偷竊盜取；

太 6:21 o[pou ga,r evstin ò qhsauro,j sou( evkei/ e;stai kai. h` kardi,a souÅ
For where your treasure is, there will your heart be also.
因為你的財寶在那裏，你的心也在那裏。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寶藏財物 從屬你， 在那裏地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並且

(她)那 (她)內心 從屬你。
[經文變異RT]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寶藏財物 從屬你們， 在那裏地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並且

(她)那 (她)內心 從屬你們。

太 6:22 ~O lu,cnoj tou/ sw,mato,j evstin ò ovfqalmo,jÅ eva.n ou=n h=| ò ovfqalmo,j sou ap̀lou/j( o[lon to. sw/ma, sou
fwteino.n e;stai\
The light of the body is the eye: if therefore thine eye be single, thy whole body shall be full of light.
眼睛就是身上的燈；你的眼睛若瞭亮，全身就光明。

(他)那 (他)燈火 從屬(它)那 從屬(它)身體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眼睛。 但凡若是 這樣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是 (他)那 (他)眼睛 從屬你 (他)單純誠實的， (它)整個全部的 (它)那 (它)身體 從屬你

(它)光輝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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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那 (他)燈火 從屬(它)那 從屬(它)身體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眼睛。 但凡若是 這樣 (他)那 (他)眼睛

從屬你 (他)單純誠實的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是， (它)整個全部的 (它)那 (它)身體 從屬你 (它)光輝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太 6:23 eva.n de. ò ovfqalmo,j sou ponhro.j h=|( o[lon to. sw/ma, sou skoteino.n e;staiÅ eiv ou=n to. fw/j to. evn soi. sko,toj
evsti,n( to. sko,toj po,sonÅ
But if thine eye be evil, thy whole body shall be full of darkness. If therefore the light that is in thee be darkness,
how great is that darkness!
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裏頭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

但凡若是 然而也 (他)那 (他)眼睛 從屬你 (他)惡的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是， (它)整個全部的 (它)那 (它)身體

從屬你 (它)黑暗成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若是 這樣 (它)那 (它)光明 (它)那 在內 在對你 (它)黑暗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那 (它)黑暗 (它)這多少呢。

太 6:24 Ouvdei.j du,natai dusi. kuri,oij douleu,ein\ h' ga.r to.n e[na mish,sei kai. to.n e[teron avgaph,sei( h' eǹo.j
avnqe,xetai kai. tou/ ète,rou katafronh,seiÅ ouv du,nasqe qew/| douleu,ein kai. mamwna/|Å
No man can serve two masters: for either he will hate the one, and love the other; or else he will hold to the one,
and despise the other. Ye cannot serve God and mammon.
一個人不能事奉兩個主；不是惡這個愛那個，就是重這個輕那個；你們不能又事奉神，又事奉瑪門。〔瑪門是財

利的意思〕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在對(他們)二個/兩個 在對(他們)主人 現要去持續作奴僕；

甚或/或而 因為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一個 他/她/它將要(持續)恨惡，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相異不同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愛； 甚或/或而 從屬(他)一個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緊靠支持， 並且 從屬(他)那

從屬(他)相異不同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輕忽蔑視。 不是/不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在對(他)神

現要去持續作奴僕 並且 在對(它)瑪門。

太 6:25 Dia. tou/to le,gw ùmi/n( mh. merimna/te th/| yuch/| ùmw/n ti, fa,ghte Îh' ti, pi,hteÐ( mhde. tw/| sw,mati ùmw/n ti,
evndu,shsqeÅ ouvci. h̀ yuch. plei/o,n evstin th/j trofh/j kai. to. sw/ma tou/ evndu,matojÈ
Therefore I say unto you, Take no thought for your life, what ye shall eat, or what ye shall drink; nor yet for your
body, what ye shall put on. Is not the life more than meat, and the body than raiment?
所以我告訴你們，不要為生命憂慮，喫甚麼，喝甚麼；為身體憂慮，穿甚麼；生命不勝於飲食麼，身體不勝於衣

裳麼。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同一者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有分心掛慮

在對(她)那 在對(她)生魂意念 從屬你們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吃食， 甚或/或而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喝； 然而也不要 在對(它)那 在對(它)身體 從屬你們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穿著。 豈不是呢 (她)那 (她)生魂意念 (它)更多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從屬(她)那

從屬(她)食品營養， 並且 (它)那 (它)身體 從屬(它)那 從屬(它)衣著服飾？
[經文變異RT]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同一者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有分心掛慮

在對(她)那 在對(她)生魂意念 從屬你們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吃食， 並且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喝； 然而也不要 在對(它)那 在對(它)身體 從屬你們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穿著。 豈不是呢 (她)那 (她)生魂意念 (它)更多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從屬(她)那

從屬(她)食品營養， 並且 (它)那 (它)身體 從屬(它)那 從屬(它)衣著服飾？

太 6:26 evmble,yate eivj ta. peteina. tou/ ouvranou/ o[ti ouv spei,rousin ouvde. qeri,zousin ouvde. suna,gousin eivj
avpoqh,kaj( kai. ò path.r ùmw/n ò ouvra,nioj tre,fei auvta,\ ouvc ùmei/j ma/llon diafe,rete auvtw/nÈ
Behold the fowls of the air: for they sow not, neither do they reap, nor gather into barns; yet your heavenly
Father feedeth them. Are ye not much better than they?
你們看那天上的飛鳥，也不種，也不收，也不積蓄在倉裏，你們的天父尚且養活他；你們不比飛鳥貴重得多麼。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用心觀看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飛鳥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是這樣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散佈播撒， 然而也不是地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收取莊稼， 然而也不是地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聚集 向內進入 到於(她們)收藏倉庫； 並且 (他)那 (他)父親 從屬你們 (他)那 (他)在天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滋養強健 到於(它們)同一者。 豈非呢 你們 更特別尤其地 你們現在持續攜負經過/獨特超群

從屬(它們)同一者？

太 6:27 ti,j de. evx ùmw/n merimnw/n du,natai prosqei/nai evpi. th.n hl̀iki,an auvtou/ ph/cun e[naÈ
Which of you by taking thought can add one cubit unto his stature?
你們那一個能用思慮，使壽數多加一刻呢。〔或作使身量多加一肘呢〕

(他)任何什麼呢 然而也 向外出來 從屬你們 (他)現正持續有分心掛慮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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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也是)要去加上增添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發育身量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他)肘 到於(他)一個？

太 6:28 kai. peri. evndu,matoj ti, merimna/teÈ katama,qete ta. kri,na tou/ avgrou/ pw/j auvxa,nousin\ ouv kopiw/sin ouvde.
nh,qousin\
And why take ye thought for raiment? Consider the lilies of the field, how they grow; they toil not, neither do they
spin:
何必為衣裳憂慮呢；你想野地裏的百合花，怎麼長起來，他也不勞苦，也不紡線；

並且 <在周圍>關於 從屬(它)衣著服飾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們現在持續有分心掛慮註1？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學習透徹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百合花 從屬(他)那 從屬(他)田野， 怎樣如何地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成長變大；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有勞碌疲累， 然而也不是地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紡紗捻線；

註1：“你們現在持續有分心掛慮”文法上亦可以為“你們現在就要持續有分心掛慮”。

[經文變異RT]

並且 <在周圍>關於 從屬(它)衣著服飾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們現在持續有分心掛慮？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學習透徹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百合花 從屬(他)那 從屬(他)田野， 怎樣如何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長變大；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有勞碌疲累， 然而也不是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紡紗捻線；

太 6:29 le,gw de. ùmi/n o[ti ouvde. Solomw.n evn pa,sh| th/| do,xh| auvtou/ perieba,leto wj̀ e]n tou,twnÅ
And yet I say unto you, That even Solomon in all his glory was not arrayed like one of these.
然而我告訴你們，就是所羅門極榮華的時候，他所穿戴的，還不如這花一朵呢。

我現在持續道說 然而也 在對你們， 是這樣 然而也不是地 (他)所羅門 在內 在對(她)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榮耀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披蓋穿裹 正如地 (它)一個 從屬(它們)那同一者。

太 6:30 eiv de. to.n co,rton tou/ avgrou/ sh,meron o;nta kai. au;rion eivj kli,banon ballo,menon ò qeo.j ou[twj
avmfie,nnusin( ouv pollw/| ma/llon ùma/j( ovligo,pistoiÈ
Wherefore, if God so clothe the grass of the field, which to day is, and to morrow is cast into the oven, shall he
not much more clothe you, O ye of little faith?
你們這小信的人哪，野地裏的草，今天還在，明天就丟在爐裏，神還給他這樣的妝飾，何況你們呢。

若是 然而也 到於(他)那 到於(他)草場禾草 從屬(他)那 從屬(他)田野， 今日地 到於(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並且

明日地 向內進入 到於(他)泥爐烤箱 到於(他)現正持續被投擲了的， (他)那 (他)神 那同一樣式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週圍地穿戴， 豈非呢 在對(它)許多的 更特別尤其地 到於你們， 阿,(他們)乃小信的？

太 6:31 mh. ou=n merimnh,shte le,gontej( Ti, fa,gwmenÈ h;( Ti, pi,wmenÈ h;( Ti, peribalw,meqaÈ
Therefore take no thought, saying, What shall we eat? or, What shall we drink? or, Wherewithal shall we be
clothed?
所以不要憂慮，說：喫甚麼，喝甚麼，穿甚麼。

不會/不要 這樣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有分心掛慮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吃食？ 甚或/或而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喝？ 甚或/或而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披蓋穿裹？

太 6:32 pa,nta ga.r tau/ta ta. e;qnh evpizhtou/sin\ oi=den ga.r ò path.r ùmw/n ò ouvra,nioj o[ti crh,|zete tou,twn
ap̀a,ntwnÅ
(For after all these things do the Gentiles seek:) for your heavenly Father knoweth that ye have need of all

these things.
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們需用的這一切東西，你們的天父是知道的。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因為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它們)那些 (它們)種族邦國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在上面探索尋求；

他/她/它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因為 (他)那 (他)父親 從屬你們 (他)那 (他)在天的 是這樣 你們現在持續有需要

從屬(它們)那同一者 從屬(它們)同時一齊地所有每一個的。
[經文變異RT]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因為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它們)那些 (它們)種族邦國 他/她/它現在持續在上面探索尋求；

他/她/它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因為 (他)那 (他)父親 從屬你們 (他)那 (他)在天的 是這樣 你們現在持續有需要

從屬(它們)那同一者 從屬(它們)同時一齊地所有每一個的。

太 6:33 zhtei/te de. prw/ton th.n basilei,an Îtou/ qeou/Ð kai. th.n dikaiosu,nhn auvtou/( kai. tau/ta pa,nta
prosteqh,setai ùmi/nÅ
But seek ye first the kingdom of God, and his righteousness; and all these things shall be added unto you.
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探索尋求 然而也 首先地 到於(她)那 到於(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至義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它們)那同一者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加上增添 在對你們。
[經文變異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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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現在就要持續探索尋求 然而也 首先地 到於(她)那 到於(她)王權國度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至義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它們)那同一者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加上增添 在對你們。

太 6:34 mh. ou=n merimnh,shte eivj th.n au;rion( h` ga.r au;rion merimnh,sei èauth/j\ avrketo.n th/| h̀me,ra| h` kaki,a
auvth/jÅ
Take therefore no thought for the morrow: for the morrow shall take thought for the things of itself. Sufficient
unto the day is the evil thereof.
所以不要為明天憂慮；因為明天自有明天的憂慮；一天的難處一天當就夠了。

不會/不要 這樣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有分心掛慮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明日地； (她)那 因為 明日地

他/她/它將要(持續)有分心掛慮 從屬(她)同一者自己； (它)充分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日子/白日 (她)那 (她)惡劣不好

從屬(她)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不會/不要 這樣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有分心掛慮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明日地； (她)那 因為 明日地

他/她/它將要(持續)有分心掛慮 到於(它們)那些 從屬(她)同一者自己； (它)充分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日子/白日 (她)那

(她)惡劣不好 從屬(她)同一者。

太 7:1 Mh. kri,nete( i[na mh. kriqh/te\
Judge not, that ye be not judged.
你們不要論斷人，免得你們被論斷。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區別審斷， 為要 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被區別審斷；

太 7:2 evn w-| ga.r kri,mati kri,nete kriqh,sesqe( kai. evn w-| me,trw| metrei/te metrhqh,setai ùmi/nÅ
For with what judgment ye judge, ye shall be judged: and with what measure ye mete, it shall be measured to
you again.
因為你們怎樣論斷人，也必怎樣被論斷。你們用甚麼量器量給人，也必用甚麼量器量給你們。

在內 在對(它)這個 因為 在對(它)審案判決 你們現在持續區別審斷， 你們將要(持續)被區別審斷； 並且 在內

在對(它)這個 在對(它)量器量度 你們現在持續用量器量度，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用量器量度 在對你們。
[經文變異RT]

在內 在對(它)這個 因為 在對(它)審案判決 你們現在持續區別審斷， 你們將要(持續)被區別審斷； 並且 在內

在對(它)這個 在對(它)量器量度 你們現在持續用量器量度，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相對對應地用量器量度 在對你們。

太 7:3 ti, de. ble,peij to. ka,rfoj to. evn tw/| ovfqalmw/| tou/ avdelfou/ sou( th.n de. evn tw/| sw/| ovfqalmw/| doko.n ouv
katanoei/jÈ
And why beholdest thou the mote that is in thy brother's eye, but considerest not the beam that is in thine own
eye?
為甚麼看見你弟兄眼中有刺，卻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然而也 你現在持續著眼觀看 到於(它)那 到於(它)木刺 到於(它)那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眼睛

從屬(他)那 從屬(他)弟兄 從屬你， 到於(她)那 然而也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你之物 在對(他)眼睛

到於(她)承重之樑木 不是/不 你現在持續仔細觀察了解？

太 7:4 h' pw/j evrei/j tw/| avdelfw/| sou( :Afej evkba,lw to. ka,rfoj evk tou/ ovfqalmou/ sou( kai. ivdou. h̀ doko.j evn tw/|
ovfqalmw/| sou/È
Or how wilt thou say to thy brother, Let me pull out the mote out of thine eye; and, behold, a beam is in thine
own eye?
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對你弟兄說：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

甚或/或而 怎樣如何地呢 你將要(持續)開聲言說 在對(他)那 在對(他)弟兄 從屬你， 你那時(也是)就要任憑釋放離開，

我那時(也是)應該向外投擲出來 到於(它)那 到於(它)木刺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眼睛 從屬你；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她)那 (她)承重之樑木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眼睛 從屬你？
[經文變異RT]

甚或/或而 怎樣如何地呢 你將要(持續)開聲言說 在對(他)那 在對(他)弟兄 從屬你， 你那時(也是)就要任憑釋放離開，

我那時(也是)應該向外投擲出來 到於(它)那 到於(它)木刺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眼睛 從屬你；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她)那 (她)承重之樑木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眼睛 從屬你？

太 7:5 ùpokrita,( e;kbale prw/ton evk tou/ ovfqalmou/ sou/ th.n doko,n( kai. to,te diable,yeij evkbalei/n to. ka,rfoj evk
tou/ ovfqalmou/ tou/ avdelfou/ souÅ
Thou hypocrite, first cast out the beam out of thine own eye; and then shalt thou see clearly to cast out the mote
out of thy brother's eye.
你這假冒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後纔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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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他)作戲假裝者， 你那時(也是)就要向外投擲出來 首先地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眼睛 從屬你 到於(她)那

到於(她)承重之樑木， 並且 當那時地 你將要(持續)透澈地眼看 那時(也是)要去向外投擲出來 到於(它)那

到於(它)木刺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眼睛 從屬(他)那 從屬(他)弟兄 從屬你。
[經文變異RT]

阿,(他)作戲假裝者， 你那時(也是)就要向外投擲出來 首先地 到於(她)那 到於(她)承重之樑木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眼睛 從屬你， 並且 當那時地 你將要(持續)透澈地眼看 那時(也是)要去向外投擲出來 到於(它)那

到於(它)木刺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眼睛 從屬(他)那 從屬(他)弟兄 從屬你。

太 7:6 Mh. dw/te to. a[gion toi/j kusi.n mhde. ba,lhte tou.j margari,taj ùmw/n e;mprosqen tw/n coi,rwn( mh,pote
katapath,sousin auvtou.j evn toi/j posi.n auvtw/n kai. strafe,ntej r̀h,xwsin ùma/jÅ
Give not that which is holy unto the dogs, neither cast ye your pearls before swine, lest they trample them under
their feet, and turn again and rend you.
不要把聖物給狗，也不要把你們的珍珠丟在豬前，恐怕他踐踏了珍珠，轉過來咬你們。

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給與 到於(它)那 到於(它)聖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狗， 然而也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投擲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珍珠 從屬你們 從在其前地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豬，

不會任何時候地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向下踩踹踐踏 到於(他們)同一者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腳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被轉動翻轉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撕裂破損 到於你們。
[經文變異RT]

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給與 到於(它)那 到於(它)聖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狗， 然而也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投擲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珍珠 從屬你們 從在其前地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豬，

不會任何時候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向下踩踹踐踏 到於(他們)同一者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腳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被轉動翻轉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撕裂破損 到於你們。

太 7:7 Aivtei/te kai. doqh,setai ùmi/n( zhtei/te kai. eùrh,sete( krou,ete kai. avnoigh,setai ùmi/n\
Ask, and it shall be given you; seek, and ye shall find; knock, and it shall be opened unto you:
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門。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索問要求，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給與 在對你們；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探索尋求， 並且

你們將要(持續)找到尋見；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叩門，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向上開啟打開 在對你們。

太 7:8 pa/j ga.r ò aivtw/n lamba,nei kai. ò zhtw/n eùri,skei kai. tw/| krou,onti avnoigh,setaiÅ
For every one that asketh receiveth; and he that seeketh findeth; and to him that knocketh it shall be opened.
因為凡祈求的，就得著；尋找的，就尋見；叩門的，就給他開門。

(他)所有每一個的 因為 (他)那 (他)現正持續索問要求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拿取； 並且 (他)那

(他)現正持續探索尋求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找到尋見； 並且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叩門了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向上開啟打開。

太 7:9 h' ti,j evstin evx ùmw/n a;nqrwpoj( o]n aivth,sei ò uìo.j auvtou/ a;rton( mh. li,qon evpidw,sei auvtw/|È
Or what man is there of you, whom if his son ask bread, will he give him a stone?
你們中間，誰有兒子求餅，反給他石頭呢；

甚或/或而 (他)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向外出來 從屬你們 (他)人， 到於(他)這個

他/她/它將要(持續)索問要求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他)麵餅， 豈會呢 到於(他)石頭

他/她/它將要(持續)交給 在對(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甚或/或而 (他)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向外出來 從屬你們 (他)人， 到於(他)這個 但凡若是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索問要求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他)麵餅， 豈會呢 到於(他)石頭

他/她/它將要(持續)交給 在對(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WH]

甚或/或而 (他)任何什麼呢 向外出來 從屬你們 (他)人， 到於(他)這個 他/她/它將要(持續)索問要求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他)麵餅， 豈會呢 到於(他)石頭 他/她/它將要(持續)交給 在對(他)同一者？

太 7:10 h' kai. ivcqu.n aivth,sei( mh. o;fin evpidw,sei auvtw/|È
Or if he ask a fish, will he give him a serpent?
求魚，反給他蛇呢。

甚或/或而 並且 到於(他)魚 他/她/它將要(持續)索問要求， 豈會呢 到於(他)蛇 他/她/它將要(持續)交給

在對(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但凡若是 到於(他)魚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索問要求， 豈會呢 到於(他)蛇 他/她/它將要(持續)交給

在對(他)同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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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7:11 eiv ou=n ùmei/j ponhroi. o;ntej oi;date do,mata avgaqa. dido,nai toi/j te,knoij ùmw/n( po,sw| ma/llon ò path.r
um̀w/n ò evn toi/j ouvranoi/j dw,sei avgaqa. toi/j aivtou/sin auvto,nÅ
If ye then, being evil, know how to give good gifts unto your children, how much more shall your Father which is
in heaven give good things to them that ask him?
你們雖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東西給兒女，何況你們在天上的父，豈不更把好東西給求他的人麼。

若是 這樣 你們 (他們)惡的 (他們)現正持續是了的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到於(它們)贈品 到於(它們)良善的

現要去持續給與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孩子 從屬你們， 在對(它)這多少呢 更特別尤其地 (他)那 (他)父親

從屬你們 (他)那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天空/天 他/她/它將要(持續)給與 到於(它們)良善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索問要求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太 7:12 Pa,nta ou=n o[sa eva.n qe,lhte i[na poiw/sin ùmi/n oi` a;nqrwpoi( ou[twj kai. ùmei/j poiei/te auvtoi/j\ ou-toj ga,r
evstin ò no,moj kai. oì profh/taiÅ
Therefore all things whatsoever ye would that men should do to you, do ye even so to them: for this is the law
and the prophets.
所以無論何事，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因為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這樣 到於(它們)這每一切 但凡若是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定意 為要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行出作成 在對你們 (他們)那些 (他們)人， 那同一樣式地 並且 你們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行出作成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同一者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律法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經文變異RT]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這樣 到於(它們)這每一切 但凡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定意 為要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行出作成 在對你們 (他們)那些 (他們)人， 那同一樣式地 並且 你們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行出作成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同一者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律法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太 7:13 Eivse,lqate dia. th/j stenh/j pu,lhj\ o[ti platei/a h` pu,lh kai. euvru,cwroj h` òdo.j h` avpa,gousa eivj th.n
avpw,leian kai. polloi, eivsin oi` eivserco,menoi diV auvth/j\
Enter ye in at the strait gate: for wide is the gate, and broad is the way, that leadeth to destruction, and many
there be which go in thereat:
你們要進窄門；因為引到滅亡，那門是寬的，路是大的，進去的人也多。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狹窄窘困的 從屬(她)大門； 是這樣

(她)寬廣的 (她)那 (她)大門 並且 (她)寬大的 (她)那 (她)道路途徑 (她)那 (她)現正持續從那裏帶領離開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毀壞失喪， 並且 (他們)許多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向內到來前往進入了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同一者。
[經文變異WH]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狹窄窘困的 從屬(她)大門； 是這樣

(她)寬廣的 並且 (她)寬大的 (她)那 (她)道路途徑 (她)那 (她)現正持續從那裏帶領離開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毀壞失喪， 並且 (他們)許多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向內到來前往進入了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同一者。

太 7:14 ti, stenh. h̀ pu,lh kai. teqlimme,nh h` òdo.j h̀ avpa,gousa eivj th.n zwh.n kai. ovli,goi eivsi.n oi` eùri,skontej
auvth,nÅ
Because strait is the gate, and narrow is the way, which leadeth unto life, and few there be that find it.
引到永生，那門是窄的，路是小的，找著的人也少。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她)狹窄窘困的 (她)那 (她)大門 並且 (她)現在已經被擁擠壓迫了的 (她)那 (她)道路途徑 (她)那

(她)現正持續從那裏帶領離開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生命， 並且 (他們)些微少許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找到尋見了的 到於(她)同一者。
[經文變異RT][經文變異WH]

是這樣 (她)狹窄窘困的 (她)那 (她)大門 並且 (她)現在已經被擁擠壓迫了的 (她)那 (她)道路途徑 (她)那

(她)現正持續從那裏帶領離開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生命， 並且 (他們)些微少許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找到尋見了的 到於(她)同一者。

太 7:15 Prose,cete avpo. tw/n yeudoprofhtw/n( oi[tinej e;rcontai pro.j ùma/j evn evndu,masin proba,twn( e;swqen de,
eivsin lu,koi a[rpagejÅ
Beware of false prophets, which come to you in sheep's clothing, but inwardly they are ravening wolves.
你們要防備假先知；他們到你們這裏來，外面披著羊皮，裏面卻是殘暴的狼。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留神注意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假的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他們)這個任何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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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在內 在對(它們)衣著服飾 從屬(它們)綿羊，

從入內裏面地 然而也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狼 (他們)強取劫奪的。
[經文變異RT]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留神注意 然而也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假的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他們)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在內 在對(它們)衣著服飾

從屬(它們)綿羊， 從入內裏面地 然而也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狼 (他們)強取劫奪的。

太 7:16 avpo. tw/n karpw/n auvtw/n evpignw,sesqe auvtou,jÅ mh,ti sulle,gousin avpo. avkanqw/n stafula.j h' avpo. tribo,lwn
su/kaÈ
Ye shall know them by their fruits. Do men gather grapes of thorns, or figs of thistles?
憑著他們的果子，就可以認出他們來。荊棘上豈能摘葡萄呢；蒺藜裏豈能摘無花果呢。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果實 從屬(他們)同一者 你們將要(持續)讓自己清楚認識知道

到於(他們)同一者。 豈會是呢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搜集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們)荊棘 到於(她們)葡萄串， 甚或/或而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蒺藜刺草 到於(它們)無花果？
[經文變異RT]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果實 從屬(他們)同一者 你們將要(持續)讓自己清楚認識知道

到於(他們)同一者。 豈會是呢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搜集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們)荊棘 到於(她)葡萄串， 甚或/或而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蒺藜刺草 到於(它們)無花果？

太 7:17 ou[twj pa/n de,ndron avgaqo.n karpou.j kalou.j poiei/( to. de. sapro.n de,ndron karpou.j ponhrou.j poiei/Å
Even so every good tree bringeth forth good fruit; but a corrupt tree bringeth forth evil fruit.
這樣，凡好樹都結好果子，惟獨壞樹結壞果子。

那同一樣式地 (它)所有每一個的 (它)樹木 (它)良善的 到於(他們)果實 到於(他們)美好適當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它)那 然而也 (它)朽爛腐壞的 (它)樹木 到於(他們)果實 到於(他們)惡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太 7:18 ouv du,natai de,ndron avgaqo.n karpou.j ponhrou.j poiei/n ouvde. de,ndron sapro.n karpou.j kalou.j poiei/nÅ
A good tree cannot bring forth evil fruit, neither can a corrupt tree bring forth good fruit.
好樹不能結壞果子，壞樹不能結好果子。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它)樹木 (它)良善的 到於(他們)果實 到於(他們)惡的

現要去持續行出作成， 然而也不是地 (它)樹木 (它)朽爛腐壞的 到於(他們)果實 到於(他們)美好適當的

現要去持續行出作成。
[經文變異WH]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它)樹木 (它)良善的 到於(他們)果實 到於(他們)惡的

現要去持續負載攜帶， 然而也不是地 (它)樹木 (它)朽爛腐壞的 到於(他們)果實 到於(他們)美好適當的

現要去持續行出作成。

太 7:19 pa/n de,ndron mh. poiou/n karpo.n kalo.n evkko,ptetai kai. eivj pu/r ba,lletaiÅ
Every tree that bringeth not forth good fruit is hewn down, and cast into the fire.
凡不結好果子的樹，就砍下來，丟在火裏。

(它)所有每一個的 (它)樹木 不會/不要 (它)現正持續行出作成了的 到於(他)果實 到於(他)美好適當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砍斷切開， 並且 向內進入 到於(它)火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投擲。

太 7:20 a;ra ge avpo. tw/n karpw/n auvtw/n evpignw,sesqe auvtou,jÅ
Wherefore by their fruits ye shall know them.
所以憑著他們的果子，就可以認出他們來。

果然如此 確實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果實 從屬(他們)同一者 你們將要(持續)讓自己清楚認識知道

到於(他們)同一者。

太 7:21 Ouv pa/j ò le,gwn moi( Ku,rie ku,rie( eivseleu,setai eivj th.n basilei,an tw/n ouvranw/n( avllV ò poiw/n to.
qe,lhma tou/ patro,j mou tou/ evn toi/j ouvranoi/jÅ
Not every one that saith unto me, Lord, Lord, shall enter into the kingdom of heaven; but he that doeth the will of
my Father which is in heaven.
凡稱呼我主阿，主阿的人，不能都進天國；惟獨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纔能進去。

不是/不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在對我， 阿,(他)主人 阿,(他)主人，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天空/天； 但乃是 (他)那 (他)現正持續行出作成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所定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從屬我 從屬(他)那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天空/天。
[經文變異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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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不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在對我， 阿,(他)主人 阿,(他)主人，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天空/天； 但乃是 (他)那 (他)現正持續行出作成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所定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從屬我 從屬(他)那 在內 在對(他們)天空/天。

太 7:22 polloi. evrou/si,n moi evn evkei,nh| th/| hm̀e,ra|( Ku,rie ku,rie( ouv tw/| sw/| ovno,mati evprofhteu,samen( kai. tw/| sw/|
ovno,mati daimo,nia evxeba,lomen( kai. tw/| sw/| ovno,mati duna,meij polla.j evpoih,samenÈ
Many will say to me in that day, Lord, Lord, have we not prophesied in thy name? and in thy name have cast out
devils? and in thy name done many wonderful works?
當那日必有許多人對我說：主阿，主阿，我們不是奉你的名傳道，奉你的名趕鬼，奉你的名行許多異能麼。

(他們)許多的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開聲言說 在對我 在內 在對(她)在那裏的那個 在對(她)那 在對(她)日子/白日，

阿,(他)主人 阿,(他)主人， 豈非呢 在對(它)那 在對(它)你之物 在對(它)名字 我們那時(也是)行在前面宣稱傳講， 並且

在對(它)那 在對(它)你之物 在對(它)名字 到於(它們)鬼魔 我們那時(也是)向外投擲出來， 並且 在對(它)那

在對(它)你之物 在對(它)名字 到於(她們)能力權能 到於(她們)許多的 我們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太 7:23 kai. to,te òmologh,sw auvtoi/j o[ti Ouvde,pote e;gnwn ùma/j\ avpocwrei/te avpV evmou/ oì evrgazo,menoi th.n
avnomi,anÅ
And then will I profess unto them, I never knew you: depart from me, ye that work iniquity.
我就明明的告訴他們說：我從來不認識你們，你們這些作惡的人，離開我去罷。

並且 當那時地 我將要(持續)同意承認 在對(他們)同一者， 是這樣 然而也不是任何時候地 我那時(也是)認識知道

到於你們；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撤離退開 從那裏離開 從屬"我"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作工作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不法。

太 7:24 Pa/j ou=n o[stij avkou,ei mou tou.j lo,gouj tou,touj kai. poiei/ auvtou,j( òmoiwqh,setai avndri. froni,mw|( o[stij
wv|kodo,mhsen auvtou/ th.n oivki,an evpi. th.n pe,tran\
Therefore whosoever heareth these sayings of mine, and doeth them, I will liken him unto a wise man, which
built his house upon a rock:
所以凡聽見我這話就去行的，好比一個聰明人，把房子蓋在磐石上。

(他)所有每一個的 這樣 (他)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聲聞耳聽 從屬我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到於(他們)那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促使為具同樣相同 在對(他)男人/丈夫 在對(他)精明聰敏的， (他)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那時(也是)營建修造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她)那 到於(她)住屋家庭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磐石；
[經文變異RT]

(他)所有每一個的 這樣 (他)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聲聞耳聽 從屬我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到於(他們)那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到於(他們)同一者，

我將要(持續)促使為具同樣相同 到於(他)同一者 在對(他)男人/丈夫 在對(他)精明聰敏的， (他)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那時(也是)營建修造 到於(她)那 到於(她)住屋家庭 從屬(他)同一者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磐石；

太 7:25 kai. kate,bh h̀ broch. kai. h=lqon oi` potamoi. kai. e;pneusan oi` a;nemoi kai. prose,pesan th/| oivki,a| evkei,nh|(
kai. ouvk e;pesen( teqemeli,wto ga.r evpi. th.n pe,tranÅ
And the rain descended, and the floods came, and the winds blew, and beat upon that house; and it fell not: for
it was founded upon a rock.
雨淋，水沖，風吹，撞著那房子，房子總不倒塌；因為根基立在磐石上。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下行 (她)那 (她)雨淋，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他們)那些 (他們)河流，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吹氣吐風 (他們)那些 (他們)風，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落下墜落 在對(她)那

在對(她)住屋家庭 在對(她)在那裏的那個；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落下墜落； 他/她/它當時已經被立根基

因為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磐石。

太 7:26 kai. pa/j ò avkou,wn mou tou.j lo,gouj tou,touj kai. mh. poiw/n auvtou.j òmoiwqh,setai avndri. mwrw/|( o[stij
wv|kodo,mhsen auvtou/ th.n oivki,an evpi. th.n a;mmon\
And every one that heareth these sayings of mine, and doeth them not, shall be likened unto a foolish man,
which built his house upon the sand:
凡聽見我這話不去行的，好比一個無知的人，把房子蓋在沙土上。

並且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他)現正持續聲聞耳聽了的 從屬我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到於(他們)那同一者 並且 不會/不要 (他)現正持續行出作成了的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促使為具同樣相同 在對(他)男人/丈夫 在對(他)魯鈍愚拙的， (他)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那時(也是)營建修造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她)那 到於(她)住屋家庭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沙土；
[經文變異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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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他)現正持續聲聞耳聽了的 從屬我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到於(他們)那同一者 並且 不會/不要 (他)現正持續行出作成了的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促使為具同樣相同 在對(他)男人/丈夫 在對(他)魯鈍愚拙的， (他)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那時(也是)營建修造 到於(她)那 到於(她)住屋家庭 從屬(他)同一者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沙土；

太 7:27 kai. kate,bh h̀ broch. kai. h=lqon oi` potamoi. kai. e;pneusan oi` a;nemoi kai. prose,koyan th/| oivki,a| evkei,nh|(
kai. e;pesen kai. h=n h̀ ptw/sij auvth/j mega,lhÅ
And the rain descended, and the floods came, and the winds blew, and beat upon that house; and it fell: and
great was the fall of it.
雨淋，水沖，風吹，撞著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並且倒塌得很大。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下行 (她)那 (她)雨淋，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他們)那些 (他們)河流，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吹氣吐風 (他們)那些 (他們)風，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撞擊絆跌 在對(她)那

在對(她)住屋家庭 在對(她)在那裏的那個；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落下墜落；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她)那

(她)落下墜落 從屬(她)同一者 (她)極大的。

太 7:28 Kai. evge,neto o[te evte,lesen ò VIhsou/j tou.j lo,gouj tou,touj( evxeplh,ssonto oi` o;cloi evpi. th/| didach/| auvtou/\
And it came to pass, when Jesus had ended these sayings, the people were astonished at his doctrine:
耶穌講完了這些話，眾人都希奇他的教訓；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當這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完成 (他)那 (他)耶穌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到於(他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被震驚詫異 (他們)那些 (他們)群眾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那 在對(她)教授講訓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當這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全部完成 (他)那 (他)耶穌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到於(他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被震驚詫異 (他們)那些 (他們)群眾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那 在對(她)教授講訓 從屬(他)同一者；

太 7:29 h=n ga.r dida,skwn auvtou.j ẁj evxousi,an e;cwn kai. ouvc ẁj oì grammatei/j auvtw/nÅ
For he taught them as one having authority, and not as the scribes.
因為他教訓他們，正像有權柄的人，不像他們的文士。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因為 (他)現正持續教導了的 到於(他們)同一者 正如地 到於(她)權柄掌握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並且 不是/不 正如地 (他們)那些 (他們)書記文士 從屬(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因為 (他)現正持續教導了的 到於(他們)同一者 正如地 到於(她)權柄掌握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並且 不是/不 正如地 (他們)那些 (他們)書記文士 。

太 8:1 Kataba,ntoj de. auvtou/ avpo. tou/ o;rouj hvkolou,qhsan auvtw/| o;cloi polloi,Å
When he was come down from the mountain, great multitudes followed him.
耶穌下了山，有許多人跟著他。

從屬(他)那時(也是)向下行了的 然而也 從屬(他)同一者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那 從屬(它)高山，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跟隨 在對(他)同一者 (他們)群眾 (他們)許多的。
[經文變異RT]

在對(他)那時(也是)向下行了的 然而也 在對(他)同一者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那 從屬(它)高山，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跟隨 在對(他)同一者 (他們)群眾 (他們)許多的。

太 8:2 kai. ivdou. lepro.j proselqw.n proseku,nei auvtw/| le,gwn( Ku,rie( eva.n qe,lh|j du,nasai, me kaqari,saiÅ
And, behold, there came a leper and worshipped him, saying, Lord, if thou wilt, thou canst make me clean.
有一個長大痲瘋的，來拜他說：主若肯，必能叫我潔淨了。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痲瘋病的 (他)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了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敬拜

在對(他)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阿,(他)主人， 但凡若是 你現在應該持續定意，

你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到於我 那時(也是)要去潔淨。
[經文變異RT]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痲瘋病的 (他)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敬拜 在對(他)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阿,(他)主人， 但凡若是 你現在應該持續定意， 你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到於我

那時(也是)要去潔淨。

太 8:3 kai. evktei,naj th.n cei/ra h[yato auvtou/ le,gwn( Qe,lw( kaqari,sqhti\ kai. euvqe,wj evkaqari,sqh auvtou/ h` le,praÅ
And Jesus put forth his hand, and touched him, saying, I will; be thou clean. And immediately his leprosy was
clean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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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伸手摸他說：我肯，你潔淨了罷；他的大痲瘋立刻就潔淨了。

並且 (他)那時(也是)向外伸展出來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手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觸摸連接 從屬(他)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我現在持續定意； 你那時(也是)就要被潔淨。 並且 平直直接地[同#2117]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潔淨 從屬(他)同一者 (她)那 (她)痲瘋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向外伸展出來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手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觸摸連接 從屬(他)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我現在持續定意； 你那時(也是)就要被潔淨。 並且 平直直接地[同#2117]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潔淨 從屬(他)同一者 (她)那 (她)痲瘋病。

太 8:4 kai. le,gei auvtw/| ò VIhsou/j( {Ora mhdeni. ei;ph|j( avlla. u[page seauto.n dei/xon tw/| ièrei/ kai. prose,negkon to.
dw/ron o] prose,taxen Mwu?sh/j( eivj martu,rion auvtoi/jÅ
And Jesus saith unto him, See thou tell no man; but go thy way, shew thyself to the priest, and offer the gift that
Moses commanded, for a testimony unto them.
耶穌對他說：你切不可告訴人；只要去把身體給祭司察看，獻上摩西所吩咐的禮物，對眾人作證據。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你現在就要持續看見清楚，

在對(他)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你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但乃是 你現在就要持續退開去， 到於(他)你自己

你那時(也是)就要顯示展現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祭司，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在前面向著負載攜帶 到於(它)那

到於(它)禮物 到於(它)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指定定規 (他)摩西， 向內進入 到於(它)見證 在對(他們)同一者。

太 8:5 Eivselqo,ntoj de. auvtou/ eivj Kafarnaou.m prosh/lqen auvtw/| ek̀ato,ntarcoj parakalw/n auvto.n
And when Jesus was entered into Capernaum, there came unto him a centurion, beseeching him,
耶穌進了迦百農，有一個百夫長進前來，求他說：

從屬(他)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了的 然而也 從屬(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迦百農，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 在對(他)同一者 (他)百夫長 (他)現正持續勸勉請求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在對(他)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了的 然而也 在對(他)那 在對(他)耶穌 向內進入 到於(她)迦百農，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 在對(他)同一者 (他)百夫長 (他)現正持續勸勉請求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太 8:6 kai. le,gwn( Ku,rie( ò pai/j mou be,blhtai evn th/| oivki,a| paralutiko,j( deinw/j basanizo,menojÅ
And saying, Lord, my servant lieth at home sick of the palsy, grievously tormented.
主阿，我的僕人害癱瘓病，躺在家裏，甚是疼苦。

並且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阿,(他)主人， (他)那 (他)孩童/下屬 從屬我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投擲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住屋家庭 (他)癱瘓的， 厲害可怕地 (他)現正持續被使有考驗折磨了的。

太 8:7 kai. le,gei auvtw/|( VEgw. evlqw.n qerapeu,sw auvto,nÅ
And Jesus saith unto him, I will come and heal him.
耶穌說：我去醫治他。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我 (他)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我將要(持續)行侍候紓解

到於(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我 (他)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我將要(持續)行侍候紓解 到於(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WH]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我 (他)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我將要(持續)行侍候紓解 到於(他)同一者。

太 8:8 kai. avpokriqei.j ò èkato,ntarcoj e;fh( Ku,rie( ouvk eivmi. ik̀ano.j i[na mou ùpo. th.n ste,ghn eivse,lqh|j( avlla.
mo,non eivpe. lo,gw|( kai. ivaqh,setai ò pai/j mouÅ
The centurion answered and said, Lord, I am not worthy that thou shouldest come under my roof: but speak the
word only, and my servant shall be healed.
百夫長回答說：主阿，你到我舍下，我不敢當；只要你說一句話，我的僕人就必好了。

並且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那 (他)百夫長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宣稱傳講， 阿,(他)主人，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是 (他)達到足夠的 為要 從屬我 <在底下>在底下 到於(她)那 到於(她)屋頂

你那時(也是)應該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但乃是 僅有單獨地 你那時(也是)就要發話言說 在對(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醫好治癒 (他)那 (他)孩童/下屬 從屬我。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那 (他)百夫長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宣稱傳講， 阿,(他)主人，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是 (他)達到足夠的 為要 從屬我 <在底下>在底下 到於(她)那 到於(她)屋頂

你那時(也是)應該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但乃是 僅有單獨地 你那時(也是)就要發話言說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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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醫好治癒 (他)那 (他)孩童/下屬 從屬我。
[經文變異WH]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百夫長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宣稱傳講， 阿,(他)主人，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是 (他)達到足夠的 為要 從屬我 <在底下>在底下 到於(她)那 到於(她)屋頂

你那時(也是)應該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但乃是 僅有單獨地 你那時(也是)就要發話言說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醫好治癒 (他)那 (他)孩童/下屬 從屬我。

太 8:9 kai. ga.r evgw. a;nqrwpo,j eivmi up̀o. evxousi,an( e;cwn ùpV evmauto.n stratiw,taj( kai. le,gw tou,tw|( Poreu,qhti(
kai. poreu,etai( kai. a;llw|( :Ercou( kai. e;rcetai( kai. tw/| dou,lw| mou( Poi,hson tou/to( kai. poiei/Å
For I am a man under authority, having soldiers under me: and I say to this man, Go, and he goeth; and to
another, Come, and he cometh; and to my servant, Do this, and he doeth it.
因為我在人的權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對這個說，去，他就去；對那個說，來，他就來；對我的僕人說，你作這

事，他就去作。

並且 因為 我 (他)人 我現在持續是 <在底下>在底下 到於(她)權柄掌握，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在底下>在底下

到於(他)我自己 到於(他們)士兵； 並且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那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就要被行去，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並且 在對(他)另外不同的，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註1，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並且 在對(他)那 在對(他)奴僕 從屬我， 你那時(也是)就要行出作成

到於(它)那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註1：“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文法上亦可以為“你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經文變異WH]

並且 因為 我 (他)人 我現在持續是 <在底下>在底下 到於(她)權柄掌握 (他)現正持續安排定規了的，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在底下>在底下 到於(他)我自己 到於(他們)士兵； 並且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那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就要被行去，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並且 在對(他)另外不同的，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並且 在對(他)那 在對(他)奴僕

從屬我， 你那時(也是)就要行出作成 到於(它)那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太 8:10 avkou,saj de. ò VIhsou/j evqau,masen kai. ei=pen toi/j avkolouqou/sin( VAmh.n le,gw ùmi/n( parV ouvdeni. tosau,thn
pi,stin evn tw/| VIsrah.l eu-ronÅ
When Jesus heard it, he marvelled, and said to them that followed, Verily I say unto you, I have not found so
great faith, no, not in Israel.
耶穌聽見就希奇，對跟從的人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麼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沒有遇見過。

(他)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希奇，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跟隨了的，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在旁邊>在旁邊

在對(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到於(她)那這麼樣大/那這麼樣多 到於(她)信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以色列

我那時(也是)找到尋見。
[經文變異RT]

(他)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希奇，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跟隨了的，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然而也不是地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以色列 到於(她)那這麼樣大/那這麼樣多 到於(她)信 我那時(也是)找到尋見。

太 8:11 le,gw de. ùmi/n o[ti polloi. avpo. avnatolw/n kai. dusmw/n h[xousin kai. avnakliqh,sontai meta. VAbraa.m kai.
VIsaa.k kai. VIakw.b evn th/| basilei,a| tw/n ouvranw/n(
And I say unto you, That many shall come from the east and west, and shall sit down with Abraham, and Isaac,
and Jacob, in the kingdom of heaven.
我又告訴你們，從東從西，將有許多人來，在天國裏與亞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

我現在持續道說 然而也 在對你們， 是這樣 (他們)許多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們)日出之東方 並且 從屬(她們)西邊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到達來臨，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被使斜靠後臥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亞伯拉罕 並且

從屬(他)以撒 並且 從屬(他)雅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天空/天；

太 8:12 oi` de. uiòi. th/j basilei,aj evkblhqh,sontai eivj to. sko,toj to. evxw,teron\ evkei/ e;stai ò klauqmo.j kai. ò
brugmo.j tw/n ovdo,ntwnÅ
But the children of the kingdom shall be cast out into outer darkness: there shall be weeping and gnashing of
teeth.
惟有本國的子民，竟被趕到外邊黑暗裏去；在那裏必要哀哭切齒了。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兒子 從屬(她)那 從屬(她)王權國度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被向外投擲出來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黑暗 到於(它)那 到於(它)更在外面的； 在那裏地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他)那 (他)哭泣哀號 並且

(他)那 (他)磨齒咬牙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牙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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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8:13 kai. ei=pen ò VIhsou/j tw/| ek̀atonta,rch|( {Upage( wj̀ evpi,steusaj genhqh,tw soiÅ kai. iva,qh ò pai/j Îauvtou/Ð evn
th/| w[ra| evkei,nh|Å
And Jesus said unto the centurion, Go thy way; and as thou hast believed, so be it done unto thee. And his
servant was healed in the selfsame hour.
耶穌對百夫長說：你回去罷；照你的信心，給你成全了。那時，他的僕人就好了。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那 (他)耶穌 在對(他)那 在對(他)百夫長， 你現在就要持續退開去； 正如地

你那時(也是)置信信託，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被生發成為 在對你。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醫好治癒 (他)那

(他)孩童/下屬 從屬(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鐘點時刻 在對(她)在那裏的那個。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那 (他)耶穌 在對(他)那 在對(他)百夫長， 你現在就要持續退開去； 並且

正如地 你那時(也是)置信信託，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被生發成為 在對你。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醫好治癒

(他)那 (他)孩童/下屬 從屬(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鐘點時刻 在對(她)在那裏的那個。
[經文變異WH]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那 (他)耶穌 在對(他)那 在對(他)百夫長， 你現在就要持續退開去； 正如地

你那時(也是)置信信託，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被生發成為 在對你。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醫好治癒 (他)那

(他)孩童/下屬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鐘點時刻 在對(她)在那裏的那個。

太 8:14 Kai. evlqw.n ò VIhsou/j eivj th.n oivki,an Pe,trou ei=den th.n penqera.n auvtou/ beblhme,nhn kai. pure,ssousan\
And when Jesus was come into Peter's house, he saw his wife's mother laid, and sick of a fever.
耶穌到了彼得家裏，見彼得的岳母害熱病躺著。

並且 (他)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他)那 (他)耶穌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住屋家庭 從屬(他)彼得

他/她/它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她)那 到於(她)岳母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她)現在已經被投擲了的 並且

到於(她)現正持續發高燒了的；

太 8:15 kai. h[yato th/j ceiro.j auvth/j( kai. avfh/ken auvth.n ò pureto,j( kai. hvge,rqh kai. dihko,nei auvtw/|Å
And he touched her hand, and the fever left her: and she arose, and ministered unto them.
耶穌把他的手一摸，熱就退了；他就起來服事耶穌。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觸摸連接 從屬(她)那 從屬(她)手 從屬(她)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任憑釋放離開 到於(她)同一者 (他)那 (他)高燒；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喚醒起來，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行服事 在對(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觸摸連接 從屬(她)那 從屬(她)手 從屬(她)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任憑釋放離開 到於(她)同一者 (他)那 (他)高燒；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喚醒起來，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行服事 在對(他們)同一者。

太 8:16 VOyi,aj de. genome,nhj prosh,negkan auvtw/| daimonizome,nouj pollou,j\ kai. evxe,balen ta. pneu,mata lo,gw| kai.
pa,ntaj tou.j kakw/j e;contaj evqera,peusen(
When the even was come, they brought unto him many that were possessed with devils: and he cast out the
spirits with his word, and healed all that were sick:
到了晚上，有人帶著許多被鬼附的，來到耶穌跟前，他只用一句話，就把鬼都趕出去；並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

。

從屬(她)具將近晚的 然而也 從屬(她)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負載攜帶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鬼附了的 到於(他們)許多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投擲出來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靈/風 在對(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並且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們)那些

卑劣不好地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侍候紓解；

太 8:17 o[pwj plhrwqh/| to. rh̀qe.n dia. VHsai<ou tou/ profh,tou le,gontoj( Auvto.j ta.j avsqenei,aj h̀mw/n e;laben kai.
ta.j no,souj evba,stasenÅ
That it might be fulfilled which was spoken by Esaias the prophet, saying, Himself took our infirmities, and bare
our sicknesses.
這是要應驗先知以賽亞的話，說：『他代替我們的軟弱，擔當我們的疾病。』

這怎樣如何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促使成充滿添足 (它)那 (它)那時(也是)被發表言說了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以賽亞 從屬(他)那 從屬(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從屬(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他)同一者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無力軟弱 從屬我們 他/她/它那時(也是)拿取， 並且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疾病

他/她/它那時(也是)提舉擔負。

太 8:18 VIdw.n de. ò VIhsou/j o;clon peri. auvto.n evke,leusen avpelqei/n eivj to. pe,ranÅ
Now when Jesus saw great multitudes about him, he gave commandment to depart unto the other 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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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見許多人圍著他，就吩咐渡到那邊去。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耶穌 到於(他)群眾 <在周圍>在周圍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出言吩咐 那時(也是)要去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於那邊地。
[經文變異RT]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耶穌 到於(他們)許多的 到於(他們)群眾 <在周圍>在周圍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出言吩咐 那時(也是)要去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於那邊地。

太 8:19 kai. proselqw.n ei-j grammateu.j ei=pen auvtw/|( Dida,skale( avkolouqh,sw soi o[pou eva.n avpe,rch|Å
And a certain scribe came, and said unto him, Master, I will follow thee whithersoever thou goest.
有一個文士來，對他說：夫子，你無論往那裏去，我要跟從你。

並且 (他)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了的 (他)一個 (他)書記文士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阿,(他)老師， 我將要(持續)跟隨 在對你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但凡若是

你現在應該持續讓自己/被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太 8:20 kai. le,gei auvtw/| ò VIhsou/j( Aì avlw,pekej fwleou.j e;cousin kai. ta. peteina. tou/ ouvranou/ kataskhnw,seij(
ò de. uiò.j tou/ avnqrw,pou ouvk e;cei pou/ th.n kefalh.n kli,nh|Å
And Jesus saith unto him, The foxes have holes, and the birds of the air have nests; but the Son of man hath
not where to lay his head.
耶穌說：狐狸有洞，天空的飛鳥有窩，人子卻沒有枕頭的地方。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她們)那些 (她們)狐狸 到於(他們)密洞巢穴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持有， 並且 (它們)那些 (它們)飛鳥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到於(她們)宿營； (他)那 然而也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從屬某個什麼地方呢 到於(她)那 到於(她)頭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傾斜註1。

註1：“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傾斜”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傾斜”。

太 8:21 e[teroj de. tw/n maqhtw/n Îauvtou/Ð ei=pen auvtw/|( Ku,rie( evpi,treyo,n moi prw/ton avpelqei/n kai. qa,yai to.n
pate,ra mouÅ
And another of his disciples said unto him, Lord, suffer me first to go and bury my father.
又有一個門徒對耶穌說：主阿，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親。

(他)相異不同的 然而也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阿,(他)主人， 你那時(也是)就要准許 在對我 首先地 那時(也是)要去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殯殮埋葬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從屬我。
[經文變異WH]

(他)相異不同的 然而也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門徒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阿,(他)主人，

你那時(也是)就要准許 在對我 首先地 那時(也是)要去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殯殮埋葬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從屬我。

太 8:22 ò de. VIhsou/j le,gei auvtw/|( VAkolou,qei moi kai. a;fej tou.j nekrou.j qa,yai tou.j èautw/n nekrou,jÅ
But Jesus said unto him, Follow me; and let the dead bury their dead.
耶穌說：任憑死人埋葬他們的死人，你跟從我罷。

(他)那 然而也 (他)耶穌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你現在就要持續跟隨 在對我；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任憑釋放離開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死掉的 那時(也是)要去殯殮埋葬 到於(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同一者自己 到於(他們)死掉的。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你現在就要持續跟隨 在對我；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任憑釋放離開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死掉的 那時(也是)要去殯殮埋葬 到於(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同一者自己 到於(他們)死掉的。

太 8:23 Kai. evmba,nti auvtw/| eivj to. ploi/on hvkolou,qhsan auvtw/| oi` maqhtai. auvtou/Å
And when he was entered into a ship, his disciples followed him.
耶穌上了船，門徒跟著他。

並且 在對(他)那時(也是)步入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船隻，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跟隨

在對(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WH]

並且 在對(他)那時(也是)步入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它)船隻，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跟隨 在對(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太 8:24 kai. ivdou. seismo.j me,gaj evge,neto evn th/| qala,ssh|( w[ste to. ploi/on kalu,ptesqai ùpo. tw/n kuma,twn( auvto.j
de. evka,qeuden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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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behold, there arose a great tempest in the sea, insomuch that the ship was covered with the waves: but he
was asleep.
海裏忽然起了暴風，甚至船被波浪掩蓋；耶穌卻睡著了。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搖擺震動 (他)極大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海， 以致 到於(它)那 到於(它)船隻 現要去持續被遮蓋隱藏 <在底下>被從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波浪；

(他)同一者 然而也 他/她/它當時持續睡著。

太 8:25 kai. proselqo,ntej h;geiran auvto.n le,gontej( Ku,rie( sw/son( avpollu,meqaÅ
And his disciples came to him, and awoke him, saying, Lord, save us: we perish.
門徒來叫醒了他，說：主阿，救我們，我們喪命啦。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喚醒起來 到於(他)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阿,(他)主人， 你那時(也是)就要拯救； 我們現在持續讓自己毀掉除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了的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喚醒起來

到於(他)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阿,(他)主人， 你那時(也是)就要拯救 到於我們；

我們現在持續讓自己毀掉除滅。

太 8:26 kai. le,gei auvtoi/j( Ti, deiloi, evste( ovligo,pistoiÈ to,te evgerqei.j evpeti,mhsen toi/j avne,moij kai. th/| qala,ssh|(
kai. evge,neto galh,nh mega,lhÅ
And he saith unto them, Why are ye fearful, O ye of little faith? Then he arose, and rebuked the winds and the
sea; and there was a great calm.
耶穌說：你們這小信的人哪，為甚麼膽怯呢；於是起來，斥責風和海，風和海就大大的平靜了。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他們)恐懼驚駭的 你們現在持續是，

阿,(他們)乃小信的？ 當那時地 (他)那時(也是)被喚醒起來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評斷申誡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風 並且 在對(她)那 在對(她)海；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她)平靜 (她)極大的。

太 8:27 oi` de. a;nqrwpoi evqau,masan le,gontej( Potapo,j evstin ou-toj o[ti kai. oi` a;nemoi kai. h̀ qa,lassa auvtw/|
up̀akou,ousinÈ
But the men marvelled, saying, What manner of man is this, that even the winds and the sea obey him!
眾人希奇說：這是怎樣的人，連風和海也聽從他了。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人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希奇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他)何等樣式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同一者， 是這樣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風 並且 (她)那 (她)海 在對(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留心聽從？
[經文變異RT][不同標點]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人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希奇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他)何等樣式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同一者， 是這樣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風 並且 (她)那 (她)海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留心聽從

在對(他)同一者。

太 8:28 Kai. evlqo,ntoj auvtou/ eivj to. pe,ran eivj th.n cw,ran tw/n Gadarhnw/n ùph,nthsan auvtw/| du,o daimonizo,menoi
evk tw/n mnhmei,wn evxerco,menoi( calepoi. li,an( w[ste mh. ivscu,ein tina. parelqei/n dia. th/j òdou/ evkei,nhjÅ
And when he was come to the other side into the country of the Gergesenes, there met him two possessed with
devils, coming out of the tombs, exceeding fierce, so that no man might pass by that way.
耶穌既渡到那邊去，來到加大拉人的地方，就有兩個被鬼附的人，從墳塋裏出來迎著他，極其兇猛，甚至沒有人

能從那條路上經過。

並且 從屬(他)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從屬(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於那邊地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域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加大拉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在底下迎面相遇 在對(他)同一者

(他們)二個/兩個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鬼附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墳墓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他們)艱險兇猛的 極度非常地， 以致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有強壯大力 到於(他)任何什麼 那時(也是)要去在旁邊過去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道路途徑

從屬(她)在那裏的那個。
[經文變異RT]

並且 在對(他)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於那邊地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域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格拉森，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在底下迎面相遇 在對(他)同一者

(他們)二個/兩個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鬼附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墳墓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他們)艱險兇猛的 極度非常地， 以致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有強壯大力 到於(他)任何什麼 那時(也是)要去在旁邊過去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道路途徑

從屬(她)在那裏的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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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8:29 kai. ivdou. e;kraxan le,gontej( Ti, hm̀i/n kai. soi,( uiè. tou/ qeou/È h=lqej w-de pro. kairou/ basani,sai h̀ma/jÈ
And, behold, they cried out, saying, What have we to do with thee, Jesus, thou Son of God? art thou come
hither to torment us before the time?
他們喊著說：神的兒子，我們與你有甚麼相干；時候還沒有到，你就上這裏來叫我們受苦麼。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嘶聲吶喊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它)任何什麼呢

在對我們 並且 在對你， 阿,(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你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也就在此地 在前面

從屬(他)場合時節 那時(也是)要去使有考驗折磨 到於我們？
[經文變異RT]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嘶聲吶喊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它)任何什麼呢

在對我們 並且 在對你， 阿,(他) 耶穌， 阿,(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你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也就在此地

在前面 從屬(他)場合時節 那時(也是)要去使有考驗折磨 到於我們？

太 8:30 h=n de. makra.n avpV auvtw/n avge,lh coi,rwn pollw/n boskome,nhÅ
And there was a good way off from them an herd of many swine feeding.
離他們很遠，有一大群豬喫食。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遠遠地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同一者 (她)畜群 從屬(他們)豬 從屬(他們)許多的

(她)現正持續被放牧餵養了的。

太 8:31 oi` de. dai,monej pareka,loun auvto.n le,gontej( Eiv evkba,lleij h̀ma/j( avpo,steilon h̀ma/j eivj th.n avge,lhn tw/n
coi,rwnÅ
So the devils besought him, saying, If thou cast us out, suffer us to go away into the herd of swine.
鬼就央求耶穌說：若把我們趕出去，就打發我們進入豬群罷。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鬼魅神祇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勸勉請求 到於(他)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若是

你現在持續向外投擲出來 到於我們， 你那時(也是)就要分派差遣 到於我們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畜群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豬。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鬼魅神祇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勸勉請求 到於(他)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若是

你現在持續向外投擲出來 到於我們， 你那時(也是)就要准許 在對我們 那時(也是)要去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畜群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豬。

太 8:32 kai. ei=pen auvtoi/j( ~Upa,geteÅ oì de. evxelqo,ntej avph/lqon eivj tou.j coi,rouj\ kai. ivdou. w[rmhsen pa/sa h̀
avge,lh kata. tou/ krhmnou/ eivj th.n qa,lassan kai. avpe,qanon evn toi/j u[dasinÅ
And he said unto them, Go. And when they were come out, they went into the herd of swine: and, behold, the
whole herd of swine ran violently down a steep place into the sea, and perished in the waters.
耶穌說：去罷；鬼就出來，進入豬群；全群忽然闖下山崖，投在海裏淹死了。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退開去。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豬；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她/它那時(也是)有暴發啟動 (她)所有每一個的 (她)那

(她)畜群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他)那 從屬(他)懸崖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海，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死去 在內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水。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退開去。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畜群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豬；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她/它那時(也是)有暴發啟動 (她)所有每一個的

(她)那 (她)畜群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豬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他)那 從屬(他)懸崖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海，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死去 在內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水。

太 8:33 oi` de. bo,skontej e;fugon( kai. avpelqo,ntej eivj th.n po,lin avph,ggeilan pa,nta kai. ta. tw/n daimonizome,nwnÅ
And they that kept them fled, and went their ways into the city, and told every thing, and what was befallen to
the possessed of the devils.
放豬的就逃跑進城，將這一切事，和被鬼附的人所遭遇的，都告訴人。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現正持續放牧餵養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逃離走避，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城邑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從那裏報信通告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鬼附了的。

太 8:34 kai. ivdou. pa/sa h` po,lij evxh/lqen eivj ùpa,nthsin tw/| VIhsou/ kai. ivdo,ntej auvto.n pareka,lesan o[pwj metabh/|
avpo. tw/n òri,wn auvtw/nÅ
And, behold, the whole city came out to meet Jesus: and when they saw him, they besought him that he wou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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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rt out of their coasts.
合城的人，都出來迎見耶穌；既見了，就央求他離開他們的境界。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她)所有每一個的 (她)那 (她)城邑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向內進入 到於(她)在底下迎面相遇 在對(他)那 在對(他)耶穌；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勸勉請求 這怎樣如何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更換地方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具範圍界限之線 從屬(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她)所有每一個的 (她)那 (她)城邑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向內進入 到於(她)共同迎面相遇 在對(他)那 在對(他)耶穌；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勸勉請求 這怎樣如何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更換地方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具範圍界限之線 從屬(他們)同一者。

太 9:1 Kai. evmba.j eivj ploi/on diepe,rasen kai. h=lqen eivj th.n ivdi,an po,linÅ
And he entered into a ship, and passed over, and came into his own city.
耶穌上了船，渡過海，來到自己的城裏。

並且 (他)那時(也是)步入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它)船隻 他/她/它那時(也是)完全穿過到那邊，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私人個別的 到於(她)城邑。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步入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船隻 他/她/它那時(也是)完全穿過到那邊，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私人個別的 到於(她)城邑。

太 9:2 kai. ivdou. prose,feron auvtw/| paralutiko.n evpi. kli,nhj beblhme,nonÅ kai. ivdw.n ò VIhsou/j th.n pi,stin auvtw/n
ei=pen tw/| paralutikw/|( Qa,rsei( te,knon( avfi,entai, sou aì am̀arti,aiÅ
And, behold, they brought to him a man sick of the palsy, lying on a bed: and Jesus seeing their faith said unto
the sick of the palsy; Son, be of good cheer; thy sins be forgiven thee.
有人用褥子抬著一個癱子，到耶穌跟前來；耶穌見他們的信心，就對癱子說：小子，放心罷；你的罪赦了。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在前面向著負載攜帶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他)癱瘓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躺椅臥墊 到於(他)現在已經被投擲了的； 並且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他)那 (他)耶穌

到於(她)那 到於(她)信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那 在對(他)癱瘓的，

你現在就要持續具勇氣自信， 阿,(它)孩子；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被任憑釋放離開 從屬你 (她們)那些 (她們)罪。
[經文變異RT]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在前面向著負載攜帶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他)癱瘓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躺椅臥墊 到於(他)現在已經被投擲了的； 並且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他)那 (他)耶穌

到於(她)那 到於(她)信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那 在對(他)癱瘓的，

你現在就要持續具勇氣自信， 阿,(它)孩子； 他/她/它們現在已經被任憑釋放離開 在對你 (她們)那些 (她們)罪

從屬你。

太 9:3 kai. ivdou, tinej tw/n grammate,wn ei=pan evn eàutoi/j( Ou-toj blasfhmei/Å
And, behold, certain of the scribes said within themselves, This man blasphemeth.
有幾個文士心裏說：這個人說僭妄的話了。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們)任何什麼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書記文士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內 在對(他們)同一者自己，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謗瀆。

太 9:4 kai. ivdw.n ò VIhsou/j ta.j evnqumh,seij auvtw/n ei=pen( ~Inati, evnqumei/sqe ponhra. evn tai/j kardi,aij ùmw/nÈ
And Jesus knowing their thoughts said, Wherefore think ye evil in your hearts?
耶穌知道他們的心意，就說：你們為甚麼心裏懷著惡念呢；

並且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他)那 (他)耶穌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貫注思考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為什麼呢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貫注思考 到於(它們)惡的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內心 從屬你們？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他)那 (他)耶穌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貫注思考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為什麼呢 你們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貫注思考 到於(它們)惡的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內心 從屬你們？
[經文變異WH]

並且 (他)現在已經看見察覺了的 (他)那 (他)耶穌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貫注思考 從屬(他們)同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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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為什麼呢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貫注思考 到於(它們)惡的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內心 從屬你們？

太 9:5 ti, ga,r evstin euvkopw,teron( eivpei/n( VAfi,entai, sou aì àmarti,ai( h' eivpei/n( :Egeire kai. peripa,teiÈ
For whether is easier, to say, Thy sins be forgiven thee; or to say, Arise, and walk?
或說，你的罪赦了；或說，你起來行走；那一樣容易呢。

(它)任何什麼呢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比較輕鬆容易的， 那時(也是)要去發話言說，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被任憑釋放離開 從屬你 (她們)那些 (她們)罪； 甚或/或而 那時(也是)要去發話言說，

你現在就要持續喚醒起來 並且 你現在就要持續來往昂然踏行？
[經文變異RT]

(它)任何什麼呢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比較輕鬆容易的， 那時(也是)要去發話言說，

他/她/它們現在已經被任憑釋放離開 在對你 (她們)那些 (她們)罪； 甚或/或而 那時(也是)要去發話言說，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喚醒起來 並且 你現在就要持續來往昂然踏行？
[經文變異MT]

(它)任何什麼呢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比較輕鬆容易的， 那時(也是)要去發話言說，

他/她/它們現在已經被任憑釋放離開 從屬你 (她們)那些 (她們)罪； 甚或/或而 那時(也是)要去發話言說，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喚醒起來 並且 你現在就要持續來往昂然踏行？

太 9:6 i[na de. eivdh/te o[ti evxousi,an e;cei ò uiò.j tou/ avnqrw,pou evpi. th/j gh/j avfie,nai am̀arti,aj & to,te le,gei tw/|
paralutikw/|( VEgerqei.j a=ro,n sou th.n kli,nhn kai. u[page eivj to.n oi=ko,n souÅ
But that ye may know that the Son of man hath power on earth to forgive sins, (then saith he to the sick of the
palsy,) Arise, take up thy bed, and go unto thine house.
但要叫你們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權柄，就對癱子說：起來，拿你的褥子回家去罷。

為要 然而也 你們現在應該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到於(她)權柄掌握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現要去持續任憑釋放離開 到於(她們)罪； 當那時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那 在對(他)癱瘓的， (他)那時(也是)被喚醒起來了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提起 從屬你

到於(她)那 到於(她)躺椅臥墊， 並且 你現在就要持續退開去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住處家室 從屬你。
[經文變異WH]

為要 然而也 你們現在應該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到於(她)權柄掌握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現要去持續任憑釋放離開 到於(她們)罪； 當那時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那 在對(他)癱瘓的， 你現在就要持續喚醒起來； 你那時(也是)就要提起 從屬你

到於(她)那 到於(她)躺椅臥墊， 並且 你現在就要持續退開去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住處家室 從屬你。

太 9:7 kai. evgerqei.j avph/lqen eivj to.n oi=kon auvtou/Å
And he arose, and departed to his house.
那人就起來，回家去了。

並且 (他)那時(也是)被喚醒起來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住處家室

從屬(他)同一者。

太 9:8 ivdo,ntej de. oì o;cloi evfobh,qhsan kai. evdo,xasan to.n qeo.n to.n do,nta evxousi,an toiau,thn toi/j avnqrw,poijÅ
But when the multitudes saw it, they marvelled, and glorified God, which had given such power unto men.
眾人看見都驚奇，就歸榮耀與神；因為他將這樣的權柄賜給人。

(他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然而也 (他們)那些 (他們)群眾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成驚恐畏懼，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歸榮耀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到於(他)那 到於(他)那時(也是)給與了的 到於(她)權柄掌握

到於(她)那種樣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人。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然而也 (他們)那些 (他們)群眾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希奇，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歸榮耀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到於(他)那 到於(他)那時(也是)給與了的 到於(她)權柄掌握

到於(她)那種樣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人。

太 9:9 Kai. para,gwn ò VIhsou/j evkei/qen ei=den a;nqrwpon kaqh,menon evpi. to. telw,nion( Maqqai/on lego,menon( kai.
le,gei auvtw/|( VAkolou,qei moiÅ kai. avnasta.j hvkolou,qhsen auvtw/|Å
And as Jesus passed forth from thence, he saw a man, named Matthew, sitting at the receipt of custom: and he
saith unto him, Follow me. And he arose, and followed him.
耶穌從那裏往前走，看見一個人名叫馬太，坐在稅關上，就對他說：你跟從我來；他就起來，跟從了耶穌。

並且 (他)現正持續在旁邊經過了的 (他)那 (他)耶穌 從那裏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他)人

到於(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那 到於(它)稅關， 到於(他)馬太

到於(他)現正持續被道說了的；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你現在就要持續跟隨 在對我。 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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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跟隨 在對(他)同一者。

太 9:10 Kai. evge,neto auvtou/ avnakeime,nou evn th/| oivki,a|( kai. ivdou. polloi. telw/nai kai. àmartwloi. evlqo,ntej
sunane,keinto tw/| VIhsou/ kai. toi/j maqhtai/j auvtou/Å
And it came to pass, as Jesus sat at meat in the house, behold, many publicans and sinners came and sat
down with him and his disciples.
耶穌在屋裏坐席的時候，有好些稅吏和罪人來，與耶穌和他的門徒一同坐席。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從屬(他)同一者 從屬(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靠躺坐席了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住屋家庭，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們)許多的 (他們)稅吏 並且 (他們)犯罪的

(他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共同靠躺坐席 在對(他)那 在對(他)耶穌 並且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太 9:11 kai. ivdo,ntej oì Farisai/oi e;legon toi/j maqhtai/j auvtou/( Dia. ti, meta. tw/n telwnw/n kai. am̀artwlw/n
evsqi,ei ò dida,skaloj ùmw/nÈ
And when the Pharisees saw it, they said unto his disciples, Why eateth your Master with publicans and
sinners?
法利賽人看見，就對耶穌的門徒說：你們的先生為甚麼和稅吏並罪人一同喫飯呢。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他們)那些 (他們)法利賽人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稅吏 並且 從屬(他們)犯罪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喫食 (他)那 (他)老師 從屬你們？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他們)那些 (他們)法利賽人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稅吏 並且 從屬(他們)犯罪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喫食 (他)那 (他)老師 從屬你們？

太 9:12 ò de. avkou,saj ei=pen( Ouv crei,an e;cousin oì ivscu,ontej ivatrou/ avllV oì kakw/j e;contejÅ
But when Jesus heard that, he said unto them, They that be whole need not a physician, but they that are sick.
耶穌聽見，就說：康健的人用不著醫生，有病的人纔用得著。

(他)那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不是/不 到於(她)需用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持有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有強壯大力了的 從屬(他)醫生， 但乃是 (他們)那些 卑劣不好地

(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不是/不

到於(她)需用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持有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有強壯大力了的 從屬(他)醫生， 但乃是 (他們)那些

卑劣不好地 (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太 9:13 poreuqe,ntej de. ma,qete ti, evstin( :Eleoj qe,lw kai. ouv qusi,an\ ouv ga.r h=lqon kale,sai dikai,ouj avlla.
am̀artwlou,jÅ
But go ye and learn what that meaneth, I will have mercy, and not sacrifice: for I am not come to call the
righteous, but sinners to repentance.
經上說：『我喜愛憐恤，不喜愛祭祀。』這句話的意思，你們且去揣摩；我來，本不是召義人，乃是召罪人。

(他們)那時(也是)被行去了的 然而也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學習 (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到於(它)憐憫慈悲

我現在持續定意， 並且 不是/不 到於(她)犧牲祭物； 不是/不 因為 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那時(也是)要去促請召喚

到於(他們)具公平正義的， 但乃是 到於(他們)犯罪的。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時(也是)被行去了的 然而也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學習 (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到於(它)憐憫慈悲

我現在持續定意， 並且 不是/不 到於(她)犧牲祭物； 不是/不 因為 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那時(也是)要去促請召喚

到於(他們)具公平正義的， 但乃是 到於(他們)犯罪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轉悟悔改。

太 9:14 To,te prose,rcontai auvtw/| oi` maqhtai. VIwa,nnou le,gontej( Dia. ti, hm̀ei/j kai. oi` Farisai/oi nhsteu,omen
Îpolla,Ð( oi` de. maqhtai, sou ouv nhsteu,ousinÈ
Then came to him the disciples of John, saying, Why do we and the Pharisees fast oft, but thy disciples fast
not?
那時，約翰的門徒來見耶穌說：我們和法利賽人常常禁食，你的門徒倒不禁食，這是為甚麼呢。

當那時地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 在對(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從屬(他)約翰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我們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法利賽人

我們現在持續禁食 到於(它們)許多的，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門徒 從屬你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禁食？
[經文變異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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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那時地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 在對(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從屬(他)約翰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我們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法利賽人

我們現在持續禁食，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門徒 從屬你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禁食？

太 9:15 kai. ei=pen auvtoi/j ò VIhsou/j( Mh. du,nantai oì uiòi. tou/ numfw/noj penqei/n evfV o[son metV auvtw/n evstin ò
numfi,ojÈ evleu,sontai de. hm̀e,rai o[tan avparqh/| avpV auvtw/n ò numfi,oj( kai. to,te nhsteu,sousinÅ
And Jesus said unto them, Can the children of the bridechamber mourn, as long as the bridegroom is with
them? but the days will come, when the bridegroom shall be taken from them, and then shall they fast.
耶穌對他們說：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時候，陪伴之人豈能哀慟呢；但日子將到，新郎要離開他們，那時候他們

就要禁食。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豈會呢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他們)那些 (他們)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新房 現要去持續哀慟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這每一切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新郎？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到來前往

然而也 (她們)日子/白日， 但凡當這時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從那裏提起離開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新郎， 並且 當那時地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禁食。

太 9:16 ouvdei.j de. evpiba,llei evpi,blhma rà,kouj avgna,fou evpi. im̀ati,w| palaiw/|\ ai;rei ga.r to. plh,rwma auvtou/ avpo.
tou/ ìmati,ou kai. cei/ron sci,sma gi,netaiÅ
No man putteth a piece of new cloth unto an old garment, for that which is put in to fill it up taketh from the
garment, and the rent is made worse.
沒有人把新布補在舊衣服上；因為所補上的，反帶壞了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了。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然而也 他/她/它現在持續投擲在上面 到於(它)補釘補片 從屬(它)撕下之布塊

從屬(它)未經梳理漂洗的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它)衣服 在對(它)老舊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提起 因為 到於(它)那

到於(它)所用以充滿添足/所被充滿添足註1
從屬(它)同一者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那 從屬(它)衣服， 並且

(它)更卑劣不好的 (它)裂口間隙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註1：“到於(它)那 到於(它)所用以充滿添足/所被充滿添足”文法上亦可以為“(它)那

(它)所用以充滿添足/所被充滿添足”。

太 9:17 ouvde. ba,llousin oi=non ne,on eivj avskou.j palaiou,j\ eiv de. mh, ge( rh̀,gnuntai oi` avskoi. kai. ò oi=noj evkcei/tai
kai. oì avskoi. avpo,lluntai\ avlla. ba,llousin oi=non ne,on eivj avskou.j kainou,j( kai. avmfo,teroi sunthrou/ntaiÅ
Neither do men put new wine into old bottles: else the bottles break, and the wine runneth out, and the bottles
perish: but they put new wine into new bottles, and both are preserved.
也沒有人把新酒裝在舊皮袋裏；若是這樣，皮袋就裂開，酒漏出來，連皮袋也壞了；惟獨把新酒裝在新皮袋裏，

兩樣就都保全了。

然而也不是地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投擲 到於(他)酒 到於(他)新初年淺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皮囊水袋

到於(他們)老舊的； 若是 然而也 不會/不要 確實，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被撕裂破損 (他們)那些 (他們)皮囊水袋，

並且 (他)那 (他)酒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向外傾注澆流，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皮囊水袋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被毀掉除滅； 但乃是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投擲 到於(他)酒 到於(他)新初年淺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皮囊水袋 到於(他們)嶄新的， 並且 (他們)兩方面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被完整地保存。
[經文變異RT]

然而也不是地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投擲 到於(他)酒 到於(他)新初年淺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皮囊水袋

到於(他們)老舊的； 若是 然而也 不會/不要 確實，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被撕裂破損 (他們)那些 (他們)皮囊水袋，

並且 (他)那 (他)酒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向外傾注澆流，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皮囊水袋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毀掉除滅； 但乃是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投擲 到於(他)酒 到於(他)新初年淺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皮囊水袋 到於(他們)嶄新的， 並且 到於(它們)兩方面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被完整地保存。

太 9:18 Tau/ta auvtou/ lalou/ntoj auvtoi/j ivdou. a;rcwn ei-j evlqw.n proseku,nei auvtw/| le,gwn o[ti ~H quga,thr mou
a;rti evteleu,thsen\ avlla. evlqw.n evpi,qej th.n cei/ra, sou evpV auvth,n( kai. zh,setaiÅ
While he spake these things unto them, behold, there came a certain ruler, and worshipped him, saying, My
daughter is even now dead: but come and lay thy hand upon her, and she shall live.
耶穌說這話的時候，有一個管會堂的來拜他說：我女兒剛纔死了，求你去按手在他身上，他就必活了。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從屬(他)同一者 從屬(他)現正持續發言講說了的 在對(他們)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首領 (他)一個 (他)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敬拜 在對(他)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是這樣 (她)那 (她)女兒 從屬我 現今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命終； 但乃是

(他)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置放擺設在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手 從屬你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活。
[經文變異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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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從屬(他)同一者 從屬(他)現正持續發言講說了的 在對(他們)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首領 (他)一個 (他)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了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敬拜

在對(他)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是這樣 (她)那 (她)女兒 從屬我 現今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命終； 但乃是

(他)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置放擺設在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手 從屬你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活。

太 9:19 kai. evgerqei.j ò VIhsou/j hvkolou,qhsen auvtw/| kai. oi` maqhtai. auvtou/Å
And Jesus arose, and followed him, and so did his disciples.
耶穌便起來，跟著他去，門徒也跟了去。

並且 (他)那時(也是)被喚醒起來了的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跟隨 在對(他)同一者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WH]

並且 (他)那時(也是)被喚醒起來了的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當時持續跟隨 在對(他)同一者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太 9:20 Kai. ivdou. gunh. aim̀orroou/sa dw,deka e;th proselqou/sa o;pisqen h[yato tou/ kraspe,dou tou/ im̀ati,ou
auvtou/\
And, behold, a woman, which was diseased with an issue of blood twelve years, came behind him, and touched
the hem of his garment:
有一個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來到耶穌背後，摸他的衣裳繸子；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她)女人 (她)現正持續患血漏了的 到於(它們)十二個 到於(它們)年，

(她)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了的 從在後面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觸摸連接 從屬(它)那 從屬(它)纓穗繸子

從屬(它)那 從屬(它)衣服 從屬(他)同一者；

太 9:21 e;legen ga.r evn eàuth/|( VEa.n mo,non a[ywmai tou/ ìmati,ou auvtou/ swqh,somaiÅ
For she said within herself, If I may but touch his garment, I shall be whole.
因為他心裏說：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因為 在內 在對(她)同一者自己， 但凡若是 僅有單獨地 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觸摸連接

從屬(它)那 從屬(它)衣服 從屬(他)同一者， 我將要(持續)被拯救。

太 9:22 ò de. VIhsou/j strafei.j kai. ivdw.n auvth.n ei=pen( Qa,rsei( qu,gater\ h` pi,stij sou se,swke,n seÅ kai. evsw,qh h`
gunh. avpo. th/j w[raj evkei,nhjÅ
But Jesus turned him about, and when he saw her, he said, Daughter, be of good comfort; thy faith hath made
thee whole. And the woman was made whole from that hour.
耶穌轉過來看見他，就說：女兒，放心，你的信救了你；從那時候，女人就痊愈了。

(他)那 然而也 (他)耶穌 (他)那時(也是)被轉動翻轉了的 並且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到於(她)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你現在就要持續具勇氣自信， 阿,(她)女兒； (她)那 (她)信 從屬你

他/她/它現在已經拯救 到於你。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拯救 (她)那 (她)女人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鐘點時刻 從屬(她)在那裏的那個。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耶穌 (他)那時(也是)被在上面轉動翻轉了的 並且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到於(她)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你現在就要持續具勇氣自信， 阿,(她)女兒； (她)那 (她)信 從屬你

他/她/它現在已經拯救 到於你。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拯救 (她)那 (她)女人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鐘點時刻 從屬(她)在那裏的那個。

太 9:23 Kai. evlqw.n ò VIhsou/j eivj th.n oivki,an tou/ a;rcontoj kai. ivdw.n tou.j auvlhta.j kai. to.n o;clon qorubou,menon
And when Jesus came into the ruler's house, and saw the minstrels and the people making a noise,
耶穌到了管會堂的家裏，看見有吹手，又有許多人亂嚷；

並且 (他)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他)那 (他)耶穌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住屋家庭 從屬(他)那 從屬(他)首領，

並且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吹簫笛者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群眾

到於(他)現正持續被有喧鬧滋擾了的，

太 9:24 e;legen( VAnacwrei/te( ouv ga.r avpe,qanen to. kora,sion avlla. kaqeu,deiÅ kai. katege,lwn auvtou/Å
He said unto them, Give place: for the maid is not dead, but sleepeth. And they laughed him to scorn.
就說：退去罷；這閨女不是死了，是睡著了；他們就嗤笑他。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撤空退回； 不是/不 因為 他/她/它那時(也是)死去 (它)那 (它)少女，

但乃是 他/她/它現在持續睡著。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恥笑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撤空退回； 不是/不 因為 他/她/它那時(也是)死去 (它)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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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少女， 但乃是 他/她/它現在持續睡著。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恥笑 從屬(他)同一者。

太 9:25 o[te de. evxeblh,qh ò o;cloj eivselqw.n evkra,thsen th/j ceiro.j auvth/j( kai. hvge,rqh to. kora,sionÅ
But when the people were put forth, he went in, and took her by the hand, and the maid arose.
眾人既被攆出，耶穌就進去，拉著閨女的手，閨女便起來了。

當這時地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向外投擲出來 (他)那 (他)群眾， (他)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掌控抓住 從屬(她)那 從屬(她)手 從屬(她)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喚醒起來 (它)那

(它)少女。

太 9:26 kai. evxh/lqen h` fh,mh au[th eivj o[lhn th.n gh/n evkei,nhnÅ
And the fame hereof went abroad into all that land.
於是這風聲傳遍了那地方。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她)那 (她)名聲傳說 (她)那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整個全部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到於(她)在那裏的那個。

太 9:27 Kai. para,gonti evkei/qen tw/| VIhsou/ hvkolou,qhsan Îauvtw/|Ð du,o tufloi. kra,zontej kai. le,gontej( VEle,hson
hm̀a/j( uìo.j Daui,dÅ
And when Jesus departed thence, two blind men followed him, crying, and saying, Thou Son of David, have
mercy on us.
耶穌從那裏往前走，有兩個瞎子跟著他，喊叫說：大衛的子孫，可憐我們罷。

並且 在對(他)現正持續在旁邊經過了的 從那裏地 在對(他)那 在對(他)耶穌，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跟隨

在對(他)同一者 (他們)二個/兩個 (他們)瞎眼的 (他們)現正持續嘶聲吶喊了的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發憐憫慈悲 到於我們 (他)兒子 從屬(他)大衛。
[經文變異WH]

並且 在對(他)現正持續在旁邊經過了的 從那裏地 在對(他)那 在對(他)耶穌，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跟隨

(他們)二個/兩個 (他們)瞎眼的 (他們)現正持續嘶聲吶喊了的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發憐憫慈悲 到於我們， 阿,(他)兒子 從屬(他)大衛。

太 9:28 evlqo,nti de. eivj th.n oivki,an prosh/lqon auvtw/| oi` tufloi,( kai. le,gei auvtoi/j ò VIhsou/j( Pisteu,ete o[ti
du,namai tou/to poih/saiÈ le,gousin auvtw/|( Nai. ku,rieÅ
And when he was come into the house, the blind men came to him: and Jesus saith unto them, Believe ye that I
am able to do this? They said unto him, Yea, Lord.
耶穌進了房子，瞎子就來到他跟前；耶穌說：你們信我能作這事麼；他們說：主阿，我們信。

在對(他)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然而也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住屋家庭，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 在對(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瞎眼的；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你們現在持續置信信託註1 是這樣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到於(它)那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行出作成？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誠然為是， 阿,(他)主人。

註1：“你們現在持續置信信託”文法上亦可以為“你們現在就要持續置信信託”。

太 9:29 to,te h[yato tw/n ovfqalmw/n auvtw/n le,gwn( Kata. th.n pi,stin ùmw/n genhqh,tw ùmi/nÅ
Then touched he their eyes, saying, According to your faith be it unto you.
耶穌就摸他們的眼睛，說：照著你們的信給你們成全了罷。

當那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觸摸連接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眼睛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那 到於(她)信 從屬你們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被生發成為

在對你們。

太 9:30 kai. hvnew,|cqhsan auvtw/n oi` ovfqalmoi,Å kai. evnebrimh,qh auvtoi/j ò VIhsou/j le,gwn( ~Ora/te mhdei.j
ginwske,twÅ
And their eyes were opened; and Jesus straitly charged them, saying, See that no man know it.
他們的眼睛就開了。耶穌切切的囑咐他們說：你們要小心，不可叫人知道。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向上開啟打開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眼睛。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嚴峻肅穆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看見清楚， (他)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認識知道。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向上開啟打開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眼睛。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嚴峻肅穆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看見清楚， (他)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認識知道。

太 9:31 oi` de. evxelqo,ntej diefh,misan auvto.n evn o[lh| th/| gh/| evkei,nh|Å
But they, when they were departed, spread abroad his fame in all that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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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出去，竟把他的名聲傳遍了那地方。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使成普遍的名聲傳說 到於(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整個全部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地土/地 在對(她)在那裏的那個。

太 9:32 Auvtw/n de. evxercome,nwn ivdou. prosh,negkan auvtw/| a;nqrwpon kwfo.n daimonizo,menonÅ
As they went out, behold, they brought to him a dumb man possessed with a devil.
他們出去的時候，有人將鬼所附的一個啞吧，帶到耶穌跟前來。

從屬(他們)同一者 然而也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負載攜帶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他)人 到於(他)聽講遲鈍的

到於(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鬼附了的。
[經文變異WH]

從屬(他們)同一者 然而也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負載攜帶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他)聽講遲鈍的 到於(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鬼附了的。

太 9:33 kai. evkblhqe,ntoj tou/ daimoni,ou evla,lhsen ò kwfo,jÅ kai. evqau,masan oì o;cloi le,gontej( Ouvde,pote evfa,nh
ou[twj evn tw/| VIsrah,lÅ
And when the devil was cast out, the dumb spake: and the multitudes marvelled, saying, It was never so seen in
Israel.
鬼被趕出去，啞吧就說出話來；眾人都希奇說：在以色列中，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事。

並且 從屬(它)那時(也是)被向外投擲出來了的 從屬(它)那 從屬(它)鬼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言講說 (他)那

(他)聽講遲鈍的。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希奇 (他們)那些 (他們)群眾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然而也不是任何時候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促為照亮顯明 那同一樣式地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以色列。

太 9:34 oi` de. Farisai/oi e;legon( VEn tw/| a;rconti tw/n daimoni,wn evkba,llei ta. daimo,niaÅ
But the Pharisees said, He casteth out devils through the prince of the devils.
法利賽人卻說：他是靠著鬼王趕鬼。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法利賽人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首領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鬼魔 他/她/它現在持續向外投擲出來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鬼魔。
[經文變異WH]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法利賽人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首領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鬼魔 他/她/它現在持續向外投擲出來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鬼魔。

太 9:35 Kai. perih/gen ò VIhsou/j ta.j po,leij pa,saj kai. ta.j kw,maj dida,skwn evn tai/j sunagwgai/j auvtw/n kai.
khru,sswn to. euvagge,lion th/j basilei,aj kai. qerapeu,wn pa/san no,son kai. pa/san malaki,anÅ
And Jesus went about all the cities and villages, teaching in their synagogues, and preaching the gospel of the
kingdom, and healing every sickness and every disease among the people.
耶穌走遍各城各鄉，在會堂裏教訓人，宣講天國的福音，又醫治各樣的病症。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帶領四處走動 (他)那 (他)耶穌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城邑 到於(她們)所有每一個的 並且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鄉村， (他)現正持續教導了的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會堂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現正持續傳達宣講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福音佳訊 從屬(她)那 從屬(她)王權國度， 並且

(他)現正持續行侍候紓解了的 到於(她)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疾病 並且 到於(她)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虛軟纖弱。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帶領四處走動 (他)那 (他)耶穌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城邑 到於(她們)所有每一個的 並且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鄉村， (他)現正持續教導了的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會堂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現正持續傳達宣講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福音佳訊 從屬(她)那 從屬(她)王權國度， 並且

(他)現正持續行侍候紓解了的 到於(她)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疾病 並且 到於(她)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虛軟纖弱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人民百姓。

太 9:36 VIdw.n de. tou.j o;clouj evsplagcni,sqh peri. auvtw/n( o[ti h=san evskulme,noi kai. evrrimme,noi ws̀ei. pro,bata mh.
e;conta poime,naÅ
But when he saw the multitudes, he was moved with compassion on them, because they fainted, and were
scattered abroad, as sheep having no shepherd.
他看見許多的人，就憐憫他們；因為他們困苦流離，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然而也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群眾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動憐慈心腸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們)同一者， 是這樣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他們)現在已經被勞煩了的 並且 (他們)現在已經被拋擲了的，

正如好像地 (它們)綿羊 不會/不要 (它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他)牧養者。
[經文變異RT]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然而也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群眾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動憐慈心腸 <在周圍>關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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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屬(他們)同一者， 是這樣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他們)現在已經被鬆軟疲憊了的 並且 (他們)現在已經被拋擲了的，

正如好像地 (它們)綿羊 不會/不要 (它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他)牧養者。

太 9:37 to,te le,gei toi/j maqhtai/j auvtou/( ~O me.n qerismo.j polu,j( oi` de. evrga,tai ovli,goi\
Then saith he unto his disciples, The harvest truly is plenteous, but the labourers are few;
於是對門徒說：要收的莊稼多，作工的人少；

當那時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他)那 的確 (他)莊稼收成

(他)許多的，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工人 (他們)些微少許的；

太 9:38 deh,qhte ou=n tou/ kuri,ou tou/ qerismou/ o[pwj evkba,lh| evrga,taj eivj to.n qerismo.n auvtou/Å
Pray ye therefore the Lord of the harvest, that he will send forth labourers into his harvest.
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他的莊稼。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被自卑乞求 這樣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他)那 從屬(他)莊稼收成， 這怎樣如何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向外投擲出來 到於(他們)工人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莊稼收成 從屬(他)同一者。

太 10:1 Kai. proskalesa,menoj tou.j dw,deka maqhta.j auvtou/ e;dwken auvtoi/j evxousi,an pneuma,twn avkaqa,rtwn w[ste
evkba,llein auvta. kai. qerapeu,ein pa/san no,son kai. pa/san malaki,anÅ
And when he had called unto him his twelve disciples, he gave them power against unclean spirits, to cast them
out, and to heal all manner of sickness and all manner of disease.
耶穌叫了十二個門徒來，給他們權柄，能趕逐污鬼，並醫治各樣的病症。

並且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在前面向著促請召喚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十二個 到於(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她)權柄掌握 從屬(它們)靈/風 從屬(它們)污穢的， 以致

現要去持續向外投擲出來 到於(它們)同一者， 並且 現要去持續行侍候紓解 到於(她)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疾病

並且 到於(她)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虛軟纖弱。

太 10:2 Tw/n de. dw,deka avposto,lwn ta. ovno,mata, evstin tau/ta\ prw/toj Si,mwn ò lego,menoj Pe,troj kai. VAndre,aj
ò avdelfo.j auvtou/( kai. VIa,kwboj ò tou/ Zebedai,ou kai. VIwa,nnhj ò avdelfo.j auvtou/(
Now the names of the twelve apostles are these; The first, Simon, who is called Peter, and Andrew his brother;
James the son of Zebedee, and John his brother;
這十二使徒的名，頭一個叫西門，又稱彼得，還有他兄弟安得烈；西庇太的兒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約翰；

從屬(他們)那些 然而也 從屬(他們)十二個 從屬(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它們)那些 (它們)名字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們)那同一者： (他)首先的 (他)西門 (他)那 (他)現正持續被道說了的 (他)彼得， 並且 (他)安得烈 (他)那 (他)弟兄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雅各 (他)那 從屬(他)那 從屬(他)西庇太， 並且 (他)約翰 (他)那 (他)弟兄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從屬(他們)那些 然而也 從屬(他們)十二個 從屬(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它們)那些 (它們)名字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們)那同一者： (他)首先的 (他)西門 (他)那 (他)現正持續被道說了的 (他)彼得， 並且 (他)安得烈 (他)那 (他)弟兄

從屬(他)同一者； (他)雅各 (他)那 從屬(他)那 從屬(他)西庇太， 並且 (他)約翰 (他)那 (他)弟兄 從屬(他)同一者；

太 10:3 Fi,lippoj kai. Barqolomai/oj( Qwma/j kai. Maqqai/oj ò telw,nhj( VIa,kwboj ò tou/ ~Alfai,ou kai. Qaddai/oj(
Philip, and Bartholomew; Thomas, and Matthew the publican; James the son of Alphaeus, and Lebbaeus,
whose surname was Thaddaeus;
腓力，和巴多羅買；多馬，和稅吏馬太；亞勒腓的兒子雅各，和達太；

(他)腓利， 並且 (他)巴多羅買； (他)多馬， 並且 (他)馬太 (他)那 (他)稅吏； (他)雅各 (他)那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亞勒腓， 並且 (他)達太；
[經文變異RT]

(他)腓利， 並且 (他)巴多羅買； (他)多馬， 並且 (他)馬太 (他)那 (他)稅吏； (他)雅各 (他)那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亞勒腓， 並且 (他)樂巴烏斯 (他)那 (他)那時(也是)被召告稱呼了的 (他)達太；

太 10:4 Si,mwn ò Kananai/oj kai. VIou,daj ò VIskariw,thj ò kai. paradou.j auvto,nÅ
Simon the Canaanite, and Judas Iscariot, who also betrayed him.
奮銳黨的西門，還有賣耶穌的加略人猶大。

(他)西門 (他)那 (他)奮銳黨， 並且 (他)猶大 (他)那 (他)加略人 (他)那 並且 (他)那時(也是)交付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西門 (他)那 (他)奮銳黨， 並且 (他)猶大 (他)加略人 (他)那 並且 (他)那時(也是)交付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太 10:5 Tou,touj tou.j dw,deka avpe,steilen ò VIhsou/j paraggei,laj auvtoi/j le,gwn( Eivj òdo.n evqnw/n mh. avpe,lqhte
kai. eivj po,lin Samaritw/n mh. eivse,lqh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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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e twelve Jesus sent forth, and commanded them, saying, Go not into the way of the Gentiles, and into any
city of the Samaritans enter ye not:
耶穌差這十二個人去，吩咐他們說：外邦人的路，你們不要走；撒瑪利亞人的城，你們不要進；

到於(他們)那同一者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十二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他)那 (他)耶穌，

(他)那時(也是)命令吩咐了的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道路途徑

從屬(它們)種族邦國 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註1， 並且 向內進入 到於(她)城邑

從屬(他們)撒瑪利亞人 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向內到來前往進入註2；

註1：“你們那時(也是)應該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文法上亦可以為“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註2：“你們那時(也是)應該向內到來前往進入”文法上亦可以為“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太 10:6 poreu,esqe de. ma/llon pro.j ta. pro,bata ta. avpolwlo,ta oi;kou VIsrah,lÅ
But go rather to the lost sheep of the house of Israel.
寧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裏去。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然而也 更特別尤其地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綿羊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現在已經毀掉除滅了的 從屬(他)住處家室 從屬(他)以色列。

太 10:7 poreuo,menoi de. khru,ssete le,gontej o[ti :Hggiken h` basilei,a tw/n ouvranw/nÅ
And as ye go, preach, saying, The kingdom of heaven is at hand.
隨走隨傳，說：天國近了。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行去了的 然而也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傳達宣講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已經靠近 (她)那 (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天空/天。

太 10:8 avsqenou/ntaj qerapeu,ete( nekrou.j evgei,rete( leprou.j kaqari,zete( daimo,nia evkba,llete\ dwrea.n evla,bete(
dwrea.n do,teÅ
Heal the sick, cleanse the lepers, raise the dead, cast out devils: freely ye have received, freely give.
醫治病人，叫死人復活，叫長大痲瘋的潔淨，把鬼趕出去；你們白白的得來，也要白白的捨去。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成軟弱無力了的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行侍候紓解， 到於(他們)死掉的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喚醒起來，

到於(他們)痲瘋病的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潔淨， 到於(它們)鬼魔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向外投擲出來； 白白地

你們那時(也是)拿取， 白白地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給與。
[經文變異RT]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成軟弱無力了的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行侍候紓解， 到於(他們)痲瘋病的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潔淨，

到於(他們)死掉的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喚醒起來， 到於(它們)鬼魔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向外投擲出來； 白白地

你們那時(也是)拿取， 白白地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給與。

太 10:9 Mh. kth,shsqe cruso.n mhde. a;rguron mhde. calko.n eivj ta.j zw,naj ùmw/n(
Provide neither gold, nor silver, nor brass in your purses,
腰袋裏，不要帶金銀銅錢。

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獲得擁有 到於(他)黃金， 然而也不要 到於(他)白銀， 然而也不要

到於(他)銅/銅錢 向內進入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帶子 從屬你們；

太 10:10 mh. ph,ran eivj òdo.n mhde. du,o citw/naj mhde. ùpodh,mata mhde. rà,bdon\ a;xioj ga.r ò evrga,thj th/j trofh/j
auvtou/Å
Nor scrip for your journey, neither two coats, neither shoes, nor yet staves: for the workman is worthy of his
meat.
行路不要帶口袋，不要帶兩件褂子，也不要帶鞋和柺杖；因為工人得飲食，是應當的。

不會/不要 到於(她)皮袋行囊 向內進入 到於(她)道路途徑， 然而也不要 到於(他們)二個/兩個 到於(他們)上衣內袍，

然而也不要 到於(它們)鞋， 然而也不要 到於(她)棍杖； (他)相配值得的 因為 (他)那 (他)工人 從屬(她)那

從屬(她)食品營養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不會/不要 到於(她)皮袋行囊 向內進入 到於(她)道路途徑， 然而也不要 到於(他們)二個/兩個 到於(他們)上衣內袍，

然而也不要 到於(它們)鞋， 然而也不要 到於(她們)棍杖； (他)相配值得的 因為 (他)那 (他)工人 從屬(她)那

從屬(她)食品營養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太 10:11 eivj h]n dV a'n po,lin h' kw,mhn eivse,lqhte( evxeta,sate ti,j evn auvth/| a;xio,j evstin\ kavkei/ mei,nate e[wj a'n
evxe,lqhteÅ
And into whatsoever city or town ye shall enter, inquire who in it is worthy; and there abide till ye go thence.
你們無論進那一城，那一村，要打聽那裏誰是好人，就住在他家，直住到走的時候。

向內進入 到於(她)這個 然而也 但凡 到於(她)城邑 甚或/或而 到於(她)鄉村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調查訊問 (他)任何什麼呢 在內 在對(她)同一者 (他)相配值得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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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那裏地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停留持守， 一直直到 但凡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太 10:12 eivserco,menoi de. eivj th.n oivki,an avspa,sasqe auvth,n\
And when ye come into an house, salute it.
進他家裏去，要請他的安。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向內到來前往進入了的 然而也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住屋家庭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擁抱問安 到於(她)同一者；

太 10:13 kai. eva.n me.n h=| h` oivki,a avxi,a( evlqa,tw h̀ eivrh,nh ùmw/n evpV auvth,n( eva.n de. mh. h=| avxi,a( h` eivrh,nh ùmw/n pro.j
um̀a/j evpistrafh,twÅ
And if the house be worthy, let your peace come upon it: but if it be not worthy, let your peace return to you.
那家若配得平安，你們所求的平安，就必臨到那家；若不配得，你們所求的平安仍歸你們。

並且 但凡若是 的確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是 (她)那 (她)住屋家庭 (她)相配值得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到來前往 (她)那 (她)和平安寧 從屬你們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同一者； 但凡若是 然而也

不會/不要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是 (她)相配值得的， (她)那 (她)和平安寧 從屬你們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被在上面轉動翻轉。
[經文變異WH]

並且 但凡若是 的確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是 (她)那 (她)住屋家庭 (她)相配值得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到來前往 (她)那 (她)和平安寧 從屬你們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同一者； 但凡若是 然而也

不會/不要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是 (她)相配值得的， (她)那 (她)和平安寧 從屬你們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你們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被在上面轉動翻轉。

太 10:14 kai. o]j a'n mh. de,xhtai ùma/j mhde. avkou,sh| tou.j lo,gouj ùmw/n( evxerco,menoi e;xw th/j oivki,aj h' th/j po,lewj
evkei,nhj evktina,xate to.n koniorto.n tw/n podw/n ùmw/nÅ
And whosoever shall not receive you, nor hear your words, when ye depart out of that house or city, shake off
the dust of your feet.
凡不接待你們，不聽你們話的人，你們離開那家，或是那城的時候，就把腳上的塵土跺下去。

並且 (他)這個 但凡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接納領受 到於你們， 然而也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聲聞耳聽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你們，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在外面地 從屬(她)那 從屬(她)住屋家庭 甚或/或而 從屬(她)那

從屬(她)城邑 從屬(她)在那裏的那個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向外用力抖開 到於(他)那 到於(他)灰塵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腳 從屬你們。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這個 但凡若是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接納領受 到於你們， 然而也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聲聞耳聽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你們，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住屋家庭 甚或/或而 從屬(她)那 從屬(她)城邑

從屬(她)在那裏的那個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向外用力抖開 到於(他)那 到於(他)灰塵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腳

從屬你們。

太 10:15 avmh.n le,gw ùmi/n( avnekto,teron e;stai gh/| Sodo,mwn kai. Gomo,rrwn evn hm̀e,ra| kri,sewj h' th/| po,lei evkei,nh|Å
Verily I say unto you, It shall be more tolerable for the land of Sodom and Gomorrha in the day of judgment,
than for that city.
我實在告訴你們，當審判的日子，所多瑪和蛾摩拉所受的，比那城還容易受呢。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它)較能支撐忍受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在對(她)地土/地 從屬(它們)所多瑪 並且

從屬(它們)蛾摩拉 在內 在對(她)日子/白日 從屬(她)區別審斷 甚或/或而 在對(她)那 在對(她)城邑

在對(她)在那裏的那個。

太 10:16 VIdou. evgw. avposte,llw ùma/j wj̀ pro,bata evn me,sw| lu,kwn\ gi,nesqe ou=n fro,nimoi wj̀ oi` o;feij kai.
avke,raioi ẁj aì peristerai,Å
Behold, I send you forth as sheep in the midst of wolves: be ye therefore wise as serpents, and harmless as
doves.
我差你們去，如同羊進入狼群，所以你們要靈巧像蛇，馴良像鴿子。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我 我現在持續分派差遣 到於你們 正如地 到於(它們)綿羊 在內 在對(它)中間當中的

從屬(他們)狼；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這樣 (他們)精明聰敏的 正如地 (他們)那些 (他們)蛇， 並且

(他們)純淨不混雜的 正如地 (她們)那些 (她們)鴿子。

太 10:17 prose,cete de. avpo. tw/n avnqrw,pwn\ paradw,sousin ga.r ùma/j eivj sune,dria kai. evn tai/j sunagwgai/j
auvtw/n mastigw,sousin ùma/j\
But beware of men: for they will deliver you up to the councils, and they will scourge you in their synagog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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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要防備人；因為他們要把你們交給公會，也要在會堂裏鞭打你們；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留神注意 然而也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人；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交付 因為

到於你們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公會， 並且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會堂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鞭打 到於你們；

太 10:18 kai. evpi. hg̀emo,naj de. kai. basilei/j avcqh,sesqe e[neken evmou/ eivj martu,rion auvtoi/j kai. toi/j e;qnesinÅ
And ye shall be brought before governors and kings for my sake, for a testimony against them and the Gentiles.
並且你們要為我的緣故，被送到諸侯君王面前，對他們和外邦人作見證。

並且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領導治理之人 然而也 並且 到於(他們)君王 你們將要(持續)被帶領 由于為此地

從屬"我" 向內進入 到於(它)見證 在對(他們)同一者 並且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種族邦國。

太 10:19 o[tan de. paradw/sin ùma/j( mh. merimnh,shte pw/j h' ti, lalh,shte\ doqh,setai ga.r um̀i/n evn evkei,nh| th/| w[ra|
ti, lalh,shte\
But when they deliver you up, take no thought how or what ye shall speak: for it shall be given you in that same
hour what ye shall speak.
你們被交的時候，不要思慮怎樣說話，或說甚麼話；到那時候，必賜給你們當說的話。

但凡當這時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交付 到於你們， 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有分心掛慮

怎樣如何地呢 甚或/或而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發言講說；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給與 因為

在對你們 在內 在對(她)在那裏的那個 在對(她)那 在對(她)鐘點時刻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發言講說；
[經文變異RT]

但凡當這時 然而也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交付 到於你們， 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有分心掛慮

怎樣如何地呢 甚或/或而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發言講說；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給與 因為

在對你們 在內 在對(她)在那裏的那個 在對(她)那 在對(她)鐘點時刻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發言講說；

太 10:20 ouv ga.r ùmei/j evste oi` lalou/ntej avlla. to. pneu/ma tou/ patro.j ùmw/n to. lalou/n evn ùmi/nÅ
For it is not ye that speak, but the Spirit of your Father which speaketh in you.
因為不是你們自己說的，乃是你們父的靈在你們裏頭說的。

不是/不 因為 你們 你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發言講說了的， 但乃是 (它)那 (它)靈/風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從屬你們 (它)那 (它)現正持續發言講說了的 在內 在對你們。

太 10:21 paradw,sei de. avdelfo.j avdelfo.n eivj qa,naton kai. path.r te,knon( kai. evpanasth,sontai te,kna evpi. gonei/j
kai. qanatw,sousin auvtou,jÅ
And the brother shall deliver up the brother to death, and the father the child: and the children shall rise up
against their parents, and cause them to be put to death.
弟兄要把弟兄，父親要把兒子，送到死地；兒女要與父母為敵，害死他們。

他/她/它將要(持續)交付 然而也 (他)弟兄 到於(他)弟兄 向內進入 到於(他)死， 並且 (他)父親 到於(它)孩子；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再站立起來在上面 (它們)孩子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父母，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促使為死 到於(他們)同一者。

太 10:22 kai. e;sesqe misou,menoi ùpo. pa,ntwn dia. to. o;noma, mou\ ò de. ùpomei,naj eivj te,loj ou-toj swqh,setaiÅ
And ye shall be hated of all men for my name's sake: but he that endureth to the end shall be saved.
並且你們要為我的名，被眾人恨惡，惟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並且 你們將要(持續)是 (他們)現正持續被恨惡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名字 從屬我； (他)那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在底下停留持守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它)終結/貨物或旅行之終結稅，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拯救。

太 10:23 o[tan de. diw,kwsin um̀a/j evn th/| po,lei tau,th|( feu,gete eivj th.n ète,ran\ avmh.n ga.r le,gw ùmi/n( ouv mh.
tele,shte ta.j po,leij tou/ VIsrah.l e[wj a'n e;lqh| o` uìo.j tou/ avnqrw,pouÅ
But when they persecute you in this city, flee ye into another: for verily I say unto you, Ye shall not have gone
over the cities of Israel, till the Son of man be come.
有人在這城裏逼迫你們，就逃到那城裏去；我實在告訴你們，以色列的城邑，你們還沒有走遍，人子就到了。

但凡當這時 然而也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追趕迫求 到於你們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城邑 在對(她)那同一者，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逃離走避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相異不同的； 阿們 因為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完成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城邑 從屬(他)那 從屬(他)以色列， 一直直到

但凡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到來前往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經文變異RT]

但凡當這時 然而也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追趕迫求 到於你們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城邑 在對(她)那同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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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現在就要持續逃離走避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另外不同的； 阿們 因為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完成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城邑 從屬(他)那 從屬(他)以色列， 一直直到

但凡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到來前往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經文變異WH]

但凡當這時 然而也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追趕迫求 到於你們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城邑 在對(她)那同一者，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逃離走避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相異不同的； 阿們 因為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完成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城邑 從屬(他)那 從屬(他)以色列， 一直直到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到來前往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太 10:24 Ouvk e;stin maqhth.j ùpe.r to.n dida,skalon ouvde. dou/loj ùpe.r to.n ku,rion auvtou/Å
The disciple is not above his master, nor the servant above his lord.
學生不能高過先生，僕人不能高過主人；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門徒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高超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老師， 然而也不是地 (他)奴僕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高超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主人 從屬(他)同一者。

太 10:25 avrketo.n tw/| maqhth/| i[na ge,nhtai wj̀ ò dida,skaloj auvtou/ kai. ò dou/loj wj̀ ò ku,rioj auvtou/Å eiv to.n
oivkodespo,thn Beelzebou.l evpeka,lesan( po,sw| ma/llon tou.j oivkiakou.j auvtou/Å
It is enough for the disciple that he be as his master, and the servant as his lord. If they have called the master
of the house Beelzebub, how much more shall they call them of his household?
學生和先生一樣，僕人和主人一樣，也就罷了；人既罵家主是別西卜，何況他的家人呢。〔別西卜是鬼王的名〕

(它)充分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門徒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生發成為 正如地 (他)那 (他)老師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那 (他)奴僕 正如地 (他)那 (他)主人 從屬(他)同一者。 若是 到於(他)那

到於(他)住處家室主宰者 到於(他)別西卜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召告稱呼， 在對(它)這多少呢 更特別尤其地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家屬親人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不同標點]

(它)充分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門徒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生發成為 正如地 (他)那 (他)老師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那 (他)奴僕 正如地 (他)那 (他)主人 從屬(他)同一者。 若是 到於(他)那

到於(他)住處家室主宰者 到於(他)別西卜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促請召喚， 在對(它)這多少呢 更特別尤其地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家屬親人 從屬(他)同一者？

太 10:26 Mh. ou=n fobhqh/te auvtou,j\ ouvde.n ga,r evstin kekalumme,non o] ouvk avpokalufqh,setai kai. krupto.n o] ouv
gnwsqh,setaiÅ
Fear them not therefore: for there is nothing covered, that shall not be revealed; and hid, that shall not be
known.
所以不要怕他們；因為掩蓋的事，沒有不露出來的；隱藏的事，沒有不被人知道的。

不會/不要 這樣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被成驚恐畏懼註1
到於(他們)同一者； (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現在已經被遮蓋隱藏了的， (它)這個 不是/不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啟示揭露； 並且

(它)乃隱藏遮掩的， (它)這個 不是/不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認識知道。

註1：“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被成驚恐畏懼”文法上亦可以為“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被成驚恐畏懼”。

太 10:27 o] le,gw ùmi/n evn th/| skoti,a| ei;pate evn tw/| fwti,( kai. o] eivj to. ou=j avkou,ete khru,xate evpi. tw/n dwma,twnÅ
What I tell you in darkness, that speak ye in light: and what ye hear in the ear, that preach ye upon the
housetops.
我在暗中告訴你們的，你們要在明處說出來；你們耳中所聽的，要在房上宣揚出來。

到於(它)這個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漆黑，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發話言說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光明； 並且 到於(它)這個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耳朵 你們現在持續聲聞耳聽，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傳達宣講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房頂。

太 10:28 kai. mh. fobei/sqe avpo. tw/n avpoktenno,ntwn to. sw/ma( th.n de. yuch.n mh. duname,nwn avpoktei/nai\ fobei/sqe
de. ma/llon to.n duna,menon kai. yuch.n kai. sw/ma avpole,sai evn gee,nnh|Å
And fear not them which kill the body, but are not able to kill the soul: but rather fear him which is able to destroy
both soul and body in hell.
那殺身體不能殺靈魂的，不要怕他們；惟有能把身體和靈魂都滅在地獄裏的，正要怕他。

並且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成驚恐畏懼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殺害除掉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身體， 到於(她)那 然而也 到於(她)生魂意念 不會/不要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殺害除掉；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成驚恐畏懼 然而也

更特別尤其地 到於(他)那 到於(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了的 並且 到於(她)生魂意念 並且 到於(它)身體

那時(也是)要去毀掉除滅 在內 在對(她)地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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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變異RT]

並且 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被成驚恐畏懼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殺害除掉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身體， 到於(她)那 然而也 到於(她)生魂意念 不會/不要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殺害除掉；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被成驚恐畏懼 然而也

更特別尤其地 到於(他)那 到於(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了的 並且 到於(她)生魂意念 並且 到於(它)身體

那時(也是)要去毀掉除滅 在內 在對(她)地獄。
[經文變異WH]

並且 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被成驚恐畏懼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殺害除掉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身體， 到於(她)那 然而也 到於(她)生魂意念 不會/不要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殺害除掉；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成驚恐畏懼 然而也

更特別尤其地 到於(他)那 到於(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了的 並且 到於(她)生魂意念 並且 到於(它)身體

那時(也是)要去毀掉除滅 在內 在對(她)地獄。

太 10:29 ouvci. du,o strouqi,a avssari,ou pwlei/taiÈ kai. e]n evx auvtw/n ouv pesei/tai evpi. th.n gh/n a;neu tou/ patro.j
um̀w/nÅ
Are not two sparrows sold for a farthing? and one of them shall not fall on the ground without your Father.
兩個麻雀，不是賣一分銀子麼；若是你們的父不許，一個也不能掉在地上。

豈不是呢 (它們)二個/兩個 (它們)小麻雀 從屬(它)阿沙里按[羅馬小錢幣]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售賣？ 並且 (它)一個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同一者 不是/不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落下墜落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在其外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從屬你們。

太 10:30 um̀w/n de. kai. ai` tri,cej th/j kefalh/j pa/sai hvriqmhme,nai eivsi,nÅ
But the very hairs of your head are all numbered.
就是你們的頭髮，也都被數過了。

從屬你們 然而也 並且 (她們)那些 (她們)毛髮 從屬(她)那 從屬(她)頭 (她們)所有每一個的 (她們)現在已經被數算了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太 10:31 mh. ou=n fobei/sqe\ pollw/n strouqi,wn diafe,rete ùmei/jÅ
Fear ye not therefore, ye are of more value than many sparrows.
所以不要懼怕；你們比許多麻雀還貴重。

不會/不要 這樣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成驚恐畏懼； 從屬(它們)許多的 從屬(它們)小麻雀

你們現在持續攜負經過/獨特超群 你們。
[經文變異RT]

不會/不要 這樣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被成驚恐畏懼； 從屬(它們)許多的 從屬(它們)小麻雀

你們現在持續攜負經過/獨特超群 你們。

太 10:32 Pa/j ou=n o[stij òmologh,sei evn evmoi. e;mprosqen tw/n avnqrw,pwn( òmologh,sw kavgw. evn auvtw/| e;mprosqen
tou/ patro,j mou tou/ evn Îtoi/jÐ ouvranoi/j\
Whosoever therefore shall confess me before men, him will I confess also before my Father which is in heaven.
凡在人面前認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認他。

(他)所有每一個的 這樣 (他)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將要(持續)同意承認 在內 在對"我" 從在其前地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人， 我將要(持續)同意承認 並且我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從在其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從屬我

從屬(他)那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天空/天；
[經文變異RT]

(他)所有每一個的 這樣 (他)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將要(持續)同意承認 在內 在對"我" 從在其前地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人， 我將要(持續)同意承認 並且我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從在其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從屬我

從屬(他)那 在內 在對(他們)天空/天；

太 10:33 o[stij dV a'n avrnh,shtai, me e;mprosqen tw/n avnqrw,pwn( avrnh,somai kavgw. auvto.n e;mprosqen tou/ patro,j
mou tou/ evn Îtoi/jÐ ouvranoi/jÅ
But whosoever shall deny me before men, him will I also deny before my Father which is in heaven.
凡在人面前不認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認他。

(他)這個任何什麼 然而也 但凡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否認拒絕 到於我 從在其前地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人， 我將要(持續)讓自己否認拒絕 並且我 到於(他)同一者 從在其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從屬我

從屬(他)那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天空/天。
[經文變異RT]

(他)這個任何什麼 然而也 但凡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否認拒絕 到於我 從在其前地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人， 我將要(持續)讓自己否認拒絕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我 從在其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從屬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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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屬(他)那 在內 在對(他們)天空/天。
[經文變異WH]

(他)這個任何什麼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否認拒絕 到於我 從在其前地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人，

我將要(持續)讓自己否認拒絕 並且我 到於(他)同一者 從在其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從屬我 從屬(他)那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天空/天。

太 10:34 Mh. nomi,shte o[ti h=lqon balei/n eivrh,nhn evpi. th.n gh/n\ ouvk h=lqon balei/n eivrh,nhn avlla. ma,cairanÅ
Think not that I am come to send peace on earth: I came not to send peace, but a sword.
你們不要想我來，是叫地上太平；我來，並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動刀兵。

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視成慣例而認定 是這樣 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那時(也是)要去投擲 到於(她)和平安寧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不是/不 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那時(也是)要去投擲

到於(她)和平安寧， 但乃是 到於(她)兵刃。

太 10:35 h=lqon ga.r dica,sai a;nqrwpon kata. tou/ patro.j auvtou/ kai. qugate,ra kata. th/j mhtro.j auvth/j kai.
nu,mfhn kata. th/j penqera/j auvth/j(
For I am come to set a man at variance against his father, and the daughter against her mother, and the
daughter in law against her mother in law.
因為我來，是叫人與父親生疏，女兒與母親生疏，媳婦與婆婆生疏；

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因為 那時(也是)要去使分歧 到於(他)人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到於(她)女兒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她)那 從屬(她)母親 從屬(她)同一者， 並且 到於(她)新婦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她)那 從屬(她)岳母 從屬(她)同一者；

太 10:36 kai. evcqroi. tou/ avnqrw,pou oì oivkiakoi. auvtou/Å
And a man's foes shall be they of his own household.
人的仇敵，就是自己家裏的人。

並且 (他們)仇視敵對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他們)那些 (他們)家屬親人 從屬(他)同一者。

太 10:37 ~O filw/n pate,ra h' mhte,ra ùpe.r evme. ouvk e;stin mou a;xioj( kai. ò filw/n uiò.n h' qugate,ra ùpe.r evme. ouvk
e;stin mou a;xioj\
He that loveth father or mother more than me is not worthy of me: and he that loveth son or daughter more than
me is not worthy of me.
愛父母過於愛我的，不配作我的門徒；愛兒女過於愛我的，不配作我的門徒。

(他)那 (他)現正持續喜愛/親吻了的 到於(他)父親 甚或/或而 到於(她)母親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高超 到於"我"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從屬我 (他)相配值得的； 並且 (他)那 (他)現正持續喜愛/親吻了的 到於(他)兒子 甚或/或而

到於(她)女兒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高超 到於"我"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從屬我 (他)相配值得的；

太 10:38 kai. o]j ouv lamba,nei to.n stauro.n auvtou/ kai. avkolouqei/ ovpi,sw mou( ouvk e;stin mou a;xiojÅ
And he that taketh not his cross, and followeth after me, is not worthy of me.
不背著他的十字架跟從我的，也不配作我的門徒。

並且 (他)這個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拿取 到於(他)那 到於(他)十字架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跟隨

向在後面地 從屬我，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從屬我 (他)相配值得的。

太 10:39 ò eùrw.n th.n yuch.n auvtou/ avpole,sei auvth,n( kai. ò avpole,saj th.n yuch.n auvtou/ e[neken evmou/ eùrh,sei
auvth,nÅ
He that findeth his life shall lose it: and he that loseth his life for my sake shall find it.
得著生命的，將要失喪生命；為我失喪生命的，將要得著生命。

(他)那 (他)那時(也是)找到尋見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生魂意念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毀掉除滅

到於(她)同一者； 並且 (他)那 (他)那時(也是)毀掉除滅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生魂意念 從屬(他)同一者 由于為此地

從屬"我" 他/她/它將要(持續)找到尋見 到於(她)同一者。

太 10:40 ~O deco,menoj ùma/j evme. de,cetai( kai. ò evme. deco,menoj de,cetai to.n avpostei,lanta, meÅ
He that receiveth you receiveth me, and he that receiveth me receiveth him that sent me.
人接待你們，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來的。

(他)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接納領受了的 到於你們 到於"我"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接納領受； 並且 (他)那

到於"我"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接納領受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接納領受 到於(他)那

到於(他)那時(也是)分派差遣了的 到於我。

太 10:41 ò deco,menoj profh,thn eivj o;noma profh,tou misqo.n profh,tou lh,myetai( kai. ò deco,menoj di,kaion eivj
o;noma dikai,ou misqo.n dikai,ou lh,myetaiÅ
He that receiveth a prophet in the name of a prophet shall receive a prophet's reward; and he that receiveth a
righteous man in the name of a righteous man shall receive a righteous man's re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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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因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賞賜；人因為義人的名接待義人，必得義人所得的賞賜。

(他)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接納領受了的 到於(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向內進入 到於(它)名字

從屬(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到於(他)工價報酬 從屬(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拿取； 並且

(他)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接納領受了的 到於(他)具公平正義的 向內進入 到於(它)名字 從屬(他)具公平正義的

到於(他)工價報酬 從屬(他)具公平正義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拿取。

太 10:42 kai. o]j a'n poti,sh| e[na tw/n mikrw/n tou,twn poth,rion yucrou/ mo,non eivj o;noma maqhtou/( avmh.n le,gw
um̀i/n( ouv mh. avpole,sh| to.n misqo.n auvtou/Å
And whosoever shall give to drink unto one of these little ones a cup of cold water only in the name of a disciple,
verily I say unto you, he shall in no wise lose his reward.
無論何人，因為門徒的名，只把一杯涼水給這小子裏的一個喝，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人不能不得賞賜。

並且 (他)這個 但凡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餵飲 到於(他)一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細微極小的

從屬(他們)那同一者 到於(它)杯 從屬(它)寒冷的 僅有單獨地 向內進入 到於(它)名字 從屬(他)門徒，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毀掉除滅 到於(他)那 到於(他)工價報酬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這個 但凡若是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餵飲 到於(他)一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細微極小的

從屬(他們)那同一者 到於(它)杯 從屬(它)寒冷的 僅有單獨地 向內進入 到於(它)名字 從屬(他)門徒，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毀掉除滅 到於(他)那 到於(他)工價報酬

從屬(他)同一者。

太 11:1 Kai. evge,neto o[te evte,lesen ò VIhsou/j diata,sswn toi/j dw,deka maqhtai/j auvtou/( mete,bh evkei/qen tou/
dida,skein kai. khru,ssein evn tai/j po,lesin auvtw/nÅ
And it came to pass, when Jesus had made an end of commanding his twelve disciples, he departed thence to
teach and to preach in their cities.
耶穌吩咐完了十二個門徒，就離開那裏，往各城去傳道教訓人。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當這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完成 (他)那 (他)耶穌 (他)現正持續制定定規了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十二個 在對(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更換地方 從那裏地，

從屬(它)那 現要去持續教導 並且 現要去持續傳達宣講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城邑 從屬(他們)同一者。

太 11:2 ~O de. VIwa,nnhj avkou,saj evn tw/| desmwthri,w| ta. e;rga tou/ Cristou/ pe,myaj dia. tw/n maqhtw/n auvtou/
Now when John had heard in the prison the works of Christ, he sent two of his disciples,
約翰在監裏聽見基督所作的事，就打發兩個門徒去，

(他)那 然而也 (他)約翰 (他)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監牢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工作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他)那時(也是)差送打發了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約翰 (他)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監牢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工作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他)那時(也是)差送打發了的 到於(他們)二個/兩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太 11:3 ei=pen auvtw/|( Su. ei= ò evrco,menoj h' e[teron prosdokw/menÈ
And said unto him, Art thou he that should come, or do we look for another?
問他說：那將要來的是你麼，還是我們等候別人呢。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你 你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甚或/或而 到於(他)相異不同的 我們現在持續預期等待註1？

註1：“我們現在持續預期等待”文法上亦可以為“我們現在應該持續預期等待”。

太 11:4 kai. avpokriqei.j ò VIhsou/j ei=pen auvtoi/j( Poreuqe,ntej avpaggei,late VIwa,nnh| a] avkou,ete kai. ble,pete\
Jesus answered and said unto them, Go and shew John again those things which ye do hear and see:
耶穌回答說：你們去把所聽見所看見的事告訴約翰；

並且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們)那時(也是)被行去了的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從那裏報信通告 在對(他)約翰 到於(它們)這些個

你們現在持續聲聞耳聽 並且 你們現在持續著眼觀看；

太 11:5 tufloi. avnable,pousin kai. cwloi. peripatou/sin( leproi. kaqari,zontai kai. kwfoi. avkou,ousin( kai. nekroi.
evgei,rontai kai. ptwcoi. euvaggeli,zontai\
The blind receive their sight, and the lame walk, the lepers are cleansed, and the deaf hear, the dead are rai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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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 and the poor have the gospel preached to them.
就是瞎子看見，瘸子行走，長大痲瘋的潔淨，聾子聽見，死人復活，窮人有福音傳給他們。

(他們)瞎眼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再向上著眼觀看， 並且 (他們)瘸腿跛腳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來往昂然踏行，

(他們)痲瘋病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被潔淨， 並且 (他們)聽講遲鈍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聲聞耳聽， 並且

(他們)死掉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被喚醒起來， 並且 (他們)貧苦窮困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被傳福音佳訊；
[經文變異RT]

(他們)瞎眼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再向上著眼觀看， 並且 (他們)瘸腿跛腳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來往昂然踏行，

(他們)痲瘋病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被潔淨， 並且 (他們)聽講遲鈍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聲聞耳聽， (他們)死掉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被喚醒起來， 並且 (他們)貧苦窮困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被傳福音佳訊；

太 11:6 kai. maka,rio,j evstin o]j eva.n mh. skandalisqh/| evn evmoi,Å
And blessed is he, whosoever shall not be offended in me.
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

並且 (他)蒙至高褔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這個 但凡若是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誘陷絆倒 在內

在對"我"。

太 11:7 Tou,twn de. poreuome,nwn h;rxato ò VIhsou/j le,gein toi/j o;cloij peri. VIwa,nnou( Ti, evxh,lqate eivj th.n
e;rhmon qea,sasqaiÈ ka,lamon ùpo. avne,mou saleuo,menonÈ
And as they departed, Jesus began to say unto the multitudes concerning John, What went ye out into the
wilderness to see? A reed shaken with the wind?
他們走的時候，耶穌就對眾人講論約翰說：你們從前出到曠野，是要看甚麼呢，要看風吹動的蘆葦麼。

從屬(他們)那同一者 然而也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行去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 (他)那

(他)耶穌 現要去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群眾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約翰，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們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孤獨荒涼的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定睛觀看？

到於(他)蘆葦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風 到於(他)現正持續被行搖晃擺動了的？

太 11:8 avlla. ti, evxh,lqate ivdei/nÈ a;nqrwpon evn malakoi/j hvmfiesme,nonÈ ivdou. oi` ta. malaka. forou/ntej evn toi/j
oi;koij tw/n basile,wn eivsi,nÅ
But what went ye out for to see? A man clothed in soft raiment? behold, they that wear soft clothing are in kings'
houses.
你們出去，到底是要看甚麼，要看穿細軟衣服的人麼；那穿細軟衣服的人，是在王宮裏。

但乃是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們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那時(也是)要去看見察覺？ 到於(他)人 在內

在對(它們)柔細嬌弱的 到於(他)現在已經被週圍地穿戴了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們)那些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柔細嬌弱的 (他們)現正持續穿佩負載了的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住處家室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君王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但乃是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們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那時(也是)要去看見察覺？ 到於(他)人 在內

在對(它們)柔細嬌弱的 在對(它們)衣服 到於(他)現在已經被週圍地穿戴了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們)那些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柔細嬌弱的 (他們)現正持續穿佩負載了的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住處家室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君王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WH]

但乃是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們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那時(也是)要去看見察覺？ 到於(他)人 在內

在對(它們)柔細嬌弱的 到於(他)現在已經被週圍地穿戴了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們)那些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柔細嬌弱的 (他們)現正持續穿佩負載了的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住處家室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君王 。

太 11:9 avlla. ti, evxh,lqate ivdei/nÈ profh,thnÈ nai. le,gw ùmi/n( kai. perisso,teron profh,touÅ
But what went ye out for to see? A prophet? yea, I say unto you, and more than a prophet.
你們出去，究竟是為甚麼，是要看先知麼；我告訴你們，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

但乃是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們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那時(也是)要去看見察覺？

到於(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誠然為是；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並且 到於(它)更格外多的

從屬(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經文變異WH]

但乃是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們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到於(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那時(也是)要去看見察覺？ 誠然為是；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並且 到於(它)更格外多的

從屬(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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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11:10 ou-to,j evstin peri. ou- ge,graptai( VIdou. evgw. avposte,llw to.n a;ggelo,n mou pro. prosw,pou sou( o]j
kataskeua,sei th.n òdo,n sou e;mprosqe,n souÅ
For this is he, of whom it is written, Behold, I send my messenger before thy face, which shall prepare thy way
before thee.
經上記著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預備道路。』所說的就是這個人。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這個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我 我現在持續分派差遣 到於(他)那 到於(他)使者 從屬我 在前面 從屬(它)前面的臉面

從屬你， (他)這個 他/她/它將要(持續)預備妥當 到於(她)那 到於(她)道路途徑 從屬你 從在其前地 從屬你。
[經文變異RT]

(他)那同一者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這個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我 我現在持續分派差遣 到於(他)那 到於(他)使者 從屬我 在前面 從屬(它)前面的臉面

從屬你， (他)這個 他/她/它將要(持續)預備妥當 到於(她)那 到於(她)道路途徑 從屬你 從在其前地 從屬你。

太 11:11 avmh.n le,gw ùmi/n\ ouvk evgh,gertai evn gennhtoi/j gunaikw/n mei,zwn VIwa,nnou tou/ baptistou/\ ò de.
mikro,teroj evn th/| basilei,a| tw/n ouvranw/n mei,zwn auvtou/ evstinÅ
Verily I say unto you, Among them that are born of women there hath not risen a greater than John the Baptist:
notwithstanding he that is least in the kingdom of heaven is greater than he.
我實在告訴你們，凡婦人所生的，沒有一個興起來大過施洗約翰的；然而天國裏最小的，比他還大。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喚醒起來 在內 在對(他們)乃生發成為族類的

從屬(她們)女人 (他)更大的 從屬(他)約翰 從屬(他)那 從屬(他)浸洗者； (他)那 然而也 (他)更細微極小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天空/天 (他)更大的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太 11:12 avpo. de. tw/n h̀merw/n VIwa,nnou tou/ baptistou/ e[wj a;rti h̀ basilei,a tw/n ouvranw/n bia,zetai kai. biastai.
ar̀pa,zousin auvth,nÅ
And from the days of John the Baptist until now the kingdom of heaven suffereth violence, and the violent take it
by force.
從施洗約翰的時候到如今，天國是努力進入的，努力的人就得著了。

從那裏離開 然而也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日子/白日 從屬(他)約翰 從屬(他)那 從屬(他)浸洗者 一直直到

現今地， (她)那 (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天空/天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施強勢猛力註1， 並且

(他們)施強勢猛力者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強取劫奪 到於(她)同一者。

註1：“他/她/它現在持續被施強勢猛力”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施強勢猛力”。

太 11:13 pa,ntej ga.r oì profh/tai kai. ò no,moj e[wj VIwa,nnou evprofh,teusan\
For all the prophets and the law prophesied until John.
因為眾先知和律法說預言，到約翰為止。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因為 (他們)那些 (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並且 (他)那 (他)律法 一直直到 從屬(他)約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行在前面宣稱傳講；

太 11:14 kai. eiv qe,lete de,xasqai( auvto,j evstin VHli,aj ò me,llwn e;rcesqaiÅ
And if ye will receive it, this is Elias, which was for to come.
你們若肯領受，這人就是那應當來的以利亞。

並且 若是 你們現在持續定意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接納領受， (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以利亞 (他)那

(他)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的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太 11:15 ò e;cwn w=ta avkoue,twÅ
He that hath ears to hear, let him hear.
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

(他)那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它們)耳朵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聲聞耳聽。
[經文變異RT]

(他)那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它們)耳朵 現要去持續聲聞耳聽，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聲聞耳聽。

太 11:16 Ti,ni de. òmoiw,sw th.n genea.n tau,thnÈ òmoi,a evsti.n paidi,oij kaqhme,noij evn tai/j avgorai/j a]
prosfwnou/nta toi/j ète,roij
But whereunto shall I liken this generation? It is like unto children sitting in the markets, and calling unto their
fellows,
我可用甚麼比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說：

在對(它)任何什麼呢 然而也 我將要(持續)促使為具同樣相同 到於(她)那 到於(她)族類之世代 到於(她)那同一者？

(她)具同樣相同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對(它們)小孩童 在對(它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集市廣場， (它們)這些個 (它們)現正持續在前面向著出聲叫喚了的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相異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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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變異RT]

在對(它)任何什麼呢 然而也 我將要(持續)促使為具同樣相同 到於(她)那 到於(她)族類之世代 到於(她)那同一者？

(她)具同樣相同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對(它們)小男孩童 在內 在對(她們)集市廣場

在對(它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並且 在對(它們)現正持續在前面向著出聲叫喚了的 在對(他們)那些註1

在對(他們)同志朋友 從屬(它們)同一者，

註1：“在對(它們)那些”文法上亦可以為“在對(他們)那些”。

太 11:17 le,gousin( Huvlh,samen ùmi/n kai. ouvk wvrch,sasqe( evqrhnh,samen kai. ouvk evko,yasqeÅ
And saying, We have piped unto you, and ye have not danced; we have mourned unto you, and ye have not
lamented.
我們向你們吹笛，你們不跳舞；我們向你們舉哀，你們不捶胸。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我們那時(也是)吹簫笛 在對你們， 並且 不是/不 你們那時(也是)讓自己跳舞；

我們那時(也是)有悲鳴哀悼， 並且 不是/不 你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切砍擊打。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我們那時(也是)吹簫笛 在對你們， 並且 不是/不 你們那時(也是)讓自己跳舞；

我們那時(也是)有悲鳴哀悼 在對你們， 並且 不是/不 你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切砍擊打。

太 11:18 h=lqen ga.r VIwa,nnhj mh,te evsqi,wn mh,te pi,nwn( kai. le,gousin( Daimo,nion e;ceiÅ
For John came neither eating nor drinking, and they say, He hath a devil.
約翰來了，也不喫，也不喝，人就說他是被鬼附著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因為 (他)約翰 並不會/又不會 (他)現正持續喫食了的 並不會/又不會

(他)現正持續喝了的，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到於(它)鬼魔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太 11:19 h=lqen ò uiò.j tou/ avnqrw,pou evsqi,wn kai. pi,nwn( kai. le,gousin( VIdou. a;nqrwpoj fa,goj kai. oivnopo,thj(
telwnw/n fi,loj kai. àmartwlw/nÅ kai. evdikaiw,qh h̀ sofi,a avpo. tw/n e;rgwn auvth/jÅ
The Son of man came eating and drinking, and they say, Behold a man gluttonous, and a winebibber, a friend of
publicans and sinners. But wisdom is justified of her children.
人子來了，也喫，也喝，人又說他是貪食好酒的人，是稅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總以智慧為是。〔有古

卷作但智慧在行為上就顯為是〕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他)現正持續喫食了的 並且 (他)現正持續喝了的，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人 (他)貪吃好食之人 並且 (他)喝酒者，

從屬(他們)稅吏 (他)朋友 並且 從屬(他們)犯罪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稱為公義 (她)那 (她)智慧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工作 從屬(她)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他)現正持續喫食了的 並且 (他)現正持續喝了的，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人 (他)貪吃好食之人 並且 (他)喝酒者，

從屬(他們)稅吏 (他)朋友 並且 從屬(他們)犯罪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稱為公義 (她)那 (她)智慧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孩子 從屬(她)同一者。

太 11:20 To,te h;rxato ovneidi,zein ta.j po,leij evn ai-j evge,nonto aì plei/stai duna,meij auvtou/( o[ti ouv meteno,hsan\
Then began he to upbraid the cities wherein most of his mighty works were done, because they repented not:
耶穌在諸城中行了許多異能，那些城的人終不悔改，就在那時候責備他們說：

當那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 現要去持續奚落貶責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城邑 在內

在對(她們)這些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她們)那些 (她們)最大數目的 (她們)能力權能

從屬(他)同一者， 是這樣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轉念悔悟；

太 11:21 Ouvai, soi( Corazi,n( ouvai, soi( Bhqsai?da,\ o[ti eiv evn Tu,rw| kai. Sidw/ni evge,nonto ai` duna,meij aì
geno,menai evn ùmi/n( pa,lai a'n evn sa,kkw| kai. spodw/| meteno,hsanÅ
Woe unto thee, Chorazin! woe unto thee, Bethsaida! for if the mighty works, which were done in you, had been
done in Tyre and Sidon, they would have repented long ago in sackcloth and ashes.
哥拉汛哪，你有禍了，伯賽大阿，你有禍了，因為在你們中間所行的異能，若行在推羅西頓，他們早已披麻蒙灰

悔改了。

哀哉呀 在對你， 阿,(她)哥拉汛； 哀哉呀 在對你， 阿,(她)伯賽大； 是這樣 若是 在內 在對(她)推羅 並且

在對(她)西頓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她們)那些 (她們)能力權能 (她們)那些

(她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在內 在對你們， 有段時間地 但凡 在內 在對(他)麻布 並且 在對(她)灰燼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轉念悔悟。

太 11:22 plh.n le,gw ùmi/n( Tu,rw| kai. Sidw/ni avnekto,teron e;stai evn hm̀e,ra| kri,sewj h' ùmi/nÅ
But I say unto you, It shall be more tolerable for Tyre and Sidon at the day of judgment, than for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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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告訴你們，當審判的日子，推羅西頓所受的，比你們還容易受呢。

超出之外地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在對(她)推羅 並且 在對(她)西頓 (它)較能支撐忍受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在內 在對(她)日子/白日 從屬(她)區別審斷 甚或/或而 在對你們。

太 11:23 kai. su,( Kafarnaou,m( mh. e[wj ouvranou/ ùywqh,sh|È e[wj a[|dou katabh,sh|\ o[ti eiv evn Sodo,moij evgenh,qhsan
aì duna,meij aì geno,menai evn soi,( e;meinen a'n me,cri th/j sh,meronÅ
And thou, Capernaum, which art exalted unto heaven, shalt be brought down to hell: for if the mighty works,
which have been done in thee, had been done in Sodom, it would have remained until this day.
迦百農阿，你已經升到天上；〔或作你將要升到天上麼〕將來必墜落陰間；因為在你那裏所行的異能，若行在所

多瑪，他還可以存到今日；

並且 你 阿,(她)迦百農， 豈會呢 一直直到 從屬(他)天空/天 你將要(持續)被升高？ 一直直到 從屬(他)陰間

你將要(持續)讓自己向下行； 是這樣 若是 在內 在對(它們)所多瑪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生發成為 (她們)那些

(她們)能力權能 (她們)那些 (她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在內 在對你， 他/她/它那時(也是)停留持守 但凡

一直達到 從屬(她)那 今日地。
[經文變異RT]

並且 你 阿,(她)迦百農， (她)那 一直直到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她)那時(也是)被升高了的 一直直到

從屬(他)陰間 你將要(持續)被使向下行； 是這樣 若是 在內 在對(它們)所多瑪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她們)那些 (她們)能力權能 (她們)那些 (她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在內 在對你，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停留持守 但凡 一直達到 從屬(她)那 今日地。

太 11:24 plh.n le,gw ùmi/n o[ti gh/| Sodo,mwn avnekto,teron e;stai evn hm̀e,ra| kri,sewj h' soi,Å
But I say unto you, That it shall be more tolerable for the land of Sodom in the day of judgment, than for thee.
但我告訴你們，當審判的日子，所多瑪所受的，比你還容易受呢。

超出之外地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是這樣 在對(她)地土/地 從屬(它們)所多瑪 (它)較能支撐忍受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在內 在對(她)日子/白日 從屬(她)區別審斷 甚或/或而 在對你。

太 11:25 VEn evkei,nw| tw/| kairw/| avpokriqei.j ò VIhsou/j ei=pen( VExomologou/mai, soi( pa,ter( ku,rie tou/ ouvranou/ kai.
th/j gh/j( o[ti e;kruyaj tau/ta avpo. sofw/n kai. sunetw/n kai. avpeka,luyaj auvta. nhpi,oij\
At that time Jesus answered and said, I thank thee, O Father, Lord of heaven and earth, because thou hast hid
these things from the wise and prudent, and hast revealed them unto babes.
那時，耶穌說：父阿，天地的主，我感謝你，因為你將這些事，向聰明通達人，就藏起來，向嬰孩，就顯出來；

在內 在對(他)在那裏的那個 在對(他)那 在對(他)場合時節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公開完全同意承認 在對你， 阿,(他)父親， 阿,(他)主人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並且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是這樣 你那時(也是)隱藏遮掩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明智通達的 並且 從屬(他們)能貫通理解的， 並且 你那時(也是)啟示揭露 到於(它們)同一者

在對(他們)嬰孩的；
[經文變異RT]

在內 在對(他)在那裏的那個 在對(他)那 在對(他)場合時節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公開完全同意承認 在對你， 阿,(他)父親， 阿,(他)主人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並且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是這樣 你那時(也是)從那裏隱藏遮掩離開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明智通達的 並且 從屬(他們)能貫通理解的， 並且 你那時(也是)啟示揭露 到於(它們)同一者

在對(他們)嬰孩的；

太 11:26 nai. ò path,r( o[ti ou[twj euvdoki,a evge,neto e;mprosqe,n souÅ
Even so, Father: for so it seemed good in thy sight.
父阿，是的，因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

誠然為是， (他)那 (他)父親； 是這樣 那同一樣式地 (她)認可歡愉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從在其前地

從屬你。
[經文變異RT]

誠然為是， (他)那 (他)父親； 是這樣 那同一樣式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她)認可歡愉 從在其前地

從屬你。

太 11:27 Pa,nta moi paredo,qh ùpo. tou/ patro,j mou( kai. ouvdei.j evpiginw,skei to.n uiò.n eiv mh. ò path,r( ouvde. to.n
pate,ra tij evpiginw,skei eiv mh. ò uiò.j kai. w-| eva.n bou,lhtai ò uìo.j avpokalu,yaiÅ
All things are delivered unto me of my Father: and no man knoweth the Son, but the Father; neither knoweth
any man the Father, save the Son, and he to whomsoever the Son will reveal him.
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沒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願意指示的，沒有人知道父。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我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交付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從屬我； 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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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清楚認識知道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若是 不會/不要 (他)那 (他)父親；

然而也不是地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清楚認識知道， 若是 不會/不要 (他)那

(他)兒子， 並且 在對(他)這個 但凡若是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讓自己/被諮商決意 (他)那 (他)兒子

那時(也是)要去啟示揭露。

太 11:28 Deu/te pro,j me pa,ntej oì kopiw/ntej kai. pefortisme,noi( kavgw. avnapau,sw ùma/jÅ
Come unto me, all ye that labour and are heavy laden, and I will give you rest.
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裏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

你們就要到這裏來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我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有勞碌疲累了的 並且

(他們)現在已經被使扛物擔重了的， 並且我 我將要(持續)休息恢復 到於你們。

太 11:29 a;rate to.n zugo,n mou evfV ùma/j kai. ma,qete avpV evmou/( o[ti prau<j eivmi kai. tapeino.j th/| kardi,a|( kai.
eùrh,sete avna,pausin tai/j yucai/j ùmw/n\
Take my yoke upon you, and learn of me; for I am meek and lowly in heart: and ye shall find rest unto your
souls.
我心裏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軛，學我的樣式，這樣，你們心裏就必得享安息。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提起 到於(他)那 到於(他)軛/天平 從屬我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你們，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學習 從那裏離開 從屬"我"； 是這樣 (他)溫柔謙和的 我現在持續是 並且 (他)低微降卑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內心； 並且 你們將要(持續)找到尋見 到於(她)休息恢復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生魂意念

從屬你們；
[經文變異RT]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提起 到於(他)那 到於(他)軛/天平 從屬我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你們，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學習 從那裏離開 從屬"我"； 是這樣 (他)溫柔謙和的[同#4239] 我現在持續是 並且

(他)低微降卑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內心； 並且 你們將要(持續)找到尋見 到於(她)休息恢復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生魂意念 從屬你們；

太 11:30 ò ga.r zugo,j mou crhsto.j kai. to. forti,on mou evlafro,n evstinÅ
For my yoke is easy, and my burden is light.
因為我的軛是容易的，我的擔子是輕省的。

(他)那 因為 (他)軛/天平 從屬我 (他)合宜恩慈的， 並且 (它)那 (它)擔子負荷 從屬我 (它)輕便容易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太 12:1 VEn evkei,nw| tw/| kairw/| evporeu,qh ò VIhsou/j toi/j sa,bbasin dia. tw/n spori,mwn\ oì de. maqhtai. auvtou/
evpei,nasan kai. h;rxanto ti,llein sta,cuaj kai. evsqi,einÅ
At that time Jesus went on the sabbath day through the corn; and his disciples were an hungred, and began to
pluck the ears of corn, and to eat.
那時，耶穌在安息日，從麥地經過；他的門徒餓了，就掐起麥穗來喫。

在內 在對(他)在那裏的那個 在對(他)那 在對(他)場合時節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行去 (他)那 (他)耶穌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安息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它們)田地作物的；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有飢餓，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 現要去持續拉脫拽開

到於(他們)穀穗 並且 現要去持續喫食。

太 12:2 oi` de. Farisai/oi ivdo,ntej ei=pan auvtw/|( VIdou. oi` maqhtai, sou poiou/sin o] ouvk e;xestin poiei/n evn sabba,tw|Å
But when the Pharisees saw it, they said unto him, Behold, thy disciples do that which is not lawful to do upon
the sabbath day.
法利賽人看見，就對耶穌說：看哪，你的門徒作安息日不可作的事了。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法利賽人 (他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從屬你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到於(它)這個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合乎法理[非人稱用法] 現要去持續行出作成 在內 在對(它)安息。

太 12:3 ò de. ei=pen auvtoi/j( Ouvk avne,gnwte ti, evpoi,hsen Daui.d o[te evpei,nasen kai. oi` metV auvtou/(
But he said unto them, Have ye not read what David did, when he was an hungred, and they that were with him;
耶穌對他們說：經上記著，大衛和跟從他的人飢餓之時所作的事，你們沒有念過麼。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豈非呢 你們那時(也是)宣讀誦念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他)大衛 當這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有飢餓， 並且 (他們)那些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豈非呢 你們那時(也是)宣讀誦念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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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他)大衛 當這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有飢餓 (他)同一者 並且 (他們)那些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同一者？

太 12:4 pw/j eivsh/lqen eivj to.n oi=kon tou/ qeou/ kai. tou.j a;rtouj th/j proqe,sewj e;fagon( o] ouvk evxo.n h=n auvtw/|
fagei/n ouvde. toi/j metV auvtou/ eiv mh. toi/j ìereu/sin mo,noijÈ
How he entered into the house of God, and did eat the shewbread, which was not lawful for him to eat, neither
for them which were with him, but only for the priests?
他怎麼進了神的殿，喫了陳設餅，這餅不是他和跟從他的人可以喫得，惟獨祭司纔可以喫。

怎樣如何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住處家室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麵餅 從屬(她)那 從屬(她)目的展示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吃食， 到於(它)這個 不是/不

(它)現正持續合乎法理了的[非人稱用法]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在對(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吃食， 然而也不是地

在對(他們)那些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同一者， 若是 不會/不要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祭司

在對(他們)僅有單獨的？
[經文變異RT]

怎樣如何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住處家室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麵餅 從屬(她)那 從屬(她)目的展示 他/她/它那時(也是)吃食， 到於(他們)這些個

不是/不 (它)現正持續合乎法理了的[非人稱用法]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在對(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吃食，

然而也不是地 在對(他們)那些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同一者， 若是 不會/不要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祭司

在對(他們)僅有單獨的？

太 12:5 h' ouvk avne,gnwte evn tw/| no,mw| o[ti toi/j sa,bbasin oi` ièrei/j evn tw/| ièrw/| to. sa,bbaton bebhlou/sin kai.
avnai,tioi, eivsinÈ
Or have ye not read in the law, how that on the sabbath days the priests in the temple profane the sabbath, and
are blameless?
再者，律法上所記的，當安息日，祭司在殿裏犯了安息日，還是沒有罪，你們沒有念過麼。

甚或/或而 豈非呢 你們那時(也是)宣讀誦念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律法， 是這樣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安息

(他們)那些 (他們)祭司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聖殿 到於(它)那 到於(它)安息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促使成俗化不敬，

並且 (他們)沒有起訴因由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太 12:6 le,gw de. ùmi/n o[ti tou/ ìerou/ mei/zo,n evstin w-deÅ
But I say unto you, That in this place is one greater than the temple.
但我告訴你們，在這裏有一人比殿更大。

我現在持續道說 然而也 在對你們， 是這樣 從屬(它)那 從屬(它)聖殿 (它)更極大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也就在此地。
[經文變異RT]

我現在持續道說 然而也 在對你們， 是這樣 從屬(它)那 從屬(它)聖殿 (他)更極大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也就在此地。

太 12:7 eiv de. evgnw,keite ti, evstin( :Eleoj qe,lw kai. ouv qusi,an( ouvk a'n katedika,sate tou.j avnaiti,oujÅ
But if ye had known what this meaneth, I will have mercy, and not sacrifice, ye would not have condemned the
guiltless.
『我喜愛憐恤，不喜愛祭祀。』你們若明白這話的意思，就不將無罪的，當作有罪的了；

若是 然而也 你們當時已經認識知道 (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到於(它)憐憫慈悲 我現在持續定意 並且

不是/不 到於(她)犧牲祭物， 不是/不 但凡 你們那時(也是)使有判罪裁定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沒有起訴因由的。

太 12:8 ku,rioj ga,r evstin tou/ sabba,tou ò uiò.j tou/ avnqrw,pouÅ
For the Son of man is Lord even of the sabbath day.
因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他)主人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從屬(它)那 從屬(它)安息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經文變異RT]

(他)主人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並且 從屬(它)那 從屬(它)安息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太 12:9 Kai. metaba.j evkei/qen h=lqen eivj th.n sunagwgh.n auvtw/n\
And when he was departed thence, he went into their synagogue:
耶穌離開那地方，進了一個會堂；

並且 (他)那時(也是)更換地方了的 從那裏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會堂

從屬(他們)同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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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12:10 kai. ivdou. a;nqrwpoj cei/ra e;cwn xhra,nÅ kai. evphrw,thsan auvto.n le,gontej( Eiv e;xestin toi/j sa,bbasin
qerapeu/saiÈ i[na kathgorh,swsin auvtou/Å
And, behold, there was a man which had his hand withered. And they asked him, saying, Is it lawful to heal on
the sabbath days? that they might accuse him.
那裏有一個人枯乾了一隻手。有人問耶穌說：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意思是要控告他。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人 到於(她)手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枯乾的。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在上面查詢求問 到於(他)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若是

他/她/它現在持續合乎法理[非人稱用法]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安息 那時(也是)要去行侍候紓解？ 為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行控告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人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到於(她)那 到於(她)手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枯乾的。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在上面查詢求問 到於(他)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若是

他/她/它現在持續合乎法理[非人稱用法]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安息 現要去持續行侍候紓解？ 為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行控告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WH]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人 到於(她)手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枯乾的。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在上面查詢求問 到於(他)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若是

他/她/它現在持續合乎法理[非人稱用法]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安息 現要去持續行侍候紓解？ 為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行控告 從屬(他)同一者。

太 12:11 ò de. ei=pen auvtoi/j( Ti,j e;stai evx ùmw/n a;nqrwpoj o]j e[xei pro,baton e[n kai. eva.n evmpe,sh| tou/to toi/j
sa,bbasin eivj bo,qunon( ouvci. krath,sei auvto. kai. evgerei/È
And he said unto them, What man shall there be among you, that shall have one sheep, and if it fall into a pit on
the sabbath day, will he not lay hold on it, and lift it out?
耶穌說：你們中間誰有一隻羊，當安息日掉在坑裏，不把他抓住拉上來呢。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向外出來

從屬你們 (他)人 (他)這個 他/她/它將要(持續)持有 到於(它)綿羊 到於(它)一個， 並且 但凡若是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落在其內 (它)那同一者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安息 向內進入 到於(他)深洞， 豈不是呢

他/她/它將要(持續)掌控抓住 到於(它)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喚醒起來？

太 12:12 po,sw| ou=n diafe,rei a;nqrwpoj proba,touÅ w[ste e;xestin toi/j sa,bbasin kalw/j poiei/nÅ
How much then is a man better than a sheep? Wherefore it is lawful to do well on the sabbath days.
人比羊何等貴重呢；所以在安息日作善事是可以的。

在對(它)這多少呢 這樣 他/她/它現在持續攜負經過/獨特超群 (他)人 從屬(它)綿羊； 以致

他/她/它現在持續合乎法理[非人稱用法]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安息 美好適當地 現要去持續行出作成。
[不同標點]

在對(它)這多少呢 這樣 他/她/它現在持續攜負經過/獨特超群 (他)人 從屬(它)綿羊？ 以致

他/她/它現在持續合乎法理[非人稱用法]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安息 美好適當地 現要去持續行出作成。

太 12:13 to,te le,gei tw/| avnqrw,pw|( :Ekteino,n sou th.n cei/raÅ kai. evxe,teinen kai. avpekatesta,qh ùgih.j wj̀ h̀ a;llhÅ
Then saith he to the man, Stretch forth thine hand. And he stretched it forth; and it was restored whole, like as
the other.
於是對那人說：伸出手來；他把手一伸，手就復了原，和那隻手一樣。

當那時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那 在對(他)人， 你那時(也是)就要向外伸展出來 從屬你 到於(她)那

到於(她)手。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伸展出來；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復位還原 (她)成長健全的 正如地

(她)那 (她)另外不同的。
[經文變異RT]

當那時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那 在對(他)人， 你那時(也是)就要向外伸展出來 到於(她)那 到於(她)手

從屬你。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伸展出來；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復位還原 (她)成長健全的 正如地

(她)那 (她)另外不同的。

太 12:14 evxelqo,ntej de. oì Farisai/oi sumbou,lion e;labon katV auvtou/ o[pwj auvto.n avpole,swsinÅ
Then the Pharisees went out, and held a council against him, how they might destroy him.
法利賽人出去，商議怎樣可以除滅耶穌。

(他們)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然而也 (他們)那些 (他們)法利賽人 到於(它)顧問謀士會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拿取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他)同一者， 這怎樣如何地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毀掉除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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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變異RT]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法利賽人 到於(它)顧問謀士會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拿取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他)同一者

(他們)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這怎樣如何地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毀掉除滅。

太 12:15 ~O de. VIhsou/j gnou.j avnecw,rhsen evkei/qenÅ kai. hvkolou,qhsan auvtw/| Îo;cloiÐ polloi,( kai. evqera,peusen
auvtou.j pa,ntaj
But when Jesus knew it, he withdrew himself from thence: and great multitudes followed him, and he healed
them all;
耶穌知道了，就離開那裏，有許多人跟著他，他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

(他)那 然而也 (他)耶穌 (他)那時(也是)認識知道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撤空退回 從那裏地；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跟隨 在對(他)同一者 (他們)群眾 (他們)許多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侍候紓解

到於(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經文變異WH]

(他)那 然而也 (他)耶穌 (他)那時(也是)認識知道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撤空退回 從那裏地；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跟隨 在對(他)同一者 (他們)許多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侍候紓解 到於(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太 12:16 kai. evpeti,mhsen auvtoi/j i[na mh. fanero.n auvto.n poih,swsin(
And charged them that they should not make him known:
又囑咐他們，不要給他傳名。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評斷申誡 在對(他們)同一者， 為要 不會/不要 到於(他)促為照亮顯明的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行出作成；

太 12:17 i[na plhrwqh/| to. rh̀qe.n dia. VHsai<ou tou/ profh,tou le,gontoj(
That it might be fulfilled which was spoken by Esaias the prophet, saying,
這是要應驗先知以賽亞的話，說：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促使成充滿添足 (它)那 (它)那時(也是)被發表言說了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以賽亞

從屬(他)那 從屬(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從屬(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經文變異RT]

這怎樣如何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促使成充滿添足 (它)那 (它)那時(也是)被發表言說了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以賽亞 從屬(他)那 從屬(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從屬(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太 12:18 VIdou. ò pai/j mou o]n h̀|re,tisa( ò avgaphto,j mou eivj o]n euvdo,khsen h̀ yuch, mou\ qh,sw to. pneu/ma, mou evpV
auvto,n( kai. kri,sin toi/j e;qnesin avpaggelei/Å
Behold my servant, whom I have chosen; my beloved, in whom my soul is well pleased: I will put my spirit upon
him, and he shall shew judgment to the Gentiles.
『看哪，我的僕人，我所揀選，所親愛，心裏所喜悅的，我要將我的靈賜給他，他必將公理傳給外邦。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那 (他)孩童/下屬 從屬我， 到於(他)這個 我那時(也是)選擇； (他)那 (他)蒙愛的

從屬我， 向內進入 到於(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歡愉認可 (她)那 (她)生魂意念 從屬我； 我將要(持續)置放擺設

到於(它)那 到於(它)靈/風 從屬我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到於(她)區別審斷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種族邦國 他/她/它將要(持續)從那裏報信通告。
[經文變異WH]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那 (他)孩童/下屬 從屬我， 到於(他)這個 我那時(也是)選擇； (他)那 (他)蒙愛的

從屬我， 到於(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歡愉認可 (她)那 (她)生魂意念 從屬我； 我將要(持續)置放擺設 到於(它)那

到於(它)靈/風 從屬我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到於(她)區別審斷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種族邦國

他/她/它將要(持續)從那裏報信通告。

太 12:19 ouvk evri,sei ouvde. krauga,sei( ouvde. avkou,sei tij evn tai/j platei,aij th.n fwnh.n auvtou/Å
He shall not strive, nor cry; neither shall any man hear his voice in the streets.
他不爭競，不喧嚷；街上也沒有人聽見他的聲音。

不是/不 他/她/它將要(持續)起爭執競爭， 然而也不是地 他/她/它將要(持續)發喊嚷叫； 然而也不是地

他/她/它將要(持續)聲聞耳聽 (他)任何什麼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廣場大街 到於(她)那 到於(她)聲音

從屬(他)同一者。

太 12:20 ka,lamon suntetrimme,non ouv katea,xei kai. li,non tufo,menon ouv sbe,sei( e[wj a'n evkba,lh| eivj ni/koj th.n
kri,sinÅ
A bruised reed shall he not break, and smoking flax shall he not quench, till he send forth judgment unto victory.
壓傷的蘆葦，他不折斷；將殘的燈火，他不吹滅；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勝；

到於(他)蘆葦 到於(他)現在已經被完全壓碎損壞了的 不是/不 他/她/它將要(持續)碎裂註1， 並且 到於(它)亞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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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於(它)現正持續被冒煙排霧了的 不是/不 他/她/它將要(持續)撲滅消除， 一直直到 但凡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向外投擲出來 向內進入 到於(它)得勝 到於(她)那 到於(她)區別審斷。

註1：“他/她/它將要(持續)碎裂”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那時(也是)碎裂”。

太 12:21 kai. tw/| ovno,mati auvtou/ e;qnh evlpiou/sinÅ
And in his name shall the Gentiles trust.
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

並且 在對(它)那 在對(它)名字 從屬(他)同一者 (它們)種族邦國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有期盼指望。
[經文變異RT]

並且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名字 從屬(他)同一者 (它們)種族邦國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有期盼指望。

太 12:22 To,te proshne,cqh auvtw/| daimonizo,menoj tuflo.j kai. kwfo,j( kai. evqera,peusen auvto,n( w[ste to.n kwfo.n
lalei/n kai. ble,peinÅ
Then was brought unto him one possessed with a devil, blind, and dumb: and he healed him, insomuch that the
blind and dumb both spake and saw.
當下有人將一個被鬼附著，又瞎又啞的人，帶到耶穌那裏；耶穌就醫治他，甚至那啞吧又能說話，又能看見。

當那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在前面向著負載攜帶 在對(他)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鬼附了的， (他)瞎眼的

並且 (他)聽講遲鈍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侍候紓解 到於(他)同一者， 以致 到於(他)那 到於(他)聽講遲鈍的

現要去持續發言講說 並且 現要去持續著眼觀看。
[經文變異RT]

當那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在前面向著負載攜帶 在對(他)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鬼附了的 (他)瞎眼的 並且

(他)聽講遲鈍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侍候紓解 到於(他)同一者， 以致 到於(他)那 到於(他)瞎眼的 並且

到於(他)聽講遲鈍的 並且 現要去持續發言講說 並且 現要去持續著眼觀看。
[經文變異WH]

當那時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負載攜帶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鬼附了的

到於(他)瞎眼的 並且 到於(他)聽講遲鈍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侍候紓解 到於(他)同一者， 以致 到於(他)那

到於(他)聽講遲鈍的 現要去持續發言講說 並且 現要去持續著眼觀看。

太 12:23 kai. evxi,stanto pa,ntej oì o;cloi kai. e;legon( Mh,ti ou-to,j evstin ò uiò.j Daui,dÈ
And all the people were amazed, and said, Is not this the son of David?
眾人都驚奇，說：這不是大衛的子孫麼。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驚異失定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那些 (他們)群眾，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豈會是呢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大衛？

太 12:24 oi` de. Farisai/oi avkou,santej ei=pon( Ou-toj ouvk evkba,llei ta. daimo,nia eiv mh. evn tw/| Beelzebou.l a;rconti
tw/n daimoni,wnÅ
But when the Pharisees heard it, they said, This fellow doth not cast out devils, but by Beelzebub the prince of
the devils.
但法利賽人聽見，就說：這個人趕鬼，無非是靠著鬼王別西卜阿。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法利賽人 (他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那同一者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向外投擲出來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鬼魔， 若是 不會/不要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別西卜 在對(他)首領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鬼魔。

太 12:25 eivdw.j de. ta.j evnqumh,seij auvtw/n ei=pen auvtoi/j( Pa/sa basilei,a merisqei/sa kaqV èauth/j evrhmou/tai kai.
pa/sa po,lij h' oivki,a merisqei/sa kaqV eàuth/j ouv staqh,setaiÅ
And Jesus knew their thoughts, and said unto them, Every kingdom divided against itself is brought to
desolation; and every city or house divided against itself shall not stand:
耶穌知道他們的意念，就對他們說：凡一國自相分爭，就成為荒場，一城一家自相分爭，必站立不住。

(他)現在已經看見察覺了的 然而也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貫注思考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她)所有每一個的 (她)王權國度 (她)那時(也是)被分開了的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她)同一者自己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促使成孤獨荒涼； 並且 (她)所有每一個的 (她)城邑 甚或/或而 (她)住屋家庭

(她)那時(也是)被分開了的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她)同一者自己 不是/不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立定站住；
[經文變異RT]

(他)現在已經看見察覺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耶穌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貫注思考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她)所有每一個的 (她)王權國度 (她)那時(也是)被分開了的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她)同一者自己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促使成孤獨荒涼； 並且 (她)所有每一個的 (她)城邑

甚或/或而 (她)住屋家庭 (她)那時(也是)被分開了的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她)同一者自己 不是/不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立定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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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12:26 kai. eiv ò Satana/j to.n Satana/n evkba,llei( evfV èauto.n evmeri,sqh\ pw/j ou=n staqh,setai h̀ basilei,a auvtou/È
And if Satan cast out Satan, he is divided against himself; how shall then his kingdom stand?
若撒但趕逐撒但，就是自相分爭，他的國怎能站得住呢。

並且 若是 (他)那 (他)撒但 到於(他)那 到於(他)撒但 他/她/它現在持續向外投擲出來，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分開； 怎樣如何地呢 這樣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立定站住 (她)那

(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同一者？

太 12:27 kai. eiv evgw. evn Beelzebou.l evkba,llw ta. daimo,nia( oì uiòi. ùmw/n evn ti,ni evkba,llousinÈ dia. tou/to auvtoi.
kritai. e;sontai ùmw/nÅ
And if I by Beelzebub cast out devils, by whom do your children cast them out? therefore they shall be your
judges.
我若靠著別西卜趕鬼，你們的子弟趕鬼，又靠著誰呢；這樣，他們就要斷定你們的是非。

並且 若是 我 在內 在對(他)別西卜 我現在持續向外投擲出來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鬼魔， (他們)那些

(他們)兒子 從屬你們 在內 在對(他)任何什麼呢註1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向外投擲出來？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同一者 (他們)同一者 (他們)審判官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是 從屬你們。

註1：“在對(他)任何什麼呢”文法上亦可以為“在對(它)任何什麼呢”。

[經文變異RT]

並且 若是 我 在內 在對(他)別西卜 我現在持續向外投擲出來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鬼魔， (他們)那些

(他們)兒子 從屬你們 在內 在對(他)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向外投擲出來？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同一者 (他們)同一者 從屬你們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是 (他們)審判官。

太 12:28 eiv de. evn pneu,mati qeou/ evgw. evkba,llw ta. daimo,nia( a;ra e;fqasen evfV ùma/j h` basilei,a tou/ qeou/Å
But if I cast out devils by the Spirit of God, then the kingdom of God is come unto you.
我若靠著神的靈趕鬼，這就是神的國臨到你們了。

若是 然而也 在內 在對(它)靈/風 從屬(他)神 我 我現在持續向外投擲出來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鬼魔，

果然如此 他/她/它那時(也是)佔前先到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你們 (她)那 (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經文變異RT]

若是 然而也 我 在內 在對(它)靈/風 從屬(他)神 我現在持續向外投擲出來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鬼魔，

果然如此 他/她/它那時(也是)佔前先到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你們 (她)那 (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太 12:29 h' pw/j du,natai, tij eivselqei/n eivj th.n oivki,an tou/ ivscurou/ kai. ta. skeu,h auvtou/ àrpa,sai( eva.n mh. prw/ton
dh,sh| to.n ivscuro,nÈ kai. to,te th.n oivki,an auvtou/ diarpa,seiÅ
Or else how can one enter into a strong man's house, and spoil his goods, except he first bind the strong man?
and then he will spoil his house.
人怎能進壯士家裏，搶奪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壯士，纔可以搶奪他的家財。

甚或/或而 怎樣如何地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他)任何什麼 那時(也是)要去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住屋家庭 從屬(他)那 從屬(他)強壯大力的，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器皿用具

從屬(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強取劫奪， 但凡若是 不會/不要 首先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拴綁 到於(他)那

到於(他)強壯大力的？ 並且 當那時地 到於(她)那 到於(她)住屋家庭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徹底地強取劫奪。
[經文變異RT]

甚或/或而 怎樣如何地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他)任何什麼 那時(也是)要去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住屋家庭 從屬(他)那 從屬(他)強壯大力的，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器皿用具

從屬(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徹底地強取劫奪， 但凡若是 不會/不要 首先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拴綁

到於(他)那 到於(他)強壯大力的？ 並且 當那時地 到於(她)那 到於(她)住屋家庭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徹底地強取劫奪。

太 12:30 ò mh. w'n metV evmou/ katV evmou/ evstin( kai. ò mh. suna,gwn metV evmou/ skorpi,zeiÅ
He that is not with me is against me; and he that gathereth not with me scattereth abroad.
不與我相合的，就是敵我的；不同我收聚的，就是分散的。

(他)那 不會/不要 (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我"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我"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並且 (他)那 不會/不要 (他)現正持續聚集了的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我" 他/她/它現在持續驅離分散。

太 12:31 Dia. tou/to le,gw ùmi/n( pa/sa am̀arti,a kai. blasfhmi,a avfeqh,setai toi/j avnqrw,poij( h̀ de. tou/ pneu,matoj
blasfhmi,a ouvk avfeqh,setaiÅ
Wherefore I say unto you, All manner of sin and blasphemy shall be forgiven unto men: but the blasphemy
against the Holy Ghost shall not be forgiven unto men.
所以我告訴你們，人一切的罪，和褻瀆的話，都可得赦免；惟獨褻瀆聖靈，總不得赦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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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同一者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她)所有每一個的 (她)罪 並且 (她)褻瀆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任憑釋放離開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人； (她)那 然而也 從屬(它)那 從屬(它)靈/風 (她)褻瀆

不是/不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任憑釋放離開。
[經文變異RT]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同一者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她)所有每一個的 (她)罪 並且 (她)褻瀆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任憑釋放離開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人； (她)那 然而也 從屬(它)那 從屬(它)靈/風 (她)褻瀆

不是/不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任憑釋放離開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人。

太 12:32 kai. o]j eva.n ei;ph| lo,gon kata. tou/ uiòu/ tou/ avnqrw,pou( avfeqh,setai auvtw/|\ o]j dV a'n ei;ph| kata. tou/
pneu,matoj tou/ àgi,ou( ouvk avfeqh,setai auvtw/| ou;te evn tou,tw| tw/| aivw/ni ou;te evn tw/| me,llontiÅ
And whosoever speaketh a word against the Son of man, it shall be forgiven him: but whosoever speaketh
against the Holy Ghost, it shall not be forgiven him, neither in this world, neither in the world to come.
凡說話干犯人子的，還可得赦免；惟獨說話干犯聖靈的，今世來世總不得赦免。

並且 (他)這個 但凡若是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他)那

從屬(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任憑釋放離開 在對(他)同一者； (他)這個 然而也 但凡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它)那 從屬(它)靈/風 從屬(它)那 從屬(它)聖的， 不是/不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任憑釋放離開 在對(他)同一者， 並不/又不 在內 在對(他)那同一者 在對(他)那

在對(他)世紀時代 並不/又不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這個 但凡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他)那

從屬(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任憑釋放離開 在對(他)同一者； (他)這個 然而也 但凡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它)那 從屬(它)靈/風 從屬(它)那 從屬(它)聖的， 不是/不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任憑釋放離開 在對(他)同一者， 並不/又不 在內 在對(他)那同一者 在對(他)那

在對(他)世紀時代 並不/又不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的。
[經文變異MT]

並且 (他)這個 但凡若是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他)那

從屬(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任憑釋放離開 在對(他)同一者； (他)這個 然而也 但凡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它)那 從屬(它)靈/風 從屬(它)那 從屬(它)聖的， 不是/不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任憑釋放離開 在對(他)同一者， 並不/又不 在內 在對(他)那 現在此時地 在對(他)世紀時代

並不/又不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的。

太 12:33 "H poih,sate to. de,ndron kalo.n kai. to.n karpo.n auvtou/ kalo,n( h' poih,sate to. de,ndron sapro.n kai. to.n
karpo.n auvtou/ sapro,n\ evk ga.r tou/ karpou/ to. de,ndron ginw,sketaiÅ
Either make the tree good, and his fruit good; or else make the tree corrupt, and his fruit corrupt: for the tree is
known by his fruit.
你們或以為樹好，果子也好；樹壞，果子也壞；因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樹。

甚或/或而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行出作成 到於(它)那 到於(它)樹木 到於(它)美好適當的，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果實 從屬(它)同一者 到於(他)美好適當的； 甚或/或而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行出作成 到於(它)那 到於(它)樹木

到於(它)朽爛腐壞的，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果實 從屬(它)同一者 到於(他)朽爛腐壞的； 向外出來 因為

從屬(他)那 從屬(他)果實 (它)那 (它)樹木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認識知道。

太 12:34 gennh,mata evcidnw/n( pw/j du,nasqe avgaqa. lalei/n ponhroi. o;ntejÈ evk ga.r tou/ perisseu,matoj th/j kardi,aj
to. sto,ma lalei/Å
O generation of vipers, how can ye, being evil, speak good things? for out of the abundance of the heart the
mouth speaketh.
毒蛇的種類，你們既是惡人，怎能說出好話來呢；因為心裏所充滿的，口裏就說出來。

阿,(它們)所生發成為族類 從屬(她們)毒蛇， 怎樣如何地呢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到於(它們)良善的

現要去持續發言講說， (他們)惡的 (他們)現正持續是了的？ 向外出來 因為 從屬(它)那 從屬(它)所成格外多

從屬(她)那 從屬(她)內心 (它)那 (它)口/嘴 他/她/它現在持續發言講說。

太 12:35 ò avgaqo.j a;nqrwpoj evk tou/ avgaqou/ qhsaurou/ evkba,llei avgaqa,( kai. ò ponhro.j a;nqrwpoj evk tou/ ponhrou/
qhsaurou/ evkba,llei ponhra,Å
A good man out of the good treasure of the heart bringeth forth good things: and an evil man out of the evil
treasure bringeth forth evil things.
善人從他心裏所存的善，就發出善來；惡人從他心裏所存的惡，就發出惡來。

(他)那 (他)良善的 (他)人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良善的 從屬(他)寶藏財物 他/她/它現在持續向外投擲出來

到於(它們)良善的； 並且 (他)那 (他)惡的 (他)人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惡的 從屬(他)寶藏財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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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現在持續向外投擲出來 到於(它們)惡的。
[經文變異RT]

(他)那 (他)良善的 (他)人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良善的 從屬(他)寶藏財物 從屬(她)那 從屬(她)內心

他/她/它現在持續向外投擲出來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良善的； 並且 (他)那 (他)惡的 (他)人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惡的 從屬(他)寶藏財物 他/她/它現在持續向外投擲出來 到於(它們)惡的。

太 12:36 le,gw de. ùmi/n o[ti pa/n r̀h/ma avrgo.n o] lalh,sousin oì a;nqrwpoi avpodw,sousin peri. auvtou/ lo,gon evn
hm̀e,ra| kri,sewj\
But I say unto you, That every idle word that men shall speak, they shall give account thereof in the day of
judgment.
我又告訴你們，凡人所說的閒話，當審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來。

我現在持續道說 然而也 在對你們， 是這樣 到於(它)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所發表言說 到於(它)閒散停頓的

到於(它)這個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發言講說 (他們)那些 (他們)人，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從那裏給與 <在周圍>關於

從屬(它)同一者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在內 在對(她)日子/白日 從屬(她)區別審斷；
[經文變異RT]

我現在持續道說 然而也 在對你們， 是這樣 到於(它)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所發表言說 到於(它)閒散停頓的

到於(它)這個 但凡若是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發言講說 (他們)那些 (他們)人，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從那裏給與

<在周圍>關於 從屬(它)同一者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在內 在對(她)日子/白日 從屬(她)區別審斷；

太 12:37 evk ga.r tw/n lo,gwn sou dikaiwqh,sh|( kai. evk tw/n lo,gwn sou katadikasqh,sh|Å
For by thy words thou shalt be justified, and by thy words thou shalt be condemned.
因為要憑你的話，定你為義，也要憑你的話，定你有罪。

向外出來 因為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你 你將要(持續)被稱為公義， 並且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你 你將要(持續)被使有判罪裁定。

太 12:38 To,te avpekri,qhsan auvtw/| tinej tw/n grammate,wn kai. Farisai,wn le,gontej( Dida,skale( qe,lomen avpo. sou/
shmei/on ivdei/nÅ
Then certain of the scribes and of the Pharisees answered, saying, Master, we would see a sign from thee.
當時有幾個文士和法利賽人，對耶穌說：夫子，我們願意你顯個神蹟給我們看。

當那時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 在對(他)同一者 (他們)任何什麼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書記文士

並且 從屬(他們)法利賽人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阿,(他)老師， 我們現在持續定意 從那裏離開 從屬你

到於(它)識別之表記徵兆 那時(也是)要去看見察覺。
[經文變異RT]

當那時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註1
(他們)任何什麼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書記文士 並且

從屬(他們)法利賽人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阿,(他)老師， 我們現在持續定意 從那裏離開 從屬你

到於(它)識別之表記徵兆 那時(也是)要去看見察覺。

註1：“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太 12:39 ò de. avpokriqei.j ei=pen auvtoi/j( Genea. ponhra. kai. moicali.j shmei/on evpizhtei/( kai. shmei/on ouv
doqh,setai auvth/| eiv mh. to. shmei/on VIwna/ tou/ profh,touÅ
But he answered and said unto them, An evil and adulterous generation seeketh after a sign; and there shall no
sign be given to it, but the sign of the prophet Jonas:
耶穌回答說：一個邪惡淫亂的世代求看神蹟；除了先知約拿的神蹟以外，再沒有神蹟給他們看。

(他)那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她)族類之世代

(她)惡的 並且 (她)淫婦 到於(它)識別之表記徵兆 他/她/它現在持續在上面探索尋求； 並且 (它)識別之表記徵兆

不是/不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給與 在對(她)同一者， 若是 不會/不要 (它)那 (它)識別之表記徵兆 從屬(他)約拿

從屬(他)那 從屬(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太 12:40 w[sper ga.r h=n VIwna/j evn th/| koili,a| tou/ kh,touj trei/j hm̀e,raj kai. trei/j nu,ktaj( ou[twj e;stai ò uiò.j tou/
avnqrw,pou evn th/| kardi,a| th/j gh/j trei/j h̀me,raj kai. trei/j nu,ktajÅ
For as Jonas was three days and three nights in the whale's belly; so shall the Son of man be three days and
three nights in the heart of the earth.
約拿三日三夜在大魚肚腹中；人子也要這樣三日三夜在地裏頭。

甚至正如地 因為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約拿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腹腔 從屬(它)那 從屬(它)海怪巨魚

到於(她們)三個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並且 到於(她們)三個 到於(她們)夜晚， 那同一樣式地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內心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到於(她們)三個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並且 到於(她們)三個 到於(她們)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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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12:41 a;ndrej Nineui/tai avnasth,sontai evn th/| kri,sei meta. th/j genea/j tau,thj kai. katakrinou/sin auvth,n( o[ti
meteno,hsan eivj to. kh,rugma VIwna/( kai. ivdou. plei/on VIwna/ w-deÅ
The men of Nineveh shall rise in judgment with this generation, and shall condemn it: because they repented at
the preaching of Jonas; and, behold, a greater than Jonas is here.
當審判的時候，尼尼微人，要起來定這世代的罪，因為尼尼微人聽了約拿所傳的，就悔改了；看哪，在這裏有一

人比約拿更大。

(他們)男人/丈夫 (他們)尼尼微人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再站立起來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區別審斷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那 從屬(她)族類之世代 從屬(她)那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斷定有罪

到於(她)同一者； 是這樣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轉念悔悟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所傳達宣講 從屬(他)約拿；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它)更多的 從屬(他)約拿 也就在此地。

太 12:42 basi,lissa no,tou evgerqh,setai evn th/| kri,sei meta. th/j genea/j tau,thj kai. katakrinei/ auvth,n( o[ti h=lqen
evk tw/n pera,twn th/j gh/j avkou/sai th.n sofi,an Solomw/noj( kai. ivdou. plei/on Solomw/noj w-deÅ
The queen of the south shall rise up in the judgment with this generation, and shall condemn it: for she came
from the uttermost parts of the earth to hear the wisdom of Solomon; and, behold, a greater than Solomon is
here.
當審判的時候，南方的女王，要起來定這世代的罪，因為他從地極而來，要聽所羅門的智慧話；看哪，在這裏有

一人比所羅門更大。

(她)女王 從屬(他)南風/南方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喚醒起來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區別審斷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那 從屬(她)族類之世代 從屬(她)那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斷定有罪 到於(她)同一者； 是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那邊之極末端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那時(也是)要去聲聞耳聽 到於(她)那 到於(她)智慧 從屬(他)所羅門；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它)更多的

從屬(他)所羅門 也就在此地。

太 12:43 {Otan de. to. avka,qarton pneu/ma evxe,lqh| avpo. tou/ avnqrw,pou( die,rcetai diV avnu,drwn to,pwn zhtou/n
avna,pausin kai. ouvc eùri,skeiÅ
When the unclean spirit is gone out of a man, he walketh through dry places, seeking rest, and findeth none.
污鬼離了人身，就在無水之地，過來過去，尋求安歇之處，卻尋不著。

但凡當這時 然而也 (它)那 (它)污穢的 (它)靈/風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橫過穿越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們)沒有水的 從屬(他們)地點處所

(它)現正持續探索尋求了的 到於(她)休息恢復，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找到尋見。

太 12:44 to,te le,gei( Eivj to.n oi=ko,n mou evpistre,yw o[qen evxh/lqon\ kai. evlqo.n eùri,skei scola,zonta sesarwme,non
kai. kekosmhme,nonÅ
Then he saith, I will return into my house from whence I came out; and when he is come, he findeth it empty,
swept, and garnished.
於是說：我要回到我所出來的屋裏去；到了，就看見裏面空閒，打掃乾淨，修飾好了。

當那時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住處家室 從屬我 我將要(持續)在上面轉動翻轉

從這裏地 我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並且 (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找到尋見

到於(他)現正持續使有閒暇空閒了的， 到於(他)現在已經被打掃了的 並且 到於(他)現在已經被有美容妝束了的。
[經文變異RT]

當那時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我將要(持續)在上面轉動翻轉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住處家室 從屬我

從這裏地 我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並且 (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找到尋見

到於(他)現正持續使有閒暇空閒了的， 到於(他)現在已經被打掃了的 並且 到於(他)現在已經被有美容妝束了的。
[經文變異WH]

當那時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住處家室 從屬我 我將要(持續)在上面轉動翻轉

從這裏地 我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並且 (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找到尋見

到於(他)現正持續使有閒暇空閒了的 並且 到於(他)現在已經被打掃了的 並且 到於(他)現在已經被有美容妝束了的。

太 12:45 to,te poreu,etai kai. paralamba,nei meqV èautou/ ep̀ta. e[tera pneu,mata ponhro,tera eàutou/ kai. eivselqo,nta
katoikei/ evkei/\ kai. gi,netai ta. e;scata tou/ avnqrw,pou evkei,nou cei,rona tw/n prw,twnÅ ou[twj e;stai kai. th/| genea/|
tau,th| th/| ponhra/|Å
Then goeth he, and taketh with himself seven other spirits more wicked than himself, and they enter in and dwell
there: and the last state of that man is worse than the first. Even so shall it be also unto this wicked generation.
便去另帶了七個比自己更惡的鬼來，都進去住在那裏；那人末後的景況，比先前更不好了。這邪惡的世代，也要

如此。

當那時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拿取在旁邊 <轉換其中>隨同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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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屬(他)同一者自己 到於(它們)七個 到於(它們)相異不同的 到於(它們)靈/風 到於(它們)更惡的 從屬(他)同一者自己，

並且 (它們)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定居 在那裏地；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它們)那些 (它們)最末後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從屬(他)在那裏的那個

(它們)更卑劣不好的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首先的。 那同一樣式地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並且 在對(她)那

在對(她)族類之世代 在對(她)那同一者 在對(她)那 在對(她)惡的。

太 12:46 :Eti auvtou/ lalou/ntoj toi/j o;cloij ivdou. h` mh,thr kai. oì avdelfoi. auvtou/ eis̀th,keisan e;xw zhtou/ntej
auvtw/| lalh/saiÅ
While he yet talked to the people, behold, his mother and his brethren stood without, desiring to speak with him.
耶穌還對眾人說話的時候，不料，他母親和他弟兄站在外邊，要與他說話。

依然仍舊地 從屬(他)同一者 從屬(他)現正持續發言講說了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群眾，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她)那 (她)母親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弟兄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當時已經立定站住 在外面地， (他們)現正持續探索尋求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發言講說。
[經文變異RT]

依然仍舊地 然而也 從屬(他)同一者 從屬(他)現正持續發言講說了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群眾，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她)那 (她)母親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弟兄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當時已經立定站住 在外面地， (他們)現正持續探索尋求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發言講說。

太 12:47 Îei=pen de, tij auvtw/|( VIdou. h̀ mh,thr sou kai. oì avdelfoi, sou e;xw es̀th,kasin zhtou/nte,j soi lalh/saiÅÐ
Then one said unto him, Behold, thy mother and thy brethren stand without, desiring to speak with thee.
有人告訴他說：看哪，你母親和你弟兄站在外邊，要與你說話。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他)任何什麼 在對(他)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她)那 (她)母親

從屬你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弟兄 從屬你 在外面地 他/她/它們現在已經立定站住， (他們)現正持續探索尋求了的

在對你 那時(也是)要去發言講說。
[經文變異WH]

註：WH版本無此節。

太 12:48 ò de. avpokriqei.j ei=pen tw/| le,gonti auvtw/|( Ti,j evstin h̀ mh,thr mou kai. ti,nej eivsi.n oi` avdelfoi, mouÈ
But he answered and said unto him that told him, Who is my mother? and who are my brethren?
他卻回答那人說：誰是我的母親；誰是我的弟兄。

(他)那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他)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母親 從屬我？ 並且 (他們)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那些 (他們)弟兄 從屬我？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那

在對(他)那時(也是)發話言說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他)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母親 從屬我？

並且 (他們)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那些 (他們)弟兄 從屬我？

太 12:49 kai. evktei,naj th.n cei/ra auvtou/ evpi. tou.j maqhta.j auvtou/ ei=pen( VIdou. h̀ mh,thr mou kai. oì avdelfoi, mouÅ
And he stretched forth his hand toward his disciples, and said, Behold my mother and my brethren!
就伸手指著門徒說：看哪，我的母親，我的弟兄。

並且 (他)那時(也是)向外伸展出來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手 從屬(他)同一者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她)那 (她)母親 從屬我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弟兄 從屬我。

太 12:50 o[stij ga.r a'n poih,sh| to. qe,lhma tou/ patro,j mou tou/ evn ouvranoi/j auvto,j mou avdelfo.j kai. avdelfh. kai.
mh,thr evsti,nÅ
For whosoever shall do the will of my Father which is in heaven, the same is my brother, and sister, and mother.
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親了。

(他)這個任何什麼 因為 但凡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行出作成 到於(它)那 到於(它)所定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從屬我 從屬(他)那 在內 在對(他們)天空/天， (他)同一者 從屬我 (他)弟兄 並且 (她)姊妹 並且 (她)母親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太 13:1 VEn th/| hm̀e,ra| evkei,nh| evxelqw.n ò VIhsou/j th/j oivki,aj evka,qhto para. th.n qa,lassan\
The same day went Jesus out of the house, and sat by the sea side.
當那一天，耶穌從房子裏出來，坐在海邊。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日子/白日 在對(她)在那裏的那個 (他)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他)那 (他)耶穌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  簡易閲讀版  78

78

從屬(她)那 從屬(她)住屋家庭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坐下 <在旁邊>到旁邊 到於(她)那 到於(她)海；
[經文變異RT]

在內 然而也 在對(她)那 在對(她)日子/白日 在對(她)在那裏的那個 (他)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他)那

(他)耶穌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住屋家庭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坐下 <在旁邊>到旁邊 到於(她)那

到於(她)海；

太 13:2 kai. sunh,cqhsan pro.j auvto.n o;cloi polloi,( w[ste auvto.n eivj ploi/on evmba,nta kaqh/sqai( kai. pa/j ò o;cloj
evpi. to.n aivgialo.n eìsth,keiÅ
And great multitudes were gathered together unto him, so that he went into a ship, and sat; and the whole
multitude stood on the shore.
有許多人到他那裏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眾人都站在岸上。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聚集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他們)群眾 (他們)許多的， 以致 到於(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它)船隻 到於(他)那時(也是)步入了的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坐下； 並且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他)群眾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那 到於(他)海岸 他/她/它當時已經立定站住。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聚集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他們)群眾 (他們)許多的， 以致 到於(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船隻 到於(他)那時(也是)步入了的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坐下； 並且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他)群眾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那 到於(他)海岸 他/她/它當時已經立定站住。

太 13:3 kai. evla,lhsen auvtoi/j polla. evn parabolai/j le,gwn( VIdou. evxh/lqen ò spei,rwn tou/ spei,reinÅ
And he spake many things unto them in parables, saying, Behold, a sower went forth to sow;
他用比喻對他們講許多道理，說：有一個撒種的出去撒種；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言講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們)許多的 在內 在對(她們)比喻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他)那 (他)現正持續散佈播撒了的 從屬(它)那

現要去持續散佈播撒；

太 13:4 kai. evn tw/| spei,rein auvto.n a] me.n e;pesen para. th.n òdo,n( kai. evlqo,nta ta. peteina. kate,fagen auvta,Å
And when he sowed, some seeds fell by the way side, and the fowls came and devoured them up:
撒的時候，有落在路旁的，飛鳥來喫盡了。

並且 在內 在對(它)那 現要去持續散佈播撒 到於(他)同一者， (它們)這些個 的確 他/她/它那時(也是)落下墜落

<在旁邊>到旁邊 到於(她)那 到於(她)道路途徑， 並且 (它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它們)那些 (它們)飛鳥

他/她/它那時(也是)吞喫 到於(它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在內 在對(它)那 現要去持續散佈播撒 到於(他)同一者， (它們)這些個 的確 他/她/它那時(也是)落下墜落

<在旁邊>到旁邊 到於(她)那 到於(她)道路途徑，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它們)那些 (它們)飛鳥，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吞喫 到於(它們)同一者。

太 13:5 a;lla de. e;pesen evpi. ta. petrw,dh o[pou ouvk ei=cen gh/n pollh,n( kai. euvqe,wj evxane,teilen dia. to. mh. e;cein
ba,qoj gh/j\
Some fell upon stony places, where they had not much earth: and forthwith they sprung up, because they had
no deepness of earth:
有落在土淺石頭地上的；土既不深，發苗最快；

(它們)另外不同的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落下墜落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岩石地形的，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不是/不 他/她/它當時持續持有 到於(她)地土/地 到於(她)許多的； 並且 平直直接地[同#2117]

他/她/它那時(也是)破土而出，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持有 到於(它)深度

從屬(她)地土/地；

太 13:6 hl̀i,ou de. avnatei,lantoj evkaumati,sqh kai. dia. to. mh. e;cein rì,zan evxhra,nqhÅ
And when the sun was up, they were scorched; and because they had no root, they withered away.
日頭出來一曬，因為沒有根，就枯乾了。

從屬(他)日頭太陽 然而也 從屬(他)那時(也是)升起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使有熾熱燒灼； 並且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持有 到於(她)根，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促為枯乾。

太 13:7 a;lla de. e;pesen evpi. ta.j avka,nqaj( kai. avne,bhsan aì a;kanqai kai. e;pnixan auvta,Å
And some fell among thorns; and the thorns sprung up, and choked them:
有落在荊棘裏的；荊棘長起來，把他擠住了。

(它們)另外不同的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落下墜落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荊棘；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上行 (她們)那些 (她們)荊棘，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使喘氣窒息 到於(它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經文變異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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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們)另外不同的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落下墜落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荊棘；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上行 (她們)那些 (她們)荊棘，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從那裏使喘氣窒息

到於(它們)同一者。

太 13:8 a;lla de. e;pesen evpi. th.n gh/n th.n kalh.n kai. evdi,dou karpo,n( o] me.n èkato,n( o] de. èxh,konta( o] de.
tria,kontaÅ
But other fell into good ground, and brought forth fruit, some an hundredfold, some sixtyfold, some thirtyfold.
又有落在好土裏的，就結實，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

(它們)另外不同的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落下墜落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到於(她)那

到於(她)美好適當的，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給與 到於(他)果實， (它)這個 的確 到於(它們)一百個， (它)這個

然而也 到於(它們)六十個， (它)這個 然而也 到於(它們)三十個。

太 13:9 ò e;cwn w=ta avkoue,twÅ
Who hath ears to hear, let him hear.
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

(他)那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它們)耳朵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聲聞耳聽。
[經文變異RT]

(他)那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它們)耳朵 現要去持續聲聞耳聽，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聲聞耳聽。

太 13:10 Kai. proselqo,ntej oi` maqhtai. ei=pan auvtw/|( Dia. ti, evn parabolai/j lalei/j auvtoi/jÈ
And the disciples came, and said unto him, Why speakest thou unto them in parables?
門徒進前來，問耶穌說：對眾人講話，為甚麼用比喻呢。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了的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在內 在對(她們)比喻 你現在持續發言講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太 13:11 ò de. avpokriqei.j ei=pen auvtoi/j( {Oti ùmi/n de,dotai gnw/nai ta. musth,ria th/j basilei,aj tw/n ouvranw/n(
evkei,noij de. ouv de,dotaiÅ
He answered and said unto them, Because it is given unto you to know the mysteries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
but to them it is not given.
耶穌回答說：因為天國的奧秘，只叫你們知道，不叫他們知道。

(他)那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是這樣 在對你們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給與 那時(也是)要去認識知道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奧祕 從屬(她)那 從屬(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天空/天， 在對(他們)在那裏的那個 然而也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給與。
[經文變異WH]

(他)那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是這樣 在對你們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給與 那時(也是)要去認識知道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奧祕 從屬(她)那 從屬(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天空/天， 在對(他們)在那裏的那個 然而也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給與。

太 13:12 o[stij ga.r e;cei( doqh,setai auvtw/| kai. perisseuqh,setai\ o[stij de. ouvk e;cei( kai. o] e;cei avrqh,setai avpV
auvtou/Å
For whosoever hath, to him shall be given, and he shall have more abundance: but whosoever hath not, from
him shall be taken away even that he hath.
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有餘；凡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去。

(他)這個任何什麼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給與 在對(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成格外多； (他)這個任何什麼 然而也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並且 到於(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提起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同一者。

太 13:13 dia. tou/to evn parabolai/j auvtoi/j lalw/( o[ti ble,pontej ouv ble,pousin kai. avkou,ontej ouvk avkou,ousin ouvde.
suni,ousin(
Therefore speak I to them in parables: because they seeing see not; and hearing they hear not, neither do they
understand.
所以我用比喻對他們講，是因他們看也看不見，聽也聽不見，也不明白。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們)比喻 在對(他們)同一者 我現在持續發言講說， 是這樣

(他們)現正持續著眼觀看了的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著眼觀看，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聲聞耳聽了的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聲聞耳聽， 然而也不是地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貫通理解；

太 13:14 kai. avnaplhrou/tai auvtoi/j h` profhtei,a VHsai<ou h` le,gousa( VAkoh/| avkou,sete kai. ouv mh. sunh/te( kai.
ble,pontej ble,yete kai. ouv mh. i;dhteÅ
And in them is fulfilled the prophecy of Esaias, which saith, By hearing ye shall hear, and shall not underst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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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eeing ye shall see, and shall not perceive:
在他們身上，正應了以賽亞的預言，說：『你們聽是要聽見，卻不明白；看是要看見，卻不曉得；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補充到滿 在對(他們)同一者 (她)那 (她)預示宣達 從屬(他)以賽亞 (她)那

(她)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在對(她)聽聞 你們將要(持續)聲聞耳聽， 並且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貫通理解；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著眼觀看了的 你們將要(持續)著眼觀看， 並且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看見察覺；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補充到滿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們)同一者 (她)那 (她)預示宣達 從屬(他)以賽亞 (她)那

(她)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在對(她)聽聞 你們將要(持續)聲聞耳聽， 並且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貫通理解；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著眼觀看了的 你們將要(持續)著眼觀看， 並且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看見察覺；

太 13:15 evpacu,nqh ga.r h̀ kardi,a tou/ laou/ tou,tou( kai. toi/j wvsi.n bare,wj h;kousan kai. tou.j ovfqalmou.j auvtw/n
evka,mmusan( mh,pote i;dwsin toi/j ovfqalmoi/j kai. toi/j wvsi.n avkou,swsin kai. th/| kardi,a| sunw/sin kai.
evpistre,ywsin kai. iva,somai auvtou,jÅ
For this people's heart is waxed gross, and their ears are dull of hearing, and their eyes they have closed; lest at
any time they should see with their eyes, and hear with their ears, and should understand with their heart, and
should be converted, and I should heal them.
因為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發沉，眼睛閉著；恐怕眼睛看見，耳朵聽見，心裏明白，回轉過來，我就醫治他們。

』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加厚變肥 因為 (她)那 (她)內心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民百姓 從屬(他)那同一者， 並且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耳朵 沉重重壓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眼睛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下關緊閉住； 不會任何時候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看見察覺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眼睛， 並且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耳朵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聲聞耳聽， 並且

在對(她)那 在對(她)內心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貫通理解，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在上面轉動翻轉， 並且

我將要(持續)讓自己醫好治癒 到於(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加厚變肥 因為 (她)那 (她)內心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民百姓 從屬(他)那同一者， 並且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耳朵 沉重重壓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眼睛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下關緊閉住； 不會任何時候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看見察覺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眼睛， 並且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耳朵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聲聞耳聽， 並且

在對(她)那 在對(她)內心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貫通理解，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在上面轉動翻轉， 並且

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醫好治癒 到於(他們)同一者。

太 13:16 um̀w/n de. maka,rioi oi` ovfqalmoi. o[ti ble,pousin kai. ta. w=ta um̀w/n o[ti avkou,ousinÅ
But blessed are your eyes, for they see: and your ears, for they hear.
但你們的眼睛是有福的，因為看見了；你們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為聽見了。

從屬你們 然而也 (他們)蒙至高褔的 (他們)那些 (他們)眼睛， 是這樣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著眼觀看； 並且

(它們)那些 (它們)耳朵 從屬你們， 是這樣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聲聞耳聽。
[經文變異RT]

從屬你們 然而也 (他們)蒙至高褔的 (他們)那些 (他們)眼睛， 是這樣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著眼觀看； 並且

(它們)那些 (它們)耳朵 從屬你們， 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持續聲聞耳聽。

太 13:17 avmh.n ga.r le,gw ùmi/n o[ti polloi. profh/tai kai. di,kaioi evpequ,mhsan ivdei/n a] ble,pete kai. ouvk ei=dan( kai.
avkou/sai a] avkou,ete kai. ouvk h;kousanÅ
For verily I say unto you, That many prophets and righteous men have desired to see those things which ye see,
and have not seen them; and to hear those things which ye hear, and have not heard them.
我實在告訴你們，從前有許多先知和義人，要看你們所看的，卻沒有看見；要聽你們所聽的，卻沒有聽見。

阿們 因為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是這樣 (他們)許多的 (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並且 (他們)具公平正義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熱戀愛慕 那時(也是)要去看見察覺 到於(它們)這些個 你們現在持續著眼觀看，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看見清楚；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聲聞耳聽 到於(它們)這些個 你們現在持續聲聞耳聽，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太 13:18 ~Umei/j ou=n avkou,sate th.n parabolh.n tou/ spei,rantojÅ
Hear ye therefore the parable of the sower.
所以你們當聽這撒種的比喻。

你們 這樣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聲聞耳聽 到於(她)那 到於(她)比喻 從屬(他)那 從屬(他)那時(也是)散佈播撒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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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13:19 panto.j avkou,ontoj to.n lo,gon th/j basilei,aj kai. mh. sunie,ntoj e;rcetai ò ponhro.j kai. ar̀pa,zei to.
evsparme,non evn th/| kardi,a| auvtou/( ou-to,j evstin ò para. th.n òdo.n sparei,jÅ
When any one heareth the word of the kingdom, and understandeth it not, then cometh the wicked one, and
catcheth away that which was sown in his heart. This is he which received seed by the way side.
凡聽見天國道理不明白的，那惡者就來，把所撒在他心裏的，奪了去；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

從屬(他)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他)現正持續聲聞耳聽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她)那

從屬(她)王權國度 並且 不會/不要 從屬(他)現正持續貫通理解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他)那

(他)惡的，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強取劫奪 到於(它)那 到於(它)現在已經被散佈播撒了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內心 從屬(他)同一者；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在旁邊>到旁邊 到於(她)那

到於(她)道路途徑 (他)那時(也是)被散佈播撒了的。

太 13:20 ò de. evpi. ta. petrw,dh sparei,j( ou-to,j evstin ò to.n lo,gon avkou,wn kai. euvqu.j meta. cara/j lamba,nwn
auvto,n(
But he that received the seed into stony places, the same is he that heareth the word, and anon with joy
receiveth it;
撒在石頭地上的，就是人聽了道，當下歡喜領受；

(他)那 然而也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岩石地形的 (他)那時(也是)被散佈播撒了的，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他)現正持續聲聞耳聽了的 並且 平直直接地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歡喜快樂 (他)現正持續拿取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太 13:21 ouvk e;cei de. rì,zan evn èautw/| avlla. pro,skairo,j evstin( genome,nhj de. qli,yewj h' diwgmou/ dia. to.n lo,gon
euvqu.j skandali,zetaiÅ
Yet hath he not root in himself, but dureth for a while: for when tribulation or persecution ariseth because of the
word, by and by he is offended.
只因心裏沒有根，不過是暫時的；及至為道遭了患難，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然而也 到於(她)根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自己， 但乃是 (他)隨機暫時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從屬(她)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然而也 從屬(她)壓迫患難 甚或/或而 從屬(他)追趕逼迫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平直直接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誘陷絆倒。

太 13:22 ò de. eivj ta.j avka,nqaj sparei,j( ou-to,j evstin ò to.n lo,gon avkou,wn( kai. h` me,rimna tou/ aivw/noj kai. h`
avpa,th tou/ plou,tou sumpni,gei to.n lo,gon kai. a;karpoj gi,netaiÅ
He also that received seed among the thorns is he that heareth the word; and the care of this world, and the
deceitfulness of riches, choke the word, and he becometh unfruitful.
撒在荊棘裏的，就是人聽了道，後來有世上的思慮，錢財的迷惑，把道擠住了，不能結實。

(他)那 然而也 向內進入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荊棘 (他)那時(也是)被散佈播撒了的，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他)現正持續聲聞耳聽了的， 並且 (她)那

(她)分心掛慮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世紀時代 並且 (她)那 (她)欺矇誘騙 從屬(他)那 從屬(他)豐滿富足

他/她/它現在持續扼住擠壓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並且 (他)沒有果實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向內進入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荊棘 (他)那時(也是)被散佈播撒了的，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他)現正持續聲聞耳聽了的， 並且 (她)那

(她)分心掛慮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世紀時代 從屬(他)那同一者 並且 (她)那 (她)欺矇誘騙 從屬(他)那

從屬(他)豐滿富足 他/她/它現在持續扼住擠壓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並且 (他)沒有果實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太 13:23 ò de. evpi. th.n kalh.n gh/n sparei,j( ou-to,j evstin ò to.n lo,gon avkou,wn kai. suniei,j( o]j dh. karpoforei/ kai.
poiei/ o] me.n èkato,n( o] de. ex̀h,konta( o] de. tria,kontaÅ
But he that received seed into the good ground is he that heareth the word, and understandeth it; which also
beareth fruit, and bringeth forth, some an hundredfold, some sixty, some thirty.
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聽道明白了，後來結實，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

(他)那 然而也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美好適當的 到於(她)地土/地 (他)那時(也是)被散佈播撒了的，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他)現正持續聲聞耳聽了的 並且

(他)現正持續貫通理解了的； (他)這個 必然如此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負載攜帶果實，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它)這個 的確 到於(它們)一百個， (它)這個 然而也 到於(它們)六十個， (它)這個 然而也 到於(它們)三十個。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到於(她)那 到於(她)美好適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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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那時(也是)被散佈播撒了的，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他)現正持續聲聞耳聽了的 並且 (他)現正持續貫通理解了的； (他)這個 必然如此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負載攜帶果實，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它)這個 的確 到於(它們)一百個， (它)這個 然而也 到於(它們)六十個， (它)這個

然而也 到於(它們)三十個。

太 13:24 :Allhn parabolh.n pare,qhken auvtoi/j le,gwn( ~Wmoiw,qh h̀ basilei,a tw/n ouvranw/n avnqrw,pw| spei,ranti
kalo.n spe,rma evn tw/| avgrw/| auvtou/Å
Another parable put he forth unto them, saying, The kingdom of heaven is likened unto a man which sowed
good seed in his field:
耶穌又設個比喻對他們說：天國好像人撒好種在田裏；

到於(她)另外不同的 到於(她)比喻 他/她/它那時(也是)置放擺設在旁邊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促使為具同樣相同 (她)那 (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天空/天 在對(他)人

在對(他)那時(也是)散佈播撒了的 到於(它)美好適當的 到於(它)種裔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田野 從屬(他)同一者。

太 13:25 evn de. tw/| kaqeu,dein tou.j avnqrw,pouj h=lqen auvtou/ ò evcqro.j kai. evpe,speiren ziza,nia avna. me,son tou/
si,tou kai. avph/lqenÅ
But while men slept, his enemy came and sowed tares among the wheat, and went his way.
及至人睡覺的時候，有仇敵來，將稗子撒在麥子裏，就走了。

在內 然而也 在對(它)那 現要去持續睡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從屬(他)同一者

(他)那 (他)仇視敵對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上面散佈播撒 到於(它們)稗子 向上到/各向上到

到於(它)中間當中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穀物麥粒，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經文變異RT]

在內 然而也 在對(它)那 現要去持續睡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從屬(他)同一者

(他)那 (他)仇視敵對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散佈播撒 到於(它們)稗子 向上到/各向上到 到於(它)中間當中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穀物麥粒，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太 13:26 o[te de. evbla,sthsen ò co,rtoj kai. karpo.n evpoi,hsen( to,te evfa,nh kai. ta. ziza,niaÅ
But when the blade was sprung up, and brought forth fruit, then appeared the tares also.
到長苗吐穗的時候，稗子也顯出來。

當這時地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長苗生出 (他)那 (他)草場禾草 並且 到於(他)果實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當那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促為照亮顯明 並且 (它們)那些 (它們)稗子。

太 13:27 proselqo,ntej de. oì dou/loi tou/ oivkodespo,tou ei=pon auvtw/|( Ku,rie( ouvci. kalo.n spe,rma e;speiraj evn tw/|
sw/| avgrw/|È po,qen ou=n e;cei ziza,niaÈ
So the servants of the householder came and said unto him, Sir, didst not thou sow good seed in thy field? from
whence then hath it tares?
田主的僕人來告訴他說：主阿，你不是撒好種在田裏麼，從那裏來的稗子呢。

(他們)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了的 然而也 (他們)那些 (他們)奴僕 從屬(他)那 從屬(他)住處家室主宰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阿,(他)主人， 豈不是呢 到於(它)美好適當的 到於(它)種裔

你那時(也是)散佈播撒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你之物 在對(他)田野？ 從那裏地呢 這樣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它們)稗子？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了的 然而也 (他們)那些 (他們)奴僕 從屬(他)那 從屬(他)住處家室主宰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阿,(他)主人， 豈不是呢 到於(它)美好適當的 到於(它)種裔

你那時(也是)散佈播撒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你之物 在對(他)田野？ 從那裏地呢 這樣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稗子？

太 13:28 ò de. e;fh auvtoi/j( VEcqro.j a;nqrwpoj tou/to evpoi,hsenÅ oì de. dou/loi le,gousin auvtw/|( Qe,leij ou=n
avpelqo,ntej sulle,xwmen auvta,È
He said unto them, An enemy hath done this. The servants said unto him, Wilt thou then that we go and gather
them up?
主人說：這是仇敵作的。僕人說：你要我們去薅出來麼。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宣稱傳講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仇視敵對的 (他)人 到於(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奴僕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你現在持續定意 這樣 (他們)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了的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搜集 到於(它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宣稱傳講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仇視敵對的 (他)人 到於(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奴僕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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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現在持續定意 這樣 (他們)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了的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搜集 到於(它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WH]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宣稱傳講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仇視敵對的 (他)人 到於(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他們)那些 然而也 在對(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你現在持續定意 這樣

(他們)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了的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搜集 到於(它們)同一者？

太 13:29 ò de, fhsin( Ou;( mh,pote sulle,gontej ta. ziza,nia evkrizw,shte a[ma auvtoi/j to.n si/tonÅ
But he said, Nay; lest while ye gather up the tares, ye root up also the wheat with them.
主人說：不必，恐怕薅稗子，連麥子也拔出來。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宣稱傳講， 不是/不； 不會任何時候地 (他們)現正持續搜集了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稗子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連根拔出 同時一齊地 在對(它們)同一者 到於(他)那 到於(他)穀物麥粒。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宣稱傳講， 不是/不； 不會任何時候地 (他們)現正持續搜集了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稗子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連根拔出 同時一齊地 在對(它們)同一者 到於(他)那 到於(他)穀物麥粒。

太 13:30 a;fete sunauxa,nesqai avmfo,tera e[wj tou/ qerismou/( kai. evn kairw/| tou/ qerismou/ evrw/ toi/j qeristai/j(
Sulle,xate prw/ton ta. ziza,nia kai. dh,sate auvta. eivj de,smaj pro.j to. katakau/sai auvta,( to.n de. si/ton sunaga,gete
eivj th.n avpoqh,khn mouÅ
Let both grow together until the harvest: and in the time of harvest I will say to the reapers, Gather ye together
first the tares, and bind them in bundles to burn them: but gather the wheat into my barn.
容這兩樣一齊長，等著收割；當收割的時候，我要對收割的人說：先將稗子薅出來，捆成捆，留著燒；惟有麥子

，要收在倉裏。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任憑釋放離開 現要去持續被共同成長變大 到於(它們)兩方面的 一直直到 從屬(他)那

從屬(他)莊稼收成； 並且 在內 在對(他)場合時節 從屬(他)那 從屬(他)莊稼收成 我將要(持續)開聲言說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收取莊稼者，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搜集 首先地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稗子，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拴綁 到於(它們)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們)捆束，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焚燒燒毀 到於(它們)同一者； 到於(他)那 然而也 到於(他)穀物麥粒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聚集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收藏倉庫 從屬我。
[經文變異RT]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任憑釋放離開 現要去持續被共同成長變大 到於(它們)兩方面的 一直達到 從屬(他)那

從屬(他)莊稼收成； 從屬(他)莊稼收成； 並且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場合時節 從屬(他)那 從屬(他)莊稼收成

我將要(持續)開聲言說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收取莊稼者， 首先地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稗子，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拴綁 到於(它們)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們)捆束，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焚燒燒毀 到於(它們)同一者； 到於(他)那 然而也 到於(他)穀物麥粒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聚集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收藏倉庫 從屬我。
[經文變異WH]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任憑釋放離開 現要去持續被共同成長變大 到於(它們)兩方面的 一直直到 從屬(他)那

從屬(他)莊稼收成； 並且 在內 在對(他)場合時節 從屬(他)那 從屬(他)莊稼收成 我將要(持續)開聲言說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收取莊稼者，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搜集 首先地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稗子，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拴綁 到於(它們)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們)捆束，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焚燒燒毀 到於(它們)同一者； 到於(他)那 然而也 到於(他)穀物麥粒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聚集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收藏倉庫 從屬我。

太 13:31 :Allhn parabolh.n pare,qhken auvtoi/j le,gwn( ~Omoi,a evsti.n h` basilei,a tw/n ouvranw/n ko,kkw| sina,pewj(
o]n labw.n a;nqrwpoj e;speiren evn tw/| avgrw/| auvtou/\
Another parable put he forth unto them, saying, The kingdom of heaven is like to a grain of mustard seed, which
a man took, and sowed in his field:
他又設個比喻對他們說：天國好像一粒芥菜種，有人拿去種在田裏。

到於(她)另外不同的 到於(她)比喻 他/她/它那時(也是)置放擺設在旁邊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她)具同樣相同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天空/天 在對(他)種核顆粒

從屬(它)芥菜， 到於(他)這個 (他)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他)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散佈播撒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田野 從屬(他)同一者；

太 13:32 o] mikro,teron me,n evstin pa,ntwn tw/n sperma,twn( o[tan de. auvxhqh/| mei/zon tw/n laca,nwn evsti.n kai.
gi,netai de,ndron( w[ste evlqei/n ta. peteina. tou/ ouvranou/ kai. kataskhnou/n evn toi/j kla,doij auvtou/Å
Which indeed is the least of all seeds: but when it is grown, it is the greatest among herbs, and becometh a tree,
so that the birds of the air come and lodge in the branches there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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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原是百種裏最小的；等到長起來，卻比各樣的菜都大，且成了樹，天上的飛鳥來宿在他的枝上。

(它)這個 (它)更細微極小的 的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從屬(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種裔；

但凡當這時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成長變大， (它)更極大的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蔬菜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它)樹木， 以致 那時(也是)要去到來前往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飛鳥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並且 現要去持續搭帳棚居所住下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分枝 從屬(它)同一者。

太 13:33 :Allhn parabolh.n evla,lhsen auvtoi/j\ ~Omoi,a evsti.n h` basilei,a tw/n ouvranw/n zu,mh|( h]n labou/sa gunh.
evne,kruyen eivj avleu,rou sa,ta tri,a e[wj ou- evzumw,qh o[lonÅ
Another parable spake he unto them; The kingdom of heaven is like unto leaven, which a woman took, and hid
in three measures of meal, till the whole was leavened.
他又對他們講個比喻說：天國好像麵酵，有婦人拿來，藏在三斗麵裏，直等全團都發起來。

到於(她)另外不同的 到於(她)比喻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言講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她)具同樣相同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天空/天 在對(她)酵素， 到於(她)這個

(她)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她)女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內隱藏遮掩 向內進入 從屬(它)穀粉粗麵 到於(它們)細亞

到於(它們)三個， 一直直到 從屬(它)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發酵 (它)整個全部的。

太 13:34 Tau/ta pa,nta evla,lhsen ò VIhsou/j evn parabolai/j toi/j o;cloij kai. cwri.j parabolh/j ouvde.n evla,lei
auvtoi/j(
All these things spake Jesus unto the multitude in parables; and without a parable spake he not unto them:
這都是耶穌用比喻對眾人說的話；若不用比喻，就不對他們說甚麼。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言講說 (他)那 (他)耶穌 在內 在對(她們)比喻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群眾； 並且 脫離開地 從屬(她)比喻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發言講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言講說 (他)那 (他)耶穌 在內 在對(她們)比喻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群眾； 並且 脫離開地 從屬(她)比喻 不是/不 他/她/它當時持續發言講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太 13:35 o[pwj plhrwqh/| to. rh̀qe.n dia. tou/ profh,tou le,gontoj( VAnoi,xw evn parabolai/j to. sto,ma mou( evreu,xomai
kekrumme,na avpo. katabolh/j Îko,smouÐÅ
That it might be fulfilled which was spoken by the prophet, saying, I will open my mouth in parables; I will utter
things which have been kept secret from the foundation of the world.
這是要應驗先知的話，說：『我要開口用比喻，把創世以來所隱藏的事發明出來。』

這怎樣如何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促使成充滿添足 (它)那 (它)那時(也是)被發表言說了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那 從屬(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從屬(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我將要(持續)向上開啟打開 在內 在對(她們)比喻

到於(它)那 到於(它)口/嘴 從屬我； 我將要(持續)讓自己噴吐吐露 到於(它們)現在已經被隱藏遮掩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投置奠基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經文變異WH]

這怎樣如何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促使成充滿添足 (它)那 (它)那時(也是)被發表言說了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那 從屬(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從屬(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我將要(持續)向上開啟打開 在內 在對(她們)比喻

到於(它)那 到於(它)口/嘴 從屬我； 我將要(持續)讓自己噴吐吐露 到於(它們)現在已經被隱藏遮掩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投置奠基 。

太 13:36 To,te avfei.j tou.j o;clouj h=lqen eivj th.n oivki,anÅ kai. prosh/lqon auvtw/| oi` maqhtai. auvtou/ le,gontej(
Diasa,fhson hm̀i/n th.n parabolh.n tw/n zizani,wn tou/ avgrou/Å
Then Jesus sent the multitude away, and went into the house: and his disciples came unto him, saying, Declare
unto us the parable of the tares of the field.
當下耶穌離開眾人，進了房子；他的門徒進前來說：請把田間稗子的比喻，講給我們聽。

當那時地 (他)那時(也是)任憑釋放離開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群眾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住屋家庭；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 在對(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揭示講明 在對我們 到於(她)那 到於(她)比喻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稗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田野。
[經文變異RT]

當那時地 (他)那時(也是)任憑釋放離開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群眾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住屋家庭 (他)那 (他)耶穌；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 在對(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闡釋解明 在對我們 到於(她)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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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於(她)比喻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稗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田野。

太 13:37 ò de. avpokriqei.j ei=pen( ~O spei,rwn to. kalo.n spe,rma evsti.n ò uiò.j tou/ avnqrw,pou(
He answered and said unto them, He that soweth the good seed is the Son of man;
他回答說：那撒好種的，就是人子；

(他)那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那 (他)現正持續散佈播撒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美好適當的 到於(它)種裔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現正持續散佈播撒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美好適當的 到於(它)種裔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太 13:38 ò de. avgro,j evstin ò ko,smoj( to. de. kalo.n spe,rma ou-toi, eivsin oì uiòi. th/j basilei,aj\ ta. de. ziza,nia,
eivsin oi` uìoi. tou/ ponhrou/(
The field is the world; the good seed are the children of the kingdom; but the tares are the children of the wicked
one;
田地，就是世界；好種，就是天國之子；稗子，就是那惡者之子；

(他)那 然而也 (他)田野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美容妝束/世界； (它)那 然而也 (它)美好適當的 (它)種裔，

(他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那些 (他們)兒子 從屬(她)那 從屬(她)王權國度； (它們)那些 然而也

(它們)稗子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那些 (他們)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惡的；

太 13:39 ò de. evcqro.j ò spei,raj auvta, evstin ò dia,boloj( ò de. qerismo.j sunte,leia aivw/no,j evstin( oì de. qeristai.
a;ggeloi, eivsinÅ
The enemy that sowed them is the devil; the harvest is the end of the world; and the reapers are the angels.
撒稗子的仇敵，就是魔鬼；收割的時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

(他)那 然而也 (他)仇視敵對的 (他)那 (他)那時(也是)散佈播撒了的 到於(它們)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詆辱中傷的[常指魔鬼]； (他)那 然而也 (他)莊稼收成 (她)成就結局 從屬(他)世紀時代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收取莊稼者 (他們)使者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仇視敵對的 (他)那 (他)那時(也是)散佈播撒了的 到於(它們)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詆辱中傷的[常指魔鬼]； (他)那 然而也 (他)莊稼收成 (她)成就結局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世紀時代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收取莊稼者 (他們)使者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太 13:40 w[sper ou=n sulle,getai ta. ziza,nia kai. puri. ÎkataÐkai,etai( ou[twj e;stai evn th/| suntelei,a| tou/ aivw/noj\
As therefore the tares are gathered and burned in the fire; so shall it be in the end of this world.
將稗子薅出來，用火焚燒；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

甚至正如地 這樣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搜集 (它們)那些 (它們)稗子 並且 在對(它)火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焚燒燒毀

[或=他/她/它現在持續被點燃焚燒]， 那同一樣式地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成就結局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世紀時代。
[經文變異RT]

甚至正如地 這樣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搜集 (它們)那些 (它們)稗子 並且 在對(它)火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焚燒燒毀，

那同一樣式地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成就結局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世紀時代

從屬(他)那同一者。
[經文變異MT]

甚至正如地 這樣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搜集 (它們)那些 (它們)稗子 並且 在對(它)火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點燃焚燒，

那同一樣式地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成就結局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世紀時代

從屬(他)那同一者。

太 13:41 avpostelei/ ò uiò.j tou/ avnqrw,pou tou.j avgge,louj auvtou/( kai. sulle,xousin evk th/j basilei,aj auvtou/ pa,nta
ta. ska,ndala kai. tou.j poiou/ntaj th.n avnomi,an
The Son of man shall send forth his angels, and they shall gather out of his kingdom all things that offend, and
them which do iniquity;
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惡的，從他國裏挑出來，

他/她/它將要(持續)分派差遣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使者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搜集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機關陷阱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行出作成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不法，

太 13:42 kai. balou/sin auvtou.j eivj th.n ka,minon tou/ puro,j\ evkei/ e;stai ò klauqmo.j kai. ò brugmo.j tw/n ovdo,ntwnÅ
And shall cast them into a furnace of fire: there shall be wailing and gnashing of tee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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丟在火爐裏；在那裏必要哀哭切齒了。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投擲 到於(他們)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燃窯煉爐 從屬(它)那 從屬(它)火；

在那裏地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他)那 (他)哭泣哀號 並且 (他)那 (他)磨齒咬牙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牙齒。

太 13:43 To,te oi` di,kaioi evkla,myousin ẁj ò h[lioj evn th/| basilei,a| tou/ patro.j auvtw/nÅ ò e;cwn w=ta avkoue,twÅ
Then shall the righteous shine forth as the sun in the kingdom of their Father. Who hath ears to hear, let him
hear.
那時義人在他們父的國裏，要發出光來，像太陽一樣。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

當那時地 (他們)那些 (他們)具公平正義的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向外發光照耀出來 正如地 (他)那 (他)日頭太陽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它們)耳朵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聲聞耳聽。
[經文變異RT]

當那時地 (他們)那些 (他們)具公平正義的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向外發光照耀出來 正如地 (他)那 (他)日頭太陽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它們)耳朵 現要去持續聲聞耳聽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聲聞耳聽。

太 13:44 ~Omoi,a evsti.n h̀ basilei,a tw/n ouvranw/n qhsaurw/| kekrumme,nw| evn tw/| avgrw/|( o]n eùrw.n a;nqrwpoj
e;kruyen( kai. avpo. th/j cara/j auvtou/ ùpa,gei kai. pwlei/ pa,nta o[sa e;cei kai. avgora,zei to.n avgro.n evkei/nonÅ
Again, the kingdom of heaven is like unto treasure hid in a field; the which when a man hath found, he hideth,
and for joy thereof goeth and selleth all that he hath, and buyeth that field.
天國好像寶貝藏在地裏；人遇見了，就把他藏起來；歡歡喜喜的去變賣一切所有的，買這塊地。

(她)具同樣相同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天空/天 在對(他)寶藏財物

在對(他)現在已經被隱藏遮掩了的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田野； 到於(他)這個 (他)那時(也是)找到尋見了的 (他)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隱藏遮掩， 並且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歡喜快樂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退開去，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售賣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這每一切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購買 到於(他)那 到於(他)田野 到於(他)在那裏的那個。
[經文變異RT]

重新又再地 (她)具同樣相同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天空/天

在對(他)寶藏財物 在對(他)現在已經被隱藏遮掩了的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田野； 到於(他)這個

(他)那時(也是)找到尋見了的 (他)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隱藏遮掩， 並且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歡喜快樂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退開去； 並且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這每一切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他/她/它現在持續售賣；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購買 到於(他)那 到於(他)田野

到於(他)在那裏的那個。
[經文變異WH]

(她)具同樣相同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天空/天 在對(他)寶藏財物

在對(他)現在已經被隱藏遮掩了的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田野； 到於(他)這個 (他)那時(也是)找到尋見了的 (他)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隱藏遮掩， 並且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歡喜快樂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退開去，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售賣 到於(它們)這每一切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購買 到於(他)那 到於(他)田野 到於(他)在那裏的那個。

太 13:45 Pa,lin òmoi,a evsti.n h` basilei,a tw/n ouvranw/n avnqrw,pw| evmpo,rw| zhtou/nti kalou.j margari,taj\
Again, the kingdom of heaven is like unto a merchant man, seeking goodly pearls:
天國又好像買賣人，尋找好珠子；

重新又再地 (她)具同樣相同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天空/天

在對(他)人 在對(他)在內來去買賣之人 在對(他)現正持續探索尋求了的 到於(他們)美好適當的 到於(他們)珍珠；
[經文變異WH]

重新又再地 (她)具同樣相同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天空/天

在對(他)在內來去買賣之人 在對(他)現正持續探索尋求了的 到於(他們)美好適當的 到於(他們)珍珠；

太 13:46 eùrw.n de. e[na polu,timon margari,thn avpelqw.n pe,praken pa,nta o[sa ei=cen kai. hvgo,rasen auvto,nÅ
Who, when he had found one pearl of great price, went and sold all that he had, and bought it.
遇見一顆重價的珠子，就去變賣他一切所有的，買了這顆珠子。

(他)那時(也是)找到尋見了的 然而也 到於(他)一個 到於(他)價值極貴的 到於(他)珍珠，

(他)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了的 他/她/它現在已經出售變賣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這每一切

他/她/它當時持續持有，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購買 到於(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這個 (他)那時(也是)找到尋見了的 到於(他)一個 到於(他)價值極貴的 到於(他)珍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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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了的 他/她/它現在已經出售變賣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這每一切

他/她/它當時持續持有，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購買 到於(他)同一者。

太 13:47 Pa,lin òmoi,a evsti.n h` basilei,a tw/n ouvranw/n sagh,nh| blhqei,sh| eivj th.n qa,lassan kai. evk panto.j ge,nouj
sunagagou,sh|\
Again, the kingdom of heaven is like unto a net, that was cast into the sea, and gathered of every kind:
天國又好像網撒在海裏，聚攏各樣水族。

重新又再地 (她)具同樣相同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天空/天

在對(她)大型捕魚圍網 在對(她)那時(也是)被投擲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海 並且 向外出來

從屬(它)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它)族類 在對(她)那時(也是)聚集了的；

太 13:48 h]n o[te evplhrw,qh avnabiba,santej evpi. to.n aivgialo.n kai. kaqi,santej sune,lexan ta. kala. eivj a;ggh( ta. de.
sapra. e;xw e;balonÅ
Which, when it was full, they drew to shore, and sat down, and gathered the good into vessels, but cast the bad
away.
網既滿了，人就拉上岸來坐下，揀好的收在器具裏，將不好的丟棄了。

到於(她)這個， 當這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促使成充滿添足， (他們)那時(也是)拉上來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那 到於(他)海岸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就座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搜集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美好適當的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提桶容器， 到於(它們)那些 然而也 到於(它們)朽爛腐壞的 在外面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投擲。
[經文變異RT]

到於(她)這個， 當這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促使成充滿添足， (他們)那時(也是)拉上來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那 到於(他)海岸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就座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搜集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美好適當的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小提桶容器， 到於(它們)那些 然而也 到於(它們)朽爛腐壞的 在外面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投擲。

太 13:49 ou[twj e;stai evn th/| suntelei,a| tou/ aivw/noj\ evxeleu,sontai oi` a;ggeloi kai. avforiou/sin tou.j ponhrou.j evk
me,sou tw/n dikai,wn
So shall it be at the end of the world: the angels shall come forth, and sever the wicked from among the just,
世界的末了，也要這樣；天使要出來從義人中，把惡人分別出來，

那同一樣式地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成就結局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世紀時代；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他們)那些 (他們)使者，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界定分開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惡的 向外出來 從屬(它)中間當中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具公平正義的，

太 13:50 kai. balou/sin auvtou.j eivj th.n ka,minon tou/ puro,j\ evkei/ e;stai ò klauqmo.j kai. ò brugmo.j tw/n ovdo,ntwnÅ
And shall cast them into the furnace of fire: there shall be wailing and gnashing of teeth.
丟在火爐裏；在那裏必要哀哭切齒了。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投擲 到於(他們)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燃窯煉爐 從屬(它)那 從屬(它)火；

在那裏地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他)那 (他)哭泣哀號 並且 (他)那 (他)磨齒咬牙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牙齒。

太 13:51 Sunh,kate tau/ta pa,ntaÈ le,gousin auvtw/|( Nai,Å
Jesus saith unto them, Have ye understood all these things? They say unto him, Yea, Lord.
耶穌說：這一切的話你們都明白了麼。他們說：我們明白了。

你們那時(也是)貫通理解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誠然為是。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你們那時(也是)貫通理解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誠然為是； 阿,(他)主人。

太 13:52 ò de. ei=pen auvtoi/j( Dia. tou/to pa/j grammateu.j maqhteuqei.j th/| basilei,a| tw/n ouvranw/n o[moio,j evstin
avnqrw,pw| oivkodespo,th|( o[stij evkba,llei evk tou/ qhsaurou/ auvtou/ kaina. kai. palaia,Å
Then said he unto them, Therefore every scribe which is instructed unto the kingdom of heaven is like unto a
man that is an householder, which bringeth forth out of his treasure things new and old.
他說：凡文士受教作天國的門徒，就像一個家主，從他庫裏拿出新舊的東西來。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同一者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書記文士 (他)那時(也是)被作門徒了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天空/天 (他)具同樣相同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對(他)人 在對(他)住處家室主宰者， (他)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向外投擲出來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寶藏財物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它們)嶄新的 並且

到於(它們)老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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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同一者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書記文士 (他)那時(也是)被作門徒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天空/天 (他)具同樣相同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對(他)人 在對(他)住處家室主宰者， (他)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向外投擲出來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寶藏財物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它們)嶄新的 並且

到於(它們)老舊的。

太 13:53 Kai. evge,neto o[te evte,lesen ò VIhsou/j ta.j parabola.j tau,taj( meth/ren evkei/qenÅ
And it came to pass, that when Jesus had finished these parables, he departed thence.
耶穌說完了這些比喻，就離開那裏，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當這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完成 (他)那 (他)耶穌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比喻 到於(她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轉換遷移地方 從那裏地。

太 13:54 kai. evlqw.n eivj th.n patri,da auvtou/ evdi,dasken auvtou.j evn th/| sunagwgh/| auvtw/n( w[ste evkplh,ssesqai
auvtou.j kai. le,gein( Po,qen tou,tw| h` sofi,a au[th kai. ai` duna,meijÈ
And when he was come into his own country, he taught them in their synagogue, insomuch that they were
astonished, and said, Whence hath this man this wisdom, and these mighty works?
來到自己的家鄉，在會堂裏教訓人，甚至他們都希奇，說：這人從那裏有這等智慧，和異能呢。

並且 (他)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父鄉祖籍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教導

到於(他們)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會堂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以致 現要去持續被震驚詫異 到於(他們)同一者

並且 現要去持續道說， 從那裏地呢 在對(他)那同一者 (她)那 (她)智慧 (她)那同一者 並且 (她們)那些

(她們)能力權能？

太 13:55 ouvc ou-to,j evstin ò tou/ te,ktonoj uiò,jÈ ouvc h` mh,thr auvtou/ le,getai Maria.m kai. oi` avdelfoi. auvtou/
VIa,kwboj kai. VIwsh.f kai. Si,mwn kai. VIou,dajÈ
Is not this the carpenter's son? is not his mother called Mary? and his brethren, James, and Joses, and Simon,
and Judas?
這不是木匠的兒子麼；他母親不是叫馬利亞麼；他弟兄們不是叫雅各，約西，〔有古卷作約瑟〕西門，猶大麼；

豈非呢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從屬(他)那 從屬(他)木匠 (他)兒子？ 豈非呢 (她)那 (她)母親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道說 (她)馬利亞，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弟兄 從屬(他)同一者 (他)雅各 並且

(他)約瑟 並且 (他)西門 並且 (他)猶大？
[經文變異RT]

豈非呢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從屬(他)那 從屬(他)木匠 (他)兒子？ 豈非呢 (她)那 (她)母親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道說 (她)馬利亞，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弟兄 從屬(他)同一者 (他)雅各 並且

(他)約西 並且 (他)西門 並且 (他)猶大？

太 13:56 kai. aì avdelfai. auvtou/ ouvci. pa/sai pro.j hm̀a/j eivsinÈ po,qen ou=n tou,tw| tau/ta pa,ntaÈ
And his sisters, are they not all with us? Whence then hath this man all these things?
他妹妹們不是都在我們這裏麼；這人從那裏有這一切的事呢。

並且 (她們)那些 (她們)姊妹 從屬(他)同一者 豈不是呢 (她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我們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從那裏地呢 這樣 在對(他)那同一者 (它們)那同一者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太 13:57 kai. evskandali,zonto evn auvtw/|Å ò de. VIhsou/j ei=pen auvtoi/j( Ouvk e;stin profh,thj a;timoj eiv mh. evn th/|
patri,di kai. evn th/| oivki,a| auvtou/Å
And they were offended in him. But Jesus said unto them, A prophet is not without honour, save in his own
country, and in his own house.
他們就厭棄他。〔厭棄他原文作因他跌倒〕耶穌對他們說：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沒有不被人尊敬的。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被誘陷絆倒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然而也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他)羞賤卑微的， 若是 不會/不要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父鄉祖籍 並且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住屋家庭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被誘陷絆倒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然而也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他)羞賤卑微的， 若是 不會/不要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父鄉祖籍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住屋家庭 從屬(他)同一者。

太 13:58 kai. ouvk evpoi,hsen evkei/ duna,meij polla.j dia. th.n avpisti,an auvtw/nÅ
And he did not many mighty works there because of their unbelief.
耶穌因為他們不信，就在那裏不多行異能了。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在那裏地 到於(她們)能力權能 到於(她們)許多的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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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於(她)那 到於(她)缺誠乏信 從屬(他們)同一者。

太 14:1 VEn evkei,nw| tw/| kairw/| h;kousen ~Hrw,|dhj ò tetraa,rchj th.n avkoh.n VIhsou/(
At that time Herod the tetrarch heard of the fame of Jesus,
那時分封的王希律，聽見耶穌的名聲，

在內 在對(他)在那裏的那個 在對(他)那 在對(他)場合時節 他/她/它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他)希律 (他)那 (他)分封的王

到於(她)那 到於(她)聽聞 從屬(他)耶穌，

太 14:2 kai. ei=pen toi/j paisi.n auvtou/( Ou-to,j evstin VIwa,nnhj ò baptisth,j\ auvto.j hvge,rqh avpo. tw/n nekrw/n kai.
dia. tou/to ai` duna,meij evnergou/sin evn auvtw/|Å
And said unto his servants, This is John the Baptist; he is risen from the dead; and therefore mighty works do
shew forth themselves in him.
就對臣僕說：這是施洗的約翰從死裏復活，所以這些異能從他裏面發出來。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孩童/下屬 從屬(他)同一者，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約翰 (他)那 (他)浸洗者； (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喚醒起來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死掉的， 並且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同一者 (她們)那些 (她們)能力權能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成有功效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太 14:3 ~O ga.r ~Hrw,|dhj krath,saj to.n VIwa,nnhn e;dhsen Îauvto.nÐ kai. evn fulakh/| avpe,qeto dia. ~Hrw|dia,da th.n
gunai/ka Fili,ppou tou/ avdelfou/ auvtou/\
For Herod had laid hold on John, and bound him, and put him in prison for Herodias' sake, his brother Philip's
wife.
起先希律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羅底的緣故，把約翰拿住鎖在監裏。

(他)那 因為 (他)希律 (他)那時(也是)掌控抓住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約翰 他/她/它那時(也是)拴綁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在內 在對(她)夜更/監獄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置開移掉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她)希羅底 到於(她)那

到於(她)女人 從屬(他)腓利 從屬(他)那 從屬(他)弟兄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那 因為 (他)希律 (他)那時(也是)掌控抓住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約翰 他/她/它那時(也是)拴綁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置放擺設 在內 在對(她)夜更/監獄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她)希羅底 到於(她)那

到於(她)女人 從屬(他)腓利 從屬(他)那 從屬(他)弟兄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WH]

(他)那 因為 (他)希律 (他)那時(也是)掌控抓住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約翰 他/她/它那時(也是)拴綁， 並且 在內

在對(她)夜更/監獄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置開移掉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她)希羅底 到於(她)那 到於(她)女人

從屬(他)腓利 從屬(他)那 從屬(他)弟兄 從屬(他)同一者；

太 14:4 e;legen ga.r ò VIwa,nnhj auvtw/|( Ouvk e;xesti,n soi e;cein auvth,nÅ
For John said unto him, It is not lawful for thee to have her.
因為約翰曾對他說：你娶這婦人是不合理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因為 (他)那 (他)約翰 在對(他)同一者，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合乎法理[非人稱用法] 在對你

現要去持續持有 到於(她)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因為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約翰，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合乎法理[非人稱用法] 在對你

現要去持續持有 到於(她)同一者。

太 14:5 kai. qe,lwn auvto.n avpoktei/nai evfobh,qh to.n o;clon( o[ti wj̀ profh,thn auvto.n ei=conÅ
And when he would have put him to death, he feared the multitude, because they counted him as a prophet.
希律就想要殺他，只是怕百姓；因為他們以約翰為先知。

並且 (他)現正持續定意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殺害除掉，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成驚恐畏懼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群眾， 是這樣 正如地 到於(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持有。

太 14:6 genesi,oij de. genome,noij tou/ ~Hrw,|dou wvrch,sato h` quga,thr th/j ~Hrw|dia,doj evn tw/| me,sw| kai. h;resen tw/|
~Hrw,|dh|(
But when Herod's birthday was kept, the daughter of Herodias danced before them, and pleased Herod.
到了希律的生日，希羅底的女兒，在眾人面前跳舞，使希律歡喜。

在對(它們)壽宴禮儀 然而也 在對(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希律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跳舞 (她)那 (她)女兒 從屬(她)那 從屬(她)希羅底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中間當中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取悅 在對(他)那 在對(他)希律；
[經文變異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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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屬(它們)壽宴禮儀 然而也 從屬(它們)現正持續被帶領了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希律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跳舞

(她)那 (她)女兒 從屬(她)那 從屬(她)希羅底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中間當中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取悅

在對(他)那 在對(他)希律；

太 14:7 o[qen meqV o[rkou ẁmolo,ghsen auvth/| dou/nai o] eva.n aivth,shtaiÅ
Whereupon he promised with an oath to give her whatsoever she would ask.
希律就起誓，應許隨他所求的給他。

從這裏地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誓言制約 他/她/它那時(也是)同意承認 在對(她)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給與

到於(它)這個 但凡若是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索問要求。

太 14:8 h` de. probibasqei/sa up̀o. th/j mhtro.j auvth/j( Do,j moi( fhsi,n( w-de evpi. pi,naki th.n kefalh.n VIwa,nnou tou/
baptistou/Å
And she, being before instructed of her mother, said, Give me here John Baptist's head in a charger.
女兒被母親所使，就說：請把施洗約翰的頭，放在盤子裏，拿來給我。

(她)那 然而也 (她)那時(也是)被敦促向前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她)那 從屬(她)母親 從屬(她)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就要給與 在對我，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宣稱傳講， 也就在此地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淺平盤子

到於(她)那 到於(她)頭 從屬(他)約翰 從屬(他)那 從屬(他)浸洗者。

太 14:9 kai. luphqei.j ò basileu.j dia. tou.j o[rkouj kai. tou.j sunanakeime,nouj evke,leusen doqh/nai(
And the king was sorry: nevertheless for the oath's sake, and them which sat with him at meat, he commanded
it to be given her.
王便憂愁，但因他所起的誓，又因同席的人，就吩咐給他。

並且 (他)那時(也是)被致憂傷愁苦了的 (他)那 (他)君王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誓言制約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共同靠躺坐席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出言吩咐

那時(也是)要去被給與；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致憂傷愁苦 (他)那 (他)君王；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然而也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誓言制約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共同靠躺坐席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出言吩咐

那時(也是)要去被給與；

太 14:10 kai. pe,myaj avpekefa,lisen Îto.nÐ VIwa,nnhn evn th/| fulakh/|Å
And he sent, and beheaded John in the prison.
於是打發人去，在監裏斬了約翰；

並且 (他)那時(也是)差送打發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斬首砍頭 到於(他)那 到於(他)約翰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夜更/監獄。
[經文變異WH]

並且 (他)那時(也是)差送打發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斬首砍頭 到於(他)約翰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夜更/監獄。

太 14:11 kai. hvne,cqh h̀ kefalh. auvtou/ evpi. pi,naki kai. evdo,qh tw/| korasi,w|( kai. h;negken th/| mhtri. auvth/jÅ
And his head was brought in a charger, and given to the damsel: and she brought it to her mother.
把頭放在盤子裏，拿來給了女子；女子拿去給他母親。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負載攜帶 (她)那 (她)頭 從屬(他)同一者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淺平盤子，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給與 在對(它)那 在對(它)少女；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負載攜帶 在對(她)那 在對(她)母親

從屬(她)同一者。

太 14:12 kai. proselqo,ntej oi` maqhtai. auvtou/ h=ran to. ptw/ma kai. e;qayan auvto.ÎnÐ kai. evlqo,ntej avph,ggeilan tw/|
VIhsou/Å
And his disciples came, and took up the body, and buried it, and went and told Jesus.
約翰的門徒來，把屍首領去，埋葬了；就去告訴耶穌。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了的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提起

到於(它)那 到於(它)屍首，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殯殮埋葬 到於(他)同一者 [或=到於(它)同一者]；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從那裏報信通告 在對(他)那 在對(他)耶穌。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了的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提起

到於(它)那 到於(它)身體，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殯殮埋葬 到於(它)同一者；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從那裏報信通告 在對(他)那 在對(他)耶穌。

太 14:13 VAkou,saj de. ò VIhsou/j avnecw,rhsen evkei/qen evn ploi,w| eivj e;rhmon to,pon katV ivdi,an\ kai. avkou,santej oi`
o;cloi hvkolou,qhsan auvtw/| pezh/| avpo. tw/n po,lewnÅ
When Jesus heard of it, he departed thence by ship into a desert place apart: and when the people had he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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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of, they followed him on foot out of the cities.
耶穌聽見了，就上船從那裏獨自退到野地裏去；眾人聽見，就從各城裏步行跟隨他。

(他)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撤空退回 從那裏地 在內 在對(它)船隻

向內進入 到於(他)孤獨荒涼的 到於(他)地點處所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私人個別的；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他們)那些 (他們)群眾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跟隨 在對(他)同一者 步行地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城邑。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撤空退回 從那裏地 在內 在對(它)船隻

向內進入 到於(他)孤獨荒涼的 到於(他)地點處所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私人個別的；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他們)那些 (他們)群眾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跟隨 在對(他)同一者 步行地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城邑。

太 14:14 kai. evxelqw.n ei=den polu.n o;clon kai. evsplagcni,sqh evpV auvtoi/j kai. evqera,peusen tou.j avrrw,stouj auvtw/nÅ
And Jesus went forth, and saw a great multitude, and was moved with compassion toward them, and he healed
their sick.
耶穌出來，見有許多的人，就憐憫他們，治好了他們的病人。

並且 (他)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他)許多的 到於(他)群眾，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動憐慈心腸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侍候紓解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衰弱生病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他)許多的

到於(他)群眾，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動憐慈心腸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侍候紓解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衰弱生病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太 14:15 ovyi,aj de. genome,nhj prosh/lqon auvtw/| oì maqhtai. le,gontej( :Erhmo,j evstin ò to,poj kai. h̀ w[ra h;dh
parh/lqen\ avpo,luson tou.j o;clouj( i[na avpelqo,ntej eivj ta.j kw,maj avgora,swsin èautoi/j brw,mataÅ
And when it was evening, his disciples came to him, saying, This is a desert place, and the time is now past;
send the multitude away, that they may go into the villages, and buy themselves victuals.
天將晚的時候，門徒進前來說：這是野地，時候已經過了；請叫眾人散開，他們好往村子裏去，自己買喫的。

從屬(她)具將近晚的 然而也 從屬(她)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

在對(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他)孤獨荒涼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地點處所， 並且 (她)那 (她)鐘點時刻 甚而已然如此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旁邊過去；

你那時(也是)就要打發離開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群眾， 為要 (他們)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鄉村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購買 在對(他們)同一者自己 到於(它們)食物。
[經文變異RT]

從屬(她)具將近晚的 然而也 從屬(她)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

在對(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他)孤獨荒涼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地點處所， 並且 (她)那 (她)鐘點時刻 甚而已然如此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旁邊過去；

你那時(也是)就要打發離開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群眾， 為要 (他們)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鄉村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購買 在對(他們)同一者自己 到於(它們)食物。

太 14:16 ò de. Îvihsou/jÐ ei=pen auvtoi/j( Ouv crei,an e;cousin avpelqei/n( do,te auvtoi/j ùmei/j fagei/nÅ
But Jesus said unto them, They need not depart; give ye them to eat.
耶穌說：不用他們去，你們給他們喫罷。

(他)那 然而也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不是/不 到於(她)需用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持有 那時(也是)要去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給與 在對(他們)同一者 你們

那時(也是)要去吃食。
[經文變異Tischendorph]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不是/不 到於(她)需用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持有

那時(也是)要去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給與 在對(他們)同一者 你們 那時(也是)要去吃食。

太 14:17 oi` de. le,gousin auvtw/|( Ouvk e;comen w-de eiv mh. pe,nte a;rtouj kai. du,o ivcqu,ajÅ
And they say unto him, We have here but five loaves, and two fishes.
門徒說：我們這裏只有五個餅，兩條魚。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不是/不 我們現在持續持有 也就在此地， 若是

不會/不要 到於(他們)五個 到於(他們)麵餅 並且 到於(他們)二個/兩個 到於(他們)魚。

太 14:18 ò de. ei=pen( Fe,rete, moi w-de auvtou,j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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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said, Bring them hither to me.
耶穌說：拿過來給我。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負載攜帶 在對我 也就在此地 到於(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負載攜帶 在對我 到於(他們)同一者 也就在此地。

太 14:19 kai. keleu,saj tou.j o;clouj avnakliqh/nai evpi. tou/ co,rtou( labw.n tou.j pe,nte a;rtouj kai. tou.j du,o ivcqu,aj(
avnable,yaj eivj to.n ouvrano.n euvlo,ghsen kai. kla,saj e;dwken toi/j maqhtai/j tou.j a;rtouj( oì de. maqhtai. toi/j
o;cloijÅ
And he commanded the multitude to sit down on the grass, and took the five loaves, and the two fishes, and
looking up to heaven, he blessed, and brake, and gave the loaves to his disciples, and the disciples to the
multitude.
於是吩咐眾人坐在草地上；就拿著這五個餅，兩條魚，望著天，祝福，擘開餅，遞給門徒；門徒又遞給眾人。

並且 (他)那時(也是)出言吩咐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群眾 那時(也是)要去被使斜靠後臥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他)那 從屬(他)草場禾草， (他)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五個 到於(他們)麵餅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二個/兩個 到於(他們)魚， (他)那時(也是)再向上著眼觀看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天空/天 他/她/它那時(也是)祝福稱讚， 並且 (他)那時(也是)折裂破開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門徒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麵餅，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門徒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群眾。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出言吩咐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群眾 那時(也是)要去被使斜靠後臥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他)那 從屬(他)草場禾草， 並且 (他)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五個 到於(他們)麵餅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二個/兩個 到於(他們)魚， (他)那時(也是)再向上著眼觀看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天空/天 他/她/它那時(也是)祝福稱讚， 並且 (他)那時(也是)折裂破開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門徒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麵餅，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門徒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群眾。

太 14:20 kai. e;fagon pa,ntej kai. evcorta,sqhsan( kai. h=ran to. perisseu/on tw/n klasma,twn dw,deka kofi,nouj
plh,reijÅ
And they did all eat, and were filled: and they took up of the fragments that remained twelve baskets full.
他們都喫，並且喫飽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來，裝滿了十二個籃子。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吃食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餵飽；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提起 到於(它)那 到於(它)現正持續成格外多了的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碎片 到於(他們)十二個

到於(他們)柳條籃子 到於(他們)充滿添足的。

太 14:21 oi` de. evsqi,ontej h=san a;ndrej ẁsei. pentakisci,lioi cwri.j gunaikw/n kai. paidi,wnÅ
And they that had eaten were about five thousand men, beside women and children.
喫的人除了婦女孩子，約有五千。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現正持續喫食了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他們)男人/丈夫 正如好像地 (他們)五千個

脫離開地 從屬(她們)女人 並且 從屬(它們)小孩童。

太 14:22 Kai. euvqe,wj hvna,gkasen tou.j maqhta.j evmbh/nai eivj to. ploi/on kai. proa,gein auvto.n eivj to. pe,ran( e[wj ou-
avpolu,sh| tou.j o;cloujÅ
And straightway Jesus constrained his disciples to get into a ship, and to go before him unto the other side,
while he sent the multitudes away.
耶穌隨即催門徒上船，先渡到那邊去，等他叫眾人散開。

並且 平直直接地[同#2117] 他/她/它那時(也是)迫使必須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門徒 那時(也是)要去步入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船隻， 並且 現要去持續帶領在前面 到於(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於那邊地，

一直直到 從屬(它)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打發離開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群眾。
[經文變異RT]

並且 平直直接地[同#2117] 他/她/它那時(也是)迫使必須 (他)那 (他)耶穌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步入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船隻， 並且 現要去持續帶領在前面

到於(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於那邊地， 一直直到 從屬(它)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打發離開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群眾。
[經文變異WH]

並且 平直直接地[同#2117] 他/她/它那時(也是)迫使必須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門徒 那時(也是)要去步入 向內進入

到於(它)船隻， 並且 現要去持續帶領在前面 到於(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於那邊地， 一直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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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屬(它)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打發離開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群眾。

太 14:23 kai. avpolu,saj tou.j o;clouj avne,bh eivj to. o;roj katV ivdi,an proseu,xasqaiÅ ovyi,aj de. genome,nhj mo,noj h=n
evkei/Å
And when he had sent the multitudes away, he went up into a mountain apart to pray: and when the evening
was come, he was there alone.
散了眾人以後，他就獨自上山去禱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裏。

並且 (他)那時(也是)打發離開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群眾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上行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高山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私人個別的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祈禱求告。 從屬(她)具將近晚的 然而也

從屬(她)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他)僅有單獨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在那裏地。

太 14:24 to. de. ploi/on h;dh stadi,ouj pollou.j avpo. th/j gh/j avpei/cen basanizo,menon up̀o. tw/n kuma,twn( h=n ga.r
evnanti,oj ò a;nemojÅ
But the ship was now in the midst of the sea, tossed with waves: for the wind was contrary.
那時船在海中，因風不順，被浪搖撼。

(它)那 然而也 (它)船隻 甚而已然如此地 到於(他們)具606.75英尺長的賽跑道 到於(他們)許多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從那裏有足夠， (它)現正持續被使有考驗折磨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波浪；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因為 (他)相對拮抗的 (他)那 (他)風。
[經文變異RT]

(它)那 然而也 (它)船隻 甚而已然如此地 到於(它)中間當中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海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它)現正持續被使有考驗折磨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波浪；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因為

(他)相對拮抗的 (他)那 (他)風。

太 14:25 teta,rth| de. fulakh/| th/j nukto.j h=lqen pro.j auvtou.j peripatw/n evpi. th.n qa,lassanÅ
And in the fourth watch of the night Jesus went unto them, walking on the sea.
夜裏四更天，耶穌在海面上走，往門徒那裏去。

在對(她)第四的 然而也 在對(她)夜更/監獄 從屬(她)那 從屬(她)夜晚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來往昂然踏行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海。
[經文變異RT]

在對(她)第四的 然而也 在對(她)夜更/監獄 從屬(她)那 從屬(她)夜晚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他)現正持續來往昂然踏行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海。

太 14:26 oi` de. maqhtai. ivdo,ntej auvto.n evpi. th/j qala,sshj peripatou/nta evtara,cqhsan le,gontej o[ti Fa,ntasma,
evstin( kai. avpo. tou/ fo,bou e;kraxanÅ
And when the disciples saw him walking on the sea, they were troubled, saying, It is a spirit; and they cried out
for fear.
門徒看見他在海面上走，就驚慌了，說：是個鬼怪；便害怕，喊叫起來。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門徒 (他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海

到於(他)現正持續來往昂然踏行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攪動擾亂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是這樣 (它)幽靈幻象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並且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畏懼害怕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嘶聲吶喊。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海

到於(他)現正持續來往昂然踏行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攪動擾亂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是這樣 (它)幽靈幻象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並且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畏懼害怕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嘶聲吶喊。

太 14:27 euvqu.j de. evla,lhsen Îò VIhsou/jÐ auvtoi/j le,gwn( Qarsei/te( evgw, eivmi\ mh. fobei/sqeÅ
But straightway Jesus spake unto them, saying, Be of good cheer; it is I; be not afraid.
耶穌連忙對他們說：你們放心；是我，不要怕。

平直直接地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言講說 (他)那 (他)耶穌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具勇氣自信； 我 我現在持續是；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成驚恐畏懼。
[經文變異RT]

平直直接地[同#2117]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言講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具勇氣自信； 我 我現在持續是；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成驚恐畏懼。

太 14:28 avpokriqei.j de. auvtw/| o` Pe,troj ei=pen( Ku,rie( eiv su. ei=( ke,leuso,n me evlqei/n pro,j se evpi. ta. u[dataÅ
And Peter answered him and said, Lord, if it be thou, bid me come unto thee on the water.
彼得說：主，如果是你，請叫我從水面上走到你那裏去。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然而也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彼得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阿,(他)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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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 你 你現在持續是， 你那時(也是)就要出言吩咐 到於我 那時(也是)要去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水。
[經文變異RT]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然而也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彼得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阿,(他)主人，

若是 你 你現在持續是， 你那時(也是)就要出言吩咐 到於我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 那時(也是)要去到來前往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水。
[經文變異WH]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彼得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阿,(他)主人，

若是 你 你現在持續是， 你那時(也是)就要出言吩咐 到於我 那時(也是)要去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水。

太 14:29 ò de. ei=pen( VElqe,Å kai. kataba.j avpo. tou/ ploi,ou ÎoÐ̀ Pe,troj periepa,thsen evpi. ta. u[data kai. h=lqen pro.j
to.n VIhsou/nÅ
And he said, Come. And when Peter was come down out of the ship, he walked on the water, to go to Jesus.
耶穌說：你來罷。彼得就從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穌那裏去；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你那時(也是)就要到來前往。 並且 (他)那時(也是)向下行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那 從屬(它)船隻 (他)那 (他)彼得 他/她/它那時(也是)來往昂然踏行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水，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你那時(也是)就要到來前往。 並且 (他)那時(也是)向下行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那 從屬(它)船隻 (他)那 (他)彼得 他/她/它那時(也是)來往昂然踏行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水 那時(也是)要去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經文變異WH]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你那時(也是)就要到來前往。 並且 (他)那時(也是)向下行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那 從屬(它)船隻 (他)彼得 他/她/它那時(也是)來往昂然踏行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水，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太 14:30 ble,pwn de. to.n a;nemon Îivscuro.nÐ evfobh,qh( kai. avrxa,menoj kataponti,zesqai e;kraxen le,gwn( Ku,rie(
sw/so,n meÅ
But when he saw the wind boisterous, he was afraid; and beginning to sink, he cried, saying, Lord, save me.
只因見風甚大，就害怕；將要沉下去，便喊著說：主阿，救我。

(他)現正持續著眼觀看了的 然而也 到於(他)那 到於(他)風 到於(他)強壯大力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成驚恐畏懼；

並且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了的 現要去持續被使沉下海 他/她/它那時(也是)嘶聲吶喊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阿,(他)主人， 你那時(也是)就要拯救 到於我。
[經文變異WH]

(他)現正持續著眼觀看了的 然而也 到於(他)那 到於(他)風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成驚恐畏懼； 並且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了的 現要去持續被使沉下海 他/她/它那時(也是)嘶聲吶喊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阿,(他)主人， 你那時(也是)就要拯救 到於我。

太 14:31 euvqe,wj de. ò VIhsou/j evktei,naj th.n cei/ra evpela,beto auvtou/ kai. le,gei auvtw/|( VOligo,piste( eivj ti,
evdi,stasajÈ
And immediately Jesus stretched forth his hand, and caught him, and said unto him, O thou of little faith,
wherefore didst thou doubt?
耶穌趕緊伸手拉住他，說：你這小信的人哪，為甚麼疑惑呢。

平直直接地[同#2117] 然而也 (他)那 (他)耶穌 (他)那時(也是)向外伸展出來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手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拿取到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阿,(他)乃小信的，

向內進入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那時(也是)猶疑不決？

太 14:32 kai. avnaba,ntwn auvtw/n eivj to. ploi/on evko,pasen ò a;nemojÅ
And when they were come into the ship, the wind ceased.
他們上了船，風就住了。

並且 從屬(他們)那時(也是)向上行了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船隻，

他/她/它那時(也是)倦怠平息 (他)那 (他)風。
[經文變異RT]

並且 從屬(他們)那時(也是)步入了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船隻，

他/她/它那時(也是)倦怠平息 (他)那 (他)風。

太 14:33 oi` de. evn tw/| ploi,w| proseku,nhsan auvtw/| le,gontej( VAlhqw/j qeou/ uiò.j ei=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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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n they that were in the ship came and worshipped him, saying, Of a truth thou art the Son of God.
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說：你真是神的兒子了。

(他們)那些 然而也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船隻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敬拜 在對(他)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誠正真實地 從屬(他)神 (他)兒子 你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些 然而也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船隻 (他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敬拜

在對(他)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誠正真實地 從屬(他)神 (他)兒子 你現在持續是。

太 14:34 Kai. diapera,santej h=lqon evpi. th.n gh/n eivj Gennhsare,tÅ
And when they were gone over, they came into the land of Gennesaret.
他們過了海，來到革尼撒勒地方。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完全穿過到那邊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向內進入 到於(她)革尼撒勒。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完全穿過到那邊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從屬(她)革尼撒勒註1。

註1：“到於(她)革尼撒勒”文法上亦可以為“從屬(她)革尼撒勒”。

太 14:35 kai. evpigno,ntej auvto.n oi` a;ndrej tou/ to,pou evkei,nou avpe,steilan eivj o[lhn th.n peri,cwron evkei,nhn kai.
prosh,negkan auvtw/| pa,ntaj tou.j kakw/j e;contaj
And when the men of that place had knowledge of him, they sent out into all that country round about, and
brought unto him all that were diseased;
那裏的人，一認出是耶穌，就打發人到周圍地方去，把所有的病人，帶到他那裏；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清楚認識知道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男人/丈夫 從屬(他)那 從屬(他)地點處所

從屬(他)在那裏的那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向內進入 到於(她)整個全部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在周圍地域的 到於(她)在那裏的那個，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負載攜帶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們)那些 卑劣不好地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太 14:36 kai. pareka,loun auvto.n i[na mo,non a[ywntai tou/ kraspe,dou tou/ ìmati,ou auvtou/\ kai. o[soi h[yanto
diesw,qhsanÅ
And besought him that they might only touch the hem of his garment: and as many as touched were made
perfectly whole.
只求耶穌准他們摸他的衣裳繸子，摸著的人，就都好了。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勸勉請求 到於(他)同一者， 為要 僅有單獨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觸摸連接

從屬(它)那 從屬(它)纓穗繸子 從屬(它)那 從屬(它)衣服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們)這每一切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觸摸連接，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徹底地拯救。

太 15:1 To,te prose,rcontai tw/| VIhsou/ avpo. ~Ierosolu,mwn Farisai/oi kai. grammatei/j le,gontej(
Then came to Jesus scribes and Pharisees, which were of Jerusalem, saying,
那時有法利賽人和文士，從耶路撒冷來見耶穌說：

當那時地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 在對(他)那 在對(他)耶穌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們)耶路撒冷 (他們)法利賽人 並且 (他們)書記文士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經文變異RT]

當那時地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 在對(他)那 在對(他)耶穌 (他們)那些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們)耶路撒冷 (他們)書記文士 並且 (他們)法利賽人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太 15:2 Dia. ti, oì maqhtai, sou parabai,nousin th.n para,dosin tw/n presbute,rwnÈ ouv ga.r ni,ptontai ta.j cei/raj
Îauvtw/nÐ o[tan a;rton evsqi,wsinÅ
Why do thy disciples transgress the tradition of the elders? for they wash not their hands when they eat bread.
你的門徒為甚麼犯古人的遺傳呢；因為喫飯的時候，他們不洗手。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從屬你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違犯 到於(她)那

到於(她)交付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更年長的？ 不是/不 因為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清潔洗淨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手 從屬(他們)同一者， 但凡當這時 到於(他)麵餅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喫食。
[經文變異WH]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從屬你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違犯 到於(她)那

到於(她)交付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更年長的？ 不是/不 因為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清潔洗淨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手， 但凡當這時 到於(他)麵餅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喫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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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15:3 ò de. avpokriqei.j ei=pen auvtoi/j( Dia. ti, kai. ùmei/j parabai,nete th.n evntolh.n tou/ qeou/ dia. th.n para,dosin
um̀w/nÈ
But he answered and said unto them, Why do ye also transgress the commandment of God by your tradition?
耶穌回答說：你們為甚麼因著你們的遺傳，犯神的誡命呢。

(他)那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並且 你們 你們現在持續違犯 到於(她)那 到於(她)誡律命令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她)那 到於(她)交付 從屬你們？

太 15:4 ò ga.r qeo.j ei=pen( Ti,ma to.n pate,ra kai. th.n mhte,ra( kai,( ~O kakologw/n pate,ra h' mhte,ra qana,tw|
teleuta,twÅ
For God commanded, saying, Honour thy father and mother: and, He that curseth father or mother, let him die
the death.
神說：當孝敬父母；又說：咒罵父母的，必治死他。

(他)那 因為 (他)神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你現在就要持續評價珍視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母親； 並且， (他)那 (他)現正持續辱罵譭謗了的 到於(他)父親 甚或/或而 到於(她)母親 在對(他)死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命終。
[經文變異RT]

(他)那 因為 (他)神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督促責成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現在就要持續評價珍視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從屬你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母親； 並且， (他)那 (他)現正持續辱罵譭謗了的 到於(他)父親

甚或/或而 到於(她)母親 在對(他)死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命終。

太 15:5 ùmei/j de. le,gete( }Oj a'n ei;ph| tw/| patri. h' th/| mhtri,( Dw/ron o] eva.n evx evmou/ wvfelhqh/|j(
But ye say, Whosoever shall say to his father or his mother, It is a gift, by whatsoever thou mightest be profited
by me;
你們倒說：無論何人對父母說，我所當奉給你的，已經作了供獻；

你們 然而也 你們現在持續道說， (他)這個 但凡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在對(他)那 在對(他)父親

甚或/或而 在對(她)那 在對(她)母親， (它)禮物， 到於(它)這個 但凡若是 向外出來 從屬"我"

你那時(也是)應該被成利益；

太 15:6 ouv mh. timh,sei to.n pate,ra auvtou/\ kai. hvkurw,sate to.n lo,gon tou/ qeou/ dia. th.n para,dosin ùmw/nÅ
And honour not his father or his mother, he shall be free. Thus have ye made the commandment of God of none
effect by your tradition.
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這就是你們藉著遺傳，廢了神的誡命。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他/她/它將要(持續)評價珍視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促使成無效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她)那 到於(她)交付 從屬你們。
[經文變異RT]

並且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他/她/它將要(持續)評價珍視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從屬(他)同一者 甚或/或而 到於(她)那

到於(她)母親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促使成無效 到於(她)那 到於(她)誡律命令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她)那 到於(她)交付 從屬你們。
[經文變異Tischendorph]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他/她/它將要(持續)評價珍視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促使成無效 到於(他)那 到於(他)律法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她)那

到於(她)交付 從屬你們。

太 15:7 ùpokritai,( kalw/j evprofh,teusen peri. ùmw/n VHsai<aj le,gwn(
Ye hypocrites, well did Esaias prophesy of you, saying,
假冒為善的人哪，以賽亞指著你們說的預言，是不錯的；他說：

阿,(他們)作戲假裝者， 美好適當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在前面宣稱傳講 <在周圍>關於 從屬你們 (他)以賽亞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太 15:8 ~O lao.j ou-toj toi/j cei,lesi,n me tima/|( h` de. kardi,a auvtw/n po,rrw avpe,cei avpV evmou/\
This people draweth nigh unto me with their mouth, and honoureth me with their lips; but their heart is far from
me.
『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卻遠離我；

(他)那 (他)人民百姓 (他)那同一者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唇 到於我 他/她/它現在持續評價珍視； (她)那 然而也

(她)內心 從屬(他們)同一者 在遠處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從那裏有足夠 從那裏離開 從屬"我"；
[經文變異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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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現在持續靠近 在對我 (他)那 (他)人民百姓 (他)那同一者 在對(它)那 在對(它)口/嘴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唇 到於我 他/她/它現在持續評價珍視； (她)那 然而也 (她)內心 從屬(他們)同一者

在遠處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從那裏有足夠 從那裏離開 從屬"我"；

太 15:9 ma,thn de. se,bontai, me dida,skontej didaskali,aj evnta,lmata avnqrw,pwnÅ
But in vain they do worship me, teaching for doctrines the commandments of men.
他們將人的吩咐，當作道理教導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

枉然無益地 然而也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尊崇敬愛 到於我， (他們)現正持續教導了的 到於(她們)教訓教導

到於(它們)所督促責成 從屬(他們)人。

太 15:10 Kai. proskalesa,menoj to.n o;clon ei=pen auvtoi/j( VAkou,ete kai. suni,ete\
And he called the multitude, and said unto them, Hear, and understand:
耶穌就叫了眾人來，對他們說：你們要聽，也要明白。

並且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在前面向著促請召喚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群眾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聲聞耳聽 並且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貫通理解：

太 15:11 ouv to. eivserco,menon eivj to. sto,ma koinoi/ to.n a;nqrwpon( avlla. to. evkporeuo,menon evk tou/ sto,matoj tou/to
koinoi/ to.n a;nqrwponÅ
Not that which goeth into the mouth defileth a man; but that which cometh out of the mouth, this defileth a man.
入口的不能污穢人，出口的乃能污穢人。

不是/不 (它)那 (它)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向內到來前往進入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口/嘴

他/她/它現在持續促使為俗而不潔 到於(他)那 到於(他)人； 但乃是 (它)那 (它)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向外行去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口/嘴， (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促使為俗而不潔 到於(他)那 到於(他)人。

太 15:12 To,te proselqo,ntej oi` maqhtai. le,gousin auvtw/|( Oi=daj o[ti oì Farisai/oi avkou,santej to.n lo,gon
evskandali,sqhsanÈ
Then came his disciples, and said unto him, Knowest thou that the Pharisees were offended, after they heard
this saying?
當時，門徒進前來對他說：法利賽人聽見這話，不服，你知道麼。〔不服原文作跌倒〕

當那時地 (他們)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了的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你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他們)那些 (他們)法利賽人 (他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誘陷絆倒？
[經文變異RT]

當那時地 (他們)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了的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你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他們)那些 (他們)法利賽人

(他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誘陷絆倒？

太 15:13 ò de. avpokriqei.j ei=pen( Pa/sa futei,a h]n ouvk evfu,teusen ò path,r mou ò ouvra,nioj evkrizwqh,setaiÅ
But he answered and said, Every plant, which my heavenly Father hath not planted, shall be rooted up.
耶穌回答說：凡栽種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種的，必要拔出來。

(他)那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她)所有每一個的 (她)栽種栽植，

到於(她)這個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栽種 (他)那 (他)父親 從屬我 (他)那 (他)在天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連根拔出。

太 15:14 a;fete auvtou,j\ tufloi, eivsin òdhgoi, Îtuflw/nÐ\ tuflo.j de. tuflo.n eva.n òdhgh/|( avmfo,teroi eivj bo,qunon
pesou/ntaiÅ
Let them alone: they be blind leaders of the blind. And if the blind lead the blind, both shall fall into the ditch.
任憑他們罷；他們是瞎眼領路的；若是瞎子領瞎子，兩個人都要掉在坑裏。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任憑釋放離開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們)瞎眼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指引道路之人

從屬(他們)瞎眼的。 (他)瞎眼的 然而也 到於(他)瞎眼的 但凡若是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行指引道路，

(他們)兩方面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深洞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被落下墜落。
[經文變異RT]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任憑釋放離開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們)指引道路之人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瞎眼的

從屬(他們)瞎眼的。 (他)瞎眼的 然而也 到於(他)瞎眼的 但凡若是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行指引道路，

(他們)兩方面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深洞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被落下墜落。
[經文變異WH]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任憑釋放離開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們)瞎眼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指引道路之人。

(他)瞎眼的 然而也 到於(他)瞎眼的 但凡若是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行指引道路， (他們)兩方面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深洞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被落下墜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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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15:15 VApokriqei.j de. ò Pe,troj ei=pen auvtw/|( Fra,son hm̀i/n th.n parabolh.n Îtau,thnÐÅ
Then answered Peter and said unto him, Declare unto us this parable.
彼得對耶穌說：請將這比喻講給我們聽。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彼得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就要闡釋解明 在對我們 到於(她)那 到於(她)比喻 到於(她)那同一者。
[經文變異WH]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彼得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就要闡釋解明 在對我們 到於(她)那 到於(她)比喻 。

太 15:16 ò de. ei=pen( VAkmh.n kai. ùmei/j avsu,netoi, evsteÈ
And Jesus said, Are ye also yet without understanding?
耶穌說：你們到如今還不明白麼；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於此刻地 並且 你們 (他們)不能貫通理解的 你們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於此刻地 並且 你們 (他們)不能貫通理解的

你們現在持續是？

太 15:17 ouv noei/te o[ti pa/n to. eivsporeuo,menon eivj to. sto,ma eivj th.n koili,an cwrei/ kai. eivj avfedrw/na
evkba,lletaiÈ
Do not ye yet understand, that whatsoever entereth in at the mouth goeth into the belly, and is cast out into the
draught?
豈不知凡入口的，是運到肚子裏，又落在茅廁裏麼。

豈非呢 你們現在持續領悟認知， 是這樣 (它)所有每一個的 (它)那 (它)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向內行去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口/嘴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腹腔 他/她/它現在持續裝填容納， 並且 向內進入

到於(他)茅廁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向外投擲出來？
[經文變異RT]

尚未地 你們現在持續領悟認知， 是這樣 (它)所有每一個的 (它)那 (它)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向內行去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口/嘴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腹腔 他/她/它現在持續裝填容納， 並且 向內進入

到於(他)茅廁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向外投擲出來？

太 15:18 ta. de. evkporeuo,mena evk tou/ sto,matoj evk th/j kardi,aj evxe,rcetai( kavkei/na koinoi/ to.n a;nqrwponÅ
But those things which proceed out of the mouth come forth from the heart; and they defile the man.
惟獨出口的，是從心裏發出來的，這纔污穢人。

(它們)那些 然而也 (它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向外行去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口/嘴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內心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它們)且在那裏的那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促使為俗而不潔

到於(他)那 到於(他)人。

太 15:19 19 evk ga.r th/j kardi,aj evxe,rcontai dialogismoi. ponhroi,( fo,noi( moicei/ai( pornei/ai( klopai,(
yeudomarturi,ai( blasfhmi,aiÅ
For out of the heart proceed evil thoughts, murders, adulteries, fornications, thefts, false witness, blasphemies:
因為從心裏發出來的，有惡念，兇殺，姦淫，苟合，偷盜，妄證，謗讟；

向外出來 因為 從屬(她)那 從屬(她)內心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他們)思量議論

(他們)惡的， (他們)謀害凶殺， (她們)淫亂姦淫， (她們)通奸淫行， (她們)偷盜竊取， (她們)假見證，

(她們)褻瀆；

太 15:20 tau/ta, evstin ta. koinou/nta to.n a;nqrwpon( to. de. avni,ptoij cersi.n fagei/n ouv koinoi/ to.n a;nqrwponÅ
These are the things which defile a man: but to eat with unwashen hands defileth not a man.
這都是污穢人的；至於不洗手喫飯，那卻不污穢人。

(它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們)那些 (它們)現正持續促使為俗而不潔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人； (它)那

然而也 在對(她們)為未清潔洗淨的 在對(她們)手 那時(也是)要去吃食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促使為俗而不潔

到於(他)那 到於(他)人。

太 15:21 Kai. evxelqw.n evkei/qen ò VIhsou/j avnecw,rhsen eivj ta. me,rh Tu,rou kai. Sidw/nojÅ
Then Jesus went thence, and departed into the coasts of Tyre and Sidon.
耶穌離開那裏，退到推羅西頓的境內去。

並且 (他)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從那裏地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撤空退回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部分 從屬(她)推羅 並且 從屬(她)西頓。

太 15:22 kai. ivdou. gunh. Cananai,a avpo. tw/n or̀i,wn evkei,nwn evxelqou/sa e;krazen le,gousa( VEle,hso,n me( ku,rie uiò.j
Daui,d\ h` quga,thr mou kakw/j daimoni,zetai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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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behold, a woman of Canaan came out of the same coasts, and cried unto him, saying, Have mercy on me,
O Lord, thou Son of David; my daughter is grievously vexed with a devil.
有一個迦南婦人，從那地方出來，喊著說：主阿，大衛的子孫，可憐我；我女兒被鬼附得甚苦。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她)女人 (她)迦南人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具範圍界限之線

從屬(它們)在那裏的那個 (她)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嘶聲吶喊 (她)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發憐憫慈悲 到於我， 阿,(他)主人 (他)兒子 從屬(他)大衛； (她)那 (她)女兒 從屬我 卑劣不好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鬼附。
[經文變異RT]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她)女人 (她)迦南人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具範圍界限之線

從屬(它們)在那裏的那個 (她)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喊嚷叫 在對(他)同一者

(她)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發憐憫慈悲 到於我， 阿,(他)主人， 阿,(他)兒子 從屬(他)大衛； (她)那

(她)女兒 從屬我 卑劣不好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鬼附。

太 15:23 ò de. ouvk avpekri,qh auvth/| lo,gonÅ kai. proselqo,ntej oì maqhtai. auvtou/ hvrw,toun auvto.n le,gontej(
VApo,luson auvth,n( o[ti kra,zei o;pisqen h̀mw/nÅ
But he answered her not a word. And his disciples came and besought him, saying, Send her away; for she
crieth after us.
耶穌卻一言不答。門徒進前來，求他說：這婦人在我們後頭喊叫；請打發他走罷。

(他)那 然而也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註1
在對(她)同一者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了的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查詢求問

到於(他)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打發離開 到於(她)同一者； 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持續嘶聲吶喊 從在後面地 從屬我們。

註1：“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太 15:24 ò de. avpokriqei.j ei=pen( Ouvk avpesta,lhn eiv mh. eivj ta. pro,bata ta. avpolwlo,ta oi;kou VIsrah,lÅ
But he answered and said, I am not sent but unto the lost sheep of the house of Israel.
耶穌說：我奉差遣，不過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裏去。

(他)那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不是/不 我那時(也是)被分派差遣，

若是 不會/不要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綿羊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現在已經毀掉除滅了的

從屬(他)住處家室 從屬(他)以色列。

太 15:25 h` de. evlqou/sa proseku,nei auvtw/| le,gousa( Ku,rie( boh,qei moiÅ
Then came she and worshipped him, saying, Lord, help me.
那婦人來拜他，說：主阿，幫助我。

(她)那 然而也 (她)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敬拜 在對(他)同一者 (她)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阿,(他)主人， 你現在就要持續行馳援幫助 在對我。

太 15:26 ò de. avpokriqei.j ei=pen( Ouvk e;stin kalo.n labei/n to.n a;rton tw/n te,knwn kai. balei/n toi/j kunari,oijÅ
But he answered and said, It is not meet to take the children's bread, and to cast it to dogs.
他回答說：不好拿兒女的餅，丟給狗喫。

(他)那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美好適當的 那時(也是)要去拿取 到於(他)那 到於(他)麵餅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孩子，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投擲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小狗。

太 15:27 h` de. ei=pen( Nai. ku,rie( kai. ga.r ta. kuna,ria evsqi,ei avpo. tw/n yici,wn tw/n pipto,ntwn avpo. th/j trape,zhj
tw/n kuri,wn auvtw/nÅ
And she said, Truth, Lord: yet the dogs eat of the crumbs which fall from their masters' table.
婦人說：主阿，不錯；但是狗也喫他主人桌子上掉下來的碎渣兒。

(她)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誠然為是， 阿,(他)主人； 並且 因為 (它們)那些 (它們)小狗

他/她/它現在持續喫食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小碎渣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現正持續落下墜落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桌子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主人 從屬(它們)同一者。

太 15:28 to,te avpokriqei.j ò VIhsou/j ei=pen auvth/|( +W gu,nai( mega,lh sou h` pi,stij\ genhqh,tw soi ẁj qe,leijÅ kai.
iva,qh h̀ quga,thr auvth/j avpo. th/j w[raj evkei,nhjÅ
Then Jesus answered and said unto her, O woman, great is thy faith: be it unto thee even as thou wilt. And her
daughter was made whole from that very hour.
耶穌說：婦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給你成全了罷。從那時候，他女兒就好了。

當那時地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她)同一者， 哦呀

阿,(她)女人， (她)極大的 從屬你 (她)那 (她)信；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被生發成為 在對你 正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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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現在持續定意。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醫好治癒 (她)那 (她)女兒 從屬(她)同一者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鐘點時刻 從屬(她)在那裏的那個。

太 15:29 Kai. metaba.j evkei/qen ò VIhsou/j h=lqen para. th.n qa,lassan th/j Galilai,aj( kai. avnaba.j eivj to. o;roj
evka,qhto evkei/Å
And Jesus departed from thence, and came nigh unto the sea of Galilee; and went up into a mountain, and sat
down there.
耶穌離開那地方，來到靠近加利利的海邊，就上山坐下。

並且 (他)那時(也是)更換地方了的 從那裏地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在旁邊>到旁邊 到於(她)那

到於(她)海 從屬(她)那 從屬(她)加利利； 並且 (他)那時(也是)向上行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高山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坐下 在那裏地。

太 15:30 kai. prosh/lqon auvtw/| o;cloi polloi. e;contej meqV èautw/n cwlou,j( tuflou,j( kullou,j( kwfou,j( kai.
et̀e,rouj pollou.j kai. e;rriyan auvtou.j para. tou.j po,daj auvtou/( kai. evqera,peusen auvtou,j\
And great multitudes came unto him, having with them those that were lame, blind, dumb, maimed, and many
others, and cast them down at Jesus' feet; and he healed them:
有許多人到他那裏，帶著瘸子，瞎子，啞吧，有殘疾的，和好些別的病人，都放在他腳前；他就治好了他們。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 在對(他)同一者 (他們)群眾 (他們)許多的， (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同一者自己 到於(他們)瘸腿跛腳的， 到於(他們)瞎眼的， 到於(他們)彎折殘缺的，

到於(他們)聽講遲鈍的， 並且 到於(他們)相異不同的 到於(他們)許多的，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拋擲

到於(他們)同一者 <在旁邊>到旁邊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腳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侍候紓解 到於(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 在對(他)同一者 (他們)群眾 (他們)許多的， (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同一者自己 到於(他們)瘸腿跛腳的， 到於(他們)瞎眼的， 到於(他們)聽講遲鈍的，

到於(他們)彎折殘缺的， 並且 到於(他們)相異不同的 到於(他們)許多的，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拋擲

到於(他們)同一者 <在旁邊>到旁邊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腳 從屬(他)那 從屬(他)耶穌；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侍候紓解 到於(他們)同一者；

太 15:31 w[ste to.n o;clon qauma,sai ble,pontaj kwfou.j lalou/ntaj( kullou.j ùgiei/j kai. cwlou.j peripatou/ntaj
kai. tuflou.j ble,pontaj\ kai. evdo,xasan to.n qeo.n VIsrah,lÅ
Insomuch that the multitude wondered, when they saw the dumb to speak, the maimed to be whole, the lame to
walk, and the blind to see: and they glorified the God of Israel.
甚至眾人都希奇；因為看見啞吧說話，殘疾的痊愈，瘸子行走，瞎子看見，他們就歸榮耀給以色列的神。

以致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群眾 那時(也是)要去希奇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著眼觀看了的 到於(他們)聽講遲鈍的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發言講說了的， 到於(他們)彎折殘缺的 到於(他們)成長健全的， 並且 到於(他們)瘸腿跛腳的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來往昂然踏行了的， 並且 到於(他們)瞎眼的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著眼觀看了的；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歸榮耀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從屬(他)以色列。
[經文變異RT]

以致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群眾 那時(也是)要去希奇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著眼觀看了的 到於(他們)聽講遲鈍的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發言講說了的， 到於(他們)彎折殘缺的 到於(他們)成長健全的， 到於(他們)瘸腿跛腳的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來往昂然踏行了的， 並且 到於(他們)瞎眼的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著眼觀看了的；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歸榮耀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從屬(他)以色列。
[經文變異WH]

以致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群眾 那時(也是)要去希奇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著眼觀看了的 到於(他們)聽講遲鈍的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發言講說了的， 並且 到於(他們)瘸腿跛腳的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來往昂然踏行了的， 並且

到於(他們)瞎眼的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著眼觀看了的；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歸榮耀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從屬(他)以色列。

太 15:32 ~O de. VIhsou/j proskalesa,menoj tou.j maqhta.j auvtou/ ei=pen( Splagcni,zomai evpi. to.n o;clon( o[ti h;dh
hm̀e,rai trei/j prosme,nousi,n moi kai. ouvk e;cousin ti, fa,gwsin\ kai. avpolu/sai auvtou.j nh,steij ouv qe,lw( mh,pote
evkluqw/sin evn th/| òdw/|Å
Then Jesus called his disciples unto him, and said, I have compassion on the multitude, because they continue
with me now three days, and have nothing to eat: and I will not send them away fasting, lest they faint in the
way.
耶穌叫門徒來說：我憐憫這眾人，因為他們同我在這裏已經三天，也沒有喫的了；我不願意叫他們餓著回去，恐

怕在路上困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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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那 然而也 (他)耶穌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在前面向著促請召喚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動憐慈心腸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群眾， 是這樣 甚而已然如此地 (她們)日子/白日 (她們)三個，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在前面向著停留持守

在對我，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吃食；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打發離開 到於(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們)未喫食的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定意， 不會任何時候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被鬆軟疲憊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道路途徑。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耶穌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在前面向著促請召喚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動憐慈心腸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群眾， 是這樣 甚而已然如此地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到於(她們)三個註1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在前面向著停留持守 在對我，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吃食；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打發離開 到於(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們)未喫食的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定意， 不會任何時候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被鬆軟疲憊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道路途徑。

註1：“ (她們)三個”文法上亦可以為“到於(她們)三個”。

太 15:33 kai. le,gousin auvtw/| oi` maqhtai,( Po,qen h̀mi/n evn evrhmi,a| a;rtoi tosou/toi w[ste corta,sai o;clon tosou/tonÈ
And his disciples say unto him, Whence should we have so much bread in the wilderness, as to fill so great a
multitude?
門徒說：我們在這野地，那裏有這麼多的餅，叫這許多人喫飽呢。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從那裏地呢 在對我們 在內 在對(她)荒野

(他們)麵餅 (他們)那這麼樣大/那這麼樣多， 以致 那時(也是)要去餵飽 到於(他)群眾

到於(他)那這麼樣大/那這麼樣多？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從那裏地呢 在對我們 在內

在對(她)荒野 (他們)麵餅 (他們)那這麼樣大/那這麼樣多， 以致 那時(也是)要去餵飽 到於(他)群眾

到於(他)那這麼樣大/那這麼樣多？

太 15:34 kai. le,gei auvtoi/j ò VIhsou/j( Po,souj a;rtouj e;ceteÈ oì de. ei=pan( ~Epta. kai. ovli,ga ivcqu,diaÅ
And Jesus saith unto them, How many loaves have ye? And they said, Seven, and a few little fishes.
耶穌說：你們有多少餅；他們說：有七個，還有幾條小魚。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到於(他們)這多少呢 到於(他們)麵餅

你們現在持續持有？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到於(他們)七個， 並且

到於(它們)些微少許的 到於(它們)小魚。

太 15:35 kai. paraggei,laj tw/| o;clw| avnapesei/n evpi. th.n gh/n
And he commanded the multitude to sit down on the ground.
他就吩咐眾人坐在地上。

並且 (他)那時(也是)命令吩咐了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群眾 那時(也是)要去靠後而坐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出言吩咐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群眾 那時(也是)要去靠後而坐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太 15:36 e;laben tou.j èpta. a;rtouj kai. tou.j ivcqu,aj kai. euvcaristh,saj e;klasen kai. evdi,dou toi/j maqhtai/j( oi` de.
maqhtai. toi/j o;cloijÅ
And he took the seven loaves and the fishes, and gave thanks, and brake them, and gave to his disciples, and
the disciples to the multitude.
拿著這七個餅和幾條魚，祝謝了，擘開，遞給門徒；門徒又遞給眾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拿取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七個 到於(他們)麵餅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魚， 並且

(他)那時(也是)感謝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折裂破開，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給與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門徒，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門徒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群眾。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七個 到於(他們)麵餅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魚，

(他)那時(也是)感謝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折裂破開，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門徒 在對(他)那 在對(他)群眾。

太 15:37 kai. e;fagon pa,ntej kai. evcorta,sqhsanÅ kai. to. perisseu/on tw/n klasma,twn h=ran èpta. spuri,daj
plh,reij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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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y did all eat, and were filled: and they took up of the broken meat that was left seven baskets full.
眾人都喫，並且喫飽了，收拾剩下的零碎，裝滿了七個筐子。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吃食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餵飽； 並且 到於(它)那

到於(它)現正持續成格外多了的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碎片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提起 到於(她們)七個

到於(她們)簍筐 到於(她們)充滿添足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吃食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餵飽；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提起 到於(它)那 到於(它)現正持續成格外多了的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碎片 到於(她們)七個

到於(她們)簍筐 到於(她們)充滿添足的。

太 15:38 oi` de. evsqi,ontej h=san tetrakisci,lioi a;ndrej cwri.j gunaikw/n kai. paidi,wnÅ
And they that did eat were four thousand men, beside women and children.
喫的人，除了婦女孩子，共有四千。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現正持續喫食了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他們)四千個 (他們)男人/丈夫 脫離開地

從屬(她們)女人 並且 從屬(它們)小孩童。

太 15:39 Kai. avpolu,saj tou.j o;clouj evne,bh eivj to. ploi/on kai. h=lqen eivj ta. o[ria Magada,nÅ
And he sent away the multitude, and took ship, and came into the coasts of Magdala,
耶穌叫眾人散去，就上船，來到馬加丹的境界。

並且 (他)那時(也是)打發離開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群眾 他/她/它那時(也是)步入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船隻，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具範圍界限之線

從屬(她)馬加丹。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打發離開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群眾 他/她/它那時(也是)步入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船隻，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具範圍界限之線

從屬(她)馬革大拉。

太 16:1 Kai. proselqo,ntej oi` Farisai/oi kai. Saddoukai/oi peira,zontej evphrw,thsan auvto.n shmei/on evk tou/
ouvranou/ evpidei/xai auvtoi/jÅ
The Pharisees also with the Sadducees came, and tempting desired him that he would shew them a sign from
heaven.
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來試探耶穌，請他從天上顯個神蹟給他們看。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了的 (他們)那些 (他們)法利賽人 並且 (他們)撒都該人，

(他們)現正持續使有探測試驗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在上面查詢求問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它)識別之表記徵兆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那時(也是)要去在上面顯示展現 在對(他們)同一者。

太 16:2 ò de. avpokriqei.j ei=pen auvtoi/j( Îvoyi,aj genome,nhj le,gete( Euvdi,a( purra,zei ga.r ò ouvrano,j\
He answered and said unto them, When it is evening, ye say, It will be fair weather: for the sky is red.
耶穌回答說：晚上天發紅，你們就說，天必要晴。

(他)那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從屬(她)具將近晚的

從屬(她)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你們現在持續道說， (她)好天氣； 他/她/它現在持續發火紅 因為 (他)那

(他)天空/天。

太 16:3 kai. prwi<( Sh,meron ceimw,n( purra,zei ga.r stugna,zwn ò ouvrano,jÅ to. me.n pro,swpon tou/ ouvranou/
ginw,skete diakri,nein( ta. de. shmei/a tw/n kairw/n ouv du,nasqeÈÐ
And in the morning, It will be foul weather to day: for the sky is red and lowring. O ye hypocrites, ye can discern
the face of the sky; but can ye not discern the signs of the times?
早晨天發紅，又發黑，你們就說，今日必有風雨。你們知道分辨天上的氣色，倒不能分辨這時候的神蹟。

並且 清早地， 今日地 (他)冬天暴風雨氣候； 他/她/它現在持續發火紅 因為 (他)現正持續發陰鬱昏暗了的 (他)那

(他)天空/天。 到於(它)那 的確 到於(它)前面的臉面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你們現在持續認識知道

現要去持續徹底分開辨明； 到於(它們)那些 然而也 到於(它們)識別之表記徵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場合時節

不是/不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經文變異RT][不同標點]

並且 清早地， 今日地 (他)冬天暴風雨氣候； 他/她/它現在持續發火紅 因為 (他)現正持續發陰鬱昏暗了的 (他)那

(他)天空/天。 阿,(他們)作戲假裝者， 到於(它)那 的確 到於(它)前面的臉面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你們現在持續認識知道 現要去持續徹底分開辨明； 到於(它們)那些 然而也 到於(它們)識別之表記徵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場合時節 不是/不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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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16:4 Genea. ponhra. kai. moicali.j shmei/on evpizhtei/( kai. shmei/on ouv doqh,setai auvth/| eiv mh. to. shmei/on VIwna/Å
kai. katalipw.n auvtou.j avph/lqenÅ
A wicked and adulterous generation seeketh after a sign; and there shall no sign be given unto it, but the sign of
the prophet Jonas. And he left them, and departed.
一個邪惡淫亂的世代求神蹟，除了約拿的神蹟以外，再沒有神蹟給他看。耶穌就離開他們去了。

(她)族類之世代 (她)惡的 並且 (她)淫婦 到於(它)識別之表記徵兆 他/她/它現在持續在上面探索尋求； 並且

(它)識別之表記徵兆 不是/不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給與 在對(她)同一者， 若是 不會/不要 (它)那

(它)識別之表記徵兆 從屬(他)約拿。 並且 (他)那時(也是)遺留下了的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經文變異RT]

(她)族類之世代 (她)惡的 並且 (她)淫婦 到於(它)識別之表記徵兆 他/她/它現在持續在上面探索尋求； 並且

(它)識別之表記徵兆 不是/不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給與 在對(她)同一者， 若是 不會/不要 (它)那

(它)識別之表記徵兆 從屬(他)約拿 從屬(他)那 從屬(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並且 (他)那時(也是)遺留下了的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太 16:5 Kai. evlqo,ntej oì maqhtai. eivj to. pe,ran evpela,qonto a;rtouj labei/nÅ
And when his disciples were come to the other side, they had forgotten to take bread.
門徒渡到那邊去，忘了帶餅。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於那邊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忽略遺忘 到於(他們)麵餅 那時(也是)要去拿取。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於那邊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忽略遺忘 到於(他們)麵餅 那時(也是)要去拿取。

太 16:6 ò de. VIhsou/j ei=pen auvtoi/j( ~Ora/te kai. prose,cete avpo. th/j zu,mhj tw/n Farisai,wn kai. Saddoukai,wnÅ
Then Jesus said unto them, Take heed and beware of the leaven of the Pharisees and of the Sadducees.
耶穌對他們說：你們要謹慎，防備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的酵。

(他)那 然而也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看見清楚 並且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留神注意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酵素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法利賽人 並且

從屬(他們)撒都該人。

太 16:7 oi` de. dielogi,zonto evn eàutoi/j le,gontej o[ti :Artouj ouvk evla,bomenÅ
And they reasoned among themselves, saying, It is because we have taken no bread.
門徒彼此議論說：這是因為我們沒有帶餅罷。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思量議論 在內 在對(他們)同一者自己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是這樣 到於(他們)麵餅 不是/不 我們那時(也是)拿取。

太 16:8 gnou.j de. ò VIhsou/j ei=pen( Ti, dialogi,zesqe evn èautoi/j( ovligo,pistoi( o[ti a;rtouj ouvk e;ceteÈ
Which when Jesus perceived, he said unto them, O ye of little faith, why reason ye among yourselves, because
ye have brought no bread?
耶穌看出來，就說：你們這小信的人，為甚麼因為沒有餅彼此議論呢。

(他)那時(也是)認識知道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思量議論 在內 在對(他們)同一者自己， 阿,(他們)乃小信的， 是這樣 到於(他們)麵餅 不是/不

你們現在持續持有？
[經文變異RT]

(他)那時(也是)認識知道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思量議論 在內 在對(他們)同一者自己， 阿,(他們)乃小信的， 是這樣

到於(他們)麵餅 不是/不 你們那時(也是)拿取？

太 16:9 ou;pw noei/te( ouvde. mnhmoneu,ete tou.j pe,nte a;rtouj tw/n pentakiscili,wn kai. po,souj kofi,nouj evla,beteÈ
Do ye not yet understand, neither remember the five loaves of the five thousand, and how many baskets ye took
up?
你們還不明白麼，不記得那五個餅，分給五千人，又收拾了多少籃子的零碎麼；

尚未地 你們現在持續領悟認知， 然而也不是地 你們現在持續記念想起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五個

到於(他們)麵餅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五千個， 並且 到於(他們)這多少呢 到於(他們)柳條籃子

你們那時(也是)拿取？

太 16:10 ouvde. tou.j ep̀ta. a;rtouj tw/n tetrakiscili,wn kai. po,saj spuri,daj evla,beteÈ
Neither the seven loaves of the four thousand, and how many baskets ye took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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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記得那七個餅，分給四千人，又收拾了多少筐子的零碎麼。

然而也不是地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七個 到於(他們)麵餅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四千個， 並且

到於(她們)這多少呢 到於(她們)簍筐 你們那時(也是)拿取？

太 16:11 pw/j ouv noei/te o[ti ouv peri. a;rtwn ei=pon ùmi/nÈ prose,cete de. avpo. th/j zu,mhj tw/n Farisai,wn kai.
Saddoukai,wnÅ
How is it that ye do not understand that I spake it not to you concerning bread, that ye should beware of the
leaven of the Pharisees and of the Sadducees?
我對你們說，要防備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的酵，這話不是指著餅說的；你們怎麼不明白呢。

怎樣如何地呢 不是/不 你們現在持續領悟認知， 是這樣 不是/不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們)麵餅

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你們？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留神注意 然而也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酵素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法利賽人 並且 從屬(他們)撒都該人。
[經文變異RT]

怎樣如何地呢 不是/不 你們現在持續領悟認知， 是這樣 不是/不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麵餅 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你們 現要去持續留神注意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酵素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法利賽人 並且

從屬(他們)撒都該人？

太 16:12 to,te sunh/kan o[ti ouvk ei=pen prose,cein avpo. th/j zu,mhj tw/n a;rtwn avlla. avpo. th/j didach/j tw/n
Farisai,wn kai. Saddoukai,wnÅ
Then understood they how that he bade them not beware of the leaven of bread, but of the doctrine of the
Pharisees and of the Sadducees.
門徒這纔曉得他說的，不是叫他們防備餅的酵，乃是防備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的教訓。

當那時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貫通理解， 是這樣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現要去持續留神注意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酵素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麵餅， 但乃是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教授講訓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法利賽人 並且 從屬(他們)撒都該人。
[經文變異RT]

當那時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貫通理解， 是這樣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現要去持續留神注意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酵素 從屬(他)那 從屬(他)麵餅， 但乃是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教授講訓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法利賽人 並且 從屬(他們)撒都該人。

太 16:13 VElqw.n de. ò VIhsou/j eivj ta. me,rh Kaisarei,aj th/j Fili,ppou hvrw,ta tou.j maqhta.j auvtou/ le,gwn( Ti,na
le,gousin oi` a;nqrwpoi ei=nai to.n uìo.n tou/ avnqrw,pouÈ
When Jesus came into the coasts of Caesarea Philippi, he asked his disciples, saying, Whom do men say that I
the Son of man am?
耶穌到了該撒利亞腓立比的境內，就問門徒說：人說我人子是誰。〔有古卷無我字〕

(他)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耶穌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部分 從屬(她)該撒利亞

從屬(她)那 從屬(他)腓利 他/她/它當時持續查詢求問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到於(他)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他們)那些 (他們)人 現要去持續是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經文變異RT]

(他)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耶穌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部分 從屬(她)該撒利亞

從屬(她)那 從屬(他)腓利 他/她/它當時持續查詢求問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到於(他)任何什麼呢 到於我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他們)那些 (他們)人 現要去持續是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太 16:14 oi` de. ei=pan( Oi` me.n VIwa,nnhn to.n baptisth,n( a;lloi de. VHli,an( e[teroi de. VIeremi,an h' e[na tw/n
profhtw/nÅ
And they said, Some say that thou art John the Baptist: some, Elias; and others, Jeremias, or one of the
prophets.
他們說：有人說是施洗的約翰；有人說是以利亞；又有人說是耶利米，或是先知裏的一位。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們)那些 的確， 到於(他)約翰 到於(他)那 到於(他)浸洗者；

(他們)另外不同的 然而也， 到於(他)以利亞； (他們)相異不同的 然而也， 到於(他)耶利米， 甚或/或而

到於(他)一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太 16:15 le,gei auvtoi/j( ~Umei/j de. ti,na me le,gete ei=naiÈ
He saith unto them, But whom say ye that I am?
耶穌說：你們說我是誰。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你們 然而也 到於(他)任何什麼呢 到於我 你們現在持續道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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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要去持續是？

太 16:16 avpokriqei.j de. Si,mwn Pe,troj ei=pen( Su. ei= ò Cristo.j ò uìo.j tou/ qeou/ tou/ zw/ntojÅ
And Simon Peter answered and said, Thou art the Christ, the Son of the living God.
西門彼得回答說：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兒子。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然而也 (他)西門 (他)彼得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你 你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基督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從屬(他)那 從屬(他)現正持續活了的。

太 16:17 avpokriqei.j de. ò VIhsou/j ei=pen auvtw/|( Maka,rioj ei=( Si,mwn Bariwna/( o[ti sa.rx kai. ai-ma ouvk
avpeka,luye,n soi avllV ò path,r mou ò evn toi/j ouvranoi/jÅ
And Jesus answered and said unto him, Blessed art thou, Simon Barjona: for flesh and blood hath not revealed
it unto thee, but my Father which is in heaven.
耶穌對他說：西門巴約拿，你是有福的；因為這不是屬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蒙至高褔的 你現在持續是， 阿,(他)西門 阿,(他)巴約拿； 是這樣 (她)肉體 並且 (它)血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啟示揭露 在對你， 但乃是 (他)那 (他)父親 從屬我 (他)那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天空/天。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蒙至高褔的

你現在持續是， 阿,(他)西門 阿,(他)巴約拿； 是這樣 (她)肉體 並且 (它)血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啟示揭露

在對你， 但乃是 (他)那 (他)父親 從屬我 (他)那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天空/天。

太 16:18 kavgw. de, soi le,gw o[ti su. ei= Pe,troj( kai. evpi. tau,th| th/| pe,tra| oivkodomh,sw mou th.n evkklhsi,an kai.
pu,lai a[|dou ouv katiscu,sousin auvth/jÅ
And I say also unto thee, That thou art Peter, and upon this rock I will build my church; and the gates of hell
shall not prevail against it.
我還告訴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陰間的權柄，不能勝過他。〔權柄原文作門〕

並且我 然而也 在對你 我現在持續道說， 是這樣 你 你現在持續是 (他)彼得， 並且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那同一者 在對(她)那 在對(她)磐石 我將要(持續)營建修造 從屬我 到於(她)那 到於(她)傳召； 並且

(她們)大門 從屬(他)陰間 不是/不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壓服勝過 從屬(她)同一者。

太 16:19 dw,sw soi ta.j klei/daj th/j basilei,aj tw/n ouvranw/n( kai. o] eva.n dh,sh|j evpi. th/j gh/j e;stai dedeme,non evn
toi/j ouvranoi/j( kai. o] eva.n lu,sh|j evpi. th/j gh/j e;stai lelume,non evn toi/j ouvranoi/jÅ
And I will give unto thee the keys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 and whatsoever thou shalt bind on earth shall be
bound in heaven: and whatsoever thou shalt loose on earth shall be loosed in heaven.
我要把天國的鑰匙給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綁的，在天上也要捆綁；凡你在地上所釋放的，在天上也要釋放。

我將要(持續)給與 在對你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鑰匙 從屬(她)那 從屬(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天空/天； 並且 到於(它)這個 但凡若是 你那時(也是)應該拴綁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它)現在已經被拴綁了的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天空/天； 並且

到於(它)這個 但凡若是 你那時(也是)應該鬆綁脫解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它)現在已經被鬆綁脫解了的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天空/天。
[經文變異RT]

並且 我將要(持續)給與 在對你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鑰匙 從屬(她)那 從屬(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天空/天； 並且 到於(它)這個 但凡若是 你那時(也是)應該拴綁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它)現在已經被拴綁了的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天空/天； 並且

到於(它)這個 但凡若是 你那時(也是)應該鬆綁脫解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它)現在已經被鬆綁脫解了的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天空/天。

太 16:20 to,te diestei,lato toi/j maqhtai/j i[na mhdeni. ei;pwsin o[ti auvto,j evstin ò Cristo,jÅ
Then charged he his disciples that they should tell no man that he was Jesus the Christ.
當下，耶穌囑咐門徒，不可對人說他是基督。

當那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區分定規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門徒， 為要 在對(他)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是這樣 (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基督。
[經文變異RT]

當那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區分定規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為要

在對(他)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是這樣 (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耶穌

(他)那 (他)基督。
[經文變異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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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那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評斷申誡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門徒， 為要 在對(他)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是這樣 (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基督。

太 16:21 VApo. to,te h;rxato ò VIhsou/j deiknu,ein toi/j maqhtai/j auvtou/ o[ti dei/ auvto.n eivj ~Ieroso,luma avpelqei/n
kai. polla. paqei/n avpo. tw/n presbute,rwn kai. avrciere,wn kai. grammate,wn kai. avpoktanqh/nai kai. th/| tri,th|
hm̀e,ra| evgerqh/naiÅ
From that time forth began Jesus to shew unto his disciples, how that he must go unto Jerusalem, and suffer
many things of the elders and chief priests and scribes, and be killed, and be raised again the third day.
從此耶穌纔指示門徒，他必須上耶路撒冷去，受長老祭司長文士許多的苦，並且被殺，第三日復活。

從那裏離開 當那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 (他)那 (他)耶穌 現要去持續顯示展現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到於(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路撒冷 那時(也是)要去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並且 到於(它們)許多的 那時(也是)要去經歷承受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更年長的 並且 從屬(他們)大祭司 並且 從屬(他們)書記文士，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被殺害除掉， 並且 在對(她)那 在對(她)第三的 在對(她)日子/白日 那時(也是)要去被喚醒起來。
[經文變異RT]

從那裏離開 當那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 (他)那 (他)耶穌 現要去持續顯示展現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到於(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路撒冷， 並且 到於(它們)許多的 那時(也是)要去經歷承受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更年長的 並且 從屬(他們)大祭司 並且 從屬(他們)書記文士，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被殺害除掉， 並且 在對(她)那 在對(她)第三的 在對(她)日子/白日 那時(也是)要去被喚醒起來。
[經文變異WH]

從那裏離開 當那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 (他)耶穌 (他)基督 現要去持續顯示展現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到於(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路撒冷 那時(也是)要去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並且 到於(它們)許多的 那時(也是)要去經歷承受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更年長的 並且 從屬(他們)大祭司 並且 從屬(他們)書記文士，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被殺害除掉， 並且 在對(她)那 在對(她)第三的 在對(她)日子/白日 那時(也是)要去被喚醒起來。

太 16:22 kai. proslabo,menoj auvto.n ò Pe,troj h;rxato evpitima/n auvtw/| le,gwn( {Ilew,j soi( ku,rie\ ouv mh. e;stai soi
tou/toÅ
Then Peter took him, and began to rebuke him, saying, Be it far from thee, Lord: this shall not be unto thee.
彼得就拉著他，勸他說：主阿，萬不可如此，這事必不臨到你身上。

並且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在前面向著拿取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他)那 (他)彼得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

現要去持續評斷申誡 在對(他)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他)愉悅慈祥的 在對你， 阿,(他)主人；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在對你 (它)那同一者。

太 16:23 ò de. strafei.j ei=pen tw/| Pe,trw|( {Upage ovpi,sw mou( Satana/\ ska,ndalon ei= evmou/( o[ti ouv fronei/j ta.
tou/ qeou/ avlla. ta. tw/n avnqrw,pwnÅ
But he turned, and said unto Peter, Get thee behind me, Satan: thou art an offence unto me: for thou savourest
not the things that be of God, but those that be of men.
耶穌轉過來，對彼得說：撒但，退我後邊去罷；你是絆我腳的；因為你不體貼神的意思，只體貼人的意思。

(他)那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被轉動翻轉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那 在對(他)彼得，

你現在就要持續退開去 向在後面地 從屬我， 阿,(他)撒但； (它)機關陷阱 你現在持續是 從屬"我"； 是這樣 不是/不

你現在持續感受體察 到於(它們)那些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但乃是 到於(它們)那些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人。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被轉動翻轉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那 在對(他)彼得，

你現在就要持續退開去 向在後面地 從屬我， 阿,(他)撒但； (它)機關陷阱 從屬我 你現在持續是； 是這樣 不是/不

你現在持續感受體察 到於(它們)那些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但乃是 到於(它們)那些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人。

太 16:24 To,te ò VIhsou/j ei=pen toi/j maqhtai/j auvtou/( Ei; tij qe,lei ovpi,sw mou evlqei/n( avparnhsa,sqw èauto.n kai.
avra,tw to.n stauro.n auvtou/ kai. avkolouqei,tw moiÅ
Then said Jesus unto his disciples, If any man will come after me, let him deny himself, and take up his cross,
and follow me.
於是耶穌對門徒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

當那時地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若是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定意 向在後面地 從屬我 那時(也是)要去到來前往，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完全否認拒絕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提起 到於(他)那

到於(他)十字架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跟隨 在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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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16:25 o]j ga.r eva.n qe,lh| th.n yuch.n auvtou/ sw/sai avpole,sei auvth,n\ o]j dV a'n avpole,sh| th.n yuch.n auvtou/ e[neken
evmou/ eùrh,sei auvth,nÅ
For whosoever will save his life shall lose it: and whosoever will lose his life for my sake shall find it.
因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生命或作靈魂下同〕必喪掉生命；凡為我喪掉生命的，必得著生命。

(他)這個 因為 但凡若是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定意 到於(她)那 到於(她)生魂意念 從屬(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拯救， 他/她/它將要(持續)毀掉除滅 到於(她)同一者； (他)這個 然而也 但凡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毀掉除滅 到於(她)那 到於(她)生魂意念 從屬(他)同一者 由于為此地 從屬"我"，

他/她/它將要(持續)找到尋見 到於(她)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這個 因為 但凡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定意 到於(她)那 到於(她)生魂意念 從屬(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拯救，

他/她/它將要(持續)毀掉除滅 到於(她)同一者； (他)這個 然而也 但凡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毀掉除滅 到於(她)那

到於(她)生魂意念 從屬(他)同一者 由于為此地 從屬"我"， 他/她/它將要(持續)找到尋見 到於(她)同一者。

太 16:26 ti, ga.r wvfelhqh,setai a;nqrwpoj eva.n to.n ko,smon o[lon kerdh,sh| th.n de. yuch.n auvtou/ zhmiwqh/|È h' ti,
dw,sei a;nqrwpoj avnta,llagma th/j yuch/j auvtou/È
For what is a man profited, if he shall gain the whole world, and lose his own soul? or what shall a man give in
exchange for his soul?
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甚麼益處呢；人還能拿甚麼換生命呢。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因為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成利益 (他)人， 但凡若是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美容妝束/世界

到於(他)整個全部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贏取賺得， 到於(她)那 然而也 到於(她)生魂意念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促使有損害虧失？ 甚或/或而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將要(持續)給與 (他)人

到於(它)相對交換物 從屬(她)那 從屬(她)生魂意念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成利益 (他)人， 但凡若是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美容妝束/世界

到於(他)整個全部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贏取賺得， 到於(她)那 然而也 到於(她)生魂意念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促使有損害虧失？ 甚或/或而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將要(持續)給與 (他)人

到於(它)相對交換物 從屬(她)那 從屬(她)生魂意念 從屬(他)同一者？

太 16:27 me,llei ga.r ò uiò.j tou/ avnqrw,pou e;rcesqai evn th/| do,xh| tou/ patro.j auvtou/ meta. tw/n avgge,lwn auvtou/( kai.
to,te avpodw,sei èka,stw| kata. th.n pra/xin auvtou/Å
For the Son of man shall come in the glory of his Father with his angels; and then he shall reward every man
according to his works.
人子要在他父的榮耀裏，同著眾使者降臨；那時候，他要照各人的行為報應各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準備快要 因為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榮耀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從屬(他)同一者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使者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當那時地 他/她/它將要(持續)從那裏給與 在對(他)各個的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那

到於(她)實施行使 從屬(他)同一者。

太 16:28 avmh.n le,gw ùmi/n o[ti eivsi,n tinej tw/n w-de èstw,twn oi[tinej ouv mh. geu,swntai qana,tou e[wj a'n i;dwsin
to.n uìo.n tou/ avnqrw,pou evrco,menon evn th/| basilei,a| auvtou/Å
Verily I say unto you, There be some standing here, which shall not taste of death, till they see the Son of man
coming in his kingdom.
我實在告訴你們，站在這裏的，有人在沒嘗死味以前，必看見人子降臨在他的國裏。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是這樣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任何什麼 從屬(他們)那些 也就在此地

從屬(他們)現在已經立定站住了的， (他們)這個任何什麼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品嘗

從屬(他)死， 一直直到 但凡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看見察覺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到於(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任何什麼 從屬(他們)那些 也就在此地

從屬(他們)現在已經立定站住了的， (他們)這個任何什麼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品嘗

從屬(他)死， 一直直到 但凡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看見察覺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到於(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MT]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是這樣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任何什麼 也就在此地

(他們)現在已經立定站住了的， (他們)這個任何什麼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品嘗

從屬(他)死， 一直直到 但凡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看見察覺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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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於(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同一者。

太 17:1 Kai. meqV h̀me,raj e]x paralamba,nei ò VIhsou/j to.n Pe,tron kai. VIa,kwbon kai. VIwa,nnhn to.n avdelfo.n
auvtou/ kai. avnafe,rei auvtou.j eivj o;roj ùyhlo.n katV ivdi,anÅ
And after six days Jesus taketh Peter, James, and John his brother, and bringeth them up into an high mountain
apart,
過了六天，耶穌帶著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約翰，暗暗的上了高山；

並且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到於(她們)六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拿取在旁邊 (他)那 (他)耶穌

到於(他)那 到於(他)彼得 並且 到於(他)雅各 並且 到於(他)約翰 到於(他)那 到於(他)弟兄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向上負載攜帶 到於(他們)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它)高山 到於(它)高的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私人個別的；

太 17:2 kai. metemorfw,qh e;mprosqen auvtw/n( kai. e;lamyen to. pro,swpon auvtou/ ẁj ò h[lioj( ta. de. ìma,tia auvtou/
evge,neto leuka. ẁj to. fw/jÅ
And was transfigured before them: and his face did shine as the sun, and his raiment was white as the light.
就在他們面前變了形像；臉面明亮如日頭，衣裳潔白如光。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塑造成形轉換 從在其前地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光照耀 (它)那

(它)前面的臉面 從屬(他)同一者 正如地 (他)那 (他)日頭太陽， (它們)那些 然而也 (它們)衣服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它們)亮光潔白的 正如地 (它)那 (它)光明。

太 17:3 kai. ivdou. w;fqh auvtoi/j Mwu?sh/j kai. VHli,aj sullalou/ntej metV auvtou/Å
And, behold, there appeared unto them Moses and Elias talking with him.
忽然有摩西，以利亞，向他們顯現，同耶穌說話。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看見注目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摩西 並且 (他)以利亞，

(他們)現正持續共同發言講說了的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看見注目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摩西 並且 (他)以利亞，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共同發言講說了的。

太 17:4 avpokriqei.j de. ò Pe,troj ei=pen tw/| VIhsou/( Ku,rie( kalo,n evstin h̀ma/j w-de ei=nai\ eiv qe,leij( poih,sw w-de
trei/j skhna,j( soi. mi,an kai. Mwu?sei/ mi,an kai. VHli,a| mi,anÅ
Then answered Peter, and said unto Jesus, Lord, it is good for us to be here: if thou wilt, let us make here three
tabernacles; one for thee, and one for Moses, and one for Elias.
彼得對耶穌說：主阿，我們在這裏真好；你若願意，我就在這裏搭三座棚，一座為你，一座為摩西，一座為以利

亞。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彼得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那 在對(他)耶穌，

阿,(他)主人， (它)美好適當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到於我們 也就在此地 現要去持續是； 若是 你現在持續定意，

我將要(持續)行出作成 也就在此地 到於(她們)三個 到於(她們)帳幕； 在對你 到於(她)一個/第一， 並且 在對(他)摩西

到於(她)一個/第一， 並且 在對(他)以利亞 到於(她)一個/第一。
[經文變異RT]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彼得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那 在對(他)耶穌，

阿,(他)主人， (它)美好適當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到於我們 也就在此地 現要去持續是； 若是 你現在持續定意，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行出作成 也就在此地 到於(她們)三個 到於(她們)帳幕； 在對你 到於(她)一個/第一， 並且

在對(他)摩西 到於(她)一個/第一， 並且 在對(他)以利亞 到於(她)一個/第一。

太 17:5 e;ti auvtou/ lalou/ntoj ivdou. nefe,lh fwteinh. evpeski,asen auvtou,j( kai. ivdou. fwnh. evk th/j nefe,lhj le,gousa(
Ou-to,j evstin ò uiò,j mou ò avgaphto,j( evn w-| euvdo,khsa\ avkou,ete auvtou/Å
While he yet spake, behold, a bright cloud overshadowed them: and behold a voice out of the cloud, which said,
This is my beloved Son, in whom I am well pleased; hear ye him.
說話之間，忽然有一朵光明的雲彩遮蓋他們；且有聲音從雲彩裏出來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你們要聽

他。

依然仍舊地 從屬(他)同一者 從屬(他)現正持續發言講說了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她)雲團 (她)光輝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蔭庇 到於(他們)同一者；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她)聲音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雲團 (她)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兒子 從屬我 (他)那 (他)蒙愛的，

在內 在對(他)這個 我那時(也是)歡愉認可；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聲聞耳聽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依然仍舊地 從屬(他)同一者 從屬(他)現正持續發言講說了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她)雲團 (她)光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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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那時(也是)蔭庇 到於(他們)同一者；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她)聲音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雲團 (她)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兒子 從屬我 (他)那 (他)蒙愛的，

在內 在對(他)這個 我那時(也是)歡愉認可； 從屬(他)同一者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聲聞耳聽。

太 17:6 kai. avkou,santej oì maqhtai. e;pesan evpi. pro,swpon auvtw/n kai. evfobh,qhsan sfo,draÅ
And when the disciples heard it, they fell on their face, and were sore afraid.
門徒聽見，就俯伏在地，極其害怕。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落下墜落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前面的臉面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成驚恐畏懼 極度地。

太 17:7 kai. prosh/lqen ò VIhsou/j kai. aỳa,menoj auvtw/n ei=pen( VEge,rqhte kai. mh. fobei/sqeÅ
And Jesus came and touched them, and said, Arise, and be not afraid.
耶穌進前來，摸他們說：起來，不要害怕。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 (他)那 (他)耶穌， 並且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觸摸連接了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被喚醒起來， 並且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成驚恐畏懼。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了的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觸摸連接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被喚醒起來， 並且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成驚恐畏懼。

太 17:8 evpa,rantej de. tou.j ovfqalmou.j auvtw/n ouvde,na ei=don eiv mh. auvto.n VIhsou/n mo,nonÅ
And when they had lifted up their eyes, they saw no man, save Jesus only.
他們舉目不見一人，只見耶穌在那裏。

(他們)那時(也是)在上面提起了的 然而也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眼睛 從屬(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若是 不會/不要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他)耶穌 僅有單獨地。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時(也是)在上面提起了的 然而也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眼睛 從屬(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若是 不會/不要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僅有單獨地。

太 17:9 Kai. katabaino,ntwn auvtw/n evk tou/ o;rouj evnetei,lato auvtoi/j ò VIhsou/j le,gwn( Mhdeni. ei;phte to. o[rama
e[wj ou- ò uìo.j tou/ avnqrw,pou evk nekrw/n evgerqh/|Å
And as they came down from the mountain, Jesus charged them, saying, Tell the vision to no man, until the Son
of man be risen again from the dead.
下山的時候，耶穌吩咐他們說：人子還沒有從死裏復活，你們不要將所看見的告訴人。

並且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向下行了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高山，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督促責成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在對(他)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到於(它)那 到於(它)景觀異象， 一直直到 從屬(它)這個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死掉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喚醒起來。
[經文變異RT]

並且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向下行了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那 從屬(它)高山，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督促責成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在對(他)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到於(它)那 到於(它)景觀異象， 一直直到 從屬(它)這個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死掉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再站立起來。

太 17:10 kai. evphrw,thsan auvto.n oi` maqhtai. le,gontej( Ti, ou=n oi` grammatei/j le,gousin o[ti VHli,an dei/ evlqei/n
prw/tonÈ
And his disciples asked him, saying, Why then say the scribes that Elias must first come?
門徒問耶穌說：文士為甚麼說以利亞必須先來。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在上面查詢求問 到於(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這樣 (他們)那些 (他們)書記文士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是這樣 到於(他)以利亞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那時(也是)要去到來前往 首先地？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在上面查詢求問 到於(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這樣 (他們)那些 (他們)書記文士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是這樣

到於(他)以利亞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那時(也是)要去到來前往 首先地？

太 17:11 ò de. avpokriqei.j ei=pen( VHli,aj me.n e;rcetai kai. avpokatasth,sei pa,nta\
And Jesus answered and said unto them, Elias truly shall first come, and restore all th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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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回答說：以利亞固然先來，並要復興萬事；

(他)那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以利亞 的確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復位還原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耶穌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以利亞

的確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首先地，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復位還原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太 17:12 le,gw de. ùmi/n o[ti VHli,aj h;dh h=lqen( kai. ouvk evpe,gnwsan auvto.n avlla. evpoi,hsan evn auvtw/| o[sa hvqe,lhsan\
ou[twj kai. ò uìo.j tou/ avnqrw,pou me,llei pa,scein ùpV auvtw/nÅ
But I say unto you, That Elias is come already, and they knew him not, but have done unto him whatsoever they
listed. Likewise shall also the Son of man suffer of them.
只是我告訴你們，以利亞已經來了，人卻不認識他，竟任意待他；人子也將要這樣受他們的害。

我現在持續道說 然而也 在對你們， 是這樣 (他)以利亞 甚而已然如此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清楚認識知道 到於(他)同一者， 但乃是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它們)這每一切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定意。 那同一樣式地 並且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準備快要 現要去持續經歷承受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們)同一者。

太 17:13 to,te sunh/kan oì maqhtai. o[ti peri. VIwa,nnou tou/ baptistou/ ei=pen auvtoi/jÅ
Then the disciples understood that he spake unto them of John the Baptist.
門徒這纔明白耶穌所說的，是指著施洗的約翰。

當那時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貫通理解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是這樣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約翰 從屬(他)那

從屬(他)浸洗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太 17:14 Kai. evlqo,ntwn pro.j to.n o;clon prosh/lqen auvtw/| a;nqrwpoj gonupetw/n auvto.n
And when they were come to the multitude, there came to him a certain man, kneeling down to him, and saying,
耶穌和門徒到了眾人那裏，有一個人來見耶穌，跪下，說：

並且 從屬(他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群眾，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 在對(他)同一者 (他)人 (他)現正持續屈膝跪下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從屬(他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群眾，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 在對(他)同一者 (他)人 (他)現正持續屈膝跪下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並且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太 17:15 kai. le,gwn( Ku,rie( evle,hso,n mou to.n uiò,n( o[ti selhnia,zetai kai. kakw/j pa,scei\ polla,kij ga.r pi,ptei
eivj to. pu/r kai. polla,kij eivj to. u[dwrÅ
Lord, have mercy on my son: for he is lunatick, and sore vexed: for ofttimes he falleth into the fire, and oft into
the water.
主阿，憐憫我的兒子；他害癲癇的病很苦，屢次跌在火裏，屢次跌在水裏。

阿,(他)主人， 你那時(也是)就要發憐憫慈悲 從屬我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發狂癲癇， 並且 卑劣不好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經歷承受； 經常地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落下墜落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火， 並且 經常地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水。
[經文變異WH]

阿,(他)主人， 你那時(也是)就要發憐憫慈悲 從屬我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發狂癲癇， 並且 卑劣不好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經常地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落下墜落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火， 並且 經常地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水。

太 17:16 kai. prosh,negka auvto.n toi/j maqhtai/j sou( kai. ouvk hvdunh,qhsan auvto.n qerapeu/saiÅ
And I brought him to thy disciples, and they could not cure him.
我帶他到你門徒那裏，他們卻不能醫治他。

並且 我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負載攜帶 到於(他)同一者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門徒 從屬你，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能夠可能 到於(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行侍候紓解。

太 17:17 avpokriqei.j de. ò VIhsou/j ei=pen( +W genea. a;pistoj kai. diestramme,nh( e[wj po,te meqV ùmw/n e;somaiÈ e[wj
po,te avne,xomai ùmw/nÈ fe,rete, moi auvto.n w-deÅ
Then Jesus answered and said, O faithless and perverse generation, how long shall I be with you? how long
shall I suffer you? bring him hither to me.
耶穌說：噯，這又不信又悖謬的世代阿，我在你們這裏要到幾時呢；我忍耐你們要到幾時呢；把他帶到我這裏來

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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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哦呀 阿,(她)族類之世代

阿,(她)不誠不信的 並且 阿,(她)現在已經被翻轉扭曲了的， 一直直到 何時呢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你們

我將要(持續)是？ 一直直到 何時呢 我將要(持續)讓自己支撐忍受 從屬你們？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負載攜帶 在對我

到於(他)同一者 也就在此地。
[經文變異RT]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哦呀 阿,(她)族類之世代

阿,(她)不誠不信的 並且 阿,(她)現在已經被翻轉扭曲了的， 一直直到 何時呢 我將要(持續)是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你們？ 一直直到 何時呢 我將要(持續)讓自己支撐忍受 從屬你們？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負載攜帶 在對我

到於(他)同一者 也就在此地。

太 17:18 kai. evpeti,mhsen auvtw/| ò VIhsou/j kai. evxh/lqen avpV auvtou/ to. daimo,nion kai. evqerapeu,qh ò pai/j avpo. th/j
w[raj evkei,nhjÅ
And Jesus rebuked the devil; and he departed out of him: and the child was cured from that very hour.
耶穌斥責那鬼，鬼就出來；從此孩子就痊愈了。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評斷申誡 在對(他)同一者註1
(他)那 (他)耶穌；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同一者 (它)那 (它)鬼魔；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行侍候紓解 (他)那 (他)孩童/下屬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鐘點時刻 從屬(她)在那裏的那個。

註1：“在對(他)同一者”文法上亦可以為“在對(它)同一者”。

太 17:19 To,te proselqo,ntej oi` maqhtai. tw/| VIhsou/ katV ivdi,an ei=pon( Dia. ti, hm̀ei/j ouvk hvdunh,qhmen evkbalei/n
auvto,È
Then came the disciples to Jesus apart, and said, Why could not we cast him out?
門徒暗暗的到耶穌跟前說：我們為甚麼不能趕出那鬼呢。

當那時地 (他們)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了的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在對(他)那 在對(他)耶穌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私人個別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我們 不是/不

我們那時(也是)被能夠可能 那時(也是)要去向外投擲出來 到於(它)同一者？

太 17:20 ò de. le,gei auvtoi/j( Dia. th.n ovligopisti,an ùmw/n\ avmh.n ga.r le,gw ùmi/n( eva.n e;chte pi,stin wj̀ ko,kkon
sina,pewj( evrei/te tw/| o;rei tou,tw|( Meta,ba e;nqen evkei/( kai. metabh,setai\ kai. ouvde.n avdunath,sei ùmi/nÅ
And Jesus said unto them, Because of your unbelief: for verily I say unto you, If ye have faith as a grain of
mustard seed, ye shall say unto this mountain, Remove hence to yonder place; and it shall remove; and nothing
shall be impossible unto you.
耶穌說：是因你們的信心小；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種，就是對這座山說，你從這邊挪到那

邊，他也必挪去；並且你們沒有一件不能作的事了。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她)那 到於(她)小信 從屬你們；

阿們 因為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但凡若是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持有 到於(她)信 正如地 到於(他)種核顆粒

從屬(它)芥菜， 你們將要(持續)開聲言說 在對(它)那 在對(它)高山 在對(它)那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就要更換地方

從此處地 在那裏地；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更換地方； 並且 (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成乃不能夠可能 在對你們。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她)那

到於(她)缺誠乏信 從屬你們； 阿們 因為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但凡若是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持有 到於(她)信

正如地 到於(他)種核顆粒 從屬(它)芥菜， 你們將要(持續)開聲言說 在對(它)那 在對(它)高山 在對(它)那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就要更換地方 從在此處地 在那裏地；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更換地方； 並且

(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成乃不能夠可能 在對你們。

太 17:21 tou/to de. to. ge,noj ouvk evkporeu,etai eiv mh. evn proseuch/| kai. nhstei,a|Å
Howbeit this kind goeth not out but by prayer and fasting.
至於這一類的鬼，若不禱告禁食，他就不出來。〔或作不能趕他出來〕

註：Nestle-Aland 26/27版本無此節。

[經文變異RT]

(它)那同一者 然而也 (它)那 (它)族類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向外行去， 若是 不會/不要 在內

在對(她)求告祈禱 並且 在對(她)禁食。

太 17:22 Sustrefome,nwn de. auvtw/n evn th/| Galilai,a| ei=pen auvtoi/j ò VIhsou/j( Me,llei ò uiò.j tou/ avnqrw,pou
paradi,dosqai eivj cei/raj avnqrw,pwn(
And while they abode in Galilee, Jesus said unto them, The Son of man shall be betrayed into the hands of
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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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還住在加利利的時候，耶穌對門徒說：人子將要被交在人手裏；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被糾集了的 然而也 從屬(他們)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加利利，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現在持續準備快要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現要去持續被交付 向內進入 到於(她們)手 從屬(他們)人；
[經文變異RT]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被翻轉折返/往返行事了的 然而也 從屬(他們)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加利利，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現在持續準備快要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現要去持續被交付 向內進入 到於(她們)手 從屬(他們)人；

太 17:23 kai. avpoktenou/sin auvto,n( kai. th/| tri,th| h̀me,ra| evgerqh,setaiÅ kai. evluph,qhsan sfo,draÅ
And they shall kill him, and the third day he shall be raised again. And they were exceeding sorry.
他們要殺害他，第三日他要復活。門徒就大大的憂愁。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殺害除掉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在對(她)那 在對(她)第三的 在對(她)日子/白日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喚醒起來。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致憂傷愁苦 極度地。

太 17:24 VElqo,ntwn de. auvtw/n eivj Kafarnaou.m prosh/lqon oi` ta. di,dracma lamba,nontej tw/| Pe,trw| kai. ei=pan(
~O dida,skaloj ùmw/n ouv telei/ Îta.Ð di,dracmaÈ
And when they were come to Capernaum, they that received tribute money came to Peter, and said, Doth not
your master pay tribute?
到了迦百農，有收丁稅的人來見彼得說：你們的先生不納丁稅麼。〔丁稅約有半塊錢〕

從屬(他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然而也 從屬(他們)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迦百農，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 (他們)那些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值兩個銀幣的丁稅

(他們)現正持續拿取了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彼得，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那 (他)老師 從屬你們

豈非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完成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值兩個銀幣的丁稅？

太 17:25 le,gei( Nai,Å kai. evlqo,nta eivj th.n oivki,an proe,fqasen auvto.n ò VIhsou/j le,gwn( Ti, soi dokei/( Si,mwnÈ oi`
basilei/j th/j gh/j avpo. ti,nwn lamba,nousin te,lh h' kh/nsonÈ avpo. tw/n uiẁ/n auvtw/n h' avpo. tw/n avllotri,wnÈ
He saith, Yes. And when he was come into the house, Jesus prevented him, saying, What thinkest thou,
Simon? of whom do the kings of the earth take custom or tribute? of their own children, or of strangers?
彼得說：納。他進了屋子，耶穌先向他說：西門，你的意思如何；世上的君王，向誰徵收關稅丁稅；是向自己的

兒子呢，是向外人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誠然為是。 並且 到於(他)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住屋家庭，

他/她/它那時(也是)佔前搶先 到於(他)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它)任何什麼呢 在對你

他/她/它現在持續設想認為對， 阿,(他)西門？ (他們)那些 (他們)君王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拿取 到於(它們)終結/貨物或旅行之終結稅 甚或/或而 到於(他)個人稅？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兒子 從屬(他們)同一者， 甚或/或而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別人的？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誠然為是。 並且 當這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住屋家庭， 他/她/它那時(也是)佔前搶先 到於(他)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它)任何什麼呢 在對你 他/她/它現在持續設想認為對， 阿,(他)西門？ (他們)那些 (他們)君王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拿取 到於(它們)終結/貨物或旅行之終結稅

甚或/或而 到於(他)個人稅？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兒子 從屬(他們)同一者， 甚或/或而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別人的？

太 17:26 eivpo,ntoj de,( VApo. tw/n avllotri,wn( e;fh auvtw/| ò VIhsou/j( :Ara ge evleu,qeroi, eivsin oì uiòi,Å
Peter saith unto him, Of strangers. Jesus saith unto him, Then are the children free.
彼得說：是向外人；耶穌說：既然如此，兒子就可以免稅了；

從屬(他)那時(也是)發話言說了的 然而也，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別人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宣稱傳講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果然如此 確實 (他們)自由自主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那些 (他們)兒子。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彼得，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別人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宣稱傳講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果然如此 確實 (他們)自由自主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那些 (他們)兒子。

太 17:27 i[na de. mh. skandali,swmen auvtou,j( poreuqei.j eivj qa,lassan ba,le a;gkistron kai. to.n avnaba,nta prw/ton
ivcqu.n a=ron( kai. avnoi,xaj to. sto,ma auvtou/ eùrh,seij stath/ra\ evkei/non labw.n do.j auvtoi/j avnti. evmou/ kai. sou/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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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withstanding, lest we should offend them, go thou to the sea, and cast an hook, and take up the fish that first
cometh up; and when thou hast opened his mouth, thou shalt find a piece of money: that take, and give unto
them for me and thee.
但恐怕觸犯他們，〔觸犯原文作絆倒〕，你且往海邊去釣魚，把先釣上來的魚拿起來，開了他的口，必得一塊錢

，可以拿去給他們，作你我的稅銀。

為要 然而也 不會/不要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誘陷絆倒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被行去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海 你那時(也是)就要投擲 到於(它)魚鉤，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那時(也是)向上行了的 首先地 到於(他)魚

你那時(也是)就要提起； 並且 (他)那時(也是)向上開啟打開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口/嘴 從屬(他)同一者

你將要(持續)找到尋見 到於(他)一塊錢； 到於(他)在那裏的那個 (他)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給與

在對(他們)同一者 相對對應 從屬"我" 並且 從屬你。
[經文變異RT]

為要 然而也 不會/不要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誘陷絆倒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被行去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海 你那時(也是)就要投擲 到於(它)魚鉤，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那時(也是)向上行了的 首先地

到於(他)魚 你那時(也是)就要提起； 並且 (他)那時(也是)向上開啟打開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口/嘴 從屬(他)同一者

你將要(持續)找到尋見 到於(他)一塊錢； 到於(他)在那裏的那個 (他)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給與

在對(他們)同一者 相對對應 從屬"我" 並且 從屬你。

太 18:1 VEn evkei,nh| th/| w[ra| prosh/lqon oi` maqhtai. tw/| VIhsou/ le,gontej( Ti,j a;ra mei,zwn evsti.n evn th/| basilei,a|
tw/n ouvranw/nÈ
At the same time came the disciples unto Jesus, saying, Who is the greatest in the kingdom of heaven?
當時，門徒進前來，問耶穌說：天國裏誰是最大的。

在內 在對(她)在那裏的那個 在對(她)那 在對(她)鐘點時刻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在對(他)那 在對(他)耶穌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他)任何什麼呢 果然如此 (他)更大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天空/天？

太 18:2 kai. proskalesa,menoj paidi,on e;sthsen auvto. evn me,sw| auvtw/n
And Jesus called a little child unto him, and set him in the midst of them,
耶穌便叫一個小孩子來，使他站在他們當中，

並且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在前面向著促請召喚了的 到於(它)小孩童 他/她/它那時(也是)立定站住 到於(它)同一者 在內

在對(它)中間當中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在前面向著促請召喚了的 (他)那 (他)耶穌 到於(它)小孩童 他/她/它那時(也是)立定站住

到於(它)同一者 在內 在對(它)中間當中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太 18:3 kai. ei=pen( VAmh.n le,gw ùmi/n( eva.n mh. strafh/te kai. ge,nhsqe ẁj ta. paidi,a( ouv mh. eivse,lqhte eivj th.n
basilei,an tw/n ouvranw/nÅ
And said, Verily I say unto you, Except ye be converted, and become as little children, ye shall not enter into the
kingdom of heaven.
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若不回轉，變成小孩子的樣式，斷不得進天國。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但凡若是 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被轉動翻轉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生發成為 正如地 (它們)那些 (它們)小孩童，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天空/天。

太 18:4 o[stij ou=n tapeinw,sei eàuto.n wj̀ to. paidi,on tou/to( ou-to,j evstin ò mei,zwn evn th/| basilei,a| tw/n ouvranw/nÅ
Whosoever therefore shall humble himself as this little child, the same is greatest in the kingdom of heaven.
所以凡自己謙卑像這小孩子的，他在天國裏就是最大的。

(他)這個任何什麼 這樣 他/她/它將要(持續)促使成低微降卑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正如地 (它)那 (它)小孩童

(它)那同一者，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更大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天空/天。

太 18:5 kai. o]j eva.n de,xhtai e]n paidi,on toiou/to evpi. tw/| ovno,mati, mou( evme. de,cetaiÅ
And whoso shall receive one such little child in my name receiveth me.
凡為我的名，接待一個像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

並且 (他)這個 但凡若是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接納領受 到於(它)一個 到於(它)小孩童 到於(它)那種樣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它)那 在對(它)名字 從屬我， 到於"我"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接納領受。
[經文變異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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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 (他)這個 但凡若是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接納領受 到於(它)小孩童 到於(它)那種樣 到於(它)一個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它)那 在對(它)名字 從屬我， 到於"我"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接納領受。

太 18:6 }Oj dV a'n skandali,sh| e[na tw/n mikrw/n tou,twn tw/n pisteuo,ntwn eivj evme,( sumfe,rei auvtw/| i[na kremasqh/|
mu,loj ovniko.j peri. to.n tra,chlon auvtou/ kai. katapontisqh/| evn tw/| pela,gei th/j qala,sshjÅ
But whoso shall offend one of these little ones which believe in me, it were better for him that a millstone were
hanged about his neck, and that he were drowned in the depth of the sea.
凡使這信我的一個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這人的頸項上，沉在深海裏。

(他)這個 然而也 但凡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誘陷絆倒 到於(他)一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細微極小的

從屬(他們)那同一者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我"，

他/她/它現在持續一起負載攜帶/輕省有益 在對(他)同一者，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懸掛垂吊 (他)磨坊

(他)屬驢子的 <在周圍>在周圍 到於(他)那 到於(他)咽喉頸項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使沉下海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深洋外海 從屬(她)那 從屬(她)海。
[經文變異RT]

(他)這個 然而也 但凡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誘陷絆倒 到於(他)一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細微極小的

從屬(他們)那同一者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我"，

他/她/它現在持續一起負載攜帶/輕省有益 在對(他)同一者，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懸掛垂吊 (他)磨坊

(他)屬驢子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那 到於(他)咽喉頸項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使沉下海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深洋外海 從屬(她)那 從屬(她)海。

太 18:7 ouvai. tw/| ko,smw| avpo. tw/n skanda,lwn\ avna,gkh ga.r evlqei/n ta. ska,ndala( plh.n ouvai. tw/| avnqrw,pw| diV ou-
to. ska,ndalon e;rcetaiÅ
Woe unto the world because of offences! for it must needs be that offences come; but woe to that man by whom
the offence cometh!
這世界有禍了，因為將人絆倒；絆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絆倒人的有禍了。

哀哉呀 在對(他)那 在對(他)美容妝束/世界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機關陷阱。 (她)迫切需要 因為

那時(也是)要去到來前往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機關陷阱； 超出之外地 哀哉呀 在對(他)那 在對(他)人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這個 (它)那 (它)機關陷阱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經文變異RT]

哀哉呀 在對(他)那 在對(他)美容妝束/世界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機關陷阱。 (她)迫切需要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那時(也是)要去到來前往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機關陷阱； 超出之外地 哀哉呀 在對(他)那

在對(他)人 在對(他)在那裏的那個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這個 (它)那 (它)機關陷阱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太 18:8 Eiv de. h` cei,r sou h' ò pou,j sou skandali,zei se( e;kkoyon auvto.n kai. ba,le avpo. sou/\ kalo,n soi, evstin
eivselqei/n eivj th.n zwh.n kullo.n h' cwlo.n h' du,o cei/raj h' du,o po,daj e;conta blhqh/nai eivj to. pu/r to. aivw,nionÅ
Wherefore if thy hand or thy foot offend thee, cut them off, and cast them from thee: it is better for thee to enter
into life halt or maimed, rather than having two hands or two feet to be cast into everlasting fire.
倘若你一隻手，或是一隻腳，叫你跌倒，就砍下來丟掉；你缺一隻手，或是一隻腳，進入永生，強如有兩手兩腳

，被丟在永火裏。

若是 然而也 (她)那 (她)手 從屬你 甚或/或而 (他)那 (他)腳 從屬你 他/她/它現在持續誘陷絆倒 到於你，

你那時(也是)就要砍斷切開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投擲 從那裏離開 從屬你； (它)美好適當的

在對你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那時(也是)要去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生命 到於(他)彎折殘缺的

甚或/或而 到於(他)瘸腿跛腳的， 甚或/或而 到於(她們)二個/兩個 到於(她們)手 甚或/或而 到於(他們)二個/兩個

到於(他們)腳 到於(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被投擲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火 到於(它)那

到於(它)時世恆久的。
[經文變異RT]

若是 然而也 (她)那 (她)手 從屬你 甚或/或而 (他)那 (他)腳 從屬你 他/她/它現在持續誘陷絆倒 到於你，

你那時(也是)就要砍斷切開 到於(它們)同一者，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投擲 從那裏離開 從屬你； (它)美好適當的

在對你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那時(也是)要去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生命 到於(他)瘸腿跛腳的

甚或/或而 到於(他)彎折殘缺的， 甚或/或而 到於(她們)二個/兩個 到於(她們)手 甚或/或而 到於(他們)二個/兩個

到於(他們)腳 到於(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被投擲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火 到於(它)那

到於(它)時世恆久的。

太 18:9 kai. eiv ò ovfqalmo,j sou skandali,zei se( e;xele auvto.n kai. ba,le avpo. sou/\ kalo,n soi, evstin mono,fqalmon
eivj th.n zwh.n eivselqei/n h' du,o ovfqalmou.j e;conta blhqh/nai eivj th.n ge,ennan tou/ puro,jÅ
And if thine eye offend thee, pluck it out, and cast it from thee: it is better for thee to enter into life with one e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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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her than having two eyes to be cast into hell fire.
倘若你一隻眼叫你跌倒，就把他剜出來丟掉；你只有一隻眼進入永生，強如有兩隻眼被丟在地獄的火裏。

並且 若是 (他)那 (他)眼睛 從屬你 他/她/它現在持續誘陷絆倒 到於你， 你那時(也是)就要挪開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投擲 從那裏離開 從屬你； (它)美好適當的 在對你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到於(他)獨眼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生命 那時(也是)要去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甚或/或而 到於(他們)二個/兩個

到於(他們)眼睛 到於(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被投擲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獄 從屬(它)那

從屬(它)火。

太 18:10 ~Ora/te mh. katafronh,shte eǹo.j tw/n mikrw/n tou,twn\ le,gw ga.r ùmi/n o[ti oi` a;ggeloi auvtw/n evn
ouvranoi/j dia. panto.j ble,pousi to. pro,swpon tou/ patro,j mou tou/ evn ouvranoi/jÅ
Take heed that ye despise not one of these little ones; for I say unto you, That in heaven their angels do always
behold the face of my Father which is in heaven.
你們要小心，不可輕看這小子裏的一個；我告訴你們，他們的使者在天上，常見我天父的面。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看見清楚， 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輕忽蔑視 從屬(他)一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細微極小的 從屬(他們)那同一者註1； 我現在持續道說 因為 在對你們， 是這樣 (他們)那些 (他們)使者

從屬(他們)同一者 在內 在對(他們)天空/天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著眼觀看

到於(它)那 到於(它)前面的臉面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從屬我 從屬(他)那 在內 在對(他們)天空/天。

註1：“從屬(他)一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細微極小的 從屬(他們)那同一者”文法上亦可以為“從屬(它)一個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細微極小的 從屬(它們)那同一者”。

太 18:11 h=lqen ga.r ò uìo.j tou/ avnqrw,pou sw/sai to. avpolwlo,jÅ
For the Son of man is come to save that which was lost.
〔有古卷在此有：人子來為要拯救失喪的人〕

註：Nestle-Aland 26/27版本無此節。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因為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那時(也是)要去拯救 到於(它)那

到於(它)現在已經毀掉除滅了的。

太 18:12 Ti, ùmi/n dokei/È eva.n ge,nhtai, tini avnqrw,pw| èkato.n pro,bata kai. planhqh/| e]n evx auvtw/n( ouvci. avfh,sei ta.
evnenh,konta evnne,a evpi. ta. o;rh kai. poreuqei.j zhtei/ to. planw,menonÈ
How think ye? if a man have an hundred sheep, and one of them be gone astray, doth he not leave the ninety
and nine, and goeth into the mountains, and seeketh that which is gone astray?
一個人若有一百隻羊，一隻走迷了路，你們的意思如何；他豈不撇下這九十九隻，往山裏去找那隻迷路的羊麼。

(它)任何什麼呢 在對你們 他/她/它現在持續設想認為對？ 但凡若是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對(他)任何什麼 在對(他)人 (它們)一百個 (它們)綿羊，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有迷途錯謬 (它)一個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同一者， 豈不是呢 他/她/它將要(持續)任憑釋放離開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九十九個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高山， 並且 (他)那時(也是)被行去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探索尋求

到於(它)那 到於(它)現正持續被有迷途錯謬了的？
[經文變異RT]

(它)任何什麼呢 在對你們 他/她/它現在持續設想認為對？ 但凡若是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對(他)任何什麼 在對(他)人 (它們)一百個 (它們)綿羊，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有迷途錯謬 (它)一個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同一者， 豈不是呢 (他)那時(也是)任憑釋放離開了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九十九個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高山， (他)那時(也是)被行去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探索尋求 到於(它)那

到於(它)現正持續被有迷途錯謬了的？

太 18:13 kai. eva.n ge,nhtai eùrei/n auvto,( avmh.n le,gw ùmi/n o[ti cai,rei evpV auvtw/| ma/llon h' evpi. toi/j evnenh,konta
evnne,a toi/j mh. peplanhme,noijÅ
And if so be that he find it, verily I say unto you, he rejoiceth more of that sheep, than of the ninety and nine
which went not astray.
若是找著了，我實在告訴你們，他為這一隻羊歡喜，比為那沒有迷路的九十九隻歡喜還大呢。

並且 但凡若是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生發成為 那時(也是)要去找到尋見 到於(它)同一者，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持續歡喜安樂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它)同一者 更特別尤其地

甚或/或而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九十九個 在對(它們)那些 不會/不要

在對(它們)現在已經被有迷途錯謬了的。

太 18:14 ou[twj ouvk e;stin qe,lhma e;mprosqen tou/ patro.j ùmw/n tou/ evn ouvranoi/j i[na avpo,lhtai e]n tw/n mikrw/n
tou,twnÅ
Even so it is not the will of your Father which is in heaven, that one of these little ones should per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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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在天上的父，也是這樣不願意這小子裏失喪一個。

那同一樣式地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所定意 從在其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從屬你們 從屬(他)那

在內 在對(他們)天空/天，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毀掉除滅 (它)一個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細微極小的 從屬(它們)那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那同一樣式地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所定意 從在其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從屬你們 從屬(他)那

在內 在對(他們)天空/天，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毀掉除滅 (他)一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細微極小的 從屬(他們)那同一者註1。

註1：“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細微極小的 從屬(它們)那同一者”文法上亦可以為“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細微極小的 從屬(他們)那同一者”。

[經文變異WH]

那同一樣式地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所定意 從在其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從屬我 從屬(他)那

在內 在對(他們)天空/天，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毀掉除滅 (它)一個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細微極小的 從屬(它們)那同一者。

太 18:15 VEa.n de. am̀arth,sh| Îeivj se.Ð ò avdelfo,j sou( u[page e;legxon auvto.n metaxu. sou/ kai. auvtou/ mo,nouÅ eva,n sou
avkou,sh|( evke,rdhsaj to.n avdelfo,n sou\
Moreover if thy brother shall trespass against thee, go and tell him his fault between thee and him alone: if he
shall hear thee, thou hast gained thy brother.
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著只有他和你在一處的時候，指出他的錯來；他若聽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

但凡若是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犯罪 向內進入 到於你 (他)那 (他)弟兄 從屬你， 你現在就要持續退開去，

你那時(也是)就要指證駁斥 到於(他)同一者 共同轉接之間地 從屬你 並且 從屬(他)同一者 從屬(他)僅有單獨的；

但凡若是 從屬你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聲聞耳聽， 你那時(也是)贏取賺得 到於(他)那 到於(他)弟兄 從屬你。
[經文變異RT]

但凡若是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犯罪 向內進入 到於你 (他)那 (他)弟兄 從屬你， 你現在就要持續退開去，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指證駁斥 到於(他)同一者 共同轉接之間地 從屬你 並且 從屬(他)同一者

從屬(他)僅有單獨的； 但凡若是 從屬你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聲聞耳聽， 你那時(也是)贏取賺得 到於(他)那

到於(他)弟兄 從屬你。
[經文變異WH]

但凡若是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犯罪 (他)那 (他)弟兄 從屬你， 你現在就要持續退開去，

你那時(也是)就要指證駁斥 到於(他)同一者 共同轉接之間地 從屬你 並且 從屬(他)同一者 從屬(他)僅有單獨的；

但凡若是 從屬你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聲聞耳聽， 你那時(也是)贏取賺得 到於(他)那 到於(他)弟兄 從屬你。

太 18:16 eva.n de. mh. avkou,sh|( para,labe meta. sou/ e;ti e[na h' du,o( i[na evpi. sto,matoj du,o martu,rwn h' triw/n staqh/|
pa/n rh̀/ma\
But if he will not hear thee, then take with thee one or two more, that in the mouth of two or three witnesses
every word may be established.
他若不聽，你就另外帶一兩個人同去，要憑兩三個人的口作見證，句句都可定準。

但凡若是 然而也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聲聞耳聽， 你那時(也是)就要拿取在旁邊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你 依然仍舊地 到於(他)一個 甚或/或而 到於(他們)二個/兩個， 為要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它)口/嘴

從屬(他們)二個/兩個 從屬(他們)見證人 甚或/或而 從屬(他們)三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立定站住

(它)所有每一個的 (它)所發表言說。

太 18:17 eva.n de. parakou,sh| auvtw/n( eivpe. th/| evkklhsi,a|\ eva.n de. kai. th/j evkklhsi,aj parakou,sh|( e;stw soi w[sper ò
evqniko.j kai. ò telw,nhjÅ
And if he shall neglect to hear them, tell it unto the church: but if he neglect to hear the church, let him be unto
thee as an heathen man and a publican.
若是不聽他們，就告訴教會；若是不聽教會，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稅吏一樣。

但凡若是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聽到卻不在意 從屬(他們)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就要發話言說 在對(她)那

在對(她)傳召； 但凡若是 然而也 並且 從屬(她)那 從屬(她)傳召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聽到卻不在意，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是 在對你 甚至正如地 (他)那 (他)屬外邦的 並且 (他)那 (他)稅吏。

太 18:18 VAmh.n le,gw ùmi/n\ o[sa eva.n dh,shte evpi. th/j gh/j e;stai dedeme,na evn ouvranw/|( kai. o[sa eva.n lu,shte evpi. th/j
gh/j e;stai lelume,na evn ouvranw/|Å
Verily I say unto you, Whatsoever ye shall bind on earth shall be bound in heaven: and whatsoever ye shall
loose on earth shall be loosed in heaven.
我實在告訴你們，凡你們在地上所捆綁的，在天上也要捆綁；凡你們在地上所釋放的，在天上也要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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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到於(它們)這每一切 但凡若是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拴綁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它們)現在已經被拴綁了的 在內 在對(他)天空/天； 並且

到於(它們)這每一切 但凡若是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鬆綁脫解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它們)現在已經被鬆綁脫解了的 在內 在對(他)天空/天。
[經文變異RT]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到於(它們)這每一切 但凡若是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拴綁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它們)現在已經被拴綁了的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天空/天；

並且 到於(它們)這每一切 但凡若是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鬆綁脫解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它們)現在已經被鬆綁脫解了的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天空/天。

太 18:19 Pa,lin Îavmh.nÐ le,gw ùmi/n o[ti eva.n du,o sumfwnh,swsin evx um̀w/n evpi. th/j gh/j peri. panto.j pra,gmatoj ou-
eva.n aivth,swntai( genh,setai auvtoi/j para. tou/ patro,j mou tou/ evn ouvranoi/jÅ
Again I say unto you, That if two of you shall agree on earth as touching any thing that they shall ask, it shall be
done for them of my Father which is in heaven.
我又告訴你們，若是你們中間有兩個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甚麼事，我在天上的父，必為他們成全。

重新又再地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是這樣 但凡若是 (他們)二個/兩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協調一致

向外出來 從屬你們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在周圍>關於 從屬(它)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它)事務行動 從屬(它)這個 但凡若是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索問要求，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對(他們)同一者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從屬我 從屬(他)那

在內 在對(他們)天空/天。
[經文變異RT]

重新又再地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是這樣 但凡若是 (他們)二個/兩個 從屬你們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協調一致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在周圍>關於 從屬(它)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它)事務行動 從屬(它)這個 但凡若是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索問要求，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對(他們)同一者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從屬我 從屬(他)那

在內 在對(他們)天空/天。

太 18:20 ou- ga,r eivsin du,o h' trei/j sunhgme,noi eivj to. evmo.n o;noma( evkei/ eivmi evn me,sw| auvtw/nÅ
For where two or three are gathered together in my name, there am I in the midst of them.
因為無論在那裏，有兩三個人奉我的名聚會，那裏就有我在他們中間。

在這裏地 因為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二個/兩個 甚或/或而 (他們)三個 (他們)現在已經被聚集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我之物 到於(它)名字， 在那裏地 我現在持續是 在內 在對(它)中間當中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太 18:21 To,te proselqw.n ò Pe,troj ei=pen auvtw/|( Ku,rie( posa,kij àmarth,sei eivj evme. ò avdelfo,j mou kai. avfh,sw
auvtw/|È e[wj ep̀ta,kijÈ
Then came Peter to him, and said, Lord, how oft shall my brother sin against me, and I forgive him? till seven
times?
那時彼得進前來，對耶穌說：主阿，我弟兄得罪我，我當饒恕他幾次呢；到七次可以麼。

當那時地 (他)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了的 (他)那 (他)彼得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阿,(他)主人， 這多少次地 他/她/它將要(持續)犯罪 向內進入 到於"我" (他)那 (他)弟兄 從屬我， 並且

我將要(持續)任憑釋放離開 在對(他)同一者？ 一直直到 七次地？
[經文變異RT]

當那時地 (他)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彼得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阿,(他)主人， 這多少次地 他/她/它將要(持續)犯罪 向內進入 到於"我" (他)那 (他)弟兄 從屬我， 並且

我將要(持續)任憑釋放離開 在對(他)同一者？ 一直直到 七次地？

太 18:22 le,gei auvtw/| o` VIhsou/j( Ouv le,gw soi e[wj èpta,kij avlla. e[wj eb̀domhkonta,kij èpta,Å
Jesus saith unto him, I say not unto thee, Until seven times: but, Until seventy times seven.
耶穌說：我對你說，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個七次。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 一直直到 七次地；

但乃是 一直直到 七十次地 從屬(它們)七個。

太 18:23 Dia. tou/to wm̀oiw,qh h` basilei,a tw/n ouvranw/n avnqrw,pw| basilei/( o]j hvqe,lhsen suna/rai lo,gon meta. tw/n
dou,lwn auvtou/Å
Therefore is the kingdom of heaven likened unto a certain king, which would take account of his servants.
天國好像一個王，要和他僕人算賬。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促使為具同樣相同 (她)那 (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天空/天 在對(他)人 在對(他)君王， (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定意 那時(也是)要去估量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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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奴僕 從屬(他)同一者。

太 18:24 avrxame,nou de. auvtou/ sunai,rein proshne,cqh auvtw/| ei-j ovfeile,thj muri,wn tala,ntwnÅ
And when he had begun to reckon, one was brought unto him, which owed him ten thousand talents.
纔算的時候，有人帶了一個欠一千萬銀子的來。

從屬(他)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了的 然而也 從屬(他)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估量計算，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在前面向著負載攜帶 在對(他)同一者 (他)一個 (他)積欠負債者 從屬(他們)上萬的

從屬(它們)他連得。
[經文變異WH]

從屬(他)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了的 然而也 從屬(他)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估量計算，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在前面向著負載攜帶 (他)一個 在對(他)同一者 (他)積欠負債者 從屬(他們)上萬的

從屬(它們)他連得。

太 18:25 mh. e;contoj de. auvtou/ avpodou/nai evke,leusen auvto.n ò ku,rioj praqh/nai kai. th.n gunai/ka kai. ta. te,kna
kai. pa,nta o[sa e;cei( kai. avpodoqh/naiÅ
But forasmuch as he had not to pay, his lord commanded him to be sold, and his wife, and children, and all that
he had, and payment to be made.
因為他沒有甚麼償還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兒女，並一切所有的都賣了償還。

不會/不要 從屬(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然而也 從屬(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從那裏給與，

他/她/它那時(也是)出言吩咐 到於(他)同一者 (他)那 (他)主人 那時(也是)要去被出售變賣，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女人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孩子， 並且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這每一切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被從那裏給與。
[經文變異RT]

不會/不要 從屬(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然而也 從屬(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從那裏給與，

他/她/它那時(也是)出言吩咐 到於(他)同一者 (他)那 (他)主人 從屬(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被出售變賣，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女人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孩子， 並且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這每一切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被從那裏給與。

太 18:26 pesw.n ou=n ò dou/loj proseku,nei auvtw/| le,gwn( Makroqu,mhson evpV evmoi,( kai. pa,nta avpodw,sw soiÅ
The servant therefore fell down, and worshipped him, saying, Lord, have patience with me, and I will pay thee
all.
那僕人就俯伏拜他說：主阿，寬容我，將來我都要還清。

(他)那時(也是)落下墜落了的 這樣 (他)那 (他)奴僕 他/她/它當時持續敬拜 在對(他)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成忍耐寬容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我"， 並且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我將要(持續)從那裏給與

在對你。
[經文變異RT]

(他)那時(也是)落下墜落了的 這樣 (他)那 (他)奴僕 他/她/它當時持續敬拜 在對(他)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成忍耐寬容， 阿,(他)主人，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我"， 並且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你

我將要(持續)從那裏給與。

太 18:27 splagcnisqei.j de. ò ku,rioj tou/ dou,lou evkei,nou avpe,lusen auvto.n kai. to. da,neion avfh/ken auvtw/|Å
Then the lord of that servant was moved with compassion, and loosed him, and forgave him the debt.
那僕人的主人，就動了慈心，把他釋放了，並且免了他的債。

(他)那時(也是)被動憐慈心腸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主人 從屬(他)那 從屬(他)奴僕 從屬(他)在那裏的那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打發離開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到於(它)那 到於(它)有息貸款 他/她/它那時(也是)任憑釋放離開

在對(他)同一者。

太 18:28 evxelqw.n de. ò dou/loj evkei/noj eu-ren e[na tw/n sundou,lwn auvtou/( o]j w;feilen auvtw/| ek̀ato.n dhna,ria( kai.
krath,saj auvto.n e;pnigen le,gwn( VApo,doj ei; ti ovfei,leijÅ
But the same servant went out, and found one of his fellowservants, which owed him an hundred pence: and he
laid hands on him, and took him by the throat, saying, Pay me that thou owest.
那僕人出來，遇見他的一個同伴，欠他十兩銀子，便揪著他，掐住他的喉嚨，說：你把所欠的還我。

(他)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奴僕 (他)在那裏的那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找到尋見

到於(他)一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同作奴僕之人 從屬(他)同一者， (他)這個 他/她/它當時持續積欠負債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它們)一百個 到於(它們)十分銀錢之便士； 並且 (他)那時(也是)掌控抓住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使喘氣窒息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從那裏給與 若是 到於(它)任何什麼

你現在持續積欠負債。
[經文變異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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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奴僕 (他)在那裏的那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找到尋見

到於(他)一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同作奴僕之人 從屬(他)同一者， (他)這個 他/她/它當時持續積欠負債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它們)一百個 到於(它們)十分銀錢之便士； 並且 (他)那時(也是)掌控抓住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使喘氣窒息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從那裏給與 在對我 到於(它)這個

到於(它)任何什麼 你現在持續積欠負債。

太 18:29 pesw.n ou=n ò su,ndouloj auvtou/ pareka,lei auvto.n le,gwn( Makroqu,mhson evpV evmoi,( kai. avpodw,sw soiÅ
And his fellowservant fell down at his feet, and besought him, saying, Have patience with me, and I will pay thee
all.
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說：寬容我罷，將來我必還清。

(他)那時(也是)落下墜落了的 這樣 (他)那 (他)同作奴僕之人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勸勉請求

到於(他)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成忍耐寬容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我"， 並且

我將要(持續)從那裏給與 在對你。
[經文變異RT]

(他)那時(也是)落下墜落了的 這樣 (他)那 (他)同作奴僕之人 從屬(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腳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勸勉請求 到於(他)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成忍耐寬容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我"， 並且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我將要(持續)從那裏給與 在對你。

太 18:30 ò de. ouvk h;qelen avlla. avpelqw.n e;balen auvto.n eivj fulakh.n e[wj avpodw/| to. ovfeilo,menonÅ
And he would not: but went and cast him into prison, till he should pay the debt.
他不肯，竟去把他下在監裏，等他還了所欠的債。

(他)那 然而也 不是/不 他/她/它當時持續定意； 但乃是 (他)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投擲 到於(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夜更/監獄， 一直直到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從那裏給與

到於(它)那 到於(它)現正持續被積欠負債了的。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不是/不 他/她/它當時持續定意； 但乃是 (他)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投擲 到於(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夜更/監獄， 一直直到 從屬(它)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從那裏給與 到於(它)那 到於(它)現正持續被積欠負債了的。

太 18:31 ivdo,ntej ou=n oi` su,ndouloi auvtou/ ta. geno,mena evluph,qhsan sfo,dra kai. evlqo,ntej diesa,fhsan tw/| kuri,w|
eàutw/n pa,nta ta. geno,menaÅ
So when his fellowservants saw what was done, they were very sorry, and came and told unto their lord all that
was done.
眾同伴看見他所作的事，就甚憂愁，去把這事都告訴了主人。

(他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這樣 (他們)那些 (他們)同作奴僕之人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致憂傷愁苦 極度地，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揭示講明 在對(他)那 在對(他)主人 從屬(他們)同一者自己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然而也 (他們)那些 (他們)同作奴僕之人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致憂傷愁苦 極度地，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揭示講明 在對(他)那 在對(他)主人 從屬(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太 18:32 to,te proskalesa,menoj auvto.n ò ku,rioj auvtou/ le,gei auvtw/|( Dou/le ponhre,( pa/san th.n ovfeilh.n evkei,nhn
avfh/ka, soi( evpei. pareka,lesa,j me\
Then his lord, after that he had called him, said unto him, O thou wicked servant, I forgave thee all that debt,
because thou desiredst me:
於是主人叫了他來，對他說：你這惡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

當那時地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在前面向著促請召喚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他)那 (他)主人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阿,(他)奴僕 阿,(他)惡的， 到於(她)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負債積欠 到於(她)在那裏的那個 我那時(也是)任憑釋放離開 在對你， 在其上 你那時(也是)勸勉請求

到於我；

太 18:33 ouvk e;dei kai. se. evleh/sai to.n su,ndoulo,n sou( wj̀ kavgw. se. hvle,hsaÈ
Shouldest not thou also have had compassion on thy fellowservant, even as I had pity on thee?
你不應當憐恤你的同伴，像我憐恤你麼。

豈非呢 他/她/它當時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並且 到於你 那時(也是)要去發憐憫慈悲 到於(他)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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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於(他)同作奴僕之人 從屬你， 正如地 並且我 到於你 我那時(也是)發憐憫慈悲？
[經文變異RT]

豈非呢 他/她/它當時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並且 到於你 那時(也是)要去發憐憫慈悲 到於(他)那

到於(他)同作奴僕之人 從屬你， 正如地 並且 我 到於你 我那時(也是)發憐憫慈悲？

太 18:34 kai. ovrgisqei.j ò ku,rioj auvtou/ pare,dwken auvto.n toi/j basanistai/j e[wj ou- avpodw/| pa/n to. ovfeilo,menonÅ
And his lord was wroth, and delivered him to the tormentors, till he should pay all that was due unto him.
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給掌刑的，等他還清了所欠的債。

並且 (他)那時(也是)被使有激動忿怒了的 (他)那 (他)主人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交付 到於(他)同一者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拷問者， 一直直到 從屬(它)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從那裏給與 到於(它)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現正持續被積欠負債了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被使有激動忿怒了的 (他)那 (他)主人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交付 到於(他)同一者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拷問者， 一直直到 從屬(它)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從那裏給與 到於(它)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現正持續被積欠負債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太 18:35 Ou[twj kai. ò path,r mou ò ouvra,nioj poih,sei ùmi/n( eva.n mh. avfh/te e[kastoj tw/| avdelfw/| auvtou/ avpo. tw/n
kardiw/n ùmw/nÅ
So likewise shall my heavenly Father do also unto you, if ye from your hearts forgive not every one his brother
their trespasses.
你們各人，若不從心裏饒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這樣待你們了。

那同一樣式地 並且 (他)那 (他)父親 從屬我 (他)那 (他)在天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行出作成 在對你們， 但凡若是

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任憑釋放離開 (他)各個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弟兄 從屬(他)同一者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內心 從屬你們。
[經文變異RT]

那同一樣式地 並且 (他)那 (他)父親 從屬我 (他)那 (他)在天上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行出作成 在對你們， 但凡若是

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任憑釋放離開 (他)各個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弟兄 從屬(他)同一者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內心 從屬你們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誤差過犯 從屬(他們)同一者。

太 19:1 Kai. evge,neto o[te evte,lesen ò VIhsou/j tou.j lo,gouj tou,touj( meth/ren avpo. th/j Galilai,aj kai. h=lqen eivj ta.
o[ria th/j VIoudai,aj pe,ran tou/ VIorda,nouÅ
And it came to pass, that when Jesus had finished these sayings, he departed from Galilee, and came into the
coasts of Judaea beyond Jordan;
耶穌說完了這些話，就離開加利利，來到猶太的境界，約但河外。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當這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完成 (他)那 (他)耶穌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到於(他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轉換遷移地方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加利利，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具範圍界限之線 從屬(她)那

從屬(她)猶太地方 於那邊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約但河。

太 19:2 kai. hvkolou,qhsan auvtw/| o;cloi polloi,( kai. evqera,peusen auvtou.j evkei/Å
And great multitudes followed him; and he healed them there.
有許多人跟著他；他就在那裏把他們的病人治好了。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跟隨 在對(他)同一者 (他們)群眾 (他們)許多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侍候紓解

到於(他們)同一者 在那裏地。

太 19:3 Kai. prosh/lqon auvtw/| Farisai/oi peira,zontej auvto.n kai. le,gontej( Eiv e;xestin avnqrw,pw| avpolu/sai th.n
gunai/ka auvtou/ kata. pa/san aivti,anÈ
The Pharisees also came unto him, tempting him, and saying unto him, Is it lawful for a man to put away his wife
for every cause?
有法利賽人來試探耶穌說：人無論甚麼緣故，都可以休妻麼。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 在對(他)同一者 (他們)法利賽人 (他們)現正持續使有探測試驗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若是 他/她/它現在持續合乎法理[非人稱用法] 在對(他)人

那時(也是)要去打發離開 到於(她)那 到於(她)女人 從屬(他)同一者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索問要求之因由？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 在對(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法利賽人

(他們)現正持續使有探測試驗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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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現在持續合乎法理[非人稱用法] 在對(他)人 那時(也是)要去打發離開 到於(她)那 到於(她)女人 從屬(他)同一者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索問要求之因由？
[經文變異WH]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 在對(他)同一者 (他們)法利賽人 (他們)現正持續使有探測試驗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若是 他/她/它現在持續合乎法理[非人稱用法] 那時(也是)要去打發離開

到於(她)那 到於(她)女人 從屬(他)同一者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索問要求之因由？

太 19:4 ò de. avpokriqei.j ei=pen( Ouvk avne,gnwte o[ti ò kti,saj avpV avrch/j a;rsen kai. qh/lu evpoi,hsen auvtou,jÈ
And he answered and said unto them, Have ye not read, that he which made them at the beginning made them
male and female,
耶穌回答說：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

(他)那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豈非呢 你們那時(也是)宣讀誦念，

是這樣 (他)那 (他)那時(也是)創造建立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為起始為首 到於(它)男性的 並且 到於(它)女性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到於(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不同標點]

(他)那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豈非呢

你們那時(也是)宣讀誦念， 是這樣 (他)那 (他)那時(也是)行出作成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為起始為首

到於(它)男性的 並且 到於(它)女性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到於(他們)同一者，

太 19:5 kai. ei=pen( {Eneka tou,tou katalei,yei a;nqrwpoj to.n pate,ra kai. th.n mhte,ra kai. kollhqh,setai th/|
gunaiki. auvtou/( kai. e;sontai oi` du,o eivj sa,rka mi,anÅ
And said, For this cause shall a man leave father and mother, and shall cleave to his wife: and they twain shall
be one flesh?
並且說：『因此，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這經你們沒有念過麼。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由于為此地 從屬(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遺留下 (他)人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母親，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貼近連合 在對(她)那 在對(她)女人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是 (他們)那些 (他們)二個/兩個 向內進入 到於(她)肉體

到於(她)一個/第一；
[經文變異RT][不同標點]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由于為此地 從屬(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遺留下 (他)人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母親，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在前面向著貼近連合 在對(她)那

在對(她)女人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是 (他們)那些 (他們)二個/兩個 向內進入 到於(她)肉體

到於(她)一個/第一？

太 19:6 w[ste ouvke,ti eivsi.n du,o avlla. sa.rx mi,aÅ o] ou=n ò qeo.j sune,zeuxen a;nqrwpoj mh. cwrize,twÅ
Wherefore they are no more twain, but one flesh. What therefore God hath joined together, let not man put
asunder.
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兩個人，乃是一體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開。

以致 不再地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二個/兩個， 但乃是 (她)肉體 (她)一個/第一。 到於(它)這個 這樣 (他)那

(他)神 他/她/它那時(也是)套軛聯結在一起， (他)人 不會/不要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分離隔開。

太 19:7 le,gousin auvtw/|( Ti, ou=n Mwu?sh/j evnetei,lato dou/nai bibli,on avpostasi,ou kai. avpolu/sai Îauvth,nÐÈ
They say unto him, Why did Moses then command to give a writing of divorcement, and to put her away?
法利賽人說：這樣，摩西為甚麼吩咐給妻子休書，就可以休他呢。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這樣 (他)摩西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督促責成

那時(也是)要去給與 到於(它)小書卷 從屬(它)離婚文件，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打發離開 到於(她)同一者？
[經文變異WH]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這樣 (他)摩西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督促責成

那時(也是)要去給與 到於(它)小書卷 從屬(它)離婚文件，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打發離開 ？

太 19:8 le,gei auvtoi/j o[ti Mwu?sh/j pro.j th.n sklhrokardi,an ùmw/n evpe,treyen ùmi/n avpolu/sai ta.j gunai/kaj ùmw/n(
avpV avrch/j de. ouv ge,gonen ou[twjÅ
He saith unto them, Moses because of the hardness of your hearts suffered you to put away your wives: but
from the beginning it was not so.
耶穌說：摩西因為你們的心硬，所以許你們休妻；但起初並不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是這樣 (他)摩西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那 到於(她)硬心 從屬你們

他/她/它那時(也是)准許 在對你們 那時(也是)要去打發離開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女人 從屬你們；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為起始為首 然而也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已經生發成為 那同一樣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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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19:9 le,gw de. ùmi/n o[ti o]j a'n avpolu,sh| th.n gunai/ka auvtou/ mh. evpi. pornei,a| kai. gamh,sh| a;llhn moica/taiÅ
And I say unto you, Whosoever shall put away his wife, except it be for fornication, and shall marry another,
committeth adultery: and whoso marrieth her which is put away doth commit adultery.
我告訴你們，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為淫亂的緣故，就是犯姦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婦人，也是犯姦淫了。

我現在持續道說 然而也 在對你們， 是這樣 (他)這個 但凡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打發離開 到於(她)那 到於(她)女人

從屬(他)同一者 不會/不要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通奸淫行，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結婚娶嫁

到於(她)另外不同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犯姦淫。
[經文變異RT]

我現在持續道說 然而也 在對你們， 是這樣 (他)這個 但凡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打發離開 到於(她)那 到於(她)女人

從屬(他)同一者 若是 不會/不要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通奸淫行，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結婚娶嫁

到於(她)另外不同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犯姦淫； 並且 (他)那 到於(她)現在已經被打發離開了的

(他)那時(也是)結婚娶嫁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犯姦淫。

太 19:10 le,gousin auvtw/| oì maqhtai. Îauvtou/Ð( Eiv ou[twj evsti.n h` aivti,a tou/ avnqrw,pou meta. th/j gunaiko,j( ouv
sumfe,rei gamh/saiÅ
His disciples say unto him, If the case of the man be so with his wife, it is not good to marry.
門徒對耶穌說：人和妻子既是這樣，倒不如不娶。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若是 那同一樣式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索問要求之因由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那 從屬(她)女人，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一起負載攜帶/輕省有益 那時(也是)要去結婚娶嫁。
[經文變異WH]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若是 那同一樣式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索問要求之因由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那 從屬(她)女人，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一起負載攜帶/輕省有益 那時(也是)要去結婚娶嫁。

太 19:11 ò de. ei=pen auvtoi/j( Ouv pa,ntej cwrou/sin to.n lo,gon Îtou/tonÐ avllV oi-j de,dotaiÅ
But he said unto them, All men cannot receive this saying, save they to whom it is given.
耶穌說：這話不是人都能領受的；惟獨賜給誰，誰纔能領受。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不是/不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裝填容納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到於(他)那同一者， 但乃是 在對(他們)這些個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給與。
[經文變異WH]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不是/不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裝填容納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但乃是 在對(他們)這些個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給與。

太 19:12 eivsi.n ga.r euvnou/coi oi[tinej evk koili,aj mhtro.j evgennh,qhsan ou[twj( kai. eivsi.n euvnou/coi oi[tinej
euvnouci,sqhsan ùpo. tw/n avnqrw,pwn( kai. eivsi.n euvnou/coi oi[tinej euvnou,cisan èautou.j dia. th.n basilei,an tw/n
ouvranw/nÅ ò duna,menoj cwrei/n cwrei,twÅ
For there are some eunuchs, which were so born from their mother's womb: and there are some eunuchs, which
were made eunuchs of men: and there be eunuchs, which have made themselves eunuchs for the kingdom of
heaven's sake. He that is able to receive it, let him receive it.
因為有生來是閹人，也有被人閹的，並有為天國的緣故自閹的；這話誰能領受，就可以領受。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因為 (他們)受閹割者， (他們)這個任何什麼 向外出來 從屬(她)腹腔 從屬(她)母親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生發成為族類 那同一樣式地；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受閹割者，

(他們)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使為受閹割者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人；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受閹割者， (他們)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使為受閹割者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她)那 到於(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天空/天。 (他)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了的 現要去持續裝填容納，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裝填容納。

太 19:13 To,te proshne,cqhsan auvtw/| paidi,a i[na ta.j cei/raj evpiqh/| auvtoi/j kai. proseu,xhtai\ oi` de. maqhtai.
evpeti,mhsan auvtoi/jÅ
Then were there brought unto him little children, that he should put his hands on them, and pray: and the
disciples rebuked them.
那時有人帶著小孩子來見耶穌，要耶穌給他們按手禱告；門徒就責備那些人。

當那時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在前面向著負載攜帶 在對(他)同一者 (它們)小孩童， 為要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手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置放擺設在上面 在對(它們)同一者， 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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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祈禱求告；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門徒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評斷申誡

在對(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當那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在前面向著負載攜帶 在對(他)同一者 (它們)小孩童， 為要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手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置放擺設在上面 在對(它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祈禱求告；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門徒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評斷申誡

在對(他們)同一者。

太 19:14 ò de. VIhsou/j ei=pen( :Afete ta. paidi,a kai. mh. kwlu,ete auvta. evlqei/n pro,j me( tw/n ga.r toiou,twn evsti.n h`
basilei,a tw/n ouvranw/nÅ
But Jesus said, Suffer little children, and forbid them not, to come unto me: for of such is the kingdom of heaven.
耶穌說：讓小孩子到我這裏來，不要禁止他們；因為在天國的，正是這樣的人。

(他)那 然而也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任憑釋放離開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小孩童， 並且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阻攔禁止 到於(它們)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我； 從屬(它們)那些 因為 從屬(它們)那種樣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天空/天。

太 19:15 kai. evpiqei.j ta.j cei/raj auvtoi/j evporeu,qh evkei/qenÅ
And he laid his hands on them, and departed thence.
耶穌給他們按手，就離開那地方去了。

並且 (他)那時(也是)置放擺設在上面了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手 在對(它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行去

從那裏地。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置放擺設在上面了的 在對(它們)同一者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手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行去

從那裏地。

太 19:16 Kai. ivdou. ei-j proselqw.n auvtw/| ei=pen( Dida,skale( ti, avgaqo.n poih,sw i[na scw/ zwh.n aivw,nionÈ
And, behold, one came and said unto him, Good Master, what good thing shall I do, that I may have eternal life?
有一個人來見耶穌說：夫子，〔有古卷作良善的夫子〕我該作甚麼善事，纔能得永生。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一個 (他)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阿,(他)老師，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到於(它)良善的 我那時(也是)應該行出作成， 為要

我那時(也是)應該持有 到於(她)生命 到於(她)時世恆久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一個 (他)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阿,(他)老師 阿,(他)良善的，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到於(它)良善的 我那時(也是)應該行出作成，

為要 我那時(也是)應該持有 到於(她)生命 到於(她)時世恆久的？

太 19:17 ò de. ei=pen auvtw/|( Ti, me evrwta/|j peri. tou/ avgaqou/È ei-j evstin ò avgaqo,j\ eiv de. qe,leij eivj th.n zwh.n
eivselqei/n( th,rhson ta.j evntola,jÅ
And he said unto him, Why callest thou me good? there is none good but one, that is, God: but if thou wilt enter
into life, keep the commandments.
耶穌對他說：你為甚麼以善事問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有古卷作你為什麼稱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以外沒有一個

良善的〕你若要進入永生，就當遵守誡命。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到於我 你現在持續查詢求問

<在周圍>關於 從屬(它)那 從屬(它)良善的？ (他)一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良善的； 若是 然而也

你現在持續定意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生命 那時(也是)要去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你那時(也是)就要行看護守衛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誡律命令。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到於我 你現在持續道說

到於(他)良善的？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良善的 若是 不會/不要 (他)一個， (他)那 (他)神； 若是 然而也

你現在持續定意 那時(也是)要去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生命， 你那時(也是)就要行看護守衛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誡律命令。
[經文變異WH]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到於我 你現在持續查詢求問

<在周圍>關於 從屬(它)那 從屬(它)良善的？ (他)一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良善的； 若是 然而也

你現在持續定意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生命 那時(也是)要去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你現在就要持續行看護守衛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誡律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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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19:18 le,gei auvtw/|( Poi,ajÈ ò de. VIhsou/j ei=pen( To. Ouv foneu,seij( Ouv moiceu,seij( Ouv kle,yeij( Ouv
yeudomarturh,seij(
He saith unto him, Which? Jesus said, Thou shalt do no murder, Thou shalt not commit adultery, Thou shalt not
steal, Thou shalt not bear false witness,
他說：甚麼誡命；耶穌說：就是不可殺人，不可姦淫，不可偷盜，不可作假見證，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她們)什麼樣呢？ (他)那 然而也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到於(它)那 不是/不 你將要(持續)行謀害凶殺， 不是/不 你將要(持續)行姦淫， 不是/不 你將要(持續)偷竊盜取，

不是/不 你將要(持續)作假見證人，
[經文變異WH]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她們)什麼樣呢？ (他)那 然而也 (他)耶穌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宣稱傳講， 到於(它)那 不是/不 你將要(持續)行謀害凶殺， 不是/不 你將要(持續)行姦淫，

不是/不 你將要(持續)偷竊盜取， 不是/不 你將要(持續)作假見證人，

太 19:19 Ti,ma to.n pate,ra kai. th.n mhte,ra( kai,( VAgaph,seij to.n plhsi,on sou wj̀ seauto,nÅ
Honour thy father and thy mother: and, Thou shalt love thy neighbour as thyself.
當孝敬父母；又當愛人如己。

你現在就要持續評價珍視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母親； 並且， 你將要(持續)愛

到於(他)那 在鄰近之處地 從屬你 正如地 到於(他)你自己。
[經文變異RT]

你現在就要持續評價珍視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從屬你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母親； 並且， 你將要(持續)愛

到於(他)那 在鄰近之處地 從屬你 正如地 到於(他)你自己。

太 19:20 le,gei auvtw/| o` neani,skoj( Pa,nta tau/ta evfu,laxa\ ti, e;ti ùsterw/È
The young man saith unto him, All these things have I kept from my youth up: what lack I yet?
那少年人說：這一切我都遵守了；還缺少甚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青年人[40歲以下]，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我那時(也是)看管守護；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依然仍舊地 我現在持續落後短缺？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青年人[40歲以下]，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我那時(也是)讓自己看管守護 向外出來 從屬(她)幼年 從屬我；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依然仍舊地

我現在持續落後短缺？
[經文變異WH]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青年人[40歲以下]，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我那時(也是)看管守護；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依然仍舊地 我現在持續落後短缺？

太 19:21 e;fh auvtw/| o` VIhsou/j( Eiv qe,leij te,leioj ei=nai( u[page pw,lhso,n sou ta. up̀a,rconta kai. do.j Îtoi/jÐ
ptwcoi/j( kai. e[xeij qhsauro.n evn ouvranoi/j( kai. deu/ro avkolou,qei moiÅ
Jesus said unto him, If thou wilt be perfect, go and sell that thou hast, and give to the poor, and thou shalt have
treasure in heaven: and come and follow me.
耶穌說：你若願意作完全人，可去變賣你所有的，分給窮人，就必有財寶在天上，你還要來跟從我。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宣稱傳講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若是 你現在持續定意 (他)完滿成全的

現要去持續是， 你現在就要持續退開去， 你那時(也是)就要售賣 從屬你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現正持續源屬具有了的，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給與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貧苦窮困的， 並且

你將要(持續)持有 到於(他)寶藏財物 在內 在對(他們)天空/天； 並且 你就要到這裏， 你現在就要持續跟隨 在對我。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宣稱傳講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若是 你現在持續定意 (他)完滿成全的

現要去持續是， 你現在就要持續退開去， 你那時(也是)就要售賣 從屬你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現正持續源屬具有了的，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給與 在對(他們)貧苦窮困的， 並且 你將要(持續)持有

到於(他)寶藏財物 在內 在對(他)天空/天； 並且 你就要到這裏， 你現在就要持續跟隨 在對我。

太 19:22 avkou,saj de. ò neani,skoj to.n lo,gon avph/lqen lupou,menoj\ h=n ga.r e;cwn kth,mata polla,Å
But when the young man heard that saying, he went away sorrowful: for he had great possessions.
那少年人聽見這話，就憂憂愁愁的走了；因為他的產業很多。

(他)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青年人[40歲以下]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他)現正持續被致憂傷愁苦了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因為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它們)資產物業 到於(它們)許多的。
[經文變異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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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青年人[40歲以下]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到於(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他)現正持續被致憂傷愁苦了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因為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它們)資產物業 到於(它們)許多的。

太 19:23 ~O de. VIhsou/j ei=pen toi/j maqhtai/j auvtou/( VAmh.n le,gw ùmi/n o[ti plou,sioj dusko,lwj eivseleu,setai eivj
th.n basilei,an tw/n ouvranw/nÅ
Then said Jesus unto his disciples, Verily I say unto you, That a rich man shall hardly enter into the kingdom of
heaven.
耶穌對門徒說：我實在告訴你們，財主進天國是難的。

(他)那 然而也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是這樣 (他)具豐滿富足的 挑剔難行地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天空/天。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是這樣 挑剔難行地 (他)具豐滿富足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天空/天。

太 19:24 pa,lin de. le,gw ùmi/n( euvkopw,tero,n evstin ka,mhlon dia. truph,matoj ràfi,doj dielqei/n h' plou,sion
eivselqei/n eivj th.n basilei,an tou/ qeou/Å
And again I say unto you, It is easier for a camel to go through the eye of a needle, than for a rich man to enter
into the kingdom of God.
我又告訴你們，駱駝穿過鍼的眼，比財主進神的國還容易呢。

重新又再地 然而也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它)比較輕鬆容易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到於(他)駱駝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針孔 從屬(她)縫紉針 那時(也是)要去橫過穿越， 甚或/或而 到於(他)具豐滿富足的

那時(也是)要去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經文變異RT]

重新又再地 然而也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它)比較輕鬆容易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到於(他)駱駝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針孔 從屬(她)縫紉針 那時(也是)要去橫過穿越， 甚或/或而 到於(他)具豐滿富足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那時(也是)要去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經文變異WH]

重新又再地 然而也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它)比較輕鬆容易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到於(他)駱駝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針洞 從屬(她)縫紉針 那時(也是)要去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甚或/或而 到於(他)具豐滿富足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太 19:25 avkou,santej de. oi` maqhtai. evxeplh,ssonto sfo,dra le,gontej( Ti,j a;ra du,natai swqh/naiÈ
When his disciples heard it, they were exceedingly amazed, saying, Who then can be saved?
門徒聽見這話，就希奇得很，說：這樣誰能得救呢。

(他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然而也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被震驚詫異 極度地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他)任何什麼呢 果然如此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那時(也是)要去被拯救？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然而也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被震驚詫異 極度地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他)任何什麼呢 果然如此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那時(也是)要去被拯救？

太 19:26 evmble,yaj de. ò VIhsou/j ei=pen auvtoi/j( Para. avnqrw,poij tou/to avdu,nato,n evstin( para. de. qew/| pa,nta
dunata,Å
But Jesus beheld them, and said unto them, With men this is impossible; but with God all things are possible.
耶穌看著他們說：在人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

(他)那時(也是)用心觀看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在旁邊>在旁邊

在對(他們)人 (它)那同一者 (它)乃不能夠可能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旁邊>在旁邊 然而也 在對(他)神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它們)乃能夠可能的。
[經文變異RT]

(他)那時(也是)用心觀看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在旁邊>在旁邊

在對(他們)人 (它)那同一者 (它)乃不能夠可能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旁邊>在旁邊 然而也 在對(他)神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它們)乃能夠可能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太 19:27 To,te avpokriqei.j ò Pe,troj ei=pen auvtw/|( VIdou. hm̀ei/j avfh,kamen pa,nta kai. hvkolouqh,same,n soi\ ti, a;ra
e;stai h̀mi/nÈ
Then answered Peter and said unto him, Behold, we have forsaken all, and followed thee; what shall we h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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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fore?
彼得就對他說：看哪，我們已經撇下所有的跟從你，將來我們要得甚麼呢。

當那時地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那 (他)彼得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我們 我們那時(也是)任憑釋放離開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並且

我們那時(也是)跟隨 在對你； (它)任何什麼呢 果然如此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在對我們？

太 19:28 ò de. VIhsou/j ei=pen auvtoi/j( VAmh.n le,gw ùmi/n o[ti ùmei/j oi` avkolouqh,sante,j moi evn th/| paliggenesi,a|(
o[tan kaqi,sh| ò uiò.j tou/ avnqrw,pou evpi. qro,nou do,xhj auvtou/( kaqh,sesqe kai. ùmei/j evpi. dw,deka qro,nouj
kri,nontej ta.j dw,deka fula.j tou/ VIsrah,lÅ
And Jesus said unto them, Verily I say unto you, That ye which have followed me, in the regeneration when the
Son of man shall sit in the throne of his glory, ye also shall sit upon twelve thrones, judging the twelve tribes of
Israel.
耶穌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這跟從我的人，到復興的時候，人子坐在他榮耀的寶座上，你們也要坐在十二個

寶座上，審判以色列十二個支派。

(他)那 然而也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是這樣

你們 (他們)那些 (他們)那時(也是)跟隨了的 在對我，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再生復興， 但凡當這時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就座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他)寶座 從屬(她)榮耀

從屬(他)同一者， 你們將要(持續)讓自己坐下 並且 你們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十二個 到於(他們)寶座，

(他們)現正持續區別審斷了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十二個 到於(她們)分支族派 從屬(他)那 從屬(他)以色列。

太 19:29 kai. pa/j o[stij avfh/ken oivki,aj h' avdelfou.j h' avdelfa.j h' pate,ra h' mhte,ra h' te,kna h' avgrou.j e[neken tou/
ovno,mato,j mou( ek̀atontaplasi,ona lh,myetai kai. zwh.n aivw,nion klhronomh,seiÅ
And every one that hath forsaken houses, or brethren, or sisters, or father, or mother, or wife, or children, or
lands, for my name's sake, shall receive an hundredfold, and shall inherit everlasting life.
凡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親，母親，〔有古卷添妻子〕兒女，田地的，必要得著百倍，並且承

受永生。

並且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那時(也是)任憑釋放離開 到於(她們)住屋家庭 甚或/或而

到於(他們)弟兄 甚或/或而 到於(她們)姊妹 甚或/或而 到於(他)父親 甚或/或而 到於(她)母親 甚或/或而

到於(它們)孩子 甚或/或而 到於(他們)田野 由于為此地 從屬(它)那 從屬(它)名字 從屬我， 到於(它們)一百個倍數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拿取， 並且 到於(她)生命 到於(她)時世恆久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行承受產業。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任憑釋放離開 到於(她們)住屋家庭 甚或/或而 到於(他們)弟兄

甚或/或而 到於(她們)姊妹 甚或/或而 到於(他)父親 甚或/或而 到於(她)母親 甚或/或而 到於(她)女人 甚或/或而

到於(它們)孩子 甚或/或而 到於(他們)田野 由于為此地 從屬(它)那 從屬(它)名字 從屬我， 到於(它們)一百個倍數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拿取， 並且 到於(她)生命 到於(她)時世恆久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行承受產業。
[經文變異WH]

並且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那時(也是)任憑釋放離開 到於(她們)住屋家庭 甚或/或而

到於(他們)弟兄 甚或/或而 到於(她們)姊妹 甚或/或而 到於(他)父親 甚或/或而 到於(她)母親 甚或/或而

到於(它們)孩子 甚或/或而 到於(他們)田野 由于為此地 從屬(它)那 從屬"我" 從屬(它)名字， 到於(它們)許多倍數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拿取， 並且 到於(她)生命 到於(她)時世恆久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行承受產業。

太 19:30 Polloi. de. e;sontai prw/toi e;scatoi kai. e;scatoi prw/toiÅ
But many that are first shall be last; and the last shall be first.
然而有許多在前的將要在後，在後的將要在前。

(他們)許多的 然而也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是 (他們)首先的 (他們)最末後的； 並且 (他們)最末後的 (他們)首先的。

太 20:1 ~Omoi,a ga,r evstin h` basilei,a tw/n ouvranw/n avnqrw,pw| oivkodespo,th|( o[stij evxh/lqen a[ma prwi>
misqw,sasqai evrga,taj eivj to.n avmpelw/na auvtou/Å
For the kingdom of heaven is like unto a man that is an householder, which went out early in the morning to hire
labourers into his vineyard.
因為天國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進他的葡萄園作工；

(她)具同樣相同的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天空/天 在對(他)人

在對(他)住處家室主宰者， (他)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同時一齊地 清早地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僱用 到於(他們)工人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葡萄園 從屬(他)同一者。

太 20:2 sumfwnh,saj de. meta. tw/n evrgatw/n evk dhnari,ou th.n hm̀e,ran avpe,steilen auvtou.j eivj to.n avmpelw/na auvtou/Å
And when he had agreed with the labourers for a penny a day, he sent them into his viney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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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工人講定，一天一錢銀子，就打發他們進葡萄園去。

(他)那時(也是)協調一致了的 然而也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工人 向外出來

從屬(它)十分銀錢之便士 到於(她)那 到於(她)日子/白日 他/她/它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到於(他們)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葡萄園 從屬(他)同一者。

太 20:3 kai. evxelqw.n peri. tri,thn w[ran ei=den a;llouj es̀tw/taj evn th/| avgora/| avrgou,j
And he went out about the third hour, and saw others standing idle in the marketplace,
約在巳初出去，看見市上還有閒站的人；

並且 (他)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在周圍>在周圍 到於(她)第三的 到於(她)鐘點時刻

他/她/它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他們)另外不同的 到於(他們)現在已經立定站住了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集市廣場 到於(他們)閒散停頓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在周圍>在周圍 到於(她)那 到於(她)第三的 到於(她)鐘點時刻

他/她/它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他們)另外不同的 到於(他們)現在已經立定站住了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集市廣場 到於(他們)閒散停頓的；

太 20:4 kai. evkei,noij ei=pen( ~Upa,gete kai. ùmei/j eivj to.n avmpelw/na( kai. o] eva.n h=| di,kaion dw,sw ùmi/nÅ
And said unto them; Go ye also into the vineyard, and whatsoever is right I will give you. And they went their
way.
就對他們說：你們也進葡萄園去，所當給的，我必給你們；他們也進去了。

並且 在對(他們)在那裏的那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退開去 並且 你們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葡萄園， 並且 (它)這個 但凡若是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是 (它)具公平正義的，

我將要(持續)給與 在對你們。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經文變異RT]

在對(他們)且在那裏的那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退開去 並且 你們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葡萄園， 並且 (它)這個 但凡若是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是 (它)具公平正義的， 我將要(持續)給與

在對你們。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太 20:5 oi` de. avph/lqonÅ pa,lin Îde.Ð evxelqw.n peri. e[kthn kai. evna,thn w[ran evpoi,hsen ws̀au,twjÅ
Again he went out about the sixth and ninth hour, and did likewise.
約在午正和申初又出去，也是這樣行。

重新又再地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在周圍>在周圍 到於(她)第六的 並且 到於(她)第九的

到於(她)鐘點時刻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正如同一樣式地。
[經文變異RT]

重新又再地 (他)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在周圍>在周圍 到於(她)第六的 並且 到於(她)第九的

到於(她)鐘點時刻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正如同一樣式地。

太 20:6 peri. de. th.n eǹdeka,thn evxelqw.n eu-ren a;llouj èstw/taj kai. le,gei auvtoi/j( Ti, w-de èsth,kate o[lhn th.n
hm̀e,ran avrgoi,È
And about the eleventh hour he went out, and found others standing idle, and saith unto them, Why stand ye
here all the day idle?
約在酉初出去，看見還有人站在那裏；就問他們說：你們為甚麼整天在這裏閒站呢。

<在周圍>在周圍 然而也 到於(她)那 到於(她)第十一的 (他)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找到尋見 到於(他們)另外不同的 到於(他們)現在已經立定站住了的，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也就在此地 你們現在已經立定站住 到於(她)整個全部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日子/白日 (他們)閒散停頓的？
[經文變異RT]

<在周圍>在周圍 然而也 到於(她)那 到於(她)第十一的 到於(她)鐘點時刻 (他)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找到尋見 到於(他們)另外不同的 到於(他們)現在已經立定站住了的 到於(他們)閒散停頓的，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也就在此地 你們現在已經立定站住

到於(她)整個全部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日子/白日 (他們)閒散停頓的？

太 20:7 le,gousin auvtw/|( {Oti ouvdei.j hm̀a/j evmisqw,satoÅ le,gei auvtoi/j( ~Upa,gete kai. ùmei/j eivj to.n avmpelw/naÅ
They say unto him, Because no man hath hired us. He saith unto them, Go ye also into the vineyard; and
whatsoever is right, that shall ye receive.
他們說：因為沒有人雇我們；他說：你們也進葡萄園去。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是這樣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到於我們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僱用。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退開去 並且 你們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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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於(他)葡萄園。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是這樣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到於我們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僱用。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退開去 並且 你們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葡萄園； 並且 到於(它)這個 但凡若是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是 (它)具公平正義的，

你們將要(持續)讓自己拿取。

太 20:8 ovyi,aj de. genome,nhj le,gei ò ku,rioj tou/ avmpelw/noj tw/| evpitro,pw| auvtou/( Ka,leson tou.j evrga,taj kai.
avpo,doj auvtoi/j to.n misqo.n avrxa,menoj avpo. tw/n evsca,twn e[wj tw/n prw,twnÅ
So when even was come, the lord of the vineyard saith unto his steward, Call the labourers, and give them their
hire, beginning from the last unto the first.
到了晚上，園主對管事的說：叫工人都來，給他們工錢，從後來的起，到先來的為止。

從屬(她)具將近晚的 然而也 從屬(她)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他)那 (他)主人

從屬(他)那 從屬(他)葡萄園 在對(他)那 在對(他)受委託之人 從屬(他)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就要促請召喚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工人，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從那裏給與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那

到於(他)工價報酬，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最末後的 一直直到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首先的。
[經文變異WH]

從屬(她)具將近晚的 然而也 從屬(她)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他)那 (他)主人

從屬(他)那 從屬(他)葡萄園 在對(他)那 在對(他)受委託之人 從屬(他)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就要促請召喚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工人，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從那裏給與 到於(他)那 到於(他)工價報酬，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最末後的 一直直到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首先的。

太 20:9 kai. evlqo,ntej oì peri. th.n èndeka,thn w[ran e;labon avna. dhna,rionÅ
And when they came that were hired about the eleventh hour, they received every man a penny.
約在酉初雇的人來了，各人得了一錢銀子。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他們)那些 <在周圍>在周圍 到於(她)那 到於(她)第十一的 到於(她)鐘點時刻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拿取 向上到/各向上到 到於(它)十分銀錢之便士。
[經文變異WH]

(他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然而也 (他們)那些 <在周圍>在周圍 到於(她)那 到於(她)第十一的 到於(她)鐘點時刻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拿取 向上到/各向上到 到於(它)十分銀錢之便士。

太 20:10 kai. evlqo,ntej oì prw/toi evno,misan o[ti plei/on lh,myontai\ kai. e;labon Îto.Ð avna. dhna,rion kai. auvtoi,Å
But when the first came, they supposed that they should have received more; and they likewise received every
man a penny.
及至那先雇的來了，他們以為必要多得；誰知也是各得一錢。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他們)那些 (他們)首先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視成慣例而認定 是這樣

到於(它)更多的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拿取；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拿取 到於(它)那 向上到/各向上到

到於(它)十分銀錢之便士 並且 (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然而也 (他們)那些 (他們)首先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視成慣例而認定 是這樣

到於(它們)更多的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拿取；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拿取 並且 (他們)同一者

向上到/各向上到 到於(它)十分銀錢之便士。

太 20:11 labo,ntej de. evgo,gguzon kata. tou/ oivkodespo,tou
And when they had received it, they murmured against the goodman of the house,
他們得了，就埋怨家主說：

(他們)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然而也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嘟噥嘀咕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他)那 從屬(他)住處家室主宰者

太 20:12 le,gontej( Ou-toi oi` e;scatoi mi,an w[ran evpoi,hsan( kai. i;souj h̀mi/n auvtou.j evpoi,hsaj toi/j basta,sasi to.
ba,roj th/j hm̀e,raj kai. to.n kau,swnaÅ
Saying, These last have wrought but one hour, and thou hast made them equal unto us, which have borne the
burden and heat of the day.
我們整天勞苦受熱，那後來的只做了一小時，你竟叫他們和我們一樣麼。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他們)那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最末後的 到於(她)一個/第一 到於(她)鐘點時刻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並且 到於(他們)相似等同的 在對我們 到於(他們)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那時(也是)提舉擔負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沉重重壓 從屬(她)那 從屬(她)日子/白日 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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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於(他)那 到於(他)焚風灼熱。
[經文變異RT]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是這樣 (他們)那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最末後的 到於(她)一個/第一 到於(她)鐘點時刻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並且 到於(他們)相似等同的 在對我們 到於(他們)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那時(也是)提舉擔負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沉重重壓 從屬(她)那 從屬(她)日子/白日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焚風灼熱。
[經文變異WH]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他們)那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最末後的 到於(她)一個/第一 到於(她)鐘點時刻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並且 到於(他們)相似等同的 到於(他們)同一者 在對我們 你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那時(也是)提舉擔負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沉重重壓 從屬(她)那 從屬(她)日子/白日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焚風灼熱。

太 20:13 ò de. avpokriqei.j eǹi. auvtw/n ei=pen( ~Etai/re( ouvk avdikw/ se\ ouvci. dhnari,ou sunefw,nhsa,j moiÈ
But he answered one of them, and said, Friend, I do thee no wrong: didst not thou agree with me for a penny?
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說：朋友，我不虧負你；你與我講定的，不是一錢銀子麼。

(他)那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在對(他)一個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阿,(他)同志朋友，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行不義 到於你； 豈不是呢 從屬(它)十分銀錢之便士 你那時(也是)協調一致

在對我？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一個 從屬(他們)同一者，

阿,(他)同志朋友，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行不義 到於你； 豈不是呢 從屬(它)十分銀錢之便士 你那時(也是)協調一致

在對我？

太 20:14 a=ron to. so.n kai. u[pageÅ qe,lw de. tou,tw| tw/| evsca,tw| dou/nai wj̀ kai. soi,\
Take that thine is, and go thy way: I will give unto this last, even as unto thee.
拿你的走罷；我給那後來的和給你一樣，這是我願意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提起 到於(它)那 到於(它)你之物， 並且 你現在就要持續退開去； 我現在持續定意 然而也

在對(他)那同一者 在對(他)那 在對(他)最末後的 那時(也是)要去給與 正如地 並且 在對你。

太 20:15 Îh'Ð ouvk e;xesti,n moi o] qe,lw poih/sai evn toi/j evmoi/jÈ h' ò ovfqalmo,j sou ponhro,j evstin o[ti evgw. avgaqo,j
eivmiÈ
Is it not lawful for me to do what I will with mine own? Is thine eye evil, because I am good?
我的東西難道不可隨我的意思用麼；因為我作好人，你就紅了眼麼。

甚或/或而 豈非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合乎法理[非人稱用法] 在對我 到於(它)這個 我現在持續定意

那時(也是)要去行出作成 在內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我之物？ 甚或/或而 (他)那 (他)眼睛 從屬你 (他)惡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是這樣 我 (他)良善的 我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甚或/或而 豈非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合乎法理[非人稱用法] 在對我 那時(也是)要去行出作成 到於(它)這個

我現在持續定意 在內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我之物？ 若是 (他)那 (他)眼睛 從屬你 (他)惡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是這樣 我 (他)良善的 我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WH]

豈非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合乎法理[非人稱用法] 在對我 到於(它)這個 我現在持續定意 那時(也是)要去行出作成 在內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我之物？ 甚或/或而 (他)那 (他)眼睛 從屬你 (他)惡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是這樣 我

(他)良善的 我現在持續是？

太 20:16 Ou[twj e;sontai oì e;scatoi prw/toi kai. oi` prw/toi e;scatoiÅ
So the last shall be first, and the first last: for many be called, but few chosen.
這樣，那在後的將要在前，在前的將要在後了。〔有古卷在此有：因為被召的人多，選上的人少〕

那同一樣式地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是 (他們)那些 (他們)最末後的 (他們)首先的，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首先的

(他們)最末後的。
[經文變異RT]

那同一樣式地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是 (他們)那些 (他們)最末後的 (他們)首先的，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首先的

(他們)最末後的； (他們)許多的 因為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乃召請的， (他們)些微少許的 然而也

(他們)乃挑選的。

太 20:17 Kai. avnabai,nwn ò VIhsou/j eivj ~Ieroso,luma pare,laben tou.j dw,deka Îmaqhta.jÐ katV ivdi,an kai. evn th/| òdw/|
ei=pen auvtoi/j(
And Jesus going up to Jerusalem took the twelve disciples apart in the way, and said un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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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上耶路撒冷去的時候，在路上把十二個門徒帶到一邊，對他們說：

並且 (他)現正持續向上行了的 (他)那 (他)耶穌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路撒冷 他/她/它那時(也是)拿取在旁邊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十二個 到於(他們)門徒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私人個別的， 並且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道路途徑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現正持續向上行了的 (他)那 (他)耶穌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路撒冷 他/她/它那時(也是)拿取在旁邊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十二個 到於(他們)門徒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私人個別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道路途徑，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WH]

(他)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的 然而也 現要去持續向上行 (他)耶穌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路撒冷，

他/她/它那時(也是)拿取在旁邊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十二個 到於(他們)門徒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私人個別的， 並且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道路途徑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太 20:18 VIdou. avnabai,nomen eivj ~Ieroso,luma( kai. ò uìo.j tou/ avnqrw,pou paradoqh,setai toi/j avrciereu/sin kai.
grammateu/sin( kai. katakrinou/sin auvto.n qana,tw|
Behold, we go up to Jerusalem; and the Son of man shall be betrayed unto the chief priests and unto the
scribes, and they shall condemn him to death,
看哪，我們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給祭司長和文士；他們要定他死罪；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我們現在持續向上行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路撒冷； 並且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交付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大祭司 並且 在對(他們)書記文士；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斷定有罪 到於(他)同一者 在對(他)死，
[經文變異Tischendorph]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我們現在持續向上行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路撒冷； 並且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交付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大祭司 並且 在對(他們)書記文士；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斷定有罪 到於(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他)死，

太 20:19 kai. paradw,sousin auvto.n toi/j e;qnesin eivj to. evmpai/xai kai. mastigw/sai kai. staurw/sai( kai. th/| tri,th|
hm̀e,ra| evgerqh,setaiÅ
And shall deliver him to the Gentiles to mock, and to scourge, and to crucify him: and the third day he shall rise
again.
又交給外邦人，將他戲弄，鞭打，釘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復活。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交付 到於(他)同一者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種族邦國，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戲弄，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鞭打，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釘十字架； 並且 在對(她)那 在對(她)第三的

在對(她)日子/白日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喚醒起來。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交付 到於(他)同一者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種族邦國，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戲弄，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鞭打，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釘十字架； 並且 在對(她)那 在對(她)第三的

在對(她)日子/白日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再站立起來。

太 20:20 To,te prosh/lqen auvtw/| h` mh,thr tw/n uìw/n Zebedai,ou meta. tw/n uiẁ/n auvth/j proskunou/sa kai. aivtou/sa,
ti avpV auvtou/Å
Then came to him the mother of Zebedee's children with her sons, worshipping him, and desiring a certain thing
of him.
那時，西庇太兒子的母親，同他兩個兒子上前來，拜耶穌，求他一件事。

當那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 在對(他)同一者 (她)那 (她)母親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兒子

從屬(他)西庇太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兒子 從屬(她)同一者， (她)現正持續敬拜了的 並且

(她)現正持續索問要求了的 到於(它)任何什麼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當那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 在對(他)同一者 (她)那 (她)母親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兒子

從屬(他)西庇太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兒子 從屬(她)同一者， (她)現正持續敬拜了的 並且

(她)現正持續索問要求了的 到於(它)任何什麼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同一者。

太 20:21 ò de. ei=pen auvth/|( Ti, qe,leijÈ le,gei auvtw/|( Eivpe. i[na kaqi,swsin ou-toi oì du,o uiòi, mou ei-j evk dexiw/n sou
kai. ei-j evx euvwnu,mwn sou evn th/| basilei,a| souÅ
And he said unto her, What wilt thou? She saith unto him, Grant that these my two sons may sit, the one on thy
right hand, and the other on the left, in thy kingdom.
耶穌說：你要甚麼呢。他說：願你叫我這兩個兒子在你國裏，一個坐在你右邊，一個坐在你左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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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她)同一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現在持續定意？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就要發話言說 為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就座

(他們)那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二個/兩個 (他們)兒子 從屬我， (他)一個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右手邊的 從屬你

並且 (他)一個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左邊的 從屬你，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王權國度 從屬你。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她)同一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現在持續定意？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就要發話言說 為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就座

(他們)那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二個/兩個 (他們)兒子 從屬我， (他)一個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右手邊的 從屬你

並且 (他)一個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左邊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王權國度 從屬你。
[經文變異WH]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她)同一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現在持續定意？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就要發話言說 為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就座

(他們)那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二個/兩個 (他們)兒子 從屬我， (他)一個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右手邊的 並且

(他)一個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左邊的 從屬你，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王權國度 從屬你。

太 20:22 avpokriqei.j de. ò VIhsou/j ei=pen( Ouvk oi;date ti, aivtei/sqeÅ du,nasqe piei/n to. poth,rion o] evgw. me,llw
pi,neinÈ le,gousin auvtw/|( Duna,meqaÅ
But Jesus answered and said, Ye know not what ye ask. Are ye able to drink of the cup that I shall drink of, and
to be baptized with the baptism that I am baptized with? They say unto him, We are able.
耶穌回答說：你們不知道所求的是甚麼；我將要喝的杯，你們能喝麼。他們說：我們能。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不是/不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索問要求。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那時(也是)要去喝 到於(它)那 到於(它)杯 到於(它)這個 我 我現在持續準備快要 現要去持續喝？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我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經文變異RT]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不是/不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索問要求。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那時(也是)要去喝 到於(它)那 到於(它)杯 到於(它)這個 我 我現在持續準備快要 現要去持續喝， 並且 到於(它)那

到於(它)浸洗之禮 到於(它)這個 我 我現在持續被浸洗 那時(也是)要去被浸洗？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我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經文變異MT]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不是/不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索問要求。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那時(也是)要去喝 到於(它)那 到於(它)杯 到於(它)這個 我 我現在持續準備快要 現要去持續喝， 甚或/或而 到於(它)那

到於(它)浸洗之禮 到於(它)這個 我 我現在持續被浸洗 那時(也是)要去被浸洗？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我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太 20:23 le,gei auvtoi/j( To. me.n poth,rio,n mou pi,esqe( to. de. kaqi,sai evk dexiw/n mou kai. evx euvwnu,mwn ouvk e;stin
evmo.n Îtou/toÐ dou/nai( avllV oi-j h̀toi,mastai ùpo. tou/ patro,j mouÅ
And he saith unto them, Ye shall drink indeed of my cup, and be baptized with the baptism that I am baptized
with: but to sit on my right hand, and on my left, is not mine to give, but it shall be given to them for whom it is
prepared of my Father.
耶穌說：我所喝的杯，你們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賜的；乃是我父為誰預備的，就賜給誰。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那 的確 到於(它)杯 從屬我 你們將要(持續)讓自己喝； 到於(它)那

然而也 那時(也是)要去就座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右手邊的 從屬我 並且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左邊的，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我之物 到於(它)那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給與； 但乃是 在對(他們)這些個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使成妥切齊備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從屬我。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那 的確 到於(它)杯 從屬我 你們將要(持續)讓自己喝， 並且

到於(它)那 到於(它)浸洗之禮 到於(它)這個 我 我現在持續被浸洗 你們將要(持續)被浸洗； (它)那註1 然而也

那時(也是)要去就座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右手邊的 從屬我 並且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左邊的 從屬我，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我之物 那時(也是)要去給與； 但乃是 在對(他們)這些個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使成妥切齊備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從屬我。

註1：“到於(它)那”文法上亦可以為“(它)那”。

[經文變異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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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那 的確 到於(它)杯 從屬我 你們將要(持續)讓自己喝； 到於(它)那

然而也 那時(也是)要去就座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右手邊的 從屬我 並且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左邊的，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我之物 那時(也是)要去給與； 但乃是 在對(他們)這些個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使成妥切齊備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從屬我。

太 20:24 Kai. avkou,santej oì de,ka hvgana,kthsan peri. tw/n du,o avdelfw/nÅ
And when the ten heard it, they were moved with indignation against the two brethren.
那十個門徒聽見，就惱怒他們弟兄二人。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他們)那些 (他們)十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怨恨惱怒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二個/兩個 從屬(他們)弟兄。

太 20:25 ò de. VIhsou/j proskalesa,menoj auvtou.j ei=pen( Oi;date o[ti oì a;rcontej tw/n evqnw/n katakurieu,ousin
auvtw/n kai. oi` mega,loi katexousia,zousin auvtw/nÅ
But Jesus called them unto him, and said, Ye know that the princes of the Gentiles exercise dominion over
them, and they that are great exercise authority upon them.
耶穌叫了他們來，說：你們知道外邦人有君王為主治理他們，有大臣操權管束他們。

(他)那 然而也 (他)耶穌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在前面向著促請召喚了的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他們)那些 (他們)首領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種族邦國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向下行主持支配 從屬(它們)同一者，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極大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向下使有權柄掌握 從屬(它們)同一者。

太 20:26 ouvc ou[twj e;stai evn ùmi/n( avllV o]j eva.n qe,lh| evn ùmi/n me,gaj gene,sqai e;stai ùmw/n dia,konoj(
But it shall not be so among you: but whosoever will be great among you, let him be your minister;
只是在你們中間不可這樣；你們中間誰願為大，就必作你們的用人；

不是/不 那同一樣式地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在內 在對你們； 但乃是 (他)這個 但凡若是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定意

在內 在對你們 (他)極大的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生發成為，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從屬你們 (他)僕工執事；
[經文變異RT]

不是/不 那同一樣式地 然而也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在內 在對你們； 但乃是 (他)這個 但凡若是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定意 在內 在對你們 (他)極大的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生發成為，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是

從屬你們 (他)僕工執事；
[經文變異WH]

不是/不 那同一樣式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內 在對你們； 但乃是 (他)這個 但凡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定意 在內

在對你們 (他)極大的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生發成為，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從屬你們 (他)僕工執事；

太 20:27 kai. o]j a'n qe,lh| evn um̀i/n ei=nai prw/toj e;stai ùmw/n dou/loj\
And whosoever will be chief among you, let him be your servant:
誰願為首，就必作你們的僕人；

並且 (他)這個 但凡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定意 在內 在對你們 現要去持續是 (他)首先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從屬你們 (他)奴僕；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這個 但凡若是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定意 在內 在對你們 現要去持續是 (他)首先的，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是 從屬你們 (他)奴僕；

太 20:28 w[sper ò uiò.j tou/ avnqrw,pou ouvk h=lqen diakonhqh/nai avlla. diakonh/sai kai. dou/nai th.n yuch.n auvtou/
lu,tron avnti. pollw/nÅ
Even as the Son of man came not to be ministered unto, but to minister, and to give his life a ransom for many.
正如人子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

甚至正如地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那時(也是)要去被行服事，

但乃是 那時(也是)要去行服事，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給與 到於(她)那 到於(她)生魂意念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它)贖價

相對對應 從屬(他們)許多的。

太 20:29 Kai. evkporeuome,nwn auvtw/n avpo. VIericw. hvkolou,qhsen auvtw/| o;cloj polu,jÅ
And as they departed from Jericho, a great multitude followed him.
他們出耶利哥的時候，有極多的人跟隨他，

並且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向外行去了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耶利哥，

他/她/它那時(也是)跟隨 在對(他)同一者 (他)群眾 (他)許多的。

太 20:30 kai. ivdou. du,o tufloi. kaqh,menoi para. th.n od̀o,n avkou,santej o[ti VIhsou/j para,gei( e;kraxan le,gontej(
VEle,hson h̀ma/j( Îku,rie(Ð uìo.j Daui,dÅ
And, behold, two blind men sitting by the way side, when they heard that Jesus passed by, cried out, sa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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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 mercy on us, O Lord, thou Son of David.
有兩個瞎子坐在路旁，聽說是耶穌經過，就喊著說：主阿，大衛的子孫，可憐我們罷。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們)二個/兩個 (他們)瞎眼的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在旁邊>到旁邊 到於(她)那 到於(她)道路途徑， (他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是這樣 (他)耶穌

他/她/它現在持續在旁邊經過，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嘶聲吶喊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發憐憫慈悲

到於我們， 阿,(他)主人 (他)兒子 從屬(他)大衛。
[經文變異WH]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們)二個/兩個 (他們)瞎眼的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在旁邊>到旁邊 到於(她)那 到於(她)道路途徑， (他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是這樣 (他)耶穌

他/她/它現在持續在旁邊經過，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嘶聲吶喊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阿,(他)主人，

你那時(也是)就要發憐憫慈悲 到於我們， (他)兒子 從屬(他)大衛。
[經文變異Tischendorph]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們)二個/兩個 (他們)瞎眼的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在旁邊>到旁邊 到於(她)那 到於(她)道路途徑， (他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是這樣 (他)耶穌

他/她/它現在持續在旁邊經過，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嘶聲吶喊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發憐憫慈悲

到於我們， 阿,(他)兒子 從屬(他)大衛。

太 20:31 ò de. o;cloj evpeti,mhsen auvtoi/j i[na siwph,swsin\ oì de. mei/zon e;kraxan le,gontej( VEle,hson h̀ma/j( ku,rie(
uiò.j Daui,dÅ
And the multitude rebuked them, because they should hold their peace: but they cried the more, saying, Have
mercy on us, O Lord, thou Son of David.
眾人責備他們，不許他們作聲；他們卻越發喊著說：主阿，大衛的子孫，可憐我們罷。

(他)那 然而也 (他)群眾 他/她/它那時(也是)評斷申誡 在對(他們)同一者， 為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為啞口寂靜；

(他們)那些 然而也 更大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嘶聲吶喊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發憐憫慈悲

到於我們， 阿,(他)主人 (他)兒子 從屬(他)大衛。
[經文變異WH]

(他)那 然而也 (他)群眾 他/她/它那時(也是)評斷申誡 在對(他們)同一者， 為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為啞口寂靜；

(他們)那些 然而也 更大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嘶聲吶喊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阿,(他)主人，

你那時(也是)就要發憐憫慈悲 到於我們， (他)兒子 從屬(他)大衛。

太 20:32 kai. sta.j ò VIhsou/j evfw,nhsen auvtou.j kai. ei=pen( Ti, qe,lete poih,sw ùmi/nÈ
And Jesus stood still, and called them, and said, What will ye that I shall do unto you?
耶穌就站住，叫他們來，說：要我為你們作甚麼。

並且 (他)那時(也是)立定站住了的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出聲叫喚 到於(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們現在持續定意 我那時(也是)應該行出作成 在對你們？

太 20:33 le,gousin auvtw/|( Ku,rie( i[na avnoigw/sin oì ovfqalmoi. hm̀w/nÅ
They say unto him, Lord, that our eyes may be opened.
他們說：主阿，要我們的眼睛能看見。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阿,(他)主人， 為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被向上開啟打開 (他們)那些

(他們)眼睛 從屬我們。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阿,(他)主人， 為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被向上開啟打開 從屬我們

(他們)那些 (他們)眼睛。

太 20:34 splagcnisqei.j de. ò VIhsou/j h[yato tw/n ovmma,twn auvtw/n( kai. euvqe,wj avne,bleyan kai. hvkolou,qhsan auvtw/|Å
So Jesus had compassion on them, and touched their eyes: and immediately their eyes received sight, and they
followed him.
耶穌就動了慈心，把他們的眼睛一摸，他們立刻看見，就跟從了耶穌。

(他)那時(也是)被動憐慈心腸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觸摸連接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眼目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平直直接地[同#2117]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再向上著眼觀看，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跟隨 在對(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那時(也是)被動憐慈心腸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觸摸連接 從屬(他們)那些註1

從屬(他們)眼睛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平直直接地[同#2117]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再向上著眼觀看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眼睛，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跟隨 在對(他)同一者。

註1：“從屬(它們)那些”文法上亦可以為“從屬(他們)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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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21:1 Kai. o[te h;ggisan eivj ~Ieroso,luma kai. h=lqon eivj Bhqfagh. eivj to. :Oroj tw/n VElaiw/n( to,te VIhsou/j
avpe,steilen du,o maqhta.j
And when they drew nigh unto Jerusalem, and were come to Bethphage, unto the mount of Olives, then sent
Jesus two disciples,
耶穌和門徒將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其在橄欖山那裏；

並且 當這時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靠近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路撒冷，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她)伯法其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高山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橄欖， 當那時地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到於(他們)二個/兩個 到於(他們)門徒
[經文變異RT]

並且 當這時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靠近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路撒冷，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她)伯法其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高山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橄欖， 當那時地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到於(他們)二個/兩個 到於(他們)門徒

太 21:2 le,gwn auvtoi/j( Poreu,esqe eivj th.n kw,mhn th.n kate,nanti ùmw/n( kai. euvqe,wj eùrh,sete o;non dedeme,nhn kai.
pw/lon metV auvth/j\ lu,santej avga,gete, moiÅ
Saying unto them, Go into the village over against you, and straightway ye shall find an ass tied, and a colt with
her: loose them, and bring them unto me.
耶穌就打發兩個門徒，對他們說：你們往對面村子裏去，必看見一匹驢拴在那裏，還有驢駒同在一處；你們解開

牽到我這裏來。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在對(他們)同一者，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鄉村

到於(她)那 直接當面於前地 從屬你們， 並且 平直直接地[同#2117] 你們將要(持續)找到尋見 到於(她)驢子

到於(她)現在已經被拴綁了的， 並且 到於(他)幼馬驢駒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同一者；

(他們)那時(也是)鬆綁脫解了的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帶領 在對我。
[經文變異RT]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在對(他們)同一者，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鄉村

到於(她)那 從那裏當面於前地 從屬你們， 並且 平直直接地[同#2117] 你們將要(持續)找到尋見 到於(她)驢子

到於(她)現在已經被拴綁了的， 並且 到於(他)幼馬驢駒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同一者；

(他們)那時(也是)鬆綁脫解了的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帶領 在對我。

太 21:3 kai. eva,n tij ùmi/n ei;ph| ti( evrei/te o[ti ~O ku,rioj auvtw/n crei,an e;cei\ euvqu.j de. avpostelei/ auvtou,jÅ
And if any man say ought unto you, ye shall say, The Lord hath need of them; and straightway he will send
them.
若有人對你們說甚麼，你們就說：主要用他；那人必立時讓你們牽來。

並且 但凡若是 (他)任何什麼 在對你們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到於(它)任何什麼，

你們將要(持續)開聲言說， 是這樣 (他)那 (他)主人 從屬(他們)同一者 到於(她)需用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平直直接地 然而也 他/她/它將要(持續)分派差遣 到於(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但凡若是 (他)任何什麼 在對你們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到於(它)任何什麼，

你們將要(持續)開聲言說， 是這樣 (他)那 (他)主人 從屬(他們)同一者 到於(她)需用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平直直接地[同#2117] 然而也 他/她/它將要(持續)分派差遣 到於(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MT]

並且 但凡若是 (他)任何什麼 在對你們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到於(它)任何什麼，

你們將要(持續)開聲言說， 是這樣 (他)那 (他)主人 從屬(他們)同一者 到於(她)需用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平直直接地[同#2117] 然而也 他/她/它現在持續分派差遣 到於(他們)同一者。

太 21:4 Tou/to de. ge,gonen i[na plhrwqh/| to. rh̀qe.n dia. tou/ profh,tou le,gontoj(
All this was done, that it might be fulfilled which was spoken by the prophet, saying,
這事成就，是要應驗先知的話，說：

(它)那同一者 然而也 他/她/它現在已經生發成為，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促使成充滿添足 (它)那

(它)那時(也是)被發表言說了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那 從屬(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從屬(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經文變異RT]

(它)那同一者 然而也 (它)整個全部的 他/她/它現在已經生發成為，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促使成充滿添足

(它)那 (它)那時(也是)被發表言說了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那 從屬(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從屬(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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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21:5 Ei;pate th/| qugatri. Siw,n( VIdou. ò basileu,j sou e;rcetai, soi prau>j kai. evpibebhkw.j evpi. o;non kai. evpi.
pw/lon uiò.n ùpozugi,ouÅ
Tell ye the daughter of Sion, Behold, thy King cometh unto thee, meek, and sitting upon an ass, and a colt the
foal of an ass.
『要對錫安的居民〔原文作女子〕說：看哪，你的王來到你這裏，是溫柔的，又騎著驢，就是騎著驢駒子。』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發話言說 在對(她)那 在對(她)女兒 從屬(她)錫安，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那 (他)君王

從屬你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在對你， (他)溫柔謙和的 並且 (他)現在已經步上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驢子 並且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幼馬驢駒 到於(他)兒子 從屬(它)驢。
[經文變異RT]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發話言說 在對(她)那 在對(她)女兒 從屬(她)錫安，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那 (他)君王

從屬你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在對你， (他)溫柔謙和的 並且 (他)現在已經步上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驢子 並且 到於(他)幼馬驢駒 到於(他)兒子 從屬(它)驢。

太 21:6 poreuqe,ntej de. oi` maqhtai. kai. poih,santej kaqw.j sune,taxen auvtoi/j ò VIhsou/j
And the disciples went, and did as Jesus commanded them,
門徒就照耶穌所吩咐的去行，

(他們)那時(也是)被行去了的 然而也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行出作成了的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共同安排定規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時(也是)被行去了的 然而也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行出作成了的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指定定規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太 21:7 h;gagon th.n o;non kai. to.n pw/lon kai. evpe,qhkan evpV auvtw/n ta. ìma,tia( kai. evpeka,qisen evpa,nw auvtw/nÅ
And brought the ass, and the colt, and put on them their clothes, and they set him thereon.
牽了驢和驢駒來，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穌就騎上。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帶領 到於(她)那 到於(她)驢子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幼馬驢駒，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置放擺設在上面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衣服；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座在上面 在上面上頭地 從屬(它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帶領 到於(她)那 到於(她)驢子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幼馬驢駒，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置放擺設在上面 在上面上頭地 從屬(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衣服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座在上面 在上面上頭地 從屬(它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Scrivener]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帶領 到於(她)那 到於(她)驢子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幼馬驢駒，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置放擺設在上面 在上面上頭地 從屬(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衣服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就座在上面 在上面上頭地 從屬(它們)同一者。

太 21:8 ò de. plei/stoj o;cloj e;strwsan èautw/n ta. im̀a,tia evn th/| òdw/|( a;lloi de. e;kopton kla,douj avpo. tw/n
de,ndrwn kai. evstrw,nnuon evn th/| òdw/|Å
And a very great multitude spread their garments in the way; others cut down branches from the trees, and
strawed them in the way.
眾人多半把衣服鋪在路上；還有人砍下樹枝來鋪在路上。

(他)那 然而也 (他)最大數目的 (他)群眾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舖開攤放 從屬(他們)同一者自己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衣服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道路途徑； (他們)另外不同的 然而也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切砍擊打

到於(他們)分枝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樹木，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舖開攤放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道路途徑。

太 21:9 oi` de. o;cloi oì proa,gontej auvto.n kai. oì avkolouqou/ntej e;krazon le,gontej( ~Wsanna. tw/| uìw/| Daui,d\
Euvloghme,noj ò evrco,menoj evn ovno,mati kuri,ou\ ~Wsanna. evn toi/j ùyi,stoijÅ
And the multitudes that went before, and that followed, cried, saying, Hosanna to the Son of David: Blessed is
he that cometh in the name of the Lord; Hosanna in the highest.
前行後隨的眾人，喊著說：和散那歸於大衛的子孫，〔和散那原有求救的意思在此乃稱頌的話〕奉主名來的，是

應當稱頌的；高高在上和散那。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群眾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帶領在前面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跟隨了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嘶聲吶喊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和散那 在對(他)那 在對(他)兒子

從屬(他)大衛； (他)現在已經被祝福稱讚了的 (他)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在內 在對(它)名字

從屬(他)主人； 和散那 在內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至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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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變異RT]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群眾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帶領在前面了的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跟隨了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嘶聲吶喊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和散那 在對(他)那 在對(他)兒子 從屬(他)大衛；

(他)現在已經被祝福稱讚了的 (他)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在內 在對(它)名字 從屬(他)主人； 和散那

在內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至高的。

太 21:10 kai. eivselqo,ntoj auvtou/ eivj ~Ieroso,luma evsei,sqh pa/sa h` po,lij le,gousa( Ti,j evstin ou-tojÈ
And when he was come into Jerusalem, all the city was moved, saying, Who is this?
耶穌既進了耶路撒冷，合城都驚動了，說：這是誰。

並且 從屬(他)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了的 從屬(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路撒冷，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搖擺震動 (她)所有每一個的 (她)那 (她)城邑 (她)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他)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同一者？

太 21:11 oi` de. o;cloi e;legon( Ou-to,j evstin ò profh,thj VIhsou/j ò avpo. Nazare.q th/j Galilai,ajÅ
And the multitude said, This is Jesus the prophet of Nazareth of Galilee.
眾人說：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穌。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群眾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他)耶穌 (他)那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拿撒勒 從屬(她)那 從屬(她)加利利。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群眾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耶穌 (他)那

(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他)那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拿撒勒 從屬(她)那 從屬(她)加利利。

太 21:12 Kai. eivsh/lqen VIhsou/j eivj to. ièro.n kai. evxe,balen pa,ntaj tou.j pwlou/ntaj kai. avgora,zontaj evn tw/| ìerw/|(
kai. ta.j trape,zaj tw/n kollubistw/n kate,streyen kai. ta.j kaqe,draj tw/n pwlou,ntwn ta.j peristera,j(
And Jesus went into the temple of God, and cast out all them that sold and bought in the temple, and overthrew
the tables of the moneychangers, and the seats of them that sold doves,
耶穌進了神的殿，趕出殿裏一切作買賣的人，推倒兌換銀錢之人的桌子，和賣鴿子之人的凳子；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他)耶穌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聖殿，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投擲出來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售賣了的 並且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購買了的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聖殿， 並且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桌子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兌換硬幣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翻倒傾覆 並且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座椅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售賣了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鴿子；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他)那 (他)耶穌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聖殿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投擲出來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售賣了的 並且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購買了的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聖殿， 並且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桌子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兌換硬幣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翻倒傾覆 並且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座椅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售賣了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鴿子；

太 21:13 kai. le,gei auvtoi/j( Ge,graptai( ~O oi=ko,j mou oi=koj proseuch/j klhqh,setai( ùmei/j de. auvto.n poiei/te
sph,laion lh|stw/nÅ
And said unto them, It is written, My house shall be called the house of prayer; but ye have made it a den of
thieves.
對他們說：經上記著說：『我的殿必稱為禱告的殿；你們倒使他成為賊窩了。』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他)那 (他)住處家室 從屬我

(他)住處家室 從屬(她)求告祈禱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促請召喚； 你們 然而也 到於(他)同一者

你們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到於(它)石窟洞穴 從屬(他們)強盜。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他)那 (他)住處家室 從屬我

(他)住處家室 從屬(她)求告祈禱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促請召喚； 你們 然而也 到於(他)同一者

你們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到於(它)石窟洞穴 從屬(他們)強盜。

太 21:14 Kai. prosh/lqon auvtw/| tufloi. kai. cwloi. evn tw/| ièrw/|( kai. evqera,peusen auvtou,jÅ
And the blind and the lame came to him in the temple; and he healed them.
在殿裏有瞎子瘸子，到耶穌跟前；他就治好了他們。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 在對(他)同一者 (他們)瞎眼的 並且 (他們)瘸腿跛腳的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聖殿；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侍候紓解 到於(他們)同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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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21:15 ivdo,ntej de. oi` avrcierei/j kai. oi` grammatei/j ta. qauma,sia a] evpoi,hsen kai. tou.j pai/daj tou.j kra,zontaj
evn tw/| ìerw/| kai. le,gontaj( ~Wsanna. tw/| uìw/| Daui,d( hvgana,kthsan
And when the chief priests and scribes saw the wonderful things that he did, and the children crying in the
temple, and saying, Hosanna to the Son of David; they were sore displeased,
祭司長和文士，看見耶穌所行的奇事，又見小孩子在殿裏喊著說：和散那歸於大衛的子孫；就甚惱怒，

(他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然而也 (他們)那些 (他們)大祭司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書記文士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具驚奇的 到於(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孩童/下屬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嘶聲吶喊了的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聖殿， 並且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和散那 在對(他)那 在對(他)兒子 從屬(他)大衛；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怨恨惱怒，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然而也 (他們)那些 (他們)大祭司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書記文士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具驚奇的 到於(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孩童/下屬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嘶聲吶喊了的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聖殿， 並且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和散那

在對(他)那 在對(他)兒子 從屬(他)大衛；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怨恨惱怒，

太 21:16 kai. ei=pan auvtw/|( VAkou,eij ti, ou-toi le,gousinÈ ò de. VIhsou/j le,gei auvtoi/j( Nai,Å ouvde,pote avne,gnwte o[ti
VEk sto,matoj nhpi,wn kai. qhlazo,ntwn kathrti,sw ai=nonÈ
And said unto him, Hearest thou what these say? And Jesus saith unto them, Yea; have ye never read, Out of
the mouth of babes and sucklings thou hast perfected praise?
對他說：這些人所說的，你聽見了麼。耶穌說：是的；經上說：『你從嬰孩和喫奶的口中，完全了讚美的話。』

你們沒有念過麼。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你現在持續聲聞耳聽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他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他)那 然而也 (他)耶穌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誠然為是；

然而也不是任何時候地 你們那時(也是)宣讀誦念， 是這樣 向外出來 從屬(它)口/嘴 從屬(他們)嬰孩的 並且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哺乳了的 你那時(也是)讓自己向下使成裝備妥當 到於(他)述說稱頌？

太 21:17 Kai. katalipw.n auvtou.j evxh/lqen e;xw th/j po,lewj eivj Bhqani,an kai. huvli,sqh evkei/Å
And he left them, and went out of the city into Bethany; and he lodged there.
於是離開他們，出城到伯大尼去，在那裏住宿。

並且 (他)那時(也是)遺留下了的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在外面地 從屬(她)那

從屬(她)城邑 向內進入 到於(她)伯大尼，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露宿過夜 在那裏地。

太 21:18 Prwi> de. evpana,gwn eivj th.n po,lin evpei,nasenÅ
Now in the morning as he returned into the city, he hungered.
早晨回城的時候，他餓了；

清早地 然而也 (他)現正持續向上帶領在上面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城邑 他/她/它那時(也是)有飢餓。
[經文變異RT]

從屬(她)清晨 然而也 (他)現正持續向上帶領在上面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城邑

他/她/它那時(也是)有飢餓。
[經文變異WH]

清早地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向上帶領在上面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城邑 他/她/它那時(也是)有飢餓。

太 21:19 kai. ivdw.n sukh/n mi,an evpi. th/j òdou/ h=lqen evpV auvth.n kai. ouvde.n eu-ren evn auvth/| eiv mh. fu,lla mo,non( kai.
le,gei auvth/|( Mhke,ti evk sou/ karpo.j ge,nhtai eivj to.n aivw/naÅ kai. evxhra,nqh paracrh/ma h` sukh/Å
And when he saw a fig tree in the way, he came to it, and found nothing thereon, but leaves only, and said unto
it, Let no fruit grow on thee henceforward for ever. And presently the fig tree withered away.
看見路旁有一棵無花果樹，就走到跟前，在樹上找不著甚麼，不過有葉子；就對樹說：從今以後，你永不結果子

。那無花果樹就立刻枯乾了。

並且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到於(她)無花果樹 到於(她)一個/第一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道路途徑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同一者， 並且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找到尋見 在內 在對(她)同一者， 若是 不會/不要 到於(它們)苖芽葉子 僅有單獨地；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她)同一者， 不再可以地 向外出來 從屬你 (他)果實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生發成為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世紀時代。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促為枯乾

當場立即地 (她)那 (她)無花果樹。
[經文變異WH]

並且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到於(她)無花果樹 到於(她)一個/第一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道路途徑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同一者， 並且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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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那時(也是)找到尋見 在內 在對(她)同一者， 若是 不會/不要 到於(它們)苖芽葉子 僅有單獨地；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她)同一者， 不是/不 不再可以地 向外出來 從屬你 (他)果實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生發成為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世紀時代。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促為枯乾

當場立即地 (她)那 (她)無花果樹。

太 21:20 kai. ivdo,ntej oi` maqhtai. evqau,masan le,gontej( Pw/j paracrh/ma evxhra,nqh h` sukh/È
And when the disciples saw it, they marvelled, saying, How soon is the fig tree withered away!
門徒看見了，便希奇說：無花果樹怎麼立刻枯乾了呢。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希奇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怎樣如何地呢 當場立即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促為枯乾 (她)那 (她)無花果樹？

太 21:21 avpokriqei.j de. ò VIhsou/j ei=pen auvtoi/j( VAmh.n le,gw ùmi/n( eva.n e;chte pi,stin kai. mh. diakriqh/te( ouv
mo,non to. th/j sukh/j poih,sete( avlla. ka'n tw/| o;rei tou,tw| ei;phte( :Arqhti kai. blh,qhti eivj th.n qa,lassan(
genh,setai\
Jesus answered and said unto them, Verily I say unto you, If ye have faith, and doubt not, ye shall not only do
this which is done to the fig tree, but also if ye shall say unto this mountain, Be thou removed, and be thou cast
into the sea; it shall be done.
耶穌回答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無花果樹上所行的事，就是對這座山說，你挪

開此地，投在海裏，也必成就。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但凡若是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持有 到於(她)信， 並且 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被徹底分開辨明， 不是/不 僅有單獨地 到於(它)那 從屬(她)那 從屬(她)無花果樹

你們將要(持續)行出作成， 但乃是 且但凡若是 在對(它)那 在對(它)高山 在對(它)那同一者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你那時(也是)就要被提起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被投擲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海；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生發成為。

太 21:22 kai. pa,nta o[sa a'n aivth,shte evn th/| proseuch/| pisteu,ontej lh,myesqeÅ
And all things, whatsoever ye shall ask in prayer, believing, ye shall receive.
你們禱告，無論求甚麼，只要信，就必得著。

並且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這每一切 但凡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索問要求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求告祈禱， (他們)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你們將要(持續)讓自己拿取。

太 21:23 Kai. evlqo,ntoj auvtou/ eivj to. ìero.n prosh/lqon auvtw/| dida,skonti oì avrcierei/j kai. oì presbu,teroi tou/
laou/ le,gontej( VEn poi,a| evxousi,a| tau/ta poiei/jÈ kai. ti,j soi e;dwken th.n evxousi,an tau,thnÈ
And when he was come into the temple, the chief priests and the elders of the people came unto him as he was
teaching, and said, By what authority doest thou these things? and who gave thee this authority?
耶穌進了殿，正教訓人的時候，祭司長和民間的長老來問他說：你仗著甚麼權柄作這些事；給你這權柄的是誰呢

。

並且 從屬(他)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從屬(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聖殿，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 在對(他)同一者 在對(他)現正持續教導了的 (他們)那些 (他們)大祭司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更年長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民百姓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在內 在對(她)什麼樣呢

在對(她)權柄掌握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你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並且 (他)任何什麼呢 在對你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到於(她)那 到於(她)權柄掌握 到於(她)那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在對(他)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聖殿，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 在對(他)同一者 在對(他)現正持續教導了的 (他們)那些 (他們)大祭司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更年長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民百姓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在內 在對(她)什麼樣呢

在對(她)權柄掌握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你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並且 (他)任何什麼呢 在對你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到於(她)那 到於(她)權柄掌握 到於(她)那同一者？

太 21:24 avpokriqei.j de. ò VIhsou/j ei=pen auvtoi/j( VErwth,sw ùma/j kavgw. lo,gon e[na( o]n eva.n ei;phte, moi kavgw. ùmi/n
evrw/ evn poi,a| evxousi,a| tau/ta poiw/\
And Jesus answered and said unto them, I also will ask you one thing, which if ye tell me, I in like wise will tell
you by what authority I do these things.
耶穌回答說：我也要問你們一句話，你們若告訴我，我就告訴你們我仗著甚麼權柄作這些事。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我將要(持續)查詢求問 到於你們 並且我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到於(他)一個， 到於(他)這個 但凡若是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在對我， 並且我 在對你們 我將要(持續)開聲言說 在內 在對(她)什麼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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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她)權柄掌握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我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太 21:25 to. ba,ptisma to. VIwa,nnou po,qen h=nÈ evx ouvranou/ h' evx avnqrw,pwnÈ oì de. dielogi,zonto evn eàutoi/j
le,gontej( VEa.n ei;pwmen( VEx ouvranou/( evrei/ hm̀i/n( Dia. ti, ou=n ouvk evpisteu,sate auvtw/|È
The baptism of John, whence was it? from heaven, or of men? And they reasoned with themselves, saying, If
we shall say, From heaven; he will say unto us, Why did ye not then believe him?
約翰的洗禮是從那裏來的；是從天上來的，是從人間來的呢。他們彼此商議說：我們若說從天上來，他必對我們

說：這樣，你們為甚麼不信他呢。

(它)那 (它)浸洗之禮 (它)那 從屬(他)約翰 從那裏地呢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向外出來 從屬(他)天空/天 甚或/或而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人？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思量議論 在內 在對(他們)同一者自己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但凡若是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向外出來 從屬(他)天空/天；

他/她/它將要(持續)開聲言說 在對我們，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這樣 不是/不

你們那時(也是)置信信託 在對(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它)那 (它)浸洗之禮 從屬(他)約翰 從那裏地呢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向外出來 從屬(他)天空/天 甚或/或而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人？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思量議論 <在旁邊>在旁邊

在對(他們)同一者自己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但凡若是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向外出來

從屬(他)天空/天； 他/她/它將要(持續)開聲言說 在對我們，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這樣 不是/不

你們那時(也是)置信信託 在對(他)同一者？

太 21:26 eva.n de. ei;pwmen( VEx avnqrw,pwn( fobou,meqa to.n o;clon( pa,ntej ga.r ẁj profh,thn e;cousin to.n VIwa,nnhnÅ
But if we shall say, Of men; we fear the people; for all hold John as a prophet.
若說從人間來，我們又怕百姓；因為他們都以約翰為先知。

但凡若是 然而也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人； 我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成驚恐畏懼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群眾；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因為 正如地 到於(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他)那 到於(他)約翰。
[經文變異RT]

但凡若是 然而也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人； 我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成驚恐畏懼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群眾；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因為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他)那 到於(他)約翰 正如地

到於(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太 21:27 kai. avpokriqe,ntej tw/| VIhsou/ ei=pan( Ouvk oi;damenÅ e;fh auvtoi/j kai. auvto,j( Ouvde. evgw. le,gw ùmi/n evn poi,a|
evxousi,a| tau/ta poiw/Å
And they answered Jesus, and said, We cannot tell. And he said unto them, Neither tell I you by what authority I
do these things.
於是回答耶穌說：我們不知道。耶穌說：我也不告訴你們我仗著甚麼權柄作這些事。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耶穌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不是/不

我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宣稱傳講 在對(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同一者， 然而也不是地 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在內 在對(她)什麼樣呢 在對(她)權柄掌握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我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太 21:28 Ti, de. ùmi/n dokei/È a;nqrwpoj ei=cen te,kna du,oÅ kai. proselqw.n tw/| prw,tw| ei=pen( Te,knon( u[page
sh,meron evrga,zou evn tw/| avmpelw/niÅ
But what think ye? A certain man had two sons; and he came to the first, and said, Son, go work to day in my
vineyard.
又說：一個人有兩個兒子，他來對大兒子說：我兒，你今天到葡萄園裏去作工。

(它)任何什麼呢 然而也 在對你們 他/她/它現在持續設想認為對？ (他)人 他/她/它當時持續持有 到於(它們)孩子

到於(它們)二個/兩個； 並且 (他)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了的 在對(它)那 在對(它)首先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阿,(它)孩子， 你現在就要持續退開去， 今日地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作工作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葡萄園。
[經文變異RT]

(它)任何什麼呢 然而也 在對你們 他/她/它現在持續設想認為對？ (他)人 他/她/它當時持續持有 到於(它們)孩子

到於(它們)二個/兩個； 並且 (他)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了的 在對(它)那 在對(它)首先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阿,(它)孩子， 你現在就要持續退開去， 今日地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作工作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葡萄園 從屬我。
[經文變異WH]

(它)任何什麼呢 然而也 在對你們 他/她/它現在持續設想認為對？ (他)人 他/她/它當時持續持有 到於(它們)孩子

到於(它們)二個/兩個； (他)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了的 在對(它)那 在對(它)首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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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阿,(它)孩子， 你現在就要持續退開去， 今日地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作工作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葡萄園。

太 21:29 ò de. avpokriqei.j ei=pen( Ouv qe,lw( u[steron de. metamelhqei.j avph/lqenÅ
He answered and said, I will not: but afterward he repented, and went.
他回答說：我不去；以後自己懊悔就去了。

(他)那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定意；

稍遲隨後地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被轉意後悔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經文變異WH]

(他)那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我 ， 阿,(他)主人；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太 21:30 proselqw.n de. tw/| ète,rw| ei=pen ẁsau,twjÅ ò de. avpokriqei.j ei=pen( VEgw,( ku,rie( kai. ouvk avph/lqenÅ
And he came to the second, and said likewise. And he answered and said, I go, sir: and went not.
又來對小兒子也是這樣說；他回答說：父阿，我去；他卻不去。

(他)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了的 然而也 在對(他)那 在對(他)相異不同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正如同一樣式地； (他)那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我，

阿,(他)主人；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了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第二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正如同一樣式地； (他)那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我，

阿,(他)主人；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經文變異WH]

(他)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了的 然而也 在對(他)那 在對(他)第二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正如同一樣式地； (他)那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定意； 稍遲隨後地 (他)那時(也是)被轉意後悔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太 21:31 ti,j evk tw/n du,o evpoi,hsen to. qe,lhma tou/ patro,jÈ le,gousin( ~O prw/tojÅ le,gei auvtoi/j ò VIhsou/j( VAmh.n
le,gw ùmi/n o[ti oì telw/nai kai. aì po,rnai proa,gousin um̀a/j eivj th.n basilei,an tou/ qeou/Å
Whether of them twain did the will of his father? They say unto him, The first. Jesus saith unto them, Verily I say
unto you, That the publicans and the harlots go into the kingdom of God before you.
你們想這兩個兒子，是那一個遵行父命呢。他們說：大兒子。耶穌說：我實在告訴你們，稅吏和娼妓，倒比你們

先進神的國。

(他)任何什麼呢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二個/兩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到於(它)那

到於(它)所定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他)那 (他)首先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是這樣 (他們)那些 (他們)稅吏 並且

(她們)那些 (她們)娼妓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帶領在前面 到於你們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經文變異RT]

(他)任何什麼呢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二個/兩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到於(它)那

到於(它)所定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首先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是這樣 (他們)那些

(他們)稅吏 並且 (她們)那些 (她們)娼妓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帶領在前面 到於你們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經文變異WH]

(他)任何什麼呢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二個/兩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到於(它)那

到於(它)所定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他)那 (他)第二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是這樣 (他們)那些 (他們)稅吏 並且

(她們)那些 (她們)娼妓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帶領在前面 到於你們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太 21:32 h=lqen ga.r VIwa,nnhj pro.j ùma/j evn òdw/| dikaiosu,nhj( kai. ouvk evpisteu,sate auvtw/|( oi` de. telw/nai kai. ai`
po,rnai evpi,steusan auvtw/|\ ùmei/j de. ivdo,ntej ouvde. metemelh,qhte u[steron tou/ pisteu/sai auvtw/|Å
For John came unto you in the way of righteousness, and ye believed him not: but the publicans and the harlots
believed him: and ye, when ye had seen it, repented not afterward, that ye might believe him.
因為約翰遵著義路到你們這裏來，你們卻不信他；稅吏和娼妓倒信他。你們看見了，後來還是不懊悔去信他。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因為 (他)約翰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在內 在對(她)道路途徑 從屬(她)至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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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 不是/不 你們那時(也是)置信信託 在對(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稅吏 並且 (她們)那些 (她們)娼妓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置信信託 在對(他)同一者； 你們 然而也 (他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然而也不是地

你們那時(也是)被轉意後悔 稍遲隨後地 從屬(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置信信託 在對(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因為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他)約翰 在內 在對(她)道路途徑 從屬(她)至義，

並且 不是/不 你們那時(也是)置信信託 在對(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稅吏 並且 (她們)那些 (她們)娼妓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置信信託 在對(他)同一者； 你們 然而也 (他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不是/不

你們那時(也是)被轉意後悔 稍遲隨後地 從屬(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置信信託 在對(他)同一者。

太 21:33 :Allhn parabolh.n avkou,sateÅ :Anqrwpoj h=n oivkodespo,thj o[stij evfu,teusen avmpelw/na kai. fragmo.n
auvtw/| perie,qhken kai. w;ruxen evn auvtw/| lhno.n kai. wv|kodo,mhsen pu,rgon kai. evxe,deto auvto.n gewrgoi/j kai.
avpedh,mhsenÅ
Hear another parable: There was a certain householder, which planted a vineyard, and hedged it round about,
and digged a winepress in it, and built a tower, and let it out to husbandmen, and went into a far country:
你們再聽一個比喻；有個家主，栽了一個葡萄園，周圍圈上籬笆，裏面挖了一個壓酒池，蓋了一座樓，租給園戶

，就往外國去了。

到於(她)另外不同的 到於(她)比喻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聲聞耳聽。 (他)人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住處家室主宰者，

(他)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那時(也是)栽種 到於(他)葡萄園， 並且 到於(他)隔牆籬笆 在對(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置放擺設在周圍，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挖洞掘穴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她)壓酒槽，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營建修造 到於(他)城堡塔樓，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租給 到於(他)同一者

在對(他們)耕種之人，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離開本國。
[經文變異RT]

到於(她)另外不同的 到於(她)比喻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聲聞耳聽。 (他)人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住處家室主宰者， (他)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那時(也是)栽種 到於(他)葡萄園， 並且 到於(他)隔牆籬笆

在對(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置放擺設在周圍，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挖洞掘穴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她)壓酒槽，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營建修造 到於(他)城堡塔樓，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租給

到於(他)同一者 在對(他們)耕種之人，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離開本國。

太 21:34 o[te de. h;ggisen ò kairo.j tw/n karpw/n( avpe,steilen tou.j dou,louj auvtou/ pro.j tou.j gewrgou.j labei/n tou.j
karpou.j auvtou/Å
And when the time of the fruit drew near, he sent his servants to the husbandmen, that they might receive the
fruits of it.
收果子的時候近了，就打發僕人，到園戶那裏去收果子。

當這時地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靠近 (他)那 (他)場合時節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果實，

他/她/它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奴僕 從屬(他)同一者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耕種之人 那時(也是)要去拿取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果實 從屬(他)同一者。

太 21:35 kai. labo,ntej oì gewrgoi. tou.j dou,louj auvtou/ o]n me.n e;deiran( o]n de. avpe,kteinan( o]n de. evliqobo,lhsanÅ
And the husbandmen took his servants, and beat one, and killed another, and stoned another.
園戶拿住僕人，打了一個，殺了一個，用石頭打死一個。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他們)那些 (他們)耕種之人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奴僕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他)這個 的確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抽打， 到於(他)這個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殺害除掉， 到於(他)這個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以投擲石頭打死。

太 21:36 pa,lin avpe,steilen a;llouj dou,louj plei,onaj tw/n prw,twn( kai. evpoi,hsan auvtoi/j ẁsau,twjÅ
Again, he sent other servants more than the first: and they did unto them likewise.
主人又打發別的僕人去，比先前更多；園戶還是照樣待他們。

重新又再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到於(他們)另外不同的 到於(他們)奴僕 到於(他們)更多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首先的；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在對(他們)同一者 正如同一樣式地。

太 21:37 u[steron de. avpe,steilen pro.j auvtou.j to.n uiò.n auvtou/ le,gwn( VEntraph,sontai to.n uìo,n mouÅ
But last of all he sent unto them his son, saying, They will reverence my son.
後來打發他的兒子到他們那裏去，意思說，他們必尊敬我的兒子。

稍遲隨後地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從屬(他)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被反轉降卑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從屬我。

太 21:38 oi` de. gewrgoi. ivdo,ntej to.n uiò.n ei=pon evn èautoi/j( Ou-to,j evstin ò klhrono,moj\ deu/te avpoktei,nwmen
auvto.n kai. scw/men th.n klhronomi,an auvtou/(
But when the husbandmen saw the son, they said among themselves, This is the heir; come, let us kill him,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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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 us seize on his inheritance.
不料，園戶看見他兒子，就彼此說：這是承受產業的；來罷，我們殺他，佔他的產業。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耕種之人 (他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內 在對(他們)同一者自己，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承受產業之人； 你們就要到這裏來，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殺害除掉註1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持有 到於(她)那 到於(她)產業繼承 從屬(他)同一者。

註1：“我們現在應該持續殺害除掉”文法上亦可以為“我們那時(也是)應該殺害除掉”。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耕種之人 (他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內 在對(他們)同一者自己，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承受產業之人； 你們就要到這裏來，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殺害除掉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持住 到於(她)那 到於(她)產業繼承 從屬(他)同一者。

太 21:39 kai. labo,ntej auvto.n evxe,balon e;xw tou/ avmpelw/noj kai. avpe,kteinanÅ
And they caught him, and cast him out of the vineyard, and slew him.
他們就拿住他，推出葡萄園外，殺了。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外投擲出來 在外面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葡萄園，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殺害除掉。

太 21:40 o[tan ou=n e;lqh| ò ku,rioj tou/ avmpelw/noj( ti, poih,sei toi/j gewrgoi/j evkei,noijÈ
When the lord therefore of the vineyard cometh, what will he do unto those husbandmen?
園主來的時候，要怎樣處治這些園戶呢。

但凡當這時 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到來前往 (他)那 (他)主人 從屬(他)那 從屬(他)葡萄園，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將要(持續)行出作成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耕種之人 在對(他們)在那裏的那個？

太 21:41 le,gousin auvtw/|( Kakou.j kakw/j avpole,sei auvtou.j kai. to.n avmpelw/na evkdw,setai a;lloij gewrgoi/j( oi[tinej
avpodw,sousin auvtw/| tou.j karpou.j evn toi/j kairoi/j auvtw/nÅ
They say unto him, He will miserably destroy those wicked men, and will let out his vineyard unto other
husbandmen, which shall render him the fruits in their seasons.
他們說：要下毒手除滅那些惡人，將葡萄園另租給那按著時候交果子的園戶。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他們)卑劣不好的 卑劣不好地 他/她/它將要(持續)毀掉除滅

到於(他們)同一者，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葡萄園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租給 在對(他們)另外不同的

在對(他們)耕種之人， (他們)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從那裏給與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果實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場合時節 從屬(他們)同一者。

太 21:42 le,gei auvtoi/j ò VIhsou/j( Ouvde,pote avne,gnwte evn tai/j grafai/j( Li,qon o]n avpedoki,masan oì
oivkodomou/ntej( ou-toj evgenh,qh eivj kefalh.n gwni,aj\ para. kuri,ou evge,neto au[th kai. e;stin qaumasth. evn
ovfqalmoi/j hm̀w/nÈ
Jesus saith unto them, Did ye never read in the scriptures, The stone which the builders rejected, the same is
become the head of the corner: this is the Lord's doing, and it is marvellous in our eyes?
耶穌說：經上寫著：『匠人所棄的石頭，已作了房角的頭塊石頭；這是主所作的，在我們眼中看為希奇。』這經

你們沒有念過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然而也不是任何時候地 你們那時(也是)宣讀誦念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經文， 到於(他)石頭 到於(他)這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查驗而否決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營建修造了的，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發成為 向內進入 到於(她)頭 從屬(她)基角角落；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主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她)那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乃希奇的 在內 在對(他們)眼睛 從屬我們？

太 21:43 dia. tou/to le,gw ùmi/n o[ti avrqh,setai avfV ùmw/n h` basilei,a tou/ qeou/ kai. doqh,setai e;qnei poiou/nti tou.j
karpou.j auvth/jÅ
Therefore say I unto you, The kingdom of God shall be taken from you, and given to a nation bringing forth the
fruits thereof.
所以我告訴你們，神的國，必從你們奪去；賜給那能結果子的百姓。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同一者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是這樣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提起 從那裏離開

從屬你們 (她)那 (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給與 在對(它)種族邦國

在對(它)現正持續行出作成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果實 從屬(她)同一者。

太 21:44 Îkai. ò pesw.n evpi. to.n li,qon tou/ton sunqlasqh,setai\ evfV o]n dV a'n pe,sh| likmh,sei auvto,nÅÐ
And whosoever shall fall on this stone shall be broken: but on whomsoever it shall fall, it will grind him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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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der.
誰掉在這石頭上，必要跌碎；這石頭掉在誰的身上，就要把誰砸得稀爛。

並且 (他)那 (他)那時(也是)落下墜落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那 到於(他)石頭 到於(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共同撞碎破裂；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這個 然而也 但凡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落下墜落，

他/她/它將要(持續)磨細粉碎 到於(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Tischendorph]

註：Tischendorph版本無此節。

太 21:45 Kai. avkou,santej oì avrcierei/j kai. oi` Farisai/oi ta.j parabola.j auvtou/ e;gnwsan o[ti peri. auvtw/n le,gei\
And when the chief priests and Pharisees had heard his parables, they perceived that he spake of them.
祭司長和法利賽人，聽見他的比喻，就看出他是指著他們說的。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他們)那些 (他們)大祭司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法利賽人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比喻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認識知道 是這樣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太 21:46 kai. zhtou/ntej auvto.n krath/sai evfobh,qhsan tou.j o;clouj( evpei. eivj profh,thn auvto.n ei=conÅ
But when they sought to lay hands on him, they feared the multitude, because they took him for a prophet.
他們想要捉拿他，只是怕眾人，因為眾人以他為先知。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探索尋求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掌控抓住，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成驚恐畏懼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群眾， 在其上 向內進入 到於(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持有。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探索尋求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掌控抓住，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成驚恐畏懼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群眾， 在其上已然如此 正如地 到於(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持有。

太 22:1 Kai. avpokriqei.j ò VIhsou/j pa,lin ei=pen evn parabolai/j auvtoi/j le,gwn(
And Jesus answered and spake unto them again by parables, and said,
耶穌又用比喻對他們說：

並且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那 (他)耶穌 重新又再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內 在對(她們)比喻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那 (他)耶穌 重新又再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們)比喻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太 22:2 ~Wmoiw,qh h` basilei,a tw/n ouvranw/n avnqrw,pw| basilei/( o[stij evpoi,hsen ga,mouj tw/| uiẁ/| auvtou/Å
The kingdom of heaven is like unto a certain king, which made a marriage for his son,
天國好比一個王，為他兒子擺設娶親的筵席。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促使為具同樣相同 (她)那 (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天空/天 在對(他)人

在對(他)君王， (他)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到於(他們)婚禮 在對(他)那 在對(他)兒子

從屬(他)同一者，

太 22:3 kai. avpe,steilen tou.j dou,louj auvtou/ kale,sai tou.j keklhme,nouj eivj tou.j ga,mouj( kai. ouvk h;qelon evlqei/nÅ
And sent forth his servants to call them that were bidden to the wedding: and they would not come.
就打發僕人去，請那些被召的人來赴席；他們卻不肯來。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奴僕 從屬(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促請召喚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在已經被促請召喚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婚禮；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定意 那時(也是)要去到來前往。

太 22:4 pa,lin avpe,steilen a;llouj dou,louj le,gwn( Ei;pate toi/j keklhme,noij( VIdou. to. a;risto,n mou ht̀oi,maka( oi`
tau/roi, mou kai. ta. sitista. tequme,na kai. pa,nta e[toima\ deu/te eivj tou.j ga,moujÅ
Again, he sent forth other servants, saying, Tell them which are bidden, Behold, I have prepared my dinner: my
oxen and my fatlings are killed, and all things are ready: come unto the marriage.
王又打發別的僕人說：你們告訴那被召的人，我的筵席已經預備好了，牛和肥畜已經宰了，各樣都齊備；請你們

來赴席。

重新又再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到於(他們)另外不同的 到於(他們)奴僕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在已經被促請召喚了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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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那 (它)正餐 從屬我 我現在已經使成妥切齊備； (他們)那些 (他們)公牛 從屬我 並且 (它們)那些

(它們)飼餵肥胖的 (它們)現在已經被宰殺獻祭了的， 並且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它們)妥切齊備的；

你們就要到這裏來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婚禮。
[經文變異RT]

重新又再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到於(他們)另外不同的 到於(他們)奴僕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在已經被促請召喚了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它)那 (它)正餐 從屬我 我那時(也是)使成妥切齊備； (他們)那些 (他們)公牛 從屬我 並且 (它們)那些

(它們)飼餵肥胖的 (它們)現在已經被宰殺獻祭了的， 並且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它們)妥切齊備的；

你們就要到這裏來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婚禮。

太 22:5 oi` de. avmelh,santej avph/lqon( o]j me.n eivj to.n i;dion avgro,n( o]j de. evpi. th.n evmpori,an auvtou/\
But they made light of it, and went their ways, one to his farm, another to his merchandise:
那些人不理就走了；一個到自己田裏去；一個作買賣去；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那時(也是)不留意顧念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他)這個 的確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私人個別的 到於(他)田野， (他)這個 然而也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生意買賣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那時(也是)不留意顧念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他)那 的確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私人個別的 到於(他)田野， (他)那 然而也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生意買賣 從屬(他)同一者；

太 22:6 oi` de. loipoi. krath,santej tou.j dou,louj auvtou/ u[brisan kai. avpe,kteinanÅ
And the remnant took his servants, and entreated them spitefully, and slew them.
其餘的拿住僕人，凌辱他們，把他們殺了。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其餘的 (他們)那時(也是)掌控抓住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奴僕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淩辱，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殺害除掉。

太 22:7 ò de. basileu.j wvrgi,sqh kai. pe,myaj ta. strateu,mata auvtou/ avpw,lesen tou.j fonei/j evkei,nouj kai. th.n
po,lin auvtw/n evne,prhsenÅ
But when the king heard thereof, he was wroth: and he sent forth his armies, and destroyed those murderers,
and burned up their city.
王就大怒，發兵除滅那些兇手，燒燬他們的城。

(他)那 然而也 (他)君王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使有激動忿怒； 並且 (他)那時(也是)差送打發了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隊伍軍兵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毀掉除滅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謀害凶殺者

到於(他們)在那裏的那個，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城邑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內搧火燃燒。
[經文變異RT]

(他)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君王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使有激動忿怒； 並且

(他)那時(也是)差送打發了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隊伍軍兵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毀掉除滅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謀害凶殺者 到於(他們)在那裏的那個，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城邑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內搧火燃燒。
[經文變異MT]

並且 (他)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他)那 (他)君王 (他)在那裏的那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使有激動忿怒； 並且

(他)那時(也是)差送打發了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隊伍軍兵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毀掉除滅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謀害凶殺者 到於(他們)在那裏的那個，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城邑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內搧火燃燒。

太 22:8 to,te le,gei toi/j dou,loij auvtou/( ~O me.n ga,moj e[toimo,j evstin( oì de. keklhme,noi ouvk h=san a;xioi\
Then saith he to his servants, The wedding is ready, but they which were bidden were not worthy.
於是對僕人說：喜筵已經齊備，只是所召的人不配。

當那時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奴僕 從屬(他)同一者， (他)那 的確 (他)婚禮

(他)妥切齊備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現在已經被促請召喚了的 不是/不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他們)相配值得的；

太 22:9 poreu,esqe ou=n evpi. ta.j diexo,douj tw/n òdw/n kai. o[souj eva.n eu[rhte kale,sate eivj tou.j ga,moujÅ
Go ye therefore into the highways, and as many as ye shall find, bid to the marriage.
所以你們要往岔路口上去，凡遇見的，都召來赴席。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這樣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出口通路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道路途徑， 並且 到於(他們)這每一切 但凡若是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找到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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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那時(也是)就要促請召喚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婚禮。
[經文變異RT]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這樣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出口通路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道路途徑， 並且 到於(他們)這每一切 但凡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找到尋見，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促請召喚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婚禮。

太 22:10 kai. evxelqo,ntej oì dou/loi evkei/noi eivj ta.j òdou.j sunh,gagon pa,ntaj ou]j eu-ron( ponhrou,j te kai.
avgaqou,j\ kai. evplh,sqh ò ga,moj avnakeime,nwnÅ
So those servants went out into the highways, and gathered together all as many as they found, both bad and
good: and the wedding was furnished with guests.
那些僕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見的，不論善惡都召聚了來；筵席上就坐滿了客。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他們)那些 (他們)奴僕 (他們)在那裏的那個 向內進入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道路途徑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聚集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們)這些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找到尋見， 到於(他們)惡的 並/又 並且 到於(他們)良善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充滿添足

(他)那 (他)婚禮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靠躺坐席了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他們)那些 (他們)奴僕 (他們)在那裏的那個 向內進入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道路途徑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聚集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們)這每一切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找到尋見， 到於(他們)惡的 並/又 並且 到於(他們)良善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充滿添足

(他)那 (他)婚禮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靠躺坐席了的。
[經文變異WH]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他們)那些 (他們)奴僕 (他們)在那裏的那個 向內進入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道路途徑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聚集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們)這些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找到尋見， 到於(他們)惡的 並/又 並且 到於(他們)良善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充滿添足

(他)那 (他)新房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靠躺坐席了的。

太 22:11 eivselqw.n de. ò basileu.j qea,sasqai tou.j avnakeime,nouj ei=den evkei/ a;nqrwpon ouvk evndedume,non e;nduma
ga,mou(
And when the king came in to see the guests, he saw there a man which had not on a wedding garment:
王進來觀看賓客，見那裏有一個沒有穿禮服的。

(他)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君王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定睛觀看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靠躺坐席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在那裏地 到於(他)人 不是/不

到於(他)現在已經讓自己穿著了的 到於(它)衣著服飾 從屬(他)婚禮；

太 22:12 kai. le,gei auvtw/|( ~Etai/re( pw/j eivsh/lqej w-de mh. e;cwn e;nduma ga,mouÈ o` de. evfimw,qhÅ
And he saith unto him, Friend, how camest thou in hither not having a wedding garment? And he was
speechless.
就對他說：朋友，你到這裏來，怎麼不穿禮服呢。那人無言可答。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阿,(他)同志朋友， 怎樣如何地呢 你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也就在此地 不會/不要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它)衣著服飾 從屬(他)婚禮？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籠住嘴。

太 22:13 to,te ò basileu.j ei=pen toi/j diako,noij( Dh,santej auvtou/ po,daj kai. cei/raj evkba,lete auvto.n eivj to. sko,toj
to. evxw,teron\ evkei/ e;stai ò klauqmo.j kai. o` brugmo.j tw/n ovdo,ntwnÅ
Then said the king to the servants, Bind him hand and foot, and take him away, and cast him into outer
darkness; there shall be weeping and gnashing of teeth.
於是王對使喚的人說：捆起他的手腳來，把他丟在外邊的黑暗裏；在那裏必要哀哭切齒了。

當那時地 (他)那 (他)君王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僕工執事，

(他們)那時(也是)拴綁了的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他們)腳 並且 到於(她們)手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向外投擲出來

到於(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黑暗 到於(它)那 到於(它)更在外面的； 在那裏地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他)那 (他)哭泣哀號 並且 (他)那 (他)磨齒咬牙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牙齒。
[經文變異RT]

當那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那 (他)君王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僕工執事，

(他們)那時(也是)拴綁了的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他們)腳 並且 到於(她們)手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提起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向外投擲出來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黑暗 到於(它)那 到於(它)更在外面的；

在那裏地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他)那 (他)哭泣哀號 並且 (他)那 (他)磨齒咬牙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牙齒。

太 22:14 polloi. ga,r eivsin klhtoi,( ovli,goi de. evklektoi,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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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many are called, but few are chosen.
因為被召的人多，選上的人少。

(他們)許多的 因為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乃召請的， (他們)些微少許的 然而也 (他們)乃挑選的。

太 22:15 To,te poreuqe,ntej oi` Farisai/oi sumbou,lion e;labon o[pwj auvto.n pagideu,swsin evn lo,gw|Å
Then went the Pharisees, and took counsel how they might entangle him in his talk.
當時，法利賽人出去商議，怎樣就著耶穌的話陷害他。

當那時地 (他們)那時(也是)被行去了的 (他們)那些 (他們)法利賽人 到於(它)顧問謀士會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拿取，

這怎樣如何地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設網羅陷害 在內 在對(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太 22:16 kai. avposte,llousin auvtw/| tou.j maqhta.j auvtw/n meta. tw/n ~Hrw|dianw/n le,gontej( Dida,skale( oi;damen o[ti
avlhqh.j ei= kai. th.n òdo.n tou/ qeou/ evn avlhqei,a| dida,skeij kai. ouv me,lei soi peri. ouvdeno,j\ ouv ga.r ble,peij eivj
pro,swpon avnqrw,pwnÅ
And they sent out unto him their disciples with the Herodians, saying, Master, we know that thou art true, and
teachest the way of God in truth, neither carest thou for any man: for thou regardest not the person of men.
就打發他們的門徒，同希律黨的人，去見耶穌說：夫子，我們知道你是誠實人，並且誠誠實實傳神的道，甚麼人

你都不徇情面，因為你不看人的外貌。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分派差遣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門徒 從屬(他們)同一者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希律黨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阿,(他)老師， 我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他)誠正真實的 你現在持續是，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道路途徑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在內

在對(她)真情實理 你現在持續教導，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留意顧念[非人稱用法] 在對你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不是/不 因為 你現在持續著眼觀看 向內進入 到於(它)前面的臉面 從屬(他們)人。
[經文變異WH]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分派差遣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門徒 從屬(他們)同一者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希律黨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阿,(他)老師，

我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他)誠正真實的 你現在持續是，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道路途徑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在內 在對(她)真情實理 你現在持續教導，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留意顧念[非人稱用法] 在對你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不是/不 因為 你現在持續著眼觀看 向內進入 到於(它)前面的臉面

從屬(他們)人。

太 22:17 eivpe. ou=n hm̀i/n ti, soi dokei/\ e;xestin dou/nai kh/nson Kai,sari h' ou;È
Tell us therefore, What thinkest thou? Is it lawful to give tribute unto Caesar, or not?
請告訴我們，你的意見如何；納稅給該撒，可以不可以。

你那時(也是)就要發話言說 這樣 在對我們， (它)任何什麼呢 在對你 他/她/它現在持續設想認為對？

他/她/它現在持續合乎法理[非人稱用法] 那時(也是)要去給與 到於(他)個人稅 在對(他)該撒， 甚或/或而 不是/不？

太 22:18 gnou.j de. ò VIhsou/j th.n ponhri,an auvtw/n ei=pen( Ti, me peira,zete( ùpokritai,È
But Jesus perceived their wickedness, and said, Why tempt ye me, ye hypocrites?
耶穌看出他們的惡意，就說：假冒為善的人哪，為甚麼試探我；

(他)那時(也是)認識知道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耶穌 到於(她)那 到於(她)惡性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到於我 你們現在持續使有探測試驗， 阿,(他們)作戲假裝者？

太 22:19 evpidei,xate, moi to. no,misma tou/ kh,nsouÅ oì de. prosh,negkan auvtw/| dhna,rionÅ
Shew me the tribute money. And they brought unto him a penny.
拿一個上稅的錢給我看。他們就拿一個銀錢來給他。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在上面顯示展現 在對我 到於(它)那 到於(它)法定錢幣 從屬(他)那 從屬(他)個人稅。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負載攜帶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它)十分銀錢之便士。

太 22:20 kai. le,gei auvtoi/j( Ti,noj h` eivkw.n au[th kai. h` evpigrafh,È
And he saith unto them, Whose is this image and superscription?
耶穌說：這像和這號是誰的。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從屬(他)任何什麼呢 (她)那 (她)表像 (她)那同一者 並且 (她)那

(她)題字名號？

太 22:21 le,gousin auvtw/|( Kai,sarojÅ to,te le,gei auvtoi/j( VApo,dote ou=n ta. Kai,saroj Kai,sari kai. ta. tou/ qeou/ tw/|
qew/|Å
They say unto him, Caesar's. Then saith he unto them, Render therefore unto Caesar the things which are
Caesar's; and unto God the things that are God's.
他們說：是該撒的。耶穌說：這樣，該撒的物當歸給該撒，神的物當歸給神。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從屬(他)該撒。 當那時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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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從那裏給與 這樣 到於(它們)那些 從屬(他)該撒 在對(他)該撒，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經文變異WH]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從屬(他)該撒。 當那時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從那裏給與 這樣 到於(它們)那些 從屬(他)該撒 在對(他)該撒，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太 22:22 kai. avkou,santej evqau,masan( kai. avfe,ntej auvto.n avph/lqanÅ
When they had heard these words, they marvelled, and left him, and went their way.
他們聽見就希奇，離開他走了。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希奇，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任憑釋放離開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太 22:23 VEn evkei,nh| th/| hm̀e,ra| prosh/lqon auvtw/| Saddoukai/oi( le,gontej mh. ei=nai avna,stasin( kai. evphrw,thsan
auvto.n
The same day came to him the Sadducees, which say that there is no resurrection, and asked him,
撒都該人常說沒有復活的事。那天，他們來問耶穌說：

在內 在對(她)在那裏的那個 在對(她)那 在對(她)日子/白日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 在對(他)同一者

(他們)撒都該人，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是 到於(她)再站立起來；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在上面查詢求問 到於(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在內 在對(她)在那裏的那個 在對(她)那 在對(她)日子/白日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 在對(他)同一者

(他們)撒都該人，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是 到於(她)再站立起來；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在上面查詢求問 到於(他)同一者

太 22:24 le,gontej( Dida,skale( Mwu?sh/j ei=pen( VEa,n tij avpoqa,nh| mh. e;cwn te,kna( evpigambreu,sei ò avdelfo.j
auvtou/ th.n gunai/ka auvtou/ kai. avnasth,sei spe,rma tw/| avdelfw/| auvtou/Å
Saying, Master, Moses said, If a man die, having no children, his brother shall marry his wife, and raise up seed
unto his brother.
夫子，摩西說，人若死了，沒有孩子，他兄弟當娶他的妻，為哥哥生子立後。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阿,(他)老師， (他)摩西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但凡若是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死去 不會/不要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它們)孩子， 他/她/它將要(持續)結為姻親 (他)那

(他)弟兄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她)那 到於(她)女人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再站立起來

到於(它)種裔 在對(他)那 在對(他)弟兄 從屬(他)同一者。

太 22:25 h=san de. parV h̀mi/n ep̀ta. avdelfoi,\ kai. ò prw/toj gh,maj evteleu,thsen( kai. mh. e;cwn spe,rma avfh/ken th.n
gunai/ka auvtou/ tw/| avdelfw/| auvtou/\
Now there were with us seven brethren: and the first, when he had married a wife, deceased, and, having no
issue, left his wife unto his brother:
從前在我們這裏，有弟兄七人；第一個娶了妻，死了，沒有孩子，撇下妻子給兄弟。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在旁邊>在旁邊 在對我們 (他們)七個 (他們)弟兄； 並且 (他)那 (他)首先的

(他)那時(也是)結婚娶嫁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命終， 並且 不會/不要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它)種裔

他/她/它那時(也是)任憑釋放離開 到於(她)那 到於(她)女人 從屬(他)同一者 在對(他)那 在對(他)弟兄 從屬(他)同一者；

太 22:26 òmoi,wj kai. ò deu,teroj kai. ò tri,toj e[wj tw/n ep̀ta,Å
Likewise the second also, and the third, unto the seventh.
第二第三直到第七個，都是如此。

具同樣相同地 並且 (他)那 (他)第二的， 並且 (他)那 (他)第三的， 一直直到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七個。

太 22:27 u[steron de. pa,ntwn avpe,qanen h̀ gunh,Å
And last of all the woman died also.
末後，婦人也死了。

稍遲隨後地 然而也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註1
他/她/它那時(也是)死去 (她)那 (她)女人。

註1：“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文法上亦可以為“從屬(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經文變異RT]

稍遲隨後地 然而也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死去 並且 (她)那 (她)女人。

太 22:28 evn th/| avnasta,sei ou=n ti,noj tw/n ep̀ta. e;stai gunh,È pa,ntej ga.r e;scon auvth,n\
Therefore in the resurrection whose wife shall she be of the seven? for they all had her.
這樣，當復活的時候，他是七個人中，那一個的妻子呢；因為他們都娶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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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再站立起來 這樣 從屬(他)任何什麼呢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七個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她)女人？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因為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持有 到於(她)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在內 在對(她)那 這樣 在對(她)再站立起來 從屬(他)任何什麼呢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七個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她)女人？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因為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持有 到於(她)同一者。

太 22:29 avpokriqei.j de. ò VIhsou/j ei=pen auvtoi/j( Plana/sqe mh. eivdo,tej ta.j grafa.j mhde. th.n du,namin tou/ qeou/\
Jesus answered and said unto them, Ye do err, not knowing the scriptures, nor the power of God.
耶穌回答說：你們錯了；因為不明白聖經，也不曉得神的大能。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你們現在持續被有迷途錯謬註1 不會/不要 (他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了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經文， 然而也不要

到於(她)那 到於(她)能力權能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註1：“你們現在持續被有迷途錯謬”文法上亦可以為“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被有迷途錯謬”。

太 22:30 evn ga.r th/| avnasta,sei ou;te gamou/sin ou;te gami,zontai( avllV ẁj a;ggeloi evn tw/| ouvranw/| eivsinÅ
For in the resurrection they neither marry, nor are given in marriage, but are as the angels of God in heaven.
當復活的時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樣。

在內 因為 在對(她)那 在對(她)再站立起來 並不/又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結婚娶嫁， 並不/又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被出嫁， 但乃是 正如地 (他們)使者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天空/天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在內 因為 在對(她)那 在對(她)再站立起來 並不/又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結婚娶嫁， 並不/又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被向外出嫁， 但乃是 正如地 (他們)使者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天空/天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太 22:31 peri. de. th/j avnasta,sewj tw/n nekrw/n ouvk avne,gnwte to. rh̀qe.n ùmi/n ùpo. tou/ qeou/ le,gontoj(
But as touching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dead, have ye not read that which was spoken unto you by God, saying,
論到死人復活，神在經上向你們所說的，你們沒有念過麼。

<在周圍>關於 然而也 從屬(她)那 從屬(她)再站立起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死掉的， 豈非呢

你們那時(也是)宣讀誦念 到於(它)那 到於(它)那時(也是)被發表言說了的 在對你們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從屬(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太 22:32 VEgw, eivmi ò qeo.j VAbraa.m kai. ò qeo.j VIsaa.k kai. ò qeo.j VIakw,bÈ ouvk e;stin ÎòÐ qeo.j nekrw/n avlla.
zw,ntwnÅ
I am the God of Abraham, and the God of Isaac, and the God of Jacob? God is not the God of the dead, but of
the living.
他說：『我是亞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

我 我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神 從屬(他)亞伯拉罕， 並且 (他)那 (他)神 從屬(他)以撒， 並且 (他)那 (他)神

從屬(他)雅各？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神 從屬(他們)死掉的， 但乃是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活了的。
[經文變異RT]

我 我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神 從屬(他)亞伯拉罕， 並且 (他)那 (他)神 從屬(他)以撒， 並且 (他)那 (他)神

從屬(他)雅各？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神 (他)神 從屬(他們)死掉的， 但乃是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活了的。

太 22:33 kai. avkou,santej oi` o;cloi evxeplh,ssonto evpi. th/| didach/| auvtou/Å
And when the multitude heard this, they were astonished at his doctrine.
眾人聽見這話，就希奇他的教訓。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他們)那些 (他們)群眾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被震驚詫異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那

在對(她)教授講訓 從屬(他)同一者。

太 22:34 Oì de. Farisai/oi avkou,santej o[ti evfi,mwsen tou.j Saddoukai,ouj sunh,cqhsan evpi. to. auvto,(
But when the Pharisees had heard that he had put the Sadducees to silence, they were gathered together.
法利賽人聽見耶穌堵住了撒都該人的口，他們就聚集。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法利賽人 (他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是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籠住嘴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撒都該人，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聚集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同一者。

太 22:35 kai. evphrw,thsen ei-j evx auvtw/n Înomiko.jÐ peira,zwn auvto,n(
Then one of them, which was a lawyer, asked him a question, tempting him, and saying,
內中有一個人是律法師，要試探耶穌，就問他說：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上面查詢求問 (他)一個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屬律法的

(他)現正持續使有探測試驗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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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上面查詢求問 (他)一個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屬律法的

(他)現正持續使有探測試驗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太 22:36 Dida,skale( poi,a evntolh. mega,lh evn tw/| no,mw|È
Master, which is the great commandment in the law?
夫子，律法上的誡命，那一條是最大的呢。

阿,(他)老師， (她)什麼樣呢 (她)誡律命令 (她)極大的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律法？

太 22:37 ò de. e;fh auvtw/|( VAgaph,seij ku,rion to.n qeo,n sou evn o[lh| th/| kardi,a| sou kai. evn o[lh| th/| yuch/| sou kai.
evn o[lh| th/| dianoi,a| sou\
Jesus said unto him, Thou shalt love the Lord thy God with all thy heart, and with all thy soul, and with all thy
mind.
耶穌對他說：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神。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宣稱傳講 在對(他)同一者， 你將要(持續)愛 到於(他)主人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從屬你 在內 在對(她)整個全部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內心 從屬你， 並且 在內 在對(她)整個全部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生魂意念 從屬你， 並且 在內 在對(她)整個全部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悟性心思 從屬你；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你將要(持續)愛 到於(他)主人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從屬你 在內 在對(她)整個全部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內心 從屬你， 並且 在內 在對(她)整個全部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生魂意念 從屬你， 並且 在內 在對(她)整個全部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悟性心思 從屬你；
[經文變異WH]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宣稱傳講 在對(他)同一者， 你將要(持續)愛 到於(他)主人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從屬你 在內 在對(她)整個全部的 在對(她)內心 從屬你， 並且 在內 在對(她)整個全部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生魂意念 從屬你， 並且 在內 在對(她)整個全部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悟性心思 從屬你；

太 22:38 au[th evsti.n h` mega,lh kai. prw,th evntolh,Å
This is the first and great commandment.
這是誡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

(她)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極大的 並且 (她)首先的 (她)誡律命令。
[經文變異RT]

(她)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首先的 並且 (她)極大的 (她)誡律命令。

太 22:39 deute,ra de. òmoi,a auvth/|( VAgaph,seij to.n plhsi,on sou wj̀ seauto,nÅ
And the second is like unto it, Thou shalt love thy neighbour as thyself.
其次也相倣，就是要愛人如己。

(她)第二的 然而也 (她)具同樣相同的 在對(她)同一者， 你將要(持續)愛 到於(他)那 在鄰近之處地 從屬你 正如地

到於(他)你自己。
[經文變異WH]

(她)第二的 (她)具同樣相同的 在對(她)同一者， 你將要(持續)愛 到於(他)那 在鄰近之處地 從屬你 正如地

到於(他)你自己。

太 22:40 evn tau,taij tai/j dusi.n evntolai/j o[loj ò no,moj kre,matai kai. oi` profh/taiÅ
On these two commandments hang all the law and the prophets.
這兩條誡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總綱。

在內 在對(她們)那同一者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二個/兩個 在對(她們)誡律命令 (他)整個全部的 (他)那 (他)律法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懸掛垂吊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經文變異RT]

在內 在對(她們)那同一者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二個/兩個 在對(她們)誡律命令 (他)整個全部的 (他)那 (他)律法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被懸掛垂吊。

太 22:41 Sunhgme,nwn de. tw/n Farisai,wn evphrw,thsen auvtou.j ò VIhsou/j
While the Pharisees were gathered together, Jesus asked them,
法利賽人聚集的時候，耶穌問他們說：

從屬(他們)現在已經被聚集了的 然而也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法利賽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上面查詢求問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太 22:42 le,gwn( Ti, ùmi/n dokei/ peri. tou/ Cristou/È ti,noj uiò,j evstinÈ le,gousin auvtw/|( Tou/ Daui,dÅ
Saying, What think ye of Christ? whose son is he? They say unto him, The Son of David.
論到基督，你們的意見如何；他是誰的子孫呢。他們回答說：是大衛的子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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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它)任何什麼呢 在對你們 他/她/它現在持續設想認為對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從屬(他)任何什麼呢 (他)兒子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大衛。

太 22:43 le,gei auvtoi/j( Pw/j ou=n Daui.d evn pneu,mati kalei/ auvto.n ku,rion le,gwn(
He saith unto them, How then doth David in spirit call him Lord, saying,
耶穌說：這樣，大衛被聖靈感動，怎麼還稱他為主；說：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怎樣如何地呢 這樣 (他)大衛 在內 在對(它)靈/風

他/她/它現在持續促請召喚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他)主人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怎樣如何地呢 這樣 (他)大衛 在內 在對(它)靈/風 到於(他)主人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促請召喚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太 22:44 Ei=pen ku,rioj tw/| kuri,w| mou( Ka,qou evk dexiw/n mou( e[wj a'n qw/ tou.j evcqrou,j sou ùpoka,tw tw/n podw/n
souÈ
The LORD said unto my Lord, Sit thou on my right hand, till I make thine enemies thy footstool?
『主對我主說：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把你仇敵，放在你的腳下。』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主人 在對(他)那 在對(他)主人 從屬我，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坐下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右手邊的 從屬我， 一直直到 但凡 我那時(也是)應該置放擺設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仇視敵對的

從屬你 在下面地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腳 從屬你？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那 (他)主人 在對(他)那 在對(他)主人 從屬我，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坐下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右手邊的 從屬我， 一直直到 但凡 我那時(也是)應該置放擺設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仇視敵對的 從屬你 到於(它)腳凳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腳 從屬你？

太 22:45 eiv ou=n Daui.d kalei/ auvto.n ku,rion( pw/j uìo.j auvtou/ evstinÈ
If David then call him Lord, how is he his son?
大衛既稱他為主，他怎麼又是大衛的子孫呢。

若是 這樣 (他)大衛 他/她/它現在持續促請召喚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他)主人， 怎樣如何地呢 (他)兒子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太 22:46 kai. ouvdei.j evdu,nato avpokriqh/nai auvtw/| lo,gon ouvde. evto,lmhse,n tij avpV evkei,nhj th/j hm̀e,raj evperwth/sai
auvto.n ouvke,tiÅ
And no man was able to answer him a word, neither durst any man from that day forth ask him any more
questions.
他們沒有一個人能回答一言；從那日以後，也沒有人敢再問他甚麼。

並且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那時(也是)要去被生應對回答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然而也不是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斗膽冒險 (他)任何什麼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在那裏的那個 從屬(她)那 從屬(她)日子/白日 那時(也是)要去在上面查詢求問 到於(他)同一者 不再地。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在對(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被生應對回答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然而也不是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斗膽冒險 (他)任何什麼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在那裏的那個 從屬(她)那 從屬(她)日子/白日 那時(也是)要去在上面查詢求問 到於(他)同一者 不再地。

太 23:1 To,te ò VIhsou/j evla,lhsen toi/j o;cloij kai. toi/j maqhtai/j auvtou/
Then spake Jesus to the multitude, and to his disciples,
那時，耶穌對眾人和門徒講論，

當那時地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言講說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群眾 並且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太 23:2 le,gwn( VEpi. th/j Mwu?se,wj kaqe,draj evka,qisan oi` grammatei/j kai. oì Farisai/oiÅ
Saying, The scribes and the Pharisees sit in Moses' seat:
說：文士和法利賽人，坐在摩西的位上；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他)摩西 從屬(她)座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就座 (他們)那些

(他們)書記文士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法利賽人。

太 23:3 pa,nta ou=n o[sa eva.n ei;pwsin ùmi/n poih,sate kai. threi/te( kata. de. ta. e;rga auvtw/n mh. poiei/te\ le,gousin
ga.r kai. ouv poiou/sinÅ
All therefore whatsoever they bid you observe, that observe and do; but do not ye after their works: for they s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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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do not.
凡他們所吩咐你們的，你們都要謹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們的行為；因為他們能說不能行。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這樣 到於(它們)這每一切 但凡若是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在對你們，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行出作成 並且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行看護守衛； <向下>向下按照 然而也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工作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行出作成；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因為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經文變異RT]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這樣 到於(它們)這每一切 但凡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在對你們

現要去持續行看護守衛，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行看護守衛 並且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行出作成； <向下>向下按照 然而也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工作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行出作成；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因為，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太 23:4 desmeu,ousin de. forti,a bare,a Îkai. dusba,staktaÐ kai. evpitiqe,asin evpi. tou.j w;mouj tw/n avnqrw,pwn( auvtoi.
de. tw/| daktu,lw| auvtw/n ouv qe,lousin kinh/sai auvta,Å
For they bind heavy burdens and grievous to be borne, and lay them on men's shoulders; but they themselves
will not move them with one of their fingers.
他們把難擔的重擔，捆起來擱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個指頭也不肯動。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行捆綁 然而也 到於(它們)擔子負荷 到於(它們)沉重重壓的 並且 到於(它們)乃難以提舉擔負的，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置放擺設在上面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肩膀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人； (他們)同一者 然而也 在對(他)那 在對(他)手指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定意

那時(也是)要去移動 到於(它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行捆綁 因為 到於(它們)擔子負荷 到於(它們)沉重重壓的 並且 到於(它們)乃難以提舉擔負的，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置放擺設在上面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肩膀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人； 在對(他)那 然而也 在對(他)手指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定意

那時(也是)要去移動 到於(它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WH]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行捆綁 然而也 到於(它們)擔子負荷 到於(它們)沉重重壓的，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置放擺設在上面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肩膀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人；

(他們)同一者 然而也 在對(他)那 在對(他)手指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定意 那時(也是)要去移動

到於(它們)同一者。

太 23:5 pa,nta de. ta. e;rga auvtw/n poiou/sin pro.j to. qeaqh/nai toi/j avnqrw,poij\ platu,nousin ga.r ta. fulakth,ria
auvtw/n kai. megalu,nousin ta. kra,speda(
But all their works they do for to be seen of men: they make broad their phylacteries, and enlarge the borders of
their garments,
他們一切所作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見；所以將佩戴的經文做寬了，衣裳的繸子做長了；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然而也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工作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被定睛觀看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人；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加寬

因為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護身經文佩戴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看重加大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纓穗繸子；
[經文變異RT]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然而也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工作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被定睛觀看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人；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加寬

然而也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護身經文佩戴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看重加大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纓穗繸子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衣服 從屬(他們)同一者；

太 23:6 filou/sin de. th.n prwtoklisi,an evn toi/j dei,pnoij kai. ta.j prwtokaqedri,aj evn tai/j sunagwgai/j
And love the uppermost rooms at feasts, and the chief seats in the synagogues,
喜愛筵席上的首座，會堂裏的高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喜愛/親吻 然而也 到於(她)那 到於(她)首席 在內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晚餐， 並且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首座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會堂，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喜愛/親吻 並/又 到於(她)那 到於(她)首席 在內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晚餐， 並且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首座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會堂，

太 23:7 kai. tou.j avspasmou.j evn tai/j avgorai/j kai. kalei/sqai ùpo. tw/n avnqrw,pwn( ~Rabbi,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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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greetings in the markets, and to be called of men, Rabbi, Rabbi.
又喜愛人在街市上問他安，稱呼他拉比。〔拉比就是夫子〕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擁抱問安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集市廣場， 並且 現要去持續被促請召喚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人， 阿,(他)拉比。
[經文變異RT]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擁抱問安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集市廣場， 並且 現要去持續被促請召喚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人， 阿,(他)拉比 阿,(他)拉比。

太 23:8 ùmei/j de. mh. klhqh/te( ~Rabbi,\ ei-j ga,r evstin ùmw/n ò dida,skaloj( pa,ntej de. ùmei/j avdelfoi, evsteÅ
But be not ye called Rabbi: for one is your Master, even Christ; and all ye are brethren.
但你們不要受拉比的稱呼；因為只有一位是你們的夫子；你們都是弟兄。

你們 然而也 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被促請召喚， 阿,(他)拉比； (他)一個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從屬你們 (他)那 (他)老師，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然而也 你們 (他們)弟兄 你們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你們 然而也 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被促請召喚， 阿,(他)拉比； (他)一個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從屬你們 (他)那 (他)導師， (他)那 (他)基督；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然而也 你們 (他們)弟兄 你們現在持續是。

太 23:9 kai. pate,ra mh. kale,shte ùmw/n evpi. th/j gh/j( ei-j ga,r evstin ùmw/n ò path.r ò ouvra,niojÅ
And call no man your father upon the earth: for one is your Father, which is in heaven.
也不要稱呼地上的人為父；因為只有一位是你們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

並且 到於(他)父親 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促請召喚 從屬你們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他)一個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從屬你們 (他)那 (他)父親 (他)那 (他)在天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到於(他)父親 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促請召喚 從屬你們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他)一個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父親 從屬你們， (他)那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天空/天。

太 23:10 mhde. klhqh/te kaqhghtai,( o[ti kaqhghth.j ùmw/n evstin ei-j ò Cristo,jÅ
Neither be ye called masters: for one is your Master, even Christ.
也不要受師尊的稱呼；因為只有一位是你們的師尊，就是基督。

然而也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被促請召喚 (他們)導師； 是這樣 (他)導師 從屬你們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一個

(他)那 (他)基督。
[經文變異RT]

然而也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被促請召喚 (他們)導師； (他)一個 因為 從屬你們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導師 (他)那 (他)基督。

太 23:11 ò de. mei,zwn ùmw/n e;stai ùmw/n dia,konojÅ
But he that is greatest among you shall be your servant.
你們中間誰為大，誰就要作你們的用人。

(他)那 然而也 (他)更大的 從屬你們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從屬你們 (他)僕工執事。

太 23:12 o[stij de. ùyw,sei eàuto.n tapeinwqh,setai kai. o[stij tapeinw,sei èauto.n ùywqh,setaiÅ
And whosoever shall exalt himself shall be abased; and he that shall humble himself shall be exalted.
凡自高的必降為卑，自卑的必升為高。

(他)這個任何什麼 然而也 他/她/它將要(持續)升高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促使成低微降卑；

並且 (他)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將要(持續)促使成低微降卑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升高。

太 23:13 Ouvai. de. um̀i/n( grammatei/j kai. Farisai/oi ùpokritai,( o[ti klei,ete th.n basilei,an tw/n ouvranw/n
e;mprosqen tw/n avnqrw,pwn\ um̀ei/j ga.r ouvk eivse,rcesqe ouvde. tou.j eivsercome,nouj avfi,ete eivselqei/nÅ
But woe unto you, scribes and Pharisees, hypocrites! for ye shut up the kingdom of heaven against men: for ye
neither go in yourselves, neither suffer ye them that are entering to go in.
你們這假冒為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因為你們正當人前，把天國的門關了；自己不進去，正要進去的人，

你們也不容他們進去。

哀哉呀 然而也 在對你們， 阿,(他們)書記文士 並且 阿,(他們)法利賽人 阿,(他們)作戲假裝者； 是這樣

你們現在持續關上鎖住 到於(她)那 到於(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天空/天 從在其前地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人； 你們 因為 不是/不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然而也不是地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向內到來前往進入了的 你們現在持續任憑釋放離開 那時(也是)要去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太 23:14 Ouvai. de, um̀i/n( grammatei/j kai. Farisai/oi ùpokritai,( o[ti katesqi,ete ta.j oivki,aj tw/n chrw/n( kai.
profa,sei makra. proseuco,menoi\ dia. tou/to lh,yesqe perisso,teron kri,maÅ
Woe unto you, scribes and Pharisees, hypocrites! for ye devour widows' houses, and for a pretence make 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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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yer: therefore ye shall receive the greater damnation.
〔有古卷在此有：你們這假冒為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因為你們侵吞寡婦的家產；假意作很長的禱告；所

以要受更重的刑罰〕

註：Nestle-Aland 26/27版本無此節。

[經文變異RT]

哀哉呀 然而也 在對你們， 阿,(他們)書記文士 並且 阿,(他們)法利賽人 阿,(他們)作戲假裝者； 是這樣

你們現在持續吞喫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住屋家庭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寡婦， 並且 在對(她)外表做作

到於(它們)距離遠的/時間長的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祈禱求告了的；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同一者

你們將要(持續)讓自己拿取 到於(它)更格外多的 到於(它)審案判決。

太 23:15 Ouvai. ùmi/n( grammatei/j kai. Farisai/oi ùpokritai,( o[ti peria,gete th.n qa,lassan kai. th.n xhra.n poih/sai
e[na prosh,luton( kai. o[tan ge,nhtai poiei/te auvto.n uiò.n gee,nnhj diplo,teron ùmw/nÅ
Woe unto you, scribes and Pharisees, hypocrites! for ye compass sea and land to make one proselyte, and
when he is made, ye make him twofold more the child of hell than yourselves.
你們這假冒為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因為你們走遍洋海陸地，勾引一個人入教；既入了教，卻使他作地獄

之子，比你們還加倍。

哀哉呀 在對你們， 阿,(他們)書記文士 並且 阿,(他們)法利賽人 阿,(他們)作戲假裝者； 是這樣

你們現在持續帶領四處走動 到於(她)那 到於(她)海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枯乾的 那時(也是)要去行出作成

到於(他)一個 到於(他)皈依者； 並且 但凡當這時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生發成為， 你們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他)兒子 從屬(她)地獄 到於(他)更加倍的 從屬你們。

太 23:16 Ouvai. ùmi/n( òdhgoi. tufloi. oi` le,gontej( }Oj a'n ovmo,sh| evn tw/| naw/|( ouvde,n evstin\ o]j dV a'n ovmo,sh| evn tw/|
crusw/| tou/ naou/( ovfei,leiÅ
Woe unto you, ye blind guides, which say, Whosoever shall swear by the temple, it is nothing; but whosoever
shall swear by the gold of the temple, he is a debtor!
你們這瞎眼領路的有禍了；你們說：凡指著殿起誓的，這算不得甚麼；只是凡指著殿中金子起誓的，他就該謹守

。

哀哉呀 在對你們， 阿,(他們)指引道路之人 阿,(他們)瞎眼的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他)這個 但凡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起誓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殿宇， (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這個

然而也 但凡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起誓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黃金 從屬(他)那 從屬(他)殿宇，

他/她/它現在持續積欠負債。

太 23:17 mwroi. kai. tufloi,( ti,j ga.r mei,zwn evsti,n( ò cruso.j h' ò nao.j ò ag̀ia,saj to.n cruso,nÈ
Ye fools and blind: for whether is greater, the gold, or the temple that sanctifieth the gold?
你們這無知瞎眼的人哪，甚麼是大的，是金子呢，還是叫金子成聖的殿呢。

阿,(他們)魯鈍愚拙的 並且 阿,(他們)瞎眼的， (他)任何什麼呢 因為 (他)更大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黃金 甚或/或而 (他)那 (他)殿宇 (他)那 (他)那時(也是)使成聖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黃金？
[經文變異RT]

阿,(他們)魯鈍愚拙的 並且 阿,(他們)瞎眼的， (他)任何什麼呢 因為 (他)更大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黃金 甚或/或而 (他)那 (他)殿宇 (他)那 (他)現正持續使成聖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黃金？

太 23:18 kai,( }Oj a'n ovmo,sh| evn tw/| qusiasthri,w|( ouvde,n evstin\ o]j dV a'n ovmo,sh| evn tw/| dw,rw| tw/| evpa,nw auvtou/(
ovfei,leiÅ
And, Whosoever shall swear by the altar, it is nothing; but whosoever sweareth by the gift that is upon it, he is
guilty.
你們又說：凡指著壇起誓的，這算不得甚麼；只是凡指著壇上禮物起誓的，他就該謹守。

並且， (他)這個 但凡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起誓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祭壇， (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這個 然而也 但凡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起誓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禮物 在對(它)那

在上面上頭地 從屬(它)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積欠負債。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這個 但凡若是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起誓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祭壇， (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這個 然而也 但凡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起誓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禮物 在對(它)那

在上面上頭地 從屬(它)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積欠負債。

太 23:19 tufloi,( ti, ga.r mei/zon( to. dw/ron h' to. qusiasth,rion to. ag̀ia,zon to. dw/ronÈ
Ye fools and blind: for whether is greater, the gift, or the altar that sanctifieth the gift?
你們這瞎眼的人哪，甚麼是大的，是禮物呢，還是叫禮物成聖的壇呢。

阿,(他們)瞎眼的， (它)任何什麼呢 因為 (它)更極大的？ (它)那 (它)禮物 甚或/或而 (它)那 (它)祭壇 (它)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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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現正持續使成聖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禮物？
[經文變異RT]

阿,(他們)魯鈍愚拙的 並且 阿,(他們)瞎眼的， (它)任何什麼呢 因為 (它)更極大的？ (它)那 (它)禮物 甚或/或而

(它)那 (它)祭壇 (它)那 (它)現正持續使成聖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禮物？

太 23:20 ò ou=n ovmo,saj evn tw/| qusiasthri,w| ovmnu,ei evn auvtw/| kai. evn pa/si toi/j evpa,nw auvtou/\
Whoso therefore shall swear by the altar, sweareth by it, and by all things thereon.
所以人指著壇起誓，就是指著壇和壇上一切所有的起誓。

(他)那 這樣 (他)那時(也是)起誓了的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祭壇 他/她/它現在持續起誓 在內 在對(它)同一者 並且

在內 在對(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它們)那些 在上面上頭地 從屬(它)同一者；

太 23:21 kai. ò ovmo,saj evn tw/| naw/| ovmnu,ei evn auvtw/| kai. evn tw/| katoikou/nti auvto,n(
And whoso shall swear by the temple, sweareth by it, and by him that dwelleth therein.
人指著殿起誓，就是指著殿和那住在殿裏的起誓。

並且 (他)那 (他)那時(也是)起誓了的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殿宇 他/她/它現在持續起誓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並且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定居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MT]

並且 (他)那 (他)那時(也是)起誓了的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殿宇 他/她/它現在持續起誓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並且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那時(也是)定居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太 23:22 kai. ò ovmo,saj evn tw/| ouvranw/| ovmnu,ei evn tw/| qro,nw| tou/ qeou/ kai. evn tw/| kaqhme,nw| evpa,nw auvtou/Å
And he that shall swear by heaven, sweareth by the throne of God, and by him that sitteth thereon.
人指著天起誓，就是指著神的寶座和那坐在上面的起誓。

並且 (他)那 (他)那時(也是)起誓了的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天空/天 他/她/它現在持續起誓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寶座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在上面上頭地

從屬(他)同一者。

太 23:23 Ouvai. ùmi/n( grammatei/j kai. Farisai/oi ùpokritai,( o[ti avpodekatou/te to. hd̀u,osmon kai. to. a;nhqon kai.
to. ku,minon kai. avfh,kate ta. baru,tera tou/ no,mou( th.n kri,sin kai. to. e;leoj kai. th.n pi,stin\ tau/ta Îde.Ð e;dei
poih/sai kavkei/na mh. avfie,naiÅ
Woe unto you, scribes and Pharisees, hypocrites! for ye pay tithe of mint and anise and cummin, and have
omitted the weightier matters of the law, judgment, mercy, and faith: these ought ye to have done, and not to
leave the other undone.
你們這假冒為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因為你們將薄荷，茴香，芹菜，獻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

就是公義，憐憫，信實，反倒不行了；這更重的是你們當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

哀哉呀 在對你們， 阿,(他們)書記文士 並且 阿,(他們)法利賽人 阿,(他們)作戲假裝者； 是這樣

你們現在持續從那裏取十分之一 到於(它)那 到於(它)薄荷 並且 到於(它)那 到於(它)茴香 並且 到於(它)那

到於(它)小茴香，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任憑釋放離開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更沉重重壓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律法， 到於(她)那 到於(她)區別審斷 並且 到於(它)那 到於(它)憐憫慈悲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信；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然而也 他/她/它當時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那時(也是)要去行出作成，

到於(它們)且在那裏的那個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任憑釋放離開。
[經文變異RT]

哀哉呀 在對你們， 阿,(他們)書記文士 並且 阿,(他們)法利賽人 阿,(他們)作戲假裝者； 是這樣

你們現在持續從那裏取十分之一 到於(它)那 到於(它)薄荷 並且 到於(它)那 到於(它)茴香 並且 到於(它)那

到於(它)小茴香，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任憑釋放離開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更沉重重壓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律法， 到於(她)那 到於(她)區別審斷 並且 到於(它)那 到於(它)憐憫慈悲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信；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那時(也是)要去行出作成， 到於(它們)且在那裏的那個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任憑釋放離開。
[經文變異WH]

哀哉呀 在對你們， 阿,(他們)書記文士 並且 阿,(他們)法利賽人 阿,(他們)作戲假裝者； 是這樣

你們現在持續從那裏取十分之一 到於(它)那 到於(它)薄荷 並且 到於(它)那 到於(它)茴香 並且 到於(它)那

到於(它)小茴香，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任憑釋放離開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更沉重重壓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律法， 到於(她)那 到於(她)區別審斷 並且 到於(它)那 到於(它)憐憫慈悲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信；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然而也 他/她/它當時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那時(也是)要去行出作成，

到於(它們)且在那裏的那個 不會/不要 那時(也是)要去任憑釋放離開。

太 23:24 òdhgoi. tufloi,( oì diu?li,zontej to.n kw,nwpa( th.n de. ka,mhlon katapi,nontejÅ
Ye blind guides, which strain at a gnat, and swallow a cam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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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這瞎眼領路的，蠓蟲你們就濾出來，駱駝你們倒吞下去。

阿,(他們)指引道路之人 阿,(他們)瞎眼的，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使為徹底經過過濾清除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蚊蟲， 到於(她)那 然而也 到於(他)駱駝 (他們)現正持續吞下了的。
[經文變異WH]

阿,(他們)指引道路之人 阿,(他們)瞎眼的， (他們)現正持續使為徹底經過過濾清除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蚊蟲，

到於(她)那 然而也 到於(他)駱駝 (他們)現正持續吞下了的。

太 23:25 Ouvai. ùmi/n( grammatei/j kai. Farisai/oi ùpokritai,( o[ti kaqari,zete to. e;xwqen tou/ pothri,ou kai. th/j
paroyi,doj( e;swqen de. ge,mousin evx ar̀pagh/j kai. avkrasi,ajÅ
Woe unto you, scribes and Pharisees, hypocrites! for ye make clean the outside of the cup and of the platter,
but within they are full of extortion and excess.
你們這假冒為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因為你們洗淨杯盤的外面，裏面卻盛滿了勒索和放蕩。

哀哉呀 在對你們， 阿,(他們)書記文士 並且 阿,(他們)法利賽人 阿,(他們)作戲假裝者； 是這樣 你們現在持續潔淨

到於(它)那 從在外面地 從屬(它)那 從屬(它)杯 並且 從屬(她)那 從屬(她)菜盤， 從入內裏面地 然而也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鼓起滿載 向外出來 從屬(她)搶奪強取 並且 從屬(她)無法自制。
[經文變異MT]

哀哉呀 在對你們， 阿,(他們)書記文士 並且 阿,(他們)法利賽人 阿,(他們)作戲假裝者； 是這樣 你們現在持續潔淨

到於(它)那 從在外面地 從屬(它)那 從屬(它)杯 並且 從屬(她)那 從屬(她)菜盤， 從入內裏面地 然而也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鼓起滿載 向外出來 從屬(她)搶奪強取 並且 從屬(她)不義。

太 23:26 Farisai/e tufle,( kaqa,rison prw/ton to. evnto.j tou/ pothri,ou( i[na ge,nhtai kai. to. evkto.j auvtou/ kaqaro,nÅ
Thou blind Pharisee, cleanse first that which is within the cup and platter, that the outside of them may be clean
also.
你這瞎眼的法利賽人，先洗淨杯盤的裏面，好叫外面也乾淨了。

阿,(他)法利賽人 阿,(他)瞎眼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潔淨 首先地 到於(它)那 為在內地 從屬(它)那 從屬(它)杯，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生發成為 並且 (它)那 為外面地 從屬(它)同一者 (它)乾淨純潔的。
[經文變異RT]

阿,(他)法利賽人 阿,(他)瞎眼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潔淨 首先地 到於(它)那 為在內地 從屬(它)那 從屬(它)杯 並且

從屬(她)那 從屬(她)菜盤，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生發成為 並且 (它)那 為外面地 從屬(它們)同一者

(它)乾淨純潔的。
[經文變異WH]

阿,(他)法利賽人 阿,(他)瞎眼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潔淨 首先地 到於(它)那 為在內地 從屬(它)那 從屬(它)杯 並且

從屬(她)那 從屬(她)菜盤，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生發成為 並且 (它)那 為外面地 從屬(它)同一者

(它)乾淨純潔的。

太 23:27 Ouvai. ùmi/n( grammatei/j kai. Farisai/oi ùpokritai,( o[ti paromoia,zete ta,foij kekoniame,noij( oi[tinej
e;xwqen me.n fai,nontai ẁrai/oi( e;swqen de. ge,mousin ovste,wn nekrw/n kai. pa,shj avkaqarsi,ajÅ
Woe unto you, scribes and Pharisees, hypocrites! for ye are like unto whited sepulchres, which indeed appear
beautiful outward, but are within full of dead men's bones, and of all uncleanness.
你們這假冒為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因為你們好像粉飾的墳墓，外面好看，裏面卻裝滿了死人的骨頭，和

一切的污穢。

哀哉呀 在對你們， 阿,(他們)書記文士 並且 阿,(他們)法利賽人 阿,(他們)作戲假裝者； 是這樣

你們現在持續使成相仿類似 在對(他們)墓穴 在對(他們)現在已經被粉飾了的， (他們)這個任何什麼 從在外面地 的確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促為照亮顯明 (他們)佳美的， 從入內裏面地 然而也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鼓起滿載

從屬(它們)骨頭 從屬(他們)死掉的註1 並且 從屬(她)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她)污穢不潔。

註1：“從屬(他們)死掉的”文法上亦可以為“從屬(它們)死掉的”。

太 23:28 ou[twj kai. um̀ei/j e;xwqen me.n fai,nesqe toi/j avnqrw,poij di,kaioi( e;swqen de, evste mestoi. ùpokri,sewj kai.
avnomi,ajÅ
Even so ye also outwardly appear righteous unto men, but within ye are full of hypocrisy and iniquity.
你們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顯出公義來，裏面卻裝滿了假善和不法的事。

那同一樣式地 並且 你們 從在外面地 的確 你們現在持續被促為照亮顯明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人

(他們)具公平正義的， 從入內裏面地 然而也 你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裝滿的 從屬(她)作戲假裝 並且 從屬(她)不法。
[經文變異RT]

那同一樣式地 並且 你們 從在外面地 的確 你們現在持續被促為照亮顯明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人

(他們)具公平正義的， 從入內裏面地 然而也 (他們)裝滿的 你們現在持續是 從屬(她)作戲假裝 並且 從屬(她)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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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23:29 Ouvai. ùmi/n( grammatei/j kai. Farisai/oi ùpokritai,( o[ti oivkodomei/te tou.j ta,fouj tw/n profhtw/n kai.
kosmei/te ta. mnhmei/a tw/n dikai,wn(
Woe unto you, scribes and Pharisees, hypocrites! because ye build the tombs of the prophets, and garnish the
sepulchres of the righteous,
你們這假冒為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因為你們建造先知的墳，修飾義人的墓，說：

哀哉呀 在對你們， 阿,(他們)書記文士 並且 阿,(他們)法利賽人 阿,(他們)作戲假裝者； 是這樣

你們現在持續營建修造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墓穴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並且

你們現在持續有美容妝束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墳墓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具公平正義的，

太 23:30 kai. le,gete( Eiv h;meqa evn tai/j hm̀e,raij tw/n pate,rwn h̀mw/n( ouvk a'n h;meqa auvtw/n koinwnoi. evn tw/|
ai[mati tw/n profhtw/nÅ
And say, If we had been in the days of our fathers, we would not have been partakers with them in the blood of
the prophets.
若是我們在我們祖宗的時候，必不和他們同流先知的血。

並且 你們現在持續道說， 若是 我們當時持續是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日子/白日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父親 從屬我們， 不是/不 但凡 我們當時持續是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們)合夥共享之人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血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你們現在持續道說， 若是 我們當時持續是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日子/白日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父親 從屬我們， 不是/不 但凡 我們當時持續是 (他們)合夥共享之人 從屬(他們)同一者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血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太 23:31 w[ste marturei/te èautoi/j o[ti uìoi, evste tw/n foneusa,ntwn tou.j profh,tajÅ
Wherefore ye be witnesses unto yourselves, that ye are the children of them which killed the prophets.
這就是你們自己證明，是殺害先知者的子孫了。

以致 你們現在持續作見證人 在對(他們)同一者自己， 是這樣 (他們)兒子 你們現在持續是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那時(也是)行謀害凶殺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太 23:32 kai. ùmei/j plhrw,sate to. me,tron tw/n pate,rwn ùmw/nÅ
Fill ye up then the measure of your fathers.
你們去充滿你們祖宗的惡貫罷。

並且 你們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促使成充滿添足 到於(它)那 到於(它)量器量度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父親

從屬你們。

太 23:33 o;feij( gennh,mata evcidnw/n( pw/j fu,ghte avpo. th/j kri,sewj th/j gee,nnhjÈ
Ye serpents, ye generation of vipers, how can ye escape the damnation of hell?
你們這些蛇類，毒蛇之種阿，怎能逃脫地獄的刑罰呢。

阿,(他們)蛇 阿,(它們)所生發成為族類 從屬(她們)毒蛇， 怎樣如何地呢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逃離走避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區別審斷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獄？

太 23:34 dia. tou/to ivdou. evgw. avposte,llw pro.j ùma/j profh,taj kai. sofou.j kai. grammatei/j\ evx auvtw/n avpoktenei/te
kai. staurw,sete kai. evx auvtw/n mastigw,sete evn tai/j sunagwgai/j um̀w/n kai. diw,xete avpo. po,lewj eivj po,lin\
Wherefore, behold, I send unto you prophets, and wise men, and scribes: and some of them ye shall kill and
crucify; and some of them shall ye scourge in your synagogues, and persecute them from city to city:
所以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並文士，到你們這裏來；有的你們要殺害，要釘十字架；有的你們要在會堂裏鞭打，從

這城追逼到那城；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我 我現在持續分派差遣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到於(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並且 到於(他們)明智通達的 並且 到於(他們)書記文士；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同一者 你們將要(持續)殺害除掉 並且 你們將要(持續)釘十字架； 並且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同一者

你們將要(持續)鞭打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會堂 從屬你們， 並且 你們將要(持續)追趕迫求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城邑 向內進入 到於(她)城邑；
[經文變異RT]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我 我現在持續分派差遣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到於(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並且 到於(他們)明智通達的 並且 到於(他們)書記文士； 並且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同一者 你們將要(持續)殺害除掉 並且 你們將要(持續)釘十字架； 並且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同一者

你們將要(持續)鞭打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會堂 從屬你們， 並且 你們將要(持續)追趕迫求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城邑 向內進入 到於(她)城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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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23:35 o[pwj e;lqh| evfV ùma/j pa/n ai-ma di,kaion evkcunno,menon evpi. th/j gh/j avpo. tou/ ai[matoj {Abel tou/ dikai,ou
e[wj tou/ ai[matoj Zacari,ou uiòu/ Baraci,ou( o]n evfoneu,sate metaxu. tou/ naou/ kai. tou/ qusiasthri,ouÅ
That upon you may come all the righteous blood shed upon the earth, from the blood of righteous Abel unto the
blood of Zacharias son of Barachias, whom ye slew between the temple and the altar.
叫世上所流義人的血，都歸到你們身上；從義人亞伯的血起，直到你們在殿和壇中間所殺的巴拉加的兒子撒迦利

亞的血為止。

這怎樣如何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到來前往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你們 (它)所有每一個的 (它)血

(它)具公平正義的， (它)現正持續被向外傾注澆流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那 從屬(它)血 從屬(他)亞伯 從屬(他)那 從屬(他)具公平正義的 一直直到 從屬(它)那 從屬(它)血

從屬(他)撒迦利亞 從屬(他)兒子 從屬(他)巴拉加， 到於(他)這個 你們那時(也是)行謀害凶殺 共同轉接之間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殿宇 並且 從屬(它)那 從屬(它)祭壇。

太 23:36 avmh.n le,gw ùmi/n( h[xei tau/ta pa,nta evpi. th.n genea.n tau,thnÅ
Verily I say unto you, All these things shall come upon this generation.
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一切的罪，都要歸到這世代了。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他/她/它將要(持續)到達來臨 (它們)那同一者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族類之世代 到於(她)那同一者。

太 23:37 VIerousalh.m VIerousalh,m( h` avpoktei,nousa tou.j profh,taj kai. liqobolou/sa tou.j avpestalme,nouj pro.j
auvth,n( posa,kij hvqe,lhsa evpisunagagei/n ta. te,kna sou( o]n tro,pon o;rnij evpisuna,gei ta. nossi,a auvth/j ùpo. ta.j
pte,rugaj( kai. ouvk hvqelh,sateÅ
O Jerusalem, Jerusalem, thou that killest the prophets, and stonest them which are sent unto thee, how often
would I have gathered thy children together, even as a hen gathereth her chickens under her wings, and ye
would not!
耶路撒冷阿，耶路撒冷阿，你常殺害先知，又用石頭打死那奉差遣到你這裏來的人；我多次願意聚集你的兒女，

好像母雞把小雞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們不願意。

阿,(她)耶陸撒冷 阿,(她)耶陸撒冷， (她)那 (她)現正持續殺害除掉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並且 (她)現正持續以投擲石頭打死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在已經被分派差遣了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同一者； 這多少次地 我那時(也是)定意 那時(也是)要去在一處聚集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孩子 從屬你，

到於(他)這個 到於(他)運轉模式 (她)雞 他/她/它現在持續在一處聚集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小幼雛 從屬(她)同一者

<在底下>在底下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羽翼翅膀， 並且 不是/不 你們那時(也是)定意。
[經文變異RT]

阿,(她)耶陸撒冷 阿,(她)耶陸撒冷， (她)那 (她)現正持續殺害除掉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並且 (她)現正持續以投擲石頭打死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在已經被分派差遣了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同一者； 這多少次地 我那時(也是)定意 那時(也是)要去在一處聚集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孩子 從屬你，

到於(他)這個 到於(他)運轉模式 他/她/它現在持續在一處聚集 (她)雞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小幼雛

從屬(她)同一者自己 <在底下>在底下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羽翼翅膀， 並且 不是/不 你們那時(也是)定意。

太 23:38 ivdou. avfi,etai ùmi/n ò oi=koj um̀w/n e;rhmojÅ
Behold, your house is left unto you desolate.
看哪，你們的家成為荒場，留給你們。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任憑釋放離開 在對你們 (他)那 (他)住處家室 從屬你們

(他)孤獨荒涼的。
[經文變異WH]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任憑釋放離開 在對你們 (他)那 (他)住處家室 從屬你們。

太 23:39 le,gw ga.r ùmi/n( ouv mh, me i;dhte avpV a;rti e[wj a'n ei;phte( Euvloghme,noj ò evrco,menoj evn ovno,mati kuri,ouÅ
For I say unto you, Ye shall not see me henceforth, till ye shall say, Blessed is he that cometh in the name of the
Lord.
我告訴你們，從今以後，你們不得再見我，直等到你們說：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

我現在持續道說 因為 在對你們， 不是/不 不會/不要 到於我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看見察覺 從那裏離開 現今地，

一直直到 但凡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他)現在已經被祝福稱讚了的 (他)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在內 在對(它)名字 從屬(他)主人。

太 24:1 Kai. evxelqw.n ò VIhsou/j avpo. tou/ ìerou/ evporeu,eto( kai. prosh/lqon oi` maqhtai. auvtou/ evpidei/xai auvtw/| ta.j
oivkodoma.j tou/ ìerou/Å
And Jesus went out, and departed from the temple: and his disciples came to him for to shew him the buil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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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temple.
耶穌出了聖殿，正走的時候，門徒進前來，把殿宇指給他看。

並且 (他)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他)那 (他)耶穌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那 從屬(它)聖殿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在上面顯示展現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建築造就 從屬(它)那

從屬(它)聖殿。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那

從屬(它)聖殿，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在上面顯示展現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建築造就 從屬(它)那 從屬(它)聖殿。

太 24:2 ò de. avpokriqei.j ei=pen auvtoi/j( Ouv ble,pete tau/ta pa,ntaÈ avmh.n le,gw ùmi/n( ouv mh. avfeqh/| w-de li,qoj evpi.
li,qon o]j ouv kataluqh,setaiÅ
And Jesus said unto them, See ye not all these things? verily I say unto you, There shall not be left here one
stone upon another, that shall not be thrown down.
耶穌對他們說：你們不是看見這殿宇麼；我實在告訴你們，將來在這裏，沒有一塊石頭留在石頭上不被拆毀了。

(他)那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豈非呢

你們現在持續著眼觀看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任憑釋放離開 也就在此地 (他)石頭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石頭， (他)這個

不是/不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拆毀/歇息。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豈非呢 你們現在持續著眼觀看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任憑釋放離開 也就在此地 (他)石頭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石頭， (他)這個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拆毀/歇息。

太 24:3 Kaqhme,nou de. auvtou/ evpi. tou/ :Orouj tw/n VElaiw/n prosh/lqon auvtw/| oì maqhtai. katV ivdi,an le,gontej(
Eivpe. h̀mi/n( po,te tau/ta e;stai kai. ti, to. shmei/on th/j sh/j parousi,aj kai. suntelei,aj tou/ aivw/nojÈ
And as he sat upon the mount of Olives, the disciples came unto him privately, saying, Tell us, when shall these
things be? and what shall be the sign of thy coming, and of the end of the world?
耶穌在橄欖山上坐著，門徒暗暗的來說：請告訴我們，甚麼時候有這些事；你降臨和世界的末了，有甚麼預兆呢

。

從屬(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然而也 從屬(他)同一者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它)那 從屬(它)高山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橄欖，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 在對(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私人個別的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發話言說 在對我們， 何時呢 (它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並且 (它)任何什麼呢 (它)那 (它)識別之表記徵兆 從屬(她)那 從屬(她)你之物 從屬(她)臨近

並且 從屬(她)成就結局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世紀時代？
[經文變異RT]

從屬(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然而也 從屬(他)同一者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它)那 從屬(它)高山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橄欖，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 在對(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私人個別的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發話言說 在對我們， 何時呢 (它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並且 (它)任何什麼呢 (它)那 (它)識別之表記徵兆 從屬(她)那 從屬(她)你之物 從屬(她)臨近

並且 從屬(她)那 從屬(她)成就結局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世紀時代？

太 24:4 kai. avpokriqei.j ò VIhsou/j ei=pen auvtoi/j( Ble,pete mh, tij ùma/j planh,sh|\
And Jesus answered and said unto them, Take heed that no man deceive you.
耶穌回答說：你們要謹慎，免得有人迷惑你們。

並且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著眼觀看， 不會/不要 (他)任何什麼 到於你們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有迷途錯謬。

太 24:5 polloi. ga.r evleu,sontai evpi. tw/| ovno,mati, mou le,gontej( VEgw, eivmi ò Cristo,j( kai. pollou.j planh,sousinÅ
For many shall come in my name, saying, I am Christ; and shall deceive many.
因為將來有好些人冒我的名來，說：我是基督；並且要迷惑許多人。

(他們)許多的 因為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到來前往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它)那 在對(它)名字 從屬我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我 我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基督； 並且 到於(他們)許多的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有迷途錯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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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24:6 mellh,sete de. avkou,ein pole,mouj kai. avkoa.j pole,mwn\ òra/te mh. qroei/sqe\ dei/ ga.r gene,sqai( avllV ou;pw
evsti.n to. te,lojÅ
And ye shall hear of wars and rumours of wars: see that ye be not troubled: for all these things must come to
pass, but the end is not yet.
你們也要聽見打仗和打仗的風聲，總不要驚慌；因為這些事是必須有的；只是末期還沒有到。

你們將要(持續)準備快要 然而也 現要去持續聲聞耳聽 到於(他們)戰爭打仗 並且 到於(她們)聽聞

從屬(他們)戰爭打仗；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看見清楚，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被騷亂驚懼；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因為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生發成為； 但乃是 尚未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那 (它)終結/貨物或旅行之終結稅。
[經文變異RT]

你們將要(持續)準備快要 然而也 現要去持續聲聞耳聽 到於(他們)戰爭打仗 並且 到於(她們)聽聞

從屬(他們)戰爭打仗；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看見清楚，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被騷亂驚懼；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因為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生發成為； 但乃是

尚未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那 (它)終結/貨物或旅行之終結稅。

太 24:7 evgerqh,setai ga.r e;qnoj evpi. e;qnoj kai. basilei,a evpi. basilei,an kai. e;sontai limoi. kai. seismoi. kata.
to,pouj\
For nation shall rise against nation, and kingdom against kingdom: and there shall be famines, and pestilences,
and earthquakes, in divers places.
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多處必有饑荒，地震。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喚醒起來 因為 (它)種族邦國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種族邦國， 並且 (她)王權國度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王權國度；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是 (他們)糧食缺乏 並且 (他們)搖擺震動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們)地點處所；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喚醒起來 因為 (它)種族邦國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種族邦國， 並且 (她)王權國度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王權國度；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是 (他們)糧食缺乏 並且 (他們)瘟疫 並且

(他們)搖擺震動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們)地點處所；

太 24:8 pa,nta de. tau/ta avrch. wvdi,nwnÅ
All these are the beginning of sorrows.
這都是災難的起頭。〔災難原文作生產之難〕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然而也 (它們)那同一者 (她)為起始為首 從屬(她們)劇痛陣痛。

太 24:9 to,te paradw,sousin um̀a/j eivj qli/yin kai. avpoktenou/sin ùma/j( kai. e;sesqe misou,menoi ùpo. pa,ntwn tw/n
evqnw/n dia. to. o;noma, mouÅ
Then shall they deliver you up to be afflicted, and shall kill you: and ye shall be hated of all nations for my
name's sake.
那時，人要把你們陷在患難裏，也要殺害你們；你們又要為我的名，被萬民恨惡。

當那時地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交付 到於你們 向內進入 到於(她)壓迫患難，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殺害除掉

到於你們； 並且 你們將要(持續)是 (他們)現正持續被恨惡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種族邦國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名字 從屬我。

太 24:10 kai. to,te skandalisqh,sontai polloi. kai. avllh,louj paradw,sousin kai. mish,sousin avllh,louj\
And then shall many be offended, and shall betray one another, and shall hate one another.
那時，必有許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惡。

並且 當那時地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被誘陷絆倒 (他們)許多的， 並且 到於(他們)彼此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交付，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恨惡 到於(他們)彼此；

太 24:11 kai. polloi. yeudoprofh/tai evgerqh,sontai kai. planh,sousin pollou,j\
And many false prophets shall rise, and shall deceive many.
且有好些假先知起來，迷惑多人。

並且 (他們)許多的 (他們)假的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被喚醒起來，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有迷途錯謬 到於(他們)許多的；

太 24:12 kai. dia. to. plhqunqh/nai th.n avnomi,an yugh,setai h̀ avga,ph tw/n pollw/nÅ
And because iniquity shall abound, the love of many shall wax cold.
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許多人的愛心，纔漸漸冷淡了。

並且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被增添 到於(她)那 到於(她)不法，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呼氣冷卻

(她)那 (她)愛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許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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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24:13 ò de. ùpomei,naj eivj te,loj ou-toj swqh,setaiÅ
But he that shall endure unto the end, the same shall be saved.
惟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他)那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在底下停留持守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它)終結/貨物或旅行之終結稅，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拯救。

太 24:14 kai. khrucqh,setai tou/to to. euvagge,lion th/j basilei,aj evn o[lh| th/| oivkoume,nh| eivj martu,rion pa/sin toi/j
e;qnesin( kai. to,te h[xei to. te,lojÅ
And this gospel of the kingdom shall be preached in all the world for a witness unto all nations; and then shall
the end come.
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然後末期纔來到。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傳達宣講 (它)那同一者 (它)那 (它)福音佳訊 從屬(她)那 從屬(她)王權國度 在內

在對(她)整個全部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全地 向內進入 到於(它)見證 在對(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種族邦國； 並且 當那時地 他/她/它將要(持續)到達來臨 (它)那 (它)終結/貨物或旅行之終結稅。

太 24:15 {Otan ou=n i;dhte to. bde,lugma th/j evrhmw,sewj to. rh̀qe.n dia. Danih.l tou/ profh,tou es̀to.j evn to,pw| àgi,w|(
ò avnaginw,skwn noei,tw(
When ye therefore shall see the abomination of desolation, spoken of by Daniel the prophet, stand in the holy
place, (whoso readeth, let him understand:)
你們看見先知但以理所說的，那行毀壞可憎的，站在聖地；（讀這經的人須要會意）

但凡當這時 這樣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看見察覺 到於(它)那 到於(它)所厭恨憎惡 從屬(她)那

從屬(她)促使成孤獨荒涼， 到於(它)那 到於(它)那時(也是)被發表言說了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但以理 從屬(他)那

從屬(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到於(它)現在已經立定站住了的 在內 在對(他)地點處所 在對(他)聖的； (他)那

(他)現正持續宣讀誦念了的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領悟認知；
[經文變異MT]

但凡當這時 這樣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看見察覺 到於(它)那 到於(它)所厭恨憎惡 從屬(她)那

從屬(她)促使成孤獨荒涼， 到於(它)那 到於(它)那時(也是)被發表言說了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但以理 從屬(他)那

從屬(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他)現在已經立定站住了的 在內 在對(他)地點處所 在對(他)聖的； (他)那

(他)現正持續宣讀誦念了的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領悟認知；

太 24:16 to,te oi` evn th/| VIoudai,a| feuge,twsan eivj ta. o;rh(
Then let them which be in Judaea flee into the mountains:
那時，在猶太的，應當逃到山上；

當那時地 (他們)那些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猶太地方 他/她/它們現在就要持續逃離走避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高山；
[經文變異RT]

當那時地 (他們)那些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猶太地方 他/她/它們現在就要持續逃離走避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高山；

太 24:17 ò evpi. tou/ dw,matoj mh. kataba,tw a=rai ta. evk th/j oivki,aj auvtou/(
Let him which is on the housetop not come down to take any thing out of his house:
在房上的，不要下來拿家裏的東西；

(他)那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它)那 從屬(它)房頂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向下行 那時(也是)要去提起

到於(它們)那些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住屋家庭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那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它)那 從屬(它)房頂 不會/不要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向下行 那時(也是)要去提起

到於(它)任何什麼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住屋家庭 從屬(他)同一者；

太 24:18 kai. ò evn tw/| avgrw/| mh. evpistreya,tw ovpi,sw a=rai to. ìma,tion auvtou/Å
Neither let him which is in the field return back to take his clothes.
在田裏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

並且 (他)那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田野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在上面轉動翻轉 向在後面地

那時(也是)要去提起 到於(它)那 到於(它)衣服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田野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在上面轉動翻轉 向在後面地

那時(也是)要去提起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衣服 從屬(他)同一者。

太 24:19 ouvai. de. tai/j evn gastri. evcou,saij kai. tai/j qhlazou,saij evn evkei,naij tai/j h̀me,raijÅ
And woe unto them that are with child, and to them that give suck in those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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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那些日子，懷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禍了。

哀哉呀 然而也 在對(她們)那些 在內 在對(她)肚腹 在對(她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並且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現正持續哺乳了的 在內 在對(她們)在那裏的那個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日子/白日。

太 24:20 proseu,cesqe de. i[na mh. ge,nhtai h̀ fugh. ùmw/n ceimw/noj mhde. sabba,tw|Å
But pray ye that your flight be not in the winter, neither on the sabbath day:
你們應當祈求，叫你們逃走的時候，不遇見冬天，或是安息日；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祈禱求告 然而也 為要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生發成為 (她)那

(她)走避逃亡 從屬你們 從屬(他)冬天暴風雨氣候， 然而也不要 在對(它)安息；
[經文變異RT]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祈禱求告 然而也 為要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生發成為 (她)那

(她)走避逃亡 從屬你們 從屬(他)冬天暴風雨氣候， 然而也不要 在內 在對(它)安息；

太 24:21 e;stai ga.r to,te qli/yij mega,lh oi[a ouv ge,gonen avpV avrch/j ko,smou e[wj tou/ nu/n ouvdV ouv mh. ge,nhtaiÅ
For then shall be great tribulation, such as was no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world to this time, no, nor ever
shall be.
因為那時，必有大災難，從世界的起頭，直到如今，沒有這樣的災難，後來也必沒有。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因為 當那時地 (她)壓迫患難 (她)極大的， (她)如此這樣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已經生發成為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為起始為首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一直直到 從屬(它)那 現在此時地， 然而也不是地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生發成為。

太 24:22 kai. eiv mh. evkolobw,qhsan aì hm̀e,rai evkei/nai( ouvk a'n evsw,qh pa/sa sa,rx\ dia. de. tou.j evklektou.j
kolobwqh,sontai aì hm̀e,rai evkei/naiÅ
And except those days should be shortened, there should no flesh be saved: but for the elect's sake those days
shall be shortened.
若不減少那日子，凡有血氣的，總沒有一個得救的；只是為選民，那日子必減少了。

並且 若是 不會/不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切短刪減 (她們)那些 (她們)日子/白日 (她們)在那裏的那個， 不是/不

但凡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拯救 (她)所有每一個的 (她)肉體；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然而也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乃挑選的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被切短刪減 (她們)那些 (她們)日子/白日 (她們)在那裏的那個。

太 24:23 to,te eva,n tij ùmi/n ei;ph|( VIdou. w-de ò Cristo,j( h;( _Wde( mh. pisteu,shte\
Then if any man shall say unto you, Lo, here is Christ, or there; believe it not.
那時，若有人對你們說：基督在這裏；或說：基督在那裏；你們不要信。

當那時地 但凡若是 (他)任何什麼 在對你們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也就在此地 (他)那 (他)基督， 甚或/或而 也就在此地； 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置信信託；

太 24:24 evgerqh,sontai ga.r yeudo,cristoi kai. yeudoprofh/tai kai. dw,sousin shmei/a mega,la kai. te,rata w[ste
planh/sai( eiv dunato,n( kai. tou.j evklektou,jÅ
For there shall arise false Christs, and false prophets, and shall shew great signs and wonders; insomuch that, if
it were possible, they shall deceive the very elect.
因為假基督，假先知，將要起來，顯大神蹟，大奇事；倘若能行，連選民也就迷惑了。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被喚醒起來 因為 (他們)假基督 並且 (他們)假的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給與 到於(它們)識別之表記徵兆 到於(它們)極大的 並且 到於(它們)奇事預兆； 以致

那時(也是)要去有迷途錯謬， 若是 (它)乃能夠可能的，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乃挑選的。
[經文變異WH]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被喚醒起來 因為 (他們)假基督 並且 (他們)假的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給與 到於(它們)識別之表記徵兆 到於(它們)極大的 並且 到於(它們)奇事預兆； 以致

現要去持續被有迷途錯謬， 若是 (它)乃能夠可能的，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乃挑選的。

太 24:25 ivdou. proei,rhka ùmi/nÅ
Behold, I have told you before.
看哪，我預先告訴你們了。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我現在已經預先開聲言說 在對你們。

太 24:26 eva.n ou=n ei;pwsin ùmi/n( VIdou. evn th/| evrh,mw| evsti,n( mh. evxe,lqhte\ VIdou. evn toi/j tamei,oij( mh. pisteu,shte\
Wherefore if they shall say unto you, Behold, he is in the desert; go not forth: behold, he is in the secret
chambers; believe it not.
若有人對你們說：看哪，基督在曠野裏；你們不要出去；或說：看哪，基督在內屋中；你們不要信。

但凡若是 這樣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在對你們，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孤獨荒涼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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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在內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庫房密室； 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置信信託；

太 24:27 w[sper ga.r h` avstraph. evxe,rcetai avpo. avnatolw/n kai. fai,netai e[wj dusmw/n( ou[twj e;stai h` parousi,a
tou/ uiòu/ tou/ avnqrw,pou\
For as the lightning cometh out of the east, and shineth even unto the west; so shall also the coming of the Son
of man be.
閃電從東邊發出，直照到西邊；人子降臨，也要這樣。

甚至正如地 因為 (她)那 (她)閃電強光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們)日出之東方，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促為照亮顯明 一直直到 從屬(她們)西邊； 那同一樣式地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她)那 (她)臨近 從屬(他)那 從屬(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經文變異RT]

甚至正如地 因為 (她)那 (她)閃電強光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們)日出之東方，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促為照亮顯明 一直直到 從屬(她們)西邊； 那同一樣式地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並且 (她)那 (她)臨近 從屬(他)那 從屬(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太 24:28 o[pou eva.n h=| to. ptw/ma( evkei/ sunacqh,sontai oì avetoi,Å
For wheresoever the carcase is, there will the eagles be gathered together.
屍首在那裏，鷹也必聚在那裏。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但凡若是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是 (它)那 (它)屍首， 在那裏地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被聚集

(他們)那些 (他們)老鷹。
[經文變異RT]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因為 但凡若是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是 (它)那 (它)屍首， 在那裏地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被聚集

(他們)那些 (他們)老鷹。

太 24:29 Euvqe,wj de. meta. th.n qli/yin tw/n hm̀erw/n evkei,nwn ò h[lioj skotisqh,setai( kai. h̀ selh,nh ouv dw,sei to.
fe,ggoj auvth/j( kai. oi` avste,rej pesou/ntai avpo. tou/ ouvranou/( kai. aì duna,meij tw/n ouvranw/n saleuqh,sontaiÅ
Immediately after the tribulation of those days shall the sun be darkened, and the moon shall not give her light,
and the stars shall fall from heaven, and the powers of the heavens shall be shaken:
那些日子的災難一過去，日頭就變黑了，月亮也不放光，眾星要從天上墜落，天勢都要震動。

平直直接地[同#2117] 然而也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她)那 到於(她)壓迫患難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日子/白日

從屬(她們)在那裏的那個 (他)那 (他)日頭太陽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蔽以黑暗， 並且 (她)那 (她)月亮 不是/不

他/她/它將要(持續)給與 到於(它)那 到於(它)光華 從屬(她)同一者，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星星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被落下墜落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並且 (她們)那些 (她們)能力權能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天空/天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被行搖晃擺動。

太 24:30 kai. to,te fanh,setai to. shmei/on tou/ uìou/ tou/ avnqrw,pou evn ouvranw/|( kai. to,te ko,yontai pa/sai aì
fulai. th/j gh/j kai. o;yontai to.n uiò.n tou/ avnqrw,pou evrco,menon evpi. tw/n nefelw/n tou/ ouvranou/ meta. duna,mewj
kai. do,xhj pollh/j\
And then shall appear the sign of the Son of man in heaven: and then shall all the tribes of the earth mourn, and
they shall see the Son of man coming in the clouds of heaven with power and great glory.
那時，人子的兆頭要顯在天上，地上的萬族都要哀哭；他們要看見人子，有能力，有大榮耀，駕著天上的雲降臨

。

並且 當那時地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促為照亮顯明 (它)那 (它)識別之表記徵兆 從屬(他)那 從屬(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在內 在對(他)天空/天； 並且 當那時地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切砍擊打 (她們)所有每一個的

(她們)那些 (她們)分支族派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看見注目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到於(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雲團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能力權能 並且 從屬(她)榮耀

從屬(她)許多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當那時地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促為照亮顯明 (它)那 (它)識別之表記徵兆 從屬(他)那 從屬(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天空/天； 並且 當那時地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切砍擊打

(她們)所有每一個的 (她們)那些 (她們)分支族派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看見注目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到於(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雲團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能力權能 並且 從屬(她)榮耀 從屬(她)許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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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24:31 kai. avpostelei/ tou.j avgge,louj auvtou/ meta. sa,lpiggoj mega,lhj( kai. evpisuna,xousin tou.j evklektou.j auvtou/
evk tw/n tessa,rwn avne,mwn avpV a;krwn ouvranw/n e[wj Îtw/nÐ a;krwn auvtw/nÅ
And he shall send his angels with a great sound of a trumpet, and they shall gather together his elect from the
four winds, from one end of heaven to the other.
他要差遣使者，用號筒的大聲，將他的選民，從四方，從天這邊，到天那邊，都招聚了來。〔方原文作風〕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分派差遣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使者 從屬(他)同一者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喇叭號筒 從屬(她)極大的，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在一處聚集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乃挑選的

從屬(他)同一者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四個 從屬(他們)風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們)端點

從屬(他們)天空/天 一直直到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端點 從屬(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分派差遣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使者 從屬(他)同一者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喇叭號筒 從屬(她)聲音 從屬(她)極大的，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在一處聚集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乃挑選的 從屬(他)同一者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四個 從屬(他們)風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們)端點 從屬(他們)天空/天 一直直到 從屬(它們)端點 從屬(他們)同一者。

太 24:32 VApo. de. th/j sukh/j ma,qete th.n parabolh,n\ o[tan h;dh ò kla,doj auvth/j ge,nhtai àpalo.j kai. ta. fu,lla
evkfu,h|( ginw,skete o[ti evggu.j to. qe,roj\
Now learn a parable of the fig tree; When his branch is yet tender, and putteth forth leaves, ye know that
summer is nigh:
你們可以從無花果樹學個比方；當樹枝發嫩長葉的時候，你們就知道夏天近了。

從那裏離開 然而也 從屬(她)那 從屬(她)無花果樹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學習 到於(她)那 到於(她)比喻： 但凡當這時

甚而已然如此地 (他)那 (他)分枝 從屬(她)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生發成為 (他)柔嫩的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苖芽葉子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向外發芽生長出來， 你們現在持續認識知道 是這樣

接近地 (它)那 (它)夏天；

太 24:33 ou[twj kai. um̀ei/j( o[tan i;dhte pa,nta tau/ta ginw,skete o[ti evggu,j evstin evpi. qu,raijÅ
So likewise ye, when ye shall see all these things, know that it is near, even at the doors.
這樣，你們看見這一切的事，也該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門口了。

那同一樣式地 並且 你們， 但凡當這時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看見察覺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你們現在持續認識知道註1 是這樣 接近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們)門戶。

註1：“你們現在持續認識知道”文法上亦可以為“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認識知道”。

太 24:34 avmh.n le,gw ùmi/n o[ti ouv mh. pare,lqh| h` genea. au[th e[wj a'n pa,nta tau/ta ge,nhtaiÅ
Verily I say unto you, This generation shall not pass, till all these things be fulfilled.
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世代還沒有過去，這些事都要成就。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是這樣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在旁邊過去 (她)那

(她)族類之世代 (她)那同一者， 一直直到 但凡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它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生發成為。
[經文變異RT]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在旁邊過去 (她)那 (她)族類之世代

(她)那同一者， 一直直到 但凡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它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生發成為。

太 24:35 ò ouvrano.j kai. h` gh/ pareleu,setai( oì de. lo,goi mou ouv mh. pare,lqwsinÅ
Heaven and earth shall pass away, but my words shall not pass away.
天地要廢去，我的話卻不能廢去。

(他)那 (他)天空/天 並且 (她)那 (她)地土/地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在旁邊過去，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我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在旁邊過去。
[經文變異RT]

(他)那 (他)天空/天 並且 (她)那 (她)地土/地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在旁邊過去，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我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在旁邊過去。

太 24:36 Peri. de. th/j hm̀e,raj evkei,nhj kai. w[raj ouvdei.j oi=den( ouvde. oì a;ggeloi tw/n ouvranw/n ouvde. ò uiò,j( eiv mh.
ò path.r mo,nojÅ
But of that day and hour knoweth no man, no, not the angels of heaven, but my Father only.
但那日子，那時辰，沒有人知道，連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惟獨父知道。

<在周圍>關於 然而也 從屬(她)那 從屬(她)日子/白日 從屬(她)在那裏的那個 並且 從屬(她)鐘點時刻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然而也不是地 (他們)那些 (他們)使者 從屬(他們)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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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屬(他們)天空/天， 然而也不是地 (他)那 (他)兒子， 若是 不會/不要 (他)那 (他)父親 (他)僅有單獨的。
[經文變異RT]

<在周圍>關於 然而也 從屬(她)那 從屬(她)日子/白日 從屬(她)在那裏的那個 並且 從屬(她)那 從屬(她)鐘點時刻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然而也不是地 (他們)那些 (他們)使者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天空/天， 若是 不會/不要 (他)那 (他)父親 從屬我 (他)僅有單獨的。

太 24:37 w[sper ga.r ai` h̀me,rai tou/ Nw/e( ou[twj e;stai h̀ parousi,a tou/ uiòu/ tou/ avnqrw,pouÅ
But as the days of Noe were, so shall also the coming of the Son of man be.
挪亞的日子怎樣，人子降臨也要怎樣。

甚至正如地 因為 (她們)那些 (她們)日子/白日 從屬(他)那 從屬(他)挪亞， 那同一樣式地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她)那

(她)臨近 從屬(他)那 從屬(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經文變異RT]

甚至正如地 然而也 (她們)那些 (她們)日子/白日 從屬(他)那 從屬(他)挪亞， 那同一樣式地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並且 (她)那 (她)臨近 從屬(他)那 從屬(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太 24:38 wj̀ ga.r h=san evn tai/j h̀me,raij Îevkei,naijÐ tai/j pro. tou/ kataklusmou/ trw,gontej kai. pi,nontej( gamou/ntej
kai. gami,zontej( a;cri h-j hm̀e,raj eivsh/lqen Nw/e eivj th.n kibwto,n(
For as in the days that were before the flood they were eating and drinking, marrying and giving in marriage,
until the day that Noe entered into the ark,
當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喫喝嫁娶，直到挪亞進方舟的那日；

正如地 因為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日子/白日 在對(她們)在那裏的那個

在對(她們)那些 在前面 從屬(他)那 從屬(他)洪水氾濫 (他們)現正持續吃了的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喝了的，

(他們)現正持續結婚娶嫁了的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出嫁了的， 直至達到 從屬(她)這個 從屬(她)日子/白日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他)挪亞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方木櫃/方舟，
[經文變異RT]

甚至正如地 因為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日子/白日 在對(她們)那些 在前面

從屬(他)那 從屬(他)洪水氾濫 (他們)現正持續吃了的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喝了的， (他們)現正持續結婚娶嫁了的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向外出嫁了的， 直至達到 從屬(她)這個 從屬(她)日子/白日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他)挪亞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方木櫃/方舟，

太 24:39 kai. ouvk e;gnwsan e[wj h=lqen ò kataklusmo.j kai. h=ren a[pantaj( ou[twj e;stai Îkai.Ð h` parousi,a tou/ uiòu/
tou/ avnqrw,pouÅ
And knew not until the flood came, and took them all away; so shall also the coming of the Son of man be.
不知不覺洪水來了，把他們全都沖去；人子降臨也要這樣。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認識知道， 一直直到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他)那 (他)洪水氾濫，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提起 到於(他們)同時一齊地所有每一個的； 那同一樣式地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並且 (她)那

(她)臨近 從屬(他)那 從屬(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經文變異WH]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認識知道， 一直直到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他)那 (他)洪水氾濫，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提起 到於(他們)同時一齊地所有每一個的； 那同一樣式地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她)那 (她)臨近

從屬(他)那 從屬(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太 24:40 to,te du,o e;sontai evn tw/| avgrw/|( ei-j paralamba,netai kai. ei-j avfi,etai\
Then shall two be in the field; the one shall be taken, and the other left.
那時，兩個人在田裏，取去一個，撇下一個。

當那時地 (他們)二個/兩個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是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田野； (他)一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拿取在旁邊， 並且 (他)一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任憑釋放離開；
[經文變異RT]

當那時地 (他們)二個/兩個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是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田野； (他)那 (他)一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拿取在旁邊， 並且 (他)那 (他)一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任憑釋放離開；
[經文變異WH]

當那時地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是 (他們)二個/兩個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田野； (他)一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拿取在旁邊， 並且 (他)一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任憑釋放離開；

太 24:41 du,o avlh,qousai evn tw/| mu,lw|( mi,a paralamba,netai kai. mi,a avfi,etaiÅ
Two women shall be grinding at the mill; the one shall be taken, and the other left.
兩個女人推磨，取去一個，撇下一個。

(她們)二個/兩個 (她們)現正持續推磨了的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磨坊； (她)一個/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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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現在持續被拿取在旁邊， 並且 (她)一個/第一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任憑釋放離開。
[經文變異RT]

(她們)二個/兩個 (她們)現正持續推磨了的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磨坊之廠； (她)一個/第一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拿取在旁邊， 並且 (她)一個/第一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任憑釋放離開。

太 24:42 grhgorei/te ou=n( o[ti ouvk oi;date poi,a| h̀me,ra| ò ku,rioj ùmw/n e;rcetaiÅ
Watch therefore: for ye know not what hour your Lord doth come.
所以你們要儆醒，因為不知道你們的主是那一天來到。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儆醒 這樣； 是這樣 不是/不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在對(她)什麼樣呢 在對(她)日子/白日 (他)那

(他)主人 從屬你們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經文變異RT]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儆醒 這樣； 是這樣 不是/不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在對(她)什麼樣呢 在對(她)鐘點時刻 (他)那

(他)主人 從屬你們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太 24:43 evkei/no de. ginw,skete o[ti eiv h;|dei ò oivkodespo,thj poi,a| fulakh/| o` kle,pthj e;rcetai( evgrhgo,rhsen a'n kai.
ouvk a'n ei;asen diorucqh/nai th.n oivki,an auvtou/Å
But know this, that if the goodman of the house had known in what watch the thief would come, he would have
watched, and would not have suffered his house to be broken up.
家主若知道幾更天有賊來，就必儆醒，不容人挖透房屋；這是你們所知道的。

到於(它)在那裏的那個 然而也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認識知道註1， 是這樣 若是 他/她/它當時已經看見察覺 (他)那

(他)住處家室主宰者 在對(她)什麼樣呢 在對(她)夜更/監獄 (他)那 (他)竊賊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他/她/它那時(也是)儆醒 但凡， 並且 不是/不 但凡 他/她/它那時(也是)容許任由 那時(也是)要去被挖穿掘透

到於(她)那 到於(她)住屋家庭 從屬(他)同一者。

註1：“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認識知道”文法上亦可以為“你們現在持續認識知道”。

太 24:44 dia. tou/to kai. ùmei/j gi,nesqe e[toimoi( o[ti h-| ouv dokei/te w[ra| ò uiò.j tou/ avnqrw,pou e;rcetaiÅ
Therefore be ye also ready: for in such an hour as ye think not the Son of man cometh.
所以你們也要預備；因為你們想不到的時候，人子就來了。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同一者 並且 你們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他們)妥切齊備的； 是這樣

在對(她)這個 不是/不 你們現在持續設想認為對 在對(她)鐘點時刻，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經文變異RT]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同一者 並且 你們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他們)妥切齊備的； 是這樣

在對(她)這個 在對(她)鐘點時刻 不是/不 你們現在持續設想認為對，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太 24:45 Ti,j a;ra evsti.n ò pisto.j dou/loj kai. fro,nimoj o]n kate,sthsen ò ku,rioj evpi. th/j oivketei,aj auvtou/ tou/
dou/nai auvtoi/j th.n trofh.n evn kairw/|È
Who then is a faithful and wise servant, whom his lord hath made ruler over his household, to give them meat in
due season?
誰是忠心有見識的僕人，為主人所派，管理家裏的人，按時分糧給他們呢。

(他)任何什麼呢 果然如此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誠且信的 (他)奴僕 並且 (他)精明聰敏的， 到於(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設立派定 (他)那 (他)主人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家僕上下 從屬(他)同一者，

從屬(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給與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她)那 到於(她)食品營養 在內 在對(他)場合時節？
[經文變異RT]

(他)任何什麼呢 果然如此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誠且信的 (他)奴僕 並且 (他)精明聰敏的， 到於(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設立派定 (他)那 (他)主人 從屬(他)同一者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服侍照料/僕從佣人

從屬(他)同一者， 從屬(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給與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她)那 到於(她)食品營養 在內

在對(他)場合時節？

太 24:46 Ti,j a;ra evsti.n ò pisto.j dou/loj kai. fro,nimoj o]n kate,sthsen ò ku,rioj evpi. th/j oivketei,aj auvtou/ tou/
dou/nai auvtoi/j th.n trofh.n evn kairw/|È
Blessed is that servant, whom his lord when he cometh shall find so doing.
主人來到，看見他這樣行，那僕人就有福了。

(他)蒙至高褔的 (他)那 (他)奴僕 (他)在那裏的那個， 到於(他)這個 (他)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他)那 (他)主人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找到尋見 那同一樣式地 到於(他)現正持續行出作成了的。
[經文變異RT]

(他)蒙至高褔的 (他)那 (他)奴僕 (他)在那裏的那個， 到於(他)這個 (他)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他)那 (他)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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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找到尋見 到於(他)現正持續行出作成了的 那同一樣式地。

太 24:47 avmh.n le,gw ùmi/n o[ti evpi. pa/sin toi/j ùpa,rcousin auvtou/ katasth,sei auvto,nÅ
Verily I say unto you, That he shall make him ruler over all his goods.
我實在告訴你們，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是這樣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現正持續源屬具有了的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設立派定 到於(他)同一者。

太 24:48 eva.n de. ei;ph| ò kako.j dou/loj evkei/noj evn th/| kardi,a| auvtou/( Croni,zei mou ò ku,rioj(
But and if that evil servant shall say in his heart, My lord delayeth his coming;
倘若那惡僕心裏說：我的主人必來得遲；

但凡若是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他)那 (他)卑劣不好的 (他)奴僕 (他)在那裏的那個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內心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耽擱遲延 從屬我 (他)那 (他)主人；
[經文變異RT]

但凡若是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他)那 (他)卑劣不好的 (他)奴僕 (他)在那裏的那個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內心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耽擱遲延 (他)那 (他)主人 從屬我

那時(也是)要去到來前往；

太 24:49 kai. a;rxhtai tu,ptein tou.j sundou,louj auvtou/( evsqi,h| de. kai. pi,nh| meta. tw/n mequo,ntwn(
And shall begin to smite his fellowservants, and to eat and drink with the drunken;
就動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喫喝；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起始為首 現要去持續連敲重擊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同作奴僕之人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喫食 然而也 並且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喝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成醉酒了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起始為首 現要去持續連敲重擊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同作奴僕之人，

現要去持續喫食 然而也 並且 現要去持續喝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成醉酒了的；

太 24:50 h[xei ò ku,rioj tou/ dou,lou evkei,nou evn hm̀e,ra| h-| ouv prosdoka/| kai. evn w[ra| h-| ouv ginw,skei(
The lord of that servant shall come in a day when he looketh not for him, and in an hour that he is not aware of,
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時辰，那僕人的主人要來，

他/她/它將要(持續)到達來臨 (他)那 (他)主人 從屬(他)那 從屬(他)奴僕 從屬(他)在那裏的那個 在內 在對(她)日子/白日

在對(她)這個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預期等待， 並且 在內 在對(她)鐘點時刻 在對(她)這個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認識知道，

太 24:51 kai. dicotomh,sei auvto.n kai. to. me,roj auvtou/ meta. tw/n up̀okritw/n qh,sei\ evkei/ e;stai ò klauqmo.j kai. ò
brugmo.j tw/n ovdo,ntwnÅ
And shall cut him asunder, and appoint him his portion with the hypocrites: there shall be weeping and gnashing
of teeth.
重重的處治他，〔或作把他腰斬了〕定他和假冒為善的人同罪；在那裏必要哀哭切齒了。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切割為二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到於(它)那 到於(它)部分 從屬(他)同一者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作戲假裝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置放擺設； 在那裏地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他)那

(他)哭泣哀號 並且 (他)那 (他)磨齒咬牙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牙齒。

太 25:1 To,te òmoiwqh,setai h` basilei,a tw/n ouvranw/n de,ka parqe,noij( ai[tinej labou/sai ta.j lampa,daj èautw/n
evxh/lqon eivj ùpa,nthsin tou/ numfi,ouÅ
Then shall the kingdom of heaven be likened unto ten virgins, which took their lamps, and went forth to meet the
bridegroom.
那時，天國好比十個童女，拿著燈，出去迎接新郎。

當那時地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促使為具同樣相同 (她)那 (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天空/天

在對(她們)十個 在對(她們)童身處女， (她們)這個任何什麼 (她們)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火燈/火把 從屬(她們)同一者自己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向內進入

到於(她)在底下迎面相遇 從屬(他)那 從屬(他)新郎。
[經文變異RT]

當那時地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促使為具同樣相同 (她)那 (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天空/天

在對(她們)十個 在對(她們)童身處女， (她們)這個任何什麼 (她們)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火燈/火把 從屬(她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向內進入 到於(她)從那裏迎面相遇

從屬(他)那 從屬(他)新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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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25:2 pe,nte de. evx auvtw/n h=san mwrai. kai. pe,nte fro,nimoiÅ
And five of them were wise, and five were foolish.
其中有五個是愚拙的；五個是聰明的。

(她們)五個 然而也 向外出來 從屬(她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她們)魯鈍愚拙的， 並且 (她們)五個

(她們)精明聰敏的。
[經文變異RT]

(她們)五個 然而也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向外出來 從屬(她們)同一者 (她們)精明聰敏的， 並且 (她們)那些

(她們)五個 (她們)魯鈍愚拙的。

太 25:3 aì ga.r mwrai. labou/sai ta.j lampa,daj auvtw/n ouvk e;labon meqV èautw/n e;laionÅ
They that were foolish took their lamps, and took no oil with them:
愚拙的拿著燈，卻不預備油；

(她們)那些 因為 (她們)魯鈍愚拙的 (她們)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火燈/火把 從屬(她們)同一者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拿取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們)同一者自己 到於(它)油；
[經文變異RT]

(她們)這個任何什麼 (她們)魯鈍愚拙的 (她們)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火燈/火把

從屬(她們)同一者自己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拿取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們)同一者自己 到於(它)油；

太 25:4 aì de. fro,nimoi e;labon e;laion evn toi/j avggei,oij meta. tw/n lampa,dwn èautw/nÅ
But the wise took oil in their vessels with their lamps.
聰明的拿著燈，又預備油在器皿裏。

(她們)那些 然而也 (她們)精明聰敏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拿取 到於(它)油 在內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小提桶容器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火燈/火把 從屬(她們)同一者自己。
[經文變異RT]

(她們)那些 然而也 (她們)精明聰敏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拿取 到於(它)油 在內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小提桶容器 從屬(她們)同一者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火燈/火把 從屬(她們)同一者。

太 25:5 croni,zontoj de. tou/ numfi,ou evnu,staxan pa/sai kai. evka,qeudonÅ
While the bridegroom tarried, they all slumbered and slept.
新郎遲延的時候，他們都打盹睡著了。

從屬(他)現正持續耽擱遲延了的 然而也 從屬(他)那 從屬(他)新郎，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打盹 (她們)所有每一個的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睡著。

太 25:6 me,shj de. nukto.j kraugh. ge,gonen( VIdou. ò numfi,oj( evxe,rcesqe eivj avpa,nthsin Îauvtou/ÐÅ
And at midnight there was a cry made, Behold, the bridegroom cometh; go ye out to meet him.
半夜有人喊著說：新郎來了，你們出來迎接他。

從屬(她)中間當中的 然而也 從屬(她)夜晚 (她)高喊嚷叫 他/她/它現在已經生發成為，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那 (他)新郎；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向內進入 到於(她)從那裏迎面相遇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從屬(她)中間當中的 然而也 從屬(她)夜晚 (她)高喊嚷叫 他/她/它現在已經生發成為，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那 (他)新郎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向內進入

到於(她)從那裏迎面相遇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WH]

從屬(她)中間當中的 然而也 從屬(她)夜晚 (她)高喊嚷叫 他/她/它現在已經生發成為，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那 (他)新郎；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向內進入 到於(她)從那裏迎面相遇 。

太 25:7 to,te hvge,rqhsan pa/sai aì parqe,noi evkei/nai kai. evko,smhsan ta.j lampa,daj èautw/nÅ
Then all those virgins arose, and trimmed their lamps.
那些童女就都起來收拾燈。

當那時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喚醒起來 (她們)所有每一個的 (她們)那些 (她們)童身處女 (她們)在那裏的那個，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有美容妝束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火燈/火把 從屬(她們)同一者自己。
[經文變異RT]

當那時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喚醒起來 (她們)所有每一個的 (她們)那些 (她們)童身處女 (她們)在那裏的那個，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有美容妝束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火燈/火把 從屬(她們)同一者。

太 25:8 aì de. mwrai. tai/j froni,moij ei=pan( Do,te hm̀i/n evk tou/ evlai,ou um̀w/n( o[ti aì lampa,dej h̀mw/n sbe,nnuntaiÅ
And the foolish said unto the wise, Give us of your oil; for our lamps are gone out.
愚拙的對聰明的說：請分點油給我們；因為我們的燈要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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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們)那些 然而也 (她們)魯鈍愚拙的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精明聰敏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給與 在對我們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油 從屬你們； 是這樣 (她們)那些 (她們)火燈/火把

從屬我們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被撲滅消除。

太 25:9 avpekri,qhsan de. ai` fro,nimoi le,gousai( Mh,pote ouv mh. avrke,sh| hm̀i/n kai. ùmi/n\ poreu,esqe ma/llon pro.j
tou.j pwlou/ntaj kai. avgora,sate èautai/jÅ
But the wise answered, saying, Not so; lest there be not enough for us and you: but go ye rather to them that
sell, and buy for yourselves.
聰明的回答說：恐怕不夠你我用的；不如你們自己到賣油的那裏去買罷。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 然而也 (她們)那些 (她們)精明聰敏的 (她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不會任何時候地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捍衛滿足 在對我們 並且 在對你們；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更特別尤其地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售賣了的，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購買

在對(她們)同一者自己。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註1 然而也 (她們)那些 (她們)精明聰敏的 (她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不會任何時候地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捍衛滿足 在對我們 並且 在對你們；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然而也 更特別尤其地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售賣了的，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購買 在對(她們)同一者自己。

註1：“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太 25:10 avpercome,nwn de. auvtw/n avgora,sai h=lqen ò numfi,oj( kai. aì e[toimoi eivsh/lqon metV auvtou/ eivj tou.j
ga,mouj kai. evklei,sqh h` qu,raÅ
And while they went to buy, the bridegroom came; and they that were ready went in with him to the marriage:
and the door was shut.
他們去買的時候，新郎到了；那預備好了的，同他進去坐席；門就關了。

從屬(她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了的 然而也 從屬(她們)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購買，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他)那 (他)新郎； 並且 (她們)那些 (她們)妥切齊備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婚禮；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關上鎖住 (她)那 (她)門戶。

太 25:11 u[steron de. e;rcontai kai. aì loipai. parqe,noi le,gousai( Ku,rie ku,rie( a;noixon hm̀i/nÅ
Afterward came also the other virgins, saying, Lord, Lord, open to us.
其餘的童女，隨後也來了，說：主阿，主阿，給我們開門。

稍遲隨後地 然而也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並且 (她們)那些 (她們)其餘的 (她們)童身處女

(她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阿,(他)主人 阿,(他)主人， 你那時(也是)就要向上開啟打開 在對我們。

太 25:12 ò de. avpokriqei.j ei=pen( VAmh.n le,gw ùmi/n( ouvk oi=da ùma/jÅ
But he answered and said, Verily I say unto you, I know you not.
他卻回答說：我實在告訴你們，我不認識你們。

(他)那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不是/不 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到於你們。

太 25:13 Grhgorei/te ou=n( o[ti ouvk oi;date th.n h̀me,ran ouvde. th.n w[ranÅ
Watch therefore, for ye know neither the day nor the hour wherein the Son of man cometh.
所以你們要儆醒，因為那日子，那時辰，你們不知道。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儆醒 這樣， 是這樣 不是/不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到於(她)那 到於(她)日子/白日，

然而也不是地 到於(她)那 到於(她)鐘點時刻。
[經文變異RT]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儆醒 這樣， 是這樣 不是/不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到於(她)那 到於(她)日子/白日，

然而也不是地 到於(她)那 到於(她)鐘點時刻， 在內 在對(她)這個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太 25:14 {Wsper ga.r a;nqrwpoj avpodhmw/n evka,lesen tou.j ivdi,ouj dou,louj kai. pare,dwken auvtoi/j ta. ùpa,rconta
auvtou/(
For the kingdom of heaven is as a man travelling into a far country, who called his own servants, and delivered
unto them his goods.
天國又好比一個人要往外國去，就叫了僕人來，把他的家業交給他們；

甚至正如地 因為 (他)人 (他)現正持續行離開本國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促請召喚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私人個別的 到於(他們)奴僕，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交付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們)那些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  簡易閲讀版  169

169

到於(它們)現正持續源屬具有了的 從屬(他)同一者；

太 25:15 kai. w-| me.n e;dwken pe,nte ta,lanta( w-| de. du,o( w-| de. e[n( ek̀a,stw| kata. th.n ivdi,an du,namin( kai.
avpedh,mhsenÅ euvqe,wj
And unto one he gave five talents, to another two, and to another one; to every man according to his several
ability; and straightway took his journey.
按著各人的才幹，給他們銀子；一個給了五千，一個給了二千，一個給了一千；就往外國去了。

並且 在對(他)這個 的確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到於(它們)五個 到於(它們)他連得， 在對(他)這個 然而也

到於(它們)二個/兩個， 在對(他)這個 然而也 到於(它)一個； 在對(他)各個的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那

到於(她)私人個別的 到於(她)能力權能；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離開本國。 平直直接地[同#2117]

[不同標點]

並且 在對(他)這個 的確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到於(它們)五個 到於(它們)他連得， 在對(他)這個 然而也

到於(它們)二個/兩個， 在對(他)這個 然而也 到於(它)一個； 在對(他)各個的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那

到於(她)私人個別的 到於(她)能力權能；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離開本國 平直直接地[同#2117] 。

太 25:16 poreuqei.j ò ta. pe,nte ta,lanta labw.n hvrga,sato evn auvtoi/j kai. evke,rdhsen a;lla pe,nte\
Then he that had received the five talents went and traded with the same, and made them other five talents.
那領五千的，隨即拿去做買賣，另外賺了五千。

(他)那時(也是)被行去了的 (他)那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五個 到於(它們)他連得 (他)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作工作 在內 在對(它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贏取賺得 到於(它們)另外不同的

到於(它們)五個；
[經文變異RT]

(他)那時(也是)被行去了的 然而也 (他)那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五個 到於(它們)他連得 (他)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作工作 在內 在對(它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到於(它們)另外不同的

到於(它們)五個 到於(它們)他連得；

太 25:17 ws̀au,twj ò ta. du,o evke,rdhsen a;lla du,oÅ
And likewise he that had received two, he also gained other two.
那領二千的，也照樣另賺了二千。

正如同一樣式地 (他)那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二個/兩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贏取賺得 到於(它們)另外不同的

到於(它們)二個/兩個。
[經文變異RT]

正如同一樣式地 並且 (他)那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二個/兩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贏取賺得 並且 (他)同一者

到於(它們)另外不同的 到於(它們)二個/兩個。

太 25:18 ò de. to. e]n labw.n avpelqw.n w;ruxen gh/n kai. e;kruyen to. avrgu,rion tou/ kuri,ou auvtou/Å
But he that had received one went and digged in the earth, and hid his lord's money.
但那領一千的，去掘開地，把主人的銀子埋藏了。

(他)那 然而也 到於(它)那 到於(它)一個 (他)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他)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挖洞掘穴 到於(她)地土/地，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隱藏遮掩 到於(它)那 到於(它)銀錢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到於(它)那 到於(它)一個 (他)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他)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挖洞掘穴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地土/地，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隱藏遮掩離開

到於(它)那 到於(它)銀錢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他)同一者。

太 25:19 meta. de. polu.n cro,non e;rcetai ò ku,rioj tw/n dou,lwn evkei,nwn kai. sunai,rei lo,gon metV auvtw/nÅ
After a long time the lord of those servants cometh, and reckoneth with them.
過了許久，那些僕人的主人來了，和他們算賬。

<轉換其中>隨到後 然而也 到於(他)許多的 到於(他)時段期間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他)那 (他)主人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奴僕 從屬(他們)在那裏的那個，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估量計算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轉換其中>隨到後 然而也 到於(他)時段期間 到於(他)許多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他)那 (他)主人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奴僕 從屬(他們)在那裏的那個，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估量計算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太 25:20 kai. proselqw.n ò ta. pe,nte ta,lanta labw.n prosh,negken a;lla pe,nte ta,lanta le,gwn( Ku,rie( pe,nte
ta,lanta, moi pare,dwkaj\ i;de a;lla pe,nte ta,lanta evke,rdhsa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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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o he that had received five talents came and brought other five talents, saying, Lord, thou deliveredst unto
me five talents: behold, I have gained beside them five talents more.
那領五千銀子的，又帶著那另外的五千來，說：主阿，你交給我五千銀子，請看，我又賺了五千。

並且 (他)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了的 (他)那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五個 到於(它們)他連得

(他)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負載攜帶 到於(它們)另外不同的 到於(它們)五個

到於(它們)他連得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阿,(他)主人， 到於(它們)五個 到於(它們)他連得 在對我

你那時(也是)交付； 你那時(也是)就要看哪， 到於(它們)另外不同的 到於(它們)五個 到於(它們)他連得

我那時(也是)贏取賺得。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了的 (他)那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五個 到於(它們)他連得

(他)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負載攜帶 到於(它們)另外不同的 到於(它們)五個

到於(它們)他連得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阿,(他)主人， 到於(它們)五個 到於(它們)他連得 在對我

你那時(也是)交付； 你那時(也是)就要看哪， 到於(它們)另外不同的 到於(它們)五個 到於(它們)他連得

我那時(也是)贏取賺得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它們)同一者。

太 25:21 e;fh auvtw/| o` ku,rioj auvtou/( Eu=( dou/le avgaqe. kai. piste,( evpi. ovli,ga h=j pisto,j( evpi. pollw/n se
katasth,sw\ ei;selqe eivj th.n cara.n tou/ kuri,ou souÅ
His lord said unto him, Well done, thou good and faithful servant: thou hast been faithful over a few things, I will
make thee ruler over many things: enter thou into the joy of thy lord.
主人說：好，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許多事派你管理；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

的快樂。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宣稱傳講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主人 從屬(他)同一者， 很好地， 阿,(他)奴僕 阿,(他)良善的

並且 阿,(他)誠且信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們)些微少許的 你當時持續是 (他)誠且信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它們)許多的 到於你 我將要(持續)設立派定； 你那時(也是)就要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歡喜快樂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你。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宣稱傳講 然而也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主人 從屬(他)同一者， 很好地， 阿,(他)奴僕

阿,(他)良善的 並且 阿,(他)誠且信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們)些微少許的 你當時持續是 (他)誠且信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它們)許多的 到於你 我將要(持續)設立派定； 你那時(也是)就要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歡喜快樂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你。

太 25:22 proselqw.n Îde.Ð kai. ò ta. du,o ta,lanta ei=pen( Ku,rie( du,o ta,lanta, moi pare,dwkaj\ i;de a;lla du,o
ta,lanta evke,rdhsaÅ
He also that had received two talents came and said, Lord, thou deliveredst unto me two talents: behold, I have
gained two other talents beside them.
那領二千的也來說：主阿，你交給我二千銀子，請看，我又賺了二千。

(他)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了的 然而也 並且 (他)那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二個/兩個 到於(它們)他連得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阿,(他)主人， 到於(它們)二個/兩個 到於(它們)他連得 在對我 你那時(也是)交付；

你那時(也是)就要看哪， 到於(它們)另外不同的 到於(它們)二個/兩個 到於(它們)他連得 我那時(也是)贏取賺得。
[經文變異RT]

(他)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了的 然而也 並且 (他)那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二個/兩個 到於(它們)他連得

(他)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阿,(他)主人， 到於(它們)二個/兩個 到於(它們)他連得 在對我

你那時(也是)交付； 你那時(也是)就要看哪， 到於(它們)另外不同的 到於(它們)二個/兩個 到於(它們)他連得

我那時(也是)贏取賺得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它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WH]

(他)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了的 並且 (他)那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二個/兩個 到於(它們)他連得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阿,(他)主人， 到於(它們)二個/兩個 到於(它們)他連得 在對我 你那時(也是)交付；

你那時(也是)就要看哪， 到於(它們)另外不同的 到於(它們)二個/兩個 到於(它們)他連得 我那時(也是)贏取賺得。

太 25:23 e;fh auvtw/| o` ku,rioj auvtou/( Eu=( dou/le avgaqe. kai. piste,( evpi. ovli,ga h=j pisto,j( evpi. pollw/n se
katasth,sw\ ei;selqe eivj th.n cara.n tou/ kuri,ou souÅ
His lord said unto him, Well done, good and faithful servant; thou hast been faithful over a few things, I will make
thee ruler over many things: enter thou into the joy of thy lord.
主人說：好，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許多事派你管理；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

的快樂。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宣稱傳講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主人 從屬(他)同一者， 很好地， 阿,(他)奴僕 阿,(他)良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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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 阿,(他)誠且信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們)些微少許的 你當時持續是 (他)誠且信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它們)許多的 到於你 我將要(持續)設立派定； 你那時(也是)就要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歡喜快樂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你。

太 25:24 proselqw.n de. kai. ò to. e]n ta,lanton eivlhfw.j ei=pen( Ku,rie( e;gnwn se o[ti sklhro.j ei= a;nqrwpoj(
qeri,zwn o[pou ouvk e;speiraj kai. suna,gwn o[qen ouv diesko,rpisaj(
Then he which had received the one talent came and said, Lord, I knew thee that thou art an hard man, reaping
where thou hast not sown, and gathering where thou hast not strawed:
那領一千的，也來說：主阿，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沒有種的地方要收割，沒有散的地方要聚斂；

(他)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了的 然而也 並且 (他)那 到於(它)那 到於(它)一個 到於(它)他連得

(他)現在已經拿取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阿,(他)主人， 我那時(也是)認識知道 到於你， 是這樣

(他)剛硬艱澀的 你現在持續是 (他)人， (他)現正持續收取莊稼了的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不是/不

你那時(也是)散佈播撒， 並且 (他)現正持續聚集了的 從這裏地 不是/不 你那時(也是)徹底地驅離分散；

太 25:25 kai. fobhqei.j avpelqw.n e;kruya to. ta,lanto,n sou evn th/| gh/|\ i;de e;ceij to. so,nÅ
And I was afraid, and went and hid thy talent in the earth: lo, there thou hast that is thine.
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銀子埋藏在地裏；請看，你的原銀子在這裏。

並且 (他)那時(也是)被成驚恐畏懼了的， (他)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了的 我那時(也是)隱藏遮掩 到於(它)那

到於(它)他連得 從屬你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地土/地； 你那時(也是)就要看哪， 你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它)那

到於(它)你之物。

太 25:26 avpokriqei.j de. ò ku,rioj auvtou/ ei=pen auvtw/|( Ponhre. dou/le kai. ovknhre,( h;|deij o[ti qeri,zw o[pou ouvk
e;speira kai. suna,gw o[qen ouv diesko,rpisaÈ
His lord answered and said unto him, Thou wicked and slothful servant, thou knewest that I reap where I sowed
not, and gather where I have not strawed:
主人回答說：你這又惡又懶的僕人；你既知道我沒有種的地方要收割，沒有散的地方要聚斂；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主人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阿,(他)惡的 阿,(他)奴僕 並且 阿,(他)遲疑怠惰的， 你當時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我現在持續收取莊稼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不是/不 我那時(也是)散佈播撒， 並且 我現在持續聚集 從這裏地 不是/不

我那時(也是)徹底地驅離分散；

太 25:27 e;dei se ou=n balei/n ta. avrgu,ria, mou toi/j trapezi,taij( kai. evlqw.n evgw. evkomisa,mhn a'n to. evmo.n su.n
to,kw|Å
Thou oughtest therefore to have put my money to the exchangers, and then at my coming I should have
received mine own with usury.
就當把我的銀子放給兌換銀錢的人，到我來的時候，可以連本帶利收回。

他/她/它當時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到於你 這樣 那時(也是)要去投擲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銀錢 從屬我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錢商， 並且 (他)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我 我那時(也是)讓自己提取照理 但凡 到於(它)那

到於(它)我之物 共同一起 在對(他)利息。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當時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這樣 到於你 那時(也是)要去投擲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銀錢 從屬我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錢商， 並且 (他)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我 我那時(也是)讓自己提取照理 但凡 到於(它)那

到於(它)我之物 共同一起 在對(他)利息。

太 25:28 a;rate ou=n avpV auvtou/ to. ta,lanton kai. do,te tw/| e;conti ta. de,ka ta,lanta\
Take therefore the talent from him, and give it unto him which hath ten talents.
奪過他這一千來，給那有一萬的。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提起 這樣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它)那 到於(它)他連得，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給與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十個 到於(它們)他連得。

太 25:29 tw/| ga.r e;conti panti. doqh,setai kai. perisseuqh,setai( tou/ de. mh. e;contoj kai. o] e;cei avrqh,setai avpV
auvtou/Å
For unto every one that hath shall be given, and he shall have abundance: but from him that hath not shall be
taken away even that which he hath.
因為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有餘；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過來。

在對(他)那 因為 在對(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在對(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給與，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成格外多； 從屬(他)那 然而也 不會/不要 從屬(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並且 到於(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提起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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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他)那 因為 在對(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在對(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給與，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成格外多； 從那裏離開 然而也 從屬(他)那 不會/不要 從屬(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並且

到於(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提起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同一者。

太 25:30 kai. to.n avcrei/on dou/lon evkba,lete eivj to. sko,toj to. evxw,teron\ evkei/ e;stai ò klauqmo.j kai. ò brugmo.j
tw/n ovdo,ntwnÅ
And cast ye the unprofitable servant into outer darkness: there shall be weeping and gnashing of teeth.
把這無用的僕人，丟在外面黑暗裏；在那裏必要哀哭切齒了。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無用的 到於(他)奴僕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向外投擲出來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黑暗

到於(它)那 到於(它)更在外面的； 在那裏地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他)那 (他)哭泣哀號 並且 (他)那 (他)磨齒咬牙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牙齒。

太 25:31 {Otan de. e;lqh| ò uiò.j tou/ avnqrw,pou evn th/| do,xh| auvtou/ kai. pa,ntej oì a;ggeloi metV auvtou/( to,te kaqi,sei
evpi. qro,nou do,xhj auvtou/\
When the Son of man shall come in his glory, and all the holy angels with him, then shall he sit upon the throne
of his glory:
當人子在他榮耀裏，同著眾天使降臨的時候，要坐在他榮耀的寶座上；

但凡當這時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到來前往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榮耀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那些 (他們)使者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同一者， 當那時地 他/她/它將要(持續)就座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他)寶座 從屬(她)榮耀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但凡當這時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到來前往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榮耀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那些 (他們)聖的 (他們)使者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同一者， 當那時地 他/她/它將要(持續)就座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他)寶座 從屬(她)榮耀 從屬(他)同一者；

太 25:32 kai. sunacqh,sontai e;mprosqen auvtou/ pa,nta ta. e;qnh( kai. avfori,sei auvtou.j avpV avllh,lwn( w[sper ò
poimh.n avfori,zei ta. pro,bata avpo. tw/n evri,fwn(
And before him shall be gathered all nations: and he shall separate them one from another, as a shepherd
divideth his sheep from the goats:
萬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們分別出來，好像牧羊的分別綿羊山羊一般；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被聚集 從在其前地 從屬(他)同一者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它們)那些 (它們)種族邦國；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界定分開 到於(他們)同一者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彼此， 甚至正如地 (他)那 (他)牧養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界定分開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綿羊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山羊；

太 25:33 kai. sth,sei ta. me.n pro,bata evk dexiw/n auvtou/( ta. de. evri,fia evx euvwnu,mwnÅ
And he shall set the sheep on his right hand, but the goats on the left.
把綿羊安置在右邊，山羊在左邊。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立定站住 到於(它們)那些 的確 到於(它們)綿羊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右手邊的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它們)那些 然而也 到於(它們)小山羊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左邊的。

太 25:34 to,te evrei/ ò basileu.j toi/j evk dexiw/n auvtou/( Deu/te oì euvloghme,noi tou/ patro,j mou( klhronomh,sate th.n
ht̀oimasme,nhn ùmi/n basilei,an avpo. katabolh/j ko,smouÅ
Then shall the King say unto them on his right hand, Come, ye blessed of my Father, inherit the kingdom
prepared for you from the foundation of the world:
於是王要向那右邊的說：你們這蒙我父賜福的，可來承受那創世以來為你們所預備的國。

當那時地 他/她/它將要(持續)開聲言說 (他)那 (他)君王 在對(他們)那些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右手邊的

從屬(他)同一者， 你們就要到這裏來 (他們)那些 (他們)現在已經被祝福稱讚了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從屬我，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行承受產業 到於(她)那 到於(她)現在已經被使成妥切齊備了的 在對你們 到於(她)王權國度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投置奠基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太 25:35 evpei,nasa ga.r kai. evdw,kate, moi fagei/n( evdi,yhsa kai. evpoti,sate, me( xe,noj h;mhn kai. sunhga,gete, me(
For I was an hungred, and ye gave me meat: I was thirsty, and ye gave me drink: I was a stranger, and ye took
me in:
因為我餓了，你們給我喫；渴了，你們給我喝；我作客旅，你們留我住；

我那時(也是)有飢餓 因為，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給與 在對我 那時(也是)要去吃食； 我那時(也是)有乾渴，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餵飲 到於我； (他)陌生客旅的/陌生奇異的 我當時持續是，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聚集 到於我；

太 25:36 gumno.j kai. perieba,lete, me( hvsqe,nhsa kai. evpeske,yasqe, me( evn fulakh/| h;mhn kai. h;lqate pro,j meÅ
Naked, and ye clothed me: I was sick, and ye visited me: I was in prison, and ye came unto me.
我赤身露體，你們給我穿；我病了，你們看顧我；我在監裏，你們來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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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赤身裸露的，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披蓋穿裹 到於我； 我那時(也是)成軟弱無力，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讓自己視察眷顧 到於我； 在內 在對(她)夜更/監獄 我當時持續是，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我。

太 25:37 to,te avpokriqh,sontai auvtw/| oì di,kaioi le,gontej( Ku,rie( po,te se ei;domen peinw/nta kai. evqre,yamen( h'
diyw/nta kai. evpoti,samenÈ
Then shall the righteous answer him, saying, Lord, when saw we thee an hungred, and fed thee? or thirsty, and
gave thee drink?
義人就回答說：主阿，我們甚麼時候見你餓了給你喫，渴了給你喝；

當那時地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被生應對回答 在對(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具公平正義的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阿,(他)主人， 何時呢 到於你 我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他)現正持續有飢餓了的，

並且 我們那時(也是)滋養強健？ 甚或/或而 到於(他)現正持續有乾渴了的， 並且 我們那時(也是)餵飲？

太 25:38 po,te de, se ei;domen xe,non kai. sunhga,gomen( h' gumno.n kai. perieba,lomenÈ
When saw we thee a stranger, and took thee in? or naked, and clothed thee?
甚麼時候見你作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體給你穿；

何時呢 然而也 到於你 我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他)陌生客旅的/陌生奇異的， 並且 我們那時(也是)聚集？

甚或/或而 到於(他)赤身裸露的， 並且 我們那時(也是)披蓋穿裹？

太 25:39 po,te de, se ei;domen avsqenou/nta h' evn fulakh/| kai. h;lqomen pro,j seÈ
Or when saw we thee sick, or in prison, and came unto thee?
又甚麼時候見你病了，或是在監裏，來看你呢。

何時呢 然而也 到於你 我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他)現正持續成軟弱無力了的 甚或/或而 在內

在對(她)夜更/監獄， 並且 我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
[經文變異RT]

何時呢 然而也 到於你 我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它們)軟弱無力的 甚或/或而 在內 在對(她)夜更/監獄， 並且

我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

太 25:40 kai. avpokriqei.j ò basileu.j evrei/ auvtoi/j( VAmh.n le,gw ùmi/n( evfV o[son evpoih,sate èni. tou,twn tw/n
avdelfw/n mou tw/n evlaci,stwn( evmoi. evpoih,sateÅ
And the King shall answer and say unto them, Verily I say unto you, Inasmuch as ye have done it unto one of
the least of these my brethren, ye have done it unto me.
王要回答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作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

並且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那 (他)君王 他/她/它將要(持續)開聲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這每一切 你們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在對(他)一個

從屬(他們)那同一者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弟兄 從屬我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最微小低下的， 在對"我"

你們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太 25:41 To,te evrei/ kai. toi/j evx euvwnu,mwn( Poreu,esqe avpV evmou/ ÎoìÐ kathrame,noi eivj to. pu/r to. aivw,nion to.
ht̀oimasme,non tw/| diabo,lw| kai. toi/j avgge,loij auvtou/Å
Then shall he say also unto them on the left hand, Depart from me, ye cursed, into everlasting fire, prepared for
the devil and his angels:
王又要向那左邊的說：你們這被咒詛的人，離開我，進入那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預備的永火裏去。

當那時地 他/她/它將要(持續)開聲言說 並且 在對(他們)那些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左邊的，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從那裏離開 從屬"我" (他們)那些 (他們)現在已經被發向下禱告咒詛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火 到於(它)那 到於(它)時世恆久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現在已經被使成妥切齊備了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詆辱中傷的[常指魔鬼] 並且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使者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WH]

當那時地 他/她/它將要(持續)開聲言說 並且 在對(他們)那些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左邊的，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從那裏離開 從屬"我" (他們)現在已經被發向下禱告咒詛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火 到於(它)那 到於(它)時世恆久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現在已經被使成妥切齊備了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詆辱中傷的[常指魔鬼] 並且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使者 從屬(他)同一者；

太 25:42 evpei,nasa ga.r kai. ouvk evdw,kate, moi fagei/n( evdi,yhsa kai. ouvk evpoti,sate, me(
For I was an hungred, and ye gave me no meat: I was thirsty, and ye gave me no drink:
因為我餓了，你們不給我喫；渴了，你們不給我喝；

我那時(也是)有飢餓 因為， 並且 不是/不 你們那時(也是)給與 在對我 那時(也是)要去吃食； 我那時(也是)有乾渴，

並且 不是/不 你們那時(也是)餵飲 到於我；
[經文變異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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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時(也是)有飢餓 因為， 並且 不是/不 你們那時(也是)給與 在對我 那時(也是)要去吃食； 並且

我那時(也是)有乾渴， 並且 不是/不 你們那時(也是)餵飲 到於我；

太 25:43 xe,noj h;mhn kai. ouv sunhga,gete, me( gumno.j kai. ouv perieba,lete, me( avsqenh.j kai. evn fulakh/| kai. ouvk
evpeske,yasqe, meÅ
I was a stranger, and ye took me not in: naked, and ye clothed me not: sick, and in prison, and ye visited me
not.
我作客旅，你們不留我住；我赤身露體，你們不給我穿；我病了，我在監裏，你們不來看顧我。

(他)陌生客旅的/陌生奇異的 我當時持續是， 並且 不是/不 你們那時(也是)聚集 到於我； (他)赤身裸露的， 並且

不是/不 你們那時(也是)披蓋穿裹 到於我； (他)軟弱無力的 並且 在內 在對(她)夜更/監獄， 並且 不是/不

你們那時(也是)讓自己視察眷顧 到於我。

太 25:44 to,te avpokriqh,sontai kai. auvtoi. le,gontej( Ku,rie( po,te se ei;domen peinw/nta h' diyw/nta h' xe,non h'
gumno.n h' avsqenh/ h' evn fulakh/| kai. ouv dihkonh,same,n soiÈ
Then shall they also answer him, saying, Lord, when saw we thee an hungred, or athirst, or a stranger, or
naked, or sick, or in prison, and did not minister unto thee?
他們也要回答說：主阿，我們甚麼時候見你餓了，或渴了，或作客旅，或赤身露體，或病了，或在監裏，不伺候

你呢。

當那時地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被生應對回答 並且 (他們)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阿,(他)主人， 何時呢

到於你 我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他)現正持續有飢餓了的 甚或/或而 到於(他)現正持續有乾渴了的 甚或/或而

到於(他)陌生客旅的/陌生奇異的 甚或/或而 到於(他)赤身裸露的 甚或/或而 到於(他)軟弱無力的 甚或/或而 在內

在對(她)夜更/監獄， 並且 不是/不 我們那時(也是)行服事 在對你？
[經文變異RT]

當那時地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被生應對回答 在對(他)同一者 並且 (他們)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阿,(他)主人， 何時呢 到於你 我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他)現正持續有飢餓了的 甚或/或而

到於(他)現正持續有乾渴了的 甚或/或而 到於(他)陌生客旅的/陌生奇異的 甚或/或而 到於(他)赤身裸露的 甚或/或而

到於(他)軟弱無力的 甚或/或而 在內 在對(她)夜更/監獄， 並且 不是/不 我們那時(也是)行服事 在對你？

太 25:45 to,te avpokriqh,setai auvtoi/j le,gwn( VAmh.n le,gw ùmi/n( evfV o[son ouvk evpoih,sate èni. tou,twn tw/n
evlaci,stwn( ouvde. evmoi. evpoih,sateÅ
Then shall he answer them, saying, Verily I say unto you, Inasmuch as ye did it not to one of the least of these,
ye did it not to me.
王要回答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不作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不作在我身上了。

當那時地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生應對回答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這每一切 不是/不 你們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在對(他)一個 從屬(他們)那同一者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最微小低下的， 然而也不是地 在對"我" 你們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太 25:46 kai. avpeleu,sontai ou-toi eivj ko,lasin aivw,nion( oi` de. di,kaioi eivj zwh.n aivw,nionÅ
And these shall go away into everlasting punishment: but the righteous into life eternal.
這些人要往永刑裏去；那些義人要往永生裏去。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他們)那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懲戒 到於(她)時世恆久的；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具公平正義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生命 到於(她)時世恆久的。

太 26:1 Kai. evge,neto o[te evte,lesen ò VIhsou/j pa,ntaj tou.j lo,gouj tou,touj( ei=pen toi/j maqhtai/j auvtou/(
And it came to pass, when Jesus had finished all these sayings, he said unto his disciples,
耶穌說完了這一切的話，就對門徒說：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當這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完成 (他)那 (他)耶穌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到於(他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太 26:2 Oi;date o[ti meta. du,o hm̀e,raj to. pa,sca gi,netai( kai. ò uiò.j tou/ avnqrw,pou paradi,dotai eivj to.
staurwqh/naiÅ
Ye know that after two days is the feast of the passover, and the Son of man is betrayed to be crucified.
你們知道過兩天是逾越節，人子將要被交給人，釘在十字架上。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她們)二個/兩個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它)那 (它)逾越/逾越節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並且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交付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被釘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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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26:3 To,te sunh,cqhsan oì avrcierei/j kai. oi` presbu,teroi tou/ laou/ eivj th.n auvlh.n tou/ avrciere,wj tou/
legome,nou Kai?a,fa
Then assembled together the chief priests, and the scribes, and the elders of the people, unto the palace of the
high priest, who was called Caiaphas,
那時，祭司長和民間的長老，聚集在大祭司稱為該亞法的院裏。

當那時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聚集 (他們)那些 (他們)大祭司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更年長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民百姓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天井庭院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大祭司 從屬(他)那

從屬(他)現正持續被道說了的 從屬(他)該亞法；
[經文變異RT]

當那時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聚集 (他們)那些 (他們)大祭司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書記文士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更年長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民百姓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天井庭院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大祭司

從屬(他)那 從屬(他)現正持續被道說了的 從屬(他)該亞法；

太 26:4 kai. sunebouleu,santo i[na to.n VIhsou/n do,lw| krath,swsin kai. avpoktei,nwsin\
And consulted that they might take Jesus by subtilty, and kill him.
大家商議，要用詭計拿住耶穌殺他；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商議建言， 為要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在對(他)餌誘詭詐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掌控抓住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殺害除掉註1。

註1：“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殺害除掉”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殺害除掉”。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商議建言， 為要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掌控抓住

在對(他)餌誘詭詐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殺害除掉。

太 26:5 e;legon de,( Mh. evn th/| eòrth/|( i[na mh. qo,ruboj ge,nhtai evn tw/| law/|Å
But they said, Not on the feast day, lest there be an uproar among the people.
只是說，當節的日子不可，恐怕民間生亂。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然而也， 不會/不要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節期， 為要 不會/不要 (他)喧鬧滋擾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人民百姓。

太 26:6 Tou/ de. VIhsou/ genome,nou evn Bhqani,a| evn oivki,a| Si,mwnoj tou/ leprou/(
Now when Jesus was in Bethany, in the house of Simon the leper,
耶穌在伯大尼長大痲瘋的西門家裏，

從屬(他)那 然而也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在內 在對(她)伯大尼 在內 在對(她)住屋家庭

從屬(他)西門 從屬(他)那 從屬(他)痲瘋病的，

太 26:7 prosh/lqen auvtw/| gunh. e;cousa avla,bastron mu,rou baruti,mou kai. kate,ceen evpi. th/j kefalh/j auvtou/
avnakeime,nouÅ
There came unto him a woman having an alabaster box of very precious ointment, and poured it on his head, as
he sat at meat.
有一個女人，拿著一玉瓶極貴的香膏來，趁耶穌坐席的時候，澆在他的頭上。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 在對(他)同一者 (她)女人 (她)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玉瓶

從屬(它)沒藥香膏 從屬(它)價值貴重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下傾注澆流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頭 從屬(他)同一者 從屬(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靠躺坐席了的。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 在對(他)同一者 (她)女人 到於(她)玉瓶 從屬(它)沒藥香膏

(她)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從屬(它)價值貴重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下傾注澆流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頭 從屬(他)同一者 從屬(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靠躺坐席了的。

太 26:8 ivdo,ntej de. oi` maqhtai. hvgana,kthsan le,gontej( Eivj ti, h` avpw,leia au[thÈ
But when his disciples saw it, they had indignation, saying, To what purpose is this waste?
門徒看見，就很不喜悅，說：何用這樣的枉費呢；

(他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然而也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怨恨惱怒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她)那 (她)毀壞失喪 (她)那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然而也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怨恨惱怒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她)那 (她)毀壞失喪 (她)那同一者？

太 26:9 evdu,nato ga.r tou/to praqh/nai pollou/ kai. doqh/nai ptwcoi/jÅ
For this ointment might have been sold for much, and given to the po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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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香膏可以賣許多錢，賙濟窮人。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因為 (它)那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被出售變賣 從屬(它)許多的，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被給與 在對(他們)貧苦窮困的。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因為 (它)那同一者 (它)那 (它)沒藥香膏 那時(也是)要去被出售變賣

從屬(它)許多的，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被給與 在對(他們)貧苦窮困的。

太 26:10 gnou.j de. ò VIhsou/j ei=pen auvtoi/j( Ti, ko,pouj pare,cete th/| gunaiki,È e;rgon ga.r kalo.n hvrga,sato eivj evme,\
When Jesus understood it, he said unto them, Why trouble ye the woman? for she hath wrought a good work
upon me.
耶穌看出他們的意思，就說：為甚麼難為這女人呢；他在我身上作的，是一件美事。

(他)那時(也是)認識知道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到於(他們)勞碌疲累 你們現在持續展示提供 在對(她)那 在對(她)女人？ 到於(它)工作 因為

到於(它)美好適當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作工作 向內進入 到於"我"。

太 26:11 pa,ntote ga.r tou.j ptwcou.j e;cete meqV èautw/n( evme. de. ouv pa,ntote e;cete\
For ye have the poor always with you; but me ye have not always.
因為常有窮人和你們同在；只是你們不常有我。

總是地 因為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貧苦窮困的 你們現在持續持有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同一者自己；

到於"我" 然而也 不是/不 總是地 你們現在持續持有。

太 26:12 balou/sa ga.r au[th to. mu,ron tou/to evpi. tou/ sw,mato,j mou pro.j to. evntafia,sai me evpoi,hsenÅ
For in that she hath poured this ointment on my body, she did it for my burial.
他將這香膏澆在我身上，是為我安葬作的。

(她)那時(也是)投擲了的 因為 (她)那同一者 到於(它)那 到於(它)沒藥香膏 到於(它)那同一者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它)那 從屬(它)身體 從屬我，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入殮安葬 到於我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太 26:13 avmh.n le,gw ùmi/n( o[pou eva.n khrucqh/| to. euvagge,lion tou/to evn o[lw| tw/| ko,smw|( lalhqh,setai kai. o]
evpoi,hsen au[th eivj mnhmo,sunon auvth/jÅ
Verily I say unto you, Wheresoever this gospel shall be preached in the whole world, there shall also this, that
this woman hath done, be told for a memorial of her.
我實在告訴你們，普天之下，無論在甚麼地方傳這福音，也要述說這女人所行的，作個記念。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但凡若是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傳達宣講 (它)那

(它)福音佳訊 (它)那同一者 在內 在對(他)整個全部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美容妝束/世界，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發言講說 並且 到於(它)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她)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它)記念記錄 從屬(她)同一者。

太 26:14 To,te poreuqei.j ei-j tw/n dw,deka( ò lego,menoj VIou,daj VIskariw,thj( pro.j tou.j avrcierei/j
Then one of the twelve, called Judas Iscariot, went unto the chief priests,
當下，十二門徒裏，有一個稱為加略人猶大的，去見祭司長，說：

當那時地 (他)那時(也是)被行去了的 (他)一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十二個， (他)那 (他)現正持續被道說了的

(他)猶大 (他)加略人，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大祭司，

太 26:15 ei=pen( Ti, qe,lete, moi dou/nai( kavgw. ùmi/n paradw,sw auvto,nÈ oi` de. e;sthsan auvtw/| tria,konta avrgu,riaÅ
And said unto them, What will ye give me, and I will deliver him unto you? And they covenanted with him for
thirty pieces of silver.
我把他交給你們，你們願意給我多少錢。他們就給了他三十塊錢。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們現在持續定意 在對我 那時(也是)要去給與， 並且我

在對你們 我將要(持續)交付 到於(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立定站住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它們)三十個 到於(它們)銀錢。

太 26:16 kai. avpo. to,te evzh,tei euvkairi,an i[na auvto.n paradw/|Å
And from that time he sought opportunity to betray him.
從那時候，他就找機會，要把耶穌交給他們。

並且 從那裏離開 當那時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探索尋求 到於(她)好機會 為要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交付。

太 26:17 Th/| de. prw,th| tw/n avzu,mwn prosh/lqon oi` maqhtai. tw/| VIhsou/ le,gontej( Pou/ qe,leij ètoima,swme,n soi
fagei/n to. pa,scaÈ
Now the first day of the feast of unleavened bread the disciples came to Jesus, saying unto him, Where wilt t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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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we prepare for thee to eat the passover?
除酵節的第一天，門徒來問耶穌說：你喫逾越節的筵席，要我們在那裏給你預備。

在對(她)那 然而也 在對(她)首先的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無酵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在對(他)那 在對(他)耶穌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從屬某個什麼地方呢 你現在持續定意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使成妥切齊備 在對你 那時(也是)要去吃食 到於(它)那 到於(它)逾越/逾越節？
[經文變異RT]

在對(她)那 然而也 在對(她)首先的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無酵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在對(他)那 在對(他)耶穌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從屬某個什麼地方呢

你現在持續定意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使成妥切齊備 在對你 那時(也是)要去吃食 到於(它)那 到於(它)逾越/逾越節？

太 26:18 ò de. ei=pen( ~Upa,gete eivj th.n po,lin pro.j to.n dei/na kai. ei;pate auvtw/|( ~O dida,skaloj le,gei( ~O kairo,j
mou evggu,j evstin( pro.j se. poiw/ to. pa,sca meta. tw/n maqhtw/n mouÅ
And he said, Go into the city to such a man, and say unto him, The Master saith, My time is at hand; I will keep
the passover at thy house with my disciples.
耶穌說：你們進城去，到某人那裏，對他說：夫子說：我的時候快到了；我與門徒要在你家裏守逾越節。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退開去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城邑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某某這種的，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老師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他)那 (他)場合時節 從屬我 接近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 我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到於(它)那 到於(它)逾越/逾越節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門徒

從屬我。

太 26:19 kai. evpoi,hsan oì maqhtai. wj̀ sune,taxen auvtoi/j ò VIhsou/j kai. ht̀oi,masan to. pa,scaÅ
And the disciples did as Jesus had appointed them; and they made ready the passover.
門徒遵著耶穌所吩咐的就去預備了逾越節的筵席。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正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共同安排定規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使成妥切齊備 到於(它)那 到於(它)逾越/逾越節。

太 26:20 VOyi,aj de. genome,nhj avne,keito meta. tw/n dw,dekaÅ
Now when the even was come, he sat down with the twelve.
到了晚上，耶穌和十二個門徒坐席。

從屬(她)具將近晚的 然而也 從屬(她)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靠躺坐席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十二個。
[經文變異WH]

從屬(她)具將近晚的 然而也 從屬(她)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靠躺坐席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十二個 從屬(他們)門徒。

太 26:21 kai. evsqio,ntwn auvtw/n ei=pen( VAmh.n le,gw ùmi/n o[ti ei-j evx um̀w/n paradw,sei meÅ
And as they did eat, he said, Verily I say unto you, that one of you shall betray me.
正喫的時候，耶穌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中間有一個人要賣我了。

並且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喫食了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是這樣 (他)一個 向外出來 從屬你們 他/她/它將要(持續)交付 到於我。

太 26:22 kai. lupou,menoi sfo,dra h;rxanto le,gein auvtw/| ei-j e[kastoj( Mh,ti evgw, eivmi( ku,rieÈ
And they were exceeding sorrowful, and began every one of them to say unto him, Lord, is it I?
他們就甚憂愁，一個一個的問他說：主，是我麼。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被致憂傷愁苦了的 極度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 現要去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一個 (他)各個的， 豈會是呢 我 我現在持續是， 阿,(他)主人？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被致憂傷愁苦了的 極度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 現要去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各個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豈會是呢 我 我現在持續是， 阿,(他)主人？

太 26:23 ò de. avpokriqei.j ei=pen( ~O evmba,yaj metV evmou/ th.n cei/ra evn tw/| trubli,w| ou-to,j me paradw,seiÅ
And he answered and said, He that dippeth his hand with me in the dish, the same shall betray me.
耶穌回答說：同我蘸手在盤子裏的，就是他要賣我。

(他)那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那 (他)那時(也是)在內蘸浸了的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我" 到於(她)那 到於(她)手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碗盤， (他)那同一者 到於我

他/她/它將要(持續)交付。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那 (他)那時(也是)在內蘸浸了的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  簡易閲讀版  178

178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我"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碗盤 到於(她)那 到於(她)手， (他)那同一者 到於我

他/她/它將要(持續)交付。

太 26:24 ò me.n uiò.j tou/ avnqrw,pou ùpa,gei kaqw.j ge,graptai peri. auvtou/( ouvai. de. tw/| avnqrw,pw| evkei,nw| diV ou- ò
uiò.j tou/ avnqrw,pou paradi,dotai\ kalo.n h=n auvtw/| eiv ouvk evgennh,qh ò a;nqrwpoj evkei/nojÅ
The Son of man goeth as it is written of him: but woe unto that man by whom the Son of man is betrayed! it had
been good for that man if he had not been born.
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經上指著他所寫的，但賣人子的人有禍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

(他)那 的確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退開去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同一者； 哀哉呀 然而也 在對(他)那 在對(他)人 在對(他)在那裏的那個，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這個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交付； (它)美好適當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在對(他)同一者， 若是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發成為族類 (他)那 (他)人 (他)在那裏的那個。

太 26:25 avpokriqei.j de. VIou,daj ò paradidou.j auvto.n ei=pen( Mh,ti evgw, eivmi( ràbbi,È le,gei auvtw/|( Su. ei=pajÅ
Then Judas, which betrayed him, answered and said, Master, is it I? He said unto him, Thou hast said.
賣耶穌的猶大問他說：拉比，是我麼。耶穌說：你說的是。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然而也 (他)猶大 (他)那 (他)現正持續交付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豈會是呢 我 我現在持續是， 阿,(他)拉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你 你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太 26:26 VEsqio,ntwn de. auvtw/n labw.n ò VIhsou/j a;rton kai. euvlogh,saj e;klasen kai. dou.j toi/j maqhtai/j ei=pen(
La,bete fa,gete( tou/to, evstin to. sw/ma, mouÅ
And as they were eating, Jesus took bread, and blessed it, and brake it, and gave it to the disciples, and said,
Take, eat; this is my body.
他們喫的時候，耶穌拿起餅來，祝福，就擘開，遞給門徒，說：你們拿著喫；這是我的身體。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喫食了的 然而也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他)那 (他)耶穌 到於(他)麵餅 並且

(他)那時(也是)祝福稱讚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折裂破開， 並且 (他)那時(也是)給與了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門徒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拿取，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吃食； (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那 (它)身體 從屬我。
[經文變異RT]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喫食了的 然而也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他)那 (他)耶穌 到於(他)那

到於(他)麵餅 並且 (他)那時(也是)祝福稱讚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折裂破開，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給與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門徒，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拿取，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吃食； (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那 (它)身體 從屬我。

太 26:27 kai. labw.n poth,rion kai. euvcaristh,saj e;dwken auvtoi/j le,gwn( Pi,ete evx auvtou/ pa,ntej(
And he took the cup, and gave thanks, and gave it to them, saying, Drink ye all of it;
又拿起杯來，祝謝了，遞給他們，說：你們都喝這個；

並且 (他)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到於(它)杯 並且 (他)那時(也是)感謝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喝 向外出來 從屬(它)同一者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杯 並且 (他)那時(也是)感謝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喝 向外出來 從屬(它)同一者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太 26:28 tou/to ga,r evstin to. ai-ma, mou th/j diaqh,khj to. peri. pollw/n evkcunno,menon eivj a;fesin àmartiw/nÅ
For this is my blood of the new testament, which is shed for many for the remission of sins.
因為這是我立約的血，為多人流出來，使罪得赦。

(它)那同一者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那 (它)血 從屬我 從屬(她)那 從屬(她)遺囑契約， (它)那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們)許多的 (它)現正持續被向外傾注澆流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赦免釋放 從屬(她們)罪。
[經文變異RT]

(它)那同一者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那 (它)血 從屬我， (它)那 從屬(她)那 從屬(她)嶄新的

從屬(她)遺囑契約， (它)那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們)許多的 (它)現正持續被向外傾注澆流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赦免釋放 從屬(她們)罪。

太 26:29 le,gw de. ùmi/n( ouv mh. pi,w avpV a;rti evk tou,tou tou/ genh,matoj th/j avmpe,lou e[wj th/j h̀me,raj evkei,nhj o[tan
auvto. pi,nw meqV ùmw/n kaino.n evn th/| basilei,a| tou/ patro,j mouÅ
But I say unto you, I will not drink henceforth of this fruit of the vine, until that day when I drink it new with you in
my Father's kingdom.
但我告訴你們，從今以後，我不再喝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國裏，同你們喝新的那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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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現在持續道說 然而也 在對你們， 不是/不 不會/不要 我那時(也是)應該喝 從那裏離開 現今地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同一者 從屬(它)那 從屬(它)所生發成為 從屬(她)那 從屬(她)葡萄樹， 一直直到 從屬(她)那

從屬(她)日子/白日 從屬(她)在那裏的那個 但凡當這時 到於(它)同一者 我現在應該持續喝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你們 到於(它)嶄新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從屬我。
[經文變異RT]

我現在持續道說 然而也 在對你們， 是這樣 不是/不 不會/不要 我那時(也是)應該喝 從那裏離開 現今地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同一者 從屬(它)那 從屬(它)所生發成為族類 從屬(她)那 從屬(她)葡萄樹， 一直直到 從屬(她)那

從屬(她)日子/白日 從屬(她)在那裏的那個 但凡當這時 到於(它)同一者 我現在應該持續喝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你們 到於(它)嶄新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從屬我。

太 26:30 Kai. ùmnh,santej evxh/lqon eivj to. :Oroj tw/n VElaiw/nÅ
And when they had sung an hymn, they went out into the mount of Olives.
他們唱了詩，就出來往橄欖山去。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唱頌讚詩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高山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橄欖。

太 26:31 To,te le,gei auvtoi/j ò VIhsou/j( Pa,ntej ùmei/j skandalisqh,sesqe evn evmoi. evn th/| nukti. tau,th|( ge,graptai
ga,r( Pata,xw to.n poime,na( kai. diaskorpisqh,sontai ta. pro,bata th/j poi,mnhjÅ
Then saith Jesus unto them, All ye shall be offended because of me this night: for it is written, I will smite the
shepherd, and the sheep of the flock shall be scattered abroad.
那時，耶穌對他們說：今夜你們為我的緣故，都要跌倒；因為經上記著說：『我要擊打牧人，羊就分散了。』

當那時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你們

你們將要(持續)被誘陷絆倒 在內 在對"我"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夜晚 在對(她)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因為， 我將要(持續)敲打擊中 到於(他)那 到於(他)牧養者，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被徹底地驅離分散 (它們)那些 (它們)綿羊 從屬(她)那 從屬(她)牧群。
[經文變異RT]

當那時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你們

你們將要(持續)被誘陷絆倒 在內 在對"我"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夜晚 在對(她)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因為， 我將要(持續)敲打擊中 到於(他)那 到於(他)牧養者，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徹底地驅離分散 (它們)那些 (它們)綿羊 從屬(她)那 從屬(她)牧群。

太 26:32 meta. de. to. evgerqh/nai, me proa,xw ùma/j eivj th.n Galilai,anÅ
But after I am risen again, I will go before you into Galilee.
但我復活以後，要在你們以先往加利利去。

<轉換其中>隨到後 然而也 到於(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被喚醒起來 到於我， 我將要(持續)帶領在前面 到於你們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加利利。

太 26:33 avpokriqei.j de. ò Pe,troj ei=pen auvtw/|( Eiv pa,ntej skandalisqh,sontai evn soi,( evgw. ouvde,pote
skandalisqh,somaiÅ
Peter answered and said unto him, Though all men shall be offended because of thee, yet will I never be
offended.
彼得說：眾人雖然為你的緣故跌倒，我卻永不跌倒。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彼得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若是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被誘陷絆倒 在內 在對你， 我 然而也不是任何時候地

我將要(持續)被誘陷絆倒。
[經文變異RT]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彼得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若是 並且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被誘陷絆倒 在內 在對你， 我 然而也不是任何時候地

我將要(持續)被誘陷絆倒。

太 26:34 e;fh auvtw/| o` VIhsou/j( VAmh.n le,gw soi o[ti evn tau,th| th/| nukti. pri.n avle,ktora fwnh/sai tri.j avparnh,sh|
meÅ
Jesus said unto him, Verily I say unto thee, That this night, before the cock crow, thou shalt deny me thrice.
耶穌說：我實在告訴你，今夜雞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認我。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宣稱傳講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 是這樣 在內

在對(她)那同一者 在對(她)那 在對(她)夜晚， 在之前地 到於(他)公雞 那時(也是)要去出聲叫喚， 三次地

你將要(持續)讓自己完全否認拒絕 到於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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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26:35 le,gei auvtw/| o` Pe,troj( Ka'n de,h| me su.n soi. avpoqanei/n( ouv mh, se avparnh,somaiÅ òmoi,wj kai. pa,ntej oi`
maqhtai. ei=panÅ
Peter said unto him, Though I should die with thee, yet will I not deny thee. Likewise also said all the disciples.
彼得說：我就是必須和你同死，也總不能不認你。眾門徒都是這樣說。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彼得， 且但凡若是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到於我 共同一起 在對你 那時(也是)要去死去， 不是/不 不會/不要 到於你 我將要(持續)讓自己完全否認拒絕。

具同樣相同地 並且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經文變異MT]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彼得， 且但凡若是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到於我 共同一起 在對你 那時(也是)要去死去， 不是/不 不會/不要 到於你 我將要(持續)讓自己完全否認拒絕。

具同樣相同地 然而也 並且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太 26:36 To,te e;rcetai metV auvtw/n ò VIhsou/j eivj cwri,on lego,menon Geqshmani. kai. le,gei toi/j maqhtai/j(
Kaqi,sate auvtou/ e[wj Îou-Ð avpelqw.n evkei/ proseu,xwmaiÅ
Then cometh Jesus with them unto a place called Gethsemane, and saith unto the disciples, Sit ye here, while I
go and pray yonder.
耶穌同門徒來到一個地方，名叫客西馬尼，就對他們說：你們坐在這裏，等我到那邊去禱告。

當那時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向內進入

到於(它)小塊地域 到於(它)現正持續被道說了的 到於(它)客西馬尼，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門徒，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就座 在同一處地， 一直直到 從屬(它)這個

(他)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了的 在那裏地 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祈禱求告。
[經文變異RT]

當那時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向內進入

到於(它)小塊地域 到於(它)現正持續被道說了的 到於(它)客西馬尼，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門徒，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就座 在同一處地， 一直直到 從屬(它)這個

(他)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了的 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祈禱求告 在那裏地。

太 26:37 kai. paralabw.n to.n Pe,tron kai. tou.j du,o uìou.j Zebedai,ou h;rxato lupei/sqai kai. avdhmonei/nÅ
And he took with him Peter and the two sons of Zebedee, and began to be sorrowful and very heavy.
於是帶著彼得，和西庇太的兩個兒子同去，就憂愁起來，極其難過；

並且 (他)那時(也是)拿取在旁邊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彼得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二個/兩個

到於(他們)兒子 從屬(他)西庇太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 現要去持續被致憂傷愁苦 並且

現要去持續成難過悲痛。

太 26:38 to,te le,gei auvtoi/j( Peri,lupo,j evstin h` yuch, mou e[wj qana,tou\ mei,nate w-de kai. grhgorei/te metV evmou/Å
Then saith he unto them, My soul is exceeding sorrowful, even unto death: tarry ye here, and watch with me.
便對他們說：我心裏甚是憂傷，幾乎要死；你們在這裏等候，和我一同儆醒。

當那時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她)憂傷愁苦環繞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生魂意念

從屬我 一直直到 從屬(他)死；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停留持守 也就在此地， 並且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儆醒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我"。
[經文變異MT]

當那時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她)憂傷愁苦環繞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生魂意念 從屬我 一直直到 從屬(他)死；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停留持守 也就在此地， 並且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儆醒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我"。

太 26:39 kai. proelqw.n mikro.n e;pesen evpi. pro,swpon auvtou/ proseuco,menoj kai. le,gwn( Pa,ter mou( eiv dunato,n
evstin( parelqa,tw avpV evmou/ to. poth,rion tou/to\ plh.n ouvc ẁj evgw. qe,lw avllV wj̀ su,Å
And he went a little further, and fell on his face, and prayed, saying, O my Father, if it be possible, let this cup
pass from me: nevertheless not as I will, but as thou wilt.
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禱告說：我父阿，倘若可行，求你叫這杯離開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

意思。

並且 (他)那時(也是)到來前往在前面了的 到於(它)一點點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落下墜落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前面的臉面 從屬(他)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祈禱求告了的 並且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阿,(他)父親

從屬我， 若是 (它)乃能夠可能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在旁邊過去 從那裏離開 從屬"我"

(它)那 (它)杯 (它)那同一者； 超出之外地 不是/不 正如地 我 我現在持續定意， 但乃是 正如地 你。

太 26:40 kai. e;rcetai pro.j tou.j maqhta.j kai. eùri,skei auvtou.j kaqeu,dontaj( kai. le,gei tw/| Pe,trw|( Ou[twj ouvk
ivscu,sate mi,an w[ran grhgorh/sai metV evmou/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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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he cometh unto the disciples, and findeth them asleep, and saith unto Peter, What, could ye not watch with
me one hour?
來到門徒那裏，見他們睡著了，就對彼得說：怎麼樣，你們不能同我儆醒片時麼。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門徒，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找到尋見 到於(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睡著了的，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那

在對(他)彼得， 那同一樣式地 不是/不 你們那時(也是)有強壯大力 到於(她)一個/第一 到於(她)鐘點時刻

那時(也是)要去儆醒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我"？

太 26:41 grhgorei/te kai. proseu,cesqe( i[na mh. eivse,lqhte eivj peirasmo,n\ to. me.n pneu/ma pro,qumon h` de. sa.rx
avsqenh,jÅ
Watch and pray, that ye enter not into temptation: the spirit indeed is willing, but the flesh is weak.
總要儆醒禱告，免得入了迷惑；你們心靈固然願意，肉體卻軟弱了。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儆醒 並且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祈禱求告， 為要 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他)試探試煉； (它)那 的確 (它)靈/風 (它)欣然甘願的，

(她)那 然而也 (她)肉體 (她)軟弱無力的。

太 26:42 pa,lin evk deute,rou avpelqw.n proshu,xato le,gwn( Pa,ter mou( eiv ouv du,natai tou/to parelqei/n eva.n mh.
auvto. pi,w( genhqh,tw to. qe,lhma, souÅ
He went away again the second time, and prayed, saying, O my Father, if this cup may not pass away from me,
except I drink it, thy will be done.
第二次又去禱告說：我父阿，這杯若不能離開我，必要我喝，就願你的意旨成全。

重新又再地 向外出來 從屬(它)第二的 (他)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祈禱求告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阿,(他)父親 從屬我， 若是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它)那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在旁邊過去， 但凡若是 不會/不要 到於(它)同一者 我那時(也是)應該喝，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被生發成為 (它)那 (它)所定意 從屬你。
[經文變異RT]

重新又再地 向外出來 從屬(它)第二的 (他)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祈禱求告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阿,(他)父親 從屬我， 若是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它)那同一者

(它)那 (它)杯 那時(也是)要去在旁邊過去 從那裏離開 從屬"我"， 但凡若是 不會/不要 到於(它)同一者

我那時(也是)應該喝，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被生發成為 (它)那 (它)所定意 從屬你。

太 26:43 kai. evlqw.n pa,lin eu-ren auvtou.j kaqeu,dontaj( h=san ga.r auvtw/n oì ovfqalmoi. bebarhme,noiÅ
And he came and found them asleep again: for their eyes were heavy.
又來見他們睡著了，因為他們的眼睛困倦。

並且 (他)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重新又再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找到尋見 到於(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睡著了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因為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眼睛

(他們)現在已經被成沉重重壓了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找到尋見 到於(他們)同一者 重新又再地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睡著了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因為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眼睛

(他們)現在已經被成沉重重壓了的。

太 26:44 kai. avfei.j auvtou.j pa,lin avpelqw.n proshu,xato evk tri,tou to.n auvto.n lo,gon eivpw.n pa,linÅ
And he left them, and went away again, and prayed the third time, saying the same words.
耶穌又離開他們去了；第三次禱告，說的話還是與先前一樣。

並且 (他)那時(也是)任憑釋放離開了的 到於(他們)同一者， 重新又再地 (他)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祈禱求告 向外出來 從屬(它)第三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他)那時(也是)發話言說了的 重新又再地。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任憑釋放離開了的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了的 重新又再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祈禱求告 向外出來 從屬(它)第三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他)那時(也是)發話言說了的 。

太 26:45 to,te e;rcetai pro.j tou.j maqhta.j kai. le,gei auvtoi/j( Kaqeu,dete Îto.Ð loipo.n kai. avnapau,esqe\ ivdou.
h;ggiken h̀ w[ra kai. ò uìo.j tou/ avnqrw,pou paradi,dotai eivj cei/raj am̀artwlw/nÅ
Then cometh he to his disciples, and saith unto them, Sleep on now, and take your rest: behold, the hour is at
hand, and the Son of man is betrayed into the hands of sinners.
於是來到門徒那裏，對他們說：現在你們仍然睡覺安歇罷。〔罷或作麼〕時候到了，人子被賣在罪人手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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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那時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門徒，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你們現在持續睡著 到於(它)那 到於(它)此後的/此外的， 並且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休息恢復；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她/它現在已經靠近 (她)那 (她)鐘點時刻， 並且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交付 向內進入 到於(她們)手 從屬(他們)犯罪的。
[經文變異RT][不同讀法]

當那時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睡著註1
到於(它)那 到於(它)此後的/此外的， 並且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休息恢復註2；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她/它現在已經靠近 (她)那 (她)鐘點時刻，

並且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交付 向內進入 到於(她們)手 從屬(他們)犯罪的。

註1：“你們現在持續睡著”文法上亦可以為“你們現在就要持續睡著”。

註2：“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休息恢復”文法上亦可以為“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休息恢復”。

[經文變異WH][不同標點]

當那時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門徒，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你們現在持續睡著 到於(它)此後的/此外的， 並且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休息恢復？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她/它現在已經靠近 (她)那 (她)鐘點時刻， 並且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交付 向內進入 到於(她們)手 從屬(他們)犯罪的。

太 26:46 evgei,resqe a;gwmen\ ivdou. h;ggiken ò paradidou,j meÅ
Rise, let us be going: behold, he is at hand that doth betray me.
起來，我們走罷；看哪，賣我的人近了。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喚醒起來，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帶領；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她/它現在已經靠近

(他)那 (他)現正持續交付了的 到於我。

太 26:47 Kai. e;ti auvtou/ lalou/ntoj ivdou. VIou,daj ei-j tw/n dw,deka h=lqen kai. metV auvtou/ o;cloj polu.j meta.
macairw/n kai. xu,lwn avpo. tw/n avrciere,wn kai. presbute,rwn tou/ laou/Å
And while he yet spake, lo, Judas, one of the twelve, came, and with him a great multitude with swords and
staves, from the chief priests and elders of the people.
說話之間，那十二個門徒裏的猶大來了，並有許多人，帶著刀棒，從祭司長和民間的長老那裏，與他同來。

並且 依然仍舊地 從屬(他)同一者 從屬(他)現正持續發言講說了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猶大

(他)一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十二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並且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同一者

(他)群眾 (他)許多的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們)兵刃 並且 從屬(它們)木幹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大祭司 並且 從屬(他們)更年長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民百姓。

太 26:48 ò de. paradidou.j auvto.n e;dwken auvtoi/j shmei/on le,gwn( }On a'n filh,sw auvto,j evstin( krath,sate auvto,nÅ
Now he that betrayed him gave them a sign, saying, Whomsoever I shall kiss, that same is he: hold him fast.
那賣耶穌的，給了他們一個暗號，說：我與誰親嘴，誰就是他；你們可以拿住他。

(他)那 然而也 (他)現正持續交付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識別之表記徵兆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到於(他)這個 但凡 我那時(也是)應該喜愛/親吻， (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掌控抓住 到於(他)同一者。

太 26:49 kai. euvqe,wj proselqw.n tw/| VIhsou/ ei=pen( Cai/re( ràbbi,( kai. katefi,lhsen auvto,nÅ
And forthwith he came to Jesus, and said, Hail, master; and kissed him.
猶大隨即到耶穌跟前說：請拉比安；就與他親嘴。

並且 平直直接地[同#2117] (他)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了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你現在就要持續歡喜安樂， 阿,(他)拉比；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熱烈地親吻

到於(他)同一者。

太 26:50 ò de. VIhsou/j ei=pen auvtw/|( ~Etai/re( evfV o] pa,reiÅ to,te proselqo,ntej evpe,balon ta.j cei/raj evpi. to.n VIhsou/n
kai. evkra,thsan auvto,nÅ
And Jesus said unto him, Friend, wherefore art thou come? Then came they, and laid hands on Jesus, and took
him.
耶穌對他說：朋友，你來要作的事，就作罷。於是那些人上前，下手拿住耶穌。

(他)那 然而也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阿,(他)同志朋友，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這個 你現在持續是是在旁邊。 當那時地 (他們)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投擲在上面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手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掌控抓住 到於(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不同標點]

(他)那 然而也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阿,(他)同志朋友， <在上面>在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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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它)這個 你現在持續是是在旁邊？ 當那時地 (他們)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投擲在上面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手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掌控抓住 到於(他)同一者。

太 26:51 kai. ivdou. ei-j tw/n meta. VIhsou/ evktei,naj th.n cei/ra avpe,spasen th.n ma,cairan auvtou/ kai. pata,xaj to.n
dou/lon tou/ avrciere,wj avfei/len auvtou/ to. wvti,onÅ
And, behold, one of them which were with Jesus stretched out his hand, and drew his sword, and struck a
servant of the high priest's, and smote off his ear.
有跟隨耶穌的一個人，伸手拔出刀來，將大祭司的僕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一個耳朵。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一個 從屬(他們)那些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耶穌

(他)那時(也是)向外伸展出來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手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拉拔離開 到於(她)那 到於(她)兵刃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那時(也是)敲打擊中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奴僕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大祭司

他/她/它那時(也是)分離去除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它)那 到於(它)耳垂。

太 26:52 to,te le,gei auvtw/| o` VIhsou/j( VApo,streyon th.n ma,caira,n sou eivj to.n to,pon auvth/j\ pa,ntej ga.r oì
labo,ntej ma,cairan evn macai,rh| avpolou/ntaiÅ
Then said Jesus unto him, Put up again thy sword into his place: for all they that take the sword shall perish with
the sword.
耶穌對他說：收刀入鞘罷；凡動刀的，必死在刀下。

當那時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你那時(也是)就要從那裏轉動翻轉 到於(她)那

到於(她)兵刃 從屬你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地點處所 從屬(她)同一者；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因為

(他們)那些 (他們)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到於(她)兵刃 在內 在對(她)兵刃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毀掉除滅。
[經文變異RT]

當那時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你那時(也是)就要從那裏轉動翻轉 從屬你

到於(她)那 到於(她)兵刃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地點處所 從屬(她)同一者；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因為

(他們)那些 (他們)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到於(她)兵刃 在內 在對(她)兵刃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毀掉除滅。

太 26:53 h' dokei/j o[ti ouv du,namai parakale,sai to.n pate,ra mou( kai. parasth,sei moi a;rti plei,w dw,deka
legiw/naj avgge,lwnÈ
Thinkest thou that I cannot now pray to my Father, and he shall presently give me more than twelve legions of
angels?
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現在為我差遣十二營多天使來麼。

甚或/或而 你現在持續設想認為對 是這樣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那時(也是)要去勸勉請求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從屬我，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立定站住在旁邊 在對我 現今地 到於(它們)更多的

從屬(她們)十二個 到於(她們)軍團 從屬(他們)使者？
[經文變異RT]

甚或/或而 你現在持續設想認為對 是這樣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現今地 那時(也是)要去勸勉請求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從屬我，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立定站住在旁邊 在對我 到於(她們)更多的 甚或/或而

到於(她們)十二個註1
到於(他們)軍團 從屬(他們)使者？

註1：“從屬(她們)十二個”文法上亦可以為“到於(她們)十二個”。

太 26:54 pw/j ou=n plhrwqw/sin ai` grafai. o[ti ou[twj dei/ gene,sqaiÈ
But how then shall the scriptures be fulfilled, that thus it must be?
若是這樣，經上所說，事情必須如此的話，怎麼應驗呢。

怎樣如何地呢 這樣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被促使成充滿添足 (她們)那些 (她們)經文， 是這樣 那同一樣式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生發成為？

太 26:55 VEn evkei,nh| th/| w[ra| ei=pen ò VIhsou/j toi/j o;cloij( ~Wj evpi. lh|sth.n evxh,lqate meta. macairw/n kai. xu,lwn
sullabei/n meÈ kaqV hm̀e,ran evn tw/| ìerw/| evkaqezo,mhn dida,skwn kai. ouvk evkrath,sate, meÅ
In that same hour said Jesus to the multitudes, Are ye come out as against a thief with swords and staves for to
take me? I sat daily with you teaching in the temple, and ye laid no hold on me.
當時，耶穌對眾人說：你們帶著刀棒，出來拿我，如同拿強盜麼；我天天坐在殿裏教訓人，你們並沒有拿我。

在內 在對(她)在那裏的那個 在對(她)那 在對(她)鐘點時刻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那 (他)耶穌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群眾， 正如地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強盜 你們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們)兵刃 並且 從屬(它們)木幹 那時(也是)要去共同拿取/懷有/相持互助 到於我？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日子/白日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聖殿 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坐定下來

(他)現正持續教導了的， 並且 不是/不 你們那時(也是)掌控抓住 到於我。
[經文變異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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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內 在對(她)在那裏的那個 在對(她)那 在對(她)鐘點時刻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那 (他)耶穌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群眾， 正如地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強盜 你們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們)兵刃 並且 從屬(它們)木幹 那時(也是)要去共同拿取/懷有/相持互助 到於我？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日子/白日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坐定下來 (他)現正持續教導了的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聖殿， 並且 不是/不 你們那時(也是)掌控抓住 到於我。

太 26:56 tou/to de. o[lon ge,gonen i[na plhrwqw/sin ai` grafai. tw/n profhtw/nÅ To,te oi` maqhtai. pa,ntej avfe,ntej
auvto.n e;fugonÅ
But all this was done, that the scriptures of the prophets might be fulfilled. Then all the disciples forsook him,
and fled.
但這一切的事成就了，為要應驗先知書上的話。當下，門徒都離開他逃走了。

(它)那同一者 然而也 (它)整個全部的 他/她/它現在已經生發成為， 為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被促使成充滿添足

(她們)那些 (她們)經文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當那時地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那時(也是)任憑釋放離開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逃離走避。

太 26:57 Oì de. krath,santej to.n VIhsou/n avph,gagon pro.j Kai?a,fan to.n avrciere,a( o[pou oi` grammatei/j kai. oi`
presbu,teroi sunh,cqhsanÅ
And they that had laid hold on Jesus led him away to Caiaphas the high priest, where the scribes and the elders
were assembled.
拿耶穌的人，把他帶到大祭司該亞法那裏去；文士和長老，已經在那裏聚會。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那時(也是)掌控抓住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從那裏帶領離開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該亞法 到於(他)那 到於(他)大祭司，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他們)那些 (他們)書記文士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更年長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聚集。

太 26:58 ò de. Pe,troj hvkolou,qei auvtw/| avpo. makro,qen e[wj th/j auvlh/j tou/ avrciere,wj kai. eivselqw.n e;sw evka,qhto
meta. tw/n up̀hretw/n ivdei/n to. te,lojÅ
But Peter followed him afar off unto the high priest's palace, and went in, and sat with the servants, to see the
end.
彼得遠遠的跟著耶穌，直到大祭司的院子，進到裏面，就和差役同坐，要看這事到底怎樣。

(他)那 然而也 (他)彼得 他/她/它當時持續跟隨 在對(他)同一者 從那裏離開 從距離遠地 一直直到 從屬(她)那

從屬(她)天井庭院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大祭司， 並且 (他)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了的 入內裏面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坐下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差役 那時(也是)要去看見察覺 到於(它)那

到於(它)終結/貨物或旅行之終結稅。

太 26:59 oi` de. avrcierei/j kai. to. sune,drion o[lon evzh,toun yeudomarturi,an kata. tou/ VIhsou/ o[pwj auvto.n
qanatw,swsin(
Now the chief priests, and elders, and all the council, sought false witness against Jesus, to put him to death;
祭司長和全公會，尋找假見證，控告耶穌，要治死他。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大祭司 並且 (它)那 (它)公會 (它)整個全部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探索尋求 到於(她)假見證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他)那 從屬(他)耶穌， 這怎樣如何地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促使為死；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大祭司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更年長的 並且 (它)那 (它)公會 (它)整個全部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探索尋求 到於(她)假見證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他)那 從屬(他)耶穌， 這怎樣如何地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促使為死；

太 26:60 kai. ouvc eu-ron pollw/n proselqo,ntwn yeudomartu,rwnÅ u[steron de. proselqo,ntej du,o
But found none: yea, though many false witnesses came, yet found they none. At the last came two false
witnesses,
雖有好些人來作假見證，總得不著實據。末後有兩個人前來說：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找到尋見， 從屬(他們)許多的 從屬(他們)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了的

從屬(他們)假見證人。 稍遲隨後地 然而也 (他們)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了的 (他們)二個/兩個，
[經文變異RT]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找到尋見； 並且 從屬(他們)許多的 從屬(他們)假見證人

從屬(他們)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了的，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找到尋見。 稍遲隨後地 然而也

(他們)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了的 (他們)二個/兩個 (他們)假見證人，

太 26:61 ei=pan( Ou-toj e;fh( Du,namai katalu/sai to.n nao.n tou/ qeou/ kai. dia. triw/n hm̀erw/n oivkodomh/saiÅ
And said, This fellow said, I am able to destroy the temple of God, and to build it in three days.
這個人曾說：我能拆毀神的殿，三日內又建造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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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宣稱傳講，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那時(也是)要去拆毀/歇息 到於(他)那 到於(他)殿宇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們)三個

從屬(她們)日子/白日 那時(也是)要去營建修造。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宣稱傳講，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那時(也是)要去拆毀/歇息 到於(他)那 到於(他)殿宇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們)三個

從屬(她們)日子/白日 那時(也是)要去營建修造 到於(他)同一者。

太 26:62 kai. avnasta.j ò avrciereu.j ei=pen auvtw/|( Ouvde.n avpokri,nh| ti, ou-toi, sou katamarturou/sinÈ
And the high priest arose, and said unto him, Answerest thou nothing? what is it which these witness against
thee?
大祭司就站起來，對耶穌說：你甚麼都不回答麼；這些人作見證告你的是甚麼呢。

並且 (他)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了的 (他)那 (他)大祭司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你現在持續讓自己/被生應對回答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他們)那同一者 從屬你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作見證人向下相對？
[不同標點]

並且 (他)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了的 (他)那 (他)大祭司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你現在持續讓自己/被生應對回答？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他們)那同一者 從屬你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作見證人向下相對？

太 26:63 ò de. VIhsou/j evsiw,paÅ kai. ò avrciereu.j ei=pen auvtw/|( VExorki,zw se kata. tou/ qeou/ tou/ zw/ntoj i[na h̀mi/n
ei;ph|j eiv su. ei= o` Cristo.j ò uiò.j tou/ qeou/Å
But Jesus held his peace. And the high priest answered and said unto him, I adjure thee by the living God, that
thou tell us whether thou be the Christ, the Son of God.
耶穌卻不言語。大祭司對他說：我指著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訴我們，你是神的兒子基督不是。

(他)那 然而也 (他)耶穌 他/她/它當時持續為啞口寂靜。 並且 (他)那 (他)大祭司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我現在持續向外使有誓言制約 到於你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從屬(他)那

從屬(他)現正持續活了的， 為要 在對我們 你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若是 你 你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基督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耶穌 他/她/它當時持續為啞口寂靜。 並且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那 (他)大祭司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我現在持續向外使有誓言制約 到於你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從屬(他)那 從屬(他)現正持續活了的， 為要 在對我們 你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若是 你 你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基督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太 26:64 le,gei auvtw/| o` VIhsou/j( Su. ei=paj\ plh.n le,gw ùmi/n( avpV a;rti o;yesqe to.n uiò.n tou/ avnqrw,pou kaqh,menon
evk dexiw/n th/j duna,mewj kai. evrco,menon evpi. tw/n nefelw/n tou/ ouvranou/Å
Jesus saith unto him, Thou hast said: nevertheless I say unto you, Hereafter shall ye see the Son of man sitting
on the right hand of power, and coming in the clouds of heaven.
耶穌對他說：你說的是；然而我告訴你們，後來你們要看見人子，坐在那權能者的右邊，駕著天上的雲降臨。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你 你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超出之外地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從那裏離開 現今地 你們將要(持續)讓自己看見注目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到於(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右手邊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能力權能 並且

到於(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雲團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太 26:65 to,te ò avrciereu.j die,rrhxen ta. im̀a,tia auvtou/ le,gwn( VEblasfh,mhsen\ ti, e;ti crei,an e;comen martu,rwnÈ
i;de nu/n hvkou,sate th.n blasfhmi,an\
Then the high priest rent his clothes, saying, He hath spoken blasphemy; what further need have we of
witnesses? behold, now ye have heard his blasphemy.
大祭司就撕開衣服說：他說了僭妄的話，我們何必再用見證人呢。這僭妄的話，現在你們都聽見了。

當那時地 (他)那 (他)大祭司 他/她/它那時(也是)撕開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衣服 從屬(他)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謗瀆；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依然仍舊地 到於(她)需用 我們現在持續持有

從屬(他們)見證人？ 你那時(也是)就要看哪， 現在此時地 你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到於(她)那 到於(她)褻瀆。
[經文變異RT]

當那時地 (他)那 (他)大祭司 他/她/它那時(也是)撕開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衣服 從屬(他)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是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謗瀆；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依然仍舊地 到於(她)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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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現在持續持有 從屬(他們)見證人？ 你那時(也是)就要看哪， 現在此時地 你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到於(她)那

到於(她)褻瀆 從屬(他)同一者。

太 26:66 ti, ùmi/n dokei/È oì de. avpokriqe,ntej ei=pan( :Enocoj qana,tou evsti,nÅ
What think ye? They answered and said, He is guilty of death.
你們的意見如何。他們回答說：他是該死的。

(它)任何什麼呢 在對你們 他/她/它現在持續設想認為對？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有責任難以脫逃的 從屬(他)死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太 26:67 To,te evne,ptusan eivj to. pro,swpon auvtou/ kai. evkola,fisan auvto,n( oì de. evra,pisan
Then did they spit in his face, and buffeted him; and others smote him with the palms of their hands,
他們就吐唾沫在他臉上，用拳頭打他；也有用手掌打他的，說：

當那時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吐唾沫在內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前面的臉面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用拳頭毆打 到於(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掌擊拍摑

太 26:68 le,gontej( Profh,teuson hm̀i/n( Criste,( ti,j evstin ò pai,saj seÈ
Saying, Prophesy unto us, thou Christ, Who is he that smote thee?
基督阿，你是先知，告訴我們打你的是誰。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行在前面宣稱傳講 在對我們， 阿,(他)基督； (他)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那時(也是)敲擊打中了的 到於你？

太 26:69 ~O de. Pe,troj evka,qhto e;xw evn th/| auvlh/|\ kai. prosh/lqen auvtw/| mi,a paidi,skh le,gousa( Kai. su. h=sqa meta.
VIhsou/ tou/ Galilai,ouÅ
Now Peter sat without in the palace: and a damsel came unto him, saying, Thou also wast with Jesus of Galilee.
彼得在外面院子裏坐著，有一個使女前來說：你素來也是同那加利利人耶穌一夥的。

(他)那 然而也 (他)彼得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坐下 在外面地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天井庭院；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 在對(他)同一者 (她)一個/第一 (她)使女 (她)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並且 你

你當時持續是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那 從屬(他)加利利人。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彼得 在外面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坐下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天井庭院；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 在對(他)同一者 (她)一個/第一 (她)使女 (她)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並且 你

你當時持續是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那 從屬(他)加利利人。

太 26:70 ò de. hvrnh,sato e;mprosqen pa,ntwn le,gwn( Ouvk oi=da ti, le,geijÅ
But he denied before them all, saying, I know not what thou sayest.
彼得在眾人面前卻不承認，說：我不知道你說的是甚麼。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否認拒絕 從在其前地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不是/不 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現在持續道說。
[經文變異MT]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否認拒絕 從在其前地 從屬(他們)同一者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不是/不 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現在持續道說。

太 26:71 evxelqo,nta de. eivj to.n pulw/na ei=den auvto.n a;llh kai. le,gei toi/j evkei/( Ou-toj h=n meta. VIhsou/ tou/
Nazwrai,ouÅ
And when he was gone out into the porch, another maid saw him, and said unto them that were there, This
fellow was also with Jesus of Nazareth.
既出去，到了門口，又有一個使女看見他，就對那裏的人說：這個人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穌一夥的。

到於(他)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然而也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大門口， 他/她/它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他)同一者 (她)另外不同的，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那些 在那裏地，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那 從屬(他)拿撒勒人。
[經文變異RT]

到於(他)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然而也 到於(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大門口，

他/她/它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他)同一者 (她)另外不同的，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那些

在那裏地， 並且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那 從屬(他)拿撒勒人。

太 26:72 kai. pa,lin hvrnh,sato meta. o[rkou o[ti Ouvk oi=da to.n a;nqrwponÅ
And again he denied with an oath, I do not know the man.
彼得又不承認，並且起誓說：我不認得那個人。

並且 重新又再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否認拒絕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誓言制約， 是這樣 不是/不

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到於(他)那 到於(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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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26:73 meta. mikro.n de. proselqo,ntej oì es̀tw/tej ei=pon tw/| Pe,trw|( VAlhqw/j kai. su. evx auvtw/n ei=( kai. ga.r h`
lalia, sou dh/lo,n se poiei/Å
And after a while came unto him they that stood by, and said to Peter, Surely thou also art one of them; for thy
speech bewrayeth thee.
過了不多的時候，旁邊站著的人前來，對彼得說：你真是他們一黨的，你的口音把你露出來了。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它)一點點的 然而也 (他們)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了的 (他們)那些

(他們)現在已經立定站住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那 在對(他)彼得， 誠正真實地 並且 你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同一者 你現在持續是； 並且 因為 (她)那 (她)談話 從屬你 到於(他)清晰明顯的 到於你

他/她/它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太 26:74 to,te h;rxato kataqemati,zein kai. ovmnu,ein o[ti Ouvk oi=da to.n a;nqrwponÅ kai. euvqe,wj avle,ktwr evfw,nhsenÅ
Then began he to curse and to swear, saying, I know not the man. And immediately the cock crew.
彼得就發咒起誓的說：我不認得那個人；立時雞就叫了。

當那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 現要去持續使為咒除禁物 並且 現要去持續起誓， 是這樣 不是/不

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到於(他)那 到於(他)人。 並且 平直直接地[同#2117] (他)公雞 他/她/它那時(也是)出聲叫喚。
[經文變異RT]

當那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 現要去持續使為詛咒滅物 並且 現要去持續起誓， 是這樣 不是/不

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到於(他)那 到於(他)人。 並且 平直直接地[同#2117] (他)公雞 他/她/它那時(也是)出聲叫喚。

太 26:75 kai. evmnh,sqh ò Pe,troj tou/ rh̀,matoj VIhsou/ eivrhko,toj o[ti Pri.n avle,ktora fwnh/sai tri.j avparnh,sh| me\
kai. evxelqw.n e;xw e;klausen pikrw/jÅ
And Peter remembered the word of Jesus, which said unto him, Before the cock crow, thou shalt deny me
thrice. And he went out, and wept bitterly.
彼得想起耶穌所說的話，雞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認我。他就出去痛哭。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提醒記得 (他)那 (他)彼得 從屬(它)那 從屬(它)所發表言說 從屬(他)耶穌

從屬(它)現在已經開聲言說了的， 是這樣 在之前地 到於(他)公雞 那時(也是)要去出聲叫喚， 三次地

你將要(持續)讓自己完全否認拒絕 到於我。 並且 (他)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在外面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哭泣哀號 苦澀哀痛地。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提醒記得 (他)那 (他)彼得 從屬(它)那 從屬(它)所發表言說 從屬(他)那 從屬(他)耶穌

從屬(它)現在已經開聲言說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是這樣 在之前地 到於(他)公雞 那時(也是)要去出聲叫喚， 三次地

你將要(持續)讓自己完全否認拒絕 到於我。 並且 (他)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在外面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哭泣哀號 苦澀哀痛地。

太 27:1 Prwi<aj de. genome,nhj sumbou,lion e;labon pa,ntej oì avrcierei/j kai. oi` presbu,teroi tou/ laou/ kata. tou/
VIhsou/ w[ste qanatw/sai auvto,n\
When the morning was come, all the chief priests and elders of the people took counsel against Jesus to put
him to death:
到了早晨，眾祭司長和民間的長老，大家商議，要治死耶穌。

從屬(她)清晨 然而也 從屬(她)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到於(它)顧問謀士會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拿取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那些 (他們)大祭司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更年長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民百姓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他)那 從屬(他)耶穌， 以致 那時(也是)要去促使為死 到於(他)同一者；

太 27:2 kai. dh,santej auvto.n avph,gagon kai. pare,dwkan Pila,tw| tw/| hg̀emo,niÅ
And when they had bound him, they led him away, and delivered him to Pontius Pilate the governor.
就把他捆綁解去交給巡撫彼拉多。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拴綁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從那裏帶領離開，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交付

在對(他)彼拉多 在對(他)那 在對(他)領導治理之人。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拴綁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從那裏帶領離開，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交付

到於(他)同一者 在對(他)本丟 在對(他)彼拉多 在對(他)那 在對(他)領導治理之人。

太 27:3 To,te ivdw.n VIou,daj ò paradidou.j auvto.n o[ti katekri,qh( metamelhqei.j e;streyen ta. tria,konta avrgu,ria
toi/j avrciereu/sin kai. presbute,roij
Then Judas, which had betrayed him, when he saw that he was condemned, repented himself, and brought
again the thirty pieces of silver to the chief priests and elders,
這時候，賣耶穌的猶大，看見耶穌已經定了罪，就後悔，把那三十塊錢，拿回來給祭司長和長老，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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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那時地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他)猶大 (他)那 (他)現正持續交付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是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斷定有罪， (他)那時(也是)被轉意後悔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轉動翻轉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三十個 到於(它們)銀錢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大祭司 並且 在對(他們)更年長的
[經文變異RT]

當那時地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他)猶大 (他)那 (他)現正持續交付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是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斷定有罪， (他)那時(也是)被轉意後悔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轉動翻轉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三十個 到於(它們)銀錢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大祭司 並且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更年長的
[經文變異WH]

當那時地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他)猶大 (他)那 (他) 那時(也是)交付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是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斷定有罪， (他)那時(也是)被轉意後悔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轉動翻轉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三十個 到於(它們)銀錢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大祭司 並且 在對(他們)更年長的

太 27:4 le,gwn( {Hmarton paradou.j ai-ma avqw/|onÅ oì de. ei=pan( Ti, pro.j h̀ma/jÈ su. o;yh|Å
Saying, I have sinned in that I have betrayed the innocent blood. And they said, What is that to us? see thou to
that.
我賣了無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他們說：那與我們有甚麼相干；你自己承當罷。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我那時(也是)犯罪 (他)那時(也是)交付了的 到於(它)血 到於(它)無辜的。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它)任何什麼呢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我們？ 你 你將要(持續)讓自己看見清楚。
[經文變異WH]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我那時(也是)犯罪 (他)那時(也是)交付了的 到於(它)血 到於(它)公平正義的。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它)任何什麼呢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我們？ 你

你將要(持續)讓自己看見清楚。

太 27:5 kai. rì,yaj ta. avrgu,ria eivj to.n nao.n avnecw,rhsen( kai. avpelqw.n avph,gxatoÅ
And he cast down the pieces of silver in the temple, and departed, and went and hanged himself.
猶大就把那銀錢丟在殿裏，出去弔死了。

並且 (他)那時(也是)拋擲了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銀錢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殿宇

他/她/它那時(也是)撤空退回， 並且 (他)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上吊。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拋擲了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銀錢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殿宇

他/她/它那時(也是)撤空退回， 並且 (他)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上吊。

太 27:6 oi` de. avrcierei/j labo,ntej ta. avrgu,ria ei=pan( Ouvk e;xestin balei/n auvta. eivj to.n korbana/n( evpei. timh.
ai[mato,j evstinÅ
And the chief priests took the silver pieces, and said, It is not lawful for to put them into the treasury, because it
is the price of blood.
祭司長拾起銀錢來說：這是血價，不可放在庫裏。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大祭司 (他們)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銀錢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合乎法理[非人稱用法] 那時(也是)要去投擲 到於(它們)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各耳板[音譯=奉獻的禮物]， 在其上 (她)珍貴價值 從屬(它)血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太 27:7 sumbou,lion de. labo,ntej hvgo,rasan evx auvtw/n to.n VAgro.n tou/ Kerame,wj eivj tafh.n toi/j xe,noijÅ
And they took counsel, and bought with them the potter's field, to bury strangers in.
他們商議，就用那銀錢買了窰戶的一塊田，為要埋葬外鄉人。 

到於(它)顧問謀士會議 然而也 (他們)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購買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同一者

到於(他)那 到於(他)田野 從屬(他)那 從屬(他)陶瓦匠 向內進入 到於(她)殯葬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陌生客旅的/陌生奇異的。

太 27:8 dio. evklh,qh ò avgro.j evkei/noj VAgro.j Ai[matoj e[wj th/j sh,meronÅ
Wherefore that field was called, The field of blood, unto this day.
所以那塊田，直到今日還叫作血田。

為這個緣故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促請召喚 (他)那 (他)田野 (他)在那裏的那個 (他)田野 從屬(它)血 一直直到

從屬(她)那 今日地。

太 27:9 to,te evplhrw,qh to. rh̀qe.n dia. VIeremi,ou tou/ profh,tou le,gontoj( Kai. e;labon ta. tria,konta avrgu,ria( th.n
timh.n tou/ tetimhme,nou o]n evtimh,santo avpo. uiẁ/n VIsrah,l(
Then was fulfilled that which was spoken by Jeremy the prophet, saying, And they took the thirty pieces of
silver, the price of him that was valued, whom they of the children of Israel did value;
這就應了先知耶利米的話，說：『他們用那三十塊錢，就是被估定之人的價錢，是以色列人中所估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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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那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促使成充滿添足 (它)那 (它)那時(也是)被發表言說了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耶利米

從屬(他)那 從屬(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從屬(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拿取註1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三十個 到於(它們)銀錢 到於(她)那 到於(她)珍貴價值 從屬(他)那 從屬(他)現在已經被評價珍視了的，

到於(他)這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評價珍視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兒子 從屬(他)以色列；

註1：“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拿取”文法上亦可以為“我那時(也是)拿取”。

太 27:10 kai. e;dwkan auvta. eivj to.n avgro.n tou/ kerame,wj( kaqa. sune,taxe,n moi ku,riojÅ
And gave them for the potter's field, as the Lord appointed me.
買了窰戶的一塊田；這是照著主所吩咐我的。』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給與 到於(它們)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田野 從屬(他)那 從屬(他)陶瓦匠，

按照這些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共同安排定規 在對我 (他)主人。

太 27:11 ~O de. VIhsou/j evsta,qh e;mprosqen tou/ hg̀emo,noj\ kai. evphrw,thsen auvto.n ò hg̀emw.n le,gwn( Su. ei= ò
basileu.j tw/n VIoudai,wnÈ ò de. VIhsou/j e;fh( Su. le,geijÅ
And Jesus stood before the governor: and the governor asked him, saying, Art thou the King of the Jews? And
Jesus said unto him, Thou sayest.
耶穌站在巡撫面前，巡撫問他說：你是猶太人的王麼。耶穌說：你說的是。

(他)那 然而也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立定站住 從在其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領導治理之人；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上面查詢求問 到於(他)同一者 (他)那 (他)領導治理之人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

你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君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他)那 然而也 (他)耶穌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宣稱傳講， 你 你現在持續道說。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立定站住 從在其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領導治理之人；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上面查詢求問 到於(他)同一者 (他)那 (他)領導治理之人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

你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君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他)那 然而也 (他)耶穌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宣稱傳講 在對(他)同一者， 你 你現在持續道說。

太 27:12 kai. evn tw/| kathgorei/sqai auvto.n ùpo. tw/n avrciere,wn kai. presbute,rwn ouvde.n avpekri,natoÅ
And when he was accused of the chief priests and elders, he answered nothing.
他被祭司長和長老控告的時候，甚麼都不回答。

並且 在內 在對(他)那 現要去持續被行控告 到於(他)同一者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大祭司 並且

從屬(他們)更年長的，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經文變異RT]

並且 在內 在對(他)那 現要去持續被行控告 到於(他)同一者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大祭司 並且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更年長的，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太 27:13 to,te le,gei auvtw/| o` Pila/toj( Ouvk avkou,eij po,sa sou katamarturou/sinÈ
Then said Pilate unto him, Hearest thou not how many things they witness against thee?
彼拉多就對他說：他們作見證，告你這麼多的事，你沒有聽見麼。

當那時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彼拉多， 豈非呢 你現在持續聲聞耳聽

到於(它們)這多少呢 從屬你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作見證人向下相對？

太 27:14 kai. ouvk avpekri,qh auvtw/| pro.j ouvde. e]n rh̀/ma( w[ste qauma,zein to.n h̀gemo,na li,anÅ
And he answered him to never a word; insomuch that the governor marvelled greatly.
耶穌仍不回答，連一句話也不說，以致巡撫甚覺希奇。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註1
在對(他)同一者 <在前面向著>向著 然而也不是地 到於(它)一個

到於(它)所發表言說； 以致 現要去持續希奇 到於(他)那 到於(他)領導治理之人 極度非常地。

註1：“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太 27:15 Kata. de. eòrth.n eivw,qei ò hg̀emw.n avpolu,ein e[na tw/| o;clw| de,smion o]n h;qelonÅ
Now at that feast the governor was wont to release unto the people a prisoner, whom they would.
巡撫有一個常例，每逢這節期，隨眾人所要的，釋放一個囚犯給他們。

<向下>向下按照 然而也 到於(她)節期 他/她/它當時已經習常慣用 (他)那 (他)領導治理之人 現要去持續打發離開

到於(他)一個 在對(他)那 在對(他)群眾 到於(他)囚犯， 到於(他)這個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定意。

太 27:16 ei=con de. to,te de,smion evpi,shmon lego,menon Îvihsou/nÐ Barabba/nÅ
And they had then a notable prisoner, called Barabbas.
當時，有一個出名的囚犯叫巴拉巴。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持有 然而也 當那時地 到於(他)囚犯 到於(他)顯著有名的 到於(他)現正持續被道說了的

到於(他)耶穌 到於(他)巴拉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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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變異RT][經文變異WH]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持有 然而也 當那時地 到於(他)囚犯 到於(他)顯著有名的 到於(他)現正持續被道說了的

到於(他)巴拉巴。

太 27:17 sunhgme,nwn ou=n auvtw/n ei=pen auvtoi/j ò Pila/toj( Ti,na qe,lete avpolu,sw ùmi/n( Îvihsou/n to.nÐ Barabba/n h'
VIhsou/n to.n lego,menon Cristo,nÈ
Therefore when they were gathered together, Pilate said unto them, Whom will ye that I release unto you?
Barabbas, or Jesus which is called Christ?
眾人聚集的時候，彼拉多就對他們說：你們要我釋放那一個給你們；是巴拉巴呢，是稱為基督的耶穌呢。

從屬(他們)現在已經被聚集了的 這樣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彼拉多， 到於(他)任何什麼呢 你們現在持續定意 我那時(也是)應該打發離開 在對你們？ 到於(他)耶穌 到於(他)那

到於(他)巴拉巴， 甚或/或而 到於(他)耶穌 到於(他)那 到於(他)現正持續被道說了的 到於(他)基督？
[經文變異RT]

從屬(他們)現在已經被聚集了的 這樣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彼拉多， 到於(他)任何什麼呢 你們現在持續定意 我那時(也是)應該打發離開 在對你們？ 到於(他)巴拉巴，

甚或/或而 到於(他)耶穌 到於(他)那 到於(他)現正持續被道說了的 到於(他)基督？
[經文變異WH]

從屬(他們)現在已經被聚集了的 這樣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彼拉多， 到於(他)任何什麼呢 你們現在持續定意 我那時(也是)應該打發離開 在對你們？ 到於(他)那

到於(他)巴拉巴， 甚或/或而 到於(他)耶穌 到於(他)那 到於(他)現正持續被道說了的 到於(他)基督？

太 27:18 h;|dei ga.r o[ti dia. fqo,non pare,dwkan auvto,nÅ
For he knew that for envy they had delivered him.
巡撫原知道，他們是因為嫉妒纔把他解了來。

他/她/它當時已經看見察覺 因為 是這樣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他)惡意嫉妒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交付

到於(他)同一者。

太 27:19 Kaqhme,nou de. auvtou/ evpi. tou/ bh,matoj avpe,steilen pro.j auvto.n h̀ gunh. auvtou/ le,gousa( Mhde.n soi. kai.
tw/| dikai,w| evkei,nw|\ polla. ga.r e;paqon sh,meron katV o;nar diV auvto,nÅ
When he was set down on the judgment seat, his wife sent unto him, saying, Have thou nothing to do with that
just man: for I have suffered many things this day in a dream because of him.
正坐堂的時候，他的夫人打發人來說：這義人的事，你一點不可管；因為我今天在夢中，為他受了許多的苦。

從屬(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然而也 從屬(他)同一者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它)那 從屬(它)審判臺，

他/她/它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她)那 (她)女人 從屬(他)同一者

(她)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它)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在對你 並且 在對(他)那 在對(他)具公平正義的

在對(他)在那裏的那個； 到於(它們)許多的 因為 我那時(也是)經歷承受 今日地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睡夢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他)同一者。

太 27:20 Oì de. avrcierei/j kai. oì presbu,teroi e;peisan tou.j o;clouj i[na aivth,swntai to.n Barabba/n( to.n de.
VIhsou/n avpole,swsinÅ
But the chief priests and elders persuaded the multitude that they should ask Barabbas, and destroy Jesus.
祭司長和長老，挑唆眾人，求釋放巴拉巴，除滅耶穌。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大祭司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更年長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勸信說服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群眾 為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索問要求 到於(他)那 到於(他)巴拉巴， 到於(他)那 然而也

到於(他)耶穌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毀掉除滅。

太 27:21 avpokriqei.j de. ò h̀gemw.n ei=pen auvtoi/j( Ti,na qe,lete avpo. tw/n du,o avpolu,sw ùmi/nÈ oì de. ei=pan( To.n
Barabba/nÅ
The governor answered and said unto them, Whether of the twain will ye that I release unto you? They said,
Barabbas.
巡撫對眾人說：這兩個人，你們要我釋放那一個給你們呢。他們說：巴拉巴。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領導治理之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任何什麼呢 你們現在持續定意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二個/兩個 我那時(也是)應該打發離開

在對你們？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到於(他)那 到於(他)巴拉巴。
[經文變異RT]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領導治理之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任何什麼呢 你們現在持續定意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二個/兩個 我那時(也是)應該打發離開

在對你們？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到於(他)巴拉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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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27:22 le,gei auvtoi/j ò Pila/toj( Ti, ou=n poih,sw VIhsou/n to.n lego,menon Cristo,nÈ le,gousin pa,ntej(
Staurwqh,twÅ
Pilate saith unto them, What shall I do then with Jesus which is called Christ? They all say unto him, Let him be
crucified.
彼拉多說：這樣，那稱為基督的耶穌，我怎麼辦他呢。他們都說：把他釘十字架。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彼拉多，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這樣 我那時(也是)應該行出作成

到於(他)耶穌 到於(他)那 到於(他)現正持續被道說了的 到於(他)基督？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被釘十字架。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彼拉多，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這樣 我那時(也是)應該行出作成

到於(他)耶穌 到於(他)那 到於(他)現正持續被道說了的 到於(他)基督？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被釘十字架。

太 27:23 ò de. e;fh( Ti, ga.r kako.n evpoi,hsenÈ oì de. perissw/j e;krazon le,gontej( Staurwqh,twÅ
And the governor said, Why, what evil hath he done? But they cried out the more, saying, Let him be crucified.
巡撫說：為甚麼呢，他作了甚麼惡事呢。他們便極力的喊著說：把他釘十字架。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宣稱傳講，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因為 到於(它)卑劣不好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他們)那些 然而也 格外多地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嘶聲吶喊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被釘十字架。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領導治理之人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宣稱傳講，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因為 到於(它)卑劣不好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他們)那些 然而也 格外多地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嘶聲吶喊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被釘十字架。

太 27:24 ivdw.n de. ò Pila/toj o[ti ouvde.n wvfelei/ avlla. ma/llon qo,ruboj gi,netai( labw.n u[dwr avpeni,yato ta.j
cei/raj avpe,nanti tou/ o;clou le,gwn( VAqw/|o,j eivmi avpo. tou/ ai[matoj tou,tou\ ùmei/j o;yesqeÅ
When Pilate saw that he could prevail nothing, but that rather a tumult was made, he took water, and washed
his hands before the multitude, saying, I am innocent of the blood of this just person: see ye to it.
彼拉多見說也無濟於事，反要生亂，就拿水在眾人面前洗手，說：流這義人的血，罪不在我，你們承當罷。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彼拉多 是這樣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利益，

但乃是 更特別尤其地 (他)喧鬧滋擾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他)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到於(它)水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從那裏清潔洗淨離開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手 從那裏當面於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群眾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他)無辜的 我現在持續是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那 從屬(它)血

從屬(他)那同一者； 你們 你們將要(持續)讓自己看見注目。
[經文變異RT]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彼拉多 是這樣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利益，

但乃是 更特別尤其地 (他)喧鬧滋擾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他)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到於(它)水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從那裏清潔洗淨離開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手 從那裏當面於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群眾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他)無辜的 我現在持續是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那 從屬(它)血 從屬(他)那

從屬(他)具公平正義的 從屬(他)那同一者； 你們 你們將要(持續)讓自己看見注目。
[經文變異WH]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彼拉多 是這樣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利益，

但乃是 更特別尤其地 (他)喧鬧滋擾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他)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到於(它)水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從那裏清潔洗淨離開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手 直接當面於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群眾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他)無辜的 我現在持續是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那 從屬(它)血 從屬(他)那同一者； 你們

你們將要(持續)讓自己看見注目。

太 27:25 kai. avpokriqei.j pa/j ò lao.j ei=pen( To. ai-ma auvtou/ evfV h̀ma/j kai. evpi. ta. te,kna hm̀w/nÅ
Then answered all the people, and said, His blood be on us, and on our children.
眾人都回答說：他的血歸到我們，和我們的子孫身上。

並且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他)人民百姓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它)那

(它)血 從屬(他)同一者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我們 並且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孩子 從屬我們。

太 27:26 to,te avpe,lusen auvtoi/j to.n Barabba/n( to.n de. VIhsou/n fragellw,saj pare,dwken i[na staurwqh/|Å
Then released he Barabbas unto them: and when he had scourged Jesus, he delivered him to be crucified.
於是彼拉多釋放巴拉巴給他們，把耶穌鞭打了，交給人釘十字架。

當那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打發離開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那 到於(他)巴拉巴； 到於(他)那 然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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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於(他)耶穌 (他)那時(也是)鞭撻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交付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釘十字架。

太 27:27 To,te oi` stratiw/tai tou/ hg̀emo,noj paralabo,ntej to.n VIhsou/n eivj to. praitw,rion sunh,gagon evpV auvto.n
o[lhn th.n spei/ranÅ
Then the soldiers of the governor took Jesus into the common hall, and gathered unto him the whole band of
soldiers.
巡撫的兵就把耶穌帶進衙門，叫全營的兵都聚集在他那裏。

當那時地 (他們)那些 (他們)士兵 從屬(他)那 從屬(他)領導治理之人 (他們)那時(也是)拿取在旁邊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行營官署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聚集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她)整個全部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營隊。

太 27:28 kai. evkdu,santej auvto.n clamu,da kokki,nhn perie,qhkan auvtw/|(
And they stripped him, and put on him a scarlet robe.
他們給他脫了衣服，穿上一件朱紅色袍子；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脫掉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她)軍用外袍 到於(她)朱紅色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置放擺設在周圍 在對(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脫掉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置放擺設在周圍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她)軍用外袍 到於(她)朱紅色的；
[經文變異Vaticanus]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穿著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她)軍用外袍 到於(她)朱紅色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置放擺設在周圍 在對(他)同一者；

太 27:29 kai. ple,xantej ste,fanon evx avkanqw/n evpe,qhkan evpi. th/j kefalh/j auvtou/ kai. ka,lamon evn th/| dexia/| auvtou/(
kai. gonupeth,santej e;mprosqen auvtou/ evne,paixan auvtw/| le,gontej( Cai/re( basileu/ tw/n VIoudai,wn(
And when they had platted a crown of thorns, they put it upon his head, and a reed in his right hand: and they
bowed the knee before him, and mocked him, saying, Hail, King of the Jews!
用荊棘編作冠冕，戴在他頭上，拿一根葦子放在他右手裏；跪在他面前戲弄他說：恭喜猶太人的王阿。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纏繞編織了的 到於(他)花冠 向外出來 從屬(她們)荊棘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置放擺設在上面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頭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到於(他)蘆葦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右手邊的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屈膝跪下了的 從在其前地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戲弄

在對(他)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現在就要持續歡喜安樂， 阿,(他)君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纏繞編織了的 到於(他)花冠 向外出來 從屬(她們)荊棘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置放擺設在上面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頭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到於(他)蘆葦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右手邊的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屈膝跪下了的 從在其前地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戲弄 在對(他)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現在就要持續歡喜安樂， (他)那 (他)君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太 27:30 kai. evmptu,santej eivj auvto.n e;labon to.n ka,lamon kai. e;tupton eivj th.n kefalh.n auvtou/Å
And they spit upon him, and took the reed, and smote him on the head.
又吐唾沫在他臉上，拿葦子打他的頭。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吐唾沫在內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拿取 到於(他)那 到於(他)蘆葦，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連敲重擊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頭 從屬(他)同一者。

太 27:31 kai. o[te evne,paixan auvtw/|( evxe,dusan auvto.n th.n clamu,da kai. evne,dusan auvto.n ta. im̀a,tia auvtou/ kai.
avph,gagon auvto.n eivj to. staurw/saiÅ
And after that they had mocked him, they took the robe off from him, and put his own raiment on him, and led
him away to crucify him.
戲弄完了，就給他脫了袍子，仍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帶他出去，要釘十字架。

並且 當這時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戲弄 在對(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脫掉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她)那

到於(她)軍用外袍，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穿著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衣服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從那裏帶領離開 到於(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釘十字架。

太 27:32 VExerco,menoi de. eu-ron a;nqrwpon Kurhnai/on ovno,mati Si,mwna( tou/ton hvgga,reusan i[na a;rh| to.n
stauro.n auvtou/Å
And as they came out, they found a man of Cyrene, Simon by name: him they compelled to bear his cross.
他們出來的時候，遇見一個古利奈人，名叫西門，就勉強他同去，好背著耶穌的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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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找到尋見 到於(他)人 到於(他)古利奈人

在對(它)名字 到於(他)西門； 到於(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行徵召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提起

到於(他)那 到於(他)十字架 從屬(他)同一者。

太 27:33 Kai. evlqo,ntej eivj to,pon lego,menon Golgoqa/( o[ evstin Krani,ou To,poj lego,menoj(
And when they were come unto a place called Golgotha, that is to say, a place of a skull,
到了一個地方，名叫各各他，意思就是髑髏地；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地點處所 到於(他)現正持續被道說了的 到於(她)各各他，

(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從屬(它)髑髏 (他)地點處所 (他)現正持續被道說了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地點處所 到於(他)現正持續被道說了的 到於(她)各各他，

(他)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現正持續被道說了的 從屬(它)髑髏 (他)地點處所，

太 27:34 e;dwkan auvtw/| piei/n oi=non meta. colh/j memigme,non\ kai. geusa,menoj ouvk hvqe,lhsen piei/nÅ
They gave him vinegar to drink mingled with gall: and when he had tasted thereof, he would not drink.
兵丁拿苦膽調和的酒，給耶穌喝。他嘗了，就不肯喝。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給與 在對(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喝 到於(他)酒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青綠膽汁

到於(他)現在已經被攙雜混合了的； 並且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品嘗了的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定意

那時(也是)要去喝。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給與 在對(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喝 到於(它)醋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青綠膽汁

到於(它)現在已經被攙雜混合了的
註1； 並且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品嘗了的 不是/不 他/她/它當時持續定意

那時(也是)要去喝。

註1：“到於(他)現在已經被攙雜混合了的”文法上亦可以為“到於(它)現在已經被攙雜混合了的”。

太 27:35 staurw,santej de. auvto.n diemeri,santo ta. ìma,tia auvtou/ ba,llontej klh/ron(
And they crucified him, and parted his garments, casting lots: that it might be fulfilled which was spoken by the
prophet, They parted my garments among them, and upon my vesture did they cast lots.
他們既將他釘在十字架上，就拈鬮分他的衣服；

(他們)那時(也是)釘十字架了的 然而也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徹底地分開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衣服 從屬(他)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投擲了的 到於(他)骰子籤份；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時(也是)釘十字架了的 然而也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徹底地分開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衣服 從屬(他)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投擲了的 到於(他)骰子籤份；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促使成充滿添足 (它)那 (它)那時(也是)被湧流開聲(發表言說)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那

從屬(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徹底地分開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衣服 從屬我

在對(他們)同一者自己， 並且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那 到於(他)穿衣服 從屬我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投擲

到於(他)骰子籤份；

太 27:36 kai. kaqh,menoi evth,roun auvto.n evkei/Å
And sitting down they watched him there;
又坐在那裏看守他。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行看護守衛 到於(他)同一者 在那裏地。

太 27:37 kai. evpe,qhkan evpa,nw th/j kefalh/j auvtou/ th.n aivti,an auvtou/ gegramme,nhn\ Ou-to,j evstin VIhsou/j ò
basileu/j tw/n VIoudai,wnÅ
And set up over his head his accusation written, THIS IS JESUS THE KING OF THE JEWS.
在他頭以上，安一個牌子，寫著他的罪狀，說：這是猶太人的王耶穌。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置放擺設在上面 在上面上頭地 從屬(她)那 從屬(她)頭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她)那

到於(她)索問要求之因由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她)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了的，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耶穌 (他)那 (他)君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太 27:38 To,te staurou/ntai su.n auvtw/| du,o lh|stai,( ei-j evk dexiw/n kai. ei-j evx euvwnu,mwnÅ
Then were there two thieves crucified with him, one on the right hand, and another on the left.
當時，有兩個強盜，和他同釘十字架，一個在右邊，一個在左邊。

當那時地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被釘十字架 共同一起 在對(他)同一者 (他們)二個/兩個 (他們)強盜， (他)一個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右手邊的， 並且 (他)一個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左邊的。

太 27:39 Oì de. paraporeuo,menoi evblasfh,moun auvto.n kinou/ntej ta.j kefala.j auvtw/n
And they that passed by reviled him, wagging their h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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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那裏經過的人，譏誚他，搖著頭說：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在旁邊行過去了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謗瀆 到於(他)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移動了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頭 從屬(他們)同一者，

太 27:40 kai. le,gontej( ~O katalu,wn to.n nao.n kai. evn trisi.n hm̀e,raij oivkodomw/n( sw/son seauto,n( eiv uiò.j ei=
tou/ qeou/( Îkai.Ð kata,bhqi avpo. tou/ staurou/Å
And saying, Thou that destroyest the temple, and buildest it in three days, save thyself. If thou be the Son of
God, come down from the cross.
你這拆毀聖殿，三日又建造起來的，可以救自己罷；你如果是神的兒子，就從十字架上下來罷。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他)那 (他)現正持續拆毀/歇息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殿宇 並且 在內

在對(她們)三個 在對(她們)日子/白日 (他)現正持續營建修造了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拯救 到於(他)你自己； 若是

(他)兒子 你現在持續是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向下行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十字架。
[經文變異RT][經文變異WH]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他)那 (他)現正持續拆毀/歇息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殿宇 並且 在內

在對(她們)三個 在對(她們)日子/白日 (他)現正持續營建修造了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拯救 到於(他)你自己； 若是

(他)兒子 你現在持續是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你那時(也是)就要向下行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十字架。

太 27:41 òmoi,wj kai. oi` avrcierei/j evmpai,zontej meta. tw/n grammate,wn kai. presbute,rwn e;legon(
Likewise also the chief priests mocking him, with the scribes and elders, said,
祭司長和文士並長老，也是這樣戲弄他，說：

具同樣相同地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大祭司 (他們)現正持續戲弄了的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書記文士 並且 從屬(他們)更年長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經文變異RT]

具同樣相同地 然而也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大祭司 (他們)現正持續戲弄了的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書記文士 並且 從屬(他們)更年長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太 27:42 :Allouj e;swsen( èauto.n ouv du,natai sw/sai\ basileu.j VIsrah,l evstin( kataba,tw nu/n avpo. tou/ staurou/
kai. pisteu,somen evpV auvto,nÅ
He saved others; himself he cannot save. If he be the King of Israel, let him now come down from the cross, and
we will believe him.
他救了別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現在可以從十字架上下來，我們就信他。

到於(他們)另外不同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拯救，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那時(也是)要去拯救。 (他)君王 從屬(他)以色列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向下行 現在此時地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十字架， 並且 我們將要(持續)置信信託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到於(他們)另外不同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拯救，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那時(也是)要去拯救。 若是 (他)君王 從屬(他)以色列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向下行

現在此時地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十字架， 並且 我們將要(持續)置信信託 在對(他)同一者。

太 27:43 pe,poiqen evpi. to.n qeo,n( r̀usa,sqw nu/n eiv qe,lei auvto,n\ ei=pen ga.r o[ti Qeou/ eivmi uìo,jÅ
He trusted in God; let him deliver him now, if he will have him: for he said, I am the Son of God.
他倚靠神，神若喜悅他，現在可以救他；因為他曾說：我是神的兒子。

他/她/它現在已經勸信說服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搭救 現在此時地，

若是 他/她/它現在持續定意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因為， 是這樣 從屬(他)神 我現在持續是

(他)兒子。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現在已經勸信說服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搭救 現在此時地

到於(他)同一者， 若是 他/她/它現在持續定意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因為， 是這樣

從屬(他)神 我現在持續是 (他)兒子。

太 27:44 to. dV auvto. kai. oì lh|stai. oi` sustaurwqe,ntej su.n auvtw/| wvnei,dizon auvto,nÅ
The thieves also, which were crucified with him, cast the same in his teeth.
那和他同釘的強盜，也是這樣的譏誚他。

到於(它)那 然而也 到於(它)同一者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強盜 (他們)那些 (他們)那時(也是)被一同釘十字架了的

共同一起 在對(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奚落貶責 到於(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到於(它)那 然而也 到於(它)同一者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強盜 (他們)那些 (他們)那時(也是)被一同釘十字架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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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奚落貶責 在對(他)同一者。

太 27:45 VApo. de. e[kthj w[raj sko,toj evge,neto evpi. pa/san th.n gh/n e[wj w[raj evna,thjÅ
Now from the sixth hour there was darkness over all the land unto the ninth hour.
從午正到申初，遍地都黑暗了。

從那裏離開 然而也 從屬(她)第六的 從屬(她)鐘點時刻 (它)黑暗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一直直到 從屬(她)鐘點時刻 從屬(她)第九的。

太 27:46 peri. de. th.n evna,thn w[ran avnebo,hsen ò VIhsou/j fwnh/| mega,lh| le,gwn( Hli hli lema sabacqaniÈ tou/tV
e;stin( Qee, mou qee, mou( ìnati, me evgkate,lipejÈ
And about the ninth hour Jesus cried with a loud voice, saying, Eli, Eli, lama sabachthani? that is to say, My
God, my God, why hast thou forsaken me?
約在申初，耶穌大聲喊著說：以利，以利，拉馬撒巴各大尼；就是說，我的神，我的神，為甚麼離棄我。

<在周圍>在周圍 然而也 到於(她)那 到於(她)第九的 到於(她)鐘點時刻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上高呼喊叫 (他)那

(他)耶穌 在對(她)聲音 在對(她)極大的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以利 以利 拉馬 撒巴各大尼？ (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阿,(他)神 從屬我， 阿,(他)神 從屬我， 為什麼呢 到於我 你那時(也是)在內遺留下？
[經文變異WH]

<在周圍>在周圍 然而也 到於(她)那 到於(她)第九的 到於(她)鐘點時刻 他/她/它那時(也是)高呼喊叫 (他)那 (他)耶穌

在對(她)聲音 在對(她)極大的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以羅伊 以羅伊 拉馬 撒巴各大尼？ (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阿,(他)神 從屬我， 阿,(他)神 從屬我， 為什麼呢 到於我 你那時(也是)在內遺留下？

太 27:47 tine.j de. tw/n evkei/ es̀thko,twn avkou,santej e;legon o[ti VHli,an fwnei/ ou-tojÅ
Some of them that stood there, when they heard that, said, This man calleth for Elias.
站在那裏的人，有的聽見就說：這個人呼叫以利亞呢。

(他們)任何什麼 然而也 從屬(他們)那些 在那裏地 從屬(他們)現在已經立定站住了的 (他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是這樣 到於(他)以利亞 他/她/它現在持續出聲叫喚 (他)那同一者。

太 27:48 kai. euvqe,wj dramw.n ei-j evx auvtw/n kai. labw.n spo,ggon plh,saj te o;xouj kai. periqei.j kala,mw| evpo,tizen
auvto,nÅ
And straightway one of them ran, and took a spunge, and filled it with vinegar, and put it on a reed, and gave
him to drink.
內中有一個人，趕緊跑去，拿海絨蘸滿了醋，綁在葦子上，送給他喝。

並且 平直直接地[同#2117] (他)那時(也是)奔跑疾行了的 (他)一個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到於(他)海綿， (他)那時(也是)充滿添足了的 並/又 從屬(它)醋 並且

(他)那時(也是)置放擺設在周圍了的 在對(他)蘆葦 他/她/它當時持續餵飲 到於(他)同一者。

太 27:49 oi` de. loipoi. e;legon( :Afej i;dwmen eiv e;rcetai VHli,aj sw,swn auvto,nÅ
The rest said, Let be, let us see whether Elias will come to save him.
其餘的人說：且等著，看以利亞來救他不來。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其餘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你那時(也是)就要任憑釋放離開，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看見察覺 若是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他)以利亞 (他)將要(持續)拯救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WH]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其餘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你那時(也是)就要任憑釋放離開，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看見察覺 若是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他)以利亞 (他)將要(持續)拯救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他)另外不同的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到於(她)長矛 他/她/它那時(也是)戮刺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她)那 到於(她)肋旁身側，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它)水 並且 (它)血。

太 27:50 ò de. VIhsou/j pa,lin kra,xaj fwnh/| mega,lh| avfh/ken to. pneu/maÅ
Jesus, when he had cried again with a loud voice, yielded up the ghost.
耶穌又大聲喊叫，氣就斷了。

(他)那 然而也 (他)耶穌 重新又再地 (他)那時(也是)嘶聲吶喊了的 在對(她)聲音 在對(她)極大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任憑釋放離開 到於(它)那 到於(它)靈/風。

太 27:51 Kai. ivdou. to. katape,tasma tou/ naou/ evsci,sqh avpV a;nwqen e[wj ka,tw eivj du,o kai. h` gh/ evsei,sqh kai. ai`
pe,trai evsci,sqhsan(
And, behold, the veil of the temple was rent in twain from the top to the bottom; and the earth did quake, and the
rocks rent;
忽然殿裏的幔子，從上到下裂為兩半；地也震動；磐石也崩裂；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它)那 (它)幔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殿宇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分裂斷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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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那裏離開 從上頭地 一直直到 向下地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二個/兩個； 並且 (她)那 (她)地土/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搖擺震動； 並且 (她們)那些 (她們)磐石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分裂斷開；
[經文變異RT]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它)那 (它)幔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殿宇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分裂斷開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二個/兩個 從那裏離開 從上頭地 一直直到 向下地； 並且 (她)那 (她)地土/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搖擺震動； 並且 (她們)那些 (她們)磐石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分裂斷開；

太 27:52 kai. ta. mnhmei/a avnew,|cqhsan kai. polla. sw,mata tw/n kekoimhme,nwn àgi,wn hvge,rqhsan(
And the graves were opened; and many bodies of the saints which slept arose,
墳墓也開了；已睡聖徒的身體，多有起來的。

並且 (它們)那些 (它們)墳墓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向上開啟打開； 並且 (它們)許多的 (它們)身體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在已經被安置入睡了的 從屬(他們)聖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喚醒起來；
[經文變異RT]

並且 (它們)那些 (它們)墳墓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向上開啟打開； 並且 (它們)許多的 (它們)身體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在已經被安置入睡了的 從屬(他們)聖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喚醒起來；

太 27:53 kai. evxelqo,ntej evk tw/n mnhmei,wn meta. th.n e;gersin auvtou/ eivsh/lqon eivj th.n ag̀i,an po,lin kai.
evnefani,sqhsan polloi/jÅ
And came out of the graves after his resurrection, and went into the holy city, and appeared unto many.
到耶穌復活以後，他們從墳墓裏出來，進了聖城，向許多人顯現。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墳墓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她)那

到於(她)喚醒起來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聖的

到於(她)城邑，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使為在內促為照亮顯明 在對(他們)許多的。

太 27:54 ~O de. èkato,ntarcoj kai. oi` metV auvtou/ throu/ntej to.n VIhsou/n ivdo,ntej to.n seismo.n kai. ta. geno,mena
evfobh,qhsan sfo,dra( le,gontej( VAlhqw/j qeou/ uiò.j h=n ou-tojÅ
Now when the centurion, and they that were with him, watching Jesus, saw the earthquake, and those things
that were done, they feared greatly, saying, Truly this was the Son of God.
百夫長和一同看守耶穌的人，看見地震，並所經歷的事，就極其害怕，說：這真是神的兒子了。

(他)那 然而也 (他)百夫長 並且 (他們)那些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行看護守衛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他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搖擺震動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成驚恐畏懼 極度地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誠正真實地 從屬(他)神 (他)兒子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那同一者。
[經文變異WH]

(他)那 然而也 (他)百夫長 並且 (他們)那些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行看護守衛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他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搖擺震動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成驚恐畏懼 極度地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誠正真實地 從屬(他)神 (他)兒子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那同一者。

太 27:55 +Hsan de. evkei/ gunai/kej pollai. avpo. makro,qen qewrou/sai( ai[tinej hvkolou,qhsan tw/| VIhsou/ avpo. th/j
Galilai,aj diakonou/sai auvtw/|\
And many women were there beholding afar off, which followed Jesus from Galilee, ministering unto him:
有好些婦女在那裏，遠遠的觀看；他們是從加利利跟隨耶穌來服事他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在那裏地 (她們)女人 (她們)許多的 從那裏離開 從距離遠地

(她們)現正持續行定睛觀看了的， (她們)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跟隨 在對(他)那 在對(他)耶穌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加利利， (她們)現正持續行服事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太 27:56 evn ai-j h=n Mari,a h` Magdalhnh. kai. Mari,a h` tou/ VIakw,bou kai. VIwsh.f mh,thr kai. h` mh,thr tw/n uiẁ/n
Zebedai,ouÅ
Among which was Mary Magdalene, and Mary the mother of James and Joses, and the mother of Zebedee's
children.
內中有抹大拉的馬利亞，又有雅各和約西的母親馬利亞，並有西庇太兩個兒子的母親。

在內 在對(她們)這些個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她)馬利亞 (她)那 (她)抹大拉 並且 (她)馬利亞 (她)那 從屬(他)那

從屬(他)雅各 並且 從屬(他)約瑟 (她)母親 並且 (她)那 (她)母親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兒子 從屬(他)西庇太。
[經文變異RT]

在內 在對(她們)這些個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她)馬利亞 (她)那 (她)抹大拉 並且 (她)馬利亞 (她)那 從屬(他)那

從屬(他)雅各 並且 從屬(他)約西 (她)母親 並且 (她)那 (她)母親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兒子 從屬(他)西庇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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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27:57 VOyi,aj de. genome,nhj h=lqen a;nqrwpoj plou,sioj avpo. ~Arimaqai,aj( tou;noma VIwsh,f( o]j kai. auvto.j
evmaqhteu,qh tw/| VIhsou/\
When the even was come, there came a rich man of Arimathaea, named Joseph, who also himself was Jesus'
disciple:
到了晚上，有一個財主，名叫約瑟，是亞利馬太來的；他也是耶穌的門徒。

從屬(她)具將近晚的 然而也 從屬(她)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他)人

(他)具豐滿富足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亞利馬太 那名字地 (他)約瑟， (他)這個 並且 (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作門徒 在對(他)那 在對(他)耶穌；
[經文變異RT]

從屬(她)具將近晚的 然而也 從屬(她)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他)人

(他)具豐滿富足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亞利馬太 那名字地 (他)約瑟， (他)這個 並且 (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作門徒 在對(他)那 在對(他)耶穌；

太 27:58 ou-toj proselqw.n tw/| Pila,tw| hv|th,sato to. sw/ma tou/ VIhsou/Å to,te ò Pila/toj evke,leusen avpodoqh/naiÅ
He went to Pilate, and begged the body of Jesus. Then Pilate commanded the body to be delivered.
這人去見彼拉多，求耶穌的身體；彼拉多就吩咐給他。

(他)那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了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彼拉多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索問要求

到於(它)那 到於(它)身體 從屬(他)那 從屬(他)耶穌。 當那時地 (他)那 (他)彼拉多 他/她/它那時(也是)出言吩咐

那時(也是)要去被從那裏給與。
[經文變異RT]

(他)那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了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彼拉多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索問要求

到於(它)那 到於(它)身體 從屬(他)那 從屬(他)耶穌。 當那時地 (他)那 (他)彼拉多 他/她/它那時(也是)出言吩咐

那時(也是)要去被從那裏給與 到於(它)那 到於(它)身體。

太 27:59 kai. labw.n to. sw/ma ò VIwsh.f evnetu,lixen auvto. ÎevnÐ sindo,ni kaqara/|
And when Joseph had taken the body, he wrapped it in a clean linen cloth,
約瑟取了身體，用乾淨細麻布裹好，

並且 (他)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身體 (他)那 (他)約瑟 他/她/它那時(也是)捲繞纏裹在內

到於(它)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細白亞麻布 在對(她)乾淨純潔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身體 (他)那 (他)約瑟 他/她/它那時(也是)捲繞纏裹在內

到於(它)同一者 在對(她)細白亞麻布 在對(她)乾淨純潔的，

太 27:60 kai. e;qhken auvto. evn tw/| kainw/| auvtou/ mnhmei,w| o] evlato,mhsen evn th/| pe,tra| kai. proskuli,saj li,qon me,gan
th/| qu,ra| tou/ mnhmei,ou avph/lqenÅ
And laid it in his own new tomb, which he had hewn out in the rock: and he rolled a great stone to the door of
the sepulchre, and departed.
安放在自己的新墳墓裏，就是他鑿在磐石裏的；他又把大石頭滾到墓門口，就去了。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置放擺設 到於(它)同一者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嶄新的 從屬(他)同一者 在對(它)墳墓，

到於(它)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石塊切割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磐石； 並且

(他)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滾動了的 到於(他)石頭 到於(他)極大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門戶 從屬(它)那 從屬(它)墳墓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太 27:61 h=n de. evkei/ Maria.m h` Magdalhnh. kai. h̀ a;llh Mari,a kaqh,menai avpe,nanti tou/ ta,fouÅ
And there was Mary Magdalene, and the other Mary, sitting over against the sepulchre.
有抹大拉的馬利亞，和那個馬利亞在那裏，對著墳墓坐著。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在那裏地 (她)馬利亞 (她)那 (她)抹大拉 並且 (她)那 (她)另外不同的 (她)馬利亞，

(她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從那裏當面於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墓穴。

太 27:62 Th/| de. evpau,rion( h[tij evsti.n meta. th.n paraskeuh,n( sunh,cqhsan oi` avrcierei/j kai. oì Farisai/oi pro.j
Pila/ton
Now the next day, that followed the day of the preparation, the chief priests and Pharisees came together unto
Pilate,
次日，就是預備日的第二天，祭司長和法利賽人聚集，來見彼拉多，說：

在對(她)那 然而也 在次日地， (她)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她)那

到於(她)預備日，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聚集 (他們)那些 (他們)大祭司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法利賽人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彼拉多

太 27:63 le,gontej( Ku,rie( evmnh,sqhmen o[ti evkei/noj ò pla,noj ei=pen e;ti zw/n( Meta. trei/j hm̀e,raj evgei,romai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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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ying, Sir, we remember that that deceiver said, while he was yet alive, After three days I will rise again.
大人，我們記得那誘惑人的，還活著的時候，曾說：三日後我要復活。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阿,(他)主人， 我們那時(也是)被提醒記得， 是這樣 (他)在那裏的那個 (他)那

(他)引離正道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依然仍舊地 (他)現正持續活了的，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她們)三個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我現在持續被喚醒起來。

太 27:64 ke,leuson ou=n avsfalisqh/nai to.n ta,fon e[wj th/j tri,thj h̀me,raj( mh,pote evlqo,ntej oì maqhtai. auvtou/
kle,ywsin auvto.n kai. ei;pwsin tw/| law/|( VHge,rqh avpo. tw/n nekrw/n( kai. e;stai h̀ evsca,th pla,nh cei,rwn th/j
prw,thjÅ
Command therefore that the sepulchre be made sure until the third day, lest his disciples come by night, and
steal him away, and say unto the people, He is risen from the dead: so the last error shall be worse than the
first.
因此，請吩咐人將墳墓把守妥當，直到第三日；恐怕他的門徒來把他偷了去，就告訴百姓說，他從死裏復活了；

這樣，那後來的迷惑，比先前的更利害了。

你那時(也是)就要出言吩咐 這樣 那時(也是)要去被使成穩妥確實 到於(他)那 到於(他)墓穴 一直直到 從屬(她)那

從屬(她)第三的 從屬(她)日子/白日； 不會任何時候地 (他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偷竊盜取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在對(他)那 在對(他)人民百姓，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喚醒起來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死掉的；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她)那 (她)最末後的 (她)迷途錯謬 (她)更卑劣不好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首先的。
[經文變異RT]

你那時(也是)就要出言吩咐 這樣 那時(也是)要去被使成穩妥確實 到於(他)那 到於(他)墓穴 一直直到 從屬(她)那

從屬(她)第三的 從屬(她)日子/白日； 不會任何時候地 (他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從屬(她)夜晚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偷竊盜取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在對(他)那 在對(他)人民百姓，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喚醒起來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死掉的；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她)那 (她)最末後的 (她)迷途錯謬 (她)更卑劣不好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首先的。
[經文變異WH]

你那時(也是)就要出言吩咐 這樣 那時(也是)要去被使成穩妥確實 到於(他)那 到於(他)墓穴 一直直到 從屬(她)那

從屬(她)第三的 從屬(她)日子/白日； 不會任何時候地 (他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偷竊盜取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在對(他)那

在對(他)人民百姓，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喚醒起來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死掉的；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她)那 (她)最末後的 (她)迷途錯謬 (她)更卑劣不好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首先的。

太 27:65 e;fh auvtoi/j ò Pila/toj( :Ecete koustwdi,an\ ùpa,gete avsfali,sasqe wj̀ oi;dateÅ
Pilate said unto them, Ye have a watch: go your way, make it as sure as ye can.
彼拉多說：你們有看守的兵；去罷，盡你們所能的，把守妥當。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宣稱傳講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彼拉多， 你們現在持續持有註1
到於(她)監護衛哨；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退開去，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使成穩妥確實 正如地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註1：“你們現在持續持有”文法上亦可以為“你們現在就要持續持有”。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宣稱傳講 然而也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彼拉多， 你們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監護衛哨；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退開去，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使成穩妥確實 正如地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太 27:66 oi` de. poreuqe,ntej hvsfali,santo to.n ta,fon sfragi,santej to.n li,qon meta. th/j koustwdi,ajÅ
So they went, and made the sepulchre sure, sealing the stone, and setting a watch.
他們就帶著看守的兵同去，封了石頭，將墳墓把守妥當。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那時(也是)被行去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使成穩妥確實 到於(他)那 到於(他)墓穴，

(他們)那時(也是)蓋圖章封印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石頭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那 從屬(她)監護衛哨。

太 28:1 VOye. de. sabba,twn( th/| evpifwskou,sh| eivj mi,an sabba,twn h=lqen Maria.m h` Magdalhnh. kai. h` a;llh
Mari,a qewrh/sai to.n ta,fonÅ
In the end of the sabbath, as it began to dawn toward the first day of the week, came Mary Magdalene and the
other Mary to see the sepulchre.
安息日將盡，七日的頭一日，天快亮的時候，抹大拉的馬利亞，和那個馬利亞，來看墳墓。

將近晚地 然而也 從屬(它們)安息， 在對(她)那 在對(她)現正持續致使在上面照亮顯明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一個/第一 從屬(它們)安息，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她)馬利亞 (她)那 (她)抹大拉 並且 (她)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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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另外不同的 (她)馬利亞 那時(也是)要去行定睛觀看 到於(他)那 到於(他)墓穴。

太 28:2 kai. ivdou. seismo.j evge,neto me,gaj\ a;ggeloj ga.r kuri,ou kataba.j evx ouvranou/ kai. proselqw.n avpeku,lisen
to.n li,qon kai. evka,qhto evpa,nw auvtou/Å
And, behold, there was a great earthquake: for the angel of the Lord descended from heaven, and came and
rolled back the stone from the door, and sat upon it.
忽然地大震動；因為有主的使者，從天上下來，把石頭滾開，坐在上面。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搖擺震動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他)極大的； (他)使者 因為

從屬(他)主人 (他)那時(也是)向下行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他)天空/天 並且 (他)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滾動離開 到於(他)那 到於(他)石頭，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坐下 在上面上頭地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搖擺震動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他)極大的； (他)使者 因為

從屬(他)主人 (他)那時(也是)向下行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他)天空/天 並且 (他)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滾動離開 到於(他)那 到於(他)石頭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門戶，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坐下 在上面上頭地 從屬(他)同一者。

太 28:3 h=n de. h̀ eivde,a auvtou/ wj̀ avstraph. kai. to. e;nduma auvtou/ leuko.n ẁj ciw,nÅ
His countenance was like lightning, and his raiment white as snow:
他的像貌如同閃電，衣服潔白如雪。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她)那 (她)景像容貌 從屬(他)同一者 正如地 (她)閃電強光， 並且 (它)那 (它)衣著服飾

從屬(他)同一者 (它)亮光潔白的 正如地 (她)雪。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她)那 (她)景像容貌 從屬(他)同一者 正如地 (她)閃電強光， 並且 (它)那 (它)衣著服飾

從屬(他)同一者 (它)亮光潔白的 正如好像地 (她)雪。

太 28:4 avpo. de. tou/ fo,bou auvtou/ evsei,sqhsan oì throu/ntej kai. evgenh,qhsan ẁj nekroi,Å
And for fear of him the keepers did shake, and became as dead men.
看守的人，就因他嚇得渾身亂戰，甚至和死人一樣。

從那裏離開 然而也 從屬(他)那 從屬(他)畏懼害怕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搖擺震動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行看護守衛了的，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生發成為 正如地 (他們)死掉的。
[經文變異RT]

從那裏離開 然而也 從屬(他)那 從屬(他)畏懼害怕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搖擺震動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行看護守衛了的，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正如好像地 (他們)死掉的。

太 28:5 avpokriqei.j de. ò a;ggeloj ei=pen tai/j gunaixi,n( Mh. fobei/sqe ùmei/j( oi=da ga.r o[ti VIhsou/n to.n
evstaurwme,non zhtei/te\
And the angel answered and said unto the women, Fear not ye: for I know that ye seek Jesus, which was
crucified.
天使對婦女說：不要害怕，我知道你們是尋找那釘十字架的耶穌。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使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女人，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成驚恐畏懼 你們； 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因為 是這樣

到於(他)耶穌 到於(他)那 到於(他)現在已經被釘十字架了的 你們現在持續探索尋求；

太 28:6 ouvk e;stin w-de( hvge,rqh ga.r kaqw.j ei=pen\ deu/te i;dete to.n to,pon o[pou e;keitoÅ
He is not here: for he is risen, as he said. Come, see the place where the Lord lay.
他不在這裏，照他所說的，已經復活了；你們來看安放主的地方。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也就在此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喚醒起來 因為，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你們就要到這裏來，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看見察覺 到於(他)那 到於(他)地點處所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安置。
[經文變異RT]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也就在此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喚醒起來 因為，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你們就要到這裏來，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看見察覺 到於(他)那 到於(他)地點處所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安置 (他)那 (他)主人。

太 28:7 kai. tacu. poreuqei/sai ei;pate toi/j maqhtai/j auvtou/ o[ti VHge,rqh avpo. tw/n nekrw/n( kai. ivdou. proa,gei
um̀a/j eivj th.n Galilai,an( evkei/ auvto.n o;yesqe\ ivdou. ei=pon ùmi/nÅ
And go quickly, and tell his disciples that he is risen from the dead; and, behold, he goeth before you into
Galilee; there shall ye see him: lo, I have told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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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去告訴他的門徒說：他從死裏復活了；並且在你們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裏你們要見他；看哪；我已經告訴你

們了。

並且 很快地 (她們)那時(也是)被行去了的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是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喚醒起來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死掉的；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她/它現在持續帶領在前面 到於你們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加利利，

在那裏地 到於(他)同一者 你們將要(持續)讓自己看見注目；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你們。

太 28:8 kai. avpelqou/sai tacu. avpo. tou/ mnhmei,ou meta. fo,bou kai. cara/j mega,lhj e;dramon avpaggei/lai toi/j
maqhtai/j auvtou/Å
And they departed quickly from the sepulchre with fear and great joy; and did run to bring his disciples word.
婦女們就急忙離開墳墓，又害怕，又大大的歡喜，跑去要報給他的門徒。

並且 (她們)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了的 很快地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那 從屬(它)墳墓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畏懼害怕 並且 從屬(她)歡喜快樂 從屬(她)極大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奔跑疾行

那時(也是)要去從那裏報信通告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她們)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很快地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那 從屬(它)墳墓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畏懼害怕 並且 從屬(她)歡喜快樂 從屬(她)極大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奔跑疾行

那時(也是)要去從那裏報信通告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太 28:9 kai. ivdou. VIhsou/j ùph,nthsen auvtai/j le,gwn( Cai,reteÅ aì de. proselqou/sai evkra,thsan auvtou/ tou.j po,daj
kai. proseku,nhsan auvtw/|Å
And as they went to tell his disciples, behold, Jesus met them, saying, All hail. And they came and held him by
the feet, and worshipped him.
忽然耶穌遇見他們，說：願你們平安。他們就上前抱住他的腳拜他。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底下迎面相遇 在對(她們)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歡喜安樂。 (她們)那些 然而也 (她們)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掌控抓住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腳，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敬拜

在對(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正如地 然而也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那時(也是)要去從那裏報信通告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迎面相遇

在對(她們)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歡喜安樂。 (她們)那些 然而也

(她們)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掌控抓住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腳，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敬拜 在對(他)同一者。

太 28:10 to,te le,gei auvtai/j ò VIhsou/j( Mh. fobei/sqe\ ùpa,gete avpaggei,late toi/j avdelfoi/j mou i[na avpe,lqwsin eivj
th.n Galilai,an( kavkei/ me o;yontaiÅ
Then said Jesus unto them, Be not afraid: go tell my brethren that they go into Galilee, and there shall they see
me.
耶穌對他們說：不要害怕，你們去告訴我的弟兄，叫他們往加利利去，在那裏必見我。

當那時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她們)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成驚恐畏懼；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退開去，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從那裏報信通告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弟兄 從屬我， 為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加利利， 且在那裏地 到於我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看見注目。

太 28:11 Poreuome,nwn de. auvtw/n ivdou, tinej th/j koustwdi,aj evlqo,ntej eivj th.n po,lin avph,ggeilan toi/j
avrciereu/sin a[panta ta. geno,menaÅ
Now when they were going, behold, some of the watch came into the city, and shewed unto the chief priests all
the things that were done.
他們去的時候，看守的兵，有幾個進城去，將所經歷的事，都報給祭司長。

從屬(她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行去了的
註1 然而也 從屬(她們)同一者註2，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們)任何什麼

從屬(她)那 從屬(她)監護衛哨 (他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城邑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從那裏報信通告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大祭司 到於(它們)同時一齊地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註1：“從屬(她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行去了的”文法上亦可以為“從屬(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行去了的”。

註2：“從屬(她們)同一者”文法上亦可以為“從屬(他們)同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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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28:12 kai. sunacqe,ntej meta. tw/n presbute,rwn sumbou,lio,n te labo,ntej avrgu,ria ìkana. e;dwkan toi/j
stratiw,taij
And when they were assembled with the elders, and had taken counsel, they gave large money unto the
soldiers,
祭司長和長老聚集商議，就拿許多銀錢給兵丁，說：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被聚集了的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更年長的， 到於(它)顧問謀士會議

並/又 (他們)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到於(它們)銀錢 到於(它們)達到足夠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給與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士兵

太 28:13 le,gontej( Ei;pate o[ti Oi` maqhtai. auvtou/ nukto.j evlqo,ntej e;kleyan auvto.n hm̀w/n koimwme,nwnÅ
Saying, Say ye, His disciples came by night, and stole him away while we slept.
你們要這樣說：夜間我們睡覺的時候，他的門徒來把他偷去了。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發話言說， 是這樣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從屬(她)夜晚 (他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偷竊盜取 到於(他)同一者， 從屬我們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被安置入睡了的。

太 28:14 kai. eva.n avkousqh/| tou/to evpi. tou/ hg̀emo,noj( hm̀ei/j pei,somen Îauvto.nÐ kai. ùma/j avmeri,mnouj poih,somenÅ
And if this come to the governor's ears, we will persuade him, and secure you.
倘若這話被巡撫聽見，有我們勸他，保你們無事。

並且 但凡若是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聲聞耳聽 (它)那同一者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他)那

從屬(他)領導治理之人， 我們 我們將要(持續)勸信說服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到於你們 到於(他們)沒有分心掛慮的

我們將要(持續)行出作成。
[經文變異WH]

並且 但凡若是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聲聞耳聽 (它)那同一者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他)那

從屬(他)領導治理之人， 我們 我們將要(持續)勸信說服， 並且 到於你們 到於(他們)沒有分心掛慮的

我們將要(持續)行出作成。

太 28:15 oi` de. labo,ntej ta. avrgu,ria evpoi,hsan ẁj evdida,cqhsanÅ Kai. diefhmi,sqh ò lo,goj ou-toj para. VIoudai,oij
me,cri th/j sh,meron Îhm̀e,rajÐÅ
So they took the money, and did as they were taught: and this saying is commonly reported among the Jews
until this day.
兵丁受了銀錢，就照所囑咐他們的去行；這話就傳說在猶太人中間，直到今日。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銀錢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正如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教導；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使成普遍的名聲傳說 (他)那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他)那同一者 <在旁邊>在旁邊 在對(他們)猶太人的 一直達到 從屬(她)那 今日地 從屬(她)日子/白日。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銀錢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正如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教導；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使成普遍的名聲傳說 (他)那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他)那同一者 <在旁邊>在旁邊 在對(他們)猶太人的 一直達到 從屬(她)那 今日地 。
[經文變異WH]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到於(它們)銀錢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正如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教導；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使成普遍的名聲傳說 (他)那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他)那同一者 <在旁邊>在旁邊 在對(他們)猶太人的 一直達到 從屬(她)那 今日地 從屬(她)日子/白日。

太 28:16 Oì de. e[ndeka maqhtai. evporeu,qhsan eivj th.n Galilai,an eivj to. o;roj ou- evta,xato auvtoi/j ò VIhsou/j(
Then the eleven disciples went away into Galilee, into a mountain where Jesus had appointed them.
十一個門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穌約定的山上。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十一個 (他們)門徒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行去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加利利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高山， 在這裏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安排定規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太 28:17 kai. ivdo,ntej auvto.n proseku,nhsan( oì de. evdi,stasanÅ
And when they saw him, they worshipped him: but some doubted.
他們見了耶穌就拜他；然而還有人疑惑。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敬拜；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猶疑不決。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敬拜 在對(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然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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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猶疑不決。

太 28:18 kai. proselqw.n ò VIhsou/j evla,lhsen auvtoi/j le,gwn( VEdo,qh moi pa/sa evxousi,a evn ouvranw/| kai. evpi. Îth/jÐ
gh/jÅ
And Jesus came and spake unto them, saying, All power is given unto me in heaven and in earth.
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

並且 (他)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了的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言講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給與 在對我 (她)所有每一個的 (她)權柄掌握 在內 在對(他)天空/天

並且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了的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言講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給與 在對我 (她)所有每一個的 (她)權柄掌握 在內 在對(他)天空/天

並且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地土/地。

太 28:19 poreuqe,ntej ou=n maqhteu,sate pa,nta ta. e;qnh( bapti,zontej auvtou.j eivj to. o;noma tou/ patro.j kai. tou/
uiòu/ kai. tou/ àgi,ou pneu,matoj(
Go ye therefore, and teach all nations, baptizing them 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 and of the Son, and of the Holy
Ghost: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或作給他們施洗歸於父子聖靈的名〕

(他們)那時(也是)被行去了的 這樣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作門徒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種族邦國， (他們)現正持續浸洗了的 到於(他們)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名字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並且 從屬(他)那 從屬(他)兒子 並且 從屬(它)那 從屬(它)聖的 從屬(它)靈/風，
[經文變異MT]

(他們)那時(也是)被行去了的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作門徒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種族邦國，

(他們)現正持續浸洗了的 到於(他們)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名字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並且

從屬(他)那 從屬(他)兒子 並且 從屬(它)那 從屬(它)聖的 從屬(它)靈/風，

太 28:20 dida,skontej auvtou.j threi/n pa,nta o[sa evneteila,mhn ùmi/n\ kai. ivdou. evgw. meqV ùmw/n eivmi pa,saj ta.j
hm̀e,raj e[wj th/j suntelei,aj tou/ aivw/nojÅ
Teaching them to observe all things whatsoever I have commanded you: and, lo, I am with you alway, even unto
the end of the world. Amen.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他們)現正持續教導了的 到於(他們)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行看護守衛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這每一切

我那時(也是)讓自己督促責成 在對你們；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我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你們

我現在持續是 到於(她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一直直到 從屬(她)那 從屬(她)成就結局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世紀時代。
[經文變異RT]

(他們)現正持續教導了的 到於(他們)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行看護守衛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這每一切

我那時(也是)讓自己督促責成 在對你們；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我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你們

我現在持續是 到於(她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一直直到 從屬(她)那 從屬(她)成就結局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世紀時代。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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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可福音 // Mark

可 1:1 VArch. tou/ euvaggeli,ou VIhsou/ Cristou/ Îuiòu/ qeou/ÐÅ
The beginning of the gospel of Jesus Christ, the Son of God;
神的兒子，耶穌基督福音的起頭，

(她)為起始為首 從屬(它)那 從屬(它)福音佳訊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從屬(他)兒子 從屬(他)神。
[經文變異RT]

(她)為起始為首 從屬(它)那 從屬(它)福音佳訊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從屬(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經文變異WH]

(她)為起始為首 從屬(它)那 從屬(它)福音佳訊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

可 1:2 Kaqw.j ge,graptai evn tw/| VHsai<a| tw/| profh,th|( VIdou. avposte,llw to.n a;ggelo,n mou pro. prosw,pou sou( o]j
kataskeua,sei th.n òdo,n sou\
As it is written in the prophets, Behold, I send my messenger before thy face, which shall prepare thy way
before thee.
正如先知以賽亞書上記著說：〔有古卷無以賽亞三字〕『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預備道路；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以賽亞 在對(他)那 在對(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我現在持續分派差遣 到於(他)那 到於(他)使者 從屬我 在前面 從屬(它)前面的臉面

從屬你， (他)這個 他/她/它將要(持續)預備妥當 到於(她)那 到於(她)道路途徑 從屬你；
[經文變異RT]

正如地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我 我現在持續分派差遣 到於(他)那 到於(他)使者 從屬我 在前面 從屬(它)前面的臉面

從屬你， (他)這個 他/她/它將要(持續)預備妥當 到於(她)那 到於(她)道路途徑 從屬你 從在其前地 從屬你；

可 1:3 fwnh. bow/ntoj evn th/| evrh,mw|( ~Etoima,sate th.n òdo.n kuri,ou( euvqei,aj poiei/te ta.j tri,bouj auvtou/(
The voice of one crying in the wilderness, Prepare ye the way of the Lord, make his paths straight.
在曠野有人聲喊著說：預備主的道，修直他的路。』

(她)聲音 從屬(他)現正持續高呼喊叫了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孤獨荒涼的，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使成妥切齊備

到於(她)那 到於(她)道路途徑 從屬(他)主人， 到於(她們)平直直接的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行出作成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磨損踩出之軌跡 從屬(他)同一者；

可 1:4 evge,neto VIwa,nnhj ÎòÐ bapti,zwn evn th/| evrh,mw| kai. khru,sswn ba,ptisma metanoi,aj eivj a;fesin àmartiw/nÅ
John did baptize in the wilderness, and preach the baptism of repentance for the remission of sins.
照這話，約翰來了，在曠野施洗，傳悔改的洗禮，使罪得赦。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他)約翰 (他)那 (他)現正持續浸洗了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孤獨荒涼的 並且

(他)現正持續傳達宣講了的 到於(它)浸洗之禮 從屬(她)轉悟悔改 向內進入 到於(她)赦免釋放 從屬(她們)罪。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他)約翰 (他)現正持續浸洗了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孤獨荒涼的 並且

(他)現正持續傳達宣講了的 到於(它)浸洗之禮 從屬(她)轉悟悔改 向內進入 到於(她)赦免釋放 從屬(她們)罪。
[經文變異WH]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他)約翰 (他)那 (他)現正持續浸洗了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孤獨荒涼的，

(他)現正持續傳達宣講了的 到於(它)浸洗之禮 從屬(她)轉悟悔改 向內進入 到於(她)赦免釋放 從屬(她們)罪。

可 1:5 kai. evxeporeu,eto pro.j auvto.n pa/sa h` VIoudai,a cw,ra kai. oi` ~Ierosolumi/tai pa,ntej( kai. evbapti,zonto ùpV
auvtou/ evn tw/| VIorda,nh| potamw/| evxomologou,menoi ta.j am̀arti,aj auvtw/nÅ
And there went out unto him all the land of Judaea, and they of Jerusalem, and were all baptized of him in the
river of Jordan, confessing their sins.
猶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約翰那裏，承認他們的罪，在約但河裏受他的洗。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向外行去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她)所有每一個的 (她)那 (她)猶太地方

(她)地域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耶路撒冷人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被浸洗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約但河 在對(他)河流，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公開完全同意承認了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罪 從屬(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向外行去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她)所有每一個的 (她)那 (她)猶太地方

(她)地域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耶路撒冷人，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被浸洗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約但河 在對(他)河流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公開完全同意承認了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罪 從屬(他們)同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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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1:6 kai. h=n ò VIwa,nnhj evndedume,noj tri,caj kamh,lou kai. zw,nhn dermati,nhn peri. th.n ovsfu.n auvtou/ kai.
evsqi,wn avkri,daj kai. me,li a;grionÅ
And John was clothed with camel's hair, and with a girdle of a skin about his loins; and he did eat locusts and
wild honey;
約翰穿駱駝毛的衣服，腰束皮帶，喫的是蝗蟲野蜜。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那 (他)約翰 (他)現在已經讓自己穿著了的 到於(她們)毛髮 從屬(他)駱駝 並且

到於(她)帶子 到於(她)皮製的 <在周圍>在周圍 到於(她)那 到於(她)腹腰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現正持續喫食了的

到於(她們)蝗蟲 並且 到於(它)蜂蜜 到於(它)野的；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他)約翰 (他)現在已經讓自己穿著了的 到於(她們)毛髮 從屬(他)駱駝 並且 到於(她)帶子

到於(她)皮製的 <在周圍>在周圍 到於(她)那 到於(她)腹腰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現正持續喫食了的 到於(她們)蝗蟲

並且 到於(它)蜂蜜 到於(它)野的；

可 1:7 kai. evkh,russen le,gwn( :Ercetai ò ivscuro,tero,j mou ovpi,sw mou( ou- ouvk eivmi. ìkano.j ku,yaj lu/sai to.n
im̀a,nta tw/n ùpodhma,twn auvtou/Å
And preached, saying, There cometh one mightier than I after me, the latchet of whose shoes I am not worthy to
stoop down and unloose.
他傳道說：有一位在我以後來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彎腰給他解鞋帶，也是不配的。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傳達宣講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他)那

(他)更強壯大力的 從屬我 向在後面地 從屬我， 從屬(他)這個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是 (他)達到足夠的

(他)那時(也是)彎腰屈身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鬆綁脫解 到於(他)那 到於(他)皮帶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鞋

從屬(他)同一者。

可 1:8 evgw. evba,ptisa ùma/j u[dati( auvto.j de. bapti,sei ùma/j evn pneu,mati àgi,w|Å
I indeed have baptized you with water: but he shall baptize you with the Holy Ghost.
我是用水給你們施洗，他卻要用聖靈給你們施洗。

我 我那時(也是)浸洗 到於你們 在對(它)水； (他)同一者 然而也 他/她/它將要(持續)浸洗 到於你們 在內

在對(它)靈/風 在對(它)聖的。
[經文變異RT]

我 的確 我那時(也是)浸洗 到於你們 在內 在對(它)水； (他)同一者 然而也 他/她/它將要(持續)浸洗 到於你們 在內

在對(它)靈/風 在對(它)聖的。
[經文變異WH]

我 我那時(也是)浸洗 到於你們 在對(它)水； (他)同一者 然而也 他/她/它將要(持續)浸洗 到於你們 在對(它)靈/風

在對(它)聖的。

可 1:9 Kai. evge,neto evn evkei,naij tai/j hm̀e,raij h=lqen VIhsou/j avpo. Nazare.t th/j Galilai,aj kai. evbapti,sqh eivj to.n
VIorda,nhn up̀o. VIwa,nnouÅ
And it came to pass in those days, that Jesus came from Nazareth of Galilee, and was baptized of John in
Jordan.
那時，耶穌從加利利的拿撒勒來，在約但河裏受了約翰的洗。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內 在對(她們)在那裏的那個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日子/白日，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他)耶穌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拿撒勒 從屬(她)那 從屬(她)加利利，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浸洗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約但河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約翰。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內 在對(她們)在那裏的那個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日子/白日，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他)耶穌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拿撒勒 從屬(她)那 從屬(她)加利利，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浸洗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約翰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約但河。

可 1:10 kai. euvqu.j avnabai,nwn evk tou/ u[datoj ei=den scizome,nouj tou.j ouvranou.j kai. to. pneu/ma wj̀ peristera.n
katabai/non eivj auvto,n\
And straightway coming up out of the water, he saw the heavens opened, and the Spirit like a dove descending
upon him:
他從水裏一上來，就看見天裂開了，聖靈彷彿鴿子，降在他身上。

並且 平直直接地 (他)現正持續向上行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水 他/她/它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被分裂斷開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天空/天 並且 到於(它)那 到於(它)靈/風 正如地

到於(她)鴿子 到於(它)現正持續向下行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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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 平直直接地[同#2117] (他)現正持續向上行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那 從屬(它)水 他/她/它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被分裂斷開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天空/天 並且 到於(它)那 到於(它)靈/風 正如好像地

到於(她)鴿子 到於(它)現正持續向下行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同一者；

可 1:11 kai. fwnh. evge,neto evk tw/n ouvranw/n( Su. ei= ò uiò,j mou ò avgaphto,j( evn soi. euvdo,khsaÅ
And there came a voice from heaven, saying, Thou art my beloved Son, in whom I am well pleased.
又有聲音從天上來說：你是我的愛子，我喜悅你。

並且 (她)聲音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天空/天， 你 你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兒子 從屬我 (他)那 (他)蒙愛的， 在內 在對你 我那時(也是)歡愉認可。
[經文變異RT]

並且 (她)聲音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天空/天， 你 你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兒子 從屬我 (他)那 (他)蒙愛的， 在內 在對(他)這個 我那時(也是)歡愉認可。

可 1:12 Kai. euvqu.j to. pneu/ma auvto.n evkba,llei eivj th.n e;rhmonÅ
And immediately the Spirit driveth him into the wilderness.
聖靈就把耶穌催到曠野裏去。

並且 平直直接地 (它)那 (它)靈/風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向外投擲出來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孤獨荒涼的。

可 1:13 kai. h=n evn th/| evrh,mw| tessera,konta hm̀e,raj peirazo,menoj ùpo. tou/ Satana/( kai. h=n meta. tw/n qhri,wn( kai.
oi` a;ggeloi dihko,noun auvtw/|Å
And he was there in the wilderness forty days, tempted of Satan; and was with the wild beasts; and the angels
ministered unto him.
他在曠野四十天受撒但的試探；並與野獸同在一處；且有天使來伺候他。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孤獨荒涼的 到於(她們)四十個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他)現正持續被使有探測試驗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那 從屬(他)撒但；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野獸；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使者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行服事

在對(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在那裏地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孤獨荒涼的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到於(她們)四十個

(他)現正持續被使有探測試驗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那 從屬(他)撒但；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野獸；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使者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行服事

在對(他)同一者。

可 1:14 Meta. de. to. paradoqh/nai to.n VIwa,nnhn h=lqen ò VIhsou/j eivj th.n Galilai,an khru,sswn to. euvagge,lion
tou/ qeou/
Now after that John was put in prison, Jesus came into Galilee, preaching the gospel of the kingdom of God,
約翰下監以後，耶穌來到加利利，宣傳神的福音，

<轉換其中>隨到後 然而也 到於(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被交付 到於(他)那 到於(他)約翰，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他)那 (他)耶穌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加利利， (他)現正持續傳達宣講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福音佳訊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經文變異RT]

<轉換其中>隨到後 然而也 到於(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被交付 到於(他)那 到於(他)約翰，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他)那 (他)耶穌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加利利， (他)現正持續傳達宣講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福音佳訊

從屬(她)那 從屬(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經文變異WH]

並且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被交付 到於(他)那 到於(他)約翰，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他)那 (他)耶穌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加利利， (他)現正持續傳達宣講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福音佳訊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可 1:15 kai. le,gwn o[ti Peplh,rwtai ò kairo.j kai. h;ggiken h̀ basilei,a tou/ qeou/\ metanoei/te kai. pisteu,ete evn tw/|
euvaggeli,w|Å
And saying, The time is fulfilled, and the kingdom of God is at hand: repent ye, and believe the gospel.
說：日期滿了，神的國近了；你們當悔改，信福音。

並且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促使成充滿添足 (他)那 (他)場合時節， 並且

他/她/它現在已經靠近 (她)那 (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轉念悔悟， 並且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置信信託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福音佳訊。
[經文變異Tischendor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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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促使成充滿添足 (他)那 (他)場合時節， 並且 他/她/它現在已經靠近 (她)那 (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轉念悔悟， 並且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置信信託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福音佳訊。

可 1:16 Kai. para,gwn para. th.n qa,lassan th/j Galilai,aj ei=den Si,mwna kai. VAndre,an to.n avdelfo.n Si,mwnoj
avmfiba,llontaj evn th/| qala,ssh|\ h=san ga.r àliei/jÅ
Now as he walked by the sea of Galilee, he saw Simon and Andrew his brother casting a net into the sea: for
they were fishers.
耶穌順著加利利的海邊走，看見西門，和西門的兄弟安得烈，在海裏撒網；他們本是打魚的。

並且 (他)現正持續在旁邊經過了的 <在旁邊>到旁邊 到於(她)那 到於(她)海 從屬(她)那 從屬(她)加利利

他/她/它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他)西門 並且 到於(他)安得烈 到於(他)那 到於(他)弟兄 從屬(他)西門，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四圍撒網了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海；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因為 (他們)漁夫。
[經文變異RT]

(他)現正持續來往昂然踏行了的 然而也 <在旁邊>到旁邊 到於(她)那 到於(她)海 從屬(她)那 從屬(她)加利利

他/她/它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他)西門 並且 到於(他)安得烈 到於(他)那 到於(他)弟兄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投擲了的 到於(它)四圍撒的網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海；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因為

(他們)漁夫。
[經文變異MT]

(他)現正持續來往昂然踏行了的 然而也 <在旁邊>到旁邊 到於(她)那 到於(她)海 從屬(她)那 從屬(她)加利利

他/她/它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他)西門 並且 到於(他)安得烈 到於(他)那 到於(他)弟兄 從屬(他)同一者 從屬(他)那

從屬(他)西門，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投擲了的 到於(它)四圍撒的網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海；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因為 (他們)漁夫。

可 1:17 kai. ei=pen auvtoi/j ò VIhsou/j( Deu/te ovpi,sw mou( kai. poih,sw ùma/j gene,sqai àliei/j avnqrw,pwnÅ
And Jesus said unto them, Come ye after me, and I will make you to become fishers of men.
耶穌對他們說：來跟從我，我要叫你們得人如得魚一樣。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你們就要到這裏來 向在後面地 從屬我，

並且 我將要(持續)行出作成 到於你們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生發成為 到於(他們)漁夫 從屬(他們)人。

可 1:18 kai. euvqu.j avfe,ntej ta. di,ktua hvkolou,qhsan auvtw/|Å
And straightway they forsook their nets, and followed him.
他們就立刻捨了網，跟從了他。

並且 平直直接地 (他們)那時(也是)任憑釋放離開了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漁網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跟隨

在對(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平直直接地[同#2117] (他們)那時(也是)任憑釋放離開了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漁網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跟隨 在對(他)同一者。

可 1:19 Kai. proba.j ovli,gon ei=den VIa,kwbon to.n tou/ Zebedai,ou kai. VIwa,nnhn to.n avdelfo.n auvtou/ kai. auvtou.j evn
tw/| ploi,w| katarti,zontaj ta. di,ktua(
And when he had gone a little further thence, he saw James the son of Zebedee, and John his brother, who also
were in the ship mending their nets.
耶穌稍往前走，又見西庇太的兒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約翰，在船上補網。

並且 (他)那時(也是)向前行了的 到於(它)些微少許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他)雅各 到於(他)那 從屬(他)那

從屬(他)西庇太 並且 到於(他)約翰 到於(他)那 到於(他)弟兄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到於(他們)同一者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船隻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向下使成裝備妥當了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漁網；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向前行了的 從那裏地 到於(它)些微少許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他)雅各 到於(他)那

從屬(他)那 從屬(他)西庇太 並且 到於(他)約翰 到於(他)那 到於(他)弟兄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到於(他們)同一者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船隻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向下使成裝備妥當了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漁網；

可 1:20 kai. euvqu.j evka,lesen auvtou,jÅ kai. avfe,ntej to.n pate,ra auvtw/n Zebedai/on evn tw/| ploi,w| meta. tw/n misqwtw/n
avph/lqon ovpi,sw auvtou/Å
And straightway he called them: and they left their father Zebedee in the ship with the hired servants, and went
after him.
耶穌隨即招呼他們；他們就把父親西庇太，和雇工人留在船上，跟從耶穌去了。

並且 平直直接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促請召喚 到於(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任憑釋放離開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從屬(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西庇太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船隻 <轉換其中>隨同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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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受僱用之人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向在後面地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平直直接地[同#2117] 他/她/它那時(也是)促請召喚 到於(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任憑釋放離開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從屬(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西庇太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船隻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受僱用之人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向在後面地 從屬(他)同一者。

可 1:21 Kai. eivsporeu,ontai eivj Kafarnaou,m\ kai. euvqu.j toi/j sa,bbasin eivselqw.n eivj th.n sunagwgh.n evdi,daskenÅ
And they went into Capernaum; and straightway on the sabbath day he entered into the synagogue, and taught.
到了迦百農，耶穌就在安息日進了會堂教訓人。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向內行去 向內進入 到於(她)迦百農， 並且 平直直接地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安息 (他)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會堂 他/她/它當時持續教導。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向內行去 向內進入 到於(她)迦百農， 並且 平直直接地[同#2117]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安息 (他)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會堂 他/她/它當時持續教導。

可 1:22 kai. evxeplh,ssonto evpi. th/| didach/| auvtou/\ h=n ga.r dida,skwn auvtou.j ẁj evxousi,an e;cwn kai. ouvc wj̀ oì
grammatei/jÅ
And they were astonished at his doctrine: for he taught them as one that had authority, and not as the scribes.
眾人很希奇他的教訓；因為他教訓他們，正像有權柄的人，不像文士。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被震驚詫異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那 在對(她)教授講訓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因為 (他)現正持續教導了的 到於(他們)同一者 正如地 到於(她)權柄掌握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並且 不是/不 正如地 (他們)那些 (他們)書記文士。

可 1:23 kai. euvqu.j h=n evn th/| sunagwgh/| auvtw/n a;nqrwpoj evn pneu,mati avkaqa,rtw| kai. avne,kraxen
And there was in their synagogue a man with an unclean spirit; and he cried out,
在會堂裏有一個人，被污鬼附著；他喊叫說：

並且 平直直接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會堂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人 在內 在對(它)靈/風

在對(它)污穢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上嘶聲吶喊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會堂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人 在內 在對(它)靈/風

在對(它)污穢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上嘶聲吶喊

可 1:24 le,gwn( Ti, hm̀i/n kai. soi,( VIhsou/ Nazarhne,È h=lqej avpole,sai h̀ma/jÈ oi=da, se ti,j ei=( ò a[gioj tou/ qeou/Å
Saying, Let us alone; what have we to do with thee, thou Jesus of Nazareth? art thou come to destroy us? I
know thee who thou art, the Holy One of God.
拿撒勒人耶穌，我們與你有甚麼相干，你來滅我們麼；我知道你是誰，乃是神的聖者。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它)任何什麼呢 在對我們 並且 在對你， 阿,(他)耶穌 阿,(他)拿撒勒的？

你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那時(也是)要去毀掉除滅 到於我們？ 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到於你 (他)任何什麼呢

你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聖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經文變異RT]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就算了罷呀； (它)任何什麼呢 在對我們 並且 在對你， 阿,(他)耶穌 阿,(他)拿撒勒的？

你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那時(也是)要去毀掉除滅 到於我們？ 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到於你 (他)任何什麼呢

你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聖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可 1:25 kai. evpeti,mhsen auvtw/| ò VIhsou/j le,gwn( Fimw,qhti kai. e;xelqe evx auvtou/Å
And Jesus rebuked him, saying, Hold thy peace, and come out of him.
耶穌責備他說：不要作聲，從這人身上出來罷。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評斷申誡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被籠住嘴，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向外出來 從屬(他)同一者。

可 1:26 kai. spara,xan auvto.n to. pneu/ma to. avka,qarton kai. fwnh/san fwnh/| mega,lh| evxh/lqen evx auvtou/Å
And when the unclean spirit had torn him, and cried with a loud voice, he came out of him.
污鬼叫那人抽了一陣瘋，大聲喊叫，就出來了。

並且 (它)那時(也是)使抽痙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它)那 (它)靈/風 (它)那 (它)污穢的 並且 (它)那時(也是)出聲叫喚了的

在對(她)聲音 在對(她)極大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向外出來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它)那時(也是)使抽痙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它)那 (它)靈/風 (它)那 (它)污穢的 並且 (它)那時(也是)嘶聲吶喊了的

在對(她)聲音 在對(她)極大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向外出來 從屬(他)同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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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1:27 kai. evqambh,qhsan a[pantej w[ste suzhtei/n pro.j eàutou.j le,gontaj( Ti, evstin tou/toÈ didach. kainh. katV
evxousi,an\ kai. toi/j pneu,masi toi/j avkaqa,rtoij evpita,ssei( kai. ùpakou,ousin auvtw/|Å
And they were all amazed, insomuch that they questioned among themselves, saying, What thing is this? what
new doctrine is this? for with authority commandeth he even the unclean spirits, and they do obey him.
眾人都驚訝，以致彼此對問說：這是甚麼事，是個新道理阿；他用權柄吩咐污鬼，連污鬼也聽從了他。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成驚愕訝異 (他們)同時一齊地所有每一個的， 以致 現要去持續共同探索尋求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那同一者？ (她)教授講訓 (她)嶄新的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權柄掌握。 並且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靈/風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污穢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責令定規，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留心聽從 在對(他)同一者。
[不同標點]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成驚愕訝異 (他們)同時一齊地所有每一個的， 以致 現要去持續共同探索尋求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那同一者？ (她)教授講訓 (她)嶄新的。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權柄掌握 並且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靈/風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污穢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責令定規，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留心聽從 在對(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成驚愕訝異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以致 現要去持續共同探索尋求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那同一者？ (他)任何什麼呢

(她)那 (她)教授講訓 (她)那 (她)嶄新的 (她)那同一者？ 是這樣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權柄掌握 並且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靈/風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污穢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責令定規，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留心聽從 在對(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WH]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成驚愕訝異 (他們)同時一齊地所有每一個的， 以致 現要去持續共同探索尋求

到於(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那同一者？ (她)教授講訓

(她)嶄新的。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權柄掌握 並且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靈/風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污穢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責令定規，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留心聽從 在對(他)同一者。

可 1:28 kai. evxh/lqen h` avkoh. auvtou/ euvqu.j pantacou/ eivj o[lhn th.n peri,cwron th/j Galilai,ajÅ
And immediately his fame spread abroad throughout all the region round about Galilee.
耶穌的名聲，就傳遍了加利利的四方。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她)那 (她)聽聞 從屬(他)同一者 平直直接地 在各處地 向內進入

到於(她)整個全部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在周圍地域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加利利。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然而也 (她)那 (她)聽聞 從屬(他)同一者 平直直接地 向內進入

到於(她)整個全部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在周圍地域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加利利。

可 1:29 Kai. euvqu.j evk th/j sunagwgh/j evxelqo,ntej h=lqon eivj th.n oivki,an Si,mwnoj kai. VAndre,ou meta. VIakw,bou
kai. VIwa,nnouÅ
And forthwith, when they were come out of the synagogue, they entered into the house of Simon and Andrew,
with James and John.
他們一出會堂，就同著雅各約翰，進了西門和安得烈的家。

並且 平直直接地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會堂 (他們)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住屋家庭 從屬(他)西門 並且 從屬(他)安得烈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雅各 並且 從屬(他)約翰。
[經文變異RT]

並且 平直直接地[同#2117]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會堂 (他們)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住屋家庭 從屬(他)西門 並且 從屬(他)安得烈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雅各 並且 從屬(他)約翰。

可 1:30 h` de. penqera. Si,mwnoj kate,keito pure,ssousa( kai. euvqu.j le,gousin auvtw/| peri. auvth/jÅ
But Simon's wife's mother lay sick of a fever, and anon they tell him of her.
西門的岳母，正害熱病躺著；就有人告訴耶穌。

(她)那 然而也 (她)岳母 從屬(他)西門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向下靠躺 (她)現正持續發高燒了的， 並且

平直直接地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在周圍>關於 從屬(她)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她)那 然而也 (她)岳母 從屬(他)西門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向下靠躺 (她)現正持續發高燒了的， 並且

平直直接地[同#2117]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在周圍>關於 從屬(她)同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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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1:31 kai. proselqw.n h;geiren auvth.n krath,saj th/j ceiro,j\ kai. avfh/ken auvth.n ò pureto,j( kai. dihko,nei auvtoi/jÅ
And he came and took her by the hand, and lifted her up; and immediately the fever left her, and she ministered
unto them.
耶穌進前拉著他的手，扶他起來，熱就退了，他就服事他們。

並且 (他)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喚醒起來 到於(她)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掌控抓住了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手；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任憑釋放離開 到於(她)同一者 (他)那

(他)高燒，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行服事 在對(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喚醒起來 到於(她)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掌控抓住了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手 從屬(她)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任憑釋放離開

到於(她)同一者 (他)那 (他)高燒 平直直接地[同#2117]，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行服事 在對(他們)同一者。

可 1:32 VOyi,aj de. genome,nhj( o[te e;du ò h[lioj( e;feron pro.j auvto.n pa,ntaj tou.j kakw/j e;contaj kai. tou.j
daimonizome,nouj\
And at even, when the sun did set, they brought unto him all that were diseased, and them that were possessed
with devils.
天晚日落的時候，有人帶著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來到耶穌跟前。

從屬(她)具將近晚的 然而也 從屬(她)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當這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沉降垂落 (他)那

(他)日頭太陽，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負載攜帶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們)那些 卑劣不好地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鬼附了的；

可 1:33 kai. h=n o[lh h` po,lij evpisunhgme,nh pro.j th.n qu,ranÅ
And all the city was gathered together at the door.
合城的人都聚集在門前。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她)整個全部的 (她)那 (她)城邑 (她)現在已經被在一處聚集了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那 到於(她)門戶。
[經文變異RT]

並且 (她)那 (她)城邑 (她)整個全部的 (她)現在已經被在一處聚集了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那 到於(她)門戶。

可 1:34 kai. evqera,peusen pollou.j kakw/j e;contaj poiki,laij no,soij kai. daimo,nia polla. evxe,balen kai. ouvk h;fien
lalei/n ta. daimo,nia( o[ti h;|deisan auvto,nÅ
And he healed many that were sick of divers diseases, and cast out many devils; and suffered not the devils to
speak, because they knew him.
耶穌治好了許多害各樣病的人，又趕出許多鬼，不許鬼說話，因為鬼認識他。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侍候紓解 到於(他們)許多的 卑劣不好地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在對(她們)各色各樣的 在對(她們)疾病， 並且 到於(它們)鬼魔 到於(它們)許多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投擲出來；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當時持續任憑釋放離開 現要去持續發言講說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鬼魔， 是這樣

他/她/它們當時已經看見察覺 到於(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WH]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侍候紓解 到於(他們)許多的 卑劣不好地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在對(她們)各色各樣的 在對(她們)疾病， 並且 到於(它們)鬼魔 到於(它們)許多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投擲出來；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當時持續任憑釋放離開 現要去持續發言講說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鬼魔， 是這樣

他/她/它們當時已經看見察覺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他)基督 現要去持續是。

可 1:35 Kai. prwi> e;nnuca li,an avnasta.j evxh/lqen kai. avph/lqen eivj e;rhmon to,pon kavkei/ proshu,cetoÅ
And in the morning, rising up a great while before day, he went out, and departed into a solitary place, and there
prayed.
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時候，耶穌起來，到曠野地方去，在那裏禱告。

並且 清早地 在夜間地 極度非常地 (他)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他)孤獨荒涼的 到於(他)地點處所， 且在那裏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祈禱求告。

可 1:36 kai. katedi,wxen auvto.n Si,mwn kai. oì metV auvtou/(
And Simon and they that were with him followed after him.
西門和同伴追了他去。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尾隨追趕 到於(他)同一者 (他)西門 並且 (他們)那些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同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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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尾隨追趕 到於(他)同一者 (他)那 (他)西門 並且 (他們)那些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同一者；

可 1:37 kai. eu-ron auvto.n kai. le,gousin auvtw/| o[ti Pa,ntej zhtou/si,n seÅ
And when they had found him, they said unto him, All men seek for thee.
遇見了就對他說：眾人都找你。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找到尋見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是這樣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探索尋求 到於你。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找到尋見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是這樣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探索尋求 到於你。

可 1:38 kai. le,gei auvtoi/j( :Agwmen avllacou/ eivj ta.j evcome,naj kwmopo,leij( i[na kai. evkei/ khru,xw\ eivj tou/to ga.r
evxh/lqonÅ
And he said unto them, Let us go into the next towns, that I may preach there also: for therefore came I forth.
耶穌對他們說：我們可以往別處去，到鄰近的鄉村，我也好在那裏傳道；因為我是為這事出來的。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帶領 在別處地 向內進入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現正持續讓自己持有了的 到於(她們)無城牆的城鎮， 為要 並且 在那裏地 我那時(也是)應該傳達宣講；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同一者 因為 我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帶領 向內進入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現正持續讓自己持有了的 到於(她們)無城牆的城鎮， 為要 且在那裏地 我那時(也是)應該傳達宣講；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同一者 因為 我現在已經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可 1:39 kai. h=lqen khru,sswn eivj ta.j sunagwga.j auvtw/n eivj o[lhn th.n Galilai,an kai. ta. daimo,nia evkba,llwnÅ
And he preached in their synagogues throughout all Galilee, and cast out devils.
於是在加利利全地，進了會堂，傳道趕鬼。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他)現正持續傳達宣講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會堂

從屬(他們)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整個全部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加利利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鬼魔

(他)現正持續向外投擲出來了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現正持續傳達宣講了的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會堂 從屬(他們)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整個全部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加利利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鬼魔

(他)現正持續向外投擲出來了的。

可 1:40 Kai. e;rcetai pro.j auvto.n lepro.j parakalw/n auvto.n Îkai. gonupetw/nÐ kai. le,gwn auvtw/| o[ti VEa.n qe,lh|j
du,nasai, me kaqari,saiÅ
And there came a leper to him, beseeching him, and kneeling down to him, and saying unto him, If thou wilt,
thou canst make me clean.
有一個長大痲瘋的，來求耶穌，向他跪下說：你若肯，必能叫我潔淨了。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他)痲瘋病的 (他)現正持續勸勉請求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他)現正持續屈膝跪下了的 並且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是這樣 但凡若是

你現在應該持續定意， 你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到於我 那時(也是)要去潔淨。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他)痲瘋病的 (他)現正持續勸勉請求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他)現正持續屈膝跪下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是這樣 但凡若是 你現在應該持續定意， 你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到於我 那時(也是)要去潔淨。
[經文變異WH]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他)痲瘋病的 (他)現正持續勸勉請求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他)現正持續屈膝跪下了的，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是這樣 但凡若是

你現在應該持續定意， 你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到於我 那時(也是)要去潔淨。

可 1:41 kai. splagcnisqei.j evktei,naj th.n cei/ra auvtou/ h[yato kai. le,gei auvtw/|( Qe,lw( kaqari,sqhti\
And Jesus, moved with compassion, put forth his hand, and touched him, and saith unto him, I will; be thou
clean.
耶穌動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說：我肯，你潔淨了罷。

並且 (他)那時(也是)被動憐慈心腸了的， (他)那時(也是)向外伸展出來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手 從屬(他)同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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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觸摸連接，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我現在持續定意，

你那時(也是)就要被潔淨。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耶穌 (他)那時(也是)被動憐慈心腸了的， (他)那時(也是)向外伸展出來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手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觸摸連接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我現在持續定意，

你那時(也是)就要被潔淨。

可 1:42 kai. euvqu.j avph/lqen avpV auvtou/ h̀ le,pra( kai. evkaqari,sqhÅ
And as soon as he had spoken, immediately the leprosy departed from him, and he was cleansed.
大痲瘋即時離開他，他就潔淨了。

並且 平直直接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同一者 (她)那 (她)痲瘋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潔淨。
[經文變異RT]

並且 從屬(他)那時(也是)發話言說了的 從屬(他)同一者， 平直直接地[同#2117]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同一者 (她)那 (她)痲瘋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潔淨。

可 1:43 kai. evmbrimhsa,menoj auvtw/| euvqu.j evxe,balen auvto,n
And he straitly charged him, and forthwith sent him away;
耶穌嚴嚴的囑咐他，就打發他走，

並且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嚴峻肅穆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平直直接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投擲出來

到於(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嚴峻肅穆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平直直接地[同#2117]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投擲出來

到於(他)同一者；

可 1:44 kai. le,gei auvtw/|( {Ora mhdeni. mhde.n ei;ph|j( avlla. u[page seauto.n dei/xon tw/| ièrei/ kai. prose,negke peri.
tou/ kaqarismou/ sou a] prose,taxen Mwu?sh/j( eivj martu,rion auvtoi/jÅ
And saith unto him, See thou say nothing to any man: but go thy way, shew thyself to the priest, and offer for thy
cleansing those things which Moses commanded, for a testimony unto them.
對他說：你要謹慎，甚麼話都不可告訴人；只要去把身體給祭司察看，又因為你潔淨了，獻上摩西所吩咐的禮物

，對眾人作證據。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你現在就要持續看見清楚， 在對(他)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到於(它)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你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但乃是 你現在就要持續退開去， 到於(他)你自己

你那時(也是)就要顯示展現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祭司，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在前面向著負載攜帶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那 從屬(他)潔淨 從屬你 到於(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指定定規 (他)摩西， 向內進入 到於(它)見證

在對(他們)同一者。

可 1:45 ò de. evxelqw.n h;rxato khru,ssein polla. kai. diafhmi,zein to.n lo,gon( w[ste mhke,ti auvto.n du,nasqai
fanerw/j eivj po,lin eivselqei/n( avllV e;xw evpV evrh,moij to,poij h=n\ kai. h;rconto pro.j auvto.n pa,ntoqenÅ
But he went out, and began to publish it much, and to blaze abroad the matter, insomuch that Jesus could no
more openly enter into the city, but was without in desert places: and they came to him from every quarter.
那人出去，倒說許多的話，把這件事傳揚開了，叫耶穌以後不得再明明的進城，只好在外邊曠野地方；人從各處

都就了他來。

(他)那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 現要去持續傳達宣講

到於(它們)許多的， 並且 現要去持續使成普遍的名聲傳說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以致

不再可以地 到於(他)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促為照亮顯明地 向內進入 到於(她)城邑

那時(也是)要去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但乃是 在外面地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們)孤獨荒涼的 在對(他們)地點處所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從四面地。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 現要去持續傳達宣講

到於(它們)許多的， 並且 現要去持續使成普遍的名聲傳說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以致

不再可以地 到於(他)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促為照亮顯明地 向內進入 到於(她)城邑

那時(也是)要去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但乃是 在外面地 在內 在對(他們)孤獨荒涼的 在對(他們)地點處所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從在各處地。

可 2:1 Kai. eivselqw.n pa,lin eivj Kafarnaou.m diV h̀merw/n hvkou,sqh o[ti evn oi;kw| evsti,nÅ
And again he entered into Capernaum, after some days; and it was noised that he was in the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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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了些日子，耶穌又進了迦百農；人聽見他在房子裏，

並且 (他)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了的 重新又再地 向內進入 到於(她)迦百農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們)日子/白日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聲聞耳聽 是這樣 在內 在對(他)住處家室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並且 重新又再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她)迦百農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們)日子/白日；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聲聞耳聽 是這樣 向內進入 到於(他)住處家室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可 2:2 kai. sunh,cqhsan polloi. w[ste mhke,ti cwrei/n mhde. ta. pro.j th.n qu,ran( kai. evla,lei auvtoi/j to.n lo,gonÅ
And straightway many were gathered together, insomuch that there was no room to receive them, no, not so
much as about the door: and he preached the word unto them.
就有許多人聚集，甚至連門前都沒有空地，耶穌就對他們講道。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聚集 (他們)許多的， 以致 不再可以地 現要去持續裝填容納， 然而也不要

到於(它們)那些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那 到於(她)門戶；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發言講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經文變異RT]

並且 平直直接地[同#2117]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聚集 (他們)許多的， 以致 不再可以地 現要去持續裝填容納，

然而也不要 到於(它們)那些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那 到於(她)門戶；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發言講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可 2:3 kai. e;rcontai fe,rontej pro.j auvto.n paralutiko.n aivro,menon ùpo. tessa,rwnÅ
And they come unto him, bringing one sick of the palsy, which was borne of four.
有人帶著一個癱子來見耶穌，是用四個人抬來的。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他們)現正持續負載攜帶了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他)癱瘓的 到於(他)現正持續被提起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們)四個。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他)癱瘓的

(他們)現正持續負載攜帶了的， 到於(他)現正持續被提起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們)四個。

可 2:4 kai. mh. duna,menoi prosene,gkai auvtw/| dia. to.n o;clon avpeste,gasan th.n ste,ghn o[pou h=n( kai. evxoru,xantej
calw/si to.n kra,batton o[pou ò paralutiko.j kate,keitoÅ
And when they could not come nigh unto him for the press, they uncovered the roof where he was: and when
they had broken it up, they let down the bed wherein the sick of the palsy lay.
因為人多，不得近前，就把耶穌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頂，既拆通了，就把癱子連所躺臥的褥子都縋下來。

並且 不會/不要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在前面向著負載攜帶 在對(他)同一者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群眾，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拆掉屋頂 到於(她)那 到於(她)屋頂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向外挖洞掘穴出來了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鬆落縋低

到於(他)那 到於(他)蓆墊褥子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他)那 (他)癱瘓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向下靠躺。
[經文變異RT]

並且 不會/不要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在前面向著使成接近 在對(他)同一者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群眾，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拆掉屋頂 到於(她)那 到於(她)屋頂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向外挖洞掘穴出來了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鬆落縋低

到於(他)那 到於(他)蓆墊褥子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這個 (他)那 (他)癱瘓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向下靠躺。

可 2:5 kai. ivdw.n ò VIhsou/j th.n pi,stin auvtw/n le,gei tw/| paralutikw/|( Te,knon( avfi,entai, sou aì am̀arti,aiÅ
When Jesus saw their faith, he said unto the sick of the palsy, Son, thy sins be forgiven thee.
耶穌見他們的信心，就對癱子說：小子，你的罪赦了。

並且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他)那 (他)耶穌 到於(她)那 到於(她)信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那 在對(他)癱瘓的， 阿,(它)孩子，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被任憑釋放離開 從屬你 (她們)那些 (她們)罪。
[經文變異RT]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耶穌 到於(她)那 到於(她)信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那 在對(他)癱瘓的， 阿,(它)孩子， 他/她/它們現在已經被任憑釋放離開 在對你 (她們)那些 (她們)罪 從屬你。

可 2:6 h=san de, tinej tw/n grammate,wn evkei/ kaqh,menoi kai. dialogizo,menoi evn tai/j kardi,aij auvtw/n(
But there were certain of the scribes sitting there, and reasoning in their hearts,
有幾個文士坐在那裏，心裏議論說：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他們)任何什麼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書記文士 在那裏地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思量議論了的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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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屬(他們)同一者，

可 2:7 Ti, ou-toj ou[twj lalei/È blasfhmei/\ ti,j du,natai avfie,nai àmarti,aj eiv mh. ei-j ò qeo,jÈ
Why doth this man thus speak blasphemies? who can forgive sins but God only?
這個人為甚麼這樣說呢；他說僭妄的話了；除了神以外，誰能赦罪呢。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他)那同一者 那同一樣式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發言講說？ 他/她/它現在持續謗瀆。

(他)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現要去持續任憑釋放離開 到於(她們)罪， 若是 不會/不要

(他)一個， (他)那 (他)神？
[經文變異RT]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他)那同一者 那同一樣式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發言講說 到於(她們)褻瀆？ (他)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現要去持續任憑釋放離開 到於(她們)罪， 若是 不會/不要 (他)一個， (他)那

(他)神？

可 2:8 kai. euvqu.j evpignou.j ò VIhsou/j tw/| pneu,mati auvtou/ o[ti ou[twj dialogi,zontai evn èautoi/j le,gei auvtoi/j( Ti,
tau/ta dialogi,zesqe evn tai/j kardi,aij ùmw/nÈ
And immediately when Jesus perceived in his spirit that they so reasoned within themselves, he said unto them,
Why reason ye these things in your hearts?
耶穌心中知道他們心裏這樣議論，就說：你們心裏為甚麼這樣議論呢。

並且 平直直接地 (他)那時(也是)清楚認識知道了的 (他)那 (他)耶穌 在對(它)那 在對(它)靈/風 從屬(他)同一者 是這樣

那同一樣式地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思量議論 在內 在對(他們)同一者自己，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思量議論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內心 從屬你們？
[經文變異RT]

並且 平直直接地[同#2117] (他)那時(也是)清楚認識知道了的 (他)那 (他)耶穌 在對(它)那 在對(它)靈/風 從屬(他)同一者

是這樣 那同一樣式地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思量議論 在內 在對(他們)同一者自己，

他/她/它現在持續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思量議論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內心 從屬你們？
[經文變異MT]

並且 平直直接地[同#2117] (他)那時(也是)清楚認識知道了的 (他)那 (他)耶穌 在對(它)那 在對(它)靈/風 從屬(他)同一者

是這樣 那同一樣式地 (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思量議論 在內 在對(他們)同一者自己，

他/她/它現在持續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思量議論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內心 從屬你們？

可 2:9 ti, evstin euvkopw,teron( eivpei/n tw/| paralutikw/|( VAfi,entai, sou aì am̀arti,ai( h' eivpei/n( :Egeire kai. a=ron
to.n kra,batto,n sou kai. peripa,teiÈ
Whether is it easier to say to the sick of the palsy, Thy sins be forgiven thee; or to say, Arise, and take up thy
bed, and walk?
或對癱子說：你的罪赦了；或說：起來，拿你的褥子行走；那一樣容易呢。

(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比較輕鬆容易的， 那時(也是)要去發話言說 在對(他)那 在對(他)癱瘓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被任憑釋放離開 從屬你 (她們)那些 (她們)罪； 甚或/或而 那時(也是)要去發話言說，

你現在就要持續喚醒起來，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提起 到於(他)那 到於(他)蓆墊褥子 從屬你， 並且

你現在就要持續來往昂然踏行？
[經文變異RT]

(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比較輕鬆容易的， 那時(也是)要去發話言說 在對(他)那 在對(他)癱瘓的，

他/她/它們現在已經被任憑釋放離開 在對你 (她們)那些 (她們)罪； 甚或/或而 那時(也是)要去發話言說，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喚醒起來，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提起 從屬你 到於(他)那 到於(他)蓆墊褥子， 並且

你現在就要持續來往昂然踏行？
[經文變異WH]

(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比較輕鬆容易的， 那時(也是)要去發話言說 在對(他)那 在對(他)癱瘓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被任憑釋放離開 從屬你 (她們)那些 (她們)罪； 甚或/或而 那時(也是)要去發話言說，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喚醒起來，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提起 到於(他)那 到於(他)蓆墊褥子 從屬你， 並且

你現在就要持續來往昂然踏行？

可 2:10 i[na de. eivdh/te o[ti evxousi,an e;cei ò uìo.j tou/ avnqrw,pou avfie,nai àmarti,aj evpi. th/j gh/j & le,gei tw/|
paralutikw/|(
But that ye may know that the Son of man hath power on earth to forgive sins, (he saith to the sick of the palsy,)
但要叫你們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權柄，就對癱子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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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要 然而也 你們現在應該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到於(她)權柄掌握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現要去持續任憑釋放離開 到於(她們)罪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那 在對(他)癱瘓的，
[經文變異RT]

為要 然而也 你們現在應該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到於(她)權柄掌握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現要去持續任憑釋放離開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到於(她們)罪，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那 在對(他)癱瘓的，

可 2:11 Soi. le,gw( e;geire a=ron to.n kra,batto,n sou kai. u[page eivj to.n oi=ko,n souÅ
I say unto thee, Arise, and take up thy bed, and go thy way into thine house.
我吩咐你起來，拿你的褥子回家去罷。

在對你 我現在持續道說， 你現在就要持續喚醒起來， 你那時(也是)就要提起 到於(他)那 到於(他)蓆墊褥子 從屬你，

並且 你現在就要持續退開去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住處家室 從屬你。
[經文變異RT]

在對你 我現在持續道說，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喚醒起來，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提起 到於(他)那

到於(他)蓆墊褥子 從屬你， 並且 你現在就要持續退開去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住處家室 從屬你。

可 2:12 kai. hvge,rqh kai. euvqu.j a;raj to.n kra,batton evxh/lqen e;mprosqen pa,ntwn( w[ste evxi,stasqai pa,ntaj kai.
doxa,zein to.n qeo.n le,gontaj o[ti Ou[twj ouvde,pote ei;domenÅ
And immediately he arose, took up the bed, and went forth before them all; insomuch that they were all amazed,
and glorified God, saying, We never saw it on this fashion.
那人就起來，立刻拿著褥子，當眾人面前出去了；以致眾人都驚奇，歸榮耀與神說：我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事

。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喚醒起來， 並且 平直直接地 (他)那時(也是)提起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蓆墊褥子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從在其前地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以致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驚異失定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並且 現要去持續歸榮耀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是這樣

那同一樣式地 然而也不是任何時候地 我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喚醒起來 平直直接地[同#2117]， 並且 (他)那時(也是)提起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蓆墊褥子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在當面於前地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以致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驚異失定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並且 現要去持續歸榮耀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是這樣 然而也不是任何時候地 那同一樣式地 我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可 2:13 Kai. evxh/lqen pa,lin para. th.n qa,lassan\ kai. pa/j ò o;cloj h;rceto pro.j auvto,n( kai. evdi,dasken auvtou,jÅ
And he went forth again by the sea side; and all the multitude resorted unto him, and he taught them.
耶穌又出到海邊去，眾人都就了他來，他便教訓他們。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重新又再地 <在旁邊>到旁邊 到於(她)那 到於(她)海； 並且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他)群眾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教導 到於(他們)同一者。

可 2:14 kai. para,gwn ei=den Leui.n to.n tou/ ~Alfai,ou kaqh,menon evpi. to. telw,nion( kai. le,gei auvtw/|( VAkolou,qei
moiÅ kai. avnasta.j hvkolou,qhsen auvtw/|Å
And as he passed by, he saw Levi the son of Alphaeus sitting at the receipt of custom, and said unto him,
Follow me. And he arose and followed him.
耶穌經過的時候，看見亞勒腓的兒子利未，坐在稅關上，就對他說：你跟從我來；他就起來跟從了耶穌。

並且 (他)現正持續在旁邊經過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他)路易士 到於(他)那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亞勒腓

到於(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那 到於(它)稅關，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你現在就要持續跟隨 在對我。 並且 (他)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跟隨

在對(他)同一者。

可 2:15 Kai. gi,netai katakei/sqai auvto.n evn th/| oivki,a| auvtou/( kai. polloi. telw/nai kai. àmartwloi. sunane,keinto
tw/| VIhsou/ kai. toi/j maqhtai/j auvtou/\ h=san ga.r polloi. kai. hvkolou,qoun auvtw/|Å
And it came to pass, that, as Jesus sat at meat in his house, many publicans and sinners sat also together with
Jesus and his disciples: for there were many, and they followed him.
耶穌在利未家裏坐席的時候，有好些稅吏和罪人，與耶穌並門徒一同坐席；因為這樣的人多，他們也跟隨耶穌。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向下靠躺 到於(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住屋家庭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們)許多的 (他們)稅吏 並且 (他們)犯罪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共同靠躺坐席 在對(他)那 在對(他)耶穌 並且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門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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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因為 (他們)許多的，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跟隨 在對(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內 在對(它)那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向下靠躺 到於(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住屋家庭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們)許多的 (他們)稅吏 並且 (他們)犯罪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共同靠躺坐席 在對(他)那 在對(他)耶穌 並且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因為 (他們)許多的，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跟隨 在對(他)同一者。

可 2:16 kai. oì grammatei/j tw/n Farisai,wn ivdo,ntej o[ti evsqi,ei meta. tw/n am̀artwlw/n kai. telwnw/n e;legon toi/j
maqhtai/j auvtou/( {Oti meta. tw/n telwnw/n kai. àmartwlw/n evsqi,eiÈ
And when the scribes and Pharisees saw him eat with publicans and sinners, they said unto his disciples, How
is it that he eateth and drinketh with publicans and sinners?
法利賽人中的文士，〔有古卷作文士和法利賽人〕看見耶穌和罪人並稅吏一同喫飯，就對他門徒說：他和稅吏並

罪人一同喫喝麼。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書記文士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法利賽人 (他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持續喫食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犯罪的 並且 從屬(他們)稅吏，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是這樣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稅吏 並且 從屬(他們)犯罪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喫食？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書記文士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法利賽人 (他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他)現正持續喫食了的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稅吏 並且 從屬(他們)犯罪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它)任何什麼呢 是這樣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稅吏 並且 從屬(他們)犯罪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喫食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喝？

可 2:17 kai. avkou,saj ò VIhsou/j le,gei auvtoi/j Îo[tiÐ Ouv crei,an e;cousin oì ivscu,ontej ivatrou/ avllV oì kakw/j
e;contej\ ouvk h=lqon kale,sai dikai,ouj avlla. am̀artwlou,jÅ
When Jesus heard it, he saith unto them, They that are whole have no need of the physician, but they that are
sick: I came not to call the righteous, but sinners to repentance.
耶穌聽見，就對他們說：健康的人用不著醫生，有病的人纔用得著；我來本不是召義人，乃是召罪人。

並且 (他)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是這樣 不是/不

到於(她)需用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持有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有強壯大力了的 從屬(他)醫生， 但乃是 (他們)那些

卑劣不好地 (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不是/不 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那時(也是)要去促請召喚

到於(他們)具公平正義的， 但乃是 到於(他們)犯罪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不是/不 到於(她)需用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持有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有強壯大力了的 從屬(他)醫生， 但乃是 (他們)那些 卑劣不好地

(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不是/不 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那時(也是)要去促請召喚 到於(他們)具公平正義的，

但乃是 到於(他們)犯罪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轉悟悔改。

可 2:18 Kai. h=san oi` maqhtai. VIwa,nnou kai. oi` Farisai/oi nhsteu,ontejÅ kai. e;rcontai kai. le,gousin auvtw/|( Dia.
ti, oì maqhtai. VIwa,nnou kai. oì maqhtai. tw/n Farisai,wn nhsteu,ousin( oì de. soi. maqhtai. ouv nhsteu,ousinÈ
And the disciples of John and of the Pharisees used to fast: and they come and say unto him, Why do the
disciples of John and of the Pharisees fast, but thy disciples fast not?
當下，約翰的門徒和法利賽人禁食；他們來問耶穌說：約翰的門徒和法利賽人的門徒禁食，你的門徒倒不禁食，

這是為甚麼呢。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從屬(他)約翰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法利賽人

(他們)現正持續禁食了的。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從屬(他)約翰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法利賽人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禁食，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你之物

(他們)門徒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禁食？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從屬(他)約翰 並且 (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法利賽人

(他們)現正持續禁食了的。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從屬(他)約翰 並且 (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法利賽人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禁食，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你之物 (他們)門徒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禁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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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2:19 kai. ei=pen auvtoi/j ò VIhsou/j( Mh. du,nantai oì uiòi. tou/ numfw/noj evn w-| ò numfi,oj metV auvtw/n evstin
nhsteu,einÈ o[son cro,non e;cousin to.n numfi,on metV auvtw/n ouv du,nantai nhsteu,einÅ
And Jesus said unto them, Can the children of the bridechamber fast, while the bridegroom is with them? as
long as they have the bridegroom with them, they cannot fast.
耶穌對他們說：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時候，陪伴之人豈能禁食呢；新郎還同在，他們不能禁食。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豈會呢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他們)那些 (他們)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新房 在內 在對(他)這個 (他)那 (他)新郎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現要去持續禁食？ 到於(他)這每一切 到於(他)時段期間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他)那 到於(他)新郎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現要去持續禁食。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豈會呢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他們)那些 (他們)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新房 在內 在對(他)這個 (他)那 (他)新郎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現要去持續禁食？ 到於(他)這每一切 到於(他)時段期間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同一者自己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他)那 到於(他)新郎，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現要去持續禁食。

可 2:20 evleu,sontai de. h̀me,rai o[tan avparqh/| avpV auvtw/n ò numfi,oj( kai. to,te nhsteu,sousin evn evkei,nh| th/| hm̀e,ra|Å
But the days will come, when the bridegroom shall be taken away from them, and then shall they fast in those
days.
但日子將到，新郎要離開他們，那日他們就要禁食。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到來前往 然而也 (她們)日子/白日， 但凡當這時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從那裏提起離開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新郎， 並且 當那時地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禁食 在內 在對(她)在那裏的那個 在對(她)那 在對(她)日子/白日。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到來前往 然而也 (她們)日子/白日， 但凡當這時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從那裏提起離開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新郎， 並且 當那時地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禁食 在內 在對(她們)在那裏的那個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日子/白日。

可 2:21 ouvdei.j evpi,blhma rà,kouj avgna,fou evpira,ptei evpi. ìma,tion palaio,n\ eiv de. mh,( ai;rei to. plh,rwma avpV
auvtou/ to. kaino.n tou/ palaiou/ kai. cei/ron sci,sma gi,netaiÅ
No man also seweth a piece of new cloth on an old garment: else the new piece that filled it up taketh away
from the old, and the rent is made worse.
沒有人把新布縫在舊衣服上；恐怕所補上的新布，帶壞了舊衣服，破的就更大了。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到於(它)補釘補片 從屬(它)撕下之布塊 從屬(它)未經梳理漂洗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在上面縫紉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衣服 到於(它)老舊的； 若是 然而也 不會/不要， 他/她/它現在持續提起 到於(它)那

到於(它)所用以充滿添足/所被充滿添足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同一者， (它)那 (它)嶄新的 從屬(它)那

從屬(它)老舊的， 並且 (它)更卑劣不好的 (它)裂口間隙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到於(它)補釘補片 從屬(它)撕下之布塊 從屬(它)未經梳理漂洗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在上面縫紉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它)衣服 在對(它)老舊的； 若是 然而也 不會/不要，

他/她/它現在持續提起 (它)那 (它)所用以充滿添足/所被充滿添足註1
從屬(它)同一者 到於(它)那 到於(它)嶄新的註2

從屬(它)那 從屬(它)老舊的， 並且 (它)更卑劣不好的 (它)裂口間隙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註1：“到於(它)那 到於(它)所用以充滿添足/所被充滿添足”文法上亦可以為“(它)那

(它)所用以充滿添足/所被充滿添足”。

註2：“(它)那 (它)嶄新的”文法上亦可以為“到於(它)那 到於(它)嶄新的”。

可 2:22 kai. ouvdei.j ba,llei oi=non ne,on eivj avskou.j palaiou,j\ eiv de. mh,( r̀h,xei ò oi=noj tou.j avskou.j kai. ò oi=noj
avpo,llutai kai. oì avskoi,\ avlla. oi=non ne,on eivj avskou.j kainou,jÅ
And no man putteth new wine into old bottles: else the new wine doth burst the bottles, and the wine is spilled,
and the bottles will be marred: but new wine must be put into new bottles.
也沒有人把新酒裝在舊皮袋裏；恐怕酒把皮袋裂開，酒和皮袋就都壞了；惟把新酒裝在新皮袋裏。

並且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投擲 到於(他)酒 到於(他)新初年淺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皮囊水袋

到於(他們)老舊的； 若是 然而也 不會/不要， 他/她/它將要(持續)撕裂破損 (他)那 (他)酒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皮囊水袋， 並且 (他)那 (他)酒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毀掉除滅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皮囊水袋； 但乃是

到於(他)酒 到於(他)新初年淺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皮囊水袋 到於(他們)嶄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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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投擲 到於(他)酒 到於(他)新初年淺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皮囊水袋

到於(他們)老舊的； 若是 然而也 不會/不要， 他/她/它現在持續撕裂破損 (他)那 (他)酒 (他)那 (他)新初年淺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皮囊水袋， 並且 (他)那 (他)酒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向外傾注澆流，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皮囊水袋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毀掉除滅； 但乃是 到於(他)酒 到於(他)新初年淺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皮囊水袋 到於(他們)嶄新的 (它)乃投擲的。
[經文變異WH]

並且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投擲 到於(他)酒 到於(他)新初年淺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皮囊水袋

到於(他們)老舊的； 若是 然而也 不會/不要， 他/她/它將要(持續)撕裂破損 (他)那 (他)酒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皮囊水袋， 並且 (他)那 (他)酒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毀掉除滅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皮囊水袋； 但乃是

到於(他)酒 到於(他)新初年淺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皮囊水袋 到於(他們)嶄新的。

可 2:23 Kai. evge,neto auvto.n evn toi/j sa,bbasin paraporeu,esqai dia. tw/n spori,mwn( kai. oi` maqhtai. auvtou/
h;rxanto òdo.n poiei/n ti,llontej tou.j sta,cuajÅ
And it came to pass, that he went through the corn fields on the sabbath day; and his disciples began, as they
went, to pluck the ears of corn.
耶穌當安息日，從麥地經過；他門徒行路的時候，掐了麥穗。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到於(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安息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在旁邊行過去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它們)田地作物的；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 到於(她)道路途徑 現要去持續行出作成

(他們)現正持續拉脫拽開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穀穗。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在旁邊行過去 到於(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安息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它們)田地作物的；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她)道路途徑 現要去持續行出作成 (他們)現正持續拉脫拽開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穀穗。
[經文變異WH]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到於(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安息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行去經過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它們)田地作物的；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 到於(她)道路途徑 現要去持續行出作成

(他們)現正持續拉脫拽開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穀穗。

可 2:24 kai. oì Farisai/oi e;legon auvtw/|( :Ide ti, poiou/sin toi/j sa,bbasin o] ouvk e;xestinÈ
And the Pharisees said unto him, Behold, why do they on the sabbath day that which is not lawful?
法利賽人對耶穌說：看哪，他們在安息日為甚麼作不可作的事呢。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法利賽人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就要看哪，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安息 (它)這個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合乎法理[非人稱用法]？
[經文變異RT][不同讀法]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法利賽人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就要看哪，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在內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安息 到於(它)這個註1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合乎法理[非人稱用法]？

註1：“(它)這個”文法上亦可以為“到於(它)這個”。

可 2:25 kai. le,gei auvtoi/j( Ouvde,pote avne,gnwte ti, evpoi,hsen Daui.d o[te crei,an e;scen kai. evpei,nasen auvto.j kai. oi`
metV auvtou/(
And he said unto them, Have ye never read what David did, when he had need, and was an hungred, he, and
they that were with him?
耶穌對他們說：經上記著大衛和跟從他的人，缺乏飢餓之時所作的事，你們沒有念過麼。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然而也不是任何時候地 你們那時(也是)宣讀誦念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他)大衛 當這時地 到於(她)需用 他/她/它那時(也是)持有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有飢餓 (他)同一者 並且 (他們)那些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然而也不是任何時候地 你們那時(也是)宣讀誦念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他)大衛 當這時地 到於(她)需用 他/她/它那時(也是)持有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有飢餓 (他)同一者 並且 (他們)那些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同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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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2:26 pw/j eivsh/lqen eivj to.n oi=kon tou/ qeou/ evpi. VAbiaqa.r avrciere,wj kai. tou.j a;rtouj th/j proqe,sewj e;fagen(
ou]j ouvk e;xestin fagei/n eiv mh. tou.j ièrei/j( kai. e;dwken kai. toi/j su.n auvtw/| ou=sinÈ
How he went into the house of God in the days of Abiathar the high priest, and did eat the shewbread, which is
not lawful to eat but for the priests, and gave also to them which were with him?
他當亞比亞他作大祭司的時候，怎麼進了神的殿，喫了陳設餅，又給跟從他的人喫；這餅除了祭司以外，人都不

可喫。

怎樣如何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住處家室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他)亞比亞他 從屬(他)大祭司，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麵餅 從屬(她)那

從屬(她)目的展示 他/她/它那時(也是)吃食， 到於(他們)這些個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合乎法理[非人稱用法]

那時(也是)要去吃食， 若是 不會/不要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祭司，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並且

在對(他們)那些 共同一起 在對(他)同一者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是了的？
[經文變異RT]

怎樣如何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住處家室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他)亞比亞他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大祭司，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麵餅 從屬(她)那

從屬(她)目的展示 他/她/它那時(也是)吃食， 到於(他們)這些個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合乎法理[非人稱用法]

那時(也是)要去吃食， 若是 不會/不要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祭司，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並且

在對(他們)那些 共同一起 在對(他)同一者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是了的？

可 2:27 kai. e;legen auvtoi/j( To. sa,bbaton dia. to.n a;nqrwpon evge,neto kai. ouvc o` a;nqrwpoj dia. to. sa,bbaton\
And he said unto them, The sabbath was made for man, and not man for the sabbath:
又對他們說：安息日是為人設立的，人不是為安息日設立的；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它)那 (它)安息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他)那 到於(他)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並且 不是/不 (他)那 (他)人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 到於(它)安息；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它)那 (它)安息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他)那 到於(他)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不是/不 (他)那 (他)人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 到於(它)安息；

可 2:28 w[ste ku,rio,j evstin ò uiò.j tou/ avnqrw,pou kai. tou/ sabba,touÅ
Therefore the Son of man is Lord also of the sabbath.
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

以致 (他)主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並且 從屬(它)那 從屬(它)安息。

可 3:1 Kai. eivsh/lqen pa,lin eivj th.n sunagwgh,nÅ kai. h=n evkei/ a;nqrwpoj evxhramme,nhn e;cwn th.n cei/raÅ
And he entered again into the synagogue; and there was a man there which had a withered hand.
耶穌又進了會堂；在那裏有一個人，枯乾了一隻手。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重新又再地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會堂；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在那裏地 (他)人 到於(她)現在已經被促為枯乾了的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手。
[經文變異WH]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重新又再地 向內進入 到於(她)會堂；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在那裏地 (他)人 到於(她)現在已經被促為枯乾了的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手。

可 3:2 kai. pareth,roun auvto.n eiv toi/j sa,bbasin qerapeu,sei auvto,n( i[na kathgorh,swsin auvtou/Å
And they watched him, whether he would heal him on the sabbath day; that they might accuse him.
眾人窺探耶穌，在安息日醫治不醫治，意思是要控告耶穌。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仔細檢視 到於(他)同一者， 若是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安息

他/她/它將要(持續)行侍候紓解 到於(他)同一者； 為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行控告 從屬(他)同一者。

可 3:3 kai. le,gei tw/| avnqrw,pw| tw/| th.n xhra.n cei/ra e;conti( :Egeire eivj to. me,sonÅ
And he saith unto the man which had the withered hand, Stand forth.
耶穌對那枯乾一隻手的人說：起來，站在當中。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那 在對(他)人 在對(他)那 到於(她)那 到於(她)枯乾的 到於(她)手

在對(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你現在就要持續喚醒起來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中間當中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那 在對(他)人 在對(他)那 到於(她)現在已經被促為枯乾了的

在對(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手，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喚醒起來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中間當中的。
[經文變異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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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那 在對(他)人 在對(他)那 到於(她)那 到於(她)手 在對(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枯乾的， 你現在就要持續喚醒起來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中間當中的。

可 3:4 kai. le,gei auvtoi/j( :Exestin toi/j sa,bbasin avgaqo.n poih/sai h' kakopoih/sai( yuch.n sw/sai h' avpoktei/naiÈ
oi` de. evsiw,pwnÅ
And he saith unto them, Is it lawful to do good on the sabbath days, or to do evil? to save life, or to kill? But they
held their peace.
又問眾人說：在安息日行善行惡，救命害命，那樣是可以的呢。他們都不作聲。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合乎法理[非人稱用法]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安息

到於(它)良善的 那時(也是)要去行出作成 甚或/或而 那時(也是)要去行出作成邪惡？ 到於(她)生魂意念

那時(也是)要去拯救 甚或/或而 那時(也是)要去殺害除掉？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為啞口寂靜。
[經文變異RT][經文變異WH]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合乎法理[非人稱用法]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安息

那時(也是)要去行出作成良善 甚或/或而 那時(也是)要去行出作成邪惡？ 到於(她)生魂意念 那時(也是)要去拯救

甚或/或而 那時(也是)要去殺害除掉？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為啞口寂靜。

可 3:5 kai. peribleya,menoj auvtou.j metV ovrgh/j( sullupou,menoj evpi. th/| pwrw,sei th/j kardi,aj auvtw/n le,gei tw/|
avnqrw,pw|( :Ekteinon th.n cei/raÅ kai. evxe,teinen kai. avpekatesta,qh h` cei.r auvtou/Å
And when he had looked round about on them with anger, being grieved for the hardness of their hearts, he
saith unto the man, Stretch forth thine hand. And he stretched it out: and his hand was restored whole as the
other.
耶穌怒目周圍看他們，憂愁他們的心剛硬，就對那人說：伸出手來。他把手一伸，手就復了原。

並且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周圍環顧了的 到於(他們)同一者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激動忿怒，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共同致憂傷愁苦了的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那 在對(她)結趼硬化 從屬(她)那 從屬(她)內心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那 在對(他)人， 你那時(也是)就要向外伸展出來 到於(她)那

到於(她)手。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伸展出來；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復位還原 (她)那 (她)手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周圍環顧了的 到於(他們)同一者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激動忿怒，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共同致憂傷愁苦了的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那 在對(她)結趼硬化 從屬(她)那 從屬(她)內心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那 在對(他)人， 你那時(也是)就要向外伸展出來 到於(她)那

到於(她)手 從屬你。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伸展出來；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復位還原 (她)那 (她)手

從屬(他)同一者 (她)成長健全的 正如地 (她)那 (她)另外不同的。
[經文變異WH]

並且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周圍環顧了的 到於(他們)同一者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激動忿怒，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共同致憂傷愁苦了的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那 在對(她)結趼硬化 從屬(她)那 從屬(她)內心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那 在對(他)人， 你那時(也是)就要向外伸展出來 到於(她)那

到於(她)手 從屬你。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伸展出來；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復位還原 (她)那 (她)手

從屬(他)同一者。

可 3:6 kai. evxelqo,ntej oì Farisai/oi euvqu.j meta. tw/n ~Hrw|dianw/n sumbou,lion evdi,doun katV auvtou/ o[pwj auvto.n
avpole,swsinÅ
And the Pharisees went forth, and straightway took counsel with the Herodians against him, how they might
destroy him.
法利賽人出去，同希律一黨的人商議，怎樣可以除滅耶穌。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他們)那些 (他們)法利賽人 平直直接地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希律黨 到於(它)顧問謀士會議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給與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他)同一者，

這怎樣如何地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毀掉除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他們)那些 (他們)法利賽人 平直直接地[同#2117]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希律黨 到於(它)顧問謀士會議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行出作成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他)同一者， 這怎樣如何地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毀掉除滅。

可 3:7 Kai. ò VIhsou/j meta. tw/n maqhtw/n auvtou/ avnecw,rhsen pro.j th.n qa,lassan( kai. polu. plh/qoj avpo. th/j
Galilai,aj Îhvkolou,qhsenÐ( kai. avpo. th/j VIoudai,aj
But Jesus withdrew himself with his disciples to the sea: and a great multitude from Galilee followed him, and
from Juda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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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和門徒退到海邊去；有許多人從加利利跟隨他；

並且 (他)那 (他)耶穌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撤空退回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那 到於(她)海； 並且 (它)許多的 (它)聚滿大群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加利利

他/她/它那時(也是)跟隨； 並且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猶太地方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撤空退回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那 到於(她)海； 並且 (它)許多的 (它)聚滿大群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加利利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跟隨 在對(他)同一者， 並且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猶太地方

可 3:8 kai. avpo. ~Ierosolu,mwn kai. avpo. th/j VIdoumai,aj kai. pe,ran tou/ VIorda,nou kai. peri. Tu,ron kai. Sidw/na(
plh/qoj polu. avkou,ontej o[sa evpoi,ei h=lqon pro.j auvto,nÅ
And from Jerusalem, and from Idumaea, and from beyond Jordan; and they about Tyre and Sidon, a great
multitude, when they had heard what great things he did, came unto him.
還有許多人聽見他所作的大事，就從猶太，耶路撒冷，以土買，約但河外，並推羅西頓的四方，來到他那裏。

並且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們)耶路撒冷 並且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以土買 並且 於那邊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約但河 並且 <在周圍>在周圍 到於(她)推羅 並且 到於(她)西頓， (它)聚滿大群 (它)許多的，

(他們)現正持續聲聞耳聽了的 到於(它們)這每一切 他/她/它當時持續行出作成，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們)耶路撒冷 並且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以土買 並且 於那邊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約但河； 並且 (他們)那些 <在周圍>在周圍 到於(她)推羅 並且 到於(她)西頓， (它)聚滿大群 (它)許多的，

(他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到於(它們)這每一切 他/她/它當時持續行出作成，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WH]

並且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們)耶路撒冷 並且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以土買 並且 於那邊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約但河 並且 <在周圍>在周圍 到於(她)推羅 並且 到於(她)西頓， (它)聚滿大群 (它)許多的，

(他們)現正持續聲聞耳聽了的 到於(它們)這每一切 他/她/它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可 3:9 kai. ei=pen toi/j maqhtai/j auvtou/ i[na ploia,rion proskarterh/| auvtw/| dia. to.n o;clon i[na mh. qli,bwsin auvto,n\
And he spake to his disciples, that a small ship should wait on him because of the multitude, lest they should
throng him.
他因為人多，就吩咐門徒叫一隻小船伺候著，免得眾人擁擠他。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為要 (它)小船隻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在前面向著堅強持恆 在對(他)同一者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群眾， 為要

不會/不要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擁擠壓迫 到於(他)同一者；

可 3:10 pollou.j ga.r evqera,peusen( w[ste evpipi,ptein auvtw/| i[na auvtou/ a[ywntai o[soi ei=con ma,stigajÅ
For he had healed many; insomuch that they pressed upon him for to touch him, as many as had plagues.
他治好了許多人，所以凡有災病的，都擠進來要摸他。

到於(他們)許多的 因為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侍候紓解； 以致 現要去持續落在其上 在對(他)同一者 為要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觸摸連接 (他們)這每一切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持有

到於(她們)鞭笞/災病。

可 3:11 kai. ta. pneu,mata ta. avka,qarta( o[tan auvto.n evqew,roun( prose,pipton auvtw/| kai. e;krazon le,gontej o[ti Su.
ei= ò uìo.j tou/ qeou/Å
And unclean spirits, when they saw him, fell down before him, and cried, saying, Thou art the Son of God.
污鬼無論何時看見他，就俯伏在他面前，喊著說：你是神的兒子。

並且 (它們)那些 (它們)靈/風 (它們)那些 (它們)污穢的， 但凡當這時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行定睛觀看，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在前面向著落下墜落 在對(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嘶聲吶喊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是這樣 你 你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經文變異RT]

並且 (它們)那些 (它們)靈/風 (它們)那些 (它們)污穢的， 但凡當這時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行定睛觀看，

他/她/它當時持續在前面向著落下墜落 在對(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嘶聲吶喊 (它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是這樣 你 你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經文變異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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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 (它們)那些 (它們)靈/風 (它們)那些 (它們)污穢的， 但凡當這時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行定睛觀看，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在前面向著落下墜落 在對(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嘶聲吶喊 (它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是這樣 你 你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可 3:12 kai. polla. evpeti,ma auvtoi/j i[na mh. auvto.n fanero.n poih,swsinÅ
And he straitly charged them that they should not make him known.
耶穌再三的囑咐他們，不要把他顯露出來。

並且 到於(它們)許多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評斷申誡 在對(他們)同一者， 為要 不會/不要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他)促為照亮顯明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行出作成。

可 3:13 Kai. avnabai,nei eivj to. o;roj kai. proskalei/tai ou]j h;qelen auvto,j( kai. avph/lqon pro.j auvto,nÅ
And he goeth up into a mountain, and calleth unto him whom he would: and they came unto him.
耶穌上了山，隨自己的意思叫人來，他們便來到他那裏。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向上行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高山，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在前面向著促請召喚 到於(他們)這些個 他/她/它當時持續定意 (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可 3:14 kai. evpoi,hsen dw,deka Îou]j kai. avposto,louj wvno,masenÐ i[na w=sin metV auvtou/ kai. i[na avposte,llh| auvtou.j
khru,ssein
And he ordained twelve, that they should be with him, and that he might send them forth to preach,
他就設立十二個人，要他們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們去傳道，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到於(他們)十二個， 到於(他們)這些個 並且 到於(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他/她/它那時(也是)題名稱呼， 為要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是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為要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分派差遣 到於(他們)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傳達宣講，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到於(他們)十二個， 為要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是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為要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分派差遣 到於(他們)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傳達宣講，

可 3:15 kai. e;cein evxousi,an evkba,llein ta. daimo,nia\
And to have power to heal sicknesses, and to cast out devils:
並給他們權柄趕鬼。

並且 現要去持續持有 到於(她)權柄掌握 現要去持續向外投擲出來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鬼魔；
[經文變異RT]

並且 現要去持續持有 到於(她)權柄掌握 現要去持續行侍候紓解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疾病， 並且

現要去持續向外投擲出來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鬼魔；

可 3:16 Îkai. evpoi,hsen tou.j dw,deka(Ð kai. evpe,qhken o;noma tw/| Si,mwni Pe,tron(
And Simon he surnamed Peter;
這十二個人有西門，耶穌又給他起名叫彼得；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十二個，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置放擺設在上面

到於(它)名字 在對(他)那 在對(他)西門 到於(他)彼得；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置放擺設在上面 到於(它)名字 在對(他)那 在對(他)西門 到於(他)彼得；

可 3:17 kai. VIa,kwbon to.n tou/ Zebedai,ou kai. VIwa,nnhn to.n avdelfo.n tou/ VIakw,bou kai. evpe,qhken auvtoi/j ovno,maÎtaÐ
Boanhrge,j( o[ evstin Uiòi. Bronth/j\
And James the son of Zebedee, and John the brother of James; and he surnamed them Boanerges, which is,
The sons of thunder:
還有西庇太的兒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約翰；又給這兩個人起名叫半尼其，就是雷子的意思；

並且 到於(他)雅各 到於(他)那 從屬(他)那 從屬(他)西庇太， 並且 到於(他)約翰 到於(他)那 到於(他)弟兄 從屬(他)那

從屬(他)雅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置放擺設在上面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們)名字 [或=到於(它)名字]

到於(他)半尼其， (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們)兒子 從屬(她)打雷；
[經文變異WH]

並且 到於(他)雅各 到於(他)那 從屬(他)那 從屬(他)西庇太， 並且 到於(他)約翰 到於(他)那 到於(他)弟兄 從屬(他)那

從屬(他)雅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置放擺設在上面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名字 到於(他)半尼其， (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們)兒子 從屬(她)打雷；

可 3:18 kai. VAndre,an kai. Fi,lippon kai. Barqolomai/on kai. Maqqai/on kai. Qwma/n kai. VIa,kwbon to.n tou/
~Alfai,ou kai. Qaddai/on kai. Si,mwna to.n Kanana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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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Andrew, and Philip, and Bartholomew, and Matthew, and Thomas, and James the son of Alphaeus, and
Thaddaeus, and Simon the Canaanite,
又有安得烈，腓力，巴多羅買，馬太，多馬，亞勒腓的兒子雅各，和達太，並奮銳黨的西門。

並且 到於(他)安得烈， 並且 到於(他)腓利， 並且 到於(他)巴多羅買， 並且 到於(他)馬太， 並且 到於(他)多馬，

並且 到於(他)雅各 到於(他)那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亞勒腓， 並且 到於(他)達太， 並且 到於(他)西門 到於(他)那

到於(他)奮銳黨，

可 3:19 kai. VIou,dan VIskariw,q( o]j kai. pare,dwken auvto,nÅ Kai. e;rcetai eivj oi=kon\
And Judas Iscariot, which also betrayed him: and they went into an house.
還有賣耶穌的加略人猶大。

並且 到於(他)猶大 到於(他)加略人， (他)這個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交付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他)住處家室；
[經文變異RT]

並且 到於(他)猶大 到於(他)加略人， (他)這個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交付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他)住處家室；

可 3:20 kai. sune,rcetai pa,lin ÎòÐ o;cloj( w[ste mh. du,nasqai auvtou.j mhde. a;rton fagei/nÅ
And the multitude cometh together again, so that they could not so much as eat bread.
耶穌進了一個屋子，眾人又聚集，甚至他連飯也顧不得喫。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共同到來前往 重新又再地 (他)那 (他)群眾， 以致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到於(他們)同一者 然而也不要 到於(他)麵餅 那時(也是)要去吃食。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共同到來前往 重新又再地 (他)群眾， 以致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到於(他們)同一者 並不會/又不會 到於(他)麵餅 那時(也是)要去吃食。

可 3:21 kai. avkou,santej oì parV auvtou/ evxh/lqon krath/sai auvto,n\ e;legon ga.r o[ti evxe,sthÅ
And when his friends heard of it, they went out to lay hold on him: for they said, He is beside himself.
耶穌的親屬聽見，就出來要拉住他，因為他們說他癲狂了。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他們)那些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那時(也是)要去掌控抓住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因為，

是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驚異失定。

可 3:22 kai. oì grammatei/j oi` avpo. ~Ierosolu,mwn kataba,ntej e;legon o[ti Beelzebou.l e;cei kai. o[ti evn tw/| a;rconti
tw/n daimoni,wn evkba,llei ta. daimo,niaÅ
And the scribes which came down from Jerusalem said, He hath Beelzebub, and by the prince of the devils
casteth he out devils.
從耶路撒冷下來的文士說：他是被別西卜附著；又說：他是靠著鬼王趕鬼。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書記文士 (他們)那些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們)耶路撒冷 (他們)那時(也是)向下行了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是這樣 到於(他)別西卜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並且 是這樣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首領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鬼魔 他/她/它現在持續向外投擲出來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鬼魔。

可 3:23 kai. proskalesa,menoj auvtou.j evn parabolai/j e;legen auvtoi/j( Pw/j du,natai Satana/j Satana/n evkba,lleinÈ
And he called them unto him, and said unto them in parables, How can Satan cast out Satan?
耶穌叫他們來，用比喻對他們說：撒但怎能趕出撒但呢。

並且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在前面向著促請召喚了的 到於(他們)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們)比喻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怎樣如何地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他)撒但 到於(他)撒但

現要去持續向外投擲出來？

可 3:24 kai. eva.n basilei,a evfV èauth.n merisqh/|( ouv du,natai staqh/nai h̀ basilei,a evkei,nh\
And if a kingdom be divided against itself, that kingdom cannot stand.
若一國自相分爭，那國就站立不住。

並且 但凡若是 (她)王權國度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同一者自己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分開，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那時(也是)要去被立定站住 (她)那 (她)王權國度 (她)在那裏的那個；

可 3:25 kai. eva.n oivki,a evfV èauth.n merisqh/|( ouv dunh,setai h̀ oivki,a evkei,nh staqh/naiÅ
And if a house be divided against itself, that house cannot stand.
若一家自相分爭，那家就站立不住。

並且 但凡若是 (她)住屋家庭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同一者自己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分開， 不是/不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能夠可能 (她)那 (她)住屋家庭 (她)在那裏的那個 那時(也是)要去被立定站住。
[經文變異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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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 但凡若是 (她)住屋家庭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同一者自己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分開，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那時(也是)要去被立定站住 (她)那 (她)住屋家庭 (她)在那裏的那個。
[經文變異WH]

並且 但凡若是 (她)住屋家庭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同一者自己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分開， 不是/不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能夠可能 (她)那 (她)住屋家庭 (她)在那裏的那個 那時(也是)要去立定站住。

可 3:26 kai. eiv ò Satana/j avne,sth evfV èauto.n kai. evmeri,sqh( ouv du,natai sth/nai avlla. te,loj e;ceiÅ
And if Satan rise up against himself, and be divided, he cannot stand, but hath an end.
若撒但自相攻打分爭，他就站立不住，必要滅亡。

並且 若是 (他)那 (他)撒但 他/她/它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分開，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那時(也是)要去立定站住， 但乃是

到於(它)終結/貨物或旅行之終結稅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經文變異RT]

並且 若是 (他)那 (他)撒但 他/她/它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並且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分開，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那時(也是)要去被立定站住， 但乃是

到於(它)終結/貨物或旅行之終結稅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可 3:27 avllV ouv du,natai ouvdei.j eivj th.n oivki,an tou/ ivscurou/ eivselqw.n ta. skeu,h auvtou/ diarpa,sai( eva.n mh.
prw/ton to.n ivscuro.n dh,sh|( kai. to,te th.n oivki,an auvtou/ diarpa,seiÅ
No man can enter into a strong man's house, and spoil his goods, except he will first bind the strong man; and
then he will spoil his house.
沒有人能進壯士家裏，搶奪他的家具；必先捆住那壯士，纔可以搶奪他的家。

但乃是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住屋家庭

從屬(他)那 從屬(他)強壯大力的 (他)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了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器皿用具

從屬(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徹底地強取劫奪， 但凡若是 不會/不要 首先地 到於(他)那 到於(他)強壯大力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拴綁； 並且 當那時地 到於(她)那 到於(她)住屋家庭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徹底地強取劫奪。
[經文變異RT]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器皿用具 從屬(他)那

從屬(他)強壯大力的 (他)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住屋家庭 從屬(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徹底地強取劫奪， 但凡若是 不會/不要 首先地 到於(他)那 到於(他)強壯大力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拴綁； 並且 當那時地 到於(她)那 到於(她)住屋家庭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徹底地強取劫奪。
[經文變異MT]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器皿用具 從屬(他)那

從屬(他)強壯大力的 (他)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住屋家庭 從屬(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徹底地強取劫奪， 但凡若是 不會/不要 首先地 到於(他)那 到於(他)強壯大力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拴綁； 並且 當那時地 到於(她)那 到於(她)住屋家庭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徹底地強取劫奪。

可 3:28 VAmh.n le,gw ùmi/n o[ti pa,nta avfeqh,setai toi/j uiòi/j tw/n avnqrw,pwn ta. àmarth,mata kai. aì blasfhmi,ai
o[sa eva.n blasfhmh,swsin\
Verily I say unto you, All sins shall be forgiven unto the sons of men, and blasphemies wherewith soever they
shall blaspheme:
我實在告訴你們，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褻瀆的話，都可得赦免；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是這樣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任憑釋放離開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兒子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人 (它們)那些 (它們)所犯之罪 並且 (她們)那些 (她們)褻瀆

到於(它們)這每一切 但凡若是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謗瀆；
[經文變異RT]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是這樣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任憑釋放離開 (它們)那些

(它們)所犯之罪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兒子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人， 並且 (她們)褻瀆 到於(她們)這每一切

但凡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謗瀆；

可 3:29 o]j dV a'n blasfhmh,sh| eivj to. pneu/ma to. a[gion( ouvk e;cei a;fesin eivj to.n aivw/na( avlla. e;noco,j evstin
aivwni,ou àmarth,matojÅ
But he that shall blaspheme against the Holy Ghost hath never forgiveness, but is in danger of eternal
dam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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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褻瀆聖靈的，卻永不得赦免，乃要擔當永遠的罪。

(他)這個 然而也 但凡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謗瀆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靈/風 到於(它)那 到於(它)聖的，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赦免釋放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世紀時代， 但乃是

(他)有責任難以脫逃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從屬(它)時世恆久的 從屬(它)所犯之罪。
[經文變異RT]

(他)這個 然而也 但凡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謗瀆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靈/風 到於(它)那 到於(它)聖的，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赦免釋放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世紀時代， 但乃是

(他)有責任難以脫逃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從屬(她)時世恆久的註1
從屬(她)區別審斷。

註1：“從屬(它)時世恆久的”文法上亦可以為“從屬(她)時世恆久的”。

[經文變異MT]

(他)這個 然而也 但凡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謗瀆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靈/風 到於(它)那 到於(它)聖的，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赦免釋放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世紀時代， 但乃是

(他)有責任難以脫逃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從屬(它)時世恆久的 從屬(它)所犯之罪。

可 3:30 o[ti e;legon( Pneu/ma avka,qarton e;ceiÅ
Because they said, He hath an unclean spirit.
這話是因為他們說：他是被污鬼附著的。

是這樣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到於(它)靈/風 到於(它)污穢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可 3:31 Kai. e;rcetai h̀ mh,thr auvtou/ kai. oi` avdelfoi. auvtou/ kai. e;xw sth,kontej avpe,steilan pro.j auvto.n kalou/ntej
auvto,nÅ
There came then his brethren and his mother, and, standing without, sent unto him, calling him.
當下耶穌的母親和弟兄，來站在外邊，打發人去叫他。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她)那 (她)母親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弟兄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在外面地 (他們)現正持續站立不動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促請召喚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這樣 (他們)那些 (他們)弟兄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她)那 (她)母親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在外面地 (他們)現在已經立定站住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出聲叫喚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WH]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她)那 (她)母親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弟兄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在外面地 (他們)現正持續站立不動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促請召喚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可 3:32 kai. evka,qhto peri. auvto.n o;cloj( kai. le,gousin auvtw/|( VIdou. h` mh,thr sou kai. oi` avdelfoi, sou Îkai. ai`
avdelfai, souÐ e;xw zhtou/si,n seÅ
And the multitude sat about him, and they said unto him, Behold, thy mother and thy brethren without seek for
thee.
有許多人在耶穌周圍坐著；他們就告訴他說：看哪，你母親，和你弟兄，在外邊找你。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坐下 <在周圍>在周圍 到於(他)同一者 (他)群眾，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她)那 (她)母親 從屬你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弟兄 從屬你 並且

(她們)那些 (她們)姊妹 從屬你 在外面地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探索尋求 到於你。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坐下 (他)群眾 <在周圍>在周圍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在對(他)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她)那 (她)母親 從屬你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弟兄

從屬你 在外面地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探索尋求 到於你。
[經文變異WH]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坐下 <在周圍>在周圍 到於(他)同一者 (他)群眾，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她)那 (她)母親 從屬你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弟兄 從屬你

在外面地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探索尋求 到於你。

可 3:33 kai. avpokriqei.j auvtoi/j le,gei( Ti,j evstin h` mh,thr mou kai. oi` avdelfoi, ÎmouÐÈ
And he answered them, saying, Who is my mother, or my brethren?
耶穌回答說：誰是我的母親，誰是我的弟兄。

並且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他)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母親 從屬我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弟兄 從屬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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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生應對回答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他)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母親 從屬我 甚或/或而 (他們)那些 (他們)弟兄 從屬我？
[經文變異WH]

並且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他)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母親 從屬我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弟兄 ？

可 3:34 kai. peribleya,menoj tou.j peri. auvto.n ku,klw| kaqhme,nouj le,gei( :Ide h̀ mh,thr mou kai. oì avdelfoi, mouÅ
And he looked round about on them which sat about him, and said, Behold my mother and my brethren!
就四面觀看那周圍坐著的人，說：看哪，我的母親，我的弟兄。

並且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周圍環顧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在周圍>在周圍 到於(他)同一者 在對(他)四周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你那時(也是)就要看哪， (她)那 (她)母親 從屬我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弟兄 從屬我。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周圍環顧了的 在對(他)四周 到於(他們)那些 <在周圍>在周圍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你那時(也是)就要看哪， (她)那 (她)母親 從屬我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弟兄 從屬我。

可 3:35 o]j Îga.rÐ a'n poih,sh| to. qe,lhma tou/ qeou/( ou-toj avdelfo,j mou kai. avdelfh. kai. mh,thr evsti,nÅ
For whosoever shall do the will of God, the same is my brother, and my sister, and mother.
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親了。

(他)這個 因為 但凡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行出作成 到於(它)那 到於(它)所定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那同一者 (他)弟兄 從屬我 並且 (她)姊妹 並且 (她)母親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他)這個 因為 但凡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行出作成 到於(它)那 到於(它)所定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那同一者 (他)弟兄 從屬我 並且 (她)姊妹 從屬我 並且 (她)母親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WH]

(他)這個 但凡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行出作成 到於(它)那 到於(它)所定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那同一者

(他)弟兄 從屬我 並且 (她)姊妹 並且 (她)母親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可 4:1 Kai. pa,lin h;rxato dida,skein para. th.n qa,lassan\ kai. suna,getai pro.j auvto.n o;cloj plei/stoj( w[ste
auvto.n eivj ploi/on evmba,nta kaqh/sqai evn th/| qala,ssh|( kai. pa/j ò o;cloj pro.j th.n qa,lassan evpi. th/j gh/j h=sanÅ
And he began again to teach by the sea side: and there was gathered unto him a great multitude, so that he
entered into a ship, and sat in the sea; and the whole multitude was by the sea on the land.
耶穌又在海邊教訓人；有許多人到他那裏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船在海裏，眾人都靠近海站在岸上。

並且 重新又再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 現要去持續教導 <在旁邊>到旁邊 到於(她)那 到於(她)海；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聚集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他)群眾 (他)最大數目的， 以致 到於(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它)船隻 到於(他)那時(也是)步入了的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坐下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海； 並且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他)群眾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那 到於(她)海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並且 重新又再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 現要去持續教導 <在旁邊>到旁邊 到於(她)那 到於(她)海；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聚集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他)群眾 (他)許多的， 以致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他)那時(也是)步入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船隻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坐下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海； 並且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他)群眾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那 到於(她)海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可 4:2 kai. evdi,dasken auvtou.j evn parabolai/j polla, kai. e;legen auvtoi/j evn th/| didach/| auvtou/(
And he taught them many things by parables, and said unto them in his doctrine,
耶穌就用比喻教訓他們許多道理；在教訓之間，對他們說：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教導 到於(他們)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們)比喻 到於(它們)許多的，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教授講訓 從屬(他)同一者，

可 4:3 VAkou,eteÅ ivdou. evxh/lqen ò spei,rwn spei/raiÅ
Hearken; Behold, there went out a sower to sow:
你們聽阿；有一個撒種的；出去撒種。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聲聞耳聽；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他)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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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現正持續散佈播撒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散佈播撒；
[經文變異RT]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聲聞耳聽；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他)那

(他)現正持續散佈播撒了的 從屬(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散佈播撒；

可 4:4 kai. evge,neto evn tw/| spei,rein o] me.n e;pesen para. th.n òdo,n( kai. h=lqen ta. peteina. kai. kate,fagen auvto,Å
And it came to pass, as he sowed, some fell by the way side, and the fowls of the air came and devoured it up.
撒的時候，有落在路旁的，飛鳥來喫盡了。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內 在對(它)那 現要去持續散佈播撒， (它)這個 的確

他/她/它那時(也是)落下墜落 <在旁邊>到旁邊 到於(她)那 到於(她)道路途徑，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它們)那些 (它們)飛鳥，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吞喫 到於(它)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內 在對(它)那 現要去持續散佈播撒， (它)這個 的確

他/她/它那時(也是)落下墜落 <在旁邊>到旁邊 到於(她)那 到於(她)道路途徑，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它們)那些 (它們)飛鳥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吞喫 到於(它)同一者。

可 4:5 kai. a;llo e;pesen evpi. to. petrw/dej o[pou ouvk ei=cen gh/n pollh,n( kai. euvqu.j evxane,teilen dia. to. mh. e;cein
ba,qoj gh/j\
And some fell on stony ground, where it had not much earth; and immediately it sprang up, because it had no
depth of earth:
有落在土淺石頭地上的，土既不深，發苗最快；

並且 (它)另外不同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落下墜落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那 到於(它)岩石地形的，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不是/不 他/她/它當時持續持有 到於(她)地土/地 到於(她)許多的， 並且 平直直接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破土而出，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持有 到於(它)深度

從屬(她)地土/地；
[經文變異RT]

(它)另外不同的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落下墜落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那 到於(它)岩石地形的，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不是/不 他/她/它當時持續持有 到於(她)地土/地 到於(她)許多的， 並且 平直直接地[同#2117]

他/她/它那時(也是)破土而出，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持有 到於(它)深度

從屬(她)地土/地；
[經文變異WH]

並且 (它)另外不同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落下墜落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那 到於(它)岩石地形的， 並且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不是/不 他/她/它當時持續持有 到於(她)地土/地 到於(她)許多的， 並且 平直直接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破土而出，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持有 到於(它)深度

從屬(她)地土/地；

可 4:6 kai. o[te avne,teilen ò h[lioj evkaumati,sqh kai. dia. to. mh. e;cein rì,zan evxhra,nqhÅ
But when the sun was up, it was scorched; and because it had no root, it withered away.
日頭出來一曬，因為沒有根，就枯乾了。

並且 當這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升起 (他)那 (他)日頭太陽，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使有熾熱燒灼； 並且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持有 到於(她)根，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促為枯乾。
[經文變異RT]

從屬(他)日頭太陽 然而也 從屬(他)那時(也是)升起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使有熾熱燒灼； 並且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持有 到於(她)根，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促為枯乾。

可 4:7 kai. a;llo e;pesen eivj ta.j avka,nqaj( kai. avne,bhsan aì a;kanqai kai. sune,pnixan auvto,( kai. karpo.n ouvk
e;dwkenÅ
And some fell among thorns, and the thorns grew up, and choked it, and it yielded no fruit.
有落在荊棘裏的，荊棘長起來，把他擠住了，就不結實。

並且 (它)另外不同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落下墜落 向內進入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荊棘，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上行 (她們)那些 (她們)荊棘，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扼住擠壓 到於(它)同一者， 並且

到於(他)果實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可 4:8 kai. a;lla e;pesen eivj th.n gh/n th.n kalh.n kai. evdi,dou karpo.n avnabai,nonta kai. auvxano,mena kai. e;feren e]n
tria,konta kai. e]n èxh,konta kai. e]n ek̀ato,nÅ
And other fell on good ground, and did yield fruit that sprang up and increased; and brought forth, some thirty,
and some sixty, and some an hundred.
又有落在好土裏的，就發生長大，結實有三十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一百倍的。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  簡易閲讀版  227

227

並且 (它們)另外不同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落下墜落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到於(她)那

到於(她)美好適當的，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給與 到於(他)果實 (它們)現正持續向上行了的 並且

(它們)現正持續被成長變大了的；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負載攜帶 (它)一個 到於(它們)三十個， 並且 (它)一個

到於(它們)六十個， 並且 (它)一個 到於(它們)一百個。
[經文變異RT]

並且 (它)另外不同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落下墜落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到於(她)那

到於(她)美好適當的，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給與 到於(他)果實 到於(他)現正持續向上行了的
註1 並且

到於(他)現正持續成長變大了的；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負載攜帶 (它)一個 到於(它們)三十個， 並且 (它)一個

到於(它們)六十個， 並且 (它)一個 到於(它們)一百個。

註1：“(它們)現正持續向上行了的”文法上亦可以為“到於(他)現正持續向上行了的”。

[經文變異WH]

並且 (它們)另外不同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落下墜落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到於(她)那

到於(她)美好適當的，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給與 到於(他)果實 (它們)現正持續向上行了的 並且

(它們)現正持續被成長變大了的；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負載攜帶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三十個， 並且 (它)一個

到於(它們)六十個， 並且 (它)一個 到於(它們)一百個。

可 4:9 kai. e;legen( }Oj e;cei w=ta avkou,ein avkoue,twÅ
And he said unto them, He that hath ears to hear, let him hear.
又說：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他)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它們)耳朵 現要去持續聲聞耳聽，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聲聞耳聽。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它們)耳朵 現要去持續聲聞耳聽，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聲聞耳聽。
[經文變異MT]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他)那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它們)耳朵 現要去持續聲聞耳聽，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聲聞耳聽。

可 4:10 Kai. o[te evge,neto kata. mo,naj( hvrw,twn auvto.n oi` peri. auvto.n su.n toi/j dw,deka ta.j parabola,jÅ
And when he was alone, they that were about him with the twelve asked of him the parable.
無人的時候，跟隨耶穌的人，和十二個門徒，問他這比喻的意思。

並且 當這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們)僅有單獨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查詢求問 到於(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在周圍>在周圍 到於(他)同一者 共同一起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十二個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比喻。
[經文變異RT]

當這時地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們)僅有單獨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查詢求問 到於(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在周圍>在周圍 到於(他)同一者 共同一起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十二個 到於(她)那 到於(她)比喻。

可 4:11 kai. e;legen auvtoi/j( ~Umi/n to. musth,rion de,dotai th/j basilei,aj tou/ qeou/\ evkei,noij de. toi/j e;xw evn
parabolai/j ta. pa,nta gi,netai(
And he said unto them, Unto you it is given to know the mystery of the kingdom of God: but unto them that are
without, all these things are done in parables:
耶穌對他們說：神國的奧秘，只叫你們知道，若是對外人講，凡事就用比喻；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在對你們 (它)那 (它)奧祕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給與 從屬(她)那

從屬(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在對(他們)在那裏的那個 然而也 在對(他們)那些 在外面地， 在內

在對(她們)比喻 (它們)那些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在對你們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給與 那時(也是)要去認識知道

到於(它)那 到於(它)奧祕註1
從屬(她)那 從屬(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然而也 在對(他們)那些 在外面地，

在內 在對(她們)比喻 (它們)那些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註1：“(它)那 (它)奧祕”文法上亦可以為“到於(它)那 到於(它)奧祕”。

可 4:12 i[na ble,pontej ble,pwsin kai. mh. i;dwsin( kai. avkou,ontej avkou,wsin kai. mh. suniw/sin( mh,pote
evpistre,ywsin kai. avfeqh/| auvtoi/jÅ
That seeing they may see, and not perceive; and hearing they may hear, and not understand; lest at any time
they should be converted, and their sins should be forgiven them.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  簡易閲讀版  228

228

叫他們看是看見，卻不曉得；聽是聽見，卻不明白；恐怕他們回轉過來，就得赦免。

為要 (他們)現正持續著眼觀看了的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著眼觀看， 並且 不會/不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看見察覺；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聲聞耳聽了的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聲聞耳聽， 並且

不會/不要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貫通理解； 不會任何時候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在上面轉動翻轉，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任憑釋放離開 在對(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為要 (他們)現正持續著眼觀看了的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著眼觀看， 並且 不會/不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看見察覺；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聲聞耳聽了的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聲聞耳聽， 並且

不會/不要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貫通理解； 不會任何時候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在上面轉動翻轉，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任憑釋放離開 在對(他們)同一者 (它們)那些 (它們)所犯之罪。

可 4:13 Kai. le,gei auvtoi/j( Ouvk oi;date th.n parabolh.n tau,thn( kai. pw/j pa,saj ta.j parabola.j gnw,sesqeÈ
And he said unto them, Know ye not this parable? and how then will ye know all parables?
又對他們說：你們不明白這比喻麼；這樣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不是/不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到於(她)那 到於(她)比喻

到於(她)那同一者， 並且 怎樣如何地呢 到於(她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比喻

你們將要(持續)讓自己認識知道？

可 4:14 ò spei,rwn to.n lo,gon spei,reiÅ
The sower soweth the word.
撒種之人所撒的，就是道。

(他)那 (他)現正持續散佈播撒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他/她/它現在持續散佈播撒。

可 4:15 ou-toi de, eivsin oì para. th.n òdo,n\ o[pou spei,retai ò lo,goj kai. o[tan avkou,swsin( euvqu.j e;rcetai ò
Satana/j kai. ai;rei to.n lo,gon to.n evsparme,non eivj auvtou,jÅ
And these are they by the way side, where the word is sown; but when they have heard, Satan cometh
immediately, and taketh away the word that was sown in their hearts.
那撒在路旁的，就是人聽了道，撒但立刻來，把撒在他心裏的道奪了去。

(他們)那同一者 然而也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那些 <在旁邊>到旁邊 到於(她)那 到於(她)道路途徑，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散佈播撒 (他)那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並且 但凡當這時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聲聞耳聽， 平直直接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他)那 (他)撒但，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提起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到於(他)那 到於(他)現在已經被散佈播撒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同一者 然而也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那些 <在旁邊>到旁邊 到於(她)那 到於(她)道路途徑，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散佈播撒 (他)那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並且 但凡當這時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聲聞耳聽， 平直直接地[同#2117]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他)那 (他)撒但，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提起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到於(他)那 到於(他)現在已經被散佈播撒了的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內心 從屬(他們)同一者。

可 4:16 kai. ou-toi, eivsin oì evpi. ta. petrw,dh speiro,menoi( oi] o[tan avkou,swsin to.n lo,gon euvqu.j meta. cara/j
lamba,nousin auvto,n(
And these are they likewise which are sown on stony ground; who, when they have heard the word, immediately
receive it with gladness;
那撒在石頭地上的，就是人聽了道，立刻歡喜領受；

並且 (他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那些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岩石地形的

(他們)現正持續被散佈播撒了的， (他們)這些個 但凡當這時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聲聞耳聽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平直直接地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歡喜快樂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拿取

到於(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具同樣相同地 (他們)那些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岩石地形的 (他們)現正持續被散佈播撒了的， (他們)這些個 但凡當這時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聲聞耳聽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平直直接地[同#2117]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歡喜快樂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拿取 到於(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WH]

並且 (他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具同樣相同地 (他們)那些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岩石地形的 (他們)現正持續被散佈播撒了的， (他們)這些個 但凡當這時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聲聞耳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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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平直直接地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歡喜快樂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拿取

到於(他)同一者；

可 4:17 kai. ouvk e;cousin rì,zan evn eàutoi/j avlla. pro,skairoi, eivsin( ei=ta genome,nhj qli,yewj h' diwgmou/ dia. to.n
lo,gon euvqu.j skandali,zontaiÅ
And have no root in themselves, and so endure but for a time: afterward, when affliction or persecution ariseth
for the word's sake, immediately they are offended.
但他心裏沒有根，不過是暫時的，及至為道遭了患難，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根 在內 在對(他們)同一者自己， 但乃是 (他們)隨機暫時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其後地 從屬(她)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從屬(她)壓迫患難 甚或/或而

從屬(他)追趕逼迫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平直直接地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被誘陷絆倒。
[經文變異RT]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根 在內 在對(他們)同一者自己， 但乃是 (他們)隨機暫時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其後地 從屬(她)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從屬(她)壓迫患難 甚或/或而

從屬(他)追趕逼迫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平直直接地[同#2117]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被誘陷絆倒。

可 4:18 kai. a;lloi eivsi.n oì eivj ta.j avka,nqaj speiro,menoi\ ou-toi, eivsin oì to.n lo,gon avkou,santej(
And these are they which are sown among thorns; such as hear the word,
還有那撒在荊棘裏的，就是人聽了道；

並且 (他們)另外不同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那些 向內進入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荊棘

(他們)現正持續被散佈播撒了的； (他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那些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他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那些 向內進入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荊棘

(他們)現正持續被散佈播撒了的； (他們)那些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他們)現正持續聲聞耳聽了的，

可 4:19 kai. ai` me,rimnai tou/ aivw/noj kai. h` avpa,th tou/ plou,tou kai. aì peri. ta. loipa. evpiqumi,ai eivsporeuo,menai
sumpni,gousin to.n lo,gon kai. a;karpoj gi,netaiÅ
And the cares of this world, and the deceitfulness of riches, and the lusts of other things entering in, choke the
word, and it becometh unfruitful.
後來有世上的思慮，錢財的迷惑，和別樣的私慾，進來把道擠住了，就不能結實。

並且 (她們)那些 (她們)分心掛慮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世紀時代 並且 (她)那 (她)欺矇誘騙 從屬(他)那

從屬(他)豐滿富足 並且 (她們)那些 <在周圍>在周圍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其餘的 (她們)渴想慕戀

(她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向內行去了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扼住擠壓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並且

(他)沒有果實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經文變異RT]

並且 (她們)那些 (她們)分心掛慮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世紀時代 從屬(他)那同一者 並且 (她)那 (她)欺矇誘騙

從屬(他)那 從屬(他)豐滿富足 並且 (她們)那些 <在周圍>在周圍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其餘的 (她們)渴想慕戀

(她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向內行去了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扼住擠壓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並且

(他)沒有果實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可 4:20 kai. evkei/noi, eivsin oi` evpi. th.n gh/n th.n kalh.n spare,ntej( oi[tinej avkou,ousin to.n lo,gon kai.
parade,contai kai. karpoforou/sin e]n tria,konta kai. e]n èxh,konta kai. e]n ek̀ato,nÅ
And these are they which are sown on good ground; such as hear the word, and receive it, and bring forth fruit,
some thirtyfold, some sixty, and some an hundred.
那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聽道，又領受，並且結實，有三十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一百倍的。

並且 (他們)在那裏的那個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那些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到於(她)那

到於(她)美好適當的 (他們)那時(也是)被散佈播撒了的， (他們)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聲聞耳聽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接納領受在旁邊，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成負載攜帶果實， (它)一個 到於(它們)三十個， 並且 (它)一個 到於(它們)六十個， 並且

(它)一個 到於(它們)一百個。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那些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到於(她)那

到於(她)美好適當的 (他們)那時(也是)被散佈播撒了的， (他們)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聲聞耳聽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接納領受在旁邊， 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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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成負載攜帶果實， (它)一個 到於(它們)三十個， 並且 (它)一個 到於(它們)六十個， 並且

(它)一個 到於(它們)一百個。

可 4:21 Kai. e;legen auvtoi/j( Mh,ti e;rcetai ò lu,cnoj i[na ùpo. to.n mo,dion teqh/| h' ùpo. th.n kli,nhnÈ ouvc i[na evpi.
th.n lucni,an teqh/|È
And he said unto them, Is a candle brought to be put under a bushel, or under a bed? and not to be set on a
candlestick?
耶穌又對他們說：人拿燈來，豈是要放在斗底下，床底下，不放在燈臺上麼。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豈會是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他)那 (他)燈火 為要

<在底下>在底下 到於(他)那 到於(他)斗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置放擺設， 甚或/或而 <在底下>在底下 到於(她)那

到於(她)躺椅臥墊？ 豈非呢 為要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燈臺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置放擺設？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豈會是呢 (他)那 (他)燈火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為要

<在底下>在底下 到於(他)那 到於(他)斗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置放擺設， 甚或/或而 <在底下>在底下 到於(她)那

到於(她)躺椅臥墊？ 豈非呢 為要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燈臺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置放擺設在上面？
[經文變異WH]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是這樣 豈會是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他)那

(他)燈火 為要 <在底下>在底下 到於(他)那 到於(他)斗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置放擺設， 甚或/或而

<在底下>在底下 到於(她)那 到於(她)躺椅臥墊？ 豈非呢 為要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燈臺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置放擺設？

可 4:22 ouv ga,r evstin krupto.n eva.n mh. i[na fanerwqh/|( ouvde. evge,neto avpo,krufon avllV i[na e;lqh| eivj fanero,nÅ
For there is nothing hid, which shall not be manifested; neither was any thing kept secret, but that it should
come abroad.
因為掩藏的事，沒有不顯出來的；隱瞞的事，沒有不露出來的。

不是/不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乃隱藏遮掩的， 但凡若是 不會/不要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促使成促為照亮顯明； 然而也不是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它)從那裏隱藏遮掩離開的， 但乃是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它)促為照亮顯明的。
[經文變異RT]

不是/不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任何什麼 (它)乃隱藏遮掩的， (它)這個 但凡若是 不會/不要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促使成促為照亮顯明； 然而也不是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它)從那裏隱藏遮掩離開的， 但乃是 為要 向內進入 到於(它)促為照亮顯明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到來前往。

可 4:23 ei; tij e;cei w=ta avkou,ein avkoue,twÅ
If any man have ears to hear, let him hear.
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

若是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它們)耳朵 現要去持續聲聞耳聽，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聲聞耳聽。

可 4:24 Kai. e;legen auvtoi/j( Ble,pete ti, avkou,eteÅ evn w-| me,trw| metrei/te metrhqh,setai ùmi/n kai. prosteqh,setai
um̀i/nÅ
And he said unto them, Take heed what ye hear: with what measure ye mete, it shall be measured to you: and
unto you that hear shall more be given.
又說：你們所聽的要留心；你們用甚麼量器量給人，也必用甚麼量器量給你們，並且要多給你們。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著眼觀看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們現在持續聲聞耳聽。 在內 在對(它)這個 在對(它)量器量度 你們現在持續用量器量度，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用量器量度 在對你們；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加上增添 在對你們。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著眼觀看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們現在持續聲聞耳聽。 在內 在對(它)這個 在對(它)量器量度 你們現在持續用量器量度，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用量器量度 在對你們；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加上增添 在對你們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聲聞耳聽了的。

可 4:25 o]j ga.r e;cei( doqh,setai auvtw/|\ kai. o]j ouvk e;cei( kai. o] e;cei avrqh,setai avpV auvtou/Å
For he that hath, to him shall be given: and he that hath not, from him shall be taken even that which he hath.
因為有的，還要給他；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去。

(他)這個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給與 在對(他)同一者； 並且 (他)這個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並且 到於(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提起 從那裏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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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這個 因為 但凡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持有，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給與 在對(他)同一者； 並且 (他)這個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並且 到於(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提起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同一者。

可 4:26 Kai. e;legen( Ou[twj evsti.n h` basilei,a tou/ qeou/ wj̀ a;nqrwpoj ba,lh| to.n spo,ron evpi. th/j gh/j
And he said, So is the kingdom of God, as if a man should cast seed into the ground;
又說：神的國，如同人把種撒在地上，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那同一樣式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正如地 (他)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投擲 到於(他)那 到於(他)種子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那同一樣式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正如地 但凡若是 (他)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投擲 到於(他)那 到於(他)種子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可 4:27 kai. kaqeu,dh| kai. evgei,rhtai nu,kta kai. hm̀e,ran( kai. ò spo,roj blasta/| kai. mhku,nhtai ẁj ouvk oi=den auvto,jÅ
And should sleep, and rise night and day, and the seed should spring and grow up, he knoweth not how.
黑夜睡覺，白日起來，這種就發芽漸長，那人卻不曉得如何這樣。

並且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睡著 並且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被喚醒起來 到於(她)夜晚 並且 到於(她)日子/白日， 並且

(他)那 (他)種子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長苗生出 並且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被加長註1， 正如地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他)同一者。

註1：“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被加長”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讓自己加長”。

可 4:28 auvtoma,th h` gh/ karpoforei/( prw/ton co,rton ei=ta sta,cun ei=ta plh,rhÎjÐ si/ton evn tw/| sta,cui?Å
For the earth bringeth forth fruit of herself; first the blade, then the ear, after that the full corn in the ear.
地生五穀是出於自然的；先發苗，後長穗，再後穗上結成飽滿的子粒。

(她)乃自己驅動的 (她)那 (她)地土/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負載攜帶果實； 首先地 到於(他)草場禾草， 其後地

到於(他)穀穗， 其後地 到於(他)充滿添足的 到於(他)穀物麥粒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穀穗。
[經文變異RT]

(她)乃自己驅動的 因為 (她)那 (她)地土/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負載攜帶果實； 首先地 到於(他)草場禾草， 其後地

到於(他)穀穗， 其後地 到於(他)充滿添足的 到於(他)穀物麥粒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穀穗。

可 4:29 o[tan de. paradoi/ o` karpo,j( euvqu.j avposte,llei to. dre,panon( o[ti pare,sthken ò qerismo,jÅ
But when the fruit is brought forth, immediately he putteth in the sickle, because the harvest is come.
穀既熟了，就用鐮刀去割，因為收成的時候到了。

但凡當這時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交付 (他)那 (他)果實， 平直直接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分派差遣

到於(它)那 到於(它)鐮刀， 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已經立定站住在旁邊 (他)那 (他)莊稼收成。
[經文變異RT]

但凡當這時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交付 (他)那 (他)果實， 平直直接地[同#2117] 他/她/它現在持續分派差遣

到於(它)那 到於(它)鐮刀， 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已經立定站住在旁邊 (他)那 (他)莊稼收成。

可 4:30 Kai. e;legen( Pw/j òmoiw,swmen th.n basilei,an tou/ qeou/ h' evn ti,ni auvth.n parabolh/| qw/menÈ
And he said, Whereunto shall we liken the kingdom of God? or with what comparison shall we compare it?
又說：神的國，我們可用甚麼比較呢；可用甚麼比喻表明呢。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怎樣如何地呢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促使為具同樣相同 到於(她)那 到於(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甚或/或而 在內 在對(她)任何什麼呢 到於(她)同一者 在對(她)比喻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置放擺設？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在對(他)任何什麼呢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促使為具同樣相同 到於(她)那

到於(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甚或/或而 在內 在對(她)什麼樣呢 在對(她)比喻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投擲在旁邊 到於(她)同一者？

可 4:31 wj̀ ko,kkw| sina,pewj( o]j o[tan sparh/| evpi. th/j gh/j( mikro,teron o'n pa,ntwn tw/n sperma,twn tw/n evpi. th/j
gh/j(
It is like a grain of mustard seed, which, when it is sown in the earth, is less than all the seeds that be in the
earth:
好像一粒芥菜種，種在地裏的時候，雖比地上的百種都小，

正如地 在對(他)種核顆粒 從屬(它)芥菜， (他)這個 但凡當這時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散佈播撒 <在上面>從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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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它)更細微極小的 (它)現正持續是了的 從屬(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種裔 從屬(它們)那些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經文變異RT]

正如地 在對(他)種核顆粒 從屬(它)芥菜， (他)這個 但凡當這時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散佈播撒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他)更細微極小的 從屬(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種裔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從屬(它們)那些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可 4:32 kai. o[tan sparh/|( avnabai,nei kai. gi,netai mei/zon pa,ntwn tw/n laca,nwn kai. poiei/ kla,douj mega,louj(
w[ste du,nasqai ùpo. th.n skia.n auvtou/ ta. peteina. tou/ ouvranou/ kataskhnou/nÅ
But when it is sown, it groweth up, and becometh greater than all herbs, and shooteth out great branches; so
that the fowls of the air may lodge under the shadow of it.
但種上以後，就長起來，比各樣的菜都大，又長出大枝來；甚至天上的飛鳥，可以宿在他的蔭下。

並且 但凡當這時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散佈播撒， 他/她/它現在持續向上行，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它)更極大的 從屬(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蔬菜，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到於(他們)分枝 到於(他們)極大的； 以致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在底下>在底下

到於(她)那 到於(她)蔭影 從屬(它)同一者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飛鳥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現要去持續搭帳棚居所住下。
[經文變異RT]

並且 但凡當這時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散佈播撒， 他/她/它現在持續向上行，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從屬(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蔬菜 (他)更極大的，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到於(他們)分枝 到於(他們)極大的； 以致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在底下>在底下

到於(她)那 到於(她)蔭影 從屬(他)同一者註1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飛鳥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現要去持續搭帳棚居所住下。

註1：“從屬(它)同一者”文法上亦可以為“從屬(他)同一者”。

可 4:33 Kai. toiau,taij parabolai/j pollai/j evla,lei auvtoi/j to.n lo,gon kaqw.j hvdu,nanto avkou,ein\
And with many such parables spake he the word unto them, as they were able to hear it.
耶穌用許多這樣的比喻，照他們所能聽的，對他們講道；

並且 在對(她們)那種樣 在對(她們)比喻 在對(她們)許多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發言講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現要去持續聲聞耳聽；

可 4:34 cwri.j de. parabolh/j ouvk evla,lei auvtoi/j( katV ivdi,an de. toi/j ivdi,oij maqhtai/j evpe,luen pa,ntaÅ
But without a parable spake he not unto them: and when they were alone, he expounded all things to his
disciples.
若不用比喻，就不對他們講；沒有人的時候，就把一切的道講給門徒聽。

脫離開地 然而也 從屬(她)比喻 不是/不 他/她/它當時持續發言講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私人個別的 然而也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私人個別的 在對(他們)門徒 他/她/它當時持續解說講解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經文變異RT]

脫離開地 然而也 從屬(她)比喻 不是/不 他/她/它當時持續發言講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私人個別的 然而也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解說講解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可 4:35 Kai. le,gei auvtoi/j evn evkei,nh| th/| hm̀e,ra| ovyi,aj genome,nhj( Die,lqwmen eivj to. pe,ranÅ
And the same day, when the even was come, he saith unto them, Let us pass over unto the other side.
當那天晚上，耶穌對門徒說：我們渡到那邊去罷。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在那裏的那個 在對(她)那 在對(她)日子/白日，

從屬(她)具將近晚的 從屬(她)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橫過穿越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於那邊地。

可 4:36 kai. avfe,ntej to.n o;clon paralamba,nousin auvto.n wj̀ h=n evn tw/| ploi,w|( kai. a;lla ploi/a h=n metV auvtou/Å
And when they had sent away the multitude, they took him even as he was in the ship. And there were also with
him other little ships.
門徒離開眾人，耶穌仍在船上，他們就把他一同帶去；也有別的船和他同行。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任憑釋放離開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群眾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拿取在旁邊 到於(他)同一者

正如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船隻； 並且 (它們)另外不同的 (它們)船隻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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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任憑釋放離開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群眾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拿取在旁邊 到於(他)同一者

正如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船隻； 並且 (它們)另外不同的 然而也 (它們)小船隻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同一者。

可 4:37 kai. gi,netai lai/lay mega,lh avne,mou kai. ta. ku,mata evpe,ballen eivj to. ploi/on( w[ste h;dh gemi,zesqai to.
ploi/onÅ
And there arose a great storm of wind, and the waves beat into the ship, so that it was now full.
忽然起了暴風，波浪打入船內，甚至船要滿了水。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她)旋流狂風 (她)極大的 從屬(他)風， 並且 (它們)那些 (它們)波浪

他/她/它當時持續投擲在上面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船隻， 以致 甚而已然如此地

現要去持續被使為鼓起滿載 到於(它)那 到於(它)船隻。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她)旋流狂風 從屬(他)風 (她)極大的， (它們)那些 然而也 (它們)波浪

他/她/它當時持續投擲在上面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船隻， 以致 (它)同一者 甚而已然如此地

現要去持續被使為鼓起滿載。

可 4:38 kai. auvto.j h=n evn th/| pru,mnh| evpi. to. proskefa,laion kaqeu,dwnÅ kai. evgei,rousin auvto.n kai. le,gousin auvtw/|(
Dida,skale( ouv me,lei soi o[ti avpollu,meqaÈ
And he was in the hinder part of the ship, asleep on a pillow: and they awake him, and say unto him, Master,
carest thou not that we perish?
耶穌在船尾上，枕著枕頭睡覺；門徒叫醒了他，說：夫子，我們喪命，你不顧麼。

並且 (他)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後部船尾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那 到於(它)枕頭

(他)現正持續睡著了的；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喚醒起來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阿,(他)老師， 豈非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留意顧念[非人稱用法] 在對你 是這樣

我們現在持續讓自己毀掉除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同一者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那 在對(她)後部船尾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那

到於(它)枕頭 (他)現正持續睡著了的；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徹底地喚醒起來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阿,(他)老師 豈非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留意顧念[非人稱用法] 在對你

是這樣 我們現在持續讓自己毀掉除滅？

可 4:39 kai. diegerqei.j evpeti,mhsen tw/| avne,mw| kai. ei=pen th/| qala,ssh|( Siw,pa( pefi,mwsoÅ kai. evko,pasen ò a;nemoj
kai. evge,neto galh,nh mega,lhÅ
And he arose, and rebuked the wind, and said unto the sea, Peace, be still. And the wind ceased, and there was
a great calm.
耶穌醒了；斥責風，向海說：住了罷，靜了罷；風就止住，大大的平靜了。

並且 (他)那時(也是)被徹底地喚醒起來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評斷申誡 在對(他)那 在對(他)風，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她)那 在對(她)海， 你現在就要持續為啞口寂靜， 你現在就要已經被籠住嘴。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倦怠平息 (他)那 (他)風，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她)平靜 (她)極大的。

可 4:40 kai. ei=pen auvtoi/j( Ti, deiloi, evsteÈ ou;pw e;cete pi,stinÈ
And he said unto them, Why are ye so fearful? how is it that ye have no faith?
耶穌對他們說：為甚麼膽怯；你們還沒有信心麼。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他們)恐懼驚駭的 你們現在持續是？

尚未地 你們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信？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他們)恐懼驚駭的 你們現在持續是？

那同一樣式地 怎樣如何地呢 不是/不 你們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信？

可 4:41 kai. evfobh,qhsan fo,bon me,gan kai. e;legon pro.j avllh,louj( Ti,j a;ra ou-to,j evstin o[ti kai. ò a;nemoj kai. h`
qa,lassa ùpakou,ei auvtw/|È
And they feared exceedingly, and said one to another, What manner of man is this, that even the wind and the
sea obey him?
他們就大大的懼怕，彼此說：這到底是誰，連風和海也聽從他了。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成驚恐畏懼 到於(他)畏懼害怕 到於(他)極大的，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彼此， (他)任何什麼呢 果然如此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是這樣 並且

(他)那 (他)風 並且 (她)那 (她)海 他/她/它現在持續留心聽從 在對(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  簡易閲讀版  234

234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成驚恐畏懼 到於(他)畏懼害怕 到於(他)極大的，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彼此， (他)任何什麼呢 果然如此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是這樣 並且

(他)那 (他)風 並且 (她)那 (她)海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留心聽從 在對(他)同一者？

可 5:1 Kai. h=lqon eivj to. pe,ran th/j qala,sshj eivj th.n cw,ran tw/n Gerashnw/nÅ
And they came over unto the other side of the sea, into the country of the Gadarenes.
他們來到海那邊，格拉森人的地方。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於那邊地 從屬(她)那 從屬(她)海，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域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格拉森。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於那邊地 從屬(她)那 從屬(她)海，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域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加大拉的。

可 5:2 kai. evxelqo,ntoj auvtou/ evk tou/ ploi,ou euvqu.j ùph,nthsen auvtw/| evk tw/n mnhmei,wn a;nqrwpoj evn pneu,mati
avkaqa,rtw|(
And when he was come out of the ship, immediately there met him out of the tombs a man with an unclean
spirit,
耶穌一下船，就有一個被污鬼附著的人，從墳塋裏出來迎著他。

並且 從屬(他)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從屬(他)同一者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船隻， 平直直接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底下迎面相遇 在對(他)同一者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墳墓 (他)人 在內

在對(它)靈/風 在對(它)污穢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在對(他)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船隻，

平直直接地[同#2117]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迎面相遇 在對(他)同一者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墳墓

(他)人 在內 在對(它)靈/風 在對(它)污穢的，

可 5:3 o]j th.n katoi,khsin ei=cen evn toi/j mnh,masin( kai. ouvde. àlu,sei ouvke,ti ouvdei.j evdu,nato auvto.n dh/sai
Who had his dwelling among the tombs; and no man could bind him, no, not with chains:
那人常住在墳塋裏，沒有人能捆住他，就是用鐵鍊也不能；

(他)這個 到於(她)那 到於(她)定居 他/她/它當時持續持有 在內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靈堂墓地； 並且

然而也不是地 在對(她)鐐銬鎖鏈 不再地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到於(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拴綁；
[經文變異RT]

(他)這個 到於(她)那 到於(她)定居 他/她/它當時持續持有 在內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墳墓； 並且 並不/又不

在對(她們)鐐銬鎖鏈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到於(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拴綁；

可 5:4 dia. to. auvto.n polla,kij pe,daij kai. al̀u,sesin dede,sqai kai. diespa,sqai ùpV auvtou/ ta.j al̀u,seij kai. ta.j
pe,daj suntetri/fqai( kai. ouvdei.j i;scuen auvto.n dama,sai\
Because that he had been often bound with fetters and chains, and the chains had been plucked asunder by
him, and the fetters broken in pieces: neither could any man tame him.
因為人屢次用腳鐐和鐵鍊捆鎖他，鐵鍊竟被他掙斷了，腳鐐也被他弄碎了；總沒有人能制伏他。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 到於(他)同一者 經常地 在對(她們)腳鐐 並且 在對(她們)鐐銬鎖鏈 現已經去被拴綁，

並且 現已經去被拉扯斷裂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鐐銬鎖鏈， 並且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腳鐐 現已經去被完全壓碎損壞； 並且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有強壯大力

到於(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使為馴服；
[經文變異RT]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 到於(他)同一者 經常地 在對(她們)腳鐐 並且 在對(她們)鐐銬鎖鏈 現已經去被拴綁，

並且 現已經去被拉扯斷裂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鐐銬鎖鏈， 並且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腳鐐 現已經去被完全壓碎損壞； 並且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有強壯大力 那時(也是)要去使為馴服；

可 5:5 kai. dia. panto.j nukto.j kai. hm̀e,raj evn toi/j mnh,masin kai. evn toi/j o;resin h=n kra,zwn kai. katako,ptwn
eàuto.n li,qoijÅ
And always, night and day, he was in the mountains, and in the tombs, crying, and cutting himself with stones.
他晝夜常在墳塋裏和山中喊叫，又用石頭砍自己。

並且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她)夜晚 並且 從屬(她)日子/白日 在內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靈堂墓地 並且 在內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高山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現正持續嘶聲吶喊了的 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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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現正持續向下切砍擊打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在對(他們)石頭。
[經文變異RT]

並且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她)夜晚 並且 從屬(她)日子/白日 在內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高山 並且 在內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靈堂墓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現正持續嘶聲吶喊了的 並且

(他)現正持續向下切砍擊打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在對(他們)石頭。

可 5:6 kai. ivdw.n to.n VIhsou/n avpo. makro,qen e;dramen kai. proseku,nhsen auvtw/|
But when he saw Jesus afar off, he ran and worshipped him,
他遠遠的看見耶穌，就跑過去拜他；

並且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從那裏離開 從距離遠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奔跑疾行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敬拜 在對(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然而也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從那裏離開 從距離遠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奔跑疾行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敬拜 在對(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WH]

並且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從那裏離開 從距離遠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奔跑疾行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敬拜 到於(他)同一者；

可 5:7 kai. kra,xaj fwnh/| mega,lh| le,gei( Ti, evmoi. kai. soi,( VIhsou/ uiè. tou/ qeou/ tou/ ùyi,stouÈ òrki,zw se to.n qeo,n(
mh, me basani,sh|jÅ
And cried with a loud voice, and said, What have I to do with thee, Jesus, thou Son of the most high God? I
adjure thee by God, that thou torment me not.
大聲呼叫說：至高神的兒子耶穌，我與你有甚麼相干；我指著神懇求你，不要叫我受苦。

並且 (他)那時(也是)嘶聲吶喊了的 在對(她)聲音 在對(她)極大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它)任何什麼呢 在對"我"

並且 在對你， 阿,(他)耶穌 阿,(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從屬(他)那 從屬(他)至高的？

我現在持續使有誓言制約 到於你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不會/不要 到於我 你那時(也是)應該使有考驗折磨。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嘶聲吶喊了的 在對(她)聲音 在對(她)極大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它)任何什麼呢

在對"我" 並且 在對你， 阿,(他)耶穌 阿,(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從屬(他)那 從屬(他)至高的？

我現在持續使有誓言制約 到於你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不會/不要 到於我 你那時(也是)應該使有考驗折磨。

可 5:8 e;legen ga.r auvtw/|( :Exelqe to. pneu/ma to. avka,qarton evk tou/ avnqrw,pouÅ
For he said unto him, Come out of the man, thou unclean spirit.
是因耶穌曾吩咐他說：污鬼阿，從這人身上出來罷。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因為 在對(他)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就要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它)那 (它)靈/風 (它)那

(它)污穢的，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可 5:9 kai. evphrw,ta auvto,n( Ti, o;noma, soiÈ kai. le,gei auvtw/|( Legiw.n o;noma, moi( o[ti polloi, evsmenÅ
And he asked him, What is thy name? And he answered, saying, My name is Legion: for we are many.
耶穌問他說：你名叫甚麼。回答說：我名叫群，因為我們多的緣故。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在上面查詢求問 到於(他)同一者， (它)任何什麼呢 (它)名字 在對你？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她)軍團 (它)名字 在對我； 是這樣 (他們)許多的 我們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在上面查詢求問 到於(他)同一者， (它)任何什麼呢 在對你 (它)名字？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註1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她)軍團 (它)名字 在對我； 是這樣 (他們)許多的

我們現在持續是。

註1：“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可 5:10 kai. pareka,lei auvto.n polla. i[na mh. auvta. avpostei,lh| e;xw th/j cw,rajÅ
And he besought him much that he would not send them away out of the country.
就再三的求耶穌，不要叫他們離開那地方。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勸勉請求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它們)許多的， 為要 不會/不要 到於(它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分派差遣 在外面地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域。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勸勉請求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它們)許多的， 為要 不會/不要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分派差遣 在外面地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域。

可 5:11 +Hn de. evkei/ pro.j tw/| o;rei avge,lh coi,rwn mega,lh boskome,nh\
Now there was there nigh unto the mountains a great herd of swine fee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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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裏山坡上，有一大群豬喫食。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在那裏地 <在前面向著>靠近在 在對(它)那 在對(它)高山 (她)畜群 從屬(他們)豬

(她)極大的 (她)現正持續被放牧餵養了的；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在那裏地 <在前面向著>靠近在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高山 (她)畜群 從屬(他們)豬

(她)極大的 (她)現正持續被放牧餵養了的；

可 5:12 kai. pareka,lesan auvto.n le,gontej( Pe,myon hm̀a/j eivj tou.j coi,rouj( i[na eivj auvtou.j eivse,lqwmenÅ
And all the devils besought him, saying, Send us into the swine, that we may enter into them.
鬼就央求耶穌說：求你打發我們往豬群裏附著豬去。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勸勉請求 到於(他)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差送打發 到於我們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豬， 為要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同一者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勸勉請求 到於(他)同一者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那些 (他們)鬼魅神祇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差送打發 到於我們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豬， 為要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同一者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可 5:13 kai. evpe,treyen auvtoi/jÅ kai. evxelqo,nta ta. pneu,mata ta. avka,qarta eivsh/lqon eivj tou.j coi,rouj( kai.
w[rmhsen h` avge,lh kata. tou/ krhmnou/ eivj th.n qa,lassan( ẁj disci,lioi( kai. evpni,gonto evn th/| qala,ssh|Å
And forthwith Jesus gave them leave. And the unclean spirits went out, and entered into the swine: and the herd
ran violently down a steep place into the sea, (they were about two thousand;) and were choked in the sea.
耶穌准了他們；污鬼就出來，進入豬裏去；於是那群豬闖下山崖，投在海裏，淹死了；豬的數目，約有二千。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准許 在對(他們)同一者。 並且 (它們)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它們)那些

(它們)靈/風 (它們)那些 (它們)污穢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豬；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有暴發啟動 (她)那 (她)畜群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他)那 從屬(他)懸崖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海， 正如地 (他們)二千個；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被使喘氣窒息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海。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准許 在對(他們)同一者 平直直接地[同#2117] (他)那 (他)耶穌。 並且

(它們)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它們)那些 (它們)靈/風 (它們)那些 (它們)污穢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豬；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有暴發啟動

(她)那 (她)畜群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他)那 從屬(他)懸崖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海，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正如地 (他們)二千個；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被使喘氣窒息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海。

可 5:14 kai. oì bo,skontej auvtou.j e;fugon kai. avph,ggeilan eivj th.n po,lin kai. eivj tou.j avgrou,j\ kai. h=lqon ivdei/n
ti, evstin to. gegono.j
And they that fed the swine fled, and told it in the city, and in the country. And they went out to see what it was
that was done.
放豬的就逃跑了，去告訴城裏和鄉下的人；眾人就來要看是甚麼事。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放牧餵養了的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逃離走避，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從那裏報信通告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城邑 並且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田野；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那時(也是)要去看見察覺 (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那 (它)現在已經生發成為了的。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現正持續放牧餵養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豬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逃離走避，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從那裏報信通告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城邑 並且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田野；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那時(也是)要去看見察覺 (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那 (它)現在已經生發成為了的。

可 5:15 kai. e;rcontai pro.j to.n VIhsou/n kai. qewrou/sin to.n daimonizo,menon kaqh,menon ìmatisme,non kai.
swfronou/nta( to.n evschko,ta to.n legiw/na( kai. evfobh,qhsanÅ
And they come to Jesus, and see him that was possessed with the devil, and had the legion, sitting, and
clothed, and in his right mind: and they were afraid.
他們來到耶穌那裏，看見那被鬼附著的人，就是從前被群鬼所附的，坐著，穿上衣服，心裏明白過來；他們就害

怕。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行定睛觀看 到於(他)那 到於(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鬼附了的， 到於(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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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於(他)現在已經被穿衣服了的， 並且 到於(他)現正持續成心智清明謹守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現在已經持有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軍團；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成驚恐畏懼。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行定睛觀看 到於(他)那 到於(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鬼附了的， 到於(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並且 到於(他)現在已經被穿衣服了的， 並且 到於(他)現正持續成心智清明謹守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現在已經持有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軍團；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成驚恐畏懼。

可 5:16 kai. dihgh,santo auvtoi/j oì ivdo,ntej pw/j evge,neto tw/| daimonizome,nw| kai. peri. tw/n coi,rwnÅ
And they that saw it told them how it befell to him that was possessed with the devil, and also concerning the
swine.
看見這事的，便將鬼附之人所遇見的，和那群豬的事，都告訴了眾人。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詳細敘述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怎樣如何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鬼附了的， 並且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豬。

可 5:17 kai. h;rxanto parakalei/n auvto.n avpelqei/n avpo. tw/n òri,wn auvtw/nÅ
And they began to pray him to depart out of their coasts.
眾人就央求耶穌離開他們的境界。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 現要去持續勸勉請求 到於(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具範圍界限之線 從屬(他們)同一者。

可 5:18 kai. evmbai,nontoj auvtou/ eivj to. ploi/on pareka,lei auvto.n ò daimonisqei.j i[na metV auvtou/ h=|Å
And when he was come into the ship, he that had been possessed with the devil prayed him that he might be
with him.
耶穌上船的時候，那從前被鬼附著的人，懇求和耶穌同在。

並且 從屬(他)現正持續步入了的 從屬(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船隻， 他/她/它當時持續勸勉請求

到於(他)同一者 (他)那 (他)那時(也是)被鬼附了的， 為要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並且 從屬(他)那時(也是)步入了的 從屬(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船隻， 他/她/它當時持續勸勉請求

到於(他)同一者 (他)那 (他)那時(也是)被鬼附了的 為要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是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同一者。

可 5:19 kai. ouvk avfh/ken auvto,n( avlla. le,gei auvtw/|( {Upage eivj to.n oi=ko,n sou pro.j tou.j sou.j kai. avpa,ggeilon
auvtoi/j o[sa ò ku,rio,j soi pepoi,hken kai. hvle,hse,n seÅ
Howbeit Jesus suffered him not, but saith unto him, Go home to thy friends, and tell them how great things the
Lord hath done for thee, and hath had compassion on thee.
耶穌不許，卻對他說：你回家去，到你的親屬那裏，將主為你所作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樣憐憫你，都告訴他

們。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任憑釋放離開 到於(他)同一者， 但乃是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你現在就要持續退開去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住處家室 從屬你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你之物，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從那裏報信通告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們)這每一切 (他)那 (他)主人

在對你 他/她/它現在已經行出作成，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憐憫慈悲 到於你。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耶穌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任憑釋放離開 到於(他)同一者， 但乃是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你現在就要持續退開去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住處家室 從屬你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你之物，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從那裏報信通告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們)這每一切

在對你 (他)那 (他)主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憐憫慈悲 到於你。

可 5:20 kai. avph/lqen kai. h;rxato khru,ssein evn th/| Dekapo,lei o[sa evpoi,hsen auvtw/| o` VIhsou/j( kai. pa,ntej
evqau,mazonÅ
And he departed, and began to publish in Decapolis how great things Jesus had done for him: and all men did
marvel.
那人就走了，在低加波利，傳揚耶穌為他作了何等大的事，眾人就都希奇。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 現要去持續傳達宣講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低加波利 到於(它們)這每一切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並且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希奇。

可 5:21 Kai. diapera,santoj tou/ VIhsou/ Îevn tw/| ploi,w|Ð pa,lin eivj to. pe,ran sunh,cqh o;cloj polu.j evpV auvto,n( kai.
h=n para. th.n qa,lassan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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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when Jesus was passed over again by ship unto the other side, much people gathered unto him: and he
was nigh unto the sea.
耶穌坐船又渡到那邊去，就有許多人到他那裏聚集；他正在海邊上。

並且 從屬(他)那時(也是)完全穿過到那邊了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耶穌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船隻 重新又再地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於那邊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聚集 (他)群眾 (他)許多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在旁邊>到旁邊 到於(她)那 到於(她)海。

可 5:22 kai. e;rcetai ei-j tw/n avrcisunagw,gwn( ovno,mati VIa,i?roj( kai. ivdw.n auvto.n pi,ptei pro.j tou.j po,daj auvtou/
And, behold, there cometh one of the rulers of the synagogue, Jairus by name; and when he saw him, he fell at
his feet,
有一個管會堂的人，名叫睚魯，來見耶穌，就俯伏在他腳前，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他)一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首管會堂之人 在對(它)名字 (他)睚魯，

並且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落下墜落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腳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他)一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首管會堂之人 在對(它)名字 (他)睚魯， 並且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落下墜落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腳 從屬(他)同一者，

可 5:23 kai. parakalei/ auvto.n polla. le,gwn o[ti To. quga,trio,n mou evsca,twj e;cei( i[na evlqw.n evpiqh/|j ta.j cei/raj
auvth/| i[na swqh/| kai. zh,sh|Å
And besought him greatly, saying, My little daughter lieth at the point of death: I pray thee, come and lay thy
hands on her, that she may be healed; and she shall live.
再三的求他說：我的小女兒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他身上，使他痊愈，得以活了。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勸勉請求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它們)許多的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是這樣 (它)那 (它)小女兒

從屬我 最末後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為要 (他)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你那時(也是)應該置放擺設在上面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手 在對(她)同一者，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拯救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活。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勸勉請求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它們)許多的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是這樣 (它)那 (它)小女兒

從屬我 最末後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為要 (他)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你那時(也是)應該置放擺設在上面

在對(她)同一者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手， 這怎樣如何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拯救，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活。

可 5:24 kai. avph/lqen metV auvtou/Å Kai. hvkolou,qei auvtw/| o;cloj polu.j kai. sune,qlibon auvto,nÅ
And Jesus went with him; and much people followed him, and thronged him.
耶穌就和他同去，有許多人跟隨擁擠他。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跟隨

在對(他)同一者 (他)群眾 (他)許多的，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共同擁擠壓迫 到於(他)同一者。

可 5:25 kai. gunh. ou=sa evn rù,sei ai[matoj dw,deka e;th
And a certain woman, which had an issue of blood twelve years,
有一個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

並且 (她)女人 (她)現正持續是了的 在內 在對(她)湧流 從屬(它)血 到於(它們)十二個 到於(它們)年，
[經文變異RT]

並且 (她)女人 (她)任何什麼 (她)現正持續是了的 在內 在對(她)湧流 從屬(它)血 到於(它們)年 到於(它們)十二個，

可 5:26 kai. polla. paqou/sa up̀o. pollw/n ivatrw/n kai. dapanh,sasa ta. parV auvth/j pa,nta kai. mhde.n wvfelhqei/sa
avlla. ma/llon eivj to. cei/ron evlqou/sa(
And had suffered many things of many physicians, and had spent all that she had, and was nothing bettered,
but rather grew worse,
在好些醫生手裏，受了許多的苦；又花盡了他所有的，一點也不見好，病勢反倒更重了。

並且 到於(它們)許多的 (她)那時(也是)經歷承受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們)許多的 從屬(他們)醫生， 並且

(她)那時(也是)耗費支出了的 到於(它們)那些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她)同一者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並且

到於(它)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她)那時(也是)被成利益了的， 但乃是 更特別尤其地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更卑劣不好的 (她)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到於(它們)許多的 (她)那時(也是)經歷承受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們)許多的 從屬(他們)醫生， 並且

(她)那時(也是)耗費支出了的 到於(它們)那些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她)同一者自己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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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於(它)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她)那時(也是)被成利益了的， 但乃是 更特別尤其地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更卑劣不好的 (她)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可 5:27 avkou,sasa peri. tou/ VIhsou/( evlqou/sa evn tw/| o;clw| o;pisqen h[yato tou/ im̀ati,ou auvtou/\
When she had heard of Jesus, came in the press behind, and touched his garment.
他聽見耶穌的事，就從後頭來，雜在眾人中間，摸耶穌的衣裳；

(她)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那 從屬(他)耶穌， (她)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群眾 從在後面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觸摸連接 從屬(它)那 從屬(它)衣服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WH]

(她)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到於(它們)那些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那 從屬(他)耶穌， (她)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群眾 從在後面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觸摸連接 從屬(它)那 從屬(它)衣服

從屬(他)同一者；

可 5:28 e;legen ga.r o[ti VEa.n a[ywmai ka'n tw/n ìmati,wn auvtou/ swqh,somaiÅ
For she said, If I may touch but his clothes, I shall be whole.
意思說：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因為， 是這樣 但凡若是 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觸摸連接 且但凡若是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衣服 從屬(他)同一者， 我將要(持續)被拯救。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因為， 是這樣 且但凡若是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衣服 從屬(他)同一者

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觸摸連接， 我將要(持續)被拯救。

可 5:29 kai. euvqu.j evxhra,nqh h` phgh. tou/ ai[matoj auvth/j kai. e;gnw tw/| sw,mati o[ti i;atai avpo. th/j ma,stigojÅ
And straightway the fountain of her blood was dried up; and she felt in her body that she was healed of that
plague.
於是他血漏的源頭，立刻乾了；他便覺得身上的災病好了。

並且 平直直接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促為枯乾 (她)那 (她)湧泉泉源 從屬(它)那 從屬(它)血 從屬(她)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認識知道 在對(它)那 在對(它)身體 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醫好治癒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鞭笞/災病。
[經文變異RT]

並且 平直直接地[同#2117]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促為枯乾 (她)那 (她)湧泉泉源 從屬(它)那 從屬(它)血

從屬(她)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認識知道 在對(它)那 在對(它)身體 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醫好治癒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鞭笞/災病。

可 5:30 kai. euvqu.j ò VIhsou/j evpignou.j evn èautw/| th.n evx auvtou/ du,namin evxelqou/san evpistrafei.j evn tw/| o;clw|
e;legen( Ti,j mou h[yato tw/n ìmati,wnÈ
And Jesus, immediately knowing in himself that virtue had gone out of him, turned him about in the press, and
said, Who touched my clothes?
耶穌頓時心裏覺得有能力從自己身上出去，就在眾人中間轉過來，說：誰摸我的衣裳。

並且 平直直接地 (他)那 (他)耶穌 (他)那時(也是)清楚認識知道了的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自己 到於(她)那 向外出來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她)能力權能 到於(她)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他)那時(也是)被在上面轉動翻轉了的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群眾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他)任何什麼呢註1
從屬我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觸摸連接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衣服？

註1：“(他)任何什麼呢 ”文法上亦可以為“(她)任何什麼呢”。

[經文變異RT]

並且 平直直接地[同#2117] (他)那 (他)耶穌 (他)那時(也是)清楚認識知道了的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自己 到於(她)那

向外出來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她)能力權能 到於(她)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他)那時(也是)被在上面轉動翻轉了的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群眾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他)任何什麼呢 從屬我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觸摸連接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衣服？

可 5:31 kai. e;legon auvtw/| oi` maqhtai. auvtou/( Ble,peij to.n o;clon sunqli,bonta, se kai. le,geij( Ti,j mou h[yatoÈ
And his disciples said unto him, Thou seest the multitude thronging thee, and sayest thou, Who touched me?
門徒對他說：你看眾人擁擠你，還說誰摸我麼。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你現在持續著眼觀看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群眾 到於(他)現正持續共同擁擠壓迫了的 到於你， 並且 你現在持續道說， (他)任何什麼呢註1

從屬我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觸摸連接？

註1：“(他)任何什麼呢 ”文法上亦可以為“(她)任何什麼呢”。

可 5:32 kai. perieble,peto ivdei/n th.n tou/to poih,sasan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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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he looked round about to see her that had done this thing.
耶穌周圍觀看，要見作這事的女人。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周圍環顧 那時(也是)要去看見察覺 到於(她)那 到於(它)那同一者

到於(她)那時(也是)行出作成了的。

可 5:33 h` de. gunh. fobhqei/sa kai. tre,mousa( eivdui/a o] ge,gonen auvth/|( h=lqen kai. prose,pesen auvtw/| kai. ei=pen
auvtw/| pa/san th.n avlh,qeianÅ
But the woman fearing and trembling, knowing what was done in her, came and fell down before him, and told
him all the truth.
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懼戰兢，來俯伏在耶穌跟前，將實情全告訴他。

(她)那 然而也 (她)女人 (她)那時(也是)被成驚恐畏懼了的 並且 (她)現正持續懼怕戰兢了的，

(她)現在已經看見察覺了的 (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已經生發成為 在對(她)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落下墜落 在對(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她)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真情實理。
[經文變異RT]

(她)那 然而也 (她)女人 (她)那時(也是)被成驚恐畏懼了的 並且 (她)現正持續懼怕戰兢了的，

(她)現在已經看見察覺了的 (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已經生發成為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落下墜落 在對(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她)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真情實理。

可 5:34 ò de. ei=pen auvth/|( Quga,thr( h` pi,stij sou se,swke,n se\ u[page eivj eivrh,nhn kai. i;sqi ùgih.j avpo. th/j
ma,stigo,j souÅ
And he said unto her, Daughter, thy faith hath made thee whole; go in peace, and be whole of thy plague.
耶穌對他說：女兒，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罷；你的災病痊愈了。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她)同一者， 阿,(她)女兒， (她)那 (她)信 從屬你

他/她/它現在已經拯救 到於你； 你現在就要持續退開去 向內進入 到於(她)和平安寧， 並且 你現在就要持續是

(她)成長健全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鞭笞/災病 從屬你。

可 5:35 :Eti auvtou/ lalou/ntoj e;rcontai avpo. tou/ avrcisunagw,gou le,gontej o[ti ~H quga,thr sou avpe,qanen\ ti, e;ti
sku,lleij to.n dida,skalonÈ
While he yet spake, there came from the ruler of the synagogue's house certain which said, Thy daughter is
dead: why troublest thou the Master any further?
還說話的時候，有人從管會堂的家裏來說：你的女兒死了，何必還勞動先生呢。

依然仍舊地 從屬(他)同一者 從屬(他)現正持續發言講說了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首管會堂之人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是這樣 (她)那 (她)女兒 從屬你

他/她/它那時(也是)死去；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依然仍舊地 你現在持續勞煩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老師？

可 5:36 ò de. VIhsou/j parakou,saj to.n lo,gon lalou,menon le,gei tw/| avrcisunagw,gw|( Mh. fobou/( mo,non pi,steueÅ
As soon as Jesus heard the word that was spoken, he saith unto the ruler of the synagogue, Be not afraid, only
believe.
耶穌聽見所說的話，就對管會堂的說：不要怕；只要信。

(他)那 然而也 (他)耶穌 (他)那時(也是)聽到卻不在意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到於(他)現正持續被發言講說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那 在對(他)首管會堂之人， 不會/不要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成驚恐畏懼， 僅有單獨地 你現在就要持續置信信託。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耶穌 平直直接地[同#2117] (他)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到於(他)現正持續被發言講說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那 在對(他)首管會堂之人， 不會/不要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成驚恐畏懼， 僅有單獨地 你現在就要持續置信信託。

可 5:37 kai. ouvk avfh/ken ouvde,na metV auvtou/ sunakolouqh/sai eiv mh. to.n Pe,tron kai. VIa,kwbon kai. VIwa,nnhn to.n
avdelfo.n VIakw,bouÅ
And he suffered no man to follow him, save Peter, and James, and John the brother of James.
於是帶著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約翰同去，不許別人跟隨他。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任憑釋放離開 到於(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共同跟隨， 若是 不會/不要 到於(他)那 到於(他)彼得 並且 到於(他)雅各 並且 到於(他)約翰

到於(他)那 到於(他)弟兄 從屬(他)雅各。
[經文變異RT]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任憑釋放離開 到於(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在對(他)同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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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也是)要去共同跟隨， 若是 不會/不要 到於(他)彼得 並且 到於(他)雅各 並且 到於(他)約翰 到於(他)那

到於(他)弟兄 從屬(他)雅各。

可 5:38 kai. e;rcontai eivj to.n oi=kon tou/ avrcisunagw,gou( kai. qewrei/ qo,rubon kai. klai,ontaj kai. avlala,zontaj
polla,(
And he cometh to the house of the ruler of the synagogue, and seeth the tumult, and them that wept and wailed
greatly.
他們來到管會堂的家裏，耶穌看見那裏亂嚷，並有人大大的哭泣哀號。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住處家室 從屬(他)那

從屬(他)首管會堂之人，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行定睛觀看 到於(他)喧鬧滋擾 並且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哭泣哀號了的

並且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發叫喊鳴聲了的 到於(它們)許多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住處家室 從屬(他)那

從屬(他)首管會堂之人，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行定睛觀看 到於(他)喧鬧滋擾 並且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哭泣哀號了的

並且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發叫喊鳴聲了的 到於(它們)許多的。

可 5:39 kai. eivselqw.n le,gei auvtoi/j( Ti, qorubei/sqe kai. klai,eteÈ to. paidi,on ouvk avpe,qanen avlla. kaqeu,deiÅ
And when he was come in, he saith unto them, Why make ye this ado, and weep? the damsel is not dead, but
sleepeth.
進到裏面，就對他們說：為甚麼亂嚷哭泣呢；孩子不是死了，是睡著了。

並且 (他)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們現在持續被有喧鬧滋擾 並且 你們現在持續哭泣哀號？ (它)那 (它)小孩童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死去，

但乃是 他/她/它現在持續睡著。

可 5:40 kai. katege,lwn auvtou/Å auvto.j de. evkbalw.n pa,ntaj paralamba,nei to.n pate,ra tou/ paidi,ou kai. th.n mhte,ra
kai. tou.j metV auvtou/ kai. eivsporeu,etai o[pou h=n to. paidi,onÅ
And they laughed him to scorn. But when he had put them all out, he taketh the father and the mother of the
damsel, and them that were with him, and entereth in where the damsel was lying.
他們就嗤笑耶穌；耶穌把他們都攆出去，就帶著孩子的父母，和跟隨的人進了孩子所在的地方；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恥笑 從屬(他)同一者。 (他)同一者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向外投擲出來了的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拿取在旁邊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從屬(它)那 從屬(它)小孩童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母親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向內行去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它)那 (它)小孩童。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恥笑 從屬(他)同一者。 (他)那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向外投擲出來了的

到於(他們)同時一齊地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拿取在旁邊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從屬(它)那 從屬(它)小孩童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母親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向內行去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它)那 (它)小孩童

(它)現正持續讓自己/被靠躺坐席了的。

可 5:41 kai. krath,saj th/j ceiro.j tou/ paidi,ou le,gei auvth/|( Taliqa koum( o[ evstin meqermhneuo,menon To.
kora,sion( soi. le,gw( e;geireÅ
And he took the damsel by the hand, and said unto her, Talitha cumi; which is, being interpreted, Damsel, I say
unto thee, arise.
就拉著孩子的手，對他說：大利大古米；〔翻出來，就是說：閨女，我吩咐你起來。〕

並且 (他)那時(也是)掌控抓住了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手 從屬(它)那 從屬(它)小孩童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她)同一者， 大利大 古米； (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現正持續被行解釋翻譯轉換了的， (它)那

(它)少女， 在對你 我現在持續道說， 你現在就要持續喚醒起來。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掌控抓住了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手 從屬(它)那 從屬(它)小孩童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她)同一者， 大利大 古米； (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現正持續被行解釋翻譯轉換了的， (它)那

(它)少女， 在對你 我現在持續道說，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喚醒起來。

可 5:42 kai. euvqu.j avne,sth to. kora,sion kai. periepa,tei\ h=n ga.r evtw/n dw,dekaÅ kai. evxe,sthsan Îeuvqu.jÐ evksta,sei
mega,lh|Å
And straightway the damsel arose, and walked; for she was of the age of twelve years. And they were
astonished with a great astonishment.
那閨女立時起來走；他們就大大的驚奇；閨女已經十二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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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 平直直接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 (它)那 (它)少女，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來往昂然踏行；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因為 從屬(它們)年 從屬(它們)十二個。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驚異失定 平直直接地

在對(她)驚異失定 在對(她)極大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平直直接地[同#2117] 他/她/它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 (它)那 (它)少女，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來往昂然踏行；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因為 從屬(它們)年 從屬(它們)十二個。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驚異失定 在對(她)驚異失定

在對(她)極大的。

可 5:43 kai. diestei,lato auvtoi/j polla. i[na mhdei.j gnoi/ tou/to( kai. ei=pen doqh/nai auvth/| fagei/nÅ
And he charged them straitly that no man should know it; and commanded that something should be given her
to eat.
耶穌切切的囑咐他們，不要叫人知道這事；又吩咐給他東西喫。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區分定規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們)許多的， 為要 (他)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認識知道 到於(它)那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那時(也是)要去被給與

在對(她)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吃食。

可 6:1 Kai. evxh/lqen evkei/qen kai. e;rcetai eivj th.n patri,da auvtou/( kai. avkolouqou/sin auvtw/| oì maqhtai. auvtou/Å
And he went out from thence, and came into his own country; and his disciples follow him.
耶穌離開那裏，來到自己的家鄉；門徒也跟從他。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從那裏地，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父鄉祖籍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跟隨 在對(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從那裏地，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父鄉祖籍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跟隨 在對(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可 6:2 kai. genome,nou sabba,tou h;rxato dida,skein evn th/| sunagwgh/|( kai. polloi. avkou,ontej evxeplh,ssonto
le,gontej( Po,qen tou,tw| tau/ta( kai. ti,j h̀ sofi,a h̀ doqei/sa tou,tw|( kai. ai` duna,meij toiau/tai dia. tw/n ceirw/n
auvtou/ gino,menaiÈ
And when the sabbath day was come, he began to teach in the synagogue: and many hearing him were
astonished, saying, From whence hath this man these things? and what wisdom is this which is given unto him,
that even such mighty works are wrought by his hands?
到了安息日，他在會堂裏教訓人；眾人聽見，就甚希奇，說：這人從那裏有這些事呢，所賜給他的是甚麼智慧，

他手所作的是何等的異能呢。

並且 從屬(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從屬(它)安息，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 現要去持續教導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會堂； 並且 (他們)許多的 (他們)現正持續聲聞耳聽了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被震驚詫異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從那裏地呢 在對(他)那同一者 (它們)那同一者？ 並且 (她)任何什麼呢 (她)那 (她)智慧

(她)那 (她)那時(也是)被給與了的 在對(他)那同一者， 並且 (她們)那些 (她們)能力權能 (她們)那種樣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手 從屬(他)同一者 (她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了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從屬(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從屬(它)安息，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會堂 現要去持續教導； 並且 (他們)許多的 (他們)現正持續聲聞耳聽了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被震驚詫異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從那裏地呢 在對(他)那同一者 (它們)那同一者？ 並且 (她)任何什麼呢 (她)那 (她)智慧

(她)那 (她)那時(也是)被給與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是這樣 並且 (她們)能力權能 (她們)那種樣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手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經文變異WH]

並且 從屬(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從屬(它)安息，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 現要去持續教導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會堂；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許多的 (他們)現正持續聲聞耳聽了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被震驚詫異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從那裏地呢 在對(他)那同一者 (它們)那同一者？ 並且

(她)任何什麼呢 (她)那 (她)智慧 (她)那 (她)那時(也是)被給與了的 在對(他)那同一者， 並且 (她們)那些

(她們)能力權能 (她們)那種樣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手 從屬(他)同一者

(她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了的？

可 6:3 ouvc ou-to,j evstin ò te,ktwn( ò uìo.j th/j Mari,aj kai. avdelfo.j VIakw,bou kai. VIwsh/toj kai. VIou,da kai.
Si,mwnojÈ kai. ouvk eivsi.n ai` avdelfai. auvtou/ w-de pro.j hm̀a/jÈ kai. evskandali,zonto evn auvtw/|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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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not this the carpenter, the son of Mary, the brother of James, and Joses, and of Juda, and Simon? and are
not his sisters here with us? And they were offended at him.
這不是那木匠麼；不是馬利亞的兒子，雅各約西猶大西門的長兄麼；他妹妹們不也是在我們這裏麼。他們就厭棄

他。〔厭棄他原文作因他跌倒〕

豈非呢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木匠， (他)那 (他)兒子 從屬(她)那 從屬(她)馬利亞， 並且

(他)弟兄 從屬(他)雅各 並且 從屬(他)約西 並且 從屬(他)猶大 並且 從屬(他)西門？ 並且 豈非呢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她們)那些 (她們)姊妹 從屬(他)同一者 也就在此地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我們？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被誘陷絆倒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豈非呢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木匠， (他)那 (他)兒子 從屬(她)馬利亞， (他)弟兄 然而也

從屬(他)雅各 並且 從屬(他)約西 並且 從屬(他)猶大 並且 從屬(他)西門？ 並且 豈非呢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她們)那些 (她們)姊妹 從屬(他)同一者 也就在此地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我們？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被誘陷絆倒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可 6:4 kai. e;legen auvtoi/j ò VIhsou/j o[ti Ouvk e;stin profh,thj a;timoj eiv mh. evn th/| patri,di auvtou/ kai. evn toi/j
suggeneu/sin auvtou/ kai. evn th/| oivki,a| auvtou/Å
But Jesus said unto them, A prophet is not without honour, but in his own country, and among his own kin, and
in his own house.
耶穌對他們說：大凡先知，除了本地親屬本家之外，沒有不被人尊敬的。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是這樣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他)羞賤卑微的， 若是 不會/不要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父鄉祖籍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親族的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住屋家庭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然而也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是這樣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他)羞賤卑微的， 若是 不會/不要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父鄉祖籍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親族的 並且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住屋家庭 從屬(他)同一者。

可 6:5 kai. ouvk evdu,nato evkei/ poih/sai ouvdemi,an du,namin( eiv mh. ovli,goij avrrw,stoij evpiqei.j ta.j cei/raj
evqera,peusenÅ
And he could there do no mighty work, save that he laid his hands upon a few sick folk, and healed them.
耶穌就在那裏不得行甚麼異能，不過按手在幾個病人身上，治好他們。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在那裏地 那時(也是)要去行出作成 到於(她)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到於(她)能力權能， 若是 不會/不要 在對(他們)些微少許的 在對(他們)衰弱生病的

(他)那時(也是)置放擺設在上面了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手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侍候紓解。
[經文變異RT]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在那裏地 到於(她)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到於(她)能力權能

那時(也是)要去行出作成， 若是 不會/不要 在對(他們)些微少許的 在對(他們)衰弱生病的

(他)那時(也是)置放擺設在上面了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手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侍候紓解。

可 6:6 kai. evqau,mazen dia. th.n avpisti,an auvtw/nÅ Kai. perih/gen ta.j kw,maj ku,klw| dida,skwnÅ
And he marvelled because of their unbelief. And he went round about the villages, teaching.
他也詫異他們不信，就往周圍鄉村教訓人去了。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希奇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她)那 到於(她)缺誠乏信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帶領四處走動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鄉村 在對(他)四周 (他)現正持續教導了的。
[經文變異WH]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希奇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她)那 到於(她)缺誠乏信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帶領四處走動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鄉村 在對(他)四周 (他)現正持續教導了的。

可 6:7 kai. proskalei/tai tou.j dw,deka kai. h;rxato auvtou.j avposte,llein du,o du,o kai. evdi,dou auvtoi/j evxousi,an tw/n
pneuma,twn tw/n avkaqa,rtwn(
And he called unto him the twelve, and began to send them forth by two and two; and gave them power over
unclean spirits;
耶穌叫了十二個門徒來，差遣他們兩個兩個的出去；也賜給他們權柄，制伏污鬼；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在前面向著促請召喚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十二個，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 到於(他們)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分派差遣 到於(他們)二個/兩個 到於(他們)二個/兩個；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給與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她)權柄掌握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靈/風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污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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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6:8 kai. parh,ggeilen auvtoi/j i[na mhde.n ai;rwsin eivj òdo.n eiv mh. rà,bdon mo,non( mh. a;rton( mh. ph,ran( mh. eivj
th.n zw,nhn calko,n(
And commanded them that they should take nothing for their journey, save a staff only; no scrip, no bread, no
money in their purse:
並且囑咐他們，行路的時候，不要帶食物和口袋，腰袋裏也不要帶錢，除了柺杖以外，甚麼都不要帶；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命令吩咐 在對(他們)同一者， 為要 到於(它)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提起 向內進入 到於(她)道路途徑， 若是 不會/不要 到於(她)棍杖 僅有單獨地； 不會/不要

到於(他)麵餅， 不會/不要 到於(她)皮袋行囊， 不會/不要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帶子 到於(他)銅/銅錢；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命令吩咐 在對(他們)同一者， 為要 到於(它)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提起 向內進入 到於(她)道路途徑， 若是 不會/不要 到於(她)棍杖 僅有單獨地； 不會/不要

到於(她)皮袋行囊， 不會/不要 到於(他)麵餅， 不會/不要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帶子 到於(他)銅/銅錢；

可 6:9 avlla. ùpodedeme,nouj sanda,lia( kai. mh. evndu,shsqe du,o citw/najÅ
But be shod with sandals; and not put on two coats.
只要穿鞋；也不要穿兩件掛子。

但乃是 到於(他們)現在已經被穿在腳下了的
註1

到於(它們)便鞋； 並且 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穿著

到於(他們)二個/兩個 到於(他們)上衣內袍。

註1：“到於(他們)現在已經被穿在腳下了的”文法上亦可以為“到於(他們)現在已經讓自己穿在腳下了的”。

[經文變異WH]

但乃是 到於(他們)現在已經被穿在腳下了的 到於(它們)便鞋； 並且 不會/不要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穿著

到於(他們)二個/兩個 到於(他們)上衣內袍。

可 6:10 kai. e;legen auvtoi/j( {Opou eva.n eivse,lqhte eivj oivki,an( evkei/ me,nete e[wj a'n evxe,lqhte evkei/qenÅ
And he said unto them, In what place soever ye enter into an house, there abide till ye depart from that place.
又對他們說：你們無論到何處，進了人的家，就住在那裏，直到離開那地方。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但凡若是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她)住屋家庭， 在那裏地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停留持守， 一直直到 但凡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從那裏地。

可 6:11 kai. o]j a'n to,poj mh. de,xhtai ùma/j mhde. avkou,swsin ùmw/n( evkporeuo,menoi evkei/qen evktina,xate to.n cou/n
to.n ùpoka,tw tw/n podw/n ùmw/n eivj martu,rion auvtoi/jÅ
And whosoever shall not receive you, nor hear you, when ye depart thence, shake off the dust under your feet
for a testimony against them. Verily I say unto you, It shall be more tolerable for Sodom and Gomorrha in the
day of judgment, than for that city.
何處的人，不接待你們，不聽你們，你們離開那裏的時候，就把腳上的塵土跺下去，對他們作見證。

並且 (他)這個 但凡 (他)地點處所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接納領受 到於你們， 然而也不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聲聞耳聽 從屬你們，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向外行去了的 從那裏地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向外用力抖開 到於(他)那 到於(他)塵土 到於(他)那 在下面地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腳

從屬你們 向內進入 到於(它)見證 在對(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們)這每一切 但凡 不會/不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接納領受 到於你們， 然而也不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聲聞耳聽 從屬你們，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向外行去了的 從那裏地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向外用力抖開 到於(他)那 到於(他)塵土 到於(他)那 在下面地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腳

從屬你們 向內進入 到於(它)見證 在對(他們)同一者。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它)較能支撐忍受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在對(它們)所多瑪 甚或/或而 在對(它們)蛾摩拉 在內 在對(她)日子/白日 從屬(她)區別審斷

甚或/或而 在對(她)那 在對(她)城邑 在對(她)在那裏的那個。

可 6:12 Kai. evxelqo,ntej evkh,ruxan i[na metanow/sin(
And they went out, and preached that men should repent.
門徒就出去，傳道叫人悔改。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傳達宣講 為要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轉念悔悟；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傳達宣講 為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轉念悔悟；

可 6:13 kai. daimo,nia polla. evxe,ballon( kai. h;leifon evlai,w| pollou.j avrrw,stouj kai. evqera,peuonÅ
And they cast out many devils, and anointed with oil many that were sick, and healed them.
又趕出許多的鬼，用油抹了許多病人，治好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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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 到於(它們)鬼魔 到於(它們)許多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向外投擲出來，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塗抹 在對(它)油

到於(他們)許多的 到於(他們)衰弱生病的，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行侍候紓解。

可 6:14 Kai. h;kousen ò basileu.j ~Hrw,|dhj( fanero.n ga.r evge,neto to. o;noma auvtou/( kai. e;legon o[ti VIwa,nnhj ò
bapti,zwn evgh,gertai evk nekrw/n kai. dia. tou/to evnergou/sin aì duna,meij evn auvtw/|Å
And king Herod heard of him; (for his name was spread abroad:) and he said, That John the Baptist was risen
from the dead, and therefore mighty works do shew forth themselves in him.
耶穌的名聲傳揚出來；希律王聽見了，就說：施洗的約翰從死裏復活了，所以這些異能由他裏面發出來。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他)那 (他)君王 (他)希律； (它)促為照亮顯明的 因為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它)那 (它)名字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是這樣

(他)約翰 (他)那 (他)現正持續浸洗了的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喚醒起來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死掉的， 並且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成有功效 (她們)那些 (她們)能力權能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他)那 (他)君王 (他)希律； (它)促為照亮顯明的 因為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它)那 (它)名字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是這樣 (他)約翰

(他)那 (他)現正持續浸洗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死掉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喚醒起來， 並且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成有功效 (她們)那些 (她們)能力權能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可 6:15 a;lloi de. e;legon o[ti VHli,aj evsti,n\ a;lloi de. e;legon o[ti profh,thj wj̀ ei-j tw/n profhtw/nÅ
Others said, That it is Elias. And others said, That it is a prophet, or as one of the prophets.
但別人說：是以利亞；又有人說：是先知，正像先知中的一位。

(他們)另外不同的 然而也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是這樣 (他)以利亞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們)另外不同的

然而也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是這樣 (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正如地 (他)一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經文變異RT]

(他們)另外不同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是這樣 (他)以利亞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們)另外不同的 然而也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是這樣 (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甚或/或而 正如地 (他)一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可 6:16 avkou,saj de. ò ~Hrw,|dhj e;legen( }On evgw. avpekefa,lisa VIwa,nnhn( ou-toj hvge,rqhÅ
But when Herod heard thereof, he said, It is John, whom I beheaded: he is risen from the dead.
希律聽見，卻說：是我所斬的約翰，他復活了。

(他)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希律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到於(他)這個 我 我那時(也是)斬首砍頭

到於(他)約翰，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喚醒起來。
[經文變異RT]

(他)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希律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是這樣 到於(他)這個 我

我那時(也是)斬首砍頭 到於(他)約翰，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喚醒起來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死掉的。

可 6:17 Auvto.j ga.r ò ~Hrw,|dhj avpostei,laj evkra,thsen to.n VIwa,nnhn kai. e;dhsen auvto.n evn fulakh/| dia. ~Hrw|dia,da
th.n gunai/ka Fili,ppou tou/ avdelfou/ auvtou/( o[ti auvth.n evga,mhsen\
For Herod himself had sent forth and laid hold upon John, and bound him in prison for Herodias' sake, his
brother Philip's wife: for he had married her.
先是希律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羅底的緣故，差人去拿住約翰，鎖在監裏；因為希律已經娶了那婦人。

(他)同一者 因為 (他)那 (他)希律 (他)那時(也是)分派差遣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掌控抓住 到於(他)那 到於(他)約翰，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拴綁 到於(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夜更/監獄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她)希羅底

到於(她)那 到於(她)女人 從屬(他)腓利 從屬(他)那 從屬(他)弟兄 從屬(他)同一者； 是這樣 到於(她)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結婚娶嫁。
[經文變異RT]

(他)同一者 因為 (他)那 (他)希律 (他)那時(也是)分派差遣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掌控抓住 到於(他)那 到於(他)約翰，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拴綁 到於(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夜更/監獄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她)希羅底 到於(她)那 到於(她)女人 從屬(他)腓利 從屬(他)那 從屬(他)弟兄 從屬(他)同一者； 是這樣

到於(她)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結婚娶嫁。

可 6:18 e;legen ga.r ò VIwa,nnhj tw/| ~Hrw,|dh| o[ti Ouvk e;xesti,n soi e;cein th.n gunai/ka tou/ avdelfou/ souÅ
For John had said unto Herod, It is not lawful for thee to have thy brother's wife.
約翰曾對希律說：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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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因為 (他)那 (他)約翰 在對(他)那 在對(他)希律， 是這樣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合乎法理[非人稱用法] 在對你 現要去持續持有 到於(她)那 到於(她)女人 從屬(他)那 從屬(他)弟兄

從屬你。

可 6:19 h` de. ~Hrw|dia.j evnei/cen auvtw/| kai. h;qelen auvto.n avpoktei/nai( kai. ouvk hvdu,nato\
Therefore Herodias had a quarrel against him, and would have killed him; but she could not:
於是希羅底懷恨他，想要殺他；只是不能；

(她)那 然而也 (她)希羅底 他/她/它當時持續壓制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定意 到於(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殺害除掉；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可 6:20 ò ga.r ~Hrw,|dhj evfobei/to to.n VIwa,nnhn( eivdw.j auvto.n a;ndra di,kaion kai. a[gion( kai. suneth,rei auvto,n(
kai. avkou,saj auvtou/ polla. hvpo,rei( kai. hd̀e,wj auvtou/ h;kouenÅ
For Herod feared John, knowing that he was a just man and an holy, and observed him; and when he heard
him, he did many things, and heard him gladly.
因為希律知道約翰是義人，是聖人，所以敬畏他，保護他；聽他講論，就多照著行；並且樂意聽他。〔多照著行

有古卷作游移不定〕

(他)那 因為 (他)希律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成驚恐畏懼 到於(他)那 到於(他)約翰， (他)現在已經看見察覺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他)男人/丈夫 到於(他)具公平正義的 並且 到於(他)聖的，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完整地保存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他)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它們)許多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成不知所措，

並且 甘心地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聲聞耳聽。
[經文變異RT]

(他)那 因為 (他)希律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成驚恐畏懼 到於(他)那 到於(他)約翰， (他)現在已經看見察覺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他)男人/丈夫 到於(他)具公平正義的 並且 到於(他)聖的，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完整地保存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他)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它們)許多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行出作成，

並且 甘心地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聲聞耳聽。

可 6:21 Kai. genome,nhj hm̀e,raj euvkai,rou o[te ~Hrw,|dhj toi/j genesi,oij auvtou/ dei/pnon evpoi,hsen toi/j megista/sin
auvtou/ kai. toi/j cilia,rcoij kai. toi/j prw,toij th/j Galilai,aj(
And when a convenient day was come, that Herod on his birthday made a supper to his lords, high captains,
and chief estates of Galilee;
有一天，恰巧是希律的生日，希律擺設筵席，請了大臣和千夫長，並加利利作首領的。

並且 從屬(她)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從屬(她)日子/白日 從屬(她)好時機的， 當這時地 (他)希律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壽宴禮儀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它)晚餐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權貴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千夫長 並且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首先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加利利；
[經文變異RT]

並且 從屬(她)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從屬(她)日子/白日 從屬(她)好時機的， 當這時地 (他)希律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壽宴禮儀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它)晚餐 他/她/它當時持續行出作成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權貴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千夫長 並且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首先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加利利；

可 6:22 kai. eivselqou,shj th/j qugatro.j auvtou/ ~Hrw|dia,doj kai. ovrchsame,nhj h;resen tw/| ~Hrw,|dh| kai. toi/j
sunanakeime,noijÅ ei=pen ò basileu.j tw/| korasi,w|( Ai;thso,n me o] eva.n qe,lh|j( kai. dw,sw soi\
And when the daughter of the said Herodias came in, and danced, and pleased Herod and them that sat with
him, the king said unto the damsel, Ask of me whatsoever thou wilt, and I will give it thee.
希羅底的女兒進來跳舞，使希律和同席的人都歡喜；王就對女子說：你隨意向我求甚麼，我必給你。

並且 從屬(她)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了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女兒 從屬(他)同一者 從屬(她)希羅底 並且

從屬(她)那時(也是)讓自己跳舞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取悅 在對(他)那 在對(他)希律 並且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共同靠躺坐席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那 (他)君王 在對(它)那

在對(它)少女， 你那時(也是)就要索問要求 到於我 到於(它)這個 但凡若是 你現在應該持續定意， 並且

我將要(持續)給與 在對你。
[經文變異RT]

並且 從屬(她)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了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女兒 從屬(她)同一者 從屬(她)那 從屬(她)希羅底

並且 從屬(她)那時(也是)讓自己跳舞了的 並且 從屬(她)那時(也是)取悅了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希律 並且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共同靠躺坐席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那 (他)君王

在對(它)那 在對(它)少女， 你那時(也是)就要索問要求 到於我 到於(它)這個 但凡若是 你現在應該持續定意， 並且

我將要(持續)給與 在對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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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變異WH]

並且 從屬(她)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了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女兒 從屬(他)同一者 從屬(她)希羅底 並且

從屬(她)那時(也是)讓自己跳舞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取悅 在對(他)那 在對(他)希律 並且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共同靠躺坐席了的。 (他)那 然而也 (他)君王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它)那

在對(它)少女， 你那時(也是)就要索問要求 到於我 到於(它)這個 但凡若是 你現在應該持續定意， 並且

我將要(持續)給與 在對你。

可 6:23 kai. w;mosen auvth/| Îpolla,Ð( {O ti eva,n me aivth,sh|j dw,sw soi e[wj hm̀i,souj th/j basilei,aj mouÅ
And he sware unto her, Whatsoever thou shalt ask of me, I will give it thee, unto the half of my kingdom.
又對他起誓說：隨你向我求甚麼，就是我國的一半，我也必給你。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起誓 在對(她)同一者 到於(它們)許多的， 到於(它)這個 到於(它)任何什麼 但凡若是 到於我

你那時(也是)應該索問要求， 我將要(持續)給與 在對你 一直直到 從屬(它)對分一半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王權國度

從屬我。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起誓 在對(她)同一者， 是這樣 到於(它)這個 但凡若是 到於我 你那時(也是)應該索問要求，

我將要(持續)給與 在對你 一直直到 從屬(它)對分一半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王權國度 從屬我。
[經文變異WH]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起誓 在對(她)同一者， 到於(它)這個 到於(它)任何什麼 但凡若是 到於我

你那時(也是)應該索問要求， 我將要(持續)給與 在對你 一直直到 從屬(它)對分一半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王權國度

從屬我。

可 6:24 kai. evxelqou/sa ei=pen th/| mhtri. auvth/j( Ti, aivth,swmaiÈ h̀ de. ei=pen( Th.n kefalh.n VIwa,nnou tou/
bapti,zontojÅ
And she went forth, and said unto her mother, What shall I ask? And she said, The head of John the Baptist.
他就出去，對他母親說：我可以求甚麼呢。他母親說：施洗約翰的頭。

並且 (她)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她)那 在對(她)母親 從屬(她)同一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索問要求？ (她)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到於(她)那

到於(她)頭 從屬(他)約翰 從屬(他)那 從屬(他)現正持續浸洗了的。
[經文變異RT]

(她)那 然而也 (她)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她)那 在對(她)母親

從屬(她)同一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我將要(持續)讓自己索問要求？ (她)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到於(她)那 到於(她)頭 從屬(他)約翰 從屬(他)那 從屬(他)浸洗者。

可 6:25 kai. eivselqou/sa euvqu.j meta. spoudh/j pro.j to.n basile,a hv|th,sato le,gousa( Qe,lw i[na evxauth/j dw/|j moi evpi.
pi,naki th.n kefalh.n VIwa,nnou tou/ baptistou/Å
And she came in straightway with haste unto the king, and asked, saying, I will that thou give me by and by in a
charger the head of John the Baptist.
他就急忙進去見王，求他說：我願王立時把施洗約翰的頭，放在盤子裏給我。

並且 (她)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了的 平直直接地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勤奮殷切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君王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索問要求 (她)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我現在持續定意 為要 立時地

你那時(也是)應該給與 在對我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淺平盤子 到於(她)那 到於(她)頭 從屬(他)約翰 從屬(他)那

從屬(他)浸洗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她)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了的 平直直接地[同#2117]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勤奮殷切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君王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索問要求 (她)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我現在持續定意 為要 你那時(也是)應該給與 在對我 立時地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淺平盤子 到於(她)那

到於(她)頭 從屬(他)約翰 從屬(他)那 從屬(他)浸洗者。

可 6:26 kai. peri,lupoj geno,menoj ò basileu.j dia. tou.j o[rkouj kai. tou.j avnakeime,nouj ouvk hvqe,lhsen avqeth/sai
auvth,n\
And the king was exceeding sorry; yet for his oath's sake, and for their sakes which sat with him, he would not
reject her.
王就甚憂愁；但因他所起的誓，又因同席的人，就不肯推辭。

並且 (他)憂傷愁苦環繞的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他)那 (他)君王，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誓言制約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靠躺坐席了的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定意

那時(也是)要去廢除棄絕 到於(她)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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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 (他)憂傷愁苦環繞的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他)那 (他)君王，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誓言制約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共同靠躺坐席了的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定意 到於(她)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廢除棄絕；

可 6:27 kai. euvqu.j avpostei,laj ò basileu.j spekoula,tora evpe,taxen evne,gkai th.n kefalh.n auvtou/Å kai. avpelqw.n
avpekefa,lisen auvto.n evn th/| fulakh/|
And immediately the king sent an executioner, and commanded his head to be brought: and he went and
beheaded him in the prison,
隨即差一個護衛兵，吩咐拿約翰的頭來；護衛兵就去在監裏斬了約翰，

並且 平直直接地 (他)那時(也是)分派差遣了的 (他)那 (他)君王 到於(他)侍衛 他/她/它那時(也是)責令定規

那時(也是)要去負載攜帶 到於(她)那 到於(她)頭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斬首砍頭 到於(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夜更/監獄，
[經文變異RT]

並且 平直直接地[同#2117] (他)那時(也是)分派差遣了的 (他)那 (他)君王 到於(他)侍衛 他/她/它那時(也是)責令定規

那時(也是)要去被負載攜帶 到於(她)那 到於(她)頭 從屬(他)同一者。 (他)那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斬首砍頭 到於(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夜更/監獄，

可 6:28 kai. h;negken th.n kefalh.n auvtou/ evpi. pi,naki kai. e;dwken auvth.n tw/| korasi,w|( kai. to. kora,sion e;dwken
auvth.n th/| mhtri. auvth/jÅ
And brought his head in a charger, and gave it to the damsel: and the damsel gave it to her mother.
把頭放在盤子裏，拿來給女子，女子就給他母親。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負載攜帶 到於(她)那 到於(她)頭 從屬(他)同一者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淺平盤子，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到於(她)同一者 在對(它)那 在對(它)少女； 並且 (它)那 (它)少女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到於(她)同一者 在對(她)那 在對(她)母親 從屬(她)同一者。

可 6:29 kai. avkou,santej oì maqhtai. auvtou/ h=lqon kai. h=ran to. ptw/ma auvtou/ kai. e;qhkan auvto. evn mnhmei,w|Å
And when his disciples heard of it, they came and took up his corpse, and laid it in a tomb.
約翰的門徒聽見了，就來把他的屍首領去，葬在墳墓裏。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提起 到於(它)那 到於(它)屍首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置放擺設

到於(它)同一者 在內 在對(它)墳墓。

可 6:30 Kai. suna,gontai oì avpo,stoloi pro.j to.n VIhsou/n kai. avph,ggeilan auvtw/| pa,nta o[sa evpoi,hsan kai. o[sa
evdi,daxanÅ
And the apostles gathered themselves together unto Jesus, and told him all things, both what they had done,
and what they had taught.
使徒聚集到耶穌那裏，將一切所作的事，所傳的道，全告訴他。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被聚集 (他們)那些 (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從那裏報信通告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這每一切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並且 到於(它們)這每一切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教導。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被聚集 (他們)那些 (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從那裏報信通告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並且 到於(它們)這每一切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並且 到於(它們)這每一切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教導。

可 6:31 kai. le,gei auvtoi/j( Deu/te ùmei/j auvtoi. katV ivdi,an eivj e;rhmon to,pon kai. avnapau,sasqe ovli,gonÅ h=san ga.r
oi` evrco,menoi kai. oi` ùpa,gontej polloi,( kai. ouvde. fagei/n euvkai,rounÅ
And he said unto them, Come ye yourselves apart into a desert place, and rest a while: for there were many
coming and going, and they had no leisure so much as to eat.
他就說：你們來同我暗暗的到曠野地方去歇一歇；這是因為來往的人多，他們連喫飯也沒有工夫。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你們就要到這裏來 你們 (他們)同一者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私人個別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孤獨荒涼的 到於(他)地點處所，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休息恢復

到於(它)些微少許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因為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退開去了的 (他們)許多的， 並且 然而也不是地 那時(也是)要去吃食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有好時機。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你們就要到這裏來 你們 (他們)同一者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私人個別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孤獨荒涼的 到於(他)地點處所， 並且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休息恢復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  簡易閲讀版  249

249

到於(它)些微少許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因為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退開去了的 (他們)許多的， 並且 然而也不是地 那時(也是)要去吃食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有好時機。

可 6:32 kai. avph/lqon evn tw/| ploi,w| eivj e;rhmon to,pon katV ivdi,anÅ
And they departed into a desert place by ship privately.
他們就坐船，暗暗的往曠野地方去。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船隻 向內進入 到於(他)孤獨荒涼的

到於(他)地點處所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私人個別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他)孤獨荒涼的 到於(他)地點處所 在對(它)那

在對(它)船隻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私人個別的。

可 6:33 kai. ei=don auvtou.j ùpa,gontaj kai. evpe,gnwsan polloi. kai. pezh/| avpo. pasw/n tw/n po,lewn sune,dramon evkei/
kai. proh/lqon auvtou,jÅ
And the people saw them departing, and many knew him, and ran afoot thither out of all cities, and outwent
them, and came together unto him.
眾人看見他們去，有許多認識他們的，就從各城步行，一同跑到那裏，比他們先趕到了。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退開去了的，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清楚認識知道 (他們)許多的， 並且 步行地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城邑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共同奔跑疾行 在那裏地，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在前面 到於(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退開去了的 (他們)那些 (他們)群眾，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清楚認識知道 到於(他)同一者 (他們)許多的， 並且 步行地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城邑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共同奔跑疾行 在那裏地，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在前面 到於(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共同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WH]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退開去了的，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認識知道 (他們)許多的， 並且 步行地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城邑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共同奔跑疾行 在那裏地，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在前面

到於(他們)同一者。

可 6:34 kai. evxelqw.n ei=den polu.n o;clon kai. evsplagcni,sqh evpV auvtou,j( o[ti h=san wj̀ pro,bata mh. e;conta poime,na(
kai. h;rxato dida,skein auvtou.j polla,Å
And Jesus, when he came out, saw much people, and was moved with compassion toward them, because they
were as sheep not having a shepherd: and he began to teach them many things.
耶穌出來，見有許多的人，就憐憫他們；因為他們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於是開口教訓他們許多道理。

並且 (他)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他)許多的 到於(他)群眾，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動憐慈心腸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同一者； 是這樣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正如地

(它們)綿羊 不會/不要 (它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他)牧養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

現要去持續教導 到於(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們)許多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他)那 (他)耶穌 到於(他)許多的

到於(他)群眾，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動憐慈心腸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同一者； 是這樣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正如地 (它們)綿羊 不會/不要 (它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他)牧養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 現要去持續教導 到於(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們)許多的。

可 6:35 Kai. h;dh w[raj pollh/j genome,nhj proselqo,ntej auvtw/| oì maqhtai. auvtou/ e;legon o[ti :Erhmo,j evstin ò
to,poj kai. h;dh w[ra pollh,\
And when the day was now far spent, his disciples came unto him, and said, This is a desert place, and now the
time is far passed:
天已經晚了，門徒進前來說：這是野地，天已經晚了，

並且 甚而已然如此地 從屬(她)鐘點時刻 從屬(她)許多的 從屬(她)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他們)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是這樣 (他)孤獨荒涼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地點處所， 並且 甚而已然如此地

(她)鐘點時刻 (她)許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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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變異RT]

並且 甚而已然如此地 從屬(她)鐘點時刻 從屬(她)許多的 從屬(她)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他們)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是這樣 (他)孤獨荒涼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地點處所， 並且 甚而已然如此地

(她)鐘點時刻 (她)許多的；

可 6:36 avpo,luson auvtou,j( i[na avpelqo,ntej eivj tou.j ku,klw| avgrou.j kai. kw,maj avgora,swsin èautoi/j ti, fa,gwsinÅ
Send them away, that they may go into the country round about, and into the villages, and buy themselves
bread: for they have nothing to eat.
請叫眾人散開，他們好往四面鄉村裏去，自己買甚麼喫。

你那時(也是)就要打發離開 到於(他們)同一者， 為要 (他們)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些 在對(他)四周 到於(他們)田野 並且 到於(她們)鄉村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購買

在對(他們)同一者自己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吃食。
[經文變異RT]

你那時(也是)就要打發離開 到於(他們)同一者， 為要 (他們)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些 在對(他)四周 到於(他們)田野 並且 到於(她們)鄉村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購買

在對(他們)同一者自己 到於(他們)麵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因為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吃食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持有。

可 6:37 ò de. avpokriqei.j ei=pen auvtoi/j( Do,te auvtoi/j ùmei/j fagei/nÅ kai. le,gousin auvtw/|( VApelqo,ntej avgora,swmen
dhnari,wn diakosi,wn a;rtouj kai. dw,somen auvtoi/j fagei/nÈ
He answered and said unto them, Give ye them to eat. And they say unto him, Shall we go and buy two
hundred pennyworth of bread, and give them to eat?
耶穌回答說：你們給他們喫罷。門徒說：我們可以去買二十兩銀子的餅，給他們喫麼。

(他)那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給與 在對(他們)同一者 你們 那時(也是)要去吃食。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們)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了的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購買 從屬(它們)十分銀錢之便士

從屬(它們)二百個 到於(他們)麵餅， 並且 我們將要(持續)給與 在對(他們)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吃食？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給與 在對(他們)同一者 你們 那時(也是)要去吃食。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們)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了的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購買 從屬(它們)二百個

從屬(它們)十分銀錢之便士 到於(他們)麵餅， 並且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給與 在對(他們)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吃食？

可 6:38 ò de. le,gei auvtoi/j( Po,souj a;rtouj e;ceteÈ ùpa,gete i;deteÅ kai. gno,ntej le,gousin( Pe,nte( kai. du,o ivcqu,ajÅ
He saith unto them, How many loaves have ye? go and see. And when they knew, they say, Five, and two
fishes.
耶穌說：你們有多少餅，可以去看看；他們知道了，就說：五個餅，兩條魚。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們)這多少呢 到於(他們)麵餅 你們現在持續持有？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退開去，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看見察覺。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認識知道了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到於(他們)五個， 並且 到於(他們)二個/兩個 到於(他們)魚。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們)這多少呢 到於(他們)麵餅 你們現在持續持有？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退開去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看見察覺。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認識知道了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到於(他們)五個， 並且 到於(他們)二個/兩個 到於(他們)魚。
[經文變異WH]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們)這多少呢 你們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他們)麵餅？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退開去，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看見察覺。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認識知道了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到於(他們)五個， 並且 到於(他們)二個/兩個 到於(他們)魚。

可 6:39 kai. evpe,taxen auvtoi/j avnakli/nai pa,ntaj sumpo,sia sumpo,sia evpi. tw/| clwrw/| co,rtw|Å
And he commanded them to make all sit down by companies upon the green grass.
耶穌吩咐他們叫眾人一幫一幫的，坐在青草地上。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責令定規 在對(他們)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使斜靠後臥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成夥成群 到於(它們)成夥成群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那 在對(他)青翠嫩綠的 在對(他)草場禾草。
[經文變異WH]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責令定規 在對(他們)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被使斜靠後臥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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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於(它們)成夥成群 到於(它們)成夥成群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那 在對(他)青翠嫩綠的 在對(他)草場禾草。

可 6:40 kai. avne,pesan prasiai. prasiai. kata. èkato.n kai. kata. penth,kontaÅ
And they sat down in ranks, by hundreds, and by fifties.
眾人就一排一排的坐下，有一百一排的，有五十一排的。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靠後而坐 (她們)成排成列 (她們)成排成列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們)一百個 並且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們)五十個。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靠後而坐 (她們)成排成列 (她們)成排成列 向上到/各向上到 到於(他們)一百個 並且

向上到/各向上到 到於(他們)五十個。

可 6:41 kai. labw.n tou.j pe,nte a;rtouj kai. tou.j du,o ivcqu,aj avnable,yaj eivj to.n ouvrano.n euvlo,ghsen kai.
kate,klasen tou.j a;rtouj kai. evdi,dou toi/j maqhtai/j Îauvtou/Ð i[na paratiqw/sin auvtoi/j( kai. tou.j du,o ivcqu,aj
evme,risen pa/sinÅ
And when he had taken the five loaves and the two fishes, he looked up to heaven, and blessed, and brake the
loaves, and gave them to his disciples to set before them; and the two fishes divided he among them all.
耶穌拿著這五個餅，兩條魚，望著天祝福，擘開餅，遞給門徒擺在眾人面前；也把那兩條魚分給眾人。

並且 (他)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五個 到於(他們)麵餅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二個/兩個 到於(他們)魚， (他)那時(也是)再向上著眼觀看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天空/天

他/她/它那時(也是)祝福稱讚，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擘開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麵餅，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給與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為要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置放擺設在旁邊

在對(他們)同一者；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二個/兩個 到於(他們)魚 他/她/它那時(也是)分開

在對(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五個 到於(他們)麵餅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二個/兩個 到於(他們)魚， (他)那時(也是)再向上著眼觀看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天空/天

他/她/它那時(也是)祝福稱讚，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擘開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麵餅，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給與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為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置放擺設在旁邊

在對(他們)同一者；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二個/兩個 到於(他們)魚 他/她/它那時(也是)分開

在對(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經文變異WH]

並且 (他)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五個 到於(他們)麵餅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二個/兩個 到於(他們)魚， (他)那時(也是)再向上著眼觀看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天空/天

他/她/它那時(也是)祝福稱讚，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擘開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麵餅，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給與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門徒 為要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置放擺設在旁邊

在對(他們)同一者；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二個/兩個 到於(他們)魚 他/她/它那時(也是)分開

在對(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可 6:42 kai. e;fagon pa,ntej kai. evcorta,sqhsan(
And they did all eat, and were filled.
他們都喫，並且喫飽了。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吃食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餵飽；

可 6:43 kai. h=ran kla,smata dw,deka kofi,nwn plhrw,mata kai. avpo. tw/n ivcqu,wnÅ
And they took up twelve baskets full of the fragments, and of the fishes.
門徒就把碎餅碎魚，收拾起來，裝滿了十二個籃子。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提起 到於(它們)碎片 從屬(他們)十二個 從屬(他們)柳條籃子

到於(它們)所用以充滿添足/所被充滿添足， 並且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魚。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提起 從屬(它們)碎片 到於(他們)十二個註1
到於(他們)柳條籃子 到於(他們)充滿添足的，

並且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魚。

註1：“從屬(他們)十二個”文法上亦可以為“到於(他們)十二個”。

可 6:44 kai. h=san oì fago,ntej Îtou.j a;rtoujÐ pentakisci,lioi a;ndrejÅ
And they that did eat of the loaves were about five thousand men.
喫餅的男人，共有五千。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他們)那些 (他們)那時(也是)吃食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麵餅 (他們)五千個

(他們)男人/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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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他們)那些 (他們)那時(也是)吃食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麵餅 正如好像地

(他們)五千個 (他們)男人/丈夫。

可 6:45 Kai. euvqu.j hvna,gkasen tou.j maqhta.j auvtou/ evmbh/nai eivj to. ploi/on kai. proa,gein eivj to. pe,ran pro.j
Bhqsai?da,n( e[wj auvto.j avpolu,ei to.n o;clonÅ
And straightway he constrained his disciples to get into the ship, and to go to the other side before unto
Bethsaida, while he sent away the people.
耶穌隨即催門徒上船，先渡到那邊伯賽大去，等他叫眾人散開。

並且 平直直接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迫使必須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步入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船隻， 並且 現要去持續帶領在前面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於那邊地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伯賽大， 一直直到 (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打發離開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群眾。
[經文變異RT]

並且 平直直接地[同#2117] 他/她/它那時(也是)迫使必須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步入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船隻， 並且 現要去持續帶領在前面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於那邊地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伯賽大， 一直直到 (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打發離開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群眾。

可 6:46 kai. avpotaxa,menoj auvtoi/j avph/lqen eivj to. o;roj proseu,xasqaiÅ
And when he had sent them away, he departed into a mountain to pray.
他既辭別了他們，就往山上去禱告。

並且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離開辭別了的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高山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祈禱求告。

可 6:47 kai. ovyi,aj genome,nhj h=n to. ploi/on evn me,sw| th/j qala,sshj( kai. auvto.j mo,noj evpi. th/j gh/jÅ
And when even was come, the ship was in the midst of the sea, and he alone on the land.
到了晚上，船在海中，耶穌獨自在岸上；

並且 從屬(她)具將近晚的 從屬(她)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它)那 (它)船隻 在內

在對(它)中間當中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海， 並且 (他)同一者 (他)僅有單獨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可 6:48 kai. ivdw.n auvtou.j basanizome,nouj evn tw/| evlau,nein( h=n ga.r ò a;nemoj evnanti,oj auvtoi/j( peri. teta,rthn
fulakh.n th/j nukto.j e;rcetai pro.j auvtou.j peripatw/n evpi. th/j qala,sshj kai. h;qelen parelqei/n auvtou,jÅ
And he saw them toiling in rowing; for the wind was contrary unto them: and about the fourth watch of the night
he cometh unto them, walking upon the sea, and would have passed by them.
看見門徒，因風不順，搖櫓甚苦；夜裏約有四更天，就在海面上走，往他們那裏去，意思要走過他們去；

並且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到於(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被使有考驗折磨了的 在內 在對(它)那

現要去持續促成推動驅使，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因為 (他)那 (他)風 (他)相對拮抗的 在對(他們)同一者，

<在周圍>在周圍 到於(她)第四的 到於(她)夜更/監獄 從屬(她)那 從屬(她)夜晚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來往昂然踏行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海，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定意 那時(也是)要去在旁邊過去 到於(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被使有考驗折磨了的 在內 在對(它)那

現要去持續促成推動驅使，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因為 (他)那 (他)風 (他)相對拮抗的 在對(他們)同一者； 並且

<在周圍>在周圍 到於(她)第四的 到於(她)夜更/監獄 從屬(她)那 從屬(她)夜晚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來往昂然踏行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海，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定意 那時(也是)要去在旁邊過去 到於(他們)同一者。

可 6:49 oi` de. ivdo,ntej auvto.n evpi. th/j qala,sshj peripatou/nta e;doxan o[ti fa,ntasma, evstin( kai. avne,kraxan\
But when they saw him walking upon the sea, they supposed it had been a spirit, and cried out:
但門徒看見他在海面上走，以為是鬼怪，就喊叫起來；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海

到於(他)現正持續來往昂然踏行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設想認為對 是這樣 (它)幽靈幻象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上嘶聲吶喊；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他)現正持續來往昂然踏行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海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設想認為對 (它)幽靈幻象 現要去持續是，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上嘶聲吶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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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6:50 pa,ntej ga.r auvto.n ei=don kai. evtara,cqhsanÅ ò de. euvqu.j evla,lhsen metV auvtw/n( kai. le,gei auvtoi/j( Qarsei/te(
evgw, eivmi\ mh. fobei/sqeÅ
For they all saw him, and were troubled. And immediately he talked with them, and saith unto them, Be of good
cheer: it is I; be not afraid.
因為他們都看見了他，且甚驚慌。耶穌連忙對他們說：你們放心；是我，不要怕。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因為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攪動擾亂。

(他)那 然而也 平直直接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言講說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具勇氣自信， 我 我現在持續是；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成驚恐畏懼。
[經文變異RT]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因為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攪動擾亂。

並且 平直直接地[同#2117]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言講說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具勇氣自信， 我 我現在持續是；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成驚恐畏懼。

可 6:51 kai. avne,bh pro.j auvtou.j eivj to. ploi/on kai. evko,pasen ò a;nemoj( kai. li,an Îevk perissou/Ð evn èautoi/j
evxi,stanto\
And he went up unto them into the ship; and the wind ceased: and they were sore amazed in themselves
beyond measure, and wondered.
於是到他們那裏上了船，風就住了；他們心裏十分驚奇。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上行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船隻；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倦怠平息 (他)那 (他)風； 並且 極度非常地 向外出來 從屬(它)格外多的 在內

在對(他們)同一者自己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驚異失定；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上行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船隻；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倦怠平息 (他)那 (他)風； 並且 極度非常地 向外出來 從屬(它)格外多的 在內

在對(他們)同一者自己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驚異失定，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希奇；
[經文變異WH]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上行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船隻；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倦怠平息 (他)那 (他)風； 並且 極度非常地 在內 在對(他們)同一者自己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驚異失定；

可 6:52 ouv ga.r sunh/kan evpi. toi/j a;rtoij( avllV h=n auvtw/n h` kardi,a pepwrwme,nhÅ
For they considered not the miracle of the loaves: for their heart was hardened.
這是因為他們不明白那分餅的事，心裏還是愚頑。

不是/不 因為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貫通理解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麵餅， 但乃是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從屬(他們)同一者 (她)那 (她)內心 (她)現在已經被結趼硬化了的。
[經文變異RT]

不是/不 因為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貫通理解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麵餅，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因為 (她)那 (她)內心 從屬(他們)同一者 (她)現在已經被結趼硬化了的。

可 6:53 Kai. diapera,santej evpi. th.n gh/n h=lqon eivj Gennhsare.t kai. proswrmi,sqhsanÅ
And when they had passed over, they came into the land of Gennesaret, and drew to the shore.
既渡過去，來到革尼撒勒地方，就靠了岸。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完全穿過到那邊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她)革尼撒勒，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固定停泊。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完全穿過到那邊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到於(她)革尼撒勒，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固定停泊。

可 6:54 kai. evxelqo,ntwn auvtw/n evk tou/ ploi,ou euvqu.j evpigno,ntej auvto.n
And when they were come out of the ship, straightway they knew him,
一下船，眾人認得是耶穌；

並且 從屬(他們)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船隻，

平直直接地 (他們)那時(也是)清楚認識知道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從屬(他們)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船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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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直直接地[同#2117] (他們)那時(也是)清楚認識知道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可 6:55 perie,dramon o[lhn th.n cw,ran evkei,nhn kai. h;rxanto evpi. toi/j kraba,ttoij tou.j kakw/j e;contaj perife,rein
o[pou h;kouon o[ti evsti,nÅ
And ran through that whole region round about, and began to carry about in beds those that were sick, where
they heard he was.
就跑遍那一帶地方，聽見他在何處，便將有病的人，用褥子抬到那裏。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跑遍 到於(她)整個全部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域 到於(她)在那裏的那個，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蓆墊褥子 到於(他們)那些

卑劣不好地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現要去持續四處負載攜帶，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聲聞耳聽 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時(也是)跑遍了的 到於(她)整個全部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在周圍地域的 到於(她)在那裏的那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蓆墊褥子 到於(他們)那些

卑劣不好地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現要去持續四處負載攜帶，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聲聞耳聽 是這樣 在那裏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可 6:56 kai. o[pou a'n eivseporeu,eto eivj kw,maj h' eivj po,leij h' eivj avgrou,j( evn tai/j avgorai/j evti,qesan tou.j
avsqenou/ntaj kai. pareka,loun auvto.n i[na ka'n tou/ kraspe,dou tou/ ìmati,ou auvtou/ a[ywntai\ kai. o[soi a'n h[yanto
auvtou/ evsw,|zontoÅ
And whithersoever he entered, into villages, or cities, or country, they laid the sick in the streets, and besought
him that they might touch if it were but the border of his garment: and as many as touched him were made
whole.
凡耶穌所到的地方，或村中，或城裏，或鄉間，他們都將病人放在街市上，求耶穌只容他們摸他的衣裳繸子；凡

摸著的人就都好了。

並且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但凡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向內行去 向內進入 到於(她們)鄉村 甚或/或而 向內進入

到於(她們)城邑 甚或/或而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田野，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集市廣場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置放擺設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成軟弱無力了的，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勸勉請求

到於(他)同一者， 為要 且但凡若是 從屬(它)那 從屬(它)纓穗繸子 從屬(它)那 從屬(它)衣服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觸摸連接； 並且 (他們)這每一切 但凡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觸摸連接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被拯救。
[經文變異RT]

並且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但凡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向內行去 向內進入 到於(她們)鄉村 甚或/或而

到於(她們)城邑 甚或/或而 到於(他們)田野，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集市廣場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置放擺設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成軟弱無力了的，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勸勉請求 到於(他)同一者， 為要

且但凡若是 從屬(它)那 從屬(它)纓穗繸子 從屬(它)那 從屬(它)衣服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觸摸連接； 並且 (他們)這每一切 但凡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觸摸連接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被拯救。

可 7:1 Kai. suna,gontai pro.j auvto.n oi` Farisai/oi kai, tinej tw/n grammate,wn evlqo,ntej avpo. ~Ierosolu,mwnÅ
Then came together unto him the Pharisees, and certain of the scribes, which came from Jerusalem.
有法利賽人，和幾個文士，從耶路撒冷，來到耶穌那裏聚集。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被聚集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法利賽人 並且 (他們)任何什麼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書記文士， (他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們)耶路撒冷，

可 7:2 kai. ivdo,ntej tina.j tw/n maqhtw/n auvtou/ o[ti koinai/j cersi,n( tou/tV e;stin avni,ptoij( evsqi,ousin tou.j a;rtouj
And when they saw some of his disciples eat bread with defiled, that is to say, with unwashen, hands, they
found fault.
他們曾看見他的門徒中，有人用俗手，就是沒有洗的手，喫飯。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到於(他們)任何什麼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是這樣

在對(她們)通俗共有的 在對(她們)手， (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對(她們)為未清潔洗淨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喫食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麵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到於(他們)任何什麼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在對(她們)通俗共有的 在對(她們)手， (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對(她們)為未清潔洗淨的，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喫食了的 到於(他們)麵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指責歸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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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7:3 & oi` ga.r Farisai/oi kai. pa,ntej oì VIoudai/oi eva.n mh. pugmh/| ni,ywntai ta.j cei/raj ouvk evsqi,ousin(
kratou/ntej th.n para,dosin tw/n presbute,rwn(
For the Pharisees, and all the Jews, except they wash their hands oft, eat not, holding the tradition of the elders.
（原來法利賽人和猶太人，都拘守古人的遺傳，若不仔細洗手，就不喫飯；

(他們)那些 因為 (他們)法利賽人 並且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那些 (他們)猶太人的， 但凡若是 不會/不要

在對(她)握拳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清潔洗淨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手，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喫食， (他們)現正持續掌控抓住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交付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更年長的；

可 7:4 kai. avpV avgora/j eva.n mh. bapti,swntai ouvk evsqi,ousin( kai. a;lla polla, evstin a] pare,labon kratei/n(
baptismou.j pothri,wn kai. xestw/n kai. calki,wn Îkai. klinw/nÐ &
And when they come from the market, except they wash, they eat not. And many other things there be, which
they have received to hold, as the washing of cups, and pots, brasen vessels, and of tables.
從市上來，若不洗浴，也不喫飯，還有好些別的規矩，他們歷代拘守，就是洗杯，罐，銅器，等物。）

並且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集市廣場 但凡若是 不會/不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浸洗，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喫食； 並且 (它們)另外不同的 (它們)許多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到於(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拿取在旁邊 現要去持續掌控抓住， 到於(他們)浸洗 從屬(它們)杯 並且 從屬(他們)木罐水壺 並且

從屬(它們)銅器 並且 從屬(她們)躺椅臥墊。
[經文變異WH]

並且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集市廣場 但凡若是 不會/不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使成乃噴撒灑遍，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喫食； 並且 (它們)另外不同的 (它們)許多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到於(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拿取在旁邊 現要去持續掌控抓住， 到於(他們)浸洗 從屬(它們)杯 並且 從屬(他們)木罐水壺 並且

從屬(它們)銅器 。

可 7:5 kai. evperwtw/sin auvto.n oì Farisai/oi kai. oì grammatei/j( Dia. ti, ouv peripatou/sin oì maqhtai, sou kata.
th.n para,dosin tw/n presbute,rwn( avlla. koinai/j cersi.n evsqi,ousin to.n a;rtonÈ
Then the Pharisees and scribes asked him, Why walk not thy disciples according to the tradition of the elders,
but eat bread with unwashen hands?
法利賽人和文士問他說：你的門徒為甚麼不照古人的遺傳，用俗手喫飯呢。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在上面查詢求問 到於(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法利賽人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書記文士，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來往昂然踏行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從屬你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那 到於(她)交付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更年長的， 但乃是

在對(她們)通俗共有的 在對(她們)手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喫食 到於(他)那 到於(他)麵餅？
[經文變異RT]

在其後地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在上面查詢求問 到於(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法利賽人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書記文士，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從屬你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來往昂然踏行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那 到於(她)交付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更年長的，

但乃是 在對(她們)為未清潔洗淨的 在對(她們)手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喫食 到於(他)那 到於(他)麵餅？

可 7:6 ò de. ei=pen auvtoi/j( Kalw/j evprofh,teusen VHsai<aj peri. ùmw/n tw/n ùpokritw/n( wj̀ ge,graptai Îo[tiÐ Ou-toj ò
lao.j toi/j cei,lesi,n me tima/|( h` de. kardi,a auvtw/n po,rrw avpe,cei avpV evmou/\
He answered and said unto them, Well hath Esaias prophesied of you hypocrites, as it is written, This people
honoureth me with their lips, but their heart is far from me.
耶穌說：以賽亞指著你們假冒為善之人所說的預言，是不錯的，如經上說：『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卻遠離我

。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美好適當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在前面宣稱傳講

(他)以賽亞 <在周圍>關於 從屬你們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作戲假裝者， 正如地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是這樣 (他)那同一者 (他)那 (他)人民百姓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唇 到於我 他/她/它現在持續評價珍視， (她)那

然而也 (她)內心 從屬(他們)同一者 在遠處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從那裏有足夠 從那裏離開 從屬"我"；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是這樣 美好適當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在前面宣稱傳講 (他)以賽亞 <在周圍>關於 從屬你們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作戲假裝者，

正如地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他)那同一者 (他)那 (他)人民百姓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唇 到於我

他/她/它現在持續評價珍視， (她)那 然而也 (她)內心 從屬(他們)同一者 在遠處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從那裏有足夠

從那裏離開 從屬"我"；

可 7:7 ma,thn de. se,bontai, me dida,skontej didaskali,aj evnta,lmata avnqrw,pwn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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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beit in vain do they worship me, teaching for doctrines the commandments of men.
他們將人的吩咐，當作道理教導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

枉然無益地 然而也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尊崇敬愛 到於我， (他們)現正持續教導了的 到於(她們)教訓教導

到於(它們)所督促責成 從屬(他們)人。

可 7:8 avfe,ntej th.n evntolh.n tou/ qeou/ kratei/te th.n para,dosin tw/n avnqrw,pwnÅ
For laying aside the commandment of God, ye hold the tradition of men, as the washing of pots and cups: and
many other such like things ye do.
你們是離棄神的誡命，拘守人的遺傳。

(他們)那時(也是)任憑釋放離開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誡律命令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你們現在持續掌控抓住

到於(她)那 到於(她)交付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人。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時(也是)任憑釋放離開了的 因為 到於(她)那 到於(她)誡律命令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你們現在持續掌控抓住

到於(她)那 到於(她)交付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人， 到於(他們)浸洗 從屬(他們)木罐水壺 並且 從屬(它們)杯；

並且 到於(它們)另外不同的 到於(它們)相仿類似的 到於(它們)那種樣 到於(它們)許多的 你們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可 7:9 Kai. e;legen auvtoi/j( Kalw/j avqetei/te th.n evntolh.n tou/ qeou/( i[na th.n para,dosin ùmw/n sth,shteÅ
And he said unto them, Full well ye reject the commandment of God, that ye may keep your own tradition.
又說：你們誠然是廢棄神的誡命，要守自己的遺傳。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美好適當地 你們現在持續廢除棄絕 到於(她)那 到於(她)誡律命令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為要 到於(她)那 到於(她)交付 從屬你們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立定站住。
[經文變異RT][經文變異WH]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美好適當地 你們現在持續廢除棄絕 到於(她)那 到於(她)誡律命令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為要 到於(她)那 到於(她)交付 從屬你們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行看護守衛。

可 7:10 Mwu?sh/j ga.r ei=pen( Ti,ma to.n pate,ra sou kai. th.n mhte,ra sou( kai,( ~O kakologw/n pate,ra h' mhte,ra
qana,tw| teleuta,twÅ
For Moses said, Honour thy father and thy mother; and, Whoso curseth father or mother, let him die the death:
摩西說：『當孝敬父母。』又說：『咒罵父母的，必治死他。』

(他)摩西 因為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你現在就要持續評價珍視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從屬你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母親 從屬你； 並且， (他)那 (他)現正持續辱罵譭謗了的 到於(他)父親 甚或/或而 到於(她)母親

在對(他)死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命終。

可 7:11 ùmei/j de. le,gete( VEa.n ei;ph| a;nqrwpoj tw/| patri. h' th/| mhtri,( Korba/n( o[ evstin( Dw/ron( o] eva.n evx evmou/
wvfelhqh/|j(
But ye say, If a man shall say to his father or mother, It is Corban, that is to say, a gift, by whatsoever thou
mightest be profited by me; he shall be free.
你們倒說，人若對父母說：我所當奉給你的，已經作了各耳板，（各耳板，就是供獻的意思）

你們 然而也 你們現在持續道說， 但凡若是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他)人 在對(他)那 在對(他)父親

甚或/或而 在對(她)那 在對(她)母親， 各耳板[音譯=奉獻的禮物]， (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禮物，

到於(它)這個 但凡若是 向外出來 從屬"我" 你那時(也是)應該被成利益；

可 7:12 ouvke,ti avfi,ete auvto.n ouvde.n poih/sai tw/| patri. h' th/| mhtri,(
And ye suffer him no more to do ought for his father or his mother;
以後你們就不容他再奉養父母；

不再地 你們現在持續任憑釋放離開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那時(也是)要去行出作成 在對(他)那

在對(他)父親 甚或/或而 在對(她)那 在對(她)母親，
[經文變異RT]

並且 不再地 你們現在持續任憑釋放離開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那時(也是)要去行出作成

在對(他)那 在對(他)父親 從屬(他)同一者 甚或/或而 在對(她)那 在對(她)母親 從屬(他)同一者，

可 7:13 avkurou/ntej to.n lo,gon tou/ qeou/ th/| parado,sei um̀w/n h-| paredw,kate\ kai. paro,moia toiau/ta polla.
poiei/teÅ
Making the word of God of none effect through your tradition, which ye have delivered: and many such like
things do ye.
這就是你們承接遺傳，廢了神的道；你們還作許多這樣的事。

(他們)現正持續促使成無效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在對(她)那

在對(她)交付 從屬你們， 在對(她)這個 你們那時(也是)交付； 並且 到於(它們)相仿類似的 到於(它們)那種樣

到於(它們)許多的 你們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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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7:14 Kai. proskalesa,menoj pa,lin to.n o;clon e;legen auvtoi/j( VAkou,sate, mou pa,ntej kai. su,neteÅ
And when he had called all the people unto him, he said unto them, Hearken unto me every one of you, and
understand:
耶穌又叫眾人來，對他們說：你們都要聽我的話，也要明白；

並且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在前面向著促請召喚了的 重新又再地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群眾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聲聞耳聽 從屬我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貫通理解：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在前面向著促請召喚了的 到於(他)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群眾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聲聞耳聽 從屬我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並且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貫通理解：

可 7:15 ouvde,n evstin e;xwqen tou/ avnqrw,pou eivsporeuo,menon eivj auvto.n o] du,natai koinw/sai auvto,n( avlla. ta. evk
tou/ avnqrw,pou evkporeuo,mena, evstin ta. koinou/nta to.n a;nqrwponÅ
There is nothing from without a man, that entering into him can defile him: but the things which come out of him,
those are they that defile the man.
從外面進去的，不能污穢人，惟有從裏面出來的，乃能污穢人。

(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從在外面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它)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向內行去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同一者， (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那時(也是)要去促使為俗而不潔

到於(他)同一者； 但乃是 (它們)那些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它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向外行去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們)那些 (它們)現正持續促使為俗而不潔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人。
[經文變異RT]

(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從在外面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它)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向內行去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同一者， (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到於(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促使為俗而不潔； 但乃是 (它們)那些 (它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向外行去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同一者， 在那裏的那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們)那些 (它們)現正持續促使為俗而不潔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人。

可 7:16 Ei; tij e;cei w=ta avkou,ein( avkoue,twÅ
If any man have ears to hear, let him hear.
〔有古卷在此有：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

註：Nestle-Aland 26/27版本無此節。

[經文變異RT]

若是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它們)耳朵 現要去持續聲聞耳聽，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聲聞耳聽。

可 7:17 Kai. o[te eivsh/lqen eivj oi=kon avpo. tou/ o;clou( evphrw,twn auvto.n oi` maqhtai. auvtou/ th.n parabolh,nÅ
And when he was entered into the house from the people, his disciples asked him concerning the parable.
耶穌離開眾人，進了屋子，門徒就問他這比喻的意思。

並且 當這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他)住處家室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群眾，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在上面查詢求問 到於(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她)那

到於(她)比喻。
[經文變異RT]

並且 當這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他)住處家室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群眾，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在上面查詢求問 到於(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在周圍>關於 從屬(她)那 從屬(她)比喻。

可 7:18 kai. le,gei auvtoi/j( Ou[twj kai. um̀ei/j avsu,netoi, evsteÈ ouv noei/te o[ti pa/n to. e;xwqen eivsporeuo,menon eivj to.n
a;nqrwpon ouv du,natai auvto.n koinw/sai
And he saith unto them, Are ye so without understanding also? Do ye not perceive, that whatsoever thing from
without entereth into the man, it cannot defile him;
耶穌對他們說：你們也是這樣不明白麼；豈不曉得凡從外面進入的，不能污穢人；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那同一樣式地 並且 你們 (他們)不能貫通理解的 你們現在持續是？

豈非呢 你們現在持續領悟認知， 是這樣 (它)所有每一個的 (它)那 從在外面地 (它)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向內行去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人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到於(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促使為俗而不潔；

可 7:19 o[ti ouvk eivsporeu,etai auvtou/ eivj th.n kardi,an avllV eivj th.n koili,an( kai. eivj to.n avfedrw/na evkporeu,etai(
kaqari,zwn pa,nta ta. brw,mataÈ
Because it entereth not into his heart, but into the belly, and goeth out into the draught, purging all me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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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不是入他的心，乃是入他的肚腹，又落到茅廁裏。這是說，各樣的食物，都是潔淨的。

是這樣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向內行去 從屬(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內心， 但乃是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腹腔， 並且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茅廁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向外行去？

(他)現正持續潔淨了的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食物。
[經文變異RT]

是這樣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向內行去 從屬(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內心， 但乃是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腹腔， 並且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茅廁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向外行去，

(它)現正持續潔淨了的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食物？

可 7:20 e;legen de. o[ti To. evk tou/ avnqrw,pou evkporeuo,menon( evkei/no koinoi/ to.n a;nqrwponÅ
And he said, That which cometh out of the man, that defileth the man.
又說：從人裏面出來的，那纔能污穢人；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然而也， 是這樣 (它)那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它)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向外行去了的， (它)在那裏的那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促使為俗而不潔 到於(他)那 到於(他)人。

可 7:21 e;swqen ga.r evk th/j kardi,aj tw/n avnqrw,pwn oì dialogismoi. oì kakoi. evkporeu,ontai( pornei/ai( klopai,(
fo,noi(
For from within, out of the heart of men, proceed evil thoughts, adulteries, fornications, murders,
因為從裏面，就是從人心裏，發出惡念，苟合，

從入內裏面地 因為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內心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人 (他們)那些 (他們)思量議論

(他們)那些 (他們)卑劣不好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向外行去， (她們)通奸淫行， (她們)偷盜竊取，

(他們)謀害凶殺，
[經文變異RT]

從入內裏面地 因為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內心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人 (他們)那些 (他們)思量議論

(他們)那些 (他們)卑劣不好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向外行去， (她們)淫亂姦淫， (她們)通奸淫行，

(他們)謀害凶殺，

可 7:22 moicei/ai( pleonexi,ai( ponhri,ai( do,loj( avse,lgeia( ovfqalmo.j ponhro,j( blasfhmi,a( ùperhfani,a(
avfrosu,nh\
Thefts, covetousness, wickedness, deceit, lasciviousness, an evil eye, blasphemy, pride, foolishness:
偷盜，兇殺，姦淫，貪婪，邪惡，詭詐，淫蕩，嫉妒，謗讟，驕傲，狂妄；

(她們)淫亂姦淫， (她們)貪心， (她們)惡性， (他)餌誘詭詐， (她)縱慾邪蕩， (他)眼睛 (他)惡的， (她)褻瀆，

(她)誇顯傲慢， (她)全然遲笨愚妄；
[經文變異RT]

(她們)偷盜竊取， (她們)貪心， (她們)惡性， (他)餌誘詭詐， (她)縱慾邪蕩， (他)眼睛 (他)惡的， (她)褻瀆，

(她)誇顯傲慢， (她)全然遲笨愚妄；

可 7:23 pa,nta tau/ta ta. ponhra. e;swqen evkporeu,etai kai. koinoi/ to.n a;nqrwponÅ
All these evil things come from within, and defile the man.
這一切的惡，都是從裏面出來，且能污穢人。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它們)那同一者 (它們)那些 (它們)惡的 從入內裏面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向外行去，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促使為俗而不潔 到於(他)那 到於(他)人。

可 7:24 VEkei/qen de. avnasta.j avph/lqen eivj ta. o[ria Tu,rouÅ kai. eivselqw.n eivj oivki,an ouvde,na h;qelen gnw/nai( kai.
ouvk hvdunh,qh laqei/n\
And from thence he arose, and went into the borders of Tyre and Sidon, and entered into an house, and would
have no man know it: but he could not be hid.
耶穌從那裏起身，往推羅西頓的境內去；進了一家，不願意人知道，卻隱藏不住。

從那裏地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具範圍界限之線 從屬(她)推羅， 並且 (他)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住屋家庭

到於(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定意 那時(也是)要去認識知道；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能夠可能 那時(也是)要去遮隱暗藏。
[經文變異RT]

並且 從那裏地 (他)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交界 從屬(她)推羅 並且 從屬(她)西頓， 並且 (他)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住屋家庭 到於(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定意 那時(也是)要去認識知道；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能夠可能 那時(也是)要去遮隱暗藏。
[經文變異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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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那裏地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具範圍界限之線 從屬(她)推羅 並且 從屬(她)西頓， 並且 (他)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住屋家庭 到於(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定意 那時(也是)要去認識知道；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能夠可能 那時(也是)要去遮隱暗藏。

可 7:25 avllV euvqu.j avkou,sasa gunh. peri. auvtou/( h-j ei=cen to. quga,trion auvth/j pneu/ma avka,qarton( evlqou/sa
prose,pesen pro.j tou.j po,daj auvtou/\
For a certain woman, whose young daughter had an unclean spirit, heard of him, and came and fell at his feet:
當下有一個婦人，他的小女兒被污鬼附著，聽見耶穌的事，就來俯伏在他腳前。

但乃是 平直直接地 (她)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她)女人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同一者， 從屬(她)這個

他/她/它當時持續持有 (它)那 (它)小女兒 從屬(她)同一者 到於(它)靈/風 到於(它)污穢的， (她)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落下墜落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腳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她)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因為 (她)女人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同一者， 從屬(她)這個 他/她/它當時持續持有

(它)那 (它)小女兒 從屬(她)同一者 到於(它)靈/風 到於(它)污穢的， (她)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落下墜落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腳 從屬(他)同一者；

可 7:26 h` de. gunh. h=n ~Ellhni,j( Surofoini,kissa tw/| ge,nei\ kai. hvrw,ta auvto.n i[na to. daimo,nion evkba,lh| evk th/j
qugatro.j auvth/jÅ
The woman was a Greek, a Syrophenician by nation; and she besought him that he would cast forth the devil
out of her daughter.
這婦人是希利尼人，屬敘利非尼基族。他求耶穌趕出那鬼，離開他的女兒。

(她)那 然而也 (她)女人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她)希利尼女人， (她)敘利非尼基 在對(它)那 在對(它)族類；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查詢求問 到於(他)同一者 為要 到於(它)那 到於(它)鬼魔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向外投擲出來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女兒 從屬(她)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她)那 (她)女人 (她)希利尼女人， (她)敘利非尼基 在對(它)那 在對(它)族類；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查詢求問 到於(他)同一者 為要 到於(它)那 到於(它)鬼魔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向外投擲出來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女兒 從屬(她)同一者。

可 7:27 kai. e;legen auvth/|( :Afej prw/ton cortasqh/nai ta. te,kna( ouv ga,r evstin kalo.n labei/n to.n a;rton tw/n
te,knwn kai. toi/j kunari,oij balei/nÅ
But Jesus said unto her, Let the children first be filled: for it is not meet to take the children's bread, and to cast it
unto the dogs.
耶穌對他說：讓兒女們先喫飽；不好拿兒女的餅丟給狗喫。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在對(她)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就要任憑釋放離開 首先地 那時(也是)要去被餵飽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孩子； 不是/不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美好適當的 那時(也是)要去拿取 到於(他)那

到於(他)麵餅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孩子， 並且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小狗 那時(也是)要去投擲。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她)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就要任憑釋放離開 首先地

那時(也是)要去被餵飽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孩子； 不是/不 因為 (它)美好適當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那時(也是)要去拿取 到於(他)那 到於(他)麵餅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孩子，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投擲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小狗。

可 7:28 h` de. avpekri,qh kai. le,gei auvtw/|( Ku,rie( kai. ta. kuna,ria ùpoka,tw th/j trape,zhj evsqi,ousin avpo. tw/n
yici,wn tw/n paidi,wnÅ
And she answered and said unto him, Yes, Lord: yet the dogs under the table eat of the children's crumbs.
婦人回答說：主阿，不錯；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喫孩子們的碎渣兒。

(她)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阿,(他)主人； 並且

(它們)那些 (它們)小狗 在下面地 從屬(她)那 從屬(她)桌子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喫食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小碎渣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小孩童。
[經文變異RT]

(她)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註1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誠然為是，

阿,(他)主人； 並且 因為 (它們)那些 (它們)小狗 在下面地 從屬(她)那 從屬(她)桌子 他/她/它現在持續喫食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小碎渣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小孩童。

註1：“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經文變異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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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誠然為是，

阿,(他)主人； 並且 (它們)那些 (它們)小狗 在下面地 從屬(她)那 從屬(她)桌子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喫食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小碎渣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小孩童。

可 7:29 kai. ei=pen auvth/|( Dia. tou/ton to.n lo,gon u[page( evxelh,luqen evk th/j qugatro,j sou to. daimo,nionÅ
And he said unto her, For this saying go thy way; the devil is gone out of thy daughter.
耶穌對他說：因這句話，你回去罷；鬼已經離開你的女兒了。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她)同一者，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他)那同一者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你現在就要持續退開去； 他/她/它現在已經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女兒 從屬你 (它)那 (它)鬼魔。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她)同一者，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他)那同一者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你現在就要持續退開去； 他/她/它現在已經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它)那 (它)鬼魔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女兒 從屬你。

可 7:30 kai. avpelqou/sa eivj to.n oi=kon auvth/j eu-ren to. paidi,on beblhme,non evpi. th.n kli,nhn kai. to. daimo,nion
evxelhluqo,jÅ
And when she was come to her house, she found the devil gone out, and her daughter laid upon the bed.
他就回家去，見小孩子躺在床上，鬼已經出去了。

並且 (她)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住處家室 從屬(她)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找到尋見 到於(它)那 到於(它)小孩童 到於(它)現在已經被投擲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躺椅臥墊 並且 到於(它)那 到於(它)鬼魔 到於(它)現在已經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她)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住處家室 從屬(她)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找到尋見 到於(它)那 到於(它)鬼魔 到於(它)現在已經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女兒 到於(她)現在已經被投擲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躺椅臥墊。

可 7:31 Kai. pa,lin evxelqw.n evk tw/n òri,wn Tu,rou h=lqen dia. Sidw/noj eivj th.n qa,lassan th/j Galilai,aj avna.
me,son tw/n òri,wn Dekapo,lewjÅ
And again, departing from the coasts of Tyre and Sidon, he came unto the sea of Galilee, through the midst of
the coasts of Decapolis.
耶穌又離了推羅的境界，經過西頓，就從低加波利境內來到加利利海。

並且 重新又再地 (他)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具範圍界限之線

從屬(她)推羅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西頓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海 從屬(她)那

從屬(她)加利利 向上到/各向上到 到於(它)中間當中的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具範圍界限之線

從屬(她)低加波利。
[經文變異RT]

並且 重新又再地 (他)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具範圍界限之線

從屬(她)推羅 並且 從屬(她)西頓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那 到於(她)海 從屬(她)那

從屬(她)加利利 向上到/各向上到 到於(它)中間當中的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具範圍界限之線

從屬(她)低加波利。

可 7:32 kai. fe,rousin auvtw/| kwfo.n kai. mogila,lon kai. parakalou/sin auvto.n i[na evpiqh/| auvtw/| th.n cei/raÅ
And they bring unto him one that was deaf, and had an impediment in his speech; and they beseech him to put
his hand upon him.
有人帶著一個耳聾舌結的人，來見耶穌，求他按手在他身上。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負載攜帶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他)聽講遲鈍的 並且 到於(他)講話結巴的；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勸勉請求 到於(他)同一者，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置放擺設在上面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她)那 到於(她)手。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負載攜帶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他)聽講遲鈍的， 到於(他)講話結巴的；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勸勉請求 到於(他)同一者，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置放擺設在上面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她)那 到於(她)手。

可 7:33 kai. avpolabo,menoj auvto.n avpo. tou/ o;clou katV ivdi,an e;balen tou.j daktu,louj auvtou/ eivj ta. w=ta auvtou/ kai.
ptu,saj h[yato th/j glw,sshj auvtou/(
And he took him aside from the multitude, and put his fingers into his ears, and he spit, and touched his tongue;
耶穌領他離開眾人，到一邊去，就用指頭探他的耳朵，吐唾沫抹他的舌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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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從那裏拿取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群眾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私人個別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投擲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手指 從屬(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耳朵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那時(也是)吐唾沫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觸摸連接 從屬(她)那

從屬(她)舌頭/語言 從屬(他)同一者；

可 7:34 kai. avnable,yaj eivj to.n ouvrano.n evste,naxen kai. le,gei auvtw/|( Effaqa( o[ evstin( Dianoi,cqhtiÅ
And looking up to heaven, he sighed, and saith unto him, Ephphatha, that is, Be opened.
望天歎息，對他說：以法大；就是說，開了罷。

並且 (他)那時(也是)再向上著眼觀看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天空/天 他/她/它那時(也是)歎息，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以法大； (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你那時(也是)就要被徹底地向上開啟打開。

可 7:35 kai. Îeuvqe,wjÐ hvnoi,ghsan auvtou/ ai` avkoai,( kai. evlu,qh ò desmo.j th/j glw,sshj auvtou/ kai. evla,lei ovrqw/jÅ
And straightway his ears were opened, and the string of his tongue was loosed, and he spake plain.
他的耳朵就開了，舌結也解了，說話也清楚了。

並且 平直直接地[同#2117]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向上開啟打開 從屬(他)同一者 (她們)那些 (她們)聽聞，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鬆綁脫解 (他)那 (他)捆鎖 從屬(她)那 從屬(她)舌頭/語言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發言講說 豎正直立地。
[經文變異RT]

並且 平直直接地[同#2117]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徹底地向上開啟打開 從屬(他)同一者 (她們)那些 (她們)聽聞，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鬆綁脫解 (他)那 (他)捆鎖 從屬(她)那 從屬(她)舌頭/語言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發言講說 豎正直立地。
[經文變異WH]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向上開啟打開 從屬(他)同一者 (她們)那些 (她們)聽聞，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鬆綁脫解 (他)那 (他)捆鎖 從屬(她)那 從屬(她)舌頭/語言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發言講說 豎正直立地。

可 7:36 kai. diestei,lato auvtoi/j i[na mhdeni. le,gwsin\ o[son de. auvtoi/j dieste,lleto( auvtoi. ma/llon perisso,teron
evkh,russonÅ
And he charged them that they should tell no man: but the more he charged them, so much the more a great
deal they published it;
耶穌囑咐他們，不要告訴人；但他越發囑咐，他們越發傳揚開了。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區分定規 在對(他們)同一者， 為要 在對(他)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道說； 到於(它)這每一切 然而也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區分定規，

(他們)同一者 更特別尤其地 到於(它)更格外多的註1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傳達宣講。

註1：“到於(它)更格外多的”文法上亦可以為“更格外多地”。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區分定規 在對(他們)同一者， 為要 在對(他)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到於(它)這每一切 然而也 (他)同一者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區分定規， 更特別尤其地 到於(它)更格外多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傳達宣講。

可 7:37 kai. ùperperissw/j evxeplh,ssonto le,gontej( Kalw/j pa,nta pepoi,hken( kai. tou.j kwfou.j poiei/ avkou,ein kai.
Îtou.jÐ avla,louj lalei/nÅ
And were beyond measure astonished, saying, He hath done all things well: he maketh both the deaf to hear,
and the dumb to speak.
眾人分外希奇，說：他所作的事都好，他連聾子也叫他們聽見，啞吧也叫他們說話。

並且 特別格外多地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被震驚詫異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美好適當地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已經行出作成；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聽講遲鈍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現要去持續聲聞耳聽，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啞吧的 現要去持續發言講說。
[經文變異WH]

並且 特別格外多地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被震驚詫異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美好適當地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已經行出作成；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聽講遲鈍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現要去持續聲聞耳聽， 並且 到於(他們)啞吧的 現要去持續發言講說。

可 8:1 VEn evkei,naij tai/j hm̀e,raij pa,lin pollou/ o;clou o;ntoj kai. mh. evco,ntwn ti, fa,gwsin( proskalesa,menoj
tou.j maqhta.j le,gei auvtoi/j(
In those days the multitude being very great, and having nothing to eat, Jesus called his disciples unto him,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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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ith unto them,
那時，又有許多人聚集，並沒有甚麼喫的；耶穌叫門徒來，說：

在內 在對(她們)在那裏的那個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日子/白日， 重新又再地 從屬(他)許多的 從屬(他)群眾

從屬(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並且 不會/不要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吃食，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在前面向著促請召喚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門徒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在內 在對(她們)在那裏的那個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日子/白日， 從屬(他)所有每一個地許多的 從屬(他)群眾

從屬(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並且 不會/不要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吃食，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在前面向著促請召喚了的 (他)那 (他)耶穌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可 8:2 Splagcni,zomai evpi. to.n o;clon( o[ti h;dh h̀me,rai trei/j prosme,nousi,n moi kai. ouvk e;cousin ti, fa,gwsin\
I have compassion on the multitude, because they have now been with me three days, and have nothing to eat:
我憐憫這眾人，因為他們同我在這裏已經三天，也沒有喫的了。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動憐慈心腸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群眾， 是這樣 甚而已然如此地

(她們)日子/白日 (她們)三個，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在前面向著停留持守 在對我，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吃食；
[經文變異RT]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動憐慈心腸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群眾， 是這樣 甚而已然如此地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到於(她們)三個註1，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在前面向著停留持守 在對我，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吃食；

註1：“(她們)三個”文法上亦可以為“到於(她們)三個”。

可 8:3 kai. eva.n avpolu,sw auvtou.j nh,steij eivj oi=kon auvtw/n( evkluqh,sontai evn th/| od̀w/|\ kai, tinej auvtw/n avpo.
makro,qen h[kasinÅ
And if I send them away fasting to their own houses, they will faint by the way: for divers of them came from far.
我若打發他們餓著回家，就必在路上困乏；因為其中有從遠處來的。

並且 但凡若是 我那時(也是)應該打發離開 到於(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們)未喫食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住處家室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被鬆軟疲憊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道路途徑； 並且 (他們)任何什麼

從屬(他們)同一者 從那裏離開 從距離遠地 他/她/它們現在已經到達來臨。
[經文變異RT]

並且 但凡若是 我那時(也是)應該打發離開 到於(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們)未喫食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住處家室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被鬆軟疲憊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道路途徑； (他們)任何什麼 因為

從屬(他們)同一者 從距離遠地 他/她/它們現在已經到達來臨。
[經文變異WH]

並且 但凡若是 我那時(也是)應該打發離開 到於(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們)未喫食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住處家室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被鬆軟疲憊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道路途徑； 並且 (他們)任何什麼

從屬(他們)同一者 從那裏離開 從距離遠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MT]

並且 但凡若是 我那時(也是)應該打發離開 到於(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們)未喫食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住處家室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被鬆軟疲憊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道路途徑； (他們)任何什麼 因為

從屬(他們)同一者 從距離遠地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到達來臨。

可 8:4 kai. avpekri,qhsan auvtw/| oi` maqhtai. auvtou/ o[ti Po,qen tou,touj dunh,setai, tij w-de corta,sai a;rtwn evpV
evrhmi,ajÈ
And his disciples answered him, From whence can a man satisfy these men with bread here in the wilderness?
門徒回答說：在這野地，從那裏能得餅，叫這些人喫飽呢。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 在對(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是這樣

從那裏地呢 到於(他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能夠可能 (他)任何什麼 也就在此地 那時(也是)要去餵飽

從屬(他們)麵餅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荒野？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註1
在對(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從那裏地呢

到於(他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能夠可能 (他)任何什麼 也就在此地 那時(也是)要去餵飽 從屬(他們)麵餅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荒野？

註1：“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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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8:5 kai. hvrw,ta auvtou,j( Po,souj e;cete a;rtoujÈ oì de. ei=pan( ~Epta,Å
And he asked them, How many loaves have ye? And they said, Seven.
耶穌問他們說：你們有多少餅。他們說：七個。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查詢求問 到於(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們)這多少呢 你們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他們)麵餅？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到於(他們)七個。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在上面查詢求問 到於(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們)這多少呢 你們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他們)麵餅？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到於(他們)七個。

可 8:6 kai. paragge,llei tw/| o;clw| avnapesei/n evpi. th/j gh/j\ kai. labw.n tou.j ep̀ta. a;rtouj euvcaristh,saj e;klasen
kai. evdi,dou toi/j maqhtai/j auvtou/ i[na paratiqw/sin( kai. pare,qhkan tw/| o;clw|Å
And he commanded the people to sit down on the ground: and he took the seven loaves, and gave thanks, and
brake, and gave to his disciples to set before them; and they did set them before the people.
他吩咐眾人坐在地上，就拿著這七個餅，祝謝了，擘開遞給門徒叫他們擺開，門徒就擺在眾人面前。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命令吩咐 在對(他)那 在對(他)群眾 那時(也是)要去靠後而坐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並且 (他)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七個 到於(他們)麵餅，

(他)那時(也是)感謝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折裂破開，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給與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為要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置放擺設在旁邊；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置放擺設在旁邊

在對(他)那 在對(他)群眾。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命令吩咐 在對(他)那 在對(他)群眾 那時(也是)要去靠後而坐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並且 (他)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七個 到於(他們)麵餅，

(他)那時(也是)感謝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折裂破開，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給與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為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置放擺設在旁邊；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置放擺設在旁邊

在對(他)那 在對(他)群眾。

可 8:7 kai. ei=con ivcqu,dia ovli,ga\ kai. euvlogh,saj auvta. ei=pen kai. tau/ta paratiqe,naiÅ
And they had a few small fishes: and he blessed, and commanded to set them also before them.
又有幾條小魚；耶穌祝了福，就吩咐也擺在眾人面前。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持有 到於(它們)小魚 到於(它們)些微少許的； 並且 (他)那時(也是)祝福稱讚了的

到於(它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並且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置放擺設在旁邊。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持有 到於(它們)小魚 到於(它們)些微少許的； 並且 (他)那時(也是)祝福稱讚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那時(也是)要去置放擺設在旁邊 並且 到於(它們)同一者。

可 8:8 kai. e;fagon kai. evcorta,sqhsan( kai. h=ran perisseu,mata klasma,twn ep̀ta. spuri,dajÅ
So they did eat, and were filled: and they took up of the broken meat that was left seven baskets.
眾人都喫，並且喫飽了；收拾剩下的零碎，有七筐子。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吃食，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餵飽；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提起

到於(它們)所成格外多 從屬(它們)碎片 到於(她們)七個 到於(她們)簍筐。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吃食 然而也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餵飽；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提起

到於(它們)所成格外多 從屬(它們)碎片 到於(她們)七個 到於(她們)簍筐。

可 8:9 h=san de. wj̀ tetrakisci,lioiÅ kai. avpe,lusen auvtou,jÅ
And they that had eaten were about four thousand: and he sent them away.
人數約有四千。耶穌打發他們走了，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正如地 (他們)四千個；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打發離開 到於(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他們)那些 (他們)那時(也是)吃食了的 正如地 (他們)四千個；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打發離開 到於(他們)同一者。

可 8:10 Kai. euvqu.j evmba.j eivj to. ploi/on meta. tw/n maqhtw/n auvtou/ h=lqen eivj ta. me,rh Dalmanouqa,Å
And straightway he entered into a ship with his disciples, and came into the parts of Dalmanutha.
隨即同門徒上船，來到大瑪努他境內。

並且 平直直接地 (他)那時(也是)步入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船隻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部分

從屬(她)大瑪努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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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變異RT]

並且 平直直接地[同#2117] (他)那時(也是)步入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船隻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部分

從屬(她)大瑪努他。

可 8:11 Kai. evxh/lqon oì Farisai/oi kai. h;rxanto suzhtei/n auvtw/|( zhtou/ntej parV auvtou/ shmei/on avpo. tou/
ouvranou/( peira,zontej auvto,nÅ
And the Pharisees came forth, and began to question with him, seeking of him a sign from heaven, tempting
him.
法利賽人出來盤問耶穌，求他從天上顯個神蹟給他們看，想要試探他。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他們)那些 (他們)法利賽人，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

現要去持續共同探索尋求 在對(他)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探索尋求了的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它)識別之表記徵兆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他們)現正持續使有探測試驗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可 8:12 kai. avnastena,xaj tw/| pneu,mati auvtou/ le,gei( Ti, h` genea. au[th zhtei/ shmei/onÈ avmh.n le,gw ùmi/n( eiv
doqh,setai th/| genea/| tau,th| shmei/onÅ
And he sighed deeply in his spirit, and saith, Why doth this generation seek after a sign? verily I say unto you,
There shall no sign be given unto this generation.
耶穌心裏深深的歎息說：這世代為甚麼求神蹟呢。我實在告訴你們，沒有神蹟給這世代看。

並且 (他)那時(也是)深深歎息了的 在對(它)那 在對(它)靈/風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她)那 (她)族類之世代 (她)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探索尋求 到於(它)識別之表記徵兆？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若是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給與註1
在對(她)那 在對(她)族類之世代 在對(她)那同一者

(它)識別之表記徵兆。
註1：若是+將要(持續)......之條件語句，為希伯來文之省略型的祈咒慣用語，指明絕不會如此發生。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深深歎息了的 在對(它)那 在對(它)靈/風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她)那 (她)族類之世代 (她)那同一者 到於(它)識別之表記徵兆

他/她/它現在持續在上面探索尋求？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若是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給與 在對(她)那

在對(她)族類之世代 在對(她)那同一者 (它)識別之表記徵兆。
[經文變異WH]

並且 (他)那時(也是)深深歎息了的 在對(它)那 在對(它)靈/風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她)那 (她)族類之世代 (她)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探索尋求 到於(它)識別之表記徵兆？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若是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給與 在對(她)那 在對(她)族類之世代 在對(她)那同一者

(它)識別之表記徵兆。

可 8:13 kai. avfei.j auvtou.j pa,lin evmba.j avph/lqen eivj to. pe,ranÅ
And he left them, and entering into the ship again departed to the other side.
他就離開他們，又上船往海那邊去了。

並且 (他)那時(也是)任憑釋放離開了的 到於(他們)同一者， 重新又再地 (他)那時(也是)步入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於那邊地。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任憑釋放離開了的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步入了的 重新又再地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船隻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於那邊地。
[經文變異MT]

並且 (他)那時(也是)任憑釋放離開了的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步入了的 重新又再地 向內進入

到於(它)船隻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於那邊地。

可 8:14 Kai. evpela,qonto labei/n a;rtouj kai. eiv mh. e[na a;rton ouvk ei=con meqV èautw/n evn tw/| ploi,w|Å
Now the disciples had forgotten to take bread, neither had they in the ship with them more than one loaf.
門徒忘了帶餅；在船上除了一個餅，沒有別的食物。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忽略遺忘 那時(也是)要去拿取 到於(他們)麵餅； 並且 若是 不會/不要 到於(他)一個

到於(他)麵餅， 不是/不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持有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同一者自己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船隻。
[經文變異MT]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忽略遺忘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那時(也是)要去拿取 到於(他們)麵餅； 並且 若是

不會/不要 到於(他)一個 到於(他)麵餅， 不是/不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持有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同一者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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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船隻。

可 8:15 kai. dieste,lleto auvtoi/j le,gwn( ~Ora/te( ble,pete avpo. th/j zu,mhj tw/n Farisai,wn kai. th/j zu,mhj ~Hrw,|douÅ
And he charged them, saying, Take heed, beware of the leaven of the Pharisees, and of the leaven of Herod.
耶穌囑咐他們說：你們要謹慎，防備法利賽人的酵，和希律的酵。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區分定規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看見清楚，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著眼觀看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酵素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法利賽人 並且

從屬(她)那 從屬(她)酵素 從屬(他)希律。

可 8:16 kai. dielogi,zonto pro.j avllh,louj o[ti :Artouj ouvk e;cousinÅ
And they reasoned among themselves, saying, It is because we have no bread.
他們彼此議論說：這是因為我們沒有餅罷。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思量議論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彼此， 是這樣 到於(他們)麵餅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持有。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思量議論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彼此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是這樣

到於(他們)麵餅 不是/不 我們現在持續持有。

可 8:17 kai. gnou.j le,gei auvtoi/j( Ti, dialogi,zesqe o[ti a;rtouj ouvk e;ceteÈ ou;pw noei/te ouvde. suni,eteÈ
pepwrwme,nhn e;cete th.n kardi,an ùmw/nÈ
And when Jesus knew it, he saith unto them, Why reason ye, because ye have no bread? perceive ye not yet,
neither understand? have ye your heart yet hardened?
耶穌看出來，就說：你們為甚麼因為沒有餅就議論呢。你們還不省悟，還不明白麼；你們的心還是愚頑麼。

並且 (他)那時(也是)認識知道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思量議論， 是這樣 到於(他們)麵餅 不是/不 你們現在持續持有？ 尚未地

你們現在持續領悟認知， 然而也不是地 你們現在持續貫通理解？ 到於(她)現在已經被結趼硬化了的

你們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那 到於(她)內心 從屬你們？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認識知道了的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思量議論， 是這樣 到於(他們)麵餅 不是/不 你們現在持續持有？ 尚未地

你們現在持續領悟認知， 然而也不是地 你們現在持續貫通理解？ 依然仍舊地 到於(她)現在已經被結趼硬化了的

你們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那 到於(她)內心 從屬你們？

可 8:18 ovfqalmou.j e;contej ouv ble,pete kai. w=ta e;contej ouvk avkou,eteÈ kai. ouv mnhmoneu,ete(
Having eyes, see ye not? and having ears, hear ye not? and do ye not remember?
你們有眼睛，看不見麼，有耳朵，聽不見麼；也不記得麼。

到於(他們)眼睛 (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豈非呢 你們現在持續著眼觀看？ 並且 到於(它們)耳朵

(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豈非呢 你們現在持續聲聞耳聽？ 並且 豈非呢 你們現在持續記念想起？
[不同標點]

到於(他們)眼睛 (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豈非呢 你們現在持續著眼觀看？ 並且 到於(它們)耳朵

(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豈非呢 你們現在持續聲聞耳聽？ 並且 豈非呢 你們現在持續記念想起，

可 8:19 o[te tou.j pe,nte a;rtouj e;klasa eivj tou.j pentakiscili,ouj( po,souj kofi,nouj klasma,twn plh,reij h;rateÈ
le,gousin auvtw/|( Dw,dekaÅ
When I brake the five loaves among five thousand, how many baskets full of fragments took ye up? They say
unto him, Twelve.
我擘開那五個餅分給五千人，你們收拾的零碎，裝滿了多少籃子呢。他們說：十二個。

當這時地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五個 到於(他們)麵餅 我那時(也是)折裂破開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五千個， 到於(他們)這多少呢 到於(他們)柳條籃子 從屬(它們)碎片 到於(他們)充滿添足的

你們那時(也是)提起？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他們)十二個。
[經文變異RT]

當這時地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五個 到於(他們)麵餅 我那時(也是)折裂破開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五千個， 到於(他們)這多少呢 到於(他們)柳條籃子 到於(他們)充滿添足的 從屬(它們)碎片

你們那時(也是)提起？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他們)十二個。

可 8:20 {Ote tou.j ep̀ta. eivj tou.j tetrakiscili,ouj( po,swn spuri,dwn plhrw,mata klasma,twn h;rateÈ kai. le,gousin
Îauvtw/|Ð( ~Epta,Å
And when the seven among four thousand, how many baskets full of fragments took ye up? And they said,
Seven.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  簡易閲讀版  266

266

又擘開那七個餅分給四千人，你們收拾的零碎，裝滿了多少筐子呢。他們說：七個。

當這時地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七個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四千個， 從屬(她們)這多少呢

從屬(她們)簍筐 到於(它們)所用以充滿添足/所被充滿添足 從屬(它們)碎片 你們那時(也是)提起？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她們)七個。
[經文變異RT]

當這時地 然而也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七個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四千個， 從屬(她們)這多少呢

從屬(她們)簍筐 到於(它們)所用以充滿添足/所被充滿添足 從屬(它們)碎片 你們那時(也是)提起？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到於(她們)七個。

可 8:21 kai. e;legen auvtoi/j( Ou;pw suni,eteÈ
And he said unto them, How is it that ye do not understand?
耶穌說：你們還是不明白麼。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尚未地 你們現在持續貫通理解？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尚未地 怎樣如何地呢 不是/不 你們現在持續貫通理解？

可 8:22 Kai. e;rcontai eivj Bhqsai?da,nÅ kai. fe,rousin auvtw/| tuflo.n kai. parakalou/sin auvto.n i[na auvtou/ a[yhtaiÅ
And he cometh to Bethsaida; and they bring a blind man unto him, and besought him to touch him.
他們來到伯賽大，有人帶一個瞎子來，求耶穌摸他。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她)伯賽大。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負載攜帶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他)瞎眼的，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勸勉請求 到於(他)同一者， 為要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觸摸連接。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她)伯賽大。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負載攜帶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他)瞎眼的，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勸勉請求 到於(他)同一者， 為要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觸摸連接。

可 8:23 kai. evpilabo,menoj th/j ceiro.j tou/ tuflou/ evxh,negken auvto.n e;xw th/j kw,mhj kai. ptu,saj eivj ta. o;mmata
auvtou/( evpiqei.j ta.j cei/raj auvtw/| evphrw,ta auvto,n( Ei; ti ble,peijÈ
And he took the blind man by the hand, and led him out of the town; and when he had spit on his eyes, and put
his hands upon him, he asked him if he saw ought.
耶穌拉著瞎子的手，領他到村外；就吐唾沫在他眼睛上，按手在他身上，問他說：你看見甚麼了。

並且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拿取到了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手 從屬(他)那 從屬(他)瞎眼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負載攜帶出來 到於(他)同一者 在外面地 從屬(她)那 從屬(她)鄉村， 並且

(他)那時(也是)吐唾沫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眼目 從屬(他)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置放擺設在上面了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手 在對(他)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在上面查詢求問

到於(他)同一者， 若是 到於(它)任何什麼 你現在持續著眼觀看？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拿取到了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手 從屬(他)那 從屬(他)瞎眼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帶領出來 到於(他)同一者 在外面地 從屬(她)那 從屬(她)鄉村， 並且

(他)那時(也是)吐唾沫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眼目 從屬(他)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置放擺設在上面了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手 在對(他)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在上面查詢求問

到於(他)同一者， 若是 到於(它)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著眼觀看？

可 8:24 kai. avnable,yaj e;legen( Ble,pw tou.j avnqrw,pouj o[ti wj̀ de,ndra òrw/ peripatou/ntajÅ
And he looked up, and said, I see men as trees, walking.
他就抬頭一看，說：我看見人了；他們好像樹木，並且行走。

並且 (他)那時(也是)再向上著眼觀看了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我現在持續著眼觀看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人，

是這樣 正如地 到於(它們)樹木 我現在持續看見清楚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來往昂然踏行了的。
[經文變異Scrivener]

並且 (他)那時(也是)再向上著眼觀看了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我現在持續著眼觀看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人

正如地 到於(它們)樹木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來往昂然踏行了的。

可 8:25 ei=ta pa,lin evpe,qhken ta.j cei/raj evpi. tou.j ovfqalmou.j auvtou/( kai. die,bleyen kai. avpekate,sth kai.
evne,blepen thlaugw/j a[pantaÅ
After that he put his hands again upon his eyes, and made him look up: and he was restored, and saw every
man clearly.
隨後又按手在他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復了原，樣樣都看得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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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後地 重新又再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置放擺設在上面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手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眼睛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透澈地眼看，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復位還原，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用心觀看 清楚地 到於(它們)同時一齊地所有每一個的。
[經文變異RT]

其後地 重新又再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置放擺設在上面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手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眼睛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到於(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再向上著眼觀；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復位還原，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用心觀看 清楚地

到於(他們)同時一齊地所有每一個的。
[經文變異WH]

其後地 重新又再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置放擺設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手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眼睛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透澈地眼看，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復位還原，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用心觀看 清楚地 到於(它們)同時一齊地所有每一個的。

可 8:26 kai. avpe,steilen auvto.n eivj oi=kon auvtou/ le,gwn( Mhde. eivj th.n kw,mhn eivse,lqh|jÅ
And he sent him away to his house, saying, Neither go into the town, nor tell it to any in the town.
耶穌打發他回家，說：連這村子你也不要進去。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到於(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他)住處家室 從屬(他)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然而也不要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鄉村 你那時(也是)應該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到於(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住處家室 從屬(他)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然而也不要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鄉村 你那時(也是)應該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然而也不要 你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在對(他)任何什麼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鄉村。

可 8:27 Kai. evxh/lqen ò VIhsou/j kai. oi` maqhtai. auvtou/ eivj ta.j kw,maj Kaisarei,aj th/j Fili,ppou\ kai. evn th/| òdw/|
evphrw,ta tou.j maqhta.j auvtou/ le,gwn auvtoi/j( Ti,na me le,gousin oì a;nqrwpoi ei=naiÈ
And Jesus went out, and his disciples, into the towns of Caesarea Philippi: and by the way he asked his
disciples, saying unto them, Whom do men say that I am?
耶穌和門徒出去，往該撒利亞腓立比的村莊去。在路上問門徒說：人說我是誰。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他)那 (他)耶穌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鄉村 從屬(她)該撒利亞 從屬(她)那 從屬(他)腓利； 並且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道路途徑 他/她/它當時持續在上面查詢求問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任何什麼呢 到於我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他們)那些 (他們)人

現要去持續是？

可 8:28 oi` de. ei=pan auvtw/| le,gontej Îo[tiÐ VIwa,nnhn to.n baptisth,n( kai. a;lloi( VHli,an( a;lloi de. o[ti ei-j tw/n
profhtw/nÅ
And they answered, John the Baptist: but some say, Elias; and others, One of the prophets.
他們說：有人說：是施洗的約翰；有人說：是以利亞；又有人說：是先知裏的一位。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是這樣 到於(他)約翰

到於(他)那 到於(他)浸洗者； 並且 (他們)另外不同的， 到於(他)以利亞； (他們)另外不同的 然而也， 是這樣

(他)一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註1， 到於(他)約翰 到於(他)那 到於(他)浸洗者； 並且

(他們)另外不同的， 到於(他)以利亞； (他們)另外不同的 然而也， 到於(他)一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註1：“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可 8:29 kai. auvto.j evphrw,ta auvtou,j( ~Umei/j de. ti,na me le,gete ei=naiÈ avpokriqei.j ò Pe,troj le,gei auvtw/|( Su. ei= ò
Cristo,jÅ
And he saith unto them, But whom say ye that I am? And Peter answereth and saith unto him, Thou art the
Christ.
又問他們說：你們說我是誰。彼得回答說：你是基督。

並且 (他)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在上面查詢求問 到於(他們)同一者， 你們 然而也 到於(他)任何什麼呢 到於我

你們現在持續道說 現要去持續是？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那 (他)彼得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你 你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基督。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你們 然而也 到於(他)任何什麼呢 到於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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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現在持續道說 現要去持續是？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彼得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你 你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基督。

可 8:30 kai. evpeti,mhsen auvtoi/j i[na mhdeni. le,gwsin peri. auvtou/Å
And he charged them that they should tell no man of him.
耶穌就禁戒他們，不要告訴人。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評斷申誡 在對(他們)同一者， 為要 在對(他)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道說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同一者。

可 8:31 Kai. h;rxato dida,skein auvtou.j o[ti dei/ to.n uiò.n tou/ avnqrw,pou polla. paqei/n kai. avpodokimasqh/nai ùpo.
tw/n presbute,rwn kai. tw/n avrciere,wn kai. tw/n grammate,wn kai. avpoktanqh/nai kai. meta. trei/j hm̀e,raj
avnasth/nai\
And he began to teach them, that the Son of man must suffer many things, and be rejected of the elders, and of
the chief priests, and scribes, and be killed, and after three days rise again.
從此他教訓他們說，人子必須受許多的苦，被長老祭司長和文士棄絕，並且被殺，過三天復活。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 現要去持續教導 到於(他們)同一者， 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到於(它們)許多的

那時(也是)要去經歷承受，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被查驗而否決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更年長的

並且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大祭司 並且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書記文士，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被殺害除掉， 並且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她們)三個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那時(也是)要去再站立起來；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 現要去持續教導 到於(他們)同一者， 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到於(它們)許多的

那時(也是)要去經歷承受，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被查驗而否決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更年長的 並且

從屬(他們)大祭司 並且 從屬(他們)書記文士，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被殺害除掉， 並且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她們)三個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那時(也是)要去再站立起來；

可 8:32 kai. parrhsi,a| to.n lo,gon evla,leiÅ kai. proslabo,menoj ò Pe,troj auvto.n h;rxato evpitima/n auvtw/|Å
And he spake that saying openly. And Peter took him, and began to rebuke him.
耶穌明明的說這話，彼得就拉著他，勸他。

並且 在對(她)放膽公開直言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他/她/它當時持續發言講說。 並且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在前面向著拿取了的 (他)那 (他)彼得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

現要去持續評斷申誡 在對(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在對(她)放膽公開直言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他/她/它當時持續發言講說。 並且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在前面向著拿取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他)那 (他)彼得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

現要去持續評斷申誡 在對(他)同一者。

可 8:33 ò de. evpistrafei.j kai. ivdw.n tou.j maqhta.j auvtou/ evpeti,mhsen Pe,trw| kai. le,gei( {Upage ovpi,sw mou(
Satana/( o[ti ouv fronei/j ta. tou/ qeou/ avlla. ta. tw/n avnqrw,pwnÅ
But when he had turned about and looked on his disciples, he rebuked Peter, saying, Get thee behind me,
Satan: for thou savourest not the things that be of God, but the things that be of men.
耶穌轉過來，看著門徒，就責備彼得說：撒但，退我後邊去罷；因為你不體貼神的意思，只體貼人的意思。

(他)那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被在上面轉動翻轉了的 並且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評斷申誡 在對(他)彼得，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你現在就要持續退開去

向在後面地 從屬我， 阿,(他)撒但； 是這樣 不是/不 你現在持續感受體察 到於(它們)那些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但乃是 到於(它們)那些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人。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被在上面轉動翻轉了的 並且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評斷申誡 在對(他)那 在對(他)彼得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現在就要持續退開去

向在後面地 從屬我， 阿,(他)撒但； 是這樣 不是/不 你現在持續感受體察 到於(它們)那些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但乃是 到於(它們)那些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人。

可 8:34 Kai. proskalesa,menoj to.n o;clon su.n toi/j maqhtai/j auvtou/ ei=pen auvtoi/j( Ei; tij qe,lei ovpi,sw mou
avkolouqei/n( avparnhsa,sqw eàuto.n kai. avra,tw to.n stauro.n auvtou/ kai. avkolouqei,tw moiÅ
And when he had called the people unto him with his disciples also, he said unto them, Whosoever will come
after me, let him deny himself, and take up his cross, and follow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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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叫眾人和門徒來，對他們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

並且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在前面向著促請召喚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群眾 共同一起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若是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定意 向在後面地 從屬我 現要去持續跟隨，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完全否認拒絕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提起 到於(他)那 到於(他)十字架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跟隨 在對我。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在前面向著促請召喚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群眾 共同一起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定意 向在後面地 從屬我 那時(也是)要去到來前往，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完全否認拒絕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提起 到於(他)那 到於(他)十字架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跟隨 在對我。
[經文變異WH]

並且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在前面向著促請召喚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群眾 共同一起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若是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定意 向在後面地 從屬我 那時(也是)要去到來前往，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完全否認拒絕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提起 到於(他)那 到於(他)十字架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跟隨 在對我。

可 8:35 o]j ga.r eva.n qe,lh| th.n yuch.n auvtou/ sw/sai avpole,sei auvth,n\ o]j dV a'n avpole,sei th.n yuch.n auvtou/ e[neken
evmou/ kai. tou/ euvaggeli,ou sw,sei auvth,nÅ
For whosoever will save his life shall lose it; but whosoever shall lose his life for my sake and the gospel's, the
same shall save it.
因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生命或作靈魂下同〕必喪掉生命；凡為我和福音喪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

(他)這個 因為 但凡若是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定意 到於(她)那 到於(她)生魂意念 從屬(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拯救， 他/她/它將要(持續)毀掉除滅 到於(她)同一者； (他)這個 然而也 但凡

他/她/它將要(持續)毀掉除滅 到於(她)那 到於(她)生魂意念 從屬(他)同一者 由于為此地 從屬"我" 並且 從屬(它)那

從屬(它)福音佳訊， 他/她/它將要(持續)拯救 到於(她)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這個 因為 但凡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定意 到於(她)那 到於(她)生魂意念 從屬(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拯救，

他/她/它將要(持續)毀掉除滅 到於(她)同一者； (他)這個 然而也 但凡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毀掉除滅 到於(她)那

到於(她)生魂意念 從屬(他)同一者 由于為此地 從屬"我" 並且 從屬(它)那 從屬(它)福音佳訊，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拯救 到於(她)同一者。
[經文變異WH]

(他)這個 因為 但凡若是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定意 到於(她)那 從屬(他)同一者自己 到於(她)生魂意念

那時(也是)要去拯救， 他/她/它將要(持續)毀掉除滅 到於(她)同一者； (他)這個 然而也 但凡

他/她/它將要(持續)毀掉除滅 到於(她)那 到於(她)生魂意念 從屬(他)同一者 由于為此地 從屬"我" 並且 從屬(它)那

從屬(它)福音佳訊， 他/她/它將要(持續)拯救 到於(她)同一者。

可 8:36 ti, ga.r wvfelei/ a;nqrwpon kerdh/sai to.n ko,smon o[lon kai. zhmiwqh/nai th.n yuch.n auvtou/È
For what shall it profit a man, if he shall gain the whole world, and lose his own soul?
人就是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甚麼益處呢。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利益 到於(他)人 那時(也是)要去贏取賺得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美容妝束/世界 到於(他)整個全部的，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被促使有損害虧失 到於(她)那 到於(她)生魂意念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因為 他/她/它將要(持續)成利益 到於(他)人， 但凡若是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贏取賺得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美容妝束/世界 到於(他)整個全部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促使有損害虧失 到於(她)那

到於(她)生魂意念 從屬(他)同一者？

可 8:37 ti, ga.r doi/ a;nqrwpoj avnta,llagma th/j yuch/j auvtou/È
Or what shall a man give in exchange for his soul?
人還能拿什麼換生命呢。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因為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給與 (他)人 到於(它)相對交換物 從屬(她)那 從屬(她)生魂意念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  簡易閲讀版  270

270

甚或/或而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將要(持續)給與 (他)人 到於(它)相對交換物 從屬(她)那 從屬(她)生魂意念

從屬(他)同一者？

可 8:38 o]j ga.r eva.n evpaiscunqh/| me kai. tou.j evmou.j lo,gouj evn th/| genea/| tau,th| th/| moicali,di kai. am̀artwlw/|( kai.
ò uìo.j tou/ avnqrw,pou evpaiscunqh,setai auvto,n( o[tan e;lqh| evn th/| do,xh| tou/ patro.j auvtou/ meta. tw/n avgge,lwn tw/n
ag̀i,wnÅ
Whosoever therefore shall be ashamed of me and of my words in this adulterous and sinful generation; of him
also shall the Son of man be ashamed, when he cometh in the glory of his Father with the holy angels.
凡在這淫亂罪惡的世代，把我和我的道當作可恥的，人子在他父的榮耀裏，同聖天使降臨的時候，也要把那人當

作可恥的。

(他)這個 因為 但凡若是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在上面挑起羞辱感 到於我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我之物

到於(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族類之世代 在對(她)那同一者 在對(她)那 在對(她)淫婦 並且

在對(她)犯罪的， 並且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在上面挑起羞辱感

到於(他)同一者， 但凡當這時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到來前往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榮耀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從屬(他)同一者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使者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聖的。
[經文變異RT]

(他)這個 因為 但凡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在上面挑起羞辱感 到於我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我之物

到於(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族類之世代 在對(她)那同一者 在對(她)那 在對(她)淫婦 並且

在對(她)犯罪的， 並且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在上面挑起羞辱感

到於(他)同一者， 但凡當這時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到來前往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榮耀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從屬(他)同一者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使者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聖的。

可 9:1 Kai. e;legen auvtoi/j( VAmh.n le,gw ùmi/n o[ti eivsi,n tinej w-de tw/n èsthko,twn oi[tinej ouv mh. geu,swntai
qana,tou e[wj a'n i;dwsin th.n basilei,an tou/ qeou/ evlhluqui/an evn duna,meiÅ
And he said unto them, Verily I say unto you, That there be some of them that stand here, which shall not taste
of death, till they have seen the kingdom of God come with power.
耶穌又對他們說：我實在告訴你們，站在這裏的，有人在沒嘗死味以前，必要看見神的國大有能力臨到。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是這樣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任何什麼 也就在此地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在已經立定站住了的， (他們)這個任何什麼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品嘗 從屬(他)死， 一直直到 但凡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看見察覺

到於(她)那 到於(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到於(她)現在已經到來前往了的 在內 在對(她)能力權能。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是這樣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任何什麼 從屬(他們)那些 也就在此地 從屬(他們)現在已經立定站住了的， (他們)這個任何什麼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品嘗 從屬(他)死， 一直直到 但凡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看見察覺

到於(她)那 到於(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到於(她)現在已經到來前往了的 在內 在對(她)能力權能。

可 9:2 Kai. meta. hm̀e,raj e]x paralamba,nei ò VIhsou/j to.n Pe,tron kai. to.n VIa,kwbon kai. to.n VIwa,nnhn kai.
avnafe,rei auvtou.j eivj o;roj ùyhlo.n katV ivdi,an mo,noujÅ kai. metemorfw,qh e;mprosqen auvtw/n(
And after six days Jesus taketh with him Peter, and James, and John, and leadeth them up into an high
mountain apart by themselves: and he was transfigured before them.
過了六天，耶穌帶著彼得，雅各，約翰，暗暗的上了高山，就在他們面前變了形像；

並且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到於(她們)六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拿取在旁邊 (他)那 (他)耶穌

到於(他)那 到於(他)彼得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雅各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約翰，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向上負載攜帶 到於(他們)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它)高山 到於(它)高的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私人個別的 到於(他們)僅有單獨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塑造成形轉換 從在其前地

從屬(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WH]

並且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到於(她們)六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拿取在旁邊 (他)那 (他)耶穌

到於(他)那 到於(他)彼得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雅各 並且 到於(他)約翰，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向上負載攜帶

到於(他們)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它)高山 到於(它)高的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私人個別的

到於(他們)僅有單獨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塑造成形轉換 從在其前地 從屬(他們)同一者；

可 9:3 kai. ta. im̀a,tia auvtou/ evge,neto sti,lbonta leuka. li,an( oi-a gnafeu.j evpi. th/j gh/j ouv du,natai ou[twj
leuka/naiÅ
And his raiment became shining, exceeding white as snow; so as no fuller on earth can white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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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服放光，極其潔白；地上漂布的，沒有一個能漂得那樣白。

並且 (它們)那些 (它們)衣服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它們)現正持續閃閃耀光了的，

(它們)亮光潔白的 極度非常地， 到於(它們)如此這樣 (他)梳理漂洗工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那同一樣式地 那時(也是)要去促為亮光潔白。
[經文變異RT]

並且 (它們)那些 (它們)衣服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它們)現正持續閃閃耀光了的，

(它們)亮光潔白的 極度非常地 正如地 (她)雪， 到於(它們)如此這樣 (他)梳理漂洗工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那時(也是)要去促為亮光潔白。

可 9:4 kai. w;fqh auvtoi/j VHli,aj su.n Mwu?sei/ kai. h=san sullalou/ntej tw/| VIhsou/Å
And there appeared unto them Elias with Moses: and they were talking with Jesus.
忽然有以利亞同摩西向他們顯現；並且和耶穌說話。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看見注目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以利亞 共同一起 在對(他)摩西；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他們)現正持續共同發言講說了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耶穌。

可 9:5 kai. avpokriqei.j ò Pe,troj le,gei tw/| VIhsou/( ~Rabbi,( kalo,n evstin h̀ma/j w-de ei=nai( kai. poih,swmen trei/j
skhna,j( soi. mi,an kai. Mwu?sei/ mi,an kai. VHli,a| mi,anÅ
And Peter answered and said to Jesus, Master, it is good for us to be here: and let us make three tabernacles;
one for thee, and one for Moses, and one for Elias.
彼得對耶穌說：拉比，〔拉比就是夫子〕我們在這裏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為你，一座為摩西，一座為以利

亞。

並且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那 (他)彼得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那 在對(他)耶穌，

阿,(他)拉比， (它)美好適當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到於我們 也就在此地 現要去持續是； 並且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行出作成 到於(她們)三個 到於(她們)帳幕， 在對你 到於(她)一個/第一 並且 在對(他)摩西

到於(她)一個/第一 並且 在對(他)以利亞 到於(她)一個/第一。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那 (他)彼得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那 在對(他)耶穌，

阿,(他)拉比， (它)美好適當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到於我們 也就在此地 現要去持續是； 並且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行出作成 到於(她們)帳幕 到於(她們)三個， 在對你 到於(她)一個/第一 並且 在對(他)摩西

到於(她)一個/第一 並且 在對(他)以利亞 到於(她)一個/第一。

可 9:6 ouv ga.r h;|dei ti, avpokriqh/|( e;kfoboi ga.r evge,nontoÅ
For he wist not what to say; for they were sore afraid.
彼得不知道說甚麼纔好；因為他們甚是懼怕。

不是/不 因為 他/她/它當時已經看見察覺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生應對回答；

(他們)向外驚恐畏懼的 因為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經文變異RT]

不是/不 因為 他/她/它當時已經看見察覺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將要(持續)發話言說；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因為 (他們)向外驚恐畏懼的。

可 9:7 kai. evge,neto nefe,lh evpiskia,zousa auvtoi/j( kai. evge,neto fwnh. evk th/j nefe,lhj( Ou-to,j evstin ò uiò,j mou ò
avgaphto,j( avkou,ete auvtou/Å
And there was a cloud that overshadowed them: and a voice came out of the cloud, saying, This is my beloved
Son: hear him.
有一朵雲彩來遮蓋他們；也有聲音從雲彩裏出來說：這是我的愛子，你們要聽他。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她)雲團 (她)現正持續蔭庇了的 在對(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她)聲音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雲團，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兒子 從屬我 (他)那 (他)蒙愛的；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聲聞耳聽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她)雲團 (她)現正持續蔭庇了的 在對(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她)聲音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雲團 (她)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兒子 從屬我 (他)那 (他)蒙愛的； 從屬(他)同一者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聲聞耳聽。

可 9:8 kai. evxa,pina peribleya,menoi ouvke,ti ouvde,na ei=don avlla. to.n VIhsou/n mo,non meqV eàutw/nÅ
And suddenly, when they had looked round about, they saw no man any more, save Jesus only with
themselves.
門徒忽然周圍一看，不再見一人，只見耶穌同他們在那裏。

並且 忽然地[同#1810]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周圍環顧了的 不再地 到於(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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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但乃是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到於(他)僅有單獨的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同一者自己。
[經文變異WH]

並且 忽然地[同#1810]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周圍環顧了的 不再地 到於(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同一者自己， 若是 不會/不要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到於(他)僅有單獨的。

可 9:9 Kai. katabaino,ntwn auvtw/n evk tou/ o;rouj diestei,lato auvtoi/j i[na mhdeni. a] ei=don dihgh,swntai( eiv mh.
o[tan ò uiò.j tou/ avnqrw,pou evk nekrw/n avnasth/|Å
And as they came down from the mountain, he charged them that they should tell no man what things they had
seen, till the Son of man were risen from the dead.
下山的時候，耶穌囑咐他們說：人子還沒有從死裏復活，你們不要將所看見的告訴人；

並且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向下行了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高山，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區分定規 在對(他們)同一者， 為要 在對(他)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到於(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詳細敘述， 若是 不會/不要 但凡當這時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死掉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再站立起來。
[經文變異RT]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向下行了的 然而也 從屬(他們)同一者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那 從屬(它)高山，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區分定規 在對(他們)同一者， 為要 在對(他)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詳細敘述 到於(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若是 不會/不要

但凡當這時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死掉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再站立起來。

可 9:10 kai. to.n lo,gon evkra,thsan pro.j èautou.j suzhtou/ntej ti, evstin to. evk nekrw/n avnasth/naiÅ
And they kept that saying with themselves, questioning one with another what the rising from the dead should
mean.
門徒將這話存記在心，彼此議論從死裏復活是甚麼意思。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掌控抓住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他們)現正持續共同探索尋求了的 (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那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死掉的 那時(也是)要去再站立起來？

可 9:11 kai. evphrw,twn auvto.n le,gontej( {Oti le,gousin oi` grammatei/j o[ti VHli,an dei/ evlqei/n prw/tonÈ
And they asked him, saying, Why say the scribes that Elias must first come?
他們就問耶穌說：文士為甚麼說，以利亞必須先來。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在上面查詢求問 到於(他)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是這樣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他們)那些 (他們)書記文士， 是這樣 到於(他)以利亞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那時(也是)要去到來前往 首先地？

可 9:12 ò de. e;fh auvtoi/j( VHli,aj me.n evlqw.n prw/ton avpokaqista,nei pa,nta\ kai. pw/j ge,graptai evpi. to.n uìo.n tou/
avnqrw,pou i[na polla. pa,qh| kai. evxoudenhqh/|È
And he answered and told them, Elias verily cometh first, and restoreth all things; and how it is written of the
Son of man, that he must suffer many things, and be set at nought.
耶穌說：以利亞固然先來，復興萬事；經上不是指著人子說，他要受許多的苦，被人輕慢呢。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宣稱傳講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以利亞 的確 (他)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首先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復位還原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並且 怎樣如何地呢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為要 到於(它們)許多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經歷承受，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藐視？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以利亞 的確

(他)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首先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復位還原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並且 怎樣如何地呢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為要

到於(它們)許多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經歷承受，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藐視？

可 9:13 avlla. le,gw ùmi/n o[ti kai. VHli,aj evlh,luqen( kai. evpoi,hsan auvtw/| o[sa h;qelon( kaqw.j ge,graptai evpV auvto,nÅ
But I say unto you, That Elias is indeed come, and they have done unto him whatsoever they listed, as it is
written of him.
我告訴你們，以利亞已經來了，他們也任意待他，正如經上所指著他的話。

但乃是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是這樣 並且 (他)以利亞 他/她/它現在已經到來前往，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它們)這每一切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定意， 按照正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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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但乃是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是這樣 並且 (他)以利亞 他/她/它現在已經到來前往，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它們)這每一切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定意，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同一者。

可 9:14 Kai. evlqo,ntej pro.j tou.j maqhta.j ei=don o;clon polu.n peri. auvtou.j kai. grammatei/j suzhtou/ntaj pro.j
auvtou,jÅ
And when he came to his disciples, he saw a great multitude about them, and the scribes questioning with them.
耶穌到了門徒那裏，看見有許多人圍著他們，又有文士和他們辯論。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門徒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他)群眾 到於(他)許多的 <在周圍>在周圍 到於(他們)同一者 並且 到於(他們)書記文士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共同探索尋求了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門徒 他/她/它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他)群眾 到於(他)許多的 <在周圍>在周圍 到於(他們)同一者 並且 到於(他們)書記文士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共同探索尋求了的 在對(他們)同一者。

可 9:15 kai. euvqu.j pa/j ò o;cloj ivdo,ntej auvto.n evxeqambh,qhsan kai. prostre,contej hvspa,zonto auvto,nÅ
And straightway all the people, when they beheld him, were greatly amazed, and running to him saluted him.
眾人一見耶穌，都甚希奇，就跑上去問他的安。

並且 平直直接地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他)群眾 (他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成極其驚愕訝異，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在前面向著奔跑疾行了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擁抱問安 到於(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平直直接地[同#2117]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他)群眾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成極其驚愕訝異，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在前面向著奔跑疾行了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擁抱問安 到於(他)同一者。

可 9:16 kai. evphrw,thsen auvtou,j( Ti, suzhtei/te pro.j auvtou,jÈ
And he asked the scribes, What question ye with them?
耶穌問他們說：你們和他們辯論的是甚麼。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上面查詢求問 到於(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們現在持續共同探索尋求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上面查詢求問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書記文士，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們現在持續共同探索尋求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可 9:17 kai. avpekri,qh auvtw/| ei-j evk tou/ o;clou( Dida,skale( h;negka to.n uiò,n mou pro.j se,( e;conta pneu/ma a;lalon\
And one of the multitude answered and said, Master, I have brought unto thee my son, which hath a dumb spirit;
眾人中間有一個人回答說：夫子，我帶了我的兒子到你這裏來，他被啞巴鬼附著；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註1
在對(他)同一者 (他)一個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群眾， 阿,(他)老師，

我那時(也是)負載攜帶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從屬我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 到於(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它)靈/風 到於(它)啞吧的；

註1：“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一個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群眾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阿,(他)老師， 我那時(也是)負載攜帶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從屬我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

到於(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它)靈/風 到於(它)啞吧的；

可 9:18 kai. o[pou eva.n auvto.n katala,bh| rh̀,ssei auvto,n( kai. avfri,zei kai. tri,zei tou.j ovdo,ntaj kai. xhrai,netai\ kai.
ei=pa toi/j maqhtai/j sou i[na auvto. evkba,lwsin( kai. ouvk i;scusanÅ
And wheresoever he taketh him, he teareth him: and he foameth, and gnasheth with his teeth, and pineth away:
and I spake to thy disciples that they should cast him out; and they could not.
無論在那裏，鬼捉弄他，把他摔倒，他就口中流沫，咬牙切齒，身體枯乾，我請過你的門徒把鬼趕出去，他們卻

是不能。

並且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但凡若是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拿取住， 他/她/它現在持續撕裂破損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出泡沫，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吱吱磨響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牙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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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促為枯乾； 並且 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門徒 從屬你， 為要

到於(它)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向外投擲出來；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有強壯大力。
[經文變異RT]

並且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但凡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拿取住， 他/她/它現在持續撕裂破損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出泡沫，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吱吱磨響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牙齒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促為枯乾； 並且 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門徒

從屬你， 為要 到於(它)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向外投擲出來；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有強壯大力。

可 9:19 ò de. avpokriqei.j auvtoi/j le,gei( +W genea. a;pistoj( e[wj po,te pro.j um̀a/j e;somaiÈ e[wj po,te avne,xomai ùmw/nÈ
fe,rete auvto.n pro,j meÅ
He answereth him, and saith, O faithless generation, how long shall I be with you? how long shall I suffer you?
bring him unto me.
耶穌說：噯，不信的世代阿，我在你們這裏要到幾時呢；我忍耐你們要到幾時呢；把他帶到我這裏來罷。

(他)那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哦呀 阿,(她)族類之世代

阿,(她)不誠不信的， 一直直到 何時呢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我將要(持續)是？ 一直直到 何時呢

我將要(持續)讓自己支撐忍受 從屬你們？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負載攜帶 到於(他)同一者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我。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哦呀 阿,(她)族類之世代

阿,(她)不誠不信的， 一直直到 何時呢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我將要(持續)是？ 一直直到 何時呢

我將要(持續)讓自己支撐忍受 從屬你們？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負載攜帶 到於(他)同一者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我。

可 9:20 kai. h;negkan auvto.n pro.j auvto,nÅ kai. ivdw.n auvto.n to. pneu/ma euvqu.j sunespa,raxen auvto,n( kai. pesw.n evpi.
th/j gh/j evkuli,eto avfri,zwnÅ
And they brought him unto him: and when he saw him, straightway the spirit tare him; and he fell on the ground,
and wallowed foaming.
他們就帶了他來。他一見耶穌，鬼便叫他重重的抽瘋；倒在地上，翻來覆去，口中流沫。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負載攜帶 到於(他)同一者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它)那 (它)靈/風 平直直接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使全身抽痙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他)那時(也是)落下墜落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滾動 (他)現正持續出泡沫了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負載攜帶 到於(他)同一者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平直直接地[同#2117] (它)那 (它)靈/風 他/她/它那時(也是)使抽痙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他)那時(也是)落下墜落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滾動 (他)現正持續出泡沫了的。

可 9:21 kai. evphrw,thsen to.n pate,ra auvtou/( Po,soj cro,noj evsti.n wj̀ tou/to ge,gonen auvtw/|È ò de. ei=pen( VEk
paidio,qen\
And he asked his father, How long is it ago since this came unto him? And he said, Of a child.
耶穌問他父親說：他得這病，有多少日子呢。回答說：從小的時候。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上面查詢求問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從屬(他)同一者， (他)這多少呢 (他)時段期間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正如地 (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已經生發成為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向外出來 從小孩童地；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上面查詢求問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從屬(他)同一者， (他)這多少呢 (他)時段期間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正如地 (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已經生發成為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從小孩童地；

可 9:22 kai. polla,kij kai. eivj pu/r auvto.n e;balen kai. eivj u[data i[na avpole,sh| auvto,n\ avllV ei; ti du,nh|( boh,qhson
hm̀i/n splagcnisqei.j evfV hm̀a/jÅ
And ofttimes it hath cast him into the fire, and into the waters, to destroy him: but if thou canst do any thing,
have compassion on us, and help us.
鬼屢次把他扔在火裏，水裏，要滅他；你若能作甚麼，求你憐憫我們，幫助我們。

並且 經常地 並且 向內進入 到於(它)火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投擲 並且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水，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毀掉除滅 到於(他)同一者； 但乃是 若是 到於(它)任何什麼

你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你那時(也是)就要行馳援幫助 在對我們 (他)那時(也是)被動憐慈心腸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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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我們。
[經文變異RT]

並且 經常地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向內進入 到於(它)火 他/她/它那時(也是)投擲 並且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水，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毀掉除滅 到於(他)同一者； 但乃是 若是 到於(它)任何什麼

你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你那時(也是)就要行馳援幫助 在對我們 (他)那時(也是)被動憐慈心腸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我們。

可 9:23 ò de. VIhsou/j ei=pen auvtw/|( To. Eiv du,nh|( pa,nta dunata. tw/| pisteu,ontiÅ
Jesus said unto him, If thou canst believe, all things are possible to him that believeth.
耶穌對他說：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

(他)那 然而也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它)那 若是

你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它們)乃能夠可能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它)那 若是

你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那時(也是)要去置信信託，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它們)乃能夠可能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可 9:24 euvqu.j kra,xaj ò path.r tou/ paidi,ou e;legen( Pisteu,w\ boh,qei mou th/| avpisti,a|Å
And straightway the father of the child cried out, and said with tears, Lord, I believe; help thou mine unbelief.
孩子的父親立時喊著說：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幫助。〔有古卷作立時流淚的喊著說〕

平直直接地 (他)那時(也是)嘶聲吶喊了的 (他)那 (他)父親 從屬(它)那 從屬(它)小孩童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我現在持續置信信託； 你現在就要持續行馳援幫助 從屬我 在對(她)那 在對(她)缺誠乏信。
[經文變異RT]

並且 平直直接地[同#2117] (他)那時(也是)嘶聲吶喊了的 (他)那 (他)父親 從屬(它)那 從屬(它)小孩童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它們)眼淚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我現在持續置信信託， 阿,(他)主人； 你現在就要持續行馳援幫助 從屬我

在對(她)那 在對(她)缺誠乏信。

可 9:25 ivdw.n de. ò VIhsou/j o[ti evpisuntre,cei o;cloj( evpeti,mhsen tw/| pneu,mati tw/| avkaqa,rtw| le,gwn auvtw/|( To.
a;lalon kai. kwfo.n pneu/ma( evgw. evpita,ssw soi( e;xelqe evx auvtou/ kai. mhke,ti eivse,lqh|j eivj auvto,nÅ
When Jesus saw that the people came running together, he rebuked the foul spirit, saying unto him, Thou dumb
and deaf spirit, I charge thee, come out of him, and enter no more into him.
耶穌看見眾人都跑上來，就斥責那污鬼，說：你這聾啞的鬼，我吩咐你從他裏頭出來，再不要進去。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耶穌 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持續共同跑在一起 (他)群眾，

他/她/它那時(也是)評斷申誡 在對(它)那 在對(它)靈/風 在對(它)那 在對(它)污穢的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在對(它)同一者， (它)那 (它)啞吧的 並且 (它)聽講遲鈍的 (它)靈/風， 我 我現在持續責令定規 在對你，

你那時(也是)就要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向外出來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不再可以地

你那時(也是)應該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耶穌 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持續共同跑在一起 (他)群眾，

他/她/它那時(也是)評斷申誡 在對(它)那 在對(它)靈/風 在對(它)那 在對(它)污穢的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在對(它)同一者， (它)那 (它)靈/風 (它)那 (它)啞吧的 並且 (它)聽講遲鈍的， 我 在對你 我現在持續責令定規，

你那時(也是)就要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向外出來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不再可以地

你那時(也是)應該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他)同一者。

可 9:26 kai. kra,xaj kai. polla. spara,xaj evxh/lqen\ kai. evge,neto ẁsei. nekro,j( w[ste tou.j pollou.j le,gein o[ti
avpe,qanenÅ
And the spirit cried, and rent him sore, and came out of him: and he was as one dead; insomuch that many said,
He is dead.
那鬼喊叫，使孩子大大的抽了一陣瘋，就出來了；孩子好像死了一般。以致眾人多半說：他是死了。

並且 (他)那時(也是)嘶聲吶喊了的 並且 到於(它們)許多的 (他)那時(也是)使抽痙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正如好像地 (他)死掉的， 以致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許多的 現要去持續道說， 是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死去。
[經文變異RT]

並且 (它)那時(也是)嘶聲吶喊了的
註1 並且 到於(它們)許多的 (它)那時(也是)使抽痙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正如好像地 (他)死掉的， 以致

到於(他們)許多的 現要去持續道說， 是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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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他)那時(也是)嘶聲吶喊了的”文法上亦可以為“(它)那時(也是)嘶聲吶喊了的”。

可 9:27 ò de. VIhsou/j krath,saj th/j ceiro.j auvtou/ h;geiren auvto,n( kai. avne,sthÅ
But Jesus took him by the hand, and lifted him up; and he arose.
但耶穌拉著他的手，扶他起來，他就站起來了。

(他)那 然而也 (他)耶穌 (他)那時(也是)掌控抓住了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手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喚醒起來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耶穌 (他)那時(也是)掌控抓住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從屬(她)那 從屬(她)手，

他/她/它那時(也是)喚醒起來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

可 9:28 kai. eivselqo,ntoj auvtou/ eivj oi=kon oì maqhtai. auvtou/ katV ivdi,an evphrw,twn auvto,n( {Oti h̀mei/j ouvk
hvdunh,qhmen evkbalei/n auvto,È
And when he was come into the house, his disciples asked him privately, Why could not we cast him out?
耶穌進了屋子，門徒就暗暗的問他說：我們為甚麼不能趕出他去呢。

並且 從屬(他)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了的 從屬(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他)住處家室，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私人個別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在上面查詢求問 到於(他)同一者， 是這樣

我們 不是/不 我們那時(也是)被能夠可能 那時(也是)要去向外投擲出來 到於(它)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到於(他)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他)住處家室，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在上面查詢求問 到於(他)同一者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私人個別的， 是這樣

我們 不是/不 我們那時(也是)被能夠可能 那時(也是)要去向外投擲出來 到於(它)同一者？

可 9:29 kai. ei=pen auvtoi/j( Tou/to to. ge,noj evn ouvdeni. du,natai evxelqei/n eiv mh. evn proseuch/|Å
And he said unto them, This kind can come forth by nothing, but by prayer and fasting.
耶穌說：非用禱告，〔有古卷在此有：禁食〕這一類的鬼，總不能出來。〔或作不能趕他出來〕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它)那同一者 (它)那 (它)族類 在內

在對(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那時(也是)要去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若是 不會/不要

在內 在對(她)求告祈禱。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它)那同一者 (它)那 (它)族類 在內

在對(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那時(也是)要去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若是 不會/不要

在內 在對(她)求告祈禱 並且 在對(她)禁食。

可 9:30 Kavkei/qen evxelqo,ntej pareporeu,onto dia. th/j Galilai,aj( kai. ouvk h;qelen i[na tij gnoi/\
And they departed thence, and passed through Galilee; and he would not that any man should know it.
他們離開那地方，經過加利利；耶穌不願意人知道。

且從那裏地 (他們)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在旁邊行過去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加利利；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當時持續定意 為要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認識知道；
[經文變異RT]

並且 從那裏地 (他們)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在旁邊行過去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加利利；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當時持續定意 為要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認識知道；
[經文變異WH]

且從那裏地 (他們)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加利利；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當時持續定意 為要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認識知道；

可 9:31 evdi,dasken ga.r tou.j maqhta.j auvtou/ kai. e;legen auvtoi/j o[ti ~O uìo.j tou/ avnqrw,pou paradi,dotai eivj
cei/raj avnqrw,pwn( kai. avpoktenou/sin auvto,n( kai. avpoktanqei.j meta. trei/j hm̀e,raj avnasth,setaiÅ
For he taught his disciples, and said unto them, The Son of man is delivered into the hands of men, and they
shall kill him; and after that he is killed, he shall rise the third day.
於是教訓門徒，說：人子將要被交在人手裏，他們要殺害他；被殺以後，過三天他要復活。

他/她/它當時持續教導 因為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是這樣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交付 向內進入 到於(她們)手

從屬(他們)人，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殺害除掉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他)那時(也是)被殺害除掉了的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她們)三個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再站立起來。
[經文變異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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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當時持續教導 因為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是這樣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交付 向內進入 到於(她們)手

從屬(他們)人，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殺害除掉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他)那時(也是)被殺害除掉了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第三的 在對(她)日子/白日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再站立起來。

可 9:32 oi` de. hvgno,oun to. rh̀/ma( kai. evfobou/nto auvto.n evperwth/saiÅ
But they understood not that saying, and were afraid to ask him.
門徒卻不明白這話，又不敢問他。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不領悟認知 到於(它)那 到於(它)所發表言說，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成驚恐畏懼 到於(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在上面查詢求問。

可 9:33 Kai. h=lqon eivj Kafarnaou,mÅ kai. evn th/| oivki,a| geno,menoj evphrw,ta auvtou,j( Ti, evn th/| òdw/| dielogi,zesqeÈ
And he came to Capernaum: and being in the house he asked them, What was it that ye disputed among
yourselves by the way?
他們來到迦百農；耶穌在屋裏問門徒說：你們在路上議論的是甚麼。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她)迦百農； 並且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住屋家庭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在上面查詢求問 到於(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道路途徑 你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思量議論？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她)迦百農； 並且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住屋家庭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在上面查詢求問 到於(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道路途徑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你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思量議論？

可 9:34 oi` de. evsiw,pwn\ pro.j avllh,louj ga.r diele,cqhsan evn th/| od̀w/| ti,j mei,zwnÅ
But they held their peace: for by the way they had disputed among themselves, who should be the greatest.
門徒不作聲，因為他們在路上彼此爭論誰為大。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為啞口寂靜；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彼此 因為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論述辯解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道路途徑， (他)任何什麼呢 (他)更大的。

可 9:35 kai. kaqi,saj evfw,nhsen tou.j dw,deka kai. le,gei auvtoi/j( Ei; tij qe,lei prw/toj ei=nai( e;stai pa,ntwn
e;scatoj kai. pa,ntwn dia,konojÅ
And he sat down, and called the twelve, and saith unto them, If any man desire to be first, the same shall be last
of all, and servant of all.
耶穌坐下，叫十二個門徒來，說：若有人願意作首先的，他必作眾人末後的，作眾人的用人。

並且 (他)那時(也是)就座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出聲叫喚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十二個，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若是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定意 (他)首先的 現要去持續是，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最末後的 並且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僕工執事。

可 9:36 kai. labw.n paidi,on e;sthsen auvto. evn me,sw| auvtw/n kai. evnagkalisa,menoj auvto. ei=pen auvtoi/j(
And he took a child, and set him in the midst of them: and when he had taken him in his arms, he said unto
them,
於是領過一個小孩子來，叫他站在門徒中間；又抱起他來，對他們說：

並且 (他)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到於(它)小孩童 他/她/它那時(也是)立定站住 到於(它)同一者 在內 在對(它)中間當中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以手臂緊抱在內了的 到於(它)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可 9:37 }Oj a'n e]n tw/n toiou,twn paidi,wn de,xhtai evpi. tw/| ovno,mati, mou( evme. de,cetai\ kai. o]j a'n evme. de,chtai( ouvk
evme. de,cetai avlla. to.n avpostei,lanta, meÅ
Whosoever shall receive one of such children in my name, receiveth me: and whosoever shall receive me,
receiveth not me, but him that sent me.
凡為我名，接待一個像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乃是接待那差我來的。

(他)這個 但凡 到於(它)一個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那種樣 從屬(它們)小孩童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接納領受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它)那 在對(它)名字 從屬我， 到於"我"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接納領受； 並且 (他)這個 但凡 到於"我"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讓自己/被接納領受，

不是/不 到於"我"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接納領受， 但乃是 到於(他)那 到於(他)那時(也是)分派差遣了的

到於我。
[經文變異RT]

(他)這個 但凡若是 到於(它)一個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那種樣 從屬(它們)小孩童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接納領受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它)那 在對(它)名字 從屬我， 到於"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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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接納領受； 並且 (他)這個 但凡若是 到於"我"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讓自己/被接納領受，

不是/不 到於"我"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接納領受， 但乃是 到於(他)那 到於(他)那時(也是)分派差遣了的

到於我。

可 9:38 :Efh auvtw/| ò VIwa,nnhj( Dida,skale( ei;dome,n tina evn tw/| ovno,mati, sou evkba,llonta daimo,nia kai.
evkwlu,omen auvto,n( o[ti ouvk hvkolou,qei h̀mi/nÅ
And John answered him, saying, Master, we saw one casting out devils in thy name, and he followeth not us:
and we forbad him, because he followeth not us.
約翰對耶穌說：夫子，我們看見一個人，奉你的名趕鬼，我們就禁止他，因為他不跟從我們。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宣稱傳講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約翰， 阿,(他)老師， 我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他)任何什麼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名字 從屬你 到於(他)現正持續向外投擲出來了的 到於(它們)鬼魔， 並且

我們當時持續阻攔禁止 到於(他)同一者， 是這樣 不是/不 他/她/它當時持續跟隨 在對我們。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然而也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約翰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阿,(他)老師，

我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他)任何什麼 在對(它)那 在對(它)名字 從屬你 到於(他)現正持續向外投擲出來了的

到於(它們)鬼魔， (他)這個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跟隨 在對我們； 並且 我們那時(也是)阻攔禁止

到於(他)同一者， 是這樣 不是/不 他/她/它當時持續跟隨 在對我們。

可 9:39 ò de. VIhsou/j ei=pen( Mh. kwlu,ete auvto,nÅ ouvdei.j ga,r evstin o]j poih,sei du,namin evpi. tw/| ovno,mati, mou kai.
dunh,setai tacu. kakologh/sai, me\
But Jesus said, Forbid him not: for there is no man which shall do a miracle in my name, that can lightly speak
evil of me.
耶穌說：不要禁止他；因為沒有人奉我名行異能，反倒輕易毀謗我。

(他)那 然而也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阻攔禁止 到於(他)同一者；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這個 他/她/它將要(持續)行出作成 到於(她)能力權能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它)那 在對(它)名字 從屬我，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能夠可能 很快地

那時(也是)要去辱罵譭謗 到於我；

可 9:40 o]j ga.r ouvk e;stin kaqV h̀mw/n( ùpe.r hm̀w/n evstinÅ
For he that is not against us is on our part.
不敵擋我們的，就是幫助我們的。

(他)這個 因為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我們，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我們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他)這個 因為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你們，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你們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可 9:41 }Oj ga.r a'n poti,sh| um̀a/j poth,rion u[datoj evn ovno,mati o[ti Cristou/ evste( avmh.n le,gw ùmi/n o[ti ouv mh.
avpole,sh| to.n misqo.n auvtou/Å
For whosoever shall give you a cup of water to drink in my name, because ye belong to Christ, verily I say unto
you, he shall not lose his reward.
凡因你們是屬基督，給你們一杯水喝的，我實在告訴你們，他不能不得賞賜。

(他)這個 因為 但凡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餵飲 到於你們 到於(它)杯 從屬(它)水 在內 在對(它)名字 是這樣

從屬(他)基督 你們現在持續是，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是這樣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毀掉除滅 到於(他)那 到於(他)工價報酬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這個 因為 但凡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餵飲 到於你們 到於(它)杯 從屬(它)水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名字

從屬我， 是這樣 從屬(他)基督 你們現在持續是，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毀掉除滅 到於(他)那 到於(他)工價報酬 從屬(他)同一者。

可 9:42 Kai. o]j a'n skandali,sh| e[na tw/n mikrw/n tou,twn tw/n pisteuo,ntwn Îeivj evme,Ð( kalo,n evstin auvtw/| ma/llon
eiv peri,keitai mu,loj ovniko.j peri. to.n tra,chlon auvtou/ kai. be,blhtai eivj th.n qa,lassanÅ
And whosoever shall offend one of these little ones that believe in me, it is better for him that a millstone were
hanged about his neck, and he were cast into the sea.
凡使這信我的一個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這人的頸項上，扔在海裏。

並且 (他)這個 但凡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誘陷絆倒 到於(他)一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細微極小的

從屬(他們)那同一者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我"， (它)美好適當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對(他)同一者 更特別尤其地， 若是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安置在周圍 (他)磨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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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屬驢子的 <在周圍>在周圍 到於(他)那 到於(他)咽喉頸項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投擲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海。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這個 但凡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誘陷絆倒 到於(他)一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細微極小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我"， (它)美好適當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對(他)同一者 更特別尤其地， 若是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安置在周圍 (他)石頭 (他)屬磨坊的 <在周圍>在周圍

到於(他)那 到於(他)咽喉頸項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投擲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海。
[經文變異WH]

並且 (他)這個 但凡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誘陷絆倒 到於(他)一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細微極小的

從屬(他們)那同一者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它)美好適當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對(他)同一者 更特別尤其地， 若是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安置在周圍 (他)磨坊 (他)屬驢子的 <在周圍>在周圍

到於(他)那 到於(他)咽喉頸項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投擲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海。

可 9:43 Kai. eva.n skandali,zh| se h` cei,r sou( avpo,koyon auvth,n\ kalo,n evsti,n se kullo.n eivselqei/n eivj th.n zwh.n h'
ta.j du,o cei/raj e;conta avpelqei/n eivj th.n ge,ennan( eivj to. pu/r to. a;sbestonÅ
And if thy hand offend thee, cut it off: it is better for thee to enter into life maimed, than having two hands to go
into hell, into the fire that never shall be quenched:
倘若你一隻手叫你跌倒，就把他砍下來；

並且 但凡若是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誘陷絆倒 到於你 (她)那 (她)手 從屬你， 你那時(也是)就要砍斷切除

到於(她)同一者； (它)美好適當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到於你 到於(他)彎折殘缺的 那時(也是)要去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生命， 甚或/或而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二個/兩個 到於(她們)手

到於(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獄，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火 到於(它)那 到於(它)無可撲滅消除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但凡若是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誘陷絆倒 到於你 (她)那 (她)手 從屬你， 你那時(也是)就要砍斷切除

到於(她)同一者； (它)美好適當的 在對你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到於(他)彎折殘缺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生命 那時(也是)要去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甚或/或而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二個/兩個 到於(她們)手

到於(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獄，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火 到於(它)那 到於(它)無可撲滅消除的。
[經文變異WH]

並且 但凡若是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誘陷絆倒 到於你 (她)那 (她)手 從屬你， 你那時(也是)就要砍斷切除

到於(她)同一者； (它)美好適當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到於你 到於(他)彎折殘缺的 那時(也是)要去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生命， 甚或/或而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二個/兩個 到於(她們)手

到於(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獄，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火 到於(它)那 到於(它)無可撲滅消除的。

可 9:44 o[pou ò skw,lhx auvtw/n ouv teleuta/|( kai. to. pu/r ouv sbe,nnutaiÅ
Where their worm dieth not, and the fire is not quenched.
你缺了肢體進入永生，強如有兩隻手落到地獄，入那不滅的火裏去。

註：Nestle-Aland 26/27版本無此節。和合本此節經文在原文為上一節。

[經文變異RT]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他)那 (他)蠕蟲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命終， 並且 (它)那 (它)火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撲滅消除。

可 9:45 kai. eva.n ò pou,j sou skandali,zh| se( avpo,koyon auvto,n\ kalo,n evsti,n se eivselqei/n eivj th.n zwh.n cwlo.n h'
tou.j du,o po,daj e;conta blhqh/nai eivj th.n ge,ennanÅ
And if thy foot offend thee, cut it off: it is better for thee to enter halt into life, than having two feet to be cast into
hell, into the fire that never shall be quenched:
倘若你一隻腳叫你跌倒，就把他砍下來；

並且 但凡若是 (他)那 (他)腳 從屬你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誘陷絆倒 到於你， 你那時(也是)就要砍斷切除

到於(他)同一者； (它)美好適當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到於你 那時(也是)要去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生命 到於(他)瘸腿跛腳的， 甚或/或而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二個/兩個 到於(他們)腳

到於(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被投擲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獄。
[經文變異RT]

並且 但凡若是 (他)那 (他)腳 從屬你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誘陷絆倒 到於你， 你那時(也是)就要砍斷切除

到於(他)同一者； (它)美好適當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對你 那時(也是)要去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  簡易閲讀版  280

280

到於(她)生命 到於(他)瘸腿跛腳的， 甚或/或而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二個/兩個 到於(他們)腳

到於(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被投擲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獄，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火 到於(它)那 到於(它)無可撲滅消除的。

可 9:46 o[pou ò skw,lhx auvtw/n ouv teleuta/|( kai. to. pu/r ouv sbe,nnutaiÅ
Where their worm dieth not, and the fire is not quenched.
你瘸腿進入永生，強如有兩隻腳被丟在地獄裏。

註：Nestle-Aland 26/27版本無此節。和合本此節經文在原文為上一節。

[經文變異RT]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他)那 (他)蠕蟲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命終， 並且 (它)那 (它)火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撲滅消除。

可 9:47 kai. eva.n ò ovfqalmo,j sou skandali,zh| se( e;kbale auvto,n\ kalo,n se, evstin mono,fqalmon eivselqei/n eivj th.n
basilei,an tou/ qeou/ h' du,o ovfqalmou.j e;conta blhqh/nai eivj th.n ge,ennan(
And if thine eye offend thee, pluck it out: it is better for thee to enter into the kingdom of God with one eye, than
having two eyes to be cast into hell fire:
倘若你一隻眼叫你跌倒，就去掉他；你只有一隻眼進入神的國，強如有兩隻眼被丟在地獄裏。

並且 但凡若是 (他)那 (他)眼睛 從屬你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誘陷絆倒 到於你， 你那時(也是)就要向外投擲出來

到於(他)同一者； (它)美好適當的 到於你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到於(他)獨眼的 那時(也是)要去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甚或/或而 到於(他們)二個/兩個 到於(他們)眼睛

到於(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被投擲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獄；
[經文變異RT]

並且 但凡若是 (他)那 (他)眼睛 從屬你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誘陷絆倒 到於你， 你那時(也是)就要向外投擲出來

到於(他)同一者； (它)美好適當的 在對你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到於(他)獨眼的 那時(也是)要去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甚或/或而 到於(他們)二個/兩個 到於(他們)眼睛

到於(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被投擲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獄 從屬(它)那 從屬(它)火；
[經文變異WH]

並且 但凡若是 (他)那 (他)眼睛 從屬你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誘陷絆倒 到於你， 你那時(也是)就要向外投擲出來

到於(他)同一者； (它)美好適當的 到於你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到於(他)獨眼的 那時(也是)要去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甚或/或而 到於(他們)二個/兩個 到於(他們)眼睛

到於(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被投擲 向內進入 到於(她)地獄；

可 9:48 o[pou ò skw,lhx auvtw/n ouv teleuta/| kai. to. pu/r ouv sbe,nnutaiÅ
Where their worm dieth not, and the fire is not quenched.
在那裏蟲是不死的，火是不滅的。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他)那 (他)蠕蟲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命終， 並且 (它)那 (它)火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撲滅消除。

可 9:49 pa/j ga.r puri. àlisqh,setaiÅ
For every one shall be salted with fire, and every sacrifice shall be salted with salt.
因為必用火當鹽醃各人。〔有古卷在此有：凡祭物必用鹽醃〕

(他)所有每一個的 因為 在對(它)火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使有鹽。
[經文變異RT]

(他)所有每一個的 因為 在對(它)火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使有鹽， 並且 (她)所有每一個的 (她)犧牲祭物 在對(他)鹽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使有鹽。

可 9:50 Kalo.n to. a[laj\ eva.n de. to. a[laj a;nalon ge,nhtai( evn ti,ni auvto. avrtu,seteÈ e;cete evn eàutoi/j a[la kai.
eivrhneu,ete evn avllh,loijÅ
Salt is good: but if the salt have lost his saltness, wherewith will ye season it? Have salt in yourselves, and have
peace one with another.
鹽本是好的，若失了味，可用甚麼叫他再鹹呢。你們裏頭應當有鹽，彼此和睦。

(它)美好適當的 (它)那 (它)鹽； 但凡若是 然而也 (它)那 (它)鹽 (它)失了鹽味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內 在對(它)任何什麼呢 到於(它)同一者 你們將要(持續)調製調味？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持有 在內 在對(他們)同一者自己 到於(它)鹽， 並且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行和平安寧 在內

在對(他們)彼此。

可 10:1 Kai. evkei/qen avnasta.j e;rcetai eivj ta. o[ria th/j VIoudai,aj Îkai.Ð pe,ran tou/ VIorda,nou( kai. sumporeu,ontai
pa,lin o;cloi pro.j auvto,n( kai. ẁj eivw,qei pa,lin evdi,dasken auvtou,j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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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he arose from thence, and cometh into the coasts of Judaea by the farther side of Jordan: and the people
resort unto him again; and, as he was wont, he taught them again.
耶穌從那裏起身，來到猶太的境界，並約但河外。眾人又聚集到他那裏，他又照常教訓他們。

並且 從那裏地 (他)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具範圍界限之線 從屬(她)那 從屬(她)猶太地方 並且 於那邊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約但河；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共同行去 重新又再地 (他們)群眾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正如地

他/她/它當時已經習常慣用， 重新又再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教導 到於(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且從那裏地 (他)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具範圍界限之線 從屬(她)那 從屬(她)猶太地方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那 於那邊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約但河；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共同行去 重新又再地 (他們)群眾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正如地 他/她/它當時已經習常慣用， 重新又再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教導 到於(他們)同一者。

可 10:2 kai. proselqo,ntej Farisai/oi evphrw,twn auvto.n eiv e;xestin avndri. gunai/ka avpolu/sai( peira,zontej auvto,nÅ
And the Pharisees came to him, and asked him, Is it lawful for a man to put away his wife? tempting him.
有法利賽人來問他說，人休妻可以不可以，意思要試探他。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了的 (他們)法利賽人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在上面查詢求問

到於(他)同一者， 若是 他/她/它現在持續合乎法理[非人稱用法] 在對(他)男人/丈夫 到於(她)女人

那時(也是)要去打發離開， (他們)現正持續使有探測試驗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了的 (他們)那些 (他們)法利賽人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在上面查詢求問

到於(他)同一者， 若是 他/她/它現在持續合乎法理[非人稱用法] 在對(他)男人/丈夫 到於(她)女人

那時(也是)要去打發離開， (他們)現正持續使有探測試驗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可 10:3 ò de. avpokriqei.j ei=pen auvtoi/j( Ti, ùmi/n evnetei,lato Mwu?sh/jÈ
And he answered and said unto them, What did Moses command you?
耶穌回答說：摩西吩咐你們的是甚麼。

(他)那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在對你們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督促責成 (他)摩西？

可 10:4 oi` de. ei=pan( VEpe,treyen Mwu?sh/j bibli,on avpostasi,ou gra,yai kai. avpolu/saiÅ
And they said, Moses suffered to write a bill of divorcement, and to put her away.
他們說：摩西許人寫了休書便可以休妻。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她/它那時(也是)准許 (他)摩西 到於(它)小書卷

從屬(它)離婚文件 那時(也是)要去刻寫記載，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打發離開。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摩西 他/她/它那時(也是)准許 到於(它)小書卷

從屬(它)離婚文件 那時(也是)要去刻寫記載，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打發離開。

可 10:5 ò de. VIhsou/j ei=pen auvtoi/j( Pro.j th.n sklhrokardi,an ùmw/n e;grayen ùmi/n th.n evntolh.n tau,thnÅ
And Jesus answered and said unto them, For the hardness of your heart he wrote you this precept.
耶穌說：摩西因為你們的心硬，所以寫這條例給你們。

(他)那 然而也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那 到於(她)硬心

從屬你們 他/她/它那時(也是)刻寫記載 在對你們 到於(她)那 到於(她)誡律命令 到於(她)那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那 到於(她)硬心 從屬你們 他/她/它那時(也是)刻寫記載 在對你們 到於(她)那

到於(她)誡律命令 到於(她)那同一者。

可 10:6 avpo. de. avrch/j kti,sewj a;rsen kai. qh/lu evpoi,hsen auvtou,j\
But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creation God made them male and female.
但從起初創造的時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

從那裏離開 然而也 從屬(她)為起始為首 從屬(她)創造建立 到於(它)男性的 並且 到於(它)女性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到於(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從那裏離開 然而也 從屬(她)為起始為首 從屬(她)創造建立 到於(它)男性的 並且 到於(它)女性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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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10:7 e[neken tou,tou katalei,yei a;nqrwpoj to.n pate,ra auvtou/ kai. th.n mhte,ra Îkai. proskollhqh,setai pro.j th.n
gunai/ka auvtou/Ð(
For this cause shall a man leave his father and mother, and cleave to his wife;
因此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

由于為此地 從屬(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遺留下 (他)人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母親，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在前面向著貼近連合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那

到於(她)女人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WH]

由于為此地 從屬(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遺留下 (他)人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母親 ；

可 10:8 kai. e;sontai oi` du,o eivj sa,rka mi,an\ w[ste ouvke,ti eivsi.n du,o avlla. mi,a sa,rxÅ
And they twain shall be one flesh: so then they are no more twain, but one flesh.
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兩個人，乃是一體的了。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是 (他們)那些 (他們)二個/兩個 向內進入 到於(她)肉體 到於(她)一個/第一； 以致 不再地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二個/兩個， 但乃是 (她)一個/第一 (她)肉體。

可 10:9 o] ou=n ò qeo.j sune,zeuxen a;nqrwpoj mh. cwrize,twÅ
What therefore God hath joined together, let not man put asunder.
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開。

到於(它)這個 這樣 (他)那 (他)神 他/她/它那時(也是)套軛聯結在一起， (他)人 不會/不要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分離隔開。

可 10:10 Kai. eivj th.n oivki,an pa,lin oì maqhtai. peri. tou,tou evphrw,twn auvto,nÅ
And in the house his disciples asked him again of the same matter.
到了屋裏，門徒就問他這事。

並且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住屋家庭 重新又再地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在周圍>關於 從屬(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在上面查詢求問 到於(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住屋家庭 重新又再地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在周圍>關於

從屬(它)那 從屬(它)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在上面查詢求問 到於(他)同一者。

可 10:11 kai. le,gei auvtoi/j( }Oj a'n avpolu,sh| th.n gunai/ka auvtou/ kai. gamh,sh| a;llhn moica/tai evpV auvth,n\
And he saith unto them, Whosoever shall put away his wife, and marry another, committeth adultery against her.
耶穌對他們說：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姦淫，辜負他的妻子；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這個 但凡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打發離開 到於(她)那

到於(她)女人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結婚娶嫁 到於(她)另外不同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犯姦淫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這個 但凡若是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打發離開 到於(她)那

到於(她)女人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結婚娶嫁 到於(她)另外不同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犯姦淫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同一者；

可 10:12 kai. eva.n auvth. avpolu,sasa to.n a;ndra auvth/j gamh,sh| a;llon moica/taiÅ
And if a woman shall put away her husband, and be married to another, she committeth adultery.
妻子若離棄丈夫另嫁，也是犯姦淫了。

並且 但凡若是 (她)同一者 (她)那時(也是)打發離開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男人/丈夫 從屬(她)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結婚娶嫁 到於(他)另外不同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犯姦淫。
[經文變異RT]

並且 但凡若是 (她)女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打發離開 到於(他)那 到於(他)男人/丈夫 從屬(她)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結婚娶嫁 在對(他)另外不同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犯姦淫。

可 10:13 Kai. prose,feron auvtw/| paidi,a i[na auvtw/n a[yhtai\ oì de. maqhtai. evpeti,mhsan auvtoi/jÅ
And they brought young children to him, that he should touch them: and his disciples rebuked those that brought
them.
有人帶著小孩子來見耶穌，要耶穌摸他們，門徒便責備那些人。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在前面向著負載攜帶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它們)小孩童， 為要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觸摸連接；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門徒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評斷申誡

在對(他們)同一者。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  簡易閲讀版  283

283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在前面向著負載攜帶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它們)小孩童，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觸摸連接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門徒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評斷申誡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負載攜帶了的。

可 10:14 ivdw.n de. ò VIhsou/j hvgana,kthsen kai. ei=pen auvtoi/j( :Afete ta. paidi,a e;rcesqai pro,j me( mh. kwlu,ete
auvta,( tw/n ga.r toiou,twn evsti.n h` basilei,a tou/ qeou/Å
But when Jesus saw it, he was much displeased, and said unto them, Suffer the little children to come unto me,
and forbid them not: for of such is the kingdom of God.
耶穌看見就惱怒，對門徒說：讓小孩子到我這裏來，不要禁止他們；因為在神國的，正是這樣的人。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怨恨惱怒，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任憑釋放離開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小孩童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我，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阻攔禁止

到於(它們)同一者； 從屬(它們)那些 因為 從屬(它們)那種樣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經文變異RT]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怨恨惱怒，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任憑釋放離開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小孩童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我， 並且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阻攔禁止

到於(它們)同一者； 從屬(它們)那些 因為 從屬(它們)那種樣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可 10:15 avmh.n le,gw ùmi/n( o]j a'n mh. de,xhtai th.n basilei,an tou/ qeou/ ẁj paidi,on( ouv mh. eivse,lqh| eivj auvth,nÅ
Verily I say unto you, Whosoever shall not receive the kingdom of God as a little child, he shall not enter therein.
我實在告訴你們，凡要承受神國的，若不像小孩子，斷不能進去。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他)這個 但凡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接納領受 到於(她)那

到於(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正如地 (它)小孩童，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她)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他)這個 但凡若是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接納領受 到於(她)那

到於(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正如地 (它)小孩童，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她)同一者。

可 10:16 kai. evnagkalisa,menoj auvta. kateulo,gei tiqei.j ta.j cei/raj evpV auvta,Å
And he took them up in his arms, put his hands upon them, and blessed them.
於是抱著小孩子，給他們按手，為他們祝福。

並且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以手臂緊抱在內了的 到於(它們)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向下祝福稱讚，

(他)現正持續置放擺設了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手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以手臂緊抱在內了的 到於(它們)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置放擺設了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手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們)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祝福稱讚 到於(它們)同一者。

可 10:17 Kai. evkporeuome,nou auvtou/ eivj òdo.n prosdramw.n ei-j kai. gonupeth,saj auvto.n evphrw,ta auvto,n( Dida,skale
avgaqe,( ti, poih,sw i[na zwh.n aivw,nion klhronomh,swÈ
And when he was gone forth into the way, there came one running, and kneeled to him, and asked him, Good
Master, what shall I do that I may inherit eternal life?
耶穌出來行路的時候，有一個人跑來，跪在他面前問他說：良善的夫子，我當作甚麼事，纔可以承受永生。

並且 從屬(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向外行去了的 從屬(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道路途徑，

(他)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奔跑疾行了的 (他)一個 並且 (他)那時(也是)屈膝跪下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在上面查詢求問 到於(他)同一者， 阿,(他)老師 阿,(他)良善的，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我那時(也是)應該行出作成， 為要 到於(她)生命 到於(她)時世恆久的 我那時(也是)應該行承受產業？

可 10:18 ò de. VIhsou/j ei=pen auvtw/|( Ti, me le,geij avgaqo,nÈ ouvdei.j avgaqo.j eiv mh. ei-j ò qeo,jÅ
And Jesus said unto him, Why callest thou me good? there is none good but one, that is, God.
耶穌對他說：你為甚麼稱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沒有良善的。

(他)那 然而也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到於我 你現在持續道說

到於(他)良善的？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良善的， 若是 不會/不要 (他)一個， (他)那 (他)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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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10:19 ta.j evntola.j oi=daj\ Mh. foneu,sh|j( Mh. moiceu,sh|j( Mh. kle,yh|j( Mh. yeudomarturh,sh|j( Mh. avposterh,sh|j(
Ti,ma to.n pate,ra sou kai. th.n mhte,raÅ
Thou knowest the commandments, Do not commit adultery, Do not kill, Do not steal, Do not bear false witness,
Defraud not, Honour thy father and mother.
誡命你是曉得的，不可殺人，不可姦淫，不可偷盜，不可作假見證，不可虧負人，當孝敬父母。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誡律命令 你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不會/不要 你那時(也是)應該行謀害凶殺， 不會/不要

你那時(也是)應該行姦淫， 不會/不要 你那時(也是)應該偷竊盜取， 不會/不要 你那時(也是)應該作假見證人，

不會/不要 你那時(也是)應該剝奪虧負， 你現在就要持續評價珍視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從屬你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母親。
[經文變異RT]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誡律命令 你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不會/不要 你那時(也是)應該行姦淫， 不會/不要

你那時(也是)應該行謀害凶殺， 不會/不要 你那時(也是)應該偷竊盜取， 不會/不要 你那時(也是)應該作假見證人，

不會/不要 你那時(也是)應該剝奪虧負， 你現在就要持續評價珍視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從屬你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母親。

可 10:20 ò de. e;fh auvtw/|( Dida,skale( tau/ta pa,nta evfulaxa,mhn evk neo,thto,j mouÅ
And he answered and said unto him, Master, all these have I observed from my youth.
他對耶穌說：夫子，這一切我從小都遵守了。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宣稱傳講 在對(他)同一者， 阿,(他)老師，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我那時(也是)讓自己看管守護 向外出來 從屬(她)幼年 從屬我。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阿,(他)老師，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我那時(也是)讓自己看管守護 向外出來 從屬(她)幼年 從屬我。

可 10:21 ò de. VIhsou/j evmble,yaj auvtw/| hvga,phsen auvto.n kai. ei=pen auvtw/|( {En se ùsterei/\ u[page( o[sa e;ceij
pw,lhson kai. do.j Îtoi/jÐ ptwcoi/j( kai. e[xeij qhsauro.n evn ouvranw/|( kai. deu/ro avkolou,qei moiÅ
Then Jesus beholding him loved him, and said unto him, One thing thou lackest: go thy way, sell whatsoever
thou hast, and give to the poor, and thou shalt have treasure in heaven: and come, take up the cross, and follow
me.
耶穌看著他，就愛他，對他說：你還缺少一件；去變賣你所有的，分給窮人，就必有財寶在天上；你還要來跟從

我。

(他)那 然而也 (他)耶穌 (他)那時(也是)用心觀看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愛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它)一個 到於你 他/她/它現在持續落後短缺； 你現在就要持續退開去，

到於(它們)這每一切 你現在持續持有 你那時(也是)就要售賣，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給與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貧苦窮困的， 並且 你將要(持續)持有 到於(他)寶藏財物 在內 在對(他)天空/天； 並且 你就要到這裏，

你現在就要持續跟隨 在對我。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耶穌 (他)那時(也是)用心觀看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愛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它)一個 在對你 他/她/它現在持續落後短缺； 你現在就要持續退開去，

到於(它們)這每一切 你現在持續持有 你那時(也是)就要售賣，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給與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貧苦窮困的， 並且 你將要(持續)持有 到於(他)寶藏財物 在內 在對(他)天空/天； 並且 你就要到這裏，

你現在就要持續跟隨 在對我， (他)那時(也是)提起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十字架。

可 10:22 ò de. stugna,saj evpi. tw/| lo,gw| avph/lqen lupou,menoj\ h=n ga.r e;cwn kth,mata polla,Å
And he was sad at that saying, and went away grieved: for he had great possessions.
他聽見這話，臉上就變了色，憂憂愁愁的走了；因為他的產業很多。

(他)那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發陰鬱昏暗了的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那 在對(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他)現正持續被致憂傷愁苦了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因為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它們)資產物業 到於(它們)許多的。

可 10:23 Kai. peribleya,menoj ò VIhsou/j le,gei toi/j maqhtai/j auvtou/( Pw/j dusko,lwj oì ta. crh,mata e;contej eivj
th.n basilei,an tou/ qeou/ eivseleu,sontaiÅ
And Jesus looked round about, and saith unto his disciples, How hardly shall they that have riches enter into the
kingdom of God!
耶穌周圍一看，對門徒說：有錢財的人進神的國，是何等的難哪。

並且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周圍環顧了的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怎樣如何地 挑剔難行地 (他們)那些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物資錢財 (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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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可 10:24 oi` de. maqhtai. evqambou/nto evpi. toi/j lo,goij auvtou/Å ò de. VIhsou/j pa,lin avpokriqei.j le,gei auvtoi/j( Te,kna(
pw/j du,skolo,n evstin eivj th.n basilei,an tou/ qeou/ eivselqei/n\
And the disciples were astonished at his words. But Jesus answereth again, and saith unto them, Children, how
hard is it for them that trust in riches to enter into the kingdom of God!
門徒希奇他的話。耶穌又對他們說：小子，倚靠錢財的人進神的國，是何等的難哪。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門徒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被成驚愕訝異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同一者。 (他)那 然而也 (他)耶穌 重新又再地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阿,(它們)孩子， 怎樣如何地

(它)挑剔難行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那時(也是)要去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門徒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被成驚愕訝異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同一者。 (他)那 然而也 (他)耶穌 重新又再地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阿,(它們)孩子， 怎樣如何地

(它)挑剔難行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在已經勸信說服了的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物資錢財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那時(也是)要去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可 10:25 euvkopw,tero,n evstin ka,mhlon dia. Îth/jÐ trumalia/j Îth/jÐ ràfi,doj dielqei/n h' plou,sion eivj th.n basilei,an
tou/ qeou/ eivselqei/nÅ
It is easier for a camel to go through the eye of a needle, than for a rich man to enter into the kingdom of God.
駱駝穿過鍼的眼，比財主進神的國，還容易呢。

(它)比較輕鬆容易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到於(他)駱駝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針眼 從屬(她)那

從屬(她)縫紉針 那時(也是)要去橫過穿越， 甚或/或而 到於(他)具豐滿富足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那時(也是)要去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經文變異WH]

(它)比較輕鬆容易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到於(他)駱駝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針眼 從屬(她)縫紉針

那時(也是)要去橫過穿越， 甚或/或而 到於(他)具豐滿富足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那時(也是)要去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可 10:26 oi` de. perissw/j evxeplh,ssonto le,gontej pro.j èautou,j( Kai. ti,j du,natai swqh/naiÈ
And they were astonished out of measure, saying among themselves, Who then can be saved?
門徒就分外希奇，對他說：這樣誰能得救呢。

(他們)那些 然而也 格外多地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被震驚詫異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並且 (他)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那時(也是)要去被拯救？
[經文變異WH]

(他們)那些 然而也 格外多地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被震驚詫異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那時(也是)要去被拯救？

可 10:27 evmble,yaj auvtoi/j ò VIhsou/j le,gei( Para. avnqrw,poij avdu,naton( avllV ouv para. qew/|\ pa,nta ga.r dunata.
para. tw/| qew/|Å
And Jesus looking upon them saith, With men it is impossible, but not with God: for with God all things are
possible.
耶穌看著他們說：在人是不能，在神卻不然；因為神凡事都能。

(他)那時(也是)用心觀看了的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旁邊>在旁邊 在對(他們)人

(它)乃不能夠可能的， 但乃是 不是/不 <在旁邊>在旁邊 在對(他)神；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因為

(它們)乃能夠可能的 <在旁邊>在旁邊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經文變異RT]

(他)那時(也是)用心觀看了的 然而也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旁邊>在旁邊

在對(他們)人 (它)乃不能夠可能的， 但乃是 不是/不 <在旁邊>在旁邊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因為 (它們)乃能夠可能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旁邊>在旁邊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可 10:28 :Hrxato le,gein ò Pe,troj auvtw/|( VIdou. hm̀ei/j avfh,kamen pa,nta kai. hvkolouqh,kame,n soiÅ
Then Peter began to say unto him, Lo, we have left all, and have followed thee.
彼得就對他說：看哪，我們已經撇下所有的跟從你了。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 現要去持續道說 (他)那 (他)彼得 在對(他)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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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 我們那時(也是)任憑釋放離開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並且 我們現在已經跟隨 在對你。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 (他)那 (他)彼得 現要去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我們 我們那時(也是)任憑釋放離開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並且

我們那時(也是)跟隨 在對你。

可 10:29 e;fh ò VIhsou/j( VAmh.n le,gw ùmi/n( ouvdei,j evstin o]j avfh/ken oivki,an h' avdelfou.j h' avdelfa.j h' mhte,ra h'
pate,ra h' te,kna h' avgrou.j e[neken evmou/ kai. e[neken tou/ euvaggeli,ou(
And Jesus answered and said, Verily I say unto you, There is no man that hath left house, or brethren, or
sisters, or father, or mother, or wife, or children, or lands, for my sake, and the gospel's,
耶穌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人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兒女，田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宣稱傳講 (他)那 (他)耶穌，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任憑釋放離開 到於(她)住屋家庭 甚或/或而 到於(他們)弟兄 甚或/或而

到於(她們)姊妹 甚或/或而 到於(她)母親 甚或/或而 到於(他)父親 甚或/或而 到於(它們)孩子 甚或/或而

到於(他們)田野 由于為此地 從屬"我" 並且 由于為此地 從屬(它)那 從屬(它)福音佳訊，
[經文變異RT]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任憑釋放離開 到於(她)住屋家庭

甚或/或而 到於(他們)弟兄 甚或/或而 到於(她們)姊妹 甚或/或而 到於(他)父親 甚或/或而 到於(她)母親 甚或/或而

到於(她)女人 甚或/或而 到於(它們)孩子 甚或/或而 到於(他們)田野 由于為此地 從屬"我" 並且 從屬(它)那

從屬(它)福音佳訊，

可 10:30 eva.n mh. la,bh| ek̀atontaplasi,ona nu/n evn tw/| kairw/| tou,tw| oivki,aj kai. avdelfou.j kai. avdelfa.j kai. mhte,raj
kai. te,kna kai. avgrou.j meta. diwgmw/n( kai. evn tw/| aivw/ni tw/| evrcome,nw| zwh.n aivw,nionÅ
But he shall receive an hundredfold now in this time, houses, and brethren, and sisters, and mothers, and
children, and lands, with persecutions; and in the world to come eternal life.
沒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親，兒女，田地，並且要受逼迫；在來世必得永生。

但凡若是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拿取 到於(它們)一百個倍數的 現在此時地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場合時節 在對(他)那同一者， 到於(她們)住屋家庭 並且 到於(他們)弟兄 並且 到於(她們)姊妹 並且

到於(她們)母親 並且 到於(它們)孩子 並且 到於(他們)田野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追趕逼迫； 並且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世紀時代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到於(她)生命 到於(她)時世恆久的。

可 10:31 polloi. de. e;sontai prw/toi e;scatoi kai. ÎoiÐ̀ e;scatoi prw/toiÅ
But many that are first shall be last; and the last first.
然而有許多在前的將要在後，在後的將要在前。

(他們)許多的 然而也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是 (他們)首先的 (他們)最末後的；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最末後的

(他們)首先的。

可 10:32 +Hsan de. evn th/| òdw/| avnabai,nontej eivj ~Ieroso,luma( kai. h=n proa,gwn auvtou.j ò VIhsou/j( kai. evqambou/nto(
oi` de. avkolouqou/ntej evfobou/ntoÅ kai. paralabw.n pa,lin tou.j dw,deka h;rxato auvtoi/j le,gein ta. me,llonta auvtw/|
sumbai,nein
And they were in the way going up to Jerusalem; and Jesus went before them: and they were amazed; and as
they followed, they were afraid. And he took again the twelve, and began to tell them what things should happen
unto him,
他們行路上耶路撒冷去；耶穌在前頭走，門徒就希奇，跟從的人也害怕；耶穌又叫過十二個門徒來，把自己將要

遭遇的事，告訴他們說：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道路途徑 (他們)現正持續向上行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路撒冷；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現正持續帶領在前面了的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被成驚愕訝異；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現正持續跟隨了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成驚恐畏懼。 並且 (他)那時(也是)拿取在旁邊了的 重新又再地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十二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 在對(他們)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道說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發生遭遇，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道路途徑 (他們)現正持續向上行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路撒冷；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現正持續帶領在前面了的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被成驚愕訝異；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跟隨了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成驚恐畏懼。 並且

(他)那時(也是)拿取在旁邊了的 重新又再地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十二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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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他們)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道說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發生遭遇，

可 10:33 o[ti VIdou. avnabai,nomen eivj ~Ieroso,luma( kai. ò uiò.j tou/ avnqrw,pou paradoqh,setai toi/j avrciereu/sin kai.
toi/j grammateu/sin( kai. katakrinou/sin auvto.n qana,tw| kai. paradw,sousin auvto.n toi/j e;qnesin
Saying, Behold, we go up to Jerusalem; and the Son of man shall be delivered unto the chief priests, and unto
the scribes; and they shall condemn him to death, and shall deliver him to the Gentiles:
看哪，我們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將要被交給祭司長和文士，他們要定他死罪，交給外邦人。

是這樣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我們現在持續向上行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路撒冷； 並且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交付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大祭司 並且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他們)書記文士，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斷定有罪 到於(他)同一者 在對(他)死，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交付 到於(他)同一者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種族邦國；

可 10:34 kai. evmpai,xousin auvtw/| kai. evmptu,sousin auvtw/| kai. mastigw,sousin auvto.n kai. avpoktenou/sin( kai. meta.
trei/j h̀me,raj avnasth,setaiÅ
And they shall mock him, and shall scourge him, and shall spit upon him, and shall kill him: and the third day he
shall rise again.
他們要戲弄他，吐唾沫在他臉上，鞭打他，殺害他；過了三天，他要復活。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戲弄 在對(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吐唾沫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鞭打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殺害除掉； 並且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她們)三個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再站立起來。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戲弄 在對(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鞭打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吐唾沫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殺害除掉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在對(她)那 在對(她)第三的 在對(她)日子/白日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再站立起來。

可 10:35 Kai. prosporeu,ontai auvtw/| VIa,kwboj kai. VIwa,nnhj oì uiòi. Zebedai,ou le,gontej auvtw/|( Dida,skale(
qe,lomen i[na o] eva.n aivth,swme,n se poih,sh|j hm̀i/nÅ
And James and John, the sons of Zebedee, come unto him, saying, Master, we would that thou shouldest do for
us whatsoever we shall desire.
西庇太的兒子雅各，約翰進前來，對耶穌說：夫子，我們無論求你甚麼，願你給我們作。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在前面向著行去 在對(他)同一者 (他)雅各 並且 (他)約翰 (他們)那些 (他們)兒子

從屬(他)西庇太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阿,(他)老師， 我們現在持續定意 為要 到於(它)這個

但凡若是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索問要求 到於你， 你那時(也是)應該行出作成 在對我們。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在前面向著行去 在對(他)同一者 (他)雅各 並且 (他)約翰 (他們)那些 (他們)兒子

從屬(他)西庇太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阿,(他)老師， 我們現在持續定意 為要 到於(它)這個 但凡若是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索問要求， 你那時(也是)應該行出作成 在對我們。
[經文變異WH]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在前面向著行去 在對(他)同一者 (他)雅各 並且 (他)約翰 (他們)那些

(他們)二個/兩個 (他們)兒子 從屬(他)西庇太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阿,(他)老師，

我們現在持續定意 為要 到於(它)這個 但凡若是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索問要求 到於你， 你那時(也是)應該行出作成

在對我們。

可 10:36 ò de. ei=pen auvtoi/j( Ti, qe,lete, ÎmeÐ poih,sw ùmi/nÈ
And he said unto them, What would ye that I should do for you?
耶穌說：要我給你們作甚麼。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們現在持續定意 到於我

我那時(也是)應該行出作成 在對你們？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們現在持續定意

那時(也是)要去行出作成 到於我 在對你們？
[經文變異WH]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們現在持續定意

我那時(也是)應該行出作成 在對你們？

可 10:37 oi` de. ei=pan auvtw/|( Do.j hm̀i/n i[na ei-j sou evk dexiw/n kai. ei-j evx avristerw/n kaqi,swmen evn th/| do,xh| souÅ
They said unto him, Grant unto us that we may sit, one on thy right hand, and the other on thy left hand, in 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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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ry.
他們說：賜我們在你的榮耀裏，一個坐在你右邊，一個坐在你左邊。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就要給與 在對我們 為要 (他)一個

從屬你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右手邊的 並且 (他)一個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左手邊的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就座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榮耀 從屬你。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就要給與 在對我們 為要 (他)一個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右手邊的 從屬你 並且 (他)一個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左邊的 從屬你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就座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榮耀 從屬你。

可 10:38 ò de. VIhsou/j ei=pen auvtoi/j( Ouvk oi;date ti, aivtei/sqeÅ du,nasqe piei/n to. poth,rion o] evgw. pi,nw h' to.
ba,ptisma o] evgw. bapti,zomai baptisqh/naiÈ
But Jesus said unto them, Ye know not what ye ask: can ye drink of the cup that I drink of? and be baptized with
the baptism that I am baptized with?
耶穌說：你們不知道所求的是甚麼。我所喝的杯，你們能喝麼；我所受的洗，你們能受麼。

(他)那 然而也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不是/不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索問要求；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那時(也是)要去喝 到於(它)那

到於(它)杯 到於(它)這個 我 我現在持續喝， 甚或/或而 到於(它)那 到於(它)浸洗之禮 到於(它)這個 我

我現在持續被浸洗 那時(也是)要去被浸洗？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不是/不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索問要求；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那時(也是)要去喝 到於(它)那

到於(它)杯 到於(它)這個 我 我現在持續喝， 並且 到於(它)那 到於(它)浸洗之禮 到於(它)這個 我 我現在持續被浸洗

那時(也是)要去被浸洗？

可 10:39 oi` de. ei=pan auvtw/|( Duna,meqaÅ ò de. VIhsou/j ei=pen auvtoi/j( To. poth,rion o] evgw. pi,nw pi,esqe kai. to.
ba,ptisma o] evgw. bapti,zomai baptisqh,sesqe(
And they said unto him, We can. And Jesus said unto them, Ye shall indeed drink of the cup that I drink of; and
with the baptism that I am baptized withal shall ye be baptized:
他們說：我們能。耶穌說：我所喝的杯，你們也要喝；我所受的洗，你們也要受；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我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他)那

然而也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那 到於(它)杯 到於(它)這個 我

我現在持續喝， 你們將要(持續)讓自己喝； 並且 到於(它)那 到於(它)浸洗之禮 到於(它)這個 我 我現在持續被浸洗，

你們將要(持續)被浸洗；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我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他)那

然而也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那 的確 到於(它)杯 到於(它)這個 我

我現在持續喝， 你們將要(持續)讓自己喝； 並且 到於(它)那 到於(它)浸洗之禮 到於(它)這個 我 我現在持續被浸洗，

你們將要(持續)被浸洗；

可 10:40 to. de. kaqi,sai evk dexiw/n mou h' evx euvwnu,mwn ouvk e;stin evmo.n dou/nai( avllV oi-j ht̀oi,mastaiÅ
But to sit on my right hand and on my left hand is not mine to give; but it shall be given to them for whom it is
prepared.
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賜的；乃是為誰預備的，就賜給誰。

到於(它)那 然而也 那時(也是)要去就座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右手邊的 從屬我 甚或/或而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左邊的，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我之物 那時(也是)要去給與； 但乃是 在對(他們)這些個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使成妥切齊備。
[經文變異RT]

到於(它)那 然而也 那時(也是)要去就座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右手邊的 從屬我 並且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左邊的

從屬我，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我之物 那時(也是)要去給與； 但乃是 在對(他們)這些個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使成妥切齊備。

可 10:41 Kai. avkou,santej oì de,ka h;rxanto avganaktei/n peri. VIakw,bou kai. VIwa,nnouÅ
And when the ten heard it, they began to be much displeased with James and John.
那十個門徒聽見，就惱怒雅各，約翰。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他們)那些 (他們)十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 現要去持續怨恨惱怒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雅各 並且 從屬(他)約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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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10:42 kai. proskalesa,menoj auvtou.j ò VIhsou/j le,gei auvtoi/j( Oi;date o[ti oì dokou/ntej a;rcein tw/n evqnw/n
katakurieu,ousin auvtw/n kai. oì mega,loi auvtw/n katexousia,zousin auvtw/nÅ
But Jesus called them to him, and saith unto them, Ye know that they which are accounted to rule over the
Gentiles exercise lordship over them; and their great ones exercise authority upon them.
耶穌叫他們來對他們說：你們知道，外邦人有尊為君王的，治理他們；有大臣操權管束他們。

並且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在前面向著促請召喚了的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設想認為對了的 現要去持續起始為首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種族邦國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向下行主持支配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極大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向下使有權柄掌握 從屬(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耶穌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在前面向著促請召喚了的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設想認為對了的 現要去持續起始為首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種族邦國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向下行主持支配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極大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向下使有權柄掌握 從屬(他們)同一者。

可 10:43 ouvc ou[twj de, evstin evn ùmi/n( avllV o]j a'n qe,lh| me,gaj gene,sqai evn ùmi/n e;stai ùmw/n dia,konoj(
But so shall it not be among you: but whosoever will be great among you, shall be your minister:
只是在你們中間，不是這樣；你們中間，誰願為大，就必作你們的用人；

不是/不 那同一樣式地 然而也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內 在對你們； 但乃是 (他)這個 但凡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定意 (他)極大的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內 在對你們，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從屬你們 (他)僕工執事；
[經文變異RT]

不是/不 那同一樣式地 然而也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在內 在對你們； 但乃是 (他)這個 但凡若是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定意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生發成為 (他)極大的 在內 在對你們，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他)僕工執事 從屬你們；

可 10:44 kai. o]j a'n qe,lh| evn um̀i/n ei=nai prw/toj e;stai pa,ntwn dou/loj\
And whosoever of you will be the chiefest, shall be servant of all.
在你們中間，誰願為首，就必作眾人的僕人。

並且 (他)這個 但凡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定意 在內 在對你們 現要去持續是 (他)首先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奴僕。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這個 但凡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定意 在對你們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生發成為 (他)首先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奴僕。

可 10:45 kai. ga.r ò uiò.j tou/ avnqrw,pou ouvk h=lqen diakonhqh/nai avlla. diakonh/sai kai. dou/nai th.n yuch.n auvtou/
lu,tron avnti. pollw/nÅ
For even the Son of man came not to be ministered unto, but to minister, and to give his life a ransom for many.
因為人子來，並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

並且 因為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那時(也是)要去被行服事，

但乃是 那時(也是)要去行服事，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給與 到於(她)那 到於(她)生魂意念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它)贖價

相對對應 從屬(他們)許多的。

可 10:46 Kai. e;rcontai eivj VIericw,Å kai. evkporeuome,nou auvtou/ avpo. VIericw. kai. tw/n maqhtw/n auvtou/ kai. o;clou
ik̀anou/ o` uiò.j Timai,ou Bartimai/oj( tuflo.j prosai,thj( evka,qhto para. th.n òdo,nÅ
And they came to Jericho: and as he went out of Jericho with his disciples and a great number of people, blind
Bartimaeus, the son of Timaeus, sat by the highway side begging.
到了耶利哥；耶穌同門徒並許多人出耶利哥的時候，有一個討飯的瞎子，是底買的兒子巴底買，坐在路旁。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利哥； 並且

從屬(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向外行去了的 從屬(他)同一者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耶利哥 並且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從屬(他)群眾 從屬(他)達到足夠的，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底買 (他)巴底買

(他)瞎眼的 (他)求乞索討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坐下 <在旁邊>到旁邊 到於(她)那 到於(她)道路途徑。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利哥； 並且

從屬(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向外行去了的 從屬(他)同一者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耶利哥 並且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從屬(他)群眾 從屬(他)達到足夠的， (他)兒子 從屬(他)底買 (他)巴底買 (他)那

(他)瞎眼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坐下 <在旁邊>到旁邊 到於(她)那 到於(她)道路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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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現正持續求乞索討了的。

可 10:47 kai. avkou,saj o[ti VIhsou/j ò Nazarhno,j evstin h;rxato kra,zein kai. le,gein( Uìe. Daui.d VIhsou/( evle,hso,n
meÅ
And when he heard that it was Jesus of Nazareth, he began to cry out, and say, Jesus, thou Son of David, have
mercy on me.
他聽見是拿撒勒的耶穌，就喊著說：大衛的子孫耶穌阿，可憐我罷。

並且 (他)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是這樣 (他)耶穌 (他)那 (他)拿撒勒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 現要去持續嘶聲吶喊 並且 現要去持續道說， 阿,(他)兒子 從屬(他)大衛

阿,(他)耶穌， 你那時(也是)就要發憐憫慈悲 到於我。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是這樣 (他)耶穌 (他)那 (他)拿撒勒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 現要去持續嘶聲吶喊 並且 現要去持續道說，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大衛，

阿,(他)耶穌， 你那時(也是)就要發憐憫慈悲 到於我。

可 10:48 kai. evpeti,mwn auvtw/| polloi. i[na siwph,sh|\ ò de. pollw/| ma/llon e;krazen( Uiè. Daui,d( evle,hso,n meÅ
And many charged him that he should hold his peace: but he cried the more a great deal, Thou Son of David,
have mercy on me.
有許多人責備他，不許他作聲，他卻越發大聲喊著說：大衛的子孫哪，可憐我罷。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評斷申誡 在對(他)同一者 (他們)許多的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為啞口寂靜； (他)那

然而也 在對(它)許多的 更特別尤其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嘶聲吶喊， 阿,(他)兒子 從屬(他)大衛，

你那時(也是)就要發憐憫慈悲 到於我。

可 10:49 kai. sta.j ò VIhsou/j ei=pen( Fwnh,sate auvto,nÅ kai. fwnou/sin to.n tuflo.n le,gontej auvtw/|( Qa,rsei( e;geire(
fwnei/ seÅ
And Jesus stood still, and commanded him to be called. And they call the blind man, saying unto him, Be of
good comfort, rise; he calleth thee.
耶穌就站住，說：叫過他來；他們就叫那瞎子，對他說：放心，起來，他叫你啦。

並且 (他)那時(也是)立定站住了的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出聲叫喚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出聲叫喚 到於(他)那 到於(他)瞎眼的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你現在就要持續具勇氣自信， 你現在就要持續喚醒起來； 他/她/它現在持續出聲叫喚 到於你。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立定站住了的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到於(他)同一者，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出聲叫喚。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出聲叫喚 到於(他)那 到於(他)瞎眼的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你現在就要持續具勇氣自信，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喚醒起來； 他/她/它現在持續出聲叫喚

到於你。

可 10:50 ò de. avpobalw.n to. im̀a,tion auvtou/ avnaphdh,saj h=lqen pro.j to.n VIhsou/nÅ
And he, casting away his garment, rose, and came to Jesus.
瞎子就丟下衣服，跳起來，走到耶穌那裏。

(他)那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丟開棄置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衣服 從屬(他)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跳躍起來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丟開棄置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衣服 從屬(他)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可 10:51 kai. avpokriqei.j auvtw/| ò VIhsou/j ei=pen( Ti, soi qe,leij poih,swÈ ò de. tuflo.j ei=pen auvtw/|( Rabbouni( i[na
avnable,ywÅ
And Jesus answered and said unto him, What wilt thou that I should do unto thee? The blind man said unto him,
Lord, that I might receive my sight.
耶穌說：要我為你作甚麼。瞎子說：拉波尼，我要能看見。〔拉波尼就是夫子〕

並且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在對你 你現在持續定意 我那時(也是)應該行出作成？ (他)那 然而也 (他)瞎眼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阿,(他)拉波尼[亞蘭文音譯=夫子]， 為要

我那時(也是)應該再向上著眼觀看。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現在持續定意 我那時(也是)應該行出作成 在對你？ (他)那 然而也 (他)瞎眼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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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他)同一者， 阿,(他)拉波尼[亞蘭文音譯=夫子]， 為要 我那時(也是)應該再向上著眼觀看。

可 10:52 kai. ò VIhsou/j ei=pen auvtw/|( {Upage( h` pi,stij sou se,swke,n seÅ kai. euvqu.j avne,bleyen kai. hvkolou,qei auvtw/|
evn th/| òdw/|Å
And Jesus said unto him, Go thy way; thy faith hath made thee whole. And immediately he received his sight,
and followed Jesus in the way.
耶穌說：你去罷；你的信救了你了。瞎子立刻看見了，就在路上跟隨耶穌。

並且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你現在就要持續退開去； (她)那 (她)信 從屬你

他/她/它現在已經拯救 到於你。 並且 平直直接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再向上著眼觀看，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跟隨

在對(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道路途徑。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你現在就要持續退開去； (她)那 (她)信

從屬你 他/她/它現在已經拯救 到於你。 並且 平直直接地[同#2117] 他/她/它那時(也是)再向上著眼觀看，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跟隨 在對(他)那 在對(他)耶穌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道路途徑。

可 11:1 Kai. o[te evggi,zousin eivj ~Ieroso,luma eivj Bhqfagh. kai. Bhqani,an pro.j to. :Oroj tw/n VElaiw/n(
avposte,llei du,o tw/n maqhtw/n auvtou/
And when they came nigh to Jerusalem, unto Bethphage and Bethany, at the mount of Olives, he sendeth forth
two of his disciples,
耶穌和門徒將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其和伯大尼，在橄欖山那裏；耶穌就打發兩個門徒，

並且 當這時地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靠近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路撒冷 向內進入 到於(她)伯法其 並且 到於(她)伯大尼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它)那 到於(它)高山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橄欖， 他/她/它現在持續分派差遣

到於(他們)二個/兩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當這時地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靠近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陸撒冷 向內進入 到於(她)伯法其 並且 到於(她)伯大尼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它)那 到於(它)高山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橄欖， 他/她/它現在持續分派差遣

到於(他們)二個/兩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可 11:2 kai. le,gei auvtoi/j( ~Upa,gete eivj th.n kw,mhn th.n kate,nanti ùmw/n( kai. euvqu.j eivsporeuo,menoi eivj auvth.n
eùrh,sete pw/lon dedeme,non evfV o]n ouvdei.j ou;pw avnqrw,pwn evka,qisen\ lu,sate auvto.n kai. fe,reteÅ
And saith unto them, Go your way into the village over against you: and as soon as ye be entered into it, ye
shall find a colt tied, whereon never man sat; loose him, and bring him.
對他們說：你們往對面村子裏去；一進去的時候，必看見一匹驢駒拴在那裏，是從來沒有人騎過的，可以解開牽

來。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退開去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鄉村

到於(她)那 直接當面於前地 從屬你們； 並且 平直直接地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向內行去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同一者 你們將要(持續)找到尋見 到於(他)幼馬驢駒 到於(他)現在已經被拴綁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這個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尚未地 從屬(他們)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座；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鬆綁脫解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負載攜帶。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退開去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鄉村

到於(她)那 直接當面於前地 從屬你們； 並且 平直直接地[同#2117]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向內行去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同一者 你們將要(持續)找到尋見 到於(他)幼馬驢駒 到於(他)現在已經被拴綁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這個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從屬(他們)人 他/她/它現在已經就座； (他們)那時(也是)鬆綁脫解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帶領。

可 11:3 kai. eva,n tij ùmi/n ei;ph|( Ti, poiei/te tou/toÈ ei;pate( ~O ku,rioj auvtou/ crei,an e;cei( kai. euvqu.j auvto.n
avposte,llei pa,lin w-deÅ
And if any man say unto you, Why do ye this? say ye that the Lord hath need of him; and straightway he will
send him hither.
若有人對你們說：為甚麼作這事；你們就說：主要用他；那人必立時讓你們牽來。

並且 但凡若是 (他)任何什麼 在對你們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們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到於(它)那同一者？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發話言說， (他)那 (他)主人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她)需用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並且 平直直接地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分派差遣 重新又再地

也就在此地。
[經文變異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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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 但凡若是 (他)任何什麼 在對你們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們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到於(它)那同一者？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發話言說， 是這樣 (他)那 (他)主人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她)需用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並且 平直直接地[同#2117]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分派差遣

也就在此地。

可 11:4 kai. avph/lqon kai. eu-ron pw/lon dedeme,non pro.j qu,ran e;xw evpi. tou/ avmfo,dou kai. lu,ousin auvto,nÅ
And they went their way, and found the colt tied by the door without in a place where two ways met; and they
loose him.
他們去了，便看見一匹驢駒，拴在門外街道上，就把牠解開。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找到尋見 到於(他)幼馬驢駒

到於(他)現在已經被拴綁了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門戶 在外面地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它)那

從屬(它)街道叉路；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鬆綁脫解 到於(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然而也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找到尋見 到於(他)那 到於(他)幼馬驢駒

到於(他)現在已經被拴綁了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那 到於(她)門戶 在外面地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它)那

從屬(它)街道叉路；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鬆綁脫解 到於(他)同一者。

可 11:5 kai, tinej tw/n evkei/ es̀thko,twn e;legon auvtoi/j( Ti, poiei/te lu,ontej to.n pw/lonÈ
And certain of them that stood there said unto them, What do ye, loosing the colt?
在那裏站著的人，有幾個說：你們解驢駒作甚麼。

並且 (他們)任何什麼 從屬(他們)那些 在那裏地 從屬(他們)現在已經立定站住了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們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他們)現正持續鬆綁脫解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幼馬驢駒？

可 11:6 oi` de. ei=pan auvtoi/j kaqw.j ei=pen ò VIhsou/j( kai. avfh/kan auvtou,jÅ
And they said unto them even as Jesus had commanded: and they let them go.
門徒照著耶穌所說的回答，那些人就任憑他們牽去了。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那 (他)耶穌；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任憑釋放離開 到於(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督促責成

(他)那 (他)耶穌；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任憑釋放離開 到於(他們)同一者。

可 11:7 kai. fe,rousin to.n pw/lon pro.j to.n VIhsou/n kai. evpiba,llousin auvtw/| ta. im̀a,tia auvtw/n( kai. evka,qisen evpV
auvto,nÅ
And they brought the colt to Jesus, and cast their garments on him; and he sat upon him.
他們把驢駒牽到耶穌那裏，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穌就騎上。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負載攜帶 到於(他)那 到於(他)幼馬驢駒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投擲在上面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衣服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座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帶領 到於(他)那 到於(他)幼馬驢駒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投擲在上面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衣服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座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同一者。

可 11:8 kai. polloi. ta. im̀a,tia auvtw/n e;strwsan eivj th.n òdo,n( a;lloi de. stiba,daj ko,yantej evk tw/n avgrw/nÅ
And many spread their garments in the way: and others cut down branches off the trees, and strawed them in
the way.
有許多人，把衣服鋪在路上，也有人把田間的樹枝砍下來，鋪在路上。

並且 (他們)許多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衣服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舖開攤放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道路途徑； (他們)另外不同的 然而也 到於(她們)樹葉枝條 (他們)那時(也是)切砍擊打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田野。
[經文變異RT]

(他們)許多的 然而也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衣服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舖開攤放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道路途徑； (他們)另外不同的 然而也 到於(她們)樹葉枝條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切砍擊打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那些註1
從屬(它們)樹木，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舖開攤放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道路途徑。

註1：“從屬(他們)那些”文法上亦可以為“從屬(它們)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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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11:9 kai. oì proa,gontej kai. oi` avkolouqou/ntej e;krazon( ~Wsanna,\ Euvloghme,noj ò evrco,menoj evn ovno,mati
kuri,ou\
And they that went before, and they that followed, cried, saying, Hosanna; Blessed is he that cometh in the
name of the Lord:
前行後隨的人，都喊著說：和散那；〔和散那原有求救的意思在此乃是稱頌的話〕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帶領在前面了的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跟隨了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嘶聲吶喊， 和散那； (他)現在已經被祝福稱讚了的 (他)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在內 在對(它)名字 從屬(他)主人；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帶領在前面了的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跟隨了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嘶聲吶喊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和散那； (他)現在已經被祝福稱讚了的 (他)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在內 在對(它)名字 從屬(他)主人；

可 11:10 Euvloghme,nh h̀ evrcome,nh basilei,a tou/ patro.j hm̀w/n Daui,d\ ~Wsanna. evn toi/j ùyi,stoijÅ
Blessed be the kingdom of our father David, that cometh in the name of the Lord: Hosanna in the highest.
那將要來的我祖大衛之國，是應當稱頌的；高高在上和散那。

(她)現在已經被祝福稱讚了的 (她)那 (她)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從屬我們 從屬(他)大衛； 和散那 在內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至高的。
[經文變異RT]

(她)現在已經被祝福稱讚了的 (她)那 (她)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她)王權國度 在內 在對(它)名字

從屬(他)主人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從屬我們 從屬(他)大衛； 和散那 在內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至高的。

可 11:11 Kai. eivsh/lqen eivj ~Ieroso,luma eivj to. ìero.n kai. peribleya,menoj pa,nta( ovyi,aj h;dh ou;shj th/j w[raj(
evxh/lqen eivj Bhqani,an meta. tw/n dw,dekaÅ
And Jesus entered into Jerusalem, and into the temple: and when he had looked round about upon all things,
and now the eventide was come, he went out unto Bethany with the twelve.
耶穌進了耶路撒冷，入了聖殿，周圍看了各樣物件；天色已晚，就和十二個門徒出城，往伯大尼去了。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路撒冷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聖殿； 並且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周圍環顧了的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她)具將近晚的 甚而已然如此地

從屬(她)現正持續是了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鐘點時刻，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向內進入

到於(她)伯大尼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十二個。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路撒冷 (他)那 (他)耶穌 並且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聖殿； 並且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周圍環顧了的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她)具將近晚的

甚而已然如此地 從屬(她)現正持續是了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鐘點時刻，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向內進入 到於(她)伯大尼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十二個。
[經文變異WH]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路撒冷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聖殿； 並且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周圍環顧了的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將近晚地 甚而已然如此地 從屬(她)現正持續是了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鐘點時刻，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向內進入 到於(她)伯大尼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十二個。

可 11:12 Kai. th/| evpau,rion evxelqo,ntwn auvtw/n avpo. Bhqani,aj evpei,nasenÅ
And on the morrow, when they were come from Bethany, he was hungry:
第二天，他們從伯大尼出來；耶穌餓了，

並且 在對(她)那 在次日地， 從屬(他們)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伯大尼， 他/她/它那時(也是)有飢餓；

可 11:13 kai. ivdw.n sukh/n avpo. makro,qen e;cousan fu,lla h=lqen( eiv a;ra ti eùrh,sei evn auvth/|( kai. evlqw.n evpV auvth.n
ouvde.n eu-ren eiv mh. fu,lla\ ò ga.r kairo.j ouvk h=n su,kwnÅ
And seeing a fig tree afar off having leaves, he came, if haply he might find any thing thereon: and when he
came to it, he found nothing but leaves; for the time of figs was not yet.
遠遠的看見一棵無花果樹，樹上有葉子，就往那裏去，或者在樹上可以找著甚麼；到了樹下，竟找不著甚麼，不

過有葉子；因為不是收無花果的時候；

並且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到於(她)無花果樹 從那裏離開 從距離遠地 到於(她)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它們)苖芽葉子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若是 果然如此 到於(它)任何什麼 他/她/它將要(持續)找到尋見

在內 在對(她)同一者； 並且 (他)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同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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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找到尋見， 若是 不會/不要 到於(它們)苖芽葉子； (他)那 因為

(他)場合時節 不是/不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從屬(它們)無花果。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到於(她)無花果樹 從距離遠地 到於(她)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它們)苖芽葉子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若是 果然如此 他/她/它將要(持續)找到尋見 到於(它)任何什麼 在內 在對(她)同一者；

並且 (他)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同一者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找到尋見， 若是 不會/不要 到於(它們)苖芽葉子； 不是/不 因為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場合時節 從屬(它們)無花果。

可 11:14 kai. avpokriqei.j ei=pen auvth/|( Mhke,ti eivj to.n aivw/na evk sou/ mhdei.j karpo.n fa,goiÅ kai. h;kouon oi`
maqhtai. auvtou/Å
And Jesus answered and said unto it, No man eat fruit of thee hereafter for ever. And his disciples heard it.
耶穌就對樹說：從今以後，永沒有人喫你的果子。他的門徒也聽見了。

並且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她)同一者， 不再可以地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世紀時代 向外出來 從屬你 (他)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到於(他)果實 他/她/它那時(也是)可以吃食。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聲聞耳聽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她)同一者， 不再可以地

向外出來 從屬你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世紀時代 (他)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到於(他)果實

他/她/它那時(也是)可以吃食。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聲聞耳聽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可 11:15 Kai. e;rcontai eivj ~Ieroso,lumaÅ kai. eivselqw.n eivj to. ièro.n h;rxato evkba,llein tou.j pwlou/ntaj kai. tou.j
avgora,zontaj evn tw/| ièrw/|( kai. ta.j trape,zaj tw/n kollubistw/n kai. ta.j kaqe,draj tw/n pwlou,ntwn ta.j
peristera.j kate,streyen(
And they come to Jerusalem: and Jesus went into the temple, and began to cast out them that sold and bought
in the temple, and overthrew the tables of the moneychangers, and the seats of them that sold doves;
他們來到耶路撒冷，耶穌進入聖殿，趕出殿裏作買賣的人，推倒兌換銀錢之人的桌子，和賣鴿子之人的凳子；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路撒冷； 並且

(他)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聖殿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

現要去持續向外投擲出來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售賣了的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購買了的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聖殿， 並且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桌子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兌換硬幣者 並且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座椅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售賣了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鴿子 他/她/它那時(也是)翻倒傾覆；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路撒冷； 並且

(他)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了的 (他)那 (他)耶穌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聖殿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 現要去持續向外投擲出來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售賣了的 並且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購買了的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聖殿， 並且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桌子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兌換硬幣者 並且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座椅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售賣了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鴿子 他/她/它那時(也是)翻倒傾覆；

可 11:16 kai. ouvk h;fien i[na tij diene,gkh| skeu/oj dia. tou/ ìerou/Å
And would not suffer that any man should carry any vessel through the temple.
也不許人拿著器具從殿裏經過。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當時持續任憑釋放離開 為要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攜負經過/獨特超群

到於(它)器皿用具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那 從屬(它)聖殿。

可 11:17 kai. evdi,dasken kai. e;legen auvtoi/j( Ouv ge,graptai o[ti ~O oi=ko,j mou oi=koj proseuch/j klhqh,setai pa/sin
toi/j e;qnesinÈ ùmei/j de. pepoih,kate auvto.n sph,laion lh|stw/nÅ
And he taught, saying unto them, Is it not written, My house shall be called of all nations the house of prayer?
but ye have made it a den of thieves.
便教訓他們說：經上不是記著說：『我的殿必稱為萬國禱告的殿』麼；你們倒使他成為賊窩了。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教導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豈非呢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是這樣 (他)那 (他)住處家室 從屬我 (他)住處家室 從屬(她)求告祈禱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促請召喚

在對(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種族邦國？ 你們 然而也 你們現在已經行出作成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它)石窟洞穴 從屬(他們)強盜。
[經文變異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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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教導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在對(他們)同一者， 豈非呢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是這樣

(他)那 (他)住處家室 從屬我 (他)住處家室 從屬(她)求告祈禱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促請召喚 在對(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種族邦國？ 你們 然而也 你們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它)石窟洞穴

從屬(他們)強盜。
[經文變異WH]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教導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豈非呢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是這樣 (他)那

(他)住處家室 從屬我 (他)住處家室 從屬(她)求告祈禱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促請召喚 在對(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種族邦國？ 你們 然而也 你們現在已經行出作成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它)石窟洞穴

從屬(他們)強盜。

可 11:18 kai. h;kousan oì avrcierei/j kai. oi` grammatei/j kai. evzh,toun pw/j auvto.n avpole,swsin\ evfobou/nto ga.r
auvto,n( pa/j ga.r ò o;cloj evxeplh,sseto evpi. th/| didach/| auvtou/Å
And the scribes and chief priests heard it, and sought how they might destroy him: for they feared him, because
all the people was astonished at his doctrine.
祭司長和文士聽見這話就想法子要除滅耶穌；卻又怕他，因為眾人都希奇他的教訓。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他們)那些 (他們)大祭司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書記文士，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探索尋求 怎樣如何地呢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毀掉除滅；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成驚恐畏懼 因為 到於(他)同一者， (他)所有每一個的 因為 (他)那 (他)群眾

他/她/它當時持續被震驚詫異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那 在對(她)教授講訓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他們)那些 (他們)書記文士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大祭司，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探索尋求 怎樣如何地呢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毀掉除滅；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成驚恐畏懼 因為 到於(他)同一者， 是這樣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他)群眾

他/她/它當時持續被震驚詫異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那 在對(她)教授講訓 從屬(他)同一者。

可 11:19 Kai. o[tan ovye. evge,neto( evxeporeu,onto e;xw th/j po,lewjÅ
And when even was come, he went out of the city.
每天晚上，耶穌出城去。

並且 但凡當這時 將近晚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向外行去 在外面地

從屬(她)那 從屬(她)城邑。
[經文變異RT]

並且 當這時地 將近晚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向外行去 在外面地

從屬(她)那 從屬(她)城邑。

可 11:20 Kai. paraporeuo,menoi prwi> ei=don th.n sukh/n evxhramme,nhn evk rìzw/nÅ
And in the morning, as they passed by, they saw the fig tree dried up from the roots.
早晨，他們從那裏經過，看見無花果樹連根都枯乾了。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在旁邊行過去了的 清早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她)那 到於(她)無花果樹

到於(她)現在已經被促為枯乾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她們)根。
[經文變異RT]

並且 清早地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在旁邊行過去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她)那 到於(她)無花果樹

到於(她)現在已經被促為枯乾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她們)根。

可 11:21 kai. avnamnhsqei.j ò Pe,troj le,gei auvtw/|( ~Rabbi,( i;de h` sukh/ h]n kathra,sw evxh,rantaiÅ
And Peter calling to remembrance saith unto him, Master, behold, the fig tree which thou cursedst is withered
away.
彼得想起耶穌的話來，就對他說：拉比，請看，你所咒詛的無花果樹，已經枯乾了。

並且 (他)那時(也是)被再向上致使提醒記得了的 (他)那 (他)彼得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阿,(他)拉比， 你那時(也是)就要看哪， (她)那 (她)無花果樹 到於(她)這個 你那時(也是)讓自己發向下禱告咒詛，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促為枯乾。

可 11:22 kai. avpokriqei.j ò VIhsou/j le,gei auvtoi/j( :Ecete pi,stin qeou/Å
And Jesus answering saith unto them, Have faith in God.
耶穌回答說：你們當信服神。

並且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持有 到於(她)信 從屬(他)神。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耶穌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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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於(她)信 從屬(他)神。

可 11:23 avmh.n le,gw ùmi/n o[ti o]j a'n ei;ph| tw/| o;rei tou,tw|( :Arqhti kai. blh,qhti eivj th.n qa,lassan( kai. mh.
diakriqh/| evn th/| kardi,a| auvtou/ avlla. pisteu,h| o[ti o] lalei/ gi,netai( e;stai auvtw/|Å
For verily I say unto you, That whosoever shall say unto this mountain, Be thou removed, and be thou cast into
the sea; and shall not doubt in his heart, but shall believe that those things which he saith shall come to pass; he
shall have whatsoever he saith.
我實在告訴你們，無論何人對這座山說：你挪開此地投在海裏；他若心裏不疑惑，只信他所說的必成，就必給他

成了。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是這樣 (他)這個 但凡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在對(它)那 在對(它)高山

在對(它)那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就要被提起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被投擲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海； 並且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徹底分開辨明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內心 從屬(他)同一者， 但乃是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置信信託 是這樣 到於(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發言講說，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在對(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阿們 因為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是這樣 (他)這個 但凡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在對(它)那

在對(它)高山 在對(它)那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就要被提起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被投擲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海； 並且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徹底分開辨明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內心

從屬(他)同一者， 但乃是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置信信託 是這樣 到於(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它)這個 但凡若是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可 11:24 dia. tou/to le,gw ùmi/n( pa,nta o[sa proseu,cesqe kai. aivtei/sqe( pisteu,ete o[ti evla,bete( kai. e;stai ùmi/nÅ
Therefore I say unto you, What things soever ye desire, when ye pray, believe that ye receive them, and ye
shall have them.
所以我告訴你們，凡你們禱告祈求的，無論是甚麼，只要信是得著的，就必得著。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同一者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這每一切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祈禱求告 並且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索問要求，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置信信託 是這樣

你們那時(也是)拿取，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在對你們。
[經文變異RT]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同一者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這每一切

但凡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祈禱求告了的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索問要求，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置信信託 是這樣

你們現在持續拿取，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在對你們。

可 11:25 kai. o[tan sth,kete proseuco,menoi( avfi,ete ei; ti e;cete kata, tinoj( i[na kai. ò path.r ùmw/n ò evn toi/j
ouvranoi/j avfh/| ùmi/n ta. paraptw,mata ùmw/nÅ
And when ye stand praying, forgive, if ye have ought against any: that your Father also which is in heaven may
forgive you your trespasses.
你們站著禱告的時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們，就當饒恕他，好叫你們在天上的父，也饒恕你們的過犯。

並且 但凡當這時 你們現在持續站立不動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祈禱求告了的，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任憑釋放離開，

若是 到於(它)任何什麼 你們現在持續持有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他)任何什麼； 為要 並且 (他)那 (他)父親

從屬你們 (他)那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天空/天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任憑釋放離開 在對你們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誤差過犯 從屬你們。

可 11:26 eiv de. ùmei/j ou=k avfi,ete( ouvde ò path.r ùmw/n ò evn toi/j ouvranoi/j avfhsei. ta. paraptw,mata ùmw/nÅ
But if ye do not forgive, neither will your Father which is in heaven forgive your trespasses.
你們若不饒恕人，你們在天上的父，也不饒恕你們的過犯。〔有古卷無此節〕

註：Nestle-Aland 26/27版本無此節。

[經文變異RT]

若是 然而也 你們 不是/不 你們現在持續任憑釋放離開， 然而也不是地 (他)那 (他)父親 從屬你們 (他)那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天空/天 他/她/它將要(持續)任憑釋放離開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誤差過犯 從屬你們。

可 11:27 Kai. e;rcontai pa,lin eivj ~Ieroso,lumaÅ kai. evn tw/| ièrw/| peripatou/ntoj auvtou/ e;rcontai pro.j auvto.n oì
avrcierei/j kai. oi` grammatei/j kai. oi` presbu,teroi
And they come again to Jerusalem: and as he was walking in the temple, there come to him the chief priests,
and the scribes, and the elders,
他們又來到耶路撒冷；耶穌在殿裏行走的時候，祭司長和文士並長老進前來，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重新又再地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路撒冷； 並且 在內 在對(它)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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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它)聖殿 從屬(他)現正持續來往昂然踏行了的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大祭司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書記文士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更年長的，

可 11:28 kai. e;legon auvtw/|( VEn poi,a| evxousi,a| tau/ta poiei/jÈ h' ti,j soi e;dwken th.n evxousi,an tau,thn i[na tau/ta
poih/|jÈ
And say unto him, By what authority doest thou these things? and who gave thee this authority to do these
things?
問他說：你仗著甚麼權柄作這些事，給你這權柄的是誰呢。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什麼樣呢 在對(她)權柄掌握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你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甚或/或而 (他)任何什麼呢 在對你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到於(她)那 到於(她)權柄掌握

到於(她)那同一者 為要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你現在應該持續行出作成？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什麼樣呢 在對(她)權柄掌握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你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並且 (他)任何什麼呢 在對你 到於(她)那 到於(她)權柄掌握 到於(她)那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為要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你現在應該持續行出作成？

可 11:29 ò de. VIhsou/j ei=pen auvtoi/j( VEperwth,sw ùma/j e[na lo,gon( kai. avpokri,qhte, moi kai. evrw/ ùmi/n evn poi,a|
evxousi,a| tau/ta poiw/\
And Jesus answered and said unto them, I will also ask of you one question, and answer me, and I will tell you
by what authority I do these things.
耶穌對他們說：我要問你們一句話，你們回答我，我就告訴你們，我仗著甚麼權柄作這些事。

(他)那 然而也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我將要(持續)在上面查詢求問 到於你們

到於(他)一個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被生應對回答 在對我， 並且

我將要(持續)開聲言說 在對你們 在內 在對(她)什麼樣呢 在對(她)權柄掌握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我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耶穌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我將要(持續)在上面查詢求問 到於你們 並且我 到於(他)一個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被生應對回答 在對我， 並且 我將要(持續)開聲言說 在對你們 在內 在對(她)什麼樣呢

在對(她)權柄掌握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我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可 11:30 to. ba,ptisma to. VIwa,nnou evx ouvranou/ h=n h' evx avnqrw,pwnÈ avpokri,qhte, moiÅ
The baptism of John, was it from heaven, or of men? answer me.
約翰的洗禮是從天上來的是從人間來的呢；你們可以回答我。

(它)那 (它)浸洗之禮 (它)那 從屬(他)約翰 向外出來 從屬(他)天空/天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甚或/或而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人？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被生應對回答 在對我。
[經文變異RT]

(它)那 (它)浸洗之禮 從屬(他)約翰 向外出來 從屬(他)天空/天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甚或/或而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人？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被生應對回答 在對我。

可 11:31 kai. dielogi,zonto pro.j èautou.j le,gontej( VEa.n ei;pwmen( VEx ouvranou/( evrei/( Dia. ti, Îou=nÐ ouvk
evpisteu,sate auvtw/|È
And they reasoned with themselves, saying, If we shall say, From heaven; he will say, Why then did ye not
believe him?
他們彼此商議說：我們若說從天上來，他必說：這樣，你們為甚麼不信他呢。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思量議論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但凡若是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向外出來 從屬(他)天空/天； 他/她/它將要(持續)開聲言說，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這樣 不是/不 你們那時(也是)置信信託 在對(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估算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但凡若是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向外出來 從屬(他)天空/天； 他/她/它將要(持續)開聲言說，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這樣 不是/不 你們那時(也是)置信信託 在對(他)同一者？

可 11:32 avlla. ei;pwmen( VEx avnqrw,pwnÈ & evfobou/nto to.n o;clon\ a[pantej ga.r ei=con to.n VIwa,nnhn o;ntwj o[ti
profh,thj h=nÅ
But if we shall say, Of men; they feared the people: for all men counted John, that he was a prophet indeed.
若說從人間來，卻又怕百姓；因為眾人真以約翰為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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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乃是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人；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成驚恐畏懼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群眾； (他們)同時一齊地所有每一個的 因為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持有 到於(他)那 到於(他)約翰 真正是地

是這樣 (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但乃是 但凡若是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人；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成驚恐畏懼

到於(他)那 到於(他)人民百姓； (他們)同時一齊地所有每一個的 因為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持有 到於(他)那

到於(他)約翰 是這樣 真正是地 (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可 11:33 kai. avpokriqe,ntej tw/| VIhsou/ le,gousin( Ouvk oi;damenÅ kai. ò VIhsou/j le,gei auvtoi/j( Ouvde. evgw. le,gw ùmi/n
evn poi,a| evxousi,a| tau/ta poiw/Å
And they answered and said unto Jesus, We cannot tell. And Jesus answering saith unto them, Neither do I tell
you by what authority I do these things.
於是回答耶穌說：我們不知道。耶穌說：我也不告訴你們，我仗著甚麼權柄作這些事。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耶穌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不是/不

我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並且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然而也不是地 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在內 在對(她)什麼樣呢 在對(她)權柄掌握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我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那 在對(他)耶穌， 不是/不

我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並且 (他)那 (他)耶穌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然而也不是地 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在內 在對(她)什麼樣呢 在對(她)權柄掌握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我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可 12:1 Kai. h;rxato auvtoi/j evn parabolai/j lalei/n( VAmpelw/na a;nqrwpoj evfu,teusen kai. perie,qhken fragmo.n
kai. w;ruxen ùpolh,nion kai. wv|kodo,mhsen pu,rgon kai. evxe,deto auvto.n gewrgoi/j kai. avpedh,mhsenÅ
And he began to speak unto them by parables. A certain man planted a vineyard, and set an hedge about it,
and digged a place for the winefat, and built a tower, and let it out to husbandmen, and went into a far country.
耶穌就用比喻對他們說：有人栽了一個葡萄園，周圍圈上籬笆，挖了一個壓酒池，蓋了一座樓，租給園戶，就往

外國去了。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 在對(他們)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們)比喻 現要去持續發言講說，

到於(他)葡萄園 (他)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栽種，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置放擺設在周圍 到於(他)隔牆籬笆，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挖洞掘穴 到於(它)下層集酒池，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營建修造 到於(他)城堡塔樓，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租給 到於(他)同一者 在對(他們)耕種之人，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離開本國。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 在對(他們)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們)比喻 現要去持續道說， 到於(他)葡萄園

他/她/它那時(也是)栽種 (他)人，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置放擺設在周圍 到於(他)隔牆籬笆，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挖洞掘穴 到於(它)下層集酒池，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營建修造 到於(他)城堡塔樓，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租給 到於(他)同一者 在對(他們)耕種之人，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離開本國。

可 12:2 kai. avpe,steilen pro.j tou.j gewrgou.j tw/| kairw/| dou/lon i[na para. tw/n gewrgw/n la,bh| avpo. tw/n karpw/n
tou/ avmpelw/noj\
And at the season he sent to the husbandmen a servant, that he might receive from the husbandmen of the fruit
of the vineyard.
到了時候，打發一個僕人到園戶那裏，要從園戶收葡萄園的果子。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耕種之人 在對(他)那

在對(他)場合時節 到於(他)奴僕， 為要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耕種之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拿取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果實 從屬(他)那 從屬(他)葡萄園。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耕種之人 在對(他)那

在對(他)場合時節 到於(他)奴僕， 為要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耕種之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拿取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果實 從屬(他)那 從屬(他)葡萄園。

可 12:3 kai. labo,ntej auvto.n e;deiran kai. avpe,steilan keno,nÅ
And they caught him, and beat him, and sent him away empty.
園戶拿住他，打了他，叫他空手回去。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抽打，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到於(他)虛空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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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變異RT]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抽打，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到於(他)虛空無有的。

可 12:4 kai. pa,lin avpe,steilen pro.j auvtou.j a;llon dou/lon\ kavkei/non evkefali,wsan kai. hvti,masanÅ
And again he sent unto them another servant; and at him they cast stones, and wounded him in the head, and
sent him away shamefully handled.
再打發一個僕人到他們那裏；他們打傷他的頭，並且凌辱他。

並且 重新又再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另外不同的

到於(他)奴僕； 到於(他)且在那裏的那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打傷頭，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凌辱羞賤。
[經文變異RT]

並且 重新又再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另外不同的

到於(他)奴僕； 到於(他)且在那裏的那個 (他們)那時(也是)以投擲石頭打死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打傷頭，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到於(他)現在已經被凌辱羞賤了的。

可 12:5 kai. a;llon avpe,steilen\ kavkei/non avpe,kteinan( kai. pollou.j a;llouj( ou]j me.n de,rontej( ou]j de.
avpokte,nnontejÅ
And again he sent another; and him they killed, and many others; beating some, and killing some.
又打發一個僕人去；他們就殺了他。後又打發好些僕人去；有被他們打的，有被他們殺的。

並且 到於(他)另外不同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到於(他)且在那裏的那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殺害除掉；

並且 到於(他們)許多的 到於(他們)另外不同的； 到於(他們)這些個 的確 (他們)現正持續抽打了的， 到於(他們)這些個

然而也 (他們)現正持續殺害除掉了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重新又再地 到於(他)另外不同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到於(他)且在那裏的那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殺害除掉； 並且 到於(他們)許多的 到於(他們)另外不同的； 到於(他們)那些 的確

(他們)現正持續抽打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現正持續殺害除掉了的。

可 12:6 e;ti e[na ei=cen uiò.n avgaphto,n\ avpe,steilen auvto.n e;scaton pro.j auvtou.j le,gwn o[ti VEntraph,sontai to.n
uiò,n mouÅ
Having yet therefore one son, his wellbeloved, he sent him also last unto them, saying, They will reverence my
son.
園主還有一位，是他的愛子；末後又打發他去，意思說，他們必尊敬我的兒子。

依然仍舊地 到於(他)一個 他/她/它當時持續持有 到於(他)兒子 到於(他)蒙愛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他)最末後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是這樣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被反轉降卑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從屬我。
[經文變異RT]

依然仍舊地 這樣 到於(他)一個 到於(他)兒子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他)蒙愛的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並且 到於(他)同一者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最末後的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是這樣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被反轉降卑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從屬我。

可 12:7 evkei/noi de. oi` gewrgoi. pro.j èautou.j ei=pan o[ti Ou-to,j evstin ò klhrono,moj\ deu/te avpoktei,nwmen auvto,n(
kai. hm̀w/n e;stai h` klhronomi,aÅ
But those husbandmen said among themselves, This is the heir; come, let us kill him, and the inheritance shall
be ours.
不料，那些園戶彼此說：這是承受產業的；來罷，我們殺他，產業就歸我們了。

(他們)在那裏的那個 然而也 (他們)那些 (他們)耕種之人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是這樣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承受產業之人；

你們就要到這裏來，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殺害除掉註1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從屬我們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她)那

(她)產業繼承。

註1：“我們現在應該持續殺害除掉”文法上亦可以為“我們那時(也是)應該殺害除掉”。

[經文變異RT]

(他們)在那裏的那個 然而也 (他們)那些 (他們)耕種之人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是這樣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承受產業之人； 你們就要到這裏來，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殺害除掉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從屬我們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她)那 (她)產業繼承。

可 12:8 kai. labo,ntej avpe,kteinan auvto.n kai. evxe,balon auvto.n e;xw tou/ avmpelw/nojÅ
And they took him, and killed him, and cast him out of the vineyard.
於是拿住他，殺了他，把他丟在園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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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殺害除掉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外投擲出來 到於(他)同一者 在外面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葡萄園。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殺害除掉，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外投擲出來 在外面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葡萄園。

可 12:9 ti, Îou=nÐ poih,sei ò ku,rioj tou/ avmpelw/nojÈ evleu,setai kai. avpole,sei tou.j gewrgou.j kai. dw,sei to.n
avmpelw/na a;lloijÅ
What shall therefore the lord of the vineyard do? he will come and destroy the husbandmen, and will give the
vineyard unto others.
這樣，葡萄園的主人要怎樣辦呢；他要來除滅那些園戶，將葡萄園轉給別人。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這樣 他/她/它將要(持續)行出作成 (他)那 (他)主人 從屬(他)那 從屬(他)葡萄園？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到來前往，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毀掉除滅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耕種之人，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給與 到於(他)那 到於(他)葡萄園 在對(他們)另外不同的。
[經文變異WH]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將要(持續)行出作成 (他)那 (他)主人 從屬(他)那 從屬(他)葡萄園？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到來前往，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毀掉除滅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耕種之人，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給與 到於(他)那 到於(他)葡萄園 在對(他們)另外不同的。

可 12:10 ouvde. th.n grafh.n tau,thn avne,gnwte( Li,qon o]n avpedoki,masan oì oivkodomou/ntej( ou-toj evgenh,qh eivj
kefalh.n gwni,aj\
And have ye not read this scripture; The stone which the builders rejected is become the head of the corner:
經上寫著說：『匠人所棄的石頭，已作了房角的頭塊石頭；

然而也不是地 到於(她)那 到於(她)經文 到於(她)那同一者 你們那時(也是)宣讀誦念， 到於(他)石頭 到於(他)這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查驗而否決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營建修造了的，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發成為 向內進入 到於(她)頭 從屬(她)基角角落；

可 12:11 para. kuri,ou evge,neto au[th kai. e;stin qaumasth. evn ovfqalmoi/j h̀mw/nÈ
This was the Lord's doing, and it is marvellous in our eyes?
這是主所作的；在我們眼中看為希奇。』這經你們沒有念過麼。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主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她)那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乃希奇的 在內 在對(他們)眼睛 從屬我們？

可 12:12 Kai. evzh,toun auvto.n krath/sai( kai. evfobh,qhsan to.n o;clon( e;gnwsan ga.r o[ti pro.j auvtou.j th.n
parabolh.n ei=penÅ kai. avfe,ntej auvto.n avph/lqonÅ
And they sought to lay hold on him, but feared the people: for they knew that he had spoken the parable against
them: and they left him, and went their way.
他們看出這比喻是指著他們說的，就想要捉拿他，只是懼怕百姓；於是離開他走了。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探索尋求 到於(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掌控抓住，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成驚恐畏懼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群眾；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認識知道 因為 是這樣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到於(她)那 到於(她)比喻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任憑釋放離開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可 12:13 Kai. avposte,llousin pro.j auvto,n tinaj tw/n Farisai,wn kai. tw/n ~Hrw|dianw/n i[na auvto.n avgreu,swsin
lo,gw|Å
And they send unto him certain of the Pharisees and of the Herodians, to catch him in his words.
後來他們打發幾個法利賽人和幾個希律黨的人，到耶穌那裏，要就著他的話陷害他。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分派差遣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他們)任何什麼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法利賽人 並且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希律黨， 為要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行獵取捕捉 在對(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可 12:14 kai. evlqo,ntej le,gousin auvtw/|( Dida,skale( oi;damen o[ti avlhqh.j ei= kai. ouv me,lei soi peri. ouvdeno,j\ ouv
ga.r ble,peij eivj pro,swpon avnqrw,pwn( avllV evpV avlhqei,aj th.n òdo.n tou/ qeou/ dida,skeij\ e;xestin dou/nai kh/nson
Kai,sari h' ou;È
And when they were come, they say unto him, Master, we know that thou art true, and carest for no man: for
thou regardest not the person of men, but teachest the way of God in truth: Is it lawful to give tribute to Caesar,
or not?
他們來了，就對他說：夫子，我們知道你是誠實的，甚麼人你都不徇情面；因為你不看人的外貌，乃是誠誠實實

傳神的道；納稅給該撒可以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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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阿,(他)老師， 我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他)誠正真實的 你現在持續是，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留意顧念[非人稱用法] 在對你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不是/不 因為 你現在持續著眼觀看 向內進入 到於(它)前面的臉面 從屬(他們)人，

但乃是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真情實理 到於(她)那 到於(她)道路途徑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你現在持續教導；

他/她/它現在持續合乎法理[非人稱用法] 那時(也是)要去給與 到於(他)個人稅 在對(他)該撒， 甚或/或而 不是/不？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阿,(他)老師，

我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他)誠正真實的 你現在持續是，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留意顧念[非人稱用法]

在對你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不是/不 因為 你現在持續著眼觀看 向內進入

到於(它)前面的臉面 從屬(他們)人， 但乃是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真情實理 到於(她)那 到於(她)道路途徑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你現在持續教導； 他/她/它現在持續合乎法理[非人稱用法] 到於(他)個人稅 在對(他)該撒

那時(也是)要去給與， 甚或/或而 不是/不？

可 12:15 dw/men h' mh. dw/menÈ ò de. eivdw.j auvtw/n th.n ùpo,krisin ei=pen auvtoi/j( Ti, me peira,zeteÈ fe,rete, moi
dhna,rion i[na i;dwÅ
Shall we give, or shall we not give? But he, knowing their hypocrisy, said unto them, Why tempt ye me? bring
me a penny, that I may see it.
我們該納不該納。耶穌知道他們的假意，就對他們說：你們為甚麼試探我；拿一個銀錢來給我看。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給與， 甚或/或而 不會/不要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給與？ (他)那 然而也 (他)現在已經看見察覺了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到於(她)那 到於(她)作戲假裝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到於我 你們現在持續使有探測試驗？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負載攜帶 在對我 到於(它)十分銀錢之便士， 為要

我那時(也是)應該看見察覺。

可 12:16 oi` de. h;negkanÅ kai. le,gei auvtoi/j( Ti,noj h` eivkw.n au[th kai. h̀ evpigrafh,È oi` de. ei=pan auvtw/|( Kai,sarojÅ
And they brought it. And he saith unto them, Whose is this image and superscription? And they said unto him,
Caesar's.
他們就拿了來。耶穌說：這像和這號是誰的。他們說：是該撒的。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負載攜帶。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從屬(他)任何什麼呢 (她)那 (她)表像 (她)那同一者 並且 (她)那 (她)題字名號？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從屬(他)該撒。

可 12:17 ò de. VIhsou/j ei=pen auvtoi/j( Ta. Kai,saroj avpo,dote Kai,sari kai. ta. tou/ qeou/ tw/| qew/|Å kai. evxeqau,mazon
evpV auvtw/|Å
And Jesus answering said unto them, Render to Caesar the things that are Caesar's, and to God the things that
are God's. And they marvelled at him.
耶穌說：該撒的物當歸給該撒，神的物當歸給神。他們就很希奇他。

(他)那 然而也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們)那些 從屬(他)該撒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從那裏給與 在對(他)該撒，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非常希奇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從那裏給與 到於(它們)那些 從屬(他)該撒 在對(他)該撒，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希奇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WH]

(他)那 然而也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到於(它們)那些 從屬(他)該撒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從那裏給與

在對(他)該撒，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非常希奇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同一者。

可 12:18 Kai. e;rcontai Saddoukai/oi pro.j auvto,n( oi[tinej le,gousin avna,stasin mh. ei=nai( kai. evphrw,twn auvto.n
le,gontej(
Then come unto him the Sadducees, which say there is no resurrection; and they asked him, saying,
撒都該人常說沒有復活的事；他們來問耶穌說：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他們)撒都該人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他們)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到於(她)再站立起來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是；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在上面查詢求問

到於(他)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他們)撒都該人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他們)這個任何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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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到於(她)再站立起來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是；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在上面查詢求問

到於(他)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可 12:19 Dida,skale( Mwu?sh/j e;grayen h̀mi/n o[ti eva,n tinoj avdelfo.j avpoqa,nh| kai. katali,ph| gunai/ka kai. mh. avfh/|
te,knon( i[na la,bh| ò avdelfo.j auvtou/ th.n gunai/ka kai. evxanasth,sh| spe,rma tw/| avdelfw/| auvtou/Å
Master, Moses wrote unto us, If a man's brother die, and leave his wife behind him, and leave no children, that
his brother should take his wife, and raise up seed unto his brother.
夫子，摩西為我們寫著說，人若死了，撇下妻子，沒有孩子，他兄弟當娶他的妻，為哥哥生子立後。

阿,(他)老師， (他)摩西 他/她/它那時(也是)刻寫記載 在對我們， 是這樣 但凡若是 從屬(他)任何什麼 (他)弟兄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死去，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遺留下 到於(她)女人， 並且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任憑釋放離開 到於(它)孩子，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拿取 (他)那 (他)弟兄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她)那 到於(她)女人，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向外再站立起來 到於(它)種裔 在對(他)那

在對(他)弟兄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阿,(他)老師， (他)摩西 他/她/它那時(也是)刻寫記載 在對我們， 是這樣 但凡若是 從屬(他)任何什麼 (他)弟兄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死去，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遺留下 到於(她)女人， 並且 到於(它們)孩子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任憑釋放離開，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拿取 (他)那 (他)弟兄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她)那

到於(她)女人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向外再站立起來 到於(它)種裔 在對(他)那 在對(他)弟兄

從屬(他)同一者。

可 12:20 ep̀ta. avdelfoi. h=san\ kai. ò prw/toj e;laben gunai/ka kai. avpoqnh,|skwn ouvk avfh/ken spe,rma\
Now there were seven brethren: and the first took a wife, and dying left no seed.
有弟兄七人，第一個娶了妻，死了，沒有留下孩子；

(他們)七個 (他們)弟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並且 (他)那 (他)首先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拿取 到於(她)女人， 並且

(他)現正持續死去了的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任憑釋放離開 到於(它)種裔。
[經文變異RT]

(他們)七個 這樣 (他們)弟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並且 (他)那 (他)首先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拿取 到於(她)女人，

並且 (他)現正持續死去了的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任憑釋放離開 到於(它)種裔。

可 12:21 kai. ò deu,teroj e;laben auvth.n kai. avpe,qanen mh. katalipw.n spe,rma\ kai. ò tri,toj ws̀au,twj\
And the second took her, and died, neither left he any seed: and the third likewise.
第二個娶了他，也死了，沒有留下孩子；第三個也是這樣。

並且 (他)那 (他)第二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拿取 到於(她)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死去 不會/不要

(他)那時(也是)遺留下了的 到於(它)種裔； 並且 (他)那 (他)第三的 正如同一樣式地。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 (他)第二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拿取 到於(她)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死去， 並且

然而也不是地 (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任憑釋放離開 到於(它)種裔； 並且 (他)那 (他)第三的

正如同一樣式地。

可 12:22 kai. oì ep̀ta. ouvk avfh/kan spe,rmaÅ e;scaton pa,ntwn kai. h̀ gunh. avpe,qanenÅ
And the seven had her, and left no seed: last of all the woman died also.
那七個人都沒有留下孩子；末了，那婦人也死了。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七個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任憑釋放離開 到於(它)種裔； 到於(它)最末後的

從屬(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並且 (她)那 (她)女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死去。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拿取 到於(她)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七個，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任憑釋放離開 到於(它)種裔； (她)最末後的 從屬(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死去

並且 (她)那 (她)女人。

可 12:23 evn th/| avnasta,sei Îo[tan avnastw/sinÐ ti,noj auvtw/n e;stai gunh,È oì ga.r ep̀ta. e;scon auvth.n gunai/kaÅ
In the resurrection therefore, when they shall rise, whose wife shall she be of them? for the seven had her to
wife.
當復活的時候，他是那一個的妻子呢；因為他們七個人都娶過他。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再站立起來 但凡當這時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再站立起來， 從屬(他)任何什麼呢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她)女人？ (他們)那些 因為 (他們)七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持有

到於(她)同一者 到於(她)女人。
[經文變異RT]

在內 在對(她)那 這樣 在對(她)再站立起來 但凡當這時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再站立起來， 從屬(他)任何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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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她)女人？ (他們)那些 因為 (他們)七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持有

到於(她)同一者 到於(她)女人。
[經文變異WH]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再站立起來 從屬(他)任何什麼呢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她)女人？

(他們)那些 因為 (他們)七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持有 到於(她)同一者 到於(她)女人。

可 12:24 e;fh auvtoi/j ò VIhsou/j( Ouv dia. tou/to plana/sqe mh. eivdo,tej ta.j grafa.j mhde. th.n du,namin tou/ qeou/È
And Jesus answering said unto them, Do ye not therefore err, because ye know not the scriptures, neither the
power of God?
耶穌說：你們所以錯了，豈不是因為不明白聖經，不曉得神的大能麼。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宣稱傳講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豈非呢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同一者

你們現在持續被有迷途錯謬， 不會/不要 (他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了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經文， 然而也不要

到於(她)那 到於(她)能力權能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豈非呢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同一者 你們現在持續被有迷途錯謬， 不會/不要 (他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了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經文， 然而也不要 到於(她)那 到於(她)能力權能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可 12:25 o[tan ga.r evk nekrw/n avnastw/sin ou;te gamou/sin ou;te gami,zontai( avllV eivsi.n wj̀ a;ggeloi evn toi/j
ouvranoi/jÅ
For when they shall rise from the dead, they neither marry, nor are given in marriage; but are as the angels
which are in heaven.
人從死裏復活，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樣。

但凡當這時 因為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死掉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再站立起來， 並不/又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結婚娶嫁， 並不/又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被出嫁； 但乃是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正如地

(他們)使者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天空/天。
[經文變異RT]

但凡當這時 因為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死掉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再站立起來， 並不/又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結婚娶嫁， 並不/又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被使出嫁； 但乃是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正如地

(他們)使者 (他們)那些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天空/天。

可 12:26 peri. de. tw/n nekrw/n o[ti evgei,rontai ouvk avne,gnwte evn th/| bi,blw| Mwu?se,wj evpi. tou/ ba,tou pw/j ei=pen
auvtw/| ò qeo.j le,gwn( VEgw. ò qeo.j VAbraa.m kai. ÎòÐ qeo.j VIsaa.k kai. ÎòÐ qeo.j VIakw,bÈ
And as touching the dead, that they rise: have ye not read in the book of Moses, how in the bush God spake
unto him, saying, I am the God of Abraham, and the God of Isaac, and the God of Jacob?
論到死人復活，你們沒有念過摩西的書，荊棘篇上所載的麼；神對摩西說：『我是亞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

各的神。』

<在周圍>關於 然而也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死掉的， 是這樣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被喚醒起來； 豈非呢

你們那時(也是)宣讀誦念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書卷 從屬(他)摩西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他)那 從屬(他)荊棘灌木，

怎樣如何地呢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神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我 (他)那 (他)神

從屬(他)亞伯拉罕 並且 (他)那 (他)神 從屬(他)以撒 並且 (他)那 (他)神 從屬(他)雅各？
[經文變異RT]

<在周圍>關於 然而也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死掉的， 是這樣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被喚醒起來； 豈非呢

你們那時(也是)宣讀誦念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書卷 從屬(他)摩西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荊棘灌木註1， 正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神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我

(他)那 (他)神 從屬(他)亞伯拉罕 並且 (他)那 (他)神 從屬(他)以撒 並且 (他)那 (他)神 從屬(他)雅各？

註1：“從屬(他)荊棘灌木”文法上亦可以為“從屬(她)荊棘灌木”。

[經文變異WH]

<在周圍>關於 然而也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死掉的， 是這樣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被喚醒起來； 豈非呢

你們那時(也是)宣讀誦念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書卷 從屬(他)摩西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他)那 從屬(他)荊棘灌木，

怎樣如何地呢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神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我 (他)那 (他)神

從屬(他)亞伯拉罕 並且 (他)神 從屬(他)以撒 並且 (他)神 從屬(他)雅各？

可 12:27 ouvk e;stin qeo.j nekrw/n avlla. zw,ntwn\ polu. plana/sqeÅ
He is not the God of the dead, but the God of the living: ye therefore do greatly err.
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你們是大錯了。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神 從屬(他們)死掉的， 但乃是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活了的。 到於(它)許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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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現在持續被有迷途錯謬。
[經文變異RT]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神 從屬(他們)死掉的， 但乃是 (他)神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活了的。 你們

這樣 到於(它)許多的 你們現在持續被有迷途錯謬。

可 12:28 Kai. proselqw.n ei-j tw/n grammate,wn avkou,saj auvtw/n suzhtou,ntwn( ivdw.n o[ti kalw/j avpekri,qh auvtoi/j
evphrw,thsen auvto,n( Poi,a evsti.n evntolh. prw,th pa,ntwnÈ
And one of the scribes came, and having heard them reasoning together, and perceiving that he had answered
them well, asked him, Which is the first commandment of all?
有一個文士來，聽見他們辯論，曉得耶穌回答的好，就問他說：誡命中那是第一要緊的呢。

並且 (他)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了的 (他)一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書記文士，

(他)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共同探索尋求了的，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是這樣 美好適當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上面查詢求問

到於(他)同一者， (她)什麼樣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誡律命令 (她)首先的 從屬(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了的 (他)一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書記文士，

(他)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共同探索尋求了的， (他)現在已經看見察覺了的

是這樣 美好適當地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註1，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上面查詢求問

到於(他)同一者， (她)什麼樣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首先的 從屬(她們)所有每一個的 (她)誡律命令？

註1：“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經文變異WH]

並且 (他)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了的 (他)一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書記文士，

(他)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共同探索尋求了的， (他)現在已經看見察覺了的

是這樣 美好適當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上面查詢求問

到於(他)同一者， (她)什麼樣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誡律命令 (她)首先的 從屬(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可 12:29 avpekri,qh ò VIhsou/j o[ti Prw,th evsti,n( :Akoue( VIsrah,l( ku,rioj ò qeo.j hm̀w/n ku,rioj ei-j evstin(
And Jesus answered him, The first of all the commandments is, Hear, O Israel; The Lord our God is one Lord:
耶穌回答說：第一要緊的，就是說，以色列阿，你要聽；主我們神，是獨一的主。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 (他)那 (他)耶穌， 是這樣 (她)首先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你現在就要持續聲聞耳聽， 阿,(他)以色列， (他)主人 (他)那 (他)神 從屬我們 (他)主人 (他)一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註1
在對(他)同一者， 是這樣 (她)首先的

從屬(她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誡律命令， 你現在就要持續聲聞耳聽， 阿,(他)以色列， (他)主人

(他)那 (他)神 從屬我們 (他)主人 (他)一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註1：“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可 12:30 kai. avgaph,seij ku,rion to.n qeo,n sou evx o[lhj th/j kardi,aj sou kai. evx o[lhj th/j yuch/j sou kai. evx o[lhj
th/j dianoi,aj sou kai. evx o[lhj th/j ivscu,oj souÅ
And thou shalt love the Lord thy God with all thy heart, and with all thy soul, and with all thy mind, and with all
thy strength: this is the first commandment.
你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的神。

並且 你將要(持續)愛 到於(他)主人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從屬你 向外出來 從屬(她)整個全部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內心 從屬你 並且 向外出來 從屬(她)整個全部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生魂意念 從屬你 並且 向外出來

從屬(她)整個全部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悟性心思 從屬你 並且 向外出來 從屬(她)整個全部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強壯大力 從屬你。
[經文變異RT]

並且 你將要(持續)愛 到於(他)主人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從屬你 向外出來 從屬(她)整個全部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內心 從屬你 並且 向外出來 從屬(她)整個全部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生魂意念 從屬你 並且 向外出來

從屬(她)整個全部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悟性心思 從屬你 並且 向外出來 從屬(她)整個全部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強壯大力 從屬你； (她)那同一者 (她)首先的 (她)誡律命令。
[經文變異WH]

並且 你將要(持續)愛 到於(他)主人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從屬你 向外出來 從屬(她)整個全部的 從屬(她)內心

從屬你 並且 向外出來 從屬(她)整個全部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生魂意念 從屬你 並且 向外出來

從屬(她)整個全部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悟性心思 從屬你 並且 向外出來 從屬(她)整個全部的 從屬(她)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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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屬(她)強壯大力 從屬你。

可 12:31 deute,ra au[th( VAgaph,seij to.n plhsi,on sou wj̀ seauto,nÅ mei,zwn tou,twn a;llh evntolh. ouvk e;stinÅ
And the second is like, namely this, Thou shalt love thy neighbour as thyself. There is none other commandment
greater than these.
其次，就是說，要愛人如己。再沒有比這兩條誡命更大的了。

(她)第二的 (她)同一者， 你將要(持續)愛 到於(他)那 在鄰近之處地 從屬你 正如地 到於(他)你自己。 (她)更大的

從屬(她們)那同一者 (她)另外不同的 (她)誡律命令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並且 (她)第二的 (她)具同樣相同的 (她)同一者， 你將要(持續)愛 到於(他)那 在鄰近之處地 從屬你 正如地

到於(他)你自己。 (她)更大的 從屬(她們)那同一者 (她)另外不同的 (她)誡律命令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可 12:32 kai. ei=pen auvtw/| o` grammateu,j( Kalw/j( dida,skale( evpV avlhqei,aj ei=pej o[ti ei-j evstin kai. ouvk e;stin
a;lloj plh.n auvtou/\
And the scribe said unto him, Well, Master, thou hast said the truth: for there is one God; and there is none
other but he:
那文士對耶穌說：夫子說，神是一位，實在不錯；除了他以外，再沒有別的神；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書記文士， 美好適當地， 阿,(他)老師，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真情實理 你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是這樣 (他)一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另外不同的 超出之外地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書記文士， 美好適當地， 阿,(他)老師，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真情實理 你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是這樣 (他)一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神；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另外不同的 超出之外地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WH]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書記文士， 美好適當地， 阿,(他)老師，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真情實理 你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是這樣 (他)一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另外不同的 超出之外地 從屬(他)同一者；

可 12:33 kai. to. avgapa/n auvto.n evx o[lhj th/j kardi,aj kai. evx o[lhj th/j sune,sewj kai. evx o[lhj th/j ivscu,oj kai. to.
avgapa/n to.n plhsi,on wj̀ èauto.n perisso,tero,n evstin pa,ntwn tw/n òlokautwma,twn kai. qusiw/nÅ
And to love him with all the heart, and with all the understanding, and with all the soul, and with all the strength,
and to love his neighbour as himself, is more than all whole burnt offerings and sacrifices.
並且盡心，盡智，盡力，愛他，又愛人如己，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樣祭祀，好的多。

並且 (它)那 現要去持續愛 到於(他)同一者 向外出來 從屬(她)整個全部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內心 並且 向外出來

從屬(她)整個全部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貫通理解 並且 向外出來 從屬(她)整個全部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強壯大力， 並且 (它)那 現要去持續愛 到於(他)那 在鄰近之處地 正如地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它)更格外多的註1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從屬(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全牲燔祭 並且

從屬(她們)犧牲祭物。

註1：“(它)更格外多的”文法上亦可以為“更格外多地”。

[經文變異RT]

並且 (它)那 現要去持續愛 到於(他)同一者 向外出來 從屬(她)整個全部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內心 並且 向外出來

從屬(她)整個全部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貫通理解 並且 向外出來 從屬(她)整個全部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生魂意念

並且 向外出來 從屬(她)整個全部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強壯大力， 並且 (它)那 現要去持續愛 到於(他)那

在鄰近之處地 正如地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它)更多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從屬(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全牲燔祭 並且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犧牲祭物。
[經文變異WH]

並且 (它)那 現要去持續愛 到於(他)同一者 向外出來 從屬(她)整個全部的 從屬(她)內心 並且 向外出來

從屬(她)整個全部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貫通理解 並且 向外出來 從屬(她)整個全部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強壯大力， 並且 (它)那 現要去持續愛 到於(他)那 在鄰近之處地 正如地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它)更格外多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從屬(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全牲燔祭 並且

從屬(她們)犧牲祭物。

可 12:34 kai. ò VIhsou/j ivdw.n Îauvto.nÐ o[ti nounecw/j avpekri,qh ei=pen auvtw/|( Ouv makra.n ei= avpo. th/j basilei,aj tou/
qeou/Å kai. ouvdei.j ouvke,ti evto,lma auvto.n evperwth/saiÅ
And when Jesus saw that he answered discreetly, he said unto him, Thou art not far from the kingdom of God.
And no man after that durst ask him any qu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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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見他回答的有智慧，就對他說：你離神的國不遠了。從此以後，沒有人敢再問他甚麼。

並且 (他)那 (他)耶穌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是這樣 賢明穩健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註1，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不是/不 遠遠地 你現在持續是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不再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斗膽冒險 到於(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在上面查詢求問。

註1：“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可 12:35 Kai. avpokriqei.j ò VIhsou/j e;legen dida,skwn evn tw/| ièrw/|( Pw/j le,gousin oi` grammatei/j o[ti ò Cristo.j
uiò.j Daui,d evstinÈ
And Jesus answered and said, while he taught in the temple, How say the scribes that Christ is the Son of
David?
耶穌在殿裏教訓人，就問他們說：文士怎麼說：基督是大衛的子孫呢。

並且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他)現正持續教導了的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聖殿， 怎樣如何地呢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他們)那些 (他們)書記文士， 是這樣 (他)那 (他)基督

(他)兒子 從屬(他)大衛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他)現正持續教導了的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聖殿， 怎樣如何地呢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他們)那些 (他們)書記文士， 是這樣 (他)那 (他)基督

(他)兒子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從屬(他)大衛？

可 12:36 auvto.j Daui.d ei=pen evn tw/| pneu,mati tw/| ag̀i,w|( Ei=pen ku,rioj tw/| kuri,w| mou( Ka,qou evk dexiw/n mou( e[wj
a'n qw/ tou.j evcqrou,j sou ùpoka,tw tw/n podw/n souÅ
For David himself said by the Holy Ghost, The Lord said to my Lord, Sit thou on my right hand, till I make thine
enemies thy footstool.
大衛被聖靈感動說：『主對我主說：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使你仇敵作你的腳凳。』

(他)同一者 (他)大衛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它)靈/風 在對(他)那 在對(它)聖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主人 在對(他)那 在對(他)主人 從屬我，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坐下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右手邊的 從屬我， 一直直到 但凡 我那時(也是)應該置放擺設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仇視敵對的

從屬你 在下面地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腳 從屬你。
[經文變異RT]

(他)同一者 因為 (他)大衛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它)靈/風 在對(他)那 在對(它)聖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那 (他)主人 在對(他)那 在對(他)主人 從屬我，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坐下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右手邊的 從屬我， 一直直到 但凡 我那時(也是)應該置放擺設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仇視敵對的 從屬你 到於(它)腳凳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腳 從屬你。
[經文變異MT]

(他)同一者 因為 (他)大衛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內 在對(它)靈/風 在對(它)聖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他)那 (他)主人 在對(他)那 在對(他)主人 從屬我，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坐下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右手邊的

從屬我， 一直直到 但凡 我那時(也是)應該置放擺設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仇視敵對的 從屬你 到於(它)腳凳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腳 從屬你。

可 12:37 auvto.j Daui.d le,gei auvto.n ku,rion( kai. po,qen auvtou/ evstin uìo,jÈ kai. ÎoÐ̀ polu.j o;cloj h;kouen auvtou/
hd̀e,wjÅ
David therefore himself calleth him Lord; and whence is he then his son? And the common people heard him
gladly.
大衛既自己稱他為主，他怎麼又是大衛的子孫呢。眾人都喜歡聽他。

(他)同一者 (他)大衛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他)主人； 並且 從那裏地呢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兒子？ 並且 (他)那 (他)許多的 (他)群眾 他/她/它當時持續聲聞耳聽 從屬(他)同一者

甘心地。
[經文變異RT]

(他)同一者 這樣 (他)大衛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他)主人； 並且 從那裏地呢 (他)兒子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並且 (他)那 (他)許多的 (他)群眾 他/她/它當時持續聲聞耳聽 從屬(他)同一者

甘心地。

可 12:38 Kai. evn th/| didach/| auvtou/ e;legen( Ble,pete avpo. tw/n grammate,wn tw/n qelo,ntwn evn stolai/j peripatei/n
kai. avspasmou.j evn tai/j avgorai/j
And he said unto them in his doctrine, Beware of the scribes, which love to go in long clothing, and love
salutations in the marketpl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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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在教訓之間，說：你們要防備文士，他們好穿長衣遊行，喜愛人在街市上問他們的安，

並且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教授講訓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著眼觀看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書記文士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定意了的 在內 在對(她們)長外袍

現要去持續來往昂然踏行， 並且 到於(他們)擁抱問安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集市廣場，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教授講訓 從屬(他)同一者，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著眼觀看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書記文士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定意了的 在內 在對(她們)長外袍 現要去持續來往昂然踏行， 並且 到於(他們)擁抱問安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集市廣場，

可 12:39 kai. prwtokaqedri,aj evn tai/j sunagwgai/j kai. prwtoklisi,aj evn toi/j dei,pnoij(
And the chief seats in the synagogues, and the uppermost rooms at feasts:
又喜愛會堂裏的高位，筵席上的首座；

並且 到於(她們)首座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會堂， 並且 到於(她們)首席 在內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晚餐；

可 12:40 oi` katesqi,ontej ta.j oivki,aj tw/n chrw/n kai. profa,sei makra. proseuco,menoi\ ou-toi lh,myontai
perisso,teron kri,maÅ
Which devour widows' houses, and for a pretence make long prayers: these shall receive greater damnation.
他們侵吞寡婦的家產，假意作很長的禱告；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罰。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吞喫了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住屋家庭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寡婦， 並且

在對(她)外表做作 到於(它們)距離遠的/時間長的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祈禱求告了的； (他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拿取 到於(它)更格外多的 到於(它)審案判決。

可 12:41 Kai. kaqi,saj kate,nanti tou/ gazofulaki,ou evqew,rei pw/j ò o;cloj ba,llei calko.n eivj to. gazofula,kionÅ
kai. polloi. plou,sioi e;ballon polla,\
And Jesus sat over against the treasury, and beheld how the people cast money into the treasury: and many
that were rich cast in much.
耶穌對銀庫坐著，看眾人怎樣投錢入庫；有好些財主，往裏投了若干的錢。

並且 (他)那時(也是)就座了的 直接當面於前地 從屬(它)那 從屬(它)收銀公庫 他/她/它當時持續行定睛觀看

怎樣如何地 (他)那 (他)群眾 他/她/它現在持續投擲 到於(他)銅/銅錢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收銀公庫； 並且

(他們)許多的 (他們)具豐滿富足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投擲 到於(它們)許多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就座了的 (他)那 (他)耶穌 直接當面於前地 從屬(它)那 從屬(它)收銀公庫

他/她/它當時持續行定睛觀看 怎樣如何地 (他)那 (他)群眾 他/她/它現在持續投擲 到於(他)銅/銅錢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收銀公庫； 並且 (他們)許多的 (他們)具豐滿富足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投擲 到於(它們)許多的。

可 12:42 kai. evlqou/sa mi,a ch,ra ptwch. e;balen lepta. du,o( o[ evstin kodra,nthjÅ
And there came a certain poor widow, and she threw in two mites, which make a farthing.
有一個窮寡婦來，往裏投了兩個小錢，就是一個大錢。

並且 (她)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她)一個/第一 (她)寡婦 (她)貧苦窮困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投擲 到於(它們)小錢

到於(它們)二個/兩個， (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銅錢。

可 12:43 kai. proskalesa,menoj tou.j maqhta.j auvtou/ ei=pen auvtoi/j( VAmh.n le,gw ùmi/n o[ti h` ch,ra au[th h` ptwch.
plei/on pa,ntwn e;balen tw/n ballo,ntwn eivj to. gazofula,kion\
And he called unto him his disciples, and saith unto them, Verily I say unto you, That this poor widow hath cast
more in, than all they which have cast into the treasury:
耶穌叫門徒來，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窮寡婦投入庫裏的，比眾人所投的更多；

並且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在前面向著促請召喚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是這樣 (她)那 (她)寡婦

(她)那同一者 (她)那 (她)貧苦窮困的 到於(它)更多的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投擲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投擲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收銀公庫；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在前面向著促請召喚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是這樣 (她)那 (她)寡婦 (她)那同一者

(她)那 (她)貧苦窮困的 到於(它)更多的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已經投擲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那時(也是)投擲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收銀公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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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12:44 pa,ntej ga.r evk tou/ perisseu,ontoj auvtoi/j e;balon( au[th de. evk th/j ùsterh,sewj auvth/j pa,nta o[sa ei=cen
e;balen o[lon to.n bi,on auvth/jÅ
For all they did cast in of their abundance; but she of her want did cast in all that she had, even all her living.
因為他們都是自己有餘，拿出來投在裏頭；但這寡婦是自己不足，把他一切養生的都投上了。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因為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現正持續成格外多了的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投擲； (她)同一者 然而也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落後短缺 從屬(她)同一者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這每一切 他/她/它當時持續持有 他/她/它那時(也是)投擲， 到於(他)整個全部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存活生計 從屬(她)同一者。

可 13:1 Kai. evkporeuome,nou auvtou/ evk tou/ ìerou/ le,gei auvtw/| ei-j tw/n maqhtw/n auvtou/( Dida,skale( i;de potapoi.
li,qoi kai. potapai. oivkodomai,Å
And as he went out of the temple, one of his disciples saith unto him, Master, see what manner of stones and
what buildings are here!
耶穌從殿裏出來的時候，有一個門徒對他說：夫子，請看，這是何等的石頭，何等的殿宇。

並且 從屬(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向外行去了的 從屬(他)同一者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聖殿，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一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阿,(他)老師，

你那時(也是)就要看哪， (他們)何等樣式的 (他們)石頭 並且 (她們)何等樣式的 (她們)建築造就。

可 13:2 kai. ò VIhsou/j ei=pen auvtw/|( Ble,peij tau,taj ta.j mega,laj oivkodoma,jÈ ouv mh. avfeqh/| w-de li,qoj evpi. li,qon o]j
ouv mh. kataluqh/|Å
And Jesus answering said unto him, Seest thou these great buildings? there shall not be left one stone upon
another, that shall not be thrown down.
耶穌對他說：你看見這大殿宇麼；將來在這裏沒有一塊石頭留在石頭上，不被拆毀了。

並且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你現在持續著眼觀看 到於(她們)那同一者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極大的 到於(她們)建築造就？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任憑釋放離開

也就在此地 (他)石頭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石頭， (他)這個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拆毀/歇息。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 (他)耶穌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你現在持續著眼觀看 到於(她們)那同一者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極大的 到於(她們)建築造就？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任憑釋放離開 (他)石頭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石頭， (他)這個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拆毀/歇息。

可 13:3 Kai. kaqhme,nou auvtou/ eivj to. :Oroj tw/n VElaiw/n kate,nanti tou/ ièrou/ evphrw,ta auvto.n katV ivdi,an
Pe,troj kai. VIa,kwboj kai. VIwa,nnhj kai. VAndre,aj(
And as he sat upon the mount of Olives over against the temple, Peter and James and John and Andrew asked
him privately,
耶穌在橄欖山上對聖殿而坐；彼得，雅各，約翰和安得烈，暗暗的問他說：

並且 從屬(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從屬(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高山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橄欖 直接當面於前地 從屬(它)那 從屬(它)聖殿， 他/她/它當時持續在上面查詢求問 到於(他)同一者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私人個別的 (他)彼得 並且 (他)雅各 並且 (他)約翰 並且 (他)安得烈，
[經文變異RT]

並且 從屬(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從屬(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高山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橄欖 直接當面於前地 從屬(它)那 從屬(它)聖殿，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在上面查詢求問 到於(他)同一者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私人個別的 (他)彼得 並且 (他)雅各 並且 (他)約翰 並且 (他)安得烈，

可 13:4 Eivpo.n hm̀i/n( po,te tau/ta e;stai kai. ti, to. shmei/on o[tan me,llh| tau/ta suntelei/sqai pa,ntaÈ
Tell us, when shall these things be? and what shall be the sign when all these things shall be fulfilled?
請告訴我們，甚麼時候有這些事呢；這一切事，將成的時候，有甚麼預兆呢。

你那時(也是)就要發話言說 在對我們， 何時呢 (它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並且 (它)任何什麼呢 (它)那

(它)識別之表記徵兆， 但凡當這時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準備快要 (它們)那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被全部完成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經文變異RT]

你那時(也是)就要發話言說 在對我們， 何時呢 (它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並且 (它)任何什麼呢 (它)那

(它)識別之表記徵兆， 但凡當這時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準備快要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它們)那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被全部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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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13:5 ò de. VIhsou/j h;rxato le,gein auvtoi/j( Ble,pete mh, tij ùma/j planh,sh|\
And Jesus answering them began to say, Take heed lest any man deceive you:
耶穌說：你們要謹慎，免得有人迷惑你們。

(他)那 然而也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 現要去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著眼觀看， 不會/不要 (他)任何什麼 到於你們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有迷途錯謬。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耶穌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

現要去持續道說，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著眼觀看， 不會/不要 (他)任何什麼 到於你們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有迷途錯謬。

可 13:6 polloi. evleu,sontai evpi. tw/| ovno,mati, mou le,gontej o[ti VEgw, eivmi( kai. pollou.j planh,sousinÅ
For many shall come in my name, saying, I am Christ; and shall deceive many.
將來有好些人冒我的名來，說：我是基督；並且要迷惑許多人。

(他們)許多的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到來前往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它)那 在對(它)名字 從屬我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是這樣 我 我現在持續是； 並且 到於(他們)許多的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有迷途錯謬。
[經文變異RT]

(他們)許多的 因為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到來前往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它)那 在對(它)名字 從屬我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是這樣 我 我現在持續是； 並且 到於(他們)許多的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有迷途錯謬。

可 13:7 o[tan de. avkou,shte pole,mouj kai. avkoa.j pole,mwn( mh. qroei/sqe\ dei/ gene,sqai( avllV ou;pw to. te,lojÅ
And when ye shall hear of wars and rumours of wars, be ye not troubled: for such things must needs be; but the
end shall not be yet.
你們聽見打仗，和打仗的風聲，不要驚慌；這些事是必須有的，只是末期還沒有到；

但凡當這時 然而也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聲聞耳聽 到於(他們)戰爭打仗 並且 到於(她們)聽聞 從屬(他們)戰爭打仗，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被騷亂驚懼；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生發成為；

但乃是 尚未地 (它)那 (它)終結/貨物或旅行之終結稅。
[經文變異RT]

但凡當這時 然而也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聲聞耳聽 到於(他們)戰爭打仗 並且 到於(她們)聽聞 從屬(他們)戰爭打仗，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被騷亂驚懼；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因為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生發成為； 但乃是 尚未地 (它)那 (它)終結/貨物或旅行之終結稅。

可 13:8 evgerqh,setai ga.r e;qnoj evpV e;qnoj kai. basilei,a evpi. basilei,an( e;sontai seismoi. kata. to,pouj( e;sontai
limoi,\ avrch. wvdi,nwn tau/taÅ
For nation shall rise against nation, and kingdom against kingdom: and there shall be earthquakes in divers
places, and there shall be famines and troubles: these are the beginnings of sorrows.
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多處必有地震，饑荒；這都是災難的起頭。〔災難原文作生產之難〕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喚醒起來 因為 (它)種族邦國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種族邦國， 並且 (她)王權國度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王權國度；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是 (他們)搖擺震動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們)地點處所；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是 (他們)糧食缺乏； (她)為起始為首 從屬(她們)劇痛陣痛 (它們)那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喚醒起來 因為 (它)種族邦國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種族邦國， 並且 (她)王權國度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王權國度；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是 (他們)搖擺震動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們)地點處所；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是 (他們)糧食缺乏 並且 (她們)攪動攪擾； (她們)為起始為首

從屬(她們)劇痛陣痛 (它們)那同一者。

可 13:9 ble,pete de. um̀ei/j eàutou,j\ paradw,sousin ùma/j eivj sune,dria kai. eivj sunagwga.j darh,sesqe kai. evpi.
hg̀emo,nwn kai. basile,wn staqh,sesqe e[neken evmou/ eivj martu,rion auvtoi/jÅ
But take heed to yourselves: for they shall deliver you up to councils; and in the synagogues ye shall be beaten:
and ye shall be brought before rulers and kings for my sake, for a testimony against them.
但你們要謹慎；因為人要把你們交給公會，並且你們在會堂裏要受鞭打；又為我的緣故，站在諸侯與君王面前，

對他們作見證；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著眼觀看 然而也 你們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交付 到於你們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公會； 並且 向內進入 到於(她們)會堂 你們將要(持續)被抽打； 並且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他們)領導治理之人 並且 從屬(他們)君王 你們將要(持續)被立定站住 由于為此地 從屬"我" 向內進入

到於(它)見證 在對(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著眼觀看 然而也 你們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交付 因為 到於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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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公會； 並且 向內進入 到於(她們)會堂 你們將要(持續)被抽打； 並且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他們)領導治理之人 並且 從屬(他們)君王 你們將要(持續)被立定站住 由于為此地 從屬"我" 向內進入

到於(它)見證 在對(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Scrivener]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著眼觀看 然而也 你們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交付 因為 到於你們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公會； 並且 向內進入 到於(她們)會堂 你們將要(持續)被抽打； 並且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他們)領導治理之人 並且 從屬(他們)君王 你們將要(持續)被帶領 由于為此地 從屬"我" 向內進入 到於(它)見證

在對(他們)同一者。

可 13:10 kai. eivj pa,nta ta. e;qnh prw/ton dei/ khrucqh/nai to. euvagge,lionÅ
And the gospel must first be published among all nations.
然而福音必須先傳給萬民。

並且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種族邦國 首先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那時(也是)要去被傳達宣講 到於(它)那 到於(它)福音佳訊。
[經文變異RT]

並且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種族邦國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首先地 那時(也是)要去被傳達宣講 到於(它)那 到於(它)福音佳訊。

可 13:11 kai. o[tan a;gwsin ùma/j paradido,ntej( mh. promerimna/te ti, lalh,shte( avllV o] eva.n doqh/| ùmi/n evn evkei,nh|
th/| w[ra| tou/to lalei/te\ ouv ga,r evste ùmei/j oì lalou/ntej avlla. to. pneu/ma to. a[gionÅ
But when they shall lead you, and deliver you up, take no thought beforehand what ye shall speak, neither do ye
premeditate: but whatsoever shall be given you in that hour, that speak ye: for it is not ye that speak, but the
Holy Ghost.
人把你們拉去交官的時候，不要預先思慮說甚麼；到那時候，賜給你們甚麼話，你們就說甚麼，因為說話的不是

你們，乃是聖靈。

並且 但凡當這時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帶領 到於你們 (他們)現正持續交付了的，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預先有分心掛慮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發言講說； 但乃是 到於(它)這個

但凡若是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給與 在對你們 在內 在對(她)在那裏的那個 在對(她)那 在對(她)鐘點時刻，

到於(它)那同一者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發言講說； 不是/不 因為 你們現在持續是 你們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發言講說了的， 但乃是 (它)那 (它)靈/風 (它)那 (它)聖的。
[經文變異RT]

但凡當這時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帶領 到於你們 (他們)現正持續交付了的，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預先有分心掛慮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發言講說， 然而也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謀定籌算； 但乃是 到於(它)這個 但凡若是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給與 在對你們 在內

在對(她)在那裏的那個 在對(她)那 在對(她)鐘點時刻， 到於(它)那同一者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發言講說； 不是/不 因為

你們現在持續是 你們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發言講說了的， 但乃是 (它)那 (它)靈/風 (它)那 (它)聖的。

可 13:12 kai. paradw,sei avdelfo.j avdelfo.n eivj qa,naton kai. path.r te,knon( kai. evpanasth,sontai te,kna evpi. gonei/j
kai. qanatw,sousin auvtou,j\
Now the brother shall betray the brother to death, and the father the son; and children shall rise up against their
parents, and shall cause them to be put to death.
弟兄要把弟兄，父親要把兒子，送到死地；兒女要起來與父母為敵，害死他們。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交付 (他)弟兄 到於(他)弟兄 向內進入 到於(他)死， 並且 (他)父親 到於(它)孩子；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再站立起來在上面 (它們)孩子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父母，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促使為死 到於(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將要(持續)交付 然而也 (他)弟兄 到於(他)弟兄 向內進入 到於(他)死， 並且 (他)父親 到於(它)孩子；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再站立起來在上面 (它們)孩子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父母，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促使為死 到於(他們)同一者。

可 13:13 kai. e;sesqe misou,menoi ùpo. pa,ntwn dia. to. o;noma, mouÅ ò de. ùpomei,naj eivj te,loj ou-toj swqh,setaiÅ
And ye shall be hated of all men for my name's sake: but he that shall endure unto the end, the same shall be
saved.
並且你們要為我的名，被眾人恨惡，惟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並且 你們將要(持續)是 (他們)現正持續被恨惡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名字 從屬我。 (他)那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在底下停留持守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它)終結/貨物或旅行之終結稅，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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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13:14 {Otan de. i;dhte to. bde,lugma th/j evrhmw,sewj èsthko,ta o[pou ouv dei/( ò avnaginw,skwn noei,tw( to,te oì evn
th/| VIoudai,a| feuge,twsan eivj ta. o;rh(
But when ye shall see the abomination of desolation, spoken of by Daniel the prophet, standing where it ought
not, (let him that readeth understand,) then let them that be in Judaea flee to the mountains:
你們看見那行毀壞可憎的，站在不當站的地方；（讀這經的人，須要會意）那時在猶太的，應當逃到山上；

但凡當這時 然而也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看見察覺 到於(它)那 到於(它)所厭恨憎惡 從屬(她)那

從屬(她)促使成孤獨荒涼 到於(他)現在已經立定站住了的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他)那 (他)現正持續宣讀誦念了的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領悟認知，

當那時地 (他們)那些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猶太地方 他/她/它們現在就要持續逃離走避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高山；
[經文變異RT]

但凡當這時 然而也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看見察覺 到於(它)那 到於(它)所厭恨憎惡 從屬(她)那

從屬(她)促使成孤獨荒涼， 到於(它)那 到於(它)那時(也是)被發表言說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但以理 從屬(他)那

從屬(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到於(它)現在已經立定站住了的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他)那 (他)現正持續宣讀誦念了的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領悟認知，

當那時地 (他們)那些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猶太地方 他/她/它們現在就要持續逃離走避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高山；
[經文變異MT]

但凡當這時 然而也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看見察覺 到於(它)那 到於(它)所厭恨憎惡 從屬(她)那

從屬(她)促使成孤獨荒涼， 到於(它)那 到於(它)那時(也是)被發表言說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但以理 從屬(他)那

從屬(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他)現在已經立定站住了的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他)那 (他)現正持續宣讀誦念了的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領悟認知，

當那時地 (他們)那些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猶太地方 他/她/它們現在就要持續逃離走避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高山；

可 13:15 ò Îde.Ð evpi. tou/ dw,matoj mh. kataba,tw mhde. eivselqa,tw a=rai, ti evk th/j oivki,aj auvtou/(
And let him that is on the housetop not go down into the house, neither enter therein, to take any thing out of his
house:
在房上的，不要下來，也不要進去拿家裏的東西；

(他)那 然而也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它)那 從屬(它)房頂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向下行， 然而也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那時(也是)要去提起 到於(它)任何什麼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住屋家庭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它)那 從屬(它)房頂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向下行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住屋家庭， 然而也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那時(也是)要去提起

到於(它)任何什麼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住屋家庭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WH]

(他)那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它)那 從屬(它)房頂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向下行， 然而也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到於(它)任何什麼 那時(也是)要去提起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住屋家庭 從屬(他)同一者；

可 13:16 kai. ò eivj to.n avgro.n mh. evpistreya,tw eivj ta. ovpi,sw a=rai to. ìma,tion auvtou/Å
And let him that is in the field not turn back again for to take up his garment.
在田裏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

並且 (他)那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田野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在上面轉動翻轉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那些 向在後面地 那時(也是)要去提起 到於(它)那 到於(它)衣服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田野 (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在上面轉動翻轉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那些 向在後面地 那時(也是)要去提起 到於(它)那

到於(它)衣服 從屬(他)同一者。

可 13:17 ouvai. de. tai/j evn gastri. evcou,saij kai. tai/j qhlazou,saij evn evkei,naij tai/j h̀me,raijÅ
But woe to them that are with child, and to them that give suck in those days!
當那些日子，懷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禍了。

哀哉呀 然而也 在對(她們)那些 在內 在對(她)肚腹 在對(她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並且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現正持續哺乳了的 在內 在對(她們)在那裏的那個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日子/白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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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13:18 proseu,cesqe de. i[na mh. ge,nhtai ceimw/noj\
And pray ye that your flight be not in the winter.
你們應當祈求，叫這些事不在冬天臨到。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祈禱求告 然而也 為要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生發成為

從屬(他)冬天暴風雨氣候。
[經文變異RT]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祈禱求告 然而也 為要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生發成為 (她)那

(她)走避逃亡 從屬你們 從屬(他)冬天暴風雨氣候。

可 13:19 e;sontai ga.r ai` hm̀e,rai evkei/nai qli/yij oi[a ouv ge,gonen toiau,th avpV avrch/j kti,sewj h]n e;ktisen ò qeo.j
e[wj tou/ nu/n kai. ouv mh. ge,nhtaiÅ
For in those days shall be affliction, such as was not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creation which God created unto
this time, neither shall be.
因為在那些日子必有災難，自從神創造萬物直到如今，並沒有這樣的災難；後來也必沒有。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是 因為 (她們)那些 (她們)日子/白日 (她們)在那裏的那個 (她)壓迫患難， (她)如此這樣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已經生發成為 (她)那種樣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為起始為首 從屬(她)創造建立 到於(她)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創造建立 (他)那 (他)神 一直直到 從屬(它)那 現在此時地， 並且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生發成為。

可 13:20 kai. eiv mh. evkolo,bwsen ku,rioj ta.j hm̀e,raj( ouvk a'n evsw,qh pa/sa sa,rx\ avlla. dia. tou.j evklektou.j ou]j
evxele,xato evkolo,bwsen ta.j h̀me,rajÅ
And except that the Lord had shortened those days, no flesh should be saved: but for the elect's sake, whom he
hath chosen, he hath shortened the days.
若不是主減少那日子，凡有血氣的，總沒有一個得救的；只是為主的選民，他將那日子減少了。

並且 若是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切短刪減 (他)主人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不是/不 但凡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拯救 (她)所有每一個的 (她)肉體； 但乃是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乃挑選的 到於(他們)這些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挑選， 他/她/它那時(也是)切短刪減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經文變異RT]

並且 若是 不會/不要 (他)主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切短刪減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不是/不 但凡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拯救 (她)所有每一個的 (她)肉體； 但乃是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乃挑選的 到於(他們)這些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挑選， 他/她/它那時(也是)切短刪減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可 13:21 kai. to,te eva,n tij ùmi/n ei;ph|( :Ide w-de ò Cristo,j( :Ide evkei/( mh. pisteu,ete\
And then if any man shall say to you, Lo, here is Christ; or, lo, he is there; believe him not:
那時若有人對你們說：看哪，基督在這裏；或說：基督在那裏；你們不要信。

並且 當那時地 但凡若是 (他)任何什麼 在對你們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你那時(也是)就要看哪，

也就在此地 (他)那 (他)基督； 你那時(也是)就要看哪， 在那裏地；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置信信託；
[經文變異RT]

並且 當那時地 但凡若是 (他)任何什麼 在對你們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也就在此地 (他)那 (他)基督； 甚或/或而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在那裏地；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置信信託；

可 13:22 evgerqh,sontai ga.r yeudo,cristoi kai. yeudoprofh/tai kai. dw,sousin shmei/a kai. te,rata pro.j to.
avpoplana/n( eiv dunato,n( tou.j evklektou,jÅ
For false Christs and false prophets shall rise, and shall shew signs and wonders, to seduce, if it were possible,
even the elect.
因為假基督，假先知，將要起來，顯神蹟奇事；倘若能行，就把選民迷惑了。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被喚醒起來 因為 (他們)假基督 並且 (他們)假的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給與 到於(它們)識別之表記徵兆 並且 到於(它們)奇事預兆，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它)那

現要去持續從那裏有迷途錯謬離開， 若是 (它)乃能夠可能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乃挑選的。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被喚醒起來 因為 (他們)假基督 並且 (他們)假的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給與 到於(它們)識別之表記徵兆 並且 到於(它們)奇事預兆，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它)那

現要去持續從那裏有迷途錯謬離開， 若是 (它)乃能夠可能的，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乃挑選的。
[經文變異Tischendor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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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被喚醒起來 然而也 (他們)假基督 並且 (他們)假的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行出作成 到於(它們)識別之表記徵兆 並且 到於(它們)奇事預兆，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它)那

現要去持續從那裏有迷途錯謬離開， 若是 (它)乃能夠可能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乃挑選的。

可 13:23 um̀ei/j de. ble,pete\ proei,rhka ùmi/n pa,ntaÅ
But take ye heed: behold, I have foretold you all things.
你們要謹慎；看哪，凡事我都預先告訴你們了。

你們 然而也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著眼觀看； 我現在已經預先開聲言說 在對你們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經文變異RT]

你們 然而也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著眼觀看；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我現在已經預先開聲言說 在對你們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可 13:24 VAlla. evn evkei,naij tai/j h̀me,raij meta. th.n qli/yin evkei,nhn ò h[lioj skotisqh,setai( kai. h` selh,nh ouv
dw,sei to. fe,ggoj auvth/j(
But in those days, after that tribulation, the sun shall be darkened, and the moon shall not give her light,
在那些日子，那災難以後，日頭要變黑了，月亮也不放光，

但乃是 在內 在對(她們)在那裏的那個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日子/白日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她)那

到於(她)壓迫患難 到於(她)在那裏的那個 (他)那 (他)日頭太陽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蔽以黑暗， 並且 (她)那 (她)月亮

不是/不 他/她/它將要(持續)給與 到於(它)那 到於(它)光華 從屬(她)同一者，

可 13:25 kai. oì avste,rej e;sontai evk tou/ ouvranou/ pi,ptontej( kai. aì duna,meij aì evn toi/j ouvranoi/j
saleuqh,sontaiÅ
And the stars of heaven shall fall, and the powers that are in heaven shall be shaken.
眾星要從天上墜落，天勢都要震動。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星星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是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他們)現正持續落下墜落了的， 並且 (她們)那些 (她們)能力權能 (她們)那些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天空/天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被行搖晃擺動。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星星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是 (他們)現正持續向外落下墜落了的，

並且 (她們)那些 (她們)能力權能 (她們)那些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天空/天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被行搖晃擺動。

可 13:26 kai. to,te o;yontai to.n uiò.n tou/ avnqrw,pou evrco,menon evn nefe,laij meta. duna,mewj pollh/j kai. do,xhjÅ
And then shall they see the Son of man coming in the clouds with great power and glory.
那時他們〔馬太二十四章三十節作地上的萬族〕要看見人子有大能力，大榮耀，駕雲降臨。

並且 當那時地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看見注目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到於(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在內 在對(她們)雲團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能力權能 從屬(她)許多的

並且 從屬(她)榮耀。

可 13:27 kai. to,te avpostelei/ tou.j avgge,louj kai. evpisuna,xei tou.j evklektou.j Îauvtou/Ð evk tw/n tessa,rwn avne,mwn avpV
a;krou gh/j e[wj a;krou ouvranou/Å
And then shall he send his angels, and shall gather together his elect from the four winds, from the uttermost
part of the earth to the uttermost part of heaven.
他要差遣天使，把他的選民，從四方，從地極直到天邊，都招聚了來。〔方原文作風〕

並且 當那時地 他/她/它將要(持續)分派差遣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使者，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在一處聚集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乃挑選的 從屬(他)同一者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四個 從屬(他們)風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端點 從屬(她)地土/地 一直直到 從屬(它)端點 從屬(他)天空/天。
[經文變異RT]

並且 當那時地 他/她/它將要(持續)分派差遣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使者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在一處聚集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乃挑選的 從屬(他)同一者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四個 從屬(他們)風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端點 從屬(她)地土/地 一直直到 從屬(它)端點 從屬(他)天空/天。

可 13:28 VApo. de. th/j sukh/j ma,qete th.n parabolh,n\ o[tan h;dh ò kla,doj auvth/j àpalo.j ge,nhtai kai. evkfu,h| ta.
fu,lla( ginw,skete o[ti evggu.j to. qe,roj evsti,n\
Now learn a parable of the fig tree; When her branch is yet tender, and putteth forth leaves, ye know that
summer is near:
你們可以從無花果樹學個比方；當樹枝發嫩長葉的時候，你們就知道夏天近了。

從那裏離開 然而也 從屬(她)那 從屬(她)無花果樹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學習 到於(她)那 到於(她)比喻： 但凡當這時

甚而已然如此地 (他)那 (他)分枝 從屬(她)同一者 (他)柔嫩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生發成為 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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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向外發芽生長出來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苖芽葉子， 你們現在持續認識知道 是這樣

接近地 (它)那 (它)夏天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從那裏離開 然而也 從屬(她)那 從屬(她)無花果樹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學習 到於(她)那 到於(她)比喻： 但凡當這時

從屬(她)同一者 甚而已然如此地 (他)那 (他)分枝 (他)柔嫩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生發成為 並且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向外發芽生長出來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苖芽葉子， 你們現在持續認識知道 是這樣

接近地 (它)那 (它)夏天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可 13:29 ou[twj kai. um̀ei/j( o[tan i;dhte tau/ta gino,mena( ginw,skete o[ti evggu,j evstin evpi. qu,raijÅ
So ye in like manner, when ye shall see these things come to pass, know that it is nigh, even at the doors.
這樣，你們幾時看見這些事成就，也該知道人子近了，〔人子或作神的國〕正在門口了。

那同一樣式地 並且 你們 但凡當這時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看見察覺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到於(它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了的，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認識知道註1 是這樣 接近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們)門戶。

註1：“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認識知道”文法上亦可以為“你們現在持續認識知道”。

[經文變異RT]

那同一樣式地 並且 你們 但凡當這時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看見察覺

到於(它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了的，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認識知道 是這樣 接近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們)門戶。

可 13:30 avmh.n le,gw ùmi/n o[ti ouv mh. pare,lqh| h` genea. au[th me,crij ou- tau/ta pa,nta ge,nhtaiÅ
Verily I say unto you, that this generation shall not pass, till all these things be done.
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世代還沒有過去，這些事都要成就。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是這樣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在旁邊過去 (她)那

(她)族類之世代 (她)那同一者， 一直達到 從屬(它)這個 (它們)那同一者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生發成為。
[經文變異RT]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是這樣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在旁邊過去 (她)那

(她)族類之世代 (她)那同一者， 一直達到 從屬(它)這個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它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生發成為。

可 13:31 ò ouvrano.j kai. h` gh/ pareleu,sontai( oì de. lo,goi mou ouv mh. pareleu,sontaiÅ
Heaven and earth shall pass away: but my words shall not pass away.
天地要廢去；我的話卻不能廢去。

(他)那 (他)天空/天 並且 (她)那 (她)地土/地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在旁邊過去，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我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在旁邊過去。
[經文變異RT]

(他)那 (他)天空/天 並且 (她)那 (她)地土/地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在旁邊過去，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我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在旁邊過去。
[經文變異WH]

(他)那 (他)天空/天 並且 (她)那 (她)地土/地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在旁邊過去，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我 不是/不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在旁邊過去。

可 13:32 Peri. de. th/j hm̀e,raj evkei,nhj h' th/j w[raj ouvdei.j oi=den( ouvde. oi` a;ggeloi evn ouvranw/| ouvde. ò uiò,j( eiv mh. ò
path,rÅ
But of that day and that hour knoweth no man, no, not the angels which are in heaven, neither the Son, but the
Father.
但那日子，那時辰，沒有人知道，連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惟有父知道。

<在周圍>關於 然而也 從屬(她)那 從屬(她)日子/白日 從屬(她)在那裏的那個 甚或/或而 從屬(她)那 從屬(她)鐘點時刻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然而也不是地 (他們)那些 (他們)使者 在內 在對(他)天空/天，

然而也不是地 (他)那 (他)兒子， 若是 不會/不要 (他)那 (他)父親。
[經文變異RT]

<在周圍>關於 然而也 從屬(她)那 從屬(她)日子/白日 從屬(她)在那裏的那個 並且 從屬(她)那 從屬(她)鐘點時刻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然而也不是地 (他們)那些 (他們)使者 (他們)那些 在內

在對(他)天空/天， 然而也不是地 (他)那 (他)兒子， 若是 不會/不要 (他)那 (他)父親。

可 13:33 ble,pete( avgrupnei/te\ ouvk oi;date ga.r po,te ò kairo,j evstinÅ
Take ye heed, watch and pray: for ye know not when the time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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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要謹慎，儆醒祈禱，因為你們不曉得那日期幾時來到。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著眼觀看，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警醒不眠； 不是/不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因為 何時呢 (他)那

(他)場合時節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著眼觀看，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警醒不眠 並且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祈禱求告； 不是/不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因為 何時呢 (他)那 (他)場合時節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可 13:34 wj̀ a;nqrwpoj avpo,dhmoj avfei.j th.n oivki,an auvtou/ kai. dou.j toi/j dou,loij auvtou/ th.n evxousi,an èka,stw| to.
e;rgon auvtou/ kai. tw/| qurwrw/| evnetei,lato i[na grhgorh/|Å
For the Son of man is as a man taking a far journey, who left his house, and gave authority to his servants, and
to every man his work, and commanded the porter to watch.
這事正如一個人離開本家，寄居外邦，把權柄交給僕人，分派各人當作的工，又吩咐看門的儆醒。

正如地 (他)人 (他)離開本國的 (他)那時(也是)任憑釋放離開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住屋家庭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那時(也是)給與了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奴僕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她)那 到於(她)權柄掌握，

在對(他)各個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工作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在對(他)那 在對(他)看門之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督促責成 為要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儆醒。
[經文變異RT]

正如地 (他)人 (他)離開本國的 (他)那時(也是)任憑釋放離開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住屋家庭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那時(也是)給與了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奴僕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她)那 到於(她)權柄掌握， 並且

在對(他)各個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工作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在對(他)那 在對(他)看門之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督促責成 為要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儆醒。

可 13:35 grhgorei/te ou=n\ ouvk oi;date ga.r po,te ò ku,rioj th/j oivki,aj e;rcetai( h' ovye. h' mesonu,ktion h'
avlektorofwni,aj h' prwi<(
Watch ye therefore: for ye know not when the master of the house cometh, at even, or at midnight, or at the
cockcrowing, or in the morning:
所以你們要儆醒，因為你們不知道家主甚麼時候來，或晚上，或半夜，或雞叫，或早晨。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儆醒 這樣； 不是/不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因為 何時呢 (他)那 (他)主人 從屬(她)那

從屬(她)住屋家庭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甚或/或而 將近晚地， 甚或/或而 到於(它)半夜，

甚或/或而 從屬(她)三更天， 甚或/或而 清早地；
[經文變異RT]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儆醒 這樣； 不是/不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因為 何時呢 (他)那 (他)主人 從屬(她)那

從屬(她)住屋家庭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將近晚地， 甚或/或而 從屬(它)半夜， 甚或/或而

從屬(她)三更天， 甚或/或而 清早地；

可 13:36 mh. evlqw.n evxai,fnhj eu[rh| ùma/j kaqeu,dontajÅ
Lest coming suddenly he find you sleeping.
恐怕他忽然來到，看見你們睡著了。

不會/不要 (他)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忽然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找到尋見 到於你們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睡著了的。

可 13:37 o] de. ùmi/n le,gw pa/sin le,gw( grhgorei/teÅ
And what I say unto you I say unto all, Watch.
我對你們所說的話，也是對眾人說：要儆醒。

到於(它)這個 然而也 在對你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我現在持續道說，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儆醒。

可 14:1 +Hn de. to. pa,sca kai. ta. a;zuma meta. du,o hm̀e,rajÅ kai. evzh,toun oi` avrcierei/j kai. oi` grammatei/j pw/j
auvto.n evn do,lw| krath,santej avpoktei,nwsin\
After two days was the feast of the passover, and of unleavened bread: and the chief priests and the scribes
sought how they might take him by craft, and put him to death.
過兩天是逾越節，又是除酵節；祭司長和文士，想法子怎麼用詭計捉拿耶穌殺他；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它)那 (它)逾越/逾越節 並且 (它們)那些 (它們)無酵的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她們)二個/兩個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探索尋求 (他們)那些 (他們)大祭司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書記文士 怎樣如何地呢 到於(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他)餌誘詭詐 (他們)那時(也是)掌控抓住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殺害除掉註1；

註1：“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殺害除掉”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殺害除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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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14:2 e;legon ga,r( Mh. evn th/| eòrth/|( mh,pote e;stai qo,ruboj tou/ laou/Å
But they said, Not on the feast day, lest there be an uproar of the people.
只是說：當節的日子不可，恐怕百姓生亂。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因為， 不會/不要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節期， 不會任何時候地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他)喧鬧滋擾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民百姓。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然而也， 不會/不要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節期， 不會任何時候地 (他)喧鬧滋擾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民百姓。

可 14:3 Kai. o;ntoj auvtou/ evn Bhqani,a| evn th/| oivki,a| Si,mwnoj tou/ leprou/( katakeime,nou auvtou/ h=lqen gunh. e;cousa
avla,bastron mu,rou na,rdou pistikh/j polutelou/j( suntri,yasa th.n avla,bastron kate,ceen auvtou/ th/j kefalh/jÅ
And being in Bethany in the house of Simon the leper, as he sat at meat, there came a woman having an
alabaster box of ointment of spikenard very precious; and she brake the box, and poured it on his head.
耶穌在伯大尼長大痲瘋的西門家裏坐席的時候，有一個女人，拿著一玉瓶至貴的真哪噠香膏來，打破玉瓶，把膏

澆在耶穌的頭上。

並且 從屬(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從屬(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伯大尼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住屋家庭 從屬(他)西門

從屬(他)那 從屬(他)痲瘋病的， 從屬(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向下靠躺了的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她)女人 (她)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玉瓶 從屬(它)沒藥香膏 從屬(她)甘松香 從屬(她)忠實可信的

從屬(她)高價昂貴的； (她)那時(也是)完全壓碎損壞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玉瓶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下傾注澆流

從屬(他)同一者 從屬(她)那 從屬(她)頭。
[經文變異RT]

並且 從屬(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從屬(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伯大尼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住屋家庭 從屬(他)西門

從屬(他)那 從屬(他)痲瘋病的， 從屬(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向下靠躺了的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她)女人 (她)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它)玉瓶註1
從屬(它)沒藥香膏 從屬(她)甘松香 從屬(她)忠實可信的

從屬(她)高價昂貴的； 並且 (她)那時(也是)完全壓碎損壞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玉瓶註1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下傾注澆流 從屬(他)同一者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她)那 從屬(她)頭。

註1：“到於(她)玉瓶”文法上亦可以為“到於(它)玉瓶”。

可 14:4 h=san de, tinej avganaktou/ntej pro.j eàutou,j( Eivj ti, h` avpw,leia au[th tou/ mu,rou ge,gonenÈ
And there were some that had indignation within themselves, and said, Why was this waste of the ointment
made?
有幾個人心中很不喜悅，說：何用這樣枉費香膏呢。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他們)任何什麼 (他們)現正持續怨恨惱怒了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向內進入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她)那 (她)毀壞失喪 (她)那同一者 從屬(它)那

從屬(它)沒藥香膏 他/她/它現在已經生發成為？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他們)任何什麼 (他們)現正持續怨恨惱怒了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她)那 (她)毀壞失喪 (她)那同一者 從屬(它)那

從屬(它)沒藥香膏 他/她/它現在已經生發成為？

可 14:5 hvdu,nato ga.r tou/to to. mu,ron praqh/nai evpa,nw dhnari,wn triakosi,wn kai. doqh/nai toi/j ptwcoi/j\ kai.
evnebrimw/nto auvth/|Å
For it might have been sold for more than three hundred pence, and have been given to the poor. And they
murmured against her.
這香膏可以賣三十多兩銀子賙濟窮人；他們就向那女人生氣。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因為 (它)那同一者 (它)那 (它)沒藥香膏 那時(也是)要去被出售變賣

在上面上頭地 從屬(它們)十分銀錢之便士 從屬(它們)三百個，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被給與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貧苦窮困的。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嚴峻肅穆 在對(她)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因為 到於(它)那同一者註1
那時(也是)要去被出售變賣 在上面上頭地

從屬(它們)三百個 從屬(它們)十分銀錢之便士，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被給與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貧苦窮困的。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嚴峻肅穆 在對(她)同一者。

註1：“(它)那同一者”文法上亦可以為“到於(它)那同一者”。

可 14:6 ò de. VIhsou/j ei=pen( :Afete auvth,n\ ti, auvth/| ko,pouj pare,ceteÈ kalo.n e;rgon hvrga,sato evn evmoi,Å
And Jesus said, Let her alone; why trouble ye her? she hath wrought a good work on me.
耶穌說：由他罷；為甚麼難為他呢；他在我身上作的是一件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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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那 然而也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任憑釋放離開 到於(她)同一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在對(她)同一者 到於(他們)勞碌疲累 你們現在持續展示提供？ 到於(它)美好適當的 到於(它)工作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作工作 在內 在對"我"。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任憑釋放離開 到於(她)同一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在對(她)同一者 到於(他們)勞碌疲累 你們現在持續展示提供？ 到於(它)美好適當的 到於(它)工作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作工作 向內進入 到於"我"。

可 14:7 pa,ntote ga.r tou.j ptwcou.j e;cete meqV èautw/n kai. o[tan qe,lhte du,nasqe auvtoi/j eu= poih/sai( evme. de. ouv
pa,ntote e;ceteÅ
For ye have the poor with you always, and whensoever ye will ye may do them good: but me ye have not
always.
因為常有窮人和你們同在，要向他們行善，隨時都可以；只是你們不常有我。

總是地 因為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貧苦窮困的 你們現在持續持有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同一者自己，

並且 但凡當這時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定意，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在對(他們)同一者 很好地

那時(也是)要去行出作成； 到於"我" 然而也 不是/不 總是地 你們現在持續持有。
[經文變異RT]

總是地 因為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貧苦窮困的 你們現在持續持有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同一者自己，

並且 但凡當這時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定意，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到於(他們)同一者 很好地

那時(也是)要去行出作成； 到於"我" 然而也 不是/不 總是地 你們現在持續持有。
[經文變異WH]

總是地 因為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貧苦窮困的 你們現在持續持有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同一者自己，

並且 但凡當這時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定意，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在對(他們)同一者 總是地 很好地

那時(也是)要去行出作成； 到於"我" 然而也 不是/不 總是地 你們現在持續持有。

可 14:8 o] e;scen evpoi,hsen\ proe,laben muri,sai to. sw/ma, mou eivj to.n evntafiasmo,nÅ
She hath done what she could: she is come aforehand to anoint my body to the burying.
他所作的，是盡他所能的；他是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預先澆在我身上。

到於(它)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持有，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他/她/它那時(也是)預先拿取

那時(也是)要去抹以沒藥香膏 到於(它)那 到於(它)身體 從屬我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入殮安葬。
[經文變異RT]

到於(它)這個 他/她/它當時持續持有， (她)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他/她/它那時(也是)預先拿取

那時(也是)要去抹以沒藥香膏 從屬我 到於(它)那 到於(它)身體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入殮安葬。

可 14:9 avmh.n de. le,gw ùmi/n( o[pou eva.n khrucqh/| to. euvagge,lion eivj o[lon to.n ko,smon( kai. o] evpoi,hsen au[th
lalhqh,setai eivj mnhmo,sunon auvth/jÅ
Verily I say unto you, Wheresoever this gospel shall be preached throughout the whole world, this also that she
hath done shall be spoken of for a memorial of her.
我實在告訴你們，普天之下，無論在甚麼地方傳這福音，也要述說這女人所作的以為記念。

阿們 然而也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但凡若是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傳達宣講 (它)那

(它)福音佳訊 向內進入 到於(他)整個全部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美容妝束/世界， 並且 到於(它)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她)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發言講說 向內進入 到於(它)記念記錄

從屬(她)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但凡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傳達宣講 (它)那 (它)福音佳訊

(它)那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他)整個全部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美容妝束/世界， 並且 到於(它)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她)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發言講說 向內進入 到於(它)記念記錄

從屬(她)同一者。

可 14:10 Kai. VIou,daj VIskariw.q ò ei-j tw/n dw,deka avph/lqen pro.j tou.j avrcierei/j i[na auvto.n paradoi/ auvtoi/jÅ
And Judas Iscariot, one of the twelve, went unto the chief priests, to betray him unto them.
十二門徒之中有一個加略人猶大，去見祭司長，要把耶穌交給他們。

並且 (他)猶大 (他)加略人 (他)那 (他)一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十二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大祭司， 為要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交付

在對(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 (他)猶大 (他)那 (他)加略人 (他)一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十二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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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大祭司，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交付 到於(他)同一者 在對(他們)同一者。

可 14:11 oi` de. avkou,santej evca,rhsan kai. evphggei,lanto auvtw/| avrgu,rion dou/naiÅ kai. evzh,tei pw/j auvto.n euvkai,rwj
paradoi/Å
And when they heard it, they were glad, and promised to give him money. And he sought how he might
conveniently betray him.
他們聽見就歡喜，又應許給他銀子；他就尋思如何得便，把耶穌交給他們。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歡喜安樂，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被應承許諾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它)銀錢 那時(也是)要去給與。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探索尋求 怎樣如何地呢 到於(他)同一者 好時機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交付。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歡喜安樂，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被應承許諾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它)銀錢 那時(也是)要去給與。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探索尋求 怎樣如何地呢 好時機地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交付。

可 14:12 Kai. th/| prw,th| hm̀e,ra| tw/n avzu,mwn( o[te to. pa,sca e;quon( le,gousin auvtw/| oi` maqhtai. auvtou/( Pou/ qe,leij
avpelqo,ntej ètoima,swmen i[na fa,gh|j to. pa,scaÈ
And the first day of unleavened bread, when they killed the passover, his disciples said unto him, Where wilt
thou that we go and prepare that thou mayest eat the passover?
除酵節的第一天，就是宰逾越羊羔的那一天，門徒對耶穌說：你喫逾越節的筵席，要我們往那裏去預備呢。

並且 在對(她)那 在對(她)首先的 在對(她)日子/白日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無酵的， 當這時地 到於(它)那

到於(它)逾越/逾越節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宰殺獻祭，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從屬某個什麼地方呢 你現在持續定意 (他們)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了的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使成妥切齊備 為要 你那時(也是)應該吃食 到於(它)那 到於(它)逾越/逾越節？

可 14:13 kai. avposte,llei du,o tw/n maqhtw/n auvtou/ kai. le,gei auvtoi/j( ~Upa,gete eivj th.n po,lin( kai. avpanth,sei
um̀i/n a;nqrwpoj kera,mion u[datoj basta,zwn\ avkolouqh,sate auvtw/|
And he sendeth forth two of his disciples, and saith unto them, Go ye into the city, and there shall meet you a
man bearing a pitcher of water: follow him.
耶穌就打發兩個門徒，對他們說：你們進城去，必有人拿著一瓶水，迎面而來；你們就跟著他。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分派差遣 到於(他們)二個/兩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退開去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城邑，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從那裏迎面相遇 在對你們 (他)人 到於(它)陶瓦罐 從屬(它)水 (他)現正持續提舉擔負了的；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跟隨 在對(他)同一者；

可 14:14 kai. o[pou eva.n eivse,lqh| ei;pate tw/| oivkodespo,th| o[ti ~O dida,skaloj le,gei( Pou/ evstin to. kata,luma, mou
o[pou to. pa,sca meta. tw/n maqhtw/n mou fa,gwÈ
And wheresoever he shall go in, say ye to the goodman of the house, The Master saith, Where is the
guestchamber, where I shall eat the passover with my disciples?
他進那家去，你們就對那家的主人說：夫子說：客房在那裏；我與門徒好在那裏喫逾越節的筵席。

並且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但凡若是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發話言說

在對(他)那 在對(他)住處家室主宰者， 是這樣 (他)那 (他)老師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從屬某個什麼地方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那 (它)客店 從屬我，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到於(它)那 到於(它)逾越/逾越節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門徒 從屬我 我那時(也是)應該吃食？
[經文變異RT]

並且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但凡若是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發話言說

在對(他)那 在對(他)住處家室主宰者， 是這樣 (他)那 (他)老師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從屬某個什麼地方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那 (它)客店，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到於(它)那 到於(它)逾越/逾越節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門徒 從屬我 我那時(也是)應該吃食？

可 14:15 kai. auvto.j ùmi/n dei,xei avna,gaion me,ga evstrwme,non e[toimon\ kai. evkei/ et̀oima,sate h̀mi/nÅ
And he will shew you a large upper room furnished and prepared: there make ready for us.
他必指給你們擺設整齊的一間大樓，你們就在那裏為我們預備。

並且 (他)同一者 在對你們 他/她/它將要(持續)顯示展現 到於(它)樓房 到於(它)極大的

到於(它)現在已經被舖開攤放了的 到於(它)妥切齊備的； 並且 在那裏地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使成妥切齊備

在對我們。
[經文變異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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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 (他)同一者 在對你們 他/她/它將要(持續)顯示展現 到於(它)樓房 到於(它)極大的

到於(它)現在已經被舖開攤放了的 到於(它)妥切齊備的； 在那裏地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使成妥切齊備 在對我們。

可 14:16 kai. evxh/lqon oì maqhtai. kai. h=lqon eivj th.n po,lin kai. eu-ron kaqw.j ei=pen auvtoi/j kai. ht̀oi,masan to.
pa,scaÅ
And his disciples went forth, and came into the city, and found as he had said unto them: and they made ready
the passover.
門徒出去，進了城，所遇見的，正如耶穌所說的；他們就預備了逾越節的筵席。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城邑，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找到尋見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使成妥切齊備 到於(它)那 到於(它)逾越/逾越節。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城邑，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找到尋見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使成妥切齊備 到於(它)那

到於(它)逾越/逾越節。

可 14:17 Kai. ovyi,aj genome,nhj e;rcetai meta. tw/n dw,dekaÅ
And in the evening he cometh with the twelve.
到了晚上，耶穌和十二個門徒都來了。

並且 從屬(她)具將近晚的 從屬(她)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十二個。

可 14:18 kai. avnakeime,nwn auvtw/n kai. evsqio,ntwn ò VIhsou/j ei=pen( VAmh.n le,gw ùmi/n o[ti ei-j evx ùmw/n paradw,sei
me ò evsqi,wn metV evmou/Å
And as they sat and did eat, Jesus said, Verily I say unto you, One of you which eateth with me shall betray me.
他們坐席正喫的時候，耶穌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中間有一個與我同喫的人要賣我了。

並且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靠躺坐席了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喫食了的，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是這樣 (他)一個 向外出來 從屬你們

他/她/它將要(持續)交付 到於我， (他)那 (他)現正持續喫食了的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我"。
[經文變異RT]

並且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靠躺坐席了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喫食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那 (他)耶穌，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是這樣 (他)一個 向外出來

從屬你們 他/她/它將要(持續)交付 到於我， (他)那 (他)現正持續喫食了的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我"。

可 14:19 h;rxanto lupei/sqai kai. le,gein auvtw/| ei-j kata. ei-j( Mh,ti evgw,È
And they began to be sorrowful, and to say unto him one by one, Is it I? and another said, Is it I?
他們就憂愁起來，一個一個的問他說：是我麼。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 現要去持續被致憂傷愁苦， 並且 現要去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一個

向下[副詞性用法] (他)一個， 豈會是呢 我？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 現要去持續被致憂傷愁苦， 並且 現要去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一個 向下[副詞性用法] (他)一個， 豈會是呢 我？ 並且 (他)另外不同的， 豈會是呢 我？

可 14:20 ò de. ei=pen auvtoi/j( Ei-j tw/n dw,deka( ò evmbapto,menoj metV evmou/ eivj to. tru,blionÅ
And he answered and said unto them, It is one of the twelve, that dippeth with me in the dish.
耶穌對他們說：是十二個門徒中同我蘸手在盤子裏的那個人。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一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十二個， (他)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在內蘸浸了的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我"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碗盤。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一個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十二個， (他)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在內蘸浸了的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我"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碗盤。
[經文變異WH]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一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十二個， (他)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在內蘸浸了的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我"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一個 到於(它)碗盤。

可 14:21 o[ti ò me.n uiò.j tou/ avnqrw,pou ùpa,gei kaqw.j ge,graptai peri. auvtou/( ouvai. de. tw/| avnqrw,pw| evkei,nw| diV ou-
ò uìo.j tou/ avnqrw,pou paradi,dotai\ kalo.n auvtw/| eiv ouvk evgennh,qh ò a;nqrwpoj evkei/noj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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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on of man indeed goeth, as it is written of him: but woe to that man by whom the Son of man is betrayed!
good were it for that man if he had never been born.
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經上指著他所寫的；但賣人子的人有禍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

是這樣 (他)那 的確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退開去，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同一者； 哀哉呀 然而也 在對(他)那 在對(他)人

在對(他)在那裏的那個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這個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交付； (它)美好適當的 在對(他)同一者， 若是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發成為族類 (他)那

(他)人 (他)在那裏的那個。
[經文變異RT]

(他)那 的確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退開去，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同一者； 哀哉呀 然而也 在對(他)那 在對(他)人 在對(他)在那裏的那個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這個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交付； (它)美好適當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在對(他)同一者， 若是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發成為族類 (他)那 (他)人 (他)在那裏的那個。

可 14:22 Kai. evsqio,ntwn auvtw/n labw.n a;rton euvlogh,saj e;klasen kai. e;dwken auvtoi/j kai. ei=pen( La,bete( tou/to,
evstin to. sw/ma, mouÅ
And as they did eat, Jesus took bread, and blessed, and brake it, and gave to them, and said, Take, eat: this is
my body.
他們喫的時候，耶穌拿起餅來，祝了福，就擘開遞給他們說：你們拿著喫；這是我的身體。

並且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喫食了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到於(他)麵餅，

(他)那時(也是)祝福稱讚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折裂破開，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在對(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拿取； (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那 (它)身體 從屬我。
[經文變異RT]

並且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喫食了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他)那 (他)耶穌 到於(他)麵餅，

(他)那時(也是)祝福稱讚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折裂破開，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在對(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拿取，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吃食； (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那 (它)身體 從屬我。

可 14:23 kai. labw.n poth,rion euvcaristh,saj e;dwken auvtoi/j( kai. e;pion evx auvtou/ pa,ntejÅ
And he took the cup, and when he had given thanks, he gave it to them: and they all drank of it.
又拿起杯來，祝謝了，遞給他們；他們都喝了。

並且 (他)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到於(它)杯， (他)那時(也是)感謝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在對(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喝 向外出來 從屬(它)同一者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杯， (他)那時(也是)感謝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在對(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喝 向外出來 從屬(它)同一者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可 14:24 kai. ei=pen auvtoi/j( Tou/to, evstin to. ai-ma, mou th/j diaqh,khj to. evkcunno,menon ùpe.r pollw/nÅ
And he said unto them, This is my blood of the new testament, which is shed for many.
耶穌說：這是我立約的血，為多人流出來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那 (它)血 從屬我

從屬(她)那 從屬(她)遺囑契約 (它)那 (它)現正持續被向外傾注澆流了的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他們)許多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那 (它)血 從屬我，

(它)那 從屬(她)那 從屬(她)嶄新的 從屬(她)遺囑契約， (它)那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們)許多的

(它)現正持續被向外傾注澆流了的。

可 14:25 avmh.n le,gw ùmi/n o[ti ouvke,ti ouv mh. pi,w evk tou/ genh,matoj th/j avmpe,lou e[wj th/j hm̀e,raj evkei,nhj o[tan
auvto. pi,nw kaino.n evn th/| basilei,a| tou/ qeou/Å
Verily I say unto you, I will drink no more of the fruit of the vine, until that day that I drink it new in the kingdom of
God.
我實在告訴你們，我不再喝這葡萄汁，直到我在神的國裏，喝新的那日子。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是這樣 不再地 不是/不 不會/不要 我那時(也是)應該喝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所生發成為 從屬(她)那 從屬(她)葡萄樹， 一直直到 從屬(她)那 從屬(她)日子/白日 從屬(她)在那裏的那個

但凡當這時 到於(它)同一者 我現在應該持續喝 到於(它)嶄新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經文變異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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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是這樣 不再地 不是/不 不會/不要 我那時(也是)應該喝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所生發成為族類 從屬(她)那 從屬(她)葡萄樹， 一直直到 從屬(她)那 從屬(她)日子/白日

從屬(她)在那裏的那個 但凡當這時 到於(它)同一者 我現在應該持續喝 到於(它)嶄新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可 14:26 Kai. ùmnh,santej evxh/lqon eivj to. :Oroj tw/n VElaiw/nÅ
And when they had sung an hymn, they went out into the mount of Olives.
他們唱了詩，就出來，往橄欖山去。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唱頌讚詩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高山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橄欖。

可 14:27 Kai. le,gei auvtoi/j ò VIhsou/j o[ti Pa,ntej skandalisqh,sesqe( o[ti ge,graptai( Pata,xw to.n poime,na( kai.
ta. pro,bata diaskorpisqh,sontaiÅ
And Jesus saith unto them, All ye shall be offended because of me this night: for it is written, I will smite the
shepherd, and the sheep shall be scattered.
耶穌對他們說：你們都要跌倒了；因為經上記著說：『我要擊打牧人，羊就分散了。』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是這樣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你們將要(持續)被誘陷絆倒； 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我將要(持續)敲打擊中 到於(他)那

到於(他)牧養者， 並且 (它們)那些 (它們)綿羊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被徹底地驅離分散。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是這樣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你們將要(持續)被誘陷絆倒 在內 在對"我"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夜晚 在對(她)那同一者； 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我將要(持續)敲打擊中 到於(他)那 到於(他)牧養者，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徹底地驅離分散 (它們)那些 (它們)綿羊。

可 14:28 avlla. meta. to. evgerqh/nai, me proa,xw ùma/j eivj th.n Galilai,anÅ
But after that I am risen, I will go before you into Galilee.
但我復活以後，要在你們以先往加利利去。

但乃是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被喚醒起來 到於我， 我將要(持續)帶領在前面 到於你們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加利利。

可 14:29 ò de. Pe,troj e;fh auvtw/|( Eiv kai. pa,ntej skandalisqh,sontai( avllV ouvk evgw,Å
But Peter said unto him, Although all shall be offended, yet will not I.
彼得說：眾人雖然跌倒，我總不能。

(他)那 然而也 (他)彼得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宣稱傳講 在對(他)同一者， 若是 並且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被誘陷絆倒， 但乃是 不是/不 我。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彼得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宣稱傳講 在對(他)同一者， 並且 若是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被誘陷絆倒， 但乃是 不是/不 我。

可 14:30 kai. le,gei auvtw/| ò VIhsou/j( VAmh.n le,gw soi o[ti su. sh,meron tau,th| th/| nukti. pri.n h' di.j avle,ktora
fwnh/sai tri,j me avparnh,sh|Å
And Jesus saith unto him, Verily I say unto thee, That this day, even in this night, before the cock crow twice,
thou shalt deny me thrice.
耶穌對他說：我實在告訴你，就在今天夜裏，雞叫兩遍以先，你要三次不認我。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 是這樣 你 今日地

在對(她)那同一者 在對(她)那 在對(她)夜晚， 在之前地 甚或/或而 兩次地 到於(他)公雞 那時(也是)要去出聲叫喚，

三次地 到於我 你將要(持續)讓自己完全否認拒絕。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 是這樣 今日地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夜晚 在對(她)那同一者， 在之前地 甚或/或而 兩次地 到於(他)公雞 那時(也是)要去出聲叫喚，

三次地 你將要(持續)讓自己完全否認拒絕 到於我。

可 14:31 ò de. evkperissw/j evla,lei( VEa.n de,h| me sunapoqanei/n soi( ouv mh, se avparnh,somaiÅ ws̀au,twj de. kai.
pa,ntej e;legonÅ
But he spake the more vehemently, If I should die with thee, I will not deny thee in any wise. Likewise also said
they all.
彼得卻極力的說：我就是必須和你同死，也總不能不認你；眾門徒都是這樣說。

(他)那 然而也 向外格外多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發言講說， 但凡若是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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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於我 那時(也是)要去共同死去 在對你， 不是/不 不會/不要 到於你 我將要(持續)讓自己完全否認拒絕。

正如同一樣式地 然而也 並且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向外出來 從屬(它)格外多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更特別尤其地， 但凡若是 到於我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那時(也是)要去共同死去 在對你， 不是/不 不會/不要 到於你

我將要(持續)讓自己完全否認拒絕。 正如同一樣式地 然而也 並且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可 14:32 Kai. e;rcontai eivj cwri,on ou- to. o;noma Geqshmani. kai. le,gei toi/j maqhtai/j auvtou/( Kaqi,sate w-de e[wj
proseu,xwmaiÅ
And they came to a place which was named Gethsemane: and he saith to his disciples, Sit ye here, while I shall
pray.
他們來到一個地方，名叫客西馬尼；耶穌對門徒說：你們坐在這裏，等我禱告。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它)小塊地域， 從屬(它)這個 (它)那 (它)名字

(它)客西馬尼；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就座 也就在此地， 一直直到 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祈禱求告。

可 14:33 kai. paralamba,nei to.n Pe,tron kai. Îto.nÐ VIa,kwbon kai. Îto.nÐ VIwa,nnhn metV auvtou/ kai. h;rxato
evkqambei/sqai kai. avdhmonei/n
And he taketh with him Peter and James and John, and began to be sore amazed, and to be very heavy;
於是帶著彼得，雅各，約翰同去，就驚恐起來，極其難過。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拿取在旁邊 到於(他)那 到於(他)彼得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雅各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約翰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

現要去持續被成極其驚愕訝異 並且 現要去持續成難過悲痛；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拿取在旁邊 到於(他)那 到於(他)彼得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雅各 並且 到於(他)約翰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同一者自己，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 現要去持續被成極其驚愕訝異

並且 現要去持續成難過悲痛；

可 14:34 kai. le,gei auvtoi/j( Peri,lupo,j evstin h` yuch, mou e[wj qana,tou\ mei,nate w-de kai. grhgorei/teÅ
And saith unto them, My soul is exceeding sorrowful unto death: tarry ye here, and watch.
對他們說：我心裏甚是憂傷，幾乎要死；你們在這裏，等候儆醒。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她)憂傷愁苦環繞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生魂意念 從屬我

一直直到 從屬(他)死；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停留持守 也就在此地， 並且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儆醒。

可 14:35 kai. proelqw.n mikro.n e;pipten evpi. th/j gh/j kai. proshu,ceto i[na eiv dunato,n evstin pare,lqh| avpV auvtou/ h`
w[ra(
And he went forward a little, and fell on the ground, and prayed that, if it were possible, the hour might pass from
him.
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禱告說：倘若可行，便叫那時候過去。

並且 (他)那時(也是)到來前往在前面了的 到於(它)一點點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落下墜落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祈禱求告 為要， 若是 (它)乃能夠可能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在旁邊過去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同一者 (她)那 (她)鐘點時刻。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到來前往在前面了的 到於(它)一點點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落下墜落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祈禱求告 為要， 若是 (它)乃能夠可能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在旁邊過去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同一者 (她)那 (她)鐘點時刻。

可 14:36 kai. e;legen( Abba ò path,r( pa,nta dunata, soi\ pare,negke to. poth,rion tou/to avpV evmou/\ avllV ouv ti, evgw.
qe,lw avlla. ti, su,Å
And he said, Abba, Father, all things are possible unto thee; take away this cup from me: nevertheless not what
I will, but what thou wilt.
他說：阿爸，父阿，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將這杯撤去；然而不要從我的意思，只要從你的意思。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阿,(他)阿爸 (他)那 (他)父親，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它們)乃能夠可能的 在對你；

你那時(也是)就要負載攜帶在旁邊 到於(它)那 到於(它)杯 到於(它)那同一者 從那裏離開 從屬"我"； 但乃是 不是/不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我 我現在持續定意， 但乃是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阿,(他)阿爸 (他)那 (他)父親，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它們)乃能夠可能的 在對你；

你那時(也是)就要負載攜帶在旁邊 到於(它)那 到於(它)杯 從那裏離開 從屬"我" 到於(它)那同一者； 但乃是 不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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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我 我現在持續定意， 但乃是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

可 14:37 kai. e;rcetai kai. eùri,skei auvtou.j kaqeu,dontaj( kai. le,gei tw/| Pe,trw|( Si,mwn( kaqeu,deijÈ ouvk i;scusaj
mi,an w[ran grhgorh/saiÈ
And he cometh, and findeth them sleeping, and saith unto Peter, Simon, sleepest thou? couldest not thou watch
one hour?
耶穌回來，見他們睡著了，就對彼得說：西門，你睡覺麼；不能儆醒片時麼。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找到尋見 到於(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睡著了的，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那 在對(他)彼得， 阿,(他)西門，

你現在持續睡著？ 豈非呢 你那時(也是)有強壯大力 到於(她)一個/第一 到於(她)鐘點時刻 那時(也是)要去儆醒？

可 14:38 grhgorei/te kai. proseu,cesqe( i[na mh. e;lqhte eivj peirasmo,n\ to. me.n pneu/ma pro,qumon h` de. sa.rx
avsqenh,jÅ
Watch ye and pray, lest ye enter into temptation. The spirit truly is ready, but the flesh is weak.
總要儆醒禱告，免得入了迷惑；你們心靈固然願意，肉體卻軟弱了。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儆醒 並且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祈禱求告， 為要 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他)試探試煉； (它)那 的確 (它)靈/風 (它)欣然甘願的， (她)那 然而也 (她)肉體 (她)軟弱無力的。
[經文變異RT]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儆醒 並且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祈禱求告， 為要 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他)試探試煉； (它)那 的確 (它)靈/風 (它)欣然甘願的，

(她)那 然而也 (她)肉體 (她)軟弱無力的。

可 14:39 kai. pa,lin avpelqw.n proshu,xato to.n auvto.n lo,gon eivpw,nÅ
And again he went away, and prayed, and spake the same words.
耶穌又去禱告，說的話還是與先前一樣。

並且 重新又再地 (他)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祈禱求告， 到於(他)那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他)那時(也是)發話言說了的。
[經文變異WH]

並且 重新又再地 (他)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祈禱求告， 到於(他)那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他)那時(也是)發話言說了的。

可 14:40 kai. pa,lin evlqw.n eu-ren auvtou.j kaqeu,dontaj( h=san ga.r auvtw/n oì ovfqalmoi. katabaruno,menoi( kai. ouvk
h;|deisan ti, avpokriqw/sin auvtw/|Å
And when he returned, he found them asleep again, (for their eyes were heavy,) neither wist they what to
answer him.
又來，見他們睡著了，因為他們的眼睛甚是困倦；他們也不知道怎麼回答。

並且 重新又再地 (他)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找到尋見 到於(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睡著了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因為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眼睛

(他們)現正持續被向下促成沉重重壓了的，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們當時已經看見察覺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被生應對回答 在對(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翻轉轉回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找到尋見 到於(他們)同一者 重新又再地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睡著了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因為 (他們)那些 (他們)眼睛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們)現在已經被成沉重重壓了的，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們當時已經看見察覺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在對(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被生應對回答。

可 14:41 kai. e;rcetai to. tri,ton kai. le,gei auvtoi/j( Kaqeu,dete to. loipo.n kai. avnapau,esqe\ avpe,cei\ h=lqen h̀ w[ra(
ivdou. paradi,dotai ò uiò.j tou/ avnqrw,pou eivj ta.j cei/raj tw/n am̀artwlw/nÅ
And he cometh the third time, and saith unto them, Sleep on now, and take your rest: it is enough, the hour is
come; behold, the Son of man is betrayed into the hands of sinners.
第三次來，對他們說：現在你們仍然睡覺安歇罷；〔罷或作麼〕夠了，時候到了；看哪，人子被賣在罪人手裏了

。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到於(它)那 到於(它)第三的，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你們現在持續睡著 到於(它)那 到於(它)此後的/此外的， 並且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休息恢復；

他/她/它現在持續從那裏有足夠[非人稱用法]；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她)那 (她)鐘點時刻；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交付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向內進入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犯罪的。
[不同標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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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到於(它)那 到於(它)第三的，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你們現在持續睡著 到於(它)那 到於(它)此後的/此外的， 並且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休息恢復？

他/她/它現在持續從那裏有足夠[非人稱用法]；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她)那 (她)鐘點時刻；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交付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向內進入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犯罪的。
[不同讀法]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到於(它)那 到於(它)第三的，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你們就要持續讓自己睡著註1
到於(它)那 到於(它)此後的/此外的， 並且

你們就要持續讓自己休息恢復註2； 他/她/它現在持續從那裏有足夠[非人稱用法]；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她)那

(她)鐘點時刻；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交付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向內進入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犯罪的。

註1：“你們現在持續睡著”文法上亦可以為“你們就要持續讓自己睡著”。

註2：“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休息恢復”文法上亦可以為“你們就要持續讓自己休息恢復”。

可 14:42 evgei,resqe a;gwmen\ ivdou. ò paradidou,j me h;ggikenÅ
Rise up, let us go; lo, he that betrayeth me is at hand.
起來，我們走罷；看哪，那賣我的人近了。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喚醒起來，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帶領；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那

(他)現正持續交付了的 到於我 他/她/它現在已經靠近。

可 14:43 Kai. euvqu.j e;ti auvtou/ lalou/ntoj paragi,netai VIou,daj ei-j tw/n dw,deka kai. metV auvtou/ o;cloj meta.
macairw/n kai. xu,lwn para. tw/n avrciere,wn kai. tw/n grammate,wn kai. tw/n presbute,rwnÅ
And immediately, while he yet spake, cometh Judas, one of the twelve, and with him a great multitude with
swords and staves, from the chief priests and the scribes and the elders.
說話之間，忽然那十二個門徒裏的猶大來了，並有許多人帶著刀棒，從祭司長和文士並長老那裏與他同來。

並且 平直直接地， 依然仍舊地 從屬(他)同一者 從屬(他)現正持續發言講說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來到旁邊 (他)猶大 (他)一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十二個， 並且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同一者 (他)群眾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們)兵刃 並且 從屬(它們)木幹，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大祭司 並且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書記文士 並且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更年長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平直直接地[同#2117] 依然仍舊地 從屬(他)同一者 從屬(他)現正持續發言講說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來到旁邊 (他)猶大 (他)一個 (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十二個， 並且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同一者 (他)群眾 (他)許多的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們)兵刃 並且 從屬(它們)木幹，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大祭司 並且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書記文士 並且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更年長的。
[經文變異WH]

並且 平直直接地， 依然仍舊地 從屬(他)同一者 從屬(他)現正持續發言講說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來到旁邊 (他)那 (他)猶大 (他)一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十二個， 並且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同一者 (他)群眾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們)兵刃 並且 從屬(它們)木幹，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大祭司 並且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書記文士 並且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更年長的。

可 14:44 dedw,kei de. ò paradidou.j auvto.n su,sshmon auvtoi/j le,gwn( }On a'n filh,sw auvto,j evstin( krath,sate
auvto.n kai. avpa,gete avsfalw/jÅ
And he that betrayed him had given them a token, saying, Whomsoever I shall kiss, that same is he; take him,
and lead him away safely.
賣耶穌的人曾給他們一個暗號，說：我與誰親嘴，誰就是他；你們把他拿住，牢牢靠靠的帶去。

他/她/它當時已經給與 然而也 (他)那 (他)現正持續交付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它)協定的信號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到於(他)這個 但凡 我那時(也是)應該喜愛/親吻， (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掌控抓住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從那裏帶領離開 穩妥確實地。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當時已經給與 然而也 (他)那 (他)現正持續交付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它)協定的信號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到於(他)這個 但凡 我那時(也是)應該喜愛/親吻， (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掌控抓住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從那裏帶領離開 穩妥確實地。

可 14:45 kai. evlqw.n euvqu.j proselqw.n auvtw/| le,gei( ~Rabbi,( kai. katefi,lhsen auvto,n\
And as soon as he was come, he goeth straightway to him, and saith, Master, master; and kissed h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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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大來了，隨即到耶穌跟前說：拉比；便與他親嘴。

並且 (他)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平直直接地 (他)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阿,(他)拉比；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熱烈地親吻 到於(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平直直接地[同#2117] (他)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阿,(他)拉比， 阿,(他)拉比；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熱烈地親吻 到於(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MT]

並且 (他)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平直直接地[同#2117] (他)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阿,(他)拉比， 阿,(他)拉比；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熱烈地親吻

到於(他)同一者。

可 14:46 oi` de. evpe,balon ta.j cei/raj auvtw/| kai. evkra,thsan auvto,nÅ
And they laid their hands on him, and took him.
他們就下手拿住他。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投擲在上面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手 在對(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掌控抓住 到於(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投擲在上面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手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掌控抓住 到於(他)同一者。

可 14:47 ei-j de, ÎtijÐ tw/n paresthko,twn spasa,menoj th.n ma,cairan e;paisen to.n dou/lon tou/ avrciere,wj kai.
avfei/len auvtou/ to. wvta,rionÅ
And one of them that stood by drew a sword, and smote a servant of the high priest, and cut off his ear.
旁邊站著的人，有一個拔出刀來，將大祭司的僕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一個耳朵。

(他)一個 然而也 (他)任何什麼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在已經立定站住在旁邊了的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拉拔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兵刃 他/她/它那時(也是)敲擊打中 到於(他)那 到於(他)奴僕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大祭司，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分離去除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它)那 到於(它)外耳。
[經文變異RT]

(他)一個 然而也 (他)任何什麼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在已經立定站住在旁邊了的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拉拔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兵刃 他/她/它那時(也是)敲擊打中 到於(他)那 到於(他)奴僕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大祭司，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分離去除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它)那 到於(它)耳垂。

可 14:48 kai. avpokriqei.j ò VIhsou/j ei=pen auvtoi/j( ~Wj evpi. lh|sth.n evxh,lqate meta. macairw/n kai. xu,lwn sullabei/n
meÈ
And Jesus answered and said unto them, Are ye come out, as against a thief, with swords and with staves to
take me?
耶穌對他們說：你們帶著刀棒，出來拿我，如同拿強盜麼。

並且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正如地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強盜 你們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們)兵刃 並且

從屬(它們)木幹 那時(也是)要去共同拿取/懷有/相持互助 到於我？

可 14:49 kaqV h̀me,ran h;mhn pro.j ùma/j evn tw/| ièrw/| dida,skwn kai. ouvk evkrath,sate, me\ avllV i[na plhrwqw/sin ai`
grafai,Å
I was daily with you in the temple teaching, and ye took me not: but the scriptures must be fulfilled.
我天天教訓人，同你們在殿裏，你們並沒有拿我；但這事成就，為要應驗經上的話。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日子/白日 我當時持續是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聖殿

(他)現正持續教導了的， 並且 不是/不 你們那時(也是)掌控抓住 到於我； 但乃是 為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被促使成充滿添足 (她們)那些 (她們)經文。

可 14:50 kai. avfe,ntej auvto.n e;fugon pa,ntejÅ
And they all forsook him, and fled.
門徒都離開他逃走了。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任憑釋放離開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逃離走避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任憑釋放離開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逃離走避。

可 14:51 Kai. neani,skoj tij sunhkolou,qei auvtw/| peribeblhme,noj sindo,na evpi. gumnou/( kai. kratou/sin auvto,n\
And there followed him a certain young man, having a linen cloth cast about his naked body; and the young men
laid hold on h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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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少年人，赤身披著一塊麻布，跟隨耶穌，眾人就捉拿他；

並且 (他)青年人[40歲以下]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當時持續共同跟隨 在對(他)同一者， (他)現在已經被披蓋穿裹了的
註1

到於(她)細白亞麻布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它)赤身裸露的；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掌控抓住 到於(他)同一者；

註1：“(他)現在已經被披蓋穿裹了的”文法上亦可以為“(他)現在已經讓自己披蓋穿裹了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一個 (他)任何什麼 (他)青年人[40歲以下] 他/她/它那時(也是)跟隨 在對(他)同一者，

(他)現在已經被披蓋穿裹了的 到於(她)細白亞麻布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它)赤身裸露的；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掌控抓住 到於(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青年人[40歲以下]；

可 14:52 ò de. katalipw.n th.n sindo,na gumno.j e;fugenÅ
And he left the linen cloth, and fled from them naked.
他卻丟了麻布，赤身逃走了。

(他)那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遺留下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細白亞麻布 (他)赤身裸露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逃離走避。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遺留下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細白亞麻布 (他)赤身裸露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逃離走避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同一者。

可 14:53 Kai. avph,gagon to.n VIhsou/n pro.j to.n avrciere,a( kai. sune,rcontai pa,ntej oi` avrcierei/j kai. oì
presbu,teroi kai. oì grammatei/jÅ
And they led Jesus away to the high priest: and with him were assembled all the chief priests and the elders and
the scribes.
他們把耶穌帶到大祭司那裏；又有眾祭司長和長老並文士，都來和大祭司一同聚集。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從那裏帶領離開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大祭司；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共同到來前往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那些 (他們)大祭司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更年長的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書記文士。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從那裏帶領離開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大祭司；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共同到來前往 在對(他)同一者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那些 (他們)大祭司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更年長的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書記文士。

可 14:54 kai. ò Pe,troj avpo. makro,qen hvkolou,qhsen auvtw/| e[wj e;sw eivj th.n auvlh.n tou/ avrciere,wj kai. h=n
sugkaqh,menoj meta. tw/n ùphretw/n kai. qermaino,menoj pro.j to. fw/jÅ
And Peter followed him afar off, even into the palace of the high priest: and he sat with the servants, and
warmed himself at the fire.
彼得遠遠的跟著耶穌，一直進入大祭司的院裏，和差役一同坐在火光裏烤火。

並且 (他)那 (他)彼得 從那裏離開 從距離遠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跟隨 在對(他)同一者 一直直到 入內裏面地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天井庭院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大祭司；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一同坐下了的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差役 並且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取暖了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它)那 到於(它)光明。

可 14:55 oi` de. avrcierei/j kai. o[lon to. sune,drion evzh,toun kata. tou/ VIhsou/ marturi,an eivj to. qanatw/sai auvto,n(
kai. ouvc hu[riskon\
And the chief priests and all the council sought for witness against Jesus to put him to death; and found none.
祭司長和全公會尋找見證控告耶穌，要治死他；卻尋不著。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大祭司 並且 (它)整個全部的 (它)那 (它)公會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探索尋求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他)那 從屬(他)耶穌 到於(她)作證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促使為死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找到尋見；

可 14:56 polloi. ga.r evyeudomartu,roun katV auvtou/( kai. i;sai aì marturi,ai ouvk h=sanÅ
For many bare false witness against him, but their witness agreed not together.
因為有好些人作假見證告他，只是他們的見證，各不相合。

(他們)許多的 因為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作假見證人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她們)相似等同的

(她們)那些 (她們)作證 不是/不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可 14:57 kai, tinej avnasta,ntej evyeudomartu,roun katV auvtou/ le,gontej
And there arose certain, and bare false witness against him, saying,
又有幾個人站起來，作假見證告他說：

並且 (他們)任何什麼 (他們)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了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作假見證人 <向下>向下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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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屬(他)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可 14:58 o[ti ~Hmei/j hvkou,samen auvtou/ le,gontoj o[ti VEgw. katalu,sw to.n nao.n tou/ton to.n ceiropoi,hton kai. dia.
triw/n hm̀erw/n a;llon avceiropoi,hton oivkodomh,sw
We heard him say, I will destroy this temple that is made with hands, and within three days I will build another
made without hands.
我們聽見他說：我要拆毀這人手所造的殿，三日內就另造一座不是人手所造的。

是這樣 我們 我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從屬(他)同一者 從屬(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是這樣 我

我將要(持續)拆毀/歇息 到於(他)那 到於(他)殿宇 到於(他)那同一者 到於(他)那 到於(他)為手行出作成的， 並且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們)三個 從屬(她們)日子/白日 到於(他)另外不同的 到於(他)非為手行出作成的

我將要(持續)營建修造。

可 14:59 kai. ouvde. ou[twj i;sh h=n h̀ marturi,a auvtw/nÅ
But neither so did their witness agree together.
他們就是這麼作見證，也是各不相合。

並且 然而也不是地 那同一樣式地 (她)相似等同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她)那 (她)作證 從屬(他們)同一者。

可 14:60 kai. avnasta.j ò avrciereu.j eivj me,son evphrw,thsen to.n VIhsou/n le,gwn( Ouvk avpokri,nh| ouvde.n ti, ou-toi, sou
katamarturou/sinÈ
And the high priest stood up in the midst, and asked Jesus, saying, Answerest thou nothing? what is it which
these witness against thee?
大祭司起來，站在中間，問耶穌說：你甚麼都不回答麼；這些人作見證告你的是甚麼呢。

並且 (他)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了的 (他)那 (他)大祭司 向內進入 到於(它)中間當中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上面查詢求問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豈非呢

你現在持續讓自己/被生應對回答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他們)那同一者 從屬你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作見證人向下相對？
[經文變異RT][不同標點]

並且 (他)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了的 (他)那 (他)大祭司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中間當中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上面查詢求問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豈非呢

你現在持續讓自己/被生應對回答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他們)那同一者 從屬你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作見證人向下相對？

可 14:61 ò de. evsiw,pa kai. ouvk avpekri,nato ouvde,nÅ pa,lin ò avrciereu.j evphrw,ta auvto.n kai. le,gei auvtw/|( Su. ei= ò
Cristo.j ò uìo.j tou/ euvloghtou/È
But he held his peace, and answered nothing. Again the high priest asked him, and said unto him, Art thou the
Christ, the Son of the Blessed?
耶穌卻不言語，一句也不回答。大祭司又問他說：你是那當稱頌者的兒子基督不是。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當時持續為啞口寂靜，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重新又再地 (他)那 (他)大祭司 他/她/它當時持續在上面查詢求問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你 你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基督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可祝福稱讚的？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當時持續為啞口寂靜， 並且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重新又再地 (他)那 (他)大祭司 他/她/它當時持續在上面查詢求問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你 你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基督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可祝福稱讚的？

可 14:62 ò de. VIhsou/j ei=pen( VEgw, eivmi( kai. o;yesqe to.n uiò.n tou/ avnqrw,pou evk dexiw/n kaqh,menon th/j duna,mewj
kai. evrco,menon meta. tw/n nefelw/n tou/ ouvranou/Å
And Jesus said, I am: and ye shall see the Son of man sitting on the right hand of power, and coming in the
clouds of heaven.
耶穌說：我是；你們必看見人子，坐在那權能者的右邊，駕著天上的雲降臨。

(他)那 然而也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我 我現在持續是； 並且 你們將要(持續)讓自己看見注目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右手邊的 到於(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能力權能 並且 到於(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雲團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我 我現在持續是； 並且 你們將要(持續)讓自己看見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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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到於(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右手邊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能力權能 並且 到於(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雲團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可 14:63 ò de. avrciereu.j diarrh,xaj tou.j citw/naj auvtou/ le,gei( Ti, e;ti crei,an e;comen martu,rwnÈ
Then the high priest rent his clothes, and saith, What need we any further witnesses?
大祭司就撕開衣服，說：我們何必再用見證人呢。

(他)那 然而也 (他)大祭司 (他)那時(也是)撕開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上衣內袍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依然仍舊地 到於(她)需用 我們現在持續持有 從屬(他們)見證人？

可 14:64 hvkou,sate th/j blasfhmi,aj\ ti, um̀i/n fai,netaiÈ oi` de. pa,ntej kate,krinan auvto.n e;nocon ei=nai qana,touÅ
Ye have heard the blasphemy: what think ye? And they all condemned him to be guilty of death.
你們已經聽見他這僭妄的話了；你們的意見如何。他們都定他該死的罪。

你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從屬(她)那 從屬(她)褻瀆； (它)任何什麼呢 在對你們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促為照亮顯明？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斷定有罪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他)有責任難以脫逃的 現要去持續是 從屬(他)死。
[經文變異RT]

你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從屬(她)那 從屬(她)褻瀆； (它)任何什麼呢 在對你們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促為照亮顯明？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斷定有罪

到於(他)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是 到於(他)有責任難以脫逃的 從屬(他)死。

可 14:65 Kai. h;rxanto, tinej evmptu,ein auvtw/| kai. perikalu,ptein auvtou/ to. pro,swpon kai. kolafi,zein auvto.n kai.
le,gein auvtw/|( Profh,teuson( kai. oi` ùphre,tai r̀api,smasin auvto.n e;labonÅ
And some began to spit on him, and to cover his face, and to buffet him, and to say unto him, Prophesy: and the
servants did strike him with the palms of their hands.
就有人吐唾沫在他臉上，又蒙著他的臉，用拳頭打他，對他說：你說預言罷。差役接過他來用手掌打他。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 (他們)任何什麼 現要去持續吐唾沫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並且

現要去持續四圍蓋住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它)那 到於(它)前面的臉面， 並且 現要去持續用拳頭毆打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現要去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就要行在前面宣稱傳講；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差役 在對(它們)拍擊摑掌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拿取。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 (他們)任何什麼 現要去持續吐唾沫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並且

現要去持續四圍蓋住 到於(它)那 到於(它)前面的臉面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現要去持續用拳頭毆打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現要去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就要行在前面宣稱傳講；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差役 在對(它們)拍擊摑掌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投擲。

可 14:66 Kai. o;ntoj tou/ Pe,trou ka,tw evn th/| auvlh/| e;rcetai mi,a tw/n paidiskw/n tou/ avrciere,wj
And as Peter was beneath in the palace, there cometh one of the maids of the high priest:
彼得在下邊，院子裏，來了大祭司的一個使女；

並且 從屬(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彼得 向下地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天井庭院，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她)一個/第一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使女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大祭司；
[經文變異RT]

並且 從屬(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彼得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天井庭院 向下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她)一個/第一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使女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大祭司；

可 14:67 kai. ivdou/sa to.n Pe,tron qermaino,menon evmble,yasa auvtw/| le,gei( Kai. su. meta. tou/ Nazarhnou/ h=sqa tou/
VIhsou/Å
And when she saw Peter warming himself, she looked upon him, and said, And thou also wast with Jesus of
Nazareth.
見彼得烤火，就看著他說：你素來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穌一夥的。

並且 (她)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彼得 到於(他)現正持續讓自己取暖了的，

(她)那時(也是)用心觀看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並且 你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那

從屬(他)拿撒勒的 你當時持續是 從屬(他)那 從屬(他)耶穌。
[經文變異RT]

並且 (她)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彼得 到於(他)現正持續讓自己取暖了的，

(她)那時(也是)用心觀看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並且 你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那

從屬(他)拿撒勒的 從屬(他)耶穌 你當時持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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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14:68 ò de. hvrnh,sato le,gwn( Ou;te oi=da ou;te evpi,stamai su. ti, le,geijÅ kai. evxh/lqen e;xw eivj to. proau,lion Îkai.
avle,ktwr evfw,nhsenÐÅ
But he denied, saying, I know not, neither understand I what thou sayest. And he went out into the porch; and
the cock crew.
彼得卻不承認，說：我不知道，也不明白你說的是甚麼。於是出來，到了前院；雞就叫了。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否認拒絕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並不/又不 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並不/又不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心思通曉 你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現在持續道說。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在外面地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前院； 並且 (他)公雞

他/她/它那時(也是)出聲叫喚。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否認拒絕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不是/不 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然而也不是地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心思通曉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 你現在持續道說。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在外面地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前院； 並且 (他)公雞

他/她/它那時(也是)出聲叫喚。
[經文變異WH]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否認拒絕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並不/又不 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並不/又不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心思通曉 你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現在持續道說。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在外面地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前院 。

可 14:69 kai. h` paidi,skh ivdou/sa auvto.n h;rxato pa,lin le,gein toi/j parestw/sin o[ti Ou-toj evx auvtw/n evstinÅ
And a maid saw him again, and began to say to them that stood by, This is one of them.
那使女看見他，又對旁邊站著的人說：這也是他們一黨的。

並且 (她)那 (她)使女 (她)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 重新又再地

現要去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在已經立定站住在旁邊了的， 是這樣 (他)那同一者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並且 (她)那 (她)使女 (她)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重新又再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

現要去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在已經立定站住在旁邊了的， 是這樣 (他)那同一者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可 14:70 ò de. pa,lin hvrnei/toÅ kai. meta. mikro.n pa,lin oì parestw/tej e;legon tw/| Pe,trw|( VAlhqw/j evx auvtw/n ei=(
kai. ga.r Galilai/oj ei=Å
And he denied it again. And a little after, they that stood by said again to Peter, Surely thou art one of them: for
thou art a Galilaean, and thy speech agreeth thereto.
彼得又不承認。過了不多的時候，旁邊站著的人又對彼得說：你真是他們一黨的；因為你是加利利人。

(他)那 然而也 重新又再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否認拒絕。 並且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它)一點點的

重新又再地 (他們)那些 (他們)現在已經立定站住在旁邊了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在對(他)那 在對(他)彼得，

誠正真實地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同一者 你現在持續是； 並且 因為 (他)加利利人 你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重新又再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否認拒絕。 並且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它)一點點的

重新又再地 (他們)那些 (他們)現在已經立定站住在旁邊了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在對(他)那 在對(他)彼得，

誠正真實地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同一者 你現在持續是； 並且 因為 (他)加利利人 你現在持續是， 並且 (她)那

(她)談話 從屬你 他/她/它現在持續使成具同樣相同。

可 14:71 ò de. h;rxato avnaqemati,zein kai. ovmnu,nai o[ti Ouvk oi=da to.n a;nqrwpon tou/ton o]n le,geteÅ
But he began to curse and to swear, saying, I know not this man of whom ye speak.
彼得就發咒起誓的說：我不認得你們說的這個人。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 現要去持續使為咒逐禁物 並且 現要去持續起誓， 是這樣 不是/不

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到於(他)那 到於(他)人 到於(他)那同一者 到於(他)這個 你們現在持續道說。

可 14:72 kai. euvqu.j evk deute,rou avle,ktwr evfw,nhsenÅ kai. avnemnh,sqh ò Pe,troj to. rh̀/ma wj̀ ei=pen auvtw/| ò VIhsou/j
o[ti Pri.n avle,ktora fwnh/sai di.j tri,j me avparnh,sh|\ kai. evpibalw.n e;klaienÅ
And the second time the cock crew. And Peter called to mind the word that Jesus said unto him, Before the cock
crow twice, thou shalt deny me thrice. And when he thought thereon, he wept.
立時雞叫了第二遍；彼得想起耶穌對他所說的話，雞叫兩遍以先，你要三次不認我。思想起來，就哭了。

並且 平直直接地 向外出來 從屬(它)第二的 (他)公雞 他/她/它那時(也是)出聲叫喚。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再向上致使提醒記得 (他)那 (他)彼得 到於(它)那 到於(它)所發表言說， 正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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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是這樣 在之前地 到於(他)公雞

那時(也是)要去出聲叫喚 兩次地， 三次地 到於我 你將要(持續)讓自己完全否認拒絕。 並且

(他)那時(也是)投擲在上面了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哭泣哀號。
[經文變異RT]

並且 向外出來 從屬(它)第二的 (他)公雞 他/她/它那時(也是)出聲叫喚。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再向上致使提醒記得 (他)那 (他)彼得 從屬(它)那 從屬(它)所發表言說 從屬(它)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是這樣 在之前地 到於(他)公雞

那時(也是)要去出聲叫喚 兩次地， 你將要(持續)讓自己完全否認拒絕 到於我 三次地。 並且

(他)那時(也是)投擲在上面了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哭泣哀號。
[經文變異WH]

並且 平直直接地 向外出來 從屬(它)第二的 (他)公雞 他/她/它那時(也是)出聲叫喚。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再向上致使提醒記得 (他)那 (他)彼得 到於(它)那 到於(它)所發表言說， 正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是這樣 在之前地 到於(他)公雞 兩次地

那時(也是)要去出聲叫喚， 三次地 到於我 你將要(持續)讓自己完全否認拒絕。 並且 (他)那時(也是)投擲在上面了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哭泣哀號。
[經文變異MT]

並且 向外出來 從屬(它)第二的 (他)公雞 他/她/它那時(也是)出聲叫喚。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再向上致使提醒記得 (他)那 (他)彼得 到於(它)那 到於(它)所發表言說 到於(它)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是這樣 在之前地 到於(他)公雞

那時(也是)要去出聲叫喚 兩次地， 你將要(持續)讓自己完全否認拒絕 到於我 三次地。 並且

(他)那時(也是)投擲在上面了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哭泣哀號。

可 15:1 Kai. euvqu.j prwi> sumbou,lion poih,santej oì avrcierei/j meta. tw/n presbute,rwn kai. grammate,wn kai.
o[lon to. sune,drion( dh,santej to.n VIhsou/n avph,negkan kai. pare,dwkan Pila,tw|Å
And straightway in the morning the chief priests held a consultation with the elders and scribes and the whole
council, and bound Jesus, and carried him away, and delivered him to Pilate.
一到早晨，祭司長和長老文士全公會的人大家商議，就把耶穌捆綁解去，交給彼拉多。

並且 平直直接地 清早地 到於(它)顧問謀士會議 (他們)那時(也是)行出作成了的 (他們)那些 (他們)大祭司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更年長的 並且 從屬(他們)書記文士 並且 (它)整個全部的 (它)那

(它)公會， (他們)那時(也是)拴綁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從那裏負載攜帶離開，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交付 在對(他)彼拉多。
[經文變異RT]

並且 平直直接地[同#2117]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那 清早地 到於(它)顧問謀士會議 (他們)那時(也是)行出作成了的

(他們)那些 (他們)大祭司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更年長的 並且 從屬(他們)書記文士 並且

(它)整個全部的 (它)那 (它)公會， (他們)那時(也是)拴綁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從那裏負載攜帶離開，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交付 在對(他)那 在對(他)彼拉多。
[經文變異Tischendorph]

並且 平直直接地 清早地 到於(它)顧問謀士會議 (他們)那時(也是)使成妥切齊備了的 (他們)那些 (他們)大祭司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更年長的 並且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書記文士 並且

(它)整個全部的 (它)那 (它)公會， (他們)那時(也是)拴綁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從那裏負載攜帶離開，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交付 在對(他)彼拉多。

可 15:2 kai. evphrw,thsen auvto.n ò Pila/toj( Su. ei= ò basileu.j tw/n VIoudai,wnÈ ò de. avpokriqei.j auvtw/| le,gei( Su.
le,geijÅ
And Pilate asked him, Art thou the King of the Jews? And he answering said unto him, Thou sayest it.
彼拉多問他說：你是猶太人的王麼。耶穌回答說：你說的是。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上面查詢求問 到於(他)同一者 (他)那 (他)彼拉多， 你 你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君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他)那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你 你現在持續道說。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上面查詢求問 到於(他)同一者 (他)那 (他)彼拉多， 你 你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君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他)那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你 你現在持續道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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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15:3 kai. kathgo,roun auvtou/ oì avrcierei/j polla,Å
And the chief priests accused him of many things: but he answered nothing.
祭司長告他許多的事。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行控告 從屬(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大祭司 到於(它們)許多的。
[經文變異Scrivener]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行控告 從屬(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大祭司 到於(它們)許多的； (他)同一者 然而也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可 15:4 ò de. Pila/toj pa,lin evphrw,ta auvto.n le,gwn( Ouvk avpokri,nh| ouvde,nÈ i;de po,sa sou kathgorou/sinÅ
And Pilate asked him again, saying, Answerest thou nothing? behold how many things they witness against
thee.
彼拉多又問他說：你看，他們告你這麼多的事，你甚麼都不回答麼。

(他)那 然而也 (他)彼拉多 重新又再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在上面查詢求問 到於(他)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不是/不 你現在持續讓自己/被生應對回答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看哪， 到於(它們)這多少呢

從屬你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行控告？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彼拉多 重新又再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上面查詢求問 到於(他)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不是/不 你現在持續讓自己/被生應對回答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看哪， 到於(它們)這多少呢

從屬你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作見證人向下相對？

可 15:5 ò de. VIhsou/j ouvke,ti ouvde.n avpekri,qh( w[ste qauma,zein to.n Pila/tonÅ
But Jesus yet answered nothing; so that Pilate marvelled.
耶穌仍不回答，以致彼拉多覺得希奇。

(他)那 然而也 (他)耶穌 不再地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註1； 以致

現要去持續希奇 到於(他)那 到於(他)彼拉多。

註1：“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可 15:6 Kata. de. eòrth.n avpe,luen auvtoi/j e[na de,smion o]n parh|tou/ntoÅ
Now at that feast he released unto them one prisoner, whomsoever they desired.
每逢這節期，巡撫照眾人所求的，釋放一個囚犯給他們。

<向下>向下按照 然而也 到於(她)節期 他/她/它當時持續打發離開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一個 到於(他)囚犯，

到於(他)這個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要求免去。
[經文變異RT]

<向下>向下按照 然而也 到於(她)節期 他/她/它當時持續打發離開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一個 到於(他)囚犯，

到於(他)這個甚至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索問要求。

可 15:7 h=n de. ò lego,menoj Barabba/j meta. tw/n stasiastw/n dedeme,noj oi[tinej evn th/| sta,sei fo,non
pepoih,keisanÅ
And there was one named Barabbas, which lay bound with them that had made insurrection with him, who had
committed murder in the insurrection.
有一個人名叫巴拉巴，和作亂的人一同捆綁；他們作亂的時候，曾殺過人。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他)那 (他)現正持續被道說了的 (他)巴拉巴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作亂者 (他)現在已經被拴綁了的， (他們)這個任何什麼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站定對立

到於(他)謀害凶殺 他/她/它們當時已經行出作成。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他)那 (他)現正持續被道說了的 (他)巴拉巴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共同作亂者 (他)現在已經被拴綁了的， (他們)這個任何什麼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站定對立

到於(他)謀害凶殺 他/她/它們當時已經行出作成。

可 15:8 kai. avnaba.j ò o;cloj h;rxato aivtei/sqai kaqw.j evpoi,ei auvtoi/jÅ
And the multitude crying aloud began to desire him to do as he had ever done unto them.
眾人上去求巡撫，照常例給他們辦。

並且 (他)那時(也是)向上行了的 (他)那 (他)群眾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索問要求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行出作成 在對(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向上高呼喊叫了的 (他)那 (他)群眾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索問要求

按照正如地 總是時常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行出作成 在對(他們)同一者。

可 15:9 ò de. Pila/toj avpekri,qh auvtoi/j le,gwn( Qe,lete avpolu,sw ùmi/n to.n basile,a tw/n VIoudai,wn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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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Pilate answered them, saying, Will ye that I release unto you the King of the Jews?
彼拉多說：你們要我釋放猶太人的王給你們麼。

(他)那 然而也 (他)彼拉多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註1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們現在持續定意 我那時(也是)應該打發離開 在對你們 到於(他)那 到於(他)君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註1：“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可 15:10 evgi,nwsken ga.r o[ti dia. fqo,non paradedw,keisan auvto.n oi` avrcierei/jÅ
For he knew that the chief priests had delivered him for envy.
他原曉得祭司長是因為嫉妒纔把耶穌解了來。

他/她/它當時持續認識知道 因為 是這樣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他)惡意嫉妒 他/她/它們當時已經交付

到於(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大祭司。

可 15:11 oi` de. avrcierei/j avne,seisan to.n o;clon i[na ma/llon to.n Barabba/n avpolu,sh| auvtoi/jÅ
But the chief priests moved the people, that he should rather release Barabbas unto them.
只是祭司長挑唆眾人，寧可釋放巴拉巴給他們。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大祭司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鼓動煽惑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群眾， 為要 更特別尤其地

到於(他)那 到於(他)巴拉巴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打發離開 在對(他們)同一者。

可 15:12 ò de. Pila/toj pa,lin avpokriqei.j e;legen auvtoi/j( Ti, ou=n Îqe,leteÐ poih,sw Îo]n le,geteÐ to.n basile,a tw/n
VIoudai,wnÈ
And Pilate answered and said again unto them, What will ye then that I shall do unto him whom ye call the King
of the Jews?
彼拉多又說：那麼樣你們所稱為猶太人的王，我怎麼辦他呢。

(他)那 然而也 (他)彼拉多 重新又再地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這樣 你們現在持續定意 我那時(也是)應該行出作成 到於(他)這個 你們現在持續道說 到於(他)那

到於(他)君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彼拉多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重新又再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這樣 你們現在持續定意 我那時(也是)應該行出作成 到於(他)這個

你們現在持續道說 到於(他)君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經文變異WH]

(他)那 然而也 (他)彼拉多 重新又再地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這樣 我那時(也是)應該行出作成 到於(他)這個 你們現在持續道說 到於(他)那 到於(他)君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可 15:13 oi` de. pa,lin e;kraxan( Stau,rwson auvto,nÅ
And they cried out again, Crucify him.
他們又喊著說：把他釘十字架。

(他們)那些 然而也 重新又再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嘶聲吶喊， 你那時(也是)就要釘十字架 到於(他)同一者。

可 15:14 ò de. Pila/toj e;legen auvtoi/j( Ti, ga.r evpoi,hsen kako,nÈ oì de. perissw/j e;kraxan( Stau,rwson auvto,nÅ
Then Pilate said unto them, Why, what evil hath he done? And they cried out the more exceedingly, Crucify him.
彼拉多說：為什麼呢，他作了甚麼惡事呢。他們便極力的喊著說：把他釘十字架。

(他)那 然而也 (他)彼拉多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因為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到於(它)卑劣不好的？ (他們)那些 然而也 格外多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嘶聲吶喊，

你那時(也是)就要釘十字架 到於(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彼拉多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因為 到於(它)卑劣不好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他們)那些 然而也 更格外多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嘶聲吶喊，

你那時(也是)就要釘十字架 到於(他)同一者。

可 15:15 ò de. Pila/toj boulo,menoj tw/| o;clw| to. ìkano.n poih/sai avpe,lusen auvtoi/j to.n Barabba/n( kai. pare,dwken
to.n VIhsou/n fragellw,saj i[na staurwqh/|Å
And so Pilate, willing to content the people, released Barabbas unto them, and delivered Jesus, when he had
scourged him, to be crucified.
彼拉多要叫眾人喜悅，就釋放巴拉巴給他們，將耶穌鞭打了，交給人釘十字架。

(他)那 然而也 (他)彼拉多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諮商決意了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群眾 到於(它)那

到於(它)達到足夠的 那時(也是)要去行出作成， 他/她/它那時(也是)打發離開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那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  簡易閲讀版  333

333

到於(他)巴拉巴，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交付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他)那時(也是)鞭撻了的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釘十字架。

可 15:16 Oì de. stratiw/tai avph,gagon auvto.n e;sw th/j auvlh/j( o[ evstin praitw,rion( kai. sugkalou/sin o[lhn th.n
spei/ranÅ
And the soldiers led him away into the hall, called Praetorium; and they call together the whole band.
兵丁把耶穌帶進衙門院裏；叫齊了全營的兵。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士兵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從那裏帶領離開 到於(他)同一者 入內裏面地 從屬(她)那

從屬(她)天井庭院， (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行營官署；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促請召喚到一起

到於(她)整個全部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營隊。

可 15:17 kai. evndidu,skousin auvto.n porfu,ran kai. peritiqe,asin auvtw/| ple,xantej avka,nqinon ste,fanon\
And they clothed him with purple, and platted a crown of thorns, and put it about his head,
他們給他穿上紫袍，又用荊棘編作冠冕給他戴上；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致使穿著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她)紫色衣布，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置放擺設在周圍

在對(他)同一者 (他們)那時(也是)纏繞編織了的 到於(他)荊棘作的 到於(他)花冠；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穿著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她)紫色衣布，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置放擺設在周圍

在對(他)同一者 (他們)那時(也是)纏繞編織了的 到於(他)荊棘作的 到於(他)花冠；

可 15:18 kai. h;rxanto avspa,zesqai auvto,n( Cai/re( basileu/ tw/n VIoudai,wn\
And began to salute him, Hail, King of the Jews!
就慶賀他說：恭喜猶太人的王阿。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擁抱問安 到於(他)同一者，

你現在就要持續歡喜安樂， 阿,(他)君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經文變異MT]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擁抱問安 到於(他)同一者，

你現在就要持續歡喜安樂， (他)那 (他)君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可 15:19 kai. e;tupton auvtou/ th.n kefalh.n kala,mw| kai. evne,ptuon auvtw/| kai. tiqe,ntej ta. go,nata proseku,noun
auvtw/|Å
And they smote him on the head with a reed, and did spit upon him, and bowing their knees worshipped him.
又拿一根葦子，打他的頭，吐唾沫在他臉上，屈膝拜他。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連敲重擊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她)那 到於(她)頭 在對(他)蘆葦，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吐唾沫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置放擺設了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膝蓋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敬拜 在對(他)同一者。

可 15:20 kai. o[te evne,paixan auvtw/|( evxe,dusan auvto.n th.n porfu,ran kai. evne,dusan auvto.n ta. im̀a,tia auvtou/Å kai.
evxa,gousin auvto.n i[na staurw,swsin auvto,nÅ
And when they had mocked him, they took off the purple from him, and put his own clothes on him, and led him
out to crucify him.
戲弄完了，就給他脫了紫袍，仍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帶他出去，要釘十字架。

並且 當這時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戲弄 在對(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脫掉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她)那

到於(她)紫色衣布，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穿著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衣服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向外帶領出來 到於(他)同一者 為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釘十字架 到於(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當這時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戲弄 在對(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脫掉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她)那

到於(她)紫色衣布，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穿著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衣服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私人個別的；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向外帶領出來 到於(他)同一者 為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釘十字架 到於(他)同一者。

可 15:21 Kai. avggareu,ousin para,gonta, tina Si,mwna Kurhnai/on evrco,menon avpV avgrou/( to.n pate,ra VAlexa,ndrou
kai. ~Rou,fou( i[na a;rh| to.n stauro.n auvtou/Å
And they compel one Simon a Cyrenian, who passed by, coming out of the country, the father of Alexander and
Rufus, to bear his cross.
有一個古利奈人西門，就是亞力山大和魯孚的父親，從鄉下來，經過那地方，他們就勉強他同去，好背著耶穌的

十字架。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行徵召 到於(他)現正持續在旁邊經過了的 到於(他)任何什麼 到於(他)西門 到於(他)古利奈人

到於(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田野，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從屬(他)亞力山大 並且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  簡易閲讀版  334

334

從屬(他)魯孚，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提起 到於(他)那 到於(他)十字架 從屬(他)同一者。

可 15:22 kai. fe,rousin auvto.n evpi. to.n Golgoqa/n to,pon( o[ evstin meqermhneuo,menon Krani,ou To,pojÅ
And they bring him unto the place Golgotha, which is, being interpreted, The place of a skull.
他們帶耶穌到了各各他地方，（各各他翻出來，就是髑髏地）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負載攜帶 到於(他)同一者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那 到於(她)各各他 到於(他)地點處所，

(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現正持續被行解釋翻譯轉換了的， 從屬(它)髑髏 (他)地點處所。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負載攜帶 到於(他)同一者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各各他 到於(他)地點處所， (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現正持續被行解釋翻譯轉換了的， 從屬(它)髑髏 (他)地點處所。
[經文變異WH]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負載攜帶 到於(他)同一者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那 到於(她)各各他 到於(他)地點處所，

(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現正持續被行解釋翻譯轉換了的 從屬(它)髑髏 (他)地點處所。

可 15:23 kai. evdi,doun auvtw/| evsmurnisme,non oi=non\ o]j de. ouvk e;labenÅ
And they gave him to drink wine mingled with myrrh: but he received it not.
拿沒藥調和的酒給耶穌，他卻不受。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給與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他)現在已經被調以沒藥香料了的 到於(他)酒； (他)這個 然而也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拿取。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給與 在對(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喝 到於(他)現在已經被調以沒藥香料了的 到於(他)酒；

(他)那 然而也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拿取。

可 15:24 kai. staurou/sin auvto.n kai. diameri,zontai ta. im̀a,tia auvtou/( ba,llontej klh/ron evpV auvta. ti,j ti, a;rh|Å
And when they had crucified him, they parted his garments, casting lots upon them, what every man should
take.
於是將他釘在十字架上，拈鬮分他的衣服，看是誰得甚麼。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釘十字架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徹底地分開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衣服 從屬(他)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投擲了的 到於(他)骰子籤份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們)同一者，

(他)任何什麼呢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提起。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釘十字架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徹底地分開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衣服

從屬(他)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投擲了的 到於(他)骰子籤份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們)同一者， (他)任何什麼呢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提起。
[經文變異MT]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釘十字架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徹底地分開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衣服 從屬(他)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投擲了的 到於(他)骰子籤份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們)同一者，

(他)任何什麼呢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提起。

可 15:25 h=n de. w[ra tri,th kai. evstau,rwsan auvto,nÅ
And it was the third hour, and they crucified him.
釘他在十字架上，是巳初的時候。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她)鐘點時刻 (她)第三的，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釘十字架 到於(他)同一者。

可 15:26 kai. h=n h̀ evpigrafh. th/j aivti,aj auvtou/ evpigegramme,nh( ~O basileu.j tw/n VIoudai,wnÅ
And the superscription of his accusation was written over, THE KING OF THE JEWS.
在上面有他的罪狀，寫的是猶太人的王。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她)那 (她)題字名號 從屬(她)那 從屬(她)索問要求之因由 從屬(他)同一者

(她)現在已經被題寫了的： (他)那 (他)君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可 15:27 Kai. su.n auvtw/| staurou/sin du,o lh|sta,j( e[na evk dexiw/n kai. e[na evx euvwnu,mwn auvtou/Å
And with him they crucify two thieves; the one on his right hand, and the other on his left.
他們又把兩個強盜，和他同釘十字架；一個在右邊，一個在左邊。

並且 共同一起 在對(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釘十字架 到於(他們)二個/兩個 到於(他們)強盜； 到於(他)一個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右手邊的 並且 到於(他)一個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左邊的 從屬(他)同一者。

可 15:28 kai. evplhrw,qh h̀ grafh. h` le,gousa( Kai. meta. avno,mwn evlogi,sqhÅ
And the scripture was fulfilled, which saith, And he was numbered with the transgressors.
〔有古卷在此有：這就應了經上的話說：『他被列在罪犯之中』〕

註：Nestle-Aland 26/27版本無此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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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促使成充滿添足 (她)那 (她)經文 (她)那 (她)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並且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沒有律法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估算。

可 15:29 Kai. oi` paraporeuo,menoi evblasfh,moun auvto.n kinou/ntej ta.j kefala.j auvtw/n kai. le,gontej( Ouva. ò
katalu,wn to.n nao.n kai. oivkodomw/n evn trisi.n h̀me,raij(
And they that passed by railed on him, wagging their heads, and saying, Ah, thou that destroyest the temple,
and buildest it in three days,
從那裏經過的人辱罵他，搖著頭說：咳，你這拆毀聖殿，三日又建造起來的；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在旁邊行過去了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謗瀆 到於(他)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移動了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頭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啊呀，

(他)那 (他)現正持續拆毀/歇息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殿宇， 並且 (他)現正持續營建修造了的 在內 在對(她們)三個

在對(她們)日子/白日，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在旁邊行過去了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謗瀆 到於(他)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移動了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頭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啊呀，

(他)那 (他)現正持續拆毀/歇息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殿宇， 並且 在內 在對(她們)三個 在對(她們)日子/白日

(他)現正持續營建修造了的，

可 15:30 sw/son seauto.n kataba.j avpo. tou/ staurou/Å
Save thyself, and come down from the cross.
可以救自己從十字架上下來罷。

你那時(也是)就要拯救 到於(他)你自己 (他)那時(也是)向下行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十字架。
[經文變異RT]

你那時(也是)就要拯救 到於(他)你自己，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向下行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十字架。

可 15:31 òmoi,wj kai. oi` avrcierei/j evmpai,zontej pro.j avllh,louj meta. tw/n grammate,wn e;legon( :Allouj e;swsen(
eàuto.n ouv du,natai sw/sai\
Likewise also the chief priests mocking said among themselves with the scribes, He saved others; himself he
cannot save.
祭司長和文士也是這樣戲弄他，彼此說：他救了別人，不能救自己。

具同樣相同地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大祭司 (他們)現正持續戲弄了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彼此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書記文士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到於(他們)另外不同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拯救；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那時(也是)要去拯救。
[經文變異RT]

具同樣相同地 然而也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大祭司 (他們)現正持續戲弄了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彼此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書記文士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到於(他們)另外不同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拯救；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那時(也是)要去拯救。

可 15:32 ò Cristo.j ò basileu.j VIsrah.l kataba,tw nu/n avpo. tou/ staurou/( i[na i;dwmen kai. pisteu,swmenÅ kai. oi`
sunestaurwme,noi su.n auvtw/| wvnei,dizon auvto,nÅ
Let Christ the King of Israel descend now from the cross, that we may see and believe. And they that were
crucified with him reviled him.
以色列的王基督，現在可以從十字架上下來，叫我們看見，就信了。那和他同釘的人也是譏誚他。

(他)那 (他)基督 (他)那 (他)君王 從屬(他)以色列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向下行 現在此時地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十字架， 為要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看見察覺 並且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置信信託。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現在已經被一同釘十字架了的 共同一起 在對(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奚落貶責 到於(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那 (他)基督 (他)那 (他)君王 從屬(他)那 從屬(他)以色列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向下行 現在此時地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十字架， 為要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看見察覺 並且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置信信託。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現在已經被一同釘十字架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奚落貶責 到於(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MT]

(他)那 (他)基督 (他)那 (他)君王 從屬(他)那 從屬(他)以色列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向下行 現在此時地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十字架， 為要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看見察覺 並且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置信信託 在對(他)同一者。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現在已經被一同釘十字架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奚落貶責 到於(他)同一者。

可 15:33 Kai. genome,nhj w[raj e[kthj sko,toj evge,neto evfV o[lhn th.n gh/n e[wj w[raj evna,thjÅ
And when the sixth hour was come, there was darkness over the whole land until the ninth h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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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午正到申初遍地都黑暗了。

並且 從屬(她)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從屬(她)鐘點時刻 從屬(她)第六的， (它)黑暗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整個全部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一直直到

從屬(她)鐘點時刻 從屬(她)第九的。
[經文變異RT]

從屬(她)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然而也 從屬(她)鐘點時刻 從屬(她)第六的， (它)黑暗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整個全部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一直直到

從屬(她)鐘點時刻 從屬(她)第九的。

可 15:34 kai. th/| evna,th| w[ra| evbo,hsen ò VIhsou/j fwnh/| mega,lh|( Elwi elwi lema sabacqaniÈ o[ evstin
meqermhneuo,menon ~O qeo,j mou ò qeo,j mou( eivj ti, evgkate,lipe,j meÈ
And at the ninth hour Jesus cried with a loud voice, saying, Eloi, Eloi, lama sabachthani? which is, being
interpreted, My God, my God, why hast thou forsaken me?
申初的時候，耶穌大聲喊著說：以羅伊，以羅伊，拉馬撒巴各大尼；翻出來，就是我的神，我的神，為甚麼離棄

我。

並且 在對(她)那 在對(她)第九的 在對(她)鐘點時刻， 他/她/它那時(也是)高呼喊叫 (他)那 (他)耶穌 在對(她)聲音

在對(她)極大的， 以羅伊 以羅伊 拉馬 撒巴各大尼； (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現正持續被行解釋翻譯轉換了的， (他)那 (他)神 從屬我， (他)那 (他)神 從屬我， 向內進入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那時(也是)在內遺留下 到於我？
[經文變異RT]

並且 在對(她)那 在對(她)鐘點時刻 在對(她)那 在對(她)第九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高呼喊叫 (他)那 (他)耶穌

在對(她)聲音 在對(她)極大的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以羅伊 以羅伊 拉馬 撒巴各大尼； (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現正持續被行解釋翻譯轉換了的， (他)那 (他)神 從屬我， (他)那 (他)神 從屬我， 向內進入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到於我 你那時(也是)在內遺留下？

可 15:35 kai, tinej tw/n paresthko,twn avkou,santej e;legon( :Ide VHli,an fwnei/Å
And some of them that stood by, when they heard it, said, Behold, he calleth Elias.
旁邊站著的人，有的聽見就說：看哪，他叫以利亞呢。

並且 (他們)任何什麼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在已經立定站住在旁邊了的 (他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你那時(也是)就要看哪， 到於(他)以利亞 他/她/它現在持續出聲叫喚。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們)任何什麼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在已經立定站住在旁邊了的 (他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到於(他)以利亞 他/她/它現在持續出聲叫喚。

可 15:36 dramw.n de, tij Îkai.Ð gemi,saj spo,ggon o;xouj periqei.j kala,mw| evpo,tizen auvto,n le,gwn( :Afete i;dwmen eiv
e;rcetai VHli,aj kaqelei/n auvto,nÅ
And one ran and filled a spunge full of vinegar, and put it on a reed, and gave him to drink, saying, Let alone; let
us see whether Elias will come to take him down.
有一個人跑去，把海絨蘸滿了醋綁在葦子上，送給他喝，說：且等著，看以利亞來不來把他取下。

(他)那時(也是)奔跑疾行了的 然而也 (他)任何什麼 並且 (他)那時(也是)使為鼓起滿載了的 到於(他)海綿 從屬(它)醋，

(他)那時(也是)置放擺設在周圍了的 在對(他)蘆葦 他/她/它當時持續餵飲 到於(他)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任憑釋放離開；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看見察覺 若是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他)以利亞 那時(也是)要去拆開卸下 到於(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那時(也是)奔跑疾行了的 然而也 (他)一個 並且 (他)那時(也是)使為鼓起滿載了的 到於(他)海綿 從屬(它)醋，

(他)那時(也是)置放擺設在周圍了的 並/又 在對(他)蘆葦 他/她/它當時持續餵飲 到於(他)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任憑釋放離開；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看見察覺 若是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他)以利亞 那時(也是)要去拆開卸下 到於(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WH]

(他)那時(也是)奔跑疾行了的 然而也 (他)任何什麼 (他)那時(也是)使為鼓起滿載了的 到於(他)海綿 從屬(它)醋，

(他)那時(也是)置放擺設在周圍了的 在對(他)蘆葦 他/她/它當時持續餵飲 到於(他)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任憑釋放離開；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看見察覺 若是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他)以利亞 那時(也是)要去拆開卸下 到於(他)同一者。

可 15:37 ò de. VIhsou/j avfei.j fwnh.n mega,lhn evxe,pneusenÅ
And Jesus cried with a loud voice, and gave up the ghost.
耶穌大聲喊叫，氣就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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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那 然而也 (他)耶穌 (他)那時(也是)任憑釋放離開了的 到於(她)聲音 到於(她)極大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斷氣。

可 15:38 Kai. to. katape,tasma tou/ naou/ evsci,sqh eivj du,o avpV a;nwqen e[wj ka,twÅ
And the veil of the temple was rent in twain from the top to the bottom.
殿裏的幔子，從上到下裂為兩半。

並且 (它)那 (它)幔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殿宇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分裂斷開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二個/兩個

從那裏離開 從上頭地 一直直到 向下地。

可 15:39 VIdw.n de. ò kenturi,wn ò paresthkw.j evx evnanti,aj auvtou/ o[ti ou[twj evxe,pneusen ei=pen( VAlhqw/j ou-toj ò
a;nqrwpoj uìo.j qeou/ h=nÅ
And when the centurion, which stood over against him, saw that he so cried out, and gave up the ghost, he said,
Truly this man was the Son of God.
對面站著的百夫長，看見耶穌這樣喊叫斷氣，〔有古卷無喊叫二字〕就說：這人真是神的兒子。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百夫長[同#1543] (他)那 (他)現在已經立定站住在旁邊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她)相對拮抗的 從屬(他)同一者 是這樣 那同一樣式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斷氣，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誠正真實地 (他)那同一者 (他)那 (他)人 (他)兒子 從屬(他)神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百夫長[同#1543] (他)那 (他)現在已經立定站住在旁邊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她)相對拮抗的 從屬(他)同一者 是這樣 那同一樣式地 (他)那時(也是)嘶聲吶喊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斷氣，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誠正真實地 (他)那 (他)人 (他)那同一者 (他)兒子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從屬(他)神。

可 15:40 +Hsan de. kai. gunai/kej avpo. makro,qen qewrou/sai( evn ai-j kai. Mari,a h̀ Magdalhnh. kai. Mari,a h`
VIakw,bou tou/ mikrou/ kai. VIwsh/toj mh,thr kai. Salw,mh(
There were also women looking on afar off: among whom was Mary Magdalene, and Mary the mother of James
the less and of Joses, and Salome;
還有些婦女，遠遠的觀看；內中有抹大拉的馬利亞，又有小雅各和約西的母親馬利亞，並有撒羅米；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並且 (她們)女人 從那裏離開 從距離遠地 (她們)現正持續行定睛觀看了的； 在內

在對(她們)這些個 並且 (她)馬利亞 (她)那 (她)抹大拉， 並且 (她)馬利亞 (她)那 從屬(他)雅各 從屬(他)那

從屬(他)細微極小的 並且 從屬(他)約西 (她)母親， 並且 (她)撒羅米；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並且 (她們)女人 從那裏離開 從距離遠地 (她們)現正持續行定睛觀看了的； 在內

在對(她們)這些個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並且 (她)馬利亞 (她)那 (她)抹大拉， 並且 (她)馬利亞 (她)那 從屬(他)那

從屬(他)雅各 從屬(他)那 從屬(他)細微極小的 並且 從屬(他)約西 (她)母親， 並且 (她)撒羅米；

可 15:41 ai] o[te h=n evn th/| Galilai,a| hvkolou,qoun auvtw/| kai. dihko,noun auvtw/|( kai. a;llai pollai. ai` sunanaba/sai
auvtw/| eivj ~Ieroso,lumaÅ
(Who also, when he was in Galilee, followed him, and ministered unto him;) and many other women which

came up with him unto Jerusalem.
就是耶穌在加利利的時候，跟隨他，服事他的那些人，還有同耶穌上耶路撒冷的好些婦女在那裏觀看。

(她們)這些個 當這時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加利利，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跟隨

在對(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行服事 在對(他)同一者； 並且 (她們)另外不同的 (她們)許多的

(她們)那些 (她們)那時(也是)共同向上行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路撒冷。
[經文變異RT]

(她們)這些個 並且 當這時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加利利，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跟隨

在對(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行服事 在對(他)同一者； 並且 (她們)另外不同的 (她們)許多的

(她們)那些 (她們)那時(也是)共同向上行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路撒冷。

可 15:42 Kai. h;dh ovyi,aj genome,nhj( evpei. h=n paraskeuh. o[ evstin prosa,bbaton(
And now when the even was come, because it was the preparation, that is, the day before the sabbath,
到了晚上，因為這是預備日，就是安息日的前一日，

並且 甚而已然如此地 從屬(她)具將近晚的 從屬(她)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在其上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她)預備日， (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安息前一日，

可 15:43 evlqw.n VIwsh.f ÎòÐ avpo. ~Arimaqai,aj euvsch,mwn bouleuth,j( o]j kai. auvto.j h=n prosdeco,menoj th.n basilei,an
tou/ qeou/( tolmh,saj eivsh/lqen pro.j to.n Pila/ton kai. hv|th,sato to. sw/ma tou/ VIhsou/Å
Joseph of Arimathaea, an honourable counseller, which also waited for the kingdom of God, came, and went in
boldly unto Pilate, and craved the body of Jesus.
有亞利馬太的約瑟前來，他是尊貴的議士，也是等候神國的；他放膽進去見彼拉多，求耶穌的身體。

(他)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他)約瑟 (他)那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亞利馬太 (他)高雅尊貴的 (他)議士， (他)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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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 (他)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在前面向著接納領受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那時(也是)斗膽冒險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彼拉多，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索問要求 到於(它)那 到於(它)身體 從屬(他)那

從屬(他)耶穌。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他)約瑟 (他)那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亞利馬太 (他)高雅尊貴的 (他)議士， (他)這個

並且 (他)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在前面向著接納領受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那時(也是)斗膽冒險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彼拉多，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索問要求 到於(它)那 到於(它)身體 從屬(他)那 從屬(他)耶穌。
[經文變異WH]

(他)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他)約瑟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亞利馬太 (他)高雅尊貴的 (他)議士， (他)這個 並且

(他)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在前面向著接納領受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那時(也是)斗膽冒險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彼拉多，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索問要求 到於(它)那 到於(它)身體 從屬(他)那

從屬(他)耶穌。

可 15:44 ò de. Pila/toj evqau,masen eiv h;dh te,qnhken kai. proskalesa,menoj to.n kenturi,wna evphrw,thsen auvto.n eiv
pa,lai avpe,qanen\
And Pilate marvelled if he were already dead: and calling unto him the centurion, he asked him whether he had
been any while dead.
彼拉多詫異耶穌已經死了；便叫百夫長來，問他耶穌死了久不久。

(他)那 然而也 (他)彼拉多 他/她/它那時(也是)希奇 若是 甚而已然如此地 他/她/它現在已經死亡； 並且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在前面向著促請召喚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百夫長[同#1543]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上面查詢求問

到於(他)同一者 若是 有段時間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死去。
[經文變異WH]

(他)那 然而也 (他)彼拉多 他/她/它那時(也是)希奇 若是 甚而已然如此地 他/她/它現在已經死亡； 並且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在前面向著促請召喚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百夫長[同#1543]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上面查詢求問

到於(他)同一者 若是 甚而已然如此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死去。

可 15:45 kai. gnou.j avpo. tou/ kenturi,wnoj evdwrh,sato to. ptw/ma tw/| VIwsh,fÅ
And when he knew it of the centurion, he gave the body to Joseph.
既從百夫長得知實情，就把耶穌的屍首賜給約瑟。

並且 (他)那時(也是)認識知道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百夫長[同#1543]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賜給

到於(它)那 到於(它)屍首 在對(他)那 在對(他)約瑟。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認識知道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百夫長[同#1543]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賜給

到於(它)那 到於(它)身體 在對(他)那 在對(他)約瑟。

可 15:46 kai. avgora,saj sindo,na kaqelw.n auvto.n evnei,lhsen th/| sindo,ni kai. e;qhken auvto.n evn mnhmei,w| o] h=n
lelatomhme,non evk pe,traj kai. proseku,lisen li,qon evpi. th.n qu,ran tou/ mnhmei,ouÅ
And he bought fine linen, and took him down, and wrapped him in the linen, and laid him in a sepulchre which
was hewn out of a rock, and rolled a stone unto the door of the sepulchre.
約瑟買了細麻布，把耶穌取下來，用細麻布裹好，安放在磐石中鑿出來的墳墓裏；又滾過一塊石頭來擋住墓門。

並且 (他)那時(也是)購買了的 到於(她)細白亞麻布， (他)那時(也是)拆開卸下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旋繞盤捲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細白亞麻布，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置放擺設 到於(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它)墳墓， (它)這個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它)現在已經被行石塊切割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她)磐石；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滾動 到於(他)石頭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門戶 從屬(它)那 從屬(它)墳墓。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購買了的 到於(她)細白亞麻布 並且 (他)那時(也是)拆開卸下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旋繞盤捲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細白亞麻布，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下置放擺設

到於(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它)墳墓， (它)這個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它)現在已經被行石塊切割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她)磐石；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滾動 到於(他)石頭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門戶

從屬(它)那 從屬(它)墳墓。
[經文變異WH]

並且 (他)那時(也是)購買了的 到於(她)細白亞麻布， (他)那時(也是)拆開卸下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旋繞盤捲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細白亞麻布，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置放擺設 到於(他)同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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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內 在對(它)靈堂墓地， (它)這個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它)現在已經被行石塊切割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她)磐石；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滾動 到於(他)石頭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門戶 從屬(它)那

從屬(它)墳墓。

可 15:47 h` de. Mari,a h̀ Magdalhnh. kai. Mari,a h` VIwsh/toj evqew,roun pou/ te,qeitaiÅ
And Mary Magdalene and Mary the mother of Joses beheld where he was laid.
抹大拉的馬利亞，和約西的母親馬利亞，都看見安放他的地方。

(她)那 然而也 (她)馬利亞 (她)那 (她)抹大拉 並且 (她)馬利亞 (她)那 從屬(他)約西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行定睛觀看

從屬某個什麼地方呢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置放擺設。
[經文變異RT]

(她)那 然而也 (她)馬利亞 (她)那 (她)抹大拉 並且 (她)馬利亞 從屬(他)約西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行定睛觀看

從屬某個什麼地方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置放擺設。

可 16:1 Kai. diagenome,nou tou/ sabba,tou Mari,a h` Magdalhnh. kai. Mari,a h̀ Îtou/Ð VIakw,bou kai. Salw,mh
hvgo,rasan avrw,mata i[na evlqou/sai avlei,ywsin auvto,nÅ
And when the sabbath was past, Mary Magdalene, and Mary the mother of James, and Salome, had bought
sweet spices, that they might come and anoint him.
過了安息日，抹大拉的馬利亞，和雅各的母親馬利亞，並撒羅米，買了香膏，要去膏耶穌的身體。

並且 從屬(它)那時(也是)讓自己成為過去了的 從屬(它)那 從屬(它)安息， (她)馬利亞 (她)那 (她)抹大拉 並且

(她)馬利亞 (她)那 從屬(他)那 從屬(他)雅各 並且 (她)撒羅米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購買 到於(它們)芬芳香料， 為要

(她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塗抹 到於(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WH]

並且 從屬(它)那時(也是)讓自己成為過去了的 從屬(它)那 從屬(它)安息， (她)那 (她)馬利亞 (她)那 (她)抹大拉 並且

(她)馬利亞 (她)那 從屬(他)那 從屬(他)雅各 並且 (她)撒羅米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購買 到於(它們)芬芳香料， 為要

(她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塗抹 到於(他)同一者。

可 16:2 kai. li,an prwi> th/| mia/| tw/n sabba,twn e;rcontai evpi. to. mnhmei/on avnatei,lantoj tou/ hl̀i,ouÅ
And very early in the morning the first day of the week, they came unto the sepulchre at the rising of the sun.
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出太陽的時候，他們來到墳墓那裏。

並且 極度非常地 清早地 在對(她)那 在對(她)一個/第一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安息，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那 到於(它)墳墓， 從屬(他)那時(也是)升起了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日頭太陽。
[經文變異RT]

並且 極度非常地 清早地 從屬(她)那 從屬(她)一個/第一 從屬(它們)安息，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那 到於(它)墳墓， 從屬(他)那時(也是)升起了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日頭太陽。

可 16:3 kai. e;legon pro.j èauta,j( Ti,j avpokuli,sei h̀mi/n to.n li,qon evk th/j qu,raj tou/ mnhmei,ouÈ
And they said among themselves, Who shall roll us away the stone from the door of the sepulchre?
彼此說：誰給我們把石頭從墓門滾開呢。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們)同一者自己， (他)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將要(持續)從那裏滾動離開 在對我們 到於(他)那 到於(他)石頭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門戶 從屬(它)那

從屬(它)墳墓？

可 16:4 kai. avnable,yasai qewrou/sin o[ti avpokeku,listai ò li,qoj\ h=n ga.r me,gaj sfo,draÅ
And when they looked, they saw that the stone was rolled away: for it was very great.
那石頭原來很大，他們抬頭一看，卻見石頭已經滾開了。

並且 (她們)那時(也是)再向上著眼觀看了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行定睛觀看， 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從那裏滾動離開 (他)那 (他)石頭；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因為 (他)極大的 極度地。
[經文變異WH]

並且 (她們)那時(也是)再向上著眼觀看了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行定睛觀看， 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滾動開來

(他)那 (他)石頭；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因為 (他)極大的 極度地。

可 16:5 kai. eivselqou/sai eivj to. mnhmei/on ei=don neani,skon kaqh,menon evn toi/j dexioi/j peribeblhme,non stolh.n
leukh,n( kai. evxeqambh,qhsanÅ
And entering into the sepulchre, they saw a young man sitting on the right side, clothed in a long white garment;
and they were affrighted.
他們進了墳墓，看見一個少年人坐在右邊，穿著白袍；就甚驚恐。

並且 (她們)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墳墓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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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於(他)青年人[40歲以下] 到於(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在內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右手邊的，

到於(他)現在已經被披蓋穿裹了的
註1

到於(她)長外袍 到於(她)亮光潔白的；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成極其驚愕訝異。

註1：“到於(他)現在已經被披蓋穿裹了的”文法上亦可以為“到於(他)現在已經讓自己披蓋穿裹了的”。

可 16:6 ò de. le,gei auvtai/j( Mh. evkqambei/sqe\ VIhsou/n zhtei/te to.n Nazarhno.n to.n evstaurwme,non\ hvge,rqh( ouvk
e;stin w-de\ i;de ò to,poj o[pou e;qhkan auvto,nÅ
And he saith unto them, Be not affrighted: Ye seek Jesus of Nazareth, which was crucified: he is risen; he is not
here: behold the place where they laid him.
那少年人對他們說：不要驚恐；你們尋找那釘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穌；他已經復活了，不在這裏；請看安放他的

地方。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她們)同一者，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被成極其驚愕訝異；

到於(他)耶穌 你們現在持續探索尋求 到於(他)那 到於(他)拿撒勒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現在已經被釘十字架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喚醒起來；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也就在此地； 你那時(也是)就要看哪， (他)那

(他)地點處所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置放擺設 到於(他)同一者。

可 16:7 avlla. ùpa,gete ei;pate toi/j maqhtai/j auvtou/ kai. tw/| Pe,trw| o[ti Proa,gei ùma/j eivj th.n Galilai,an\ evkei/
auvto.n o;yesqe( kaqw.j ei=pen ùmi/nÅ
But go your way, tell his disciples and Peter that he goeth before you into Galilee: there shall ye see him, as he
said unto you.
你們可以去告訴他的門徒和彼得說：他在你們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裏你們要見他，正如他從前所告訴你們的。

但乃是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退開去，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在對(他)那 在對(他)彼得， 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持續帶領在前面 到於你們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加利利； 在那裏地 到於(他)同一者 你們將要(持續)讓自己看見注目，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你們。

可 16:8 kai. evxelqou/sai e;fugon avpo. tou/ mnhmei,ou( ei=cen ga.r auvta.j tro,moj kai. e;kstasij\ kai. ouvdeni. ouvde.n
ei=pan\ evfobou/nto ga,rÅ ÎÎpa,nta de. ta. parhggelme,na toi/j peri. to.n Pe,tron sunto,mwj evxh,ggeilanÅ Meta. de.
tau/ta kai. auvto.j ò VIhsou/j avpo. avnatolh/j kai. a;cri du,sewj evxape,steilen diV auvtw/n to. ièro.n kai. a;fqarton
kh,rugma th/j aivwni,ou swthri,ajÅ avmh,nÅÐÐ
And they went out quickly, and fled from the sepulchre; for they trembled and were amazed: neither said they
any thing to any man; for they were afraid.
他們就出來，從墳墓那裏逃跑；又發抖，又驚奇，甚麼也不告訴人；因為他們害怕。

並且 (她們)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逃離走避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那 從屬(它)墳墓；

他/她/它當時持續持有 因為 到於(她們)同一者 (他)懼怕戰兢 並且 (她)驚異失定； 並且 在對(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成驚恐畏懼 因為。
[經文變異RT]

並且 (她們)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很快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逃離走避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那

從屬(它)墳墓； 他/她/它當時持續持有 然而也 到於(她們)同一者 (他)懼怕戰兢 並且 (她)驚異失定； 並且

在對(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成驚恐畏懼 因為。
[經文變異]

註：西奈版本和梵蒂岡版本之馬可福音到此結束。有的版本後面加有一個短結尾：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然而也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現在已經被命令吩咐了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周圍>在周圍

到於(他)那 到於(他)彼得 精簡短捷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外報信通告。 <轉換其中>隨到後 然而也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並且 (他)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日出之東方 並且 直至達到

從屬(她)沉降垂落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分派差遣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那 到於(它)神聖的

並且 到於(它)不會腐朽敗壞的 到於(它)所傳達宣講 從屬(她)那 從屬(她)時世恆久的 從屬(她)拯救。 阿們。

可 16:9 ÎÎvanasta.j de. prwi> prw,th| sabba,tou evfa,nh prw/ton Mari,a| th/| Magdalhnh/|( parV h-j evkbeblh,kei èpta.
daimo,niaÅ
Now when Jesus was risen early the first day of the week, he appeared first to Mary Magdalene, out of whom he
had cast seven devils.
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耶穌復活了，就先向抹大拉的馬利亞顯現；耶穌從他身上曾趕出七個鬼。

(他)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了的 然而也 清早地 在對(她)首先的 從屬(它)安息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促為照亮顯明

首先地 在對(她)馬利亞 在對(她)那 在對(她)抹大拉，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她)這個 他/她/它當時已經向外投擲出來

到於(它們)七個 到於(它們)鬼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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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變異RT]

(他)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了的 然而也 清早地 在對(她)首先的 從屬(它)安息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促為照亮顯明

首先地 在對(她)馬利亞 在對(她)那 在對(她)抹大拉，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這個 他/她/它當時已經向外投擲出來

到於(它們)七個 到於(它們)鬼魔。

可 16:10 evkei,nh poreuqei/sa avph,ggeilen toi/j metV auvtou/ genome,noij penqou/si kai. klai,ousin\
And she went and told them that had been with him, as they mourned and wept.
他去告訴那向來跟隨耶穌的人；那時他們正哀慟哭泣。

(她)在那裏的那個 (她)那時(也是)被行去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報信通告 在對(他們)那些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同一者 在對(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哀慟了的 並且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哭泣哀號了的；

可 16:11 kavkei/noi avkou,santej o[ti zh/| kai. evqea,qh up̀V auvth/j hvpi,sthsanÅ
And they, when they had heard that he was alive, and had been seen of her, believed not.
他們聽見耶穌活了，被馬利亞看見，卻是不信。

(他們)且在那裏的那個 (他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持續活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定睛觀看

<在底下>被從 從屬(她)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缺誠不信。

可 16:12 Meta. de. tau/ta dusi.n evx auvtw/n peripatou/sin evfanerw,qh evn ète,ra| morfh/| poreuome,noij eivj avgro,n\
After that he appeared in another form unto two of them, as they walked, and went into the country.
這事以後，門徒中間有兩個人，往鄉下去；走路的時候，耶穌變了形像向他們顯現，

<轉換其中>隨到後 然而也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在對(他們)二個/兩個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同一者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來往昂然踏行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促使成促為照亮顯明 在內 在對(她)相異不同的

在對(她)形貌特質，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行去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田野；

可 16:13 kavkei/noi avpelqo,ntej avph,ggeilan toi/j loipoi/j\ ouvde. evkei,noij evpi,steusanÅ
And they went and told it unto the residue: neither believed they them.
他們就去告訴其餘的門徒；其餘的門徒，也是不信。

(他們)且在那裏的那個 (他們)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從那裏報信通告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其餘的； 然而也不是地 在對(他們)在那裏的那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置信信託。

可 16:14 {Usteron Îde.Ð avnakeime,noij auvtoi/j toi/j e[ndeka evfanerw,qh kai. wvnei,disen th.n avpisti,an auvtw/n kai.
sklhrokardi,an o[ti toi/j qeasame,noij auvto.n evghgerme,non ouvk evpi,steusanÅ
Afterward he appeared unto the eleven as they sat at meat, and upbraided them with their unbelief and
hardness of heart, because they believed not them which had seen him after he was risen.
後來十一個門徒坐席的時候，耶穌向他們顯現，責備他們不信，心裏剛硬；因為他們不信那些在他復活以後看見

他的人。

稍遲隨後地 然而也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靠躺坐席了的 在對(他們)同一者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十一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促使成促為照亮顯明；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奚落貶責 到於(她)那 到於(她)缺誠乏信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到於(她)硬心， 是這樣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定睛觀看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他)現在已經被喚醒起來了的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置信信託。
[經文變異RT]

稍遲隨後地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靠躺坐席了的 在對(他們)同一者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十一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促使成促為照亮顯明；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奚落貶責 到於(她)那 到於(她)缺誠乏信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到於(她)硬心， 是這樣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定睛觀看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他)現在已經被喚醒起來了的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置信信託。
[經文變異WH]

稍遲隨後地 然而也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靠躺坐席了的 在對(他們)同一者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十一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促使成促為照亮顯明；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奚落貶責 到於(她)那 到於(她)缺誠乏信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到於(她)硬心， 是這樣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定睛觀看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他)現在已經被喚醒起來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死掉的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置信信託。

可 16:15 kai. ei=pen auvtoi/j( Poreuqe,ntej eivj to.n ko,smon a[panta khru,xate to. euvagge,lion pa,sh| th/| kti,seiÅ And he

said unto them, Go ye into all the world, and preach the gospel to every creature.
他又對他們說：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萬民原文作凡受造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們)那時(也是)被行去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美容妝束/世界 到於(他)同時一齊地所有每一個的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傳達宣講 到於(它)那 到於(它)福音佳訊

在對(她)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創造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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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16:16 ò pisteu,saj kai. baptisqei.j swqh,setai( ò de. avpisth,saj katakriqh,setaiÅ
He that believeth and is baptized shall be saved; but he that believeth not shall be damned.
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

(他)那 (他)那時(也是)置信信託了的 並且 (他)那時(也是)被浸洗了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拯救； (他)那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缺誠不信了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斷定有罪。

可 16:17 shmei/a de. toi/j pisteu,sasin tau/ta parakolouqh,sei\ evn tw/| ovno,mati, mou daimo,nia evkbalou/sin(
glw,ssaij lalh,sousin kainai/j(
And these signs shall follow them that believe; In my name shall they cast out devils; they shall speak with new
tongues;
信的人必有神蹟隨著他們；就是奉我的名趕鬼；說新方言；

(它們)識別之表記徵兆 然而也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那時(也是)置信信託了的， (它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在旁邊跟隨；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名字 從屬我 到於(它們)鬼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向外投擲出來； 在對(她們)舌頭/語言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發言講說 在對(她們)嶄新的；
[經文變異WH]

(它們)識別之表記徵兆 然而也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那時(也是)置信信託了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跟隨

(它們)那同一者；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名字 從屬我 到於(它們)鬼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向外投擲出來；

在對(她們)舌頭/語言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發言講說 ；

可 16:18 Îkai. evn tai/j cersi.nÐ o;feij avrou/sin ka'n qana,simo,n ti pi,wsin ouv mh. auvtou.j bla,yh|( evpi. avrrw,stouj
cei/raj evpiqh,sousin kai. kalw/j e[xousinÅ
They shall take up serpents; and if they drink any deadly thing, it shall not hurt them; they shall lay hands on the
sick, and they shall recover.
手能拿蛇；若喝了甚麼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

並且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手 到於(他們)蛇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提起； 且但凡若是 到於(它)致死的

到於(它)任何什麼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喝， 不是/不 不會/不要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妨礙傷害；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衰弱生病的 到於(她們)手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置放擺設在上面， 並且 美好適當地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持有。
[經文變異RT]

到於(他們)蛇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提起； 且但凡若是 到於(它)致死的 到於(它)任何什麼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喝， 不是/不 不會/不要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妨礙傷害；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衰弱生病的 到於(她們)手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置放擺設在上面， 並且 美好適當地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持有。

可 16:19 ~O me.n ou=n ku,rioj VIhsou/j meta. to. lalh/sai auvtoi/j avnelh,mfqh eivj to.n ouvrano.n kai. evka,qisen evk
dexiw/n tou/ qeou/Å
So then after the Lord had spoken unto them, he was received up into heaven, and sat on the right hand of God.
主耶穌和他們說完了話，後來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邊。

(他)那 的確 這樣 (他)主人 (他)耶穌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發言講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向上拿取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天空/天，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座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右手邊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經文變異RT]

(他)那 的確 這樣 (他)主人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發言講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向上拿取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天空/天，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座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右手邊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可 16:20 evkei/noi de. evxelqo,ntej evkh,ruxan pantacou/( tou/ kuri,ou sunergou/ntoj kai. to.n lo,gon bebaiou/ntoj dia.
tw/n evpakolouqou,ntwn shmei,wnÅÐÐ
And they went forth, and preached everywhere, the Lord working with them, and confirming the word with signs
following. Amen.
門徒出去，到處宣傳福音，主和他們同工，用神蹟隨著，證實所傳的道。阿們。

(他們)在那裏的那個 然而也 (他們)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傳達宣講 在各處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他)現正持續作同工了的，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現正持續促使成穩固踏實了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現正持續陪伴跟隨了的

從屬(它們)識別之表記徵兆。
[經文變異RT]

(他們)在那裏的那個 然而也 (他們)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傳達宣講 在各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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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他)現正持續作同工了的，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現正持續促使成穩固踏實了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現正持續陪伴跟隨了的

從屬(它們)識別之表記徵兆。阿們。
[經文變異WH]

(他們)在那裏的那個 然而也 (他們)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傳達宣講 在各處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他)現正持續作同工了的，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現正持續促使成穩固踏實了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現正持續陪伴跟隨了的

從屬(它們)識別之表記徵兆。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然而也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現在已經被命令吩咐了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周圍>在周圍 到於(他)那 到於(他)彼得 精簡短捷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外報信通告。

<轉換其中>隨到後 然而也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並且 (他)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日出之東方

並且 直至達到 從屬(她)沉降垂落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分派差遣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那

到於(它)神聖的 並且 到於(它)不會腐朽敗壞的 到於(它)所傳達宣講 從屬(她)那 從屬(她)時世恆久的 從屬(她)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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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音 // Luke

路 1:1 VEpeidh,per polloi. evpecei,rhsan avnata,xasqai dih,ghsin peri. tw/n peplhroforhme,nwn evn hm̀i/n
pragma,twn(
Forasmuch as many have taken in hand to set forth in order a declaration of those things which are most surely
believed among us,
提阿非羅大人哪，有好些人提筆作書，述說在我們中間所成就的事，

在其上已然如此甚至 (他們)許多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著手試圖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循序編述 到於(她)詳細敘述

<在周圍>關於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現在已經被完滿地實踐確認了的 在內 在對我們 從屬(它們)事務行動，

路 1:2 kaqw.j pare,dosan hm̀i/n oì avpV avrch/j auvto,ptai kai. ùphre,tai geno,menoi tou/ lo,gou(
Even as they delivered them unto us, which from the beginning were eyewitnesses, and ministers of the word;
是照傳道的人，從起初親眼看見，又傳給我們的；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交付 在對我們 (他們)那些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為起始為首 (他們)親眼目睹的

並且 (他們)差役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路 1:3 e;doxe kavmoi. parhkolouqhko,ti a;nwqen pa/sin avkribw/j kaqexh/j soi gra,yai( kra,tiste Qeo,file(
It seemed good to me also, having had perfect understanding of all things from the very first, to write unto thee
in order, most excellent Theophilus,
這些事我既從起頭都詳細考察了，就定意要按著次序寫給你，

他/她/它那時(也是)設想認為對 在對並且我 在對(他)現在已經在旁邊跟隨了的 從上頭地 在對(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確定切實地 向下接著有地 在對你 那時(也是)要去刻寫記載， 阿,(他)最堅強尊榮的 阿,(他)提阿非羅，

路 1:4 i[na evpignw/|j peri. w-n kathch,qhj lo,gwn th.n avsfa,leianÅ
That thou mightest know the certainty of those things, wherein thou hast been instructed.
使你知道所學之道都是確實的。

為要 你那時(也是)應該清楚認識知道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們)這些個 你那時(也是)被以言語指示

從屬(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到於(她)那 到於(她)穩當確實。

路 1:5 VEge,neto evn tai/j hm̀e,raij ~Hrw,|dou basile,wj th/j VIoudai,aj ìereu,j tij ovno,mati Zacari,aj evx evfhmeri,aj
VAbia,( kai. gunh. auvtw/| evk tw/n qugate,rwn VAarw.n kai. to. o;noma auvth/j VElisa,betÅ
There was in the days of Herod, the king of Judaea, a certain priest named Zacharias, of the course of Abia:
and his wife was of the daughters of Aaron, and her name was Elisabeth.
當猶太王希律的時候，亞比雅班裏有一個祭司，名叫撒迦利亞；他妻子是亞倫的後人，名叫以利沙伯。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日子/白日 從屬(他)希律 從屬(他)君王 從屬(她)那

從屬(她)猶太地方 (他)祭司 (他)任何什麼 在對(它)名字 (他)撒迦利亞 向外出來 從屬(她)定期的值班

從屬(他)亞比雅； 並且 (她)女人 在對(他)同一者 向外出來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女兒 從屬(他)亞倫， 並且

(它)那 (它)名字 從屬(她)同一者 (她)以利沙伯。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日子/白日 從屬(他)希律 從屬(他)那 從屬(他)君王

從屬(她)那 從屬(她)猶太地方， (他)祭司 (他)任何什麼 在對(它)名字 (他)撒迦利亞 向外出來 從屬(她)定期的值班

從屬(他)亞比雅； 並且 (她)那 (她)女人 從屬(他)同一者 向外出來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女兒 從屬(他)亞倫，

並且 (它)那 (它)名字 從屬(她)同一者 (她)以利沙伯。

路 1:6 h=san de. di,kaioi avmfo,teroi evnanti,on tou/ qeou/( poreuo,menoi evn pa,saij tai/j evntolai/j kai. dikaiw,masin
tou/ kuri,ou a;memptoiÅ
And they were both righteous before God, walking in all the commandments and ordinances of the Lord
blameless.
他們二人，在神面前都是義人，遵行主的一切誡命禮儀，沒有可指摘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他們)具公平正義的 (他們)兩方面的 在當面於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行去了的 在內 在對(她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誡律命令 並且

在對(它們)義行義禮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他們)無可指責歸咎的。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他們)具公平正義的 (他們)兩方面的 在面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行去了的 在內 在對(她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誡律命令 並且

在對(它們)義行義禮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他們)無可指責歸咎的。

路 1:7 kai. ouvk h=n auvtoi/j te,knon( kaqo,ti h=n h` VElisa,bet stei/ra( kai. avmfo,teroi probebhko,tej evn tai/j hm̀e,raij
auvtw/n h=san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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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y had no child, because that Elisabeth was barren, and they both were now well stricken in years.
只是沒有孩子，因為以利沙伯不生育，兩個人又年紀老邁了。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在對(他們)同一者 (它)孩子， 按照這任何什麼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她)那

(她)以利沙伯 (她)僵硬不孕； 並且 (他們)兩方面的 (他們)現在已經向前行了的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日子/白日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在對(他們)同一者 (它)孩子， 按照這任何什麼地 (她)那 (她)以利沙伯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她)僵硬不孕； 並且 (他們)兩方面的 (他們)現在已經向前行了的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日子/白日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路 1:8 VEge,neto de. evn tw/| ièrateu,ein auvto.n evn th/| ta,xei th/j evfhmeri,aj auvtou/ e;nanti tou/ qeou/(
And it came to pass, that while he executed the priest's office before God in the order of his course,
撒迦利亞按班次，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職分，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然而也 在內 在對(它)那 現要去持續行祭司之職 到於(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安排定規 從屬(她)那 從屬(她)定期的值班 從屬(他)同一者 當面於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路 1:9 kata. to. e;qoj th/j ièratei,aj e;lace tou/ qumia/sai eivselqw.n eivj to.n nao.n tou/ kuri,ou(
According to the custom of the priest's office, his lot was to burn incense when he went into the temple of the
Lord.
照祭司的規矩掣籤，得進主殿燒香。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那 到於(它)習慣常例 從屬(她)那 從屬(她)祭司供職 他/她/它那時(也是)抽籤定奪 從屬(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燒香， (他)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殿宇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路 1:10 kai. pa/n to. plh/qoj h=n tou/ laou/ proseuco,menon e;xw th/| w[ra| tou/ qumia,matojÅ
And the whole multitude of the people were praying without at the time of incense.
燒香的時候，眾百姓在外面禱告。

並且 (它)所有每一個的 (它)那 (它)聚滿大群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民百姓

(它)現正持續讓自己/被祈禱求告了的 在外面地 在對(她)那 在對(她)鐘點時刻 從屬(它)那 從屬(它)所燒的香。
[經文變異RT]

並且 (它)所有每一個的 (它)那 (它)聚滿大群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民百姓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它)現正持續讓自己/被祈禱求告了的 在外面地 在對(她)那 在對(她)鐘點時刻 從屬(它)那 從屬(它)所燒的香。

路 1:11 w;fqh de. auvtw/| a;ggeloj kuri,ou èstw.j evk dexiw/n tou/ qusiasthri,ou tou/ qumia,matojÅ
And there appeared unto him an angel of the Lord standing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altar of incense.
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壇的右邊，向他顯現。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看見注目 然而也 在對(他)同一者 (他)使者 從屬(他)主人 (他)現在已經立定站住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右手邊的 從屬(它)那 從屬(它)祭壇 從屬(它)那 從屬(它)所燒的香。

路 1:12 kai. evtara,cqh Zacari,aj ivdw.n kai. fo,boj evpe,pesen evpV auvto,nÅ
And when Zacharias saw him, he was troubled, and fear fell upon him.
撒迦利亞看見，就驚慌害怕。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攪動擾亂 (他)撒迦利亞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並且 (他)畏懼害怕

他/她/它那時(也是)落在其上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同一者。

路 1:13 ei=pen de. pro.j auvto.n ò a;ggeloj( Mh. fobou/( Zacari,a( dio,ti eivshkou,sqh h` de,hsi,j sou( kai. h` gunh, sou
VElisa,bet gennh,sei uìo,n soi kai. kale,seij to. o;noma auvtou/ VIwa,nnhnÅ
But the angel said unto him, Fear not, Zacharias: for thy prayer is heard; and thy wife Elisabeth shall bear thee a
son, and thou shalt call his name John.
天使對他說：撒迦利亞，不要害怕；因為你的祈禱已經被聽見了，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給你生一個兒子，你要給

他起名叫約翰。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他)那 (他)使者， 不會/不要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成驚恐畏懼， 阿,(他)撒迦利亞； 為是這樣之緣故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聽見 (她)那

(她)自卑乞求 從屬你； 並且 (她)那 (她)女人 從屬你 (她)以利沙伯 他/她/它將要(持續)生發成為族類 到於(他)兒子

在對你， 並且 你將要(持續)促請召喚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名字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他)約翰。

路 1:14 kai. e;stai cara, soi kai. avgalli,asij kai. polloi. evpi. th/| gene,sei auvtou/ carh,sontaiÅ
And thou shalt have joy and gladness; and many shall rejoice at his birth.
你必歡喜快樂；有許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樂。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她)歡喜快樂 在對你 並且 (她)踴躍歡騰； 並且 (他們)許多的 <在上面>在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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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她)那 在對(她)生發成為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被歡喜安樂。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她)歡喜快樂 在對你 並且 (她)踴躍歡騰； 並且 (他們)許多的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那 在對(她)生發成為族類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被歡喜安樂。

路 1:15 e;stai ga.r me,gaj evnw,pion Îtou/Ð kuri,ou( kai. oi=non kai. si,kera ouv mh. pi,h|( kai. pneu,matoj ag̀i,ou
plhsqh,setai e;ti evk koili,aj mhtro.j auvtou/(
For he shall be great in the sight of the Lord, and shall drink neither wine nor strong drink; and he shall be filled
with the Holy Ghost, even from his mother's womb.
他在主面前將要為大，淡酒濃酒都不喝，從母腹裏就被聖靈充滿了。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因為 (他)極大的 在面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並且 到於(他)酒 並且 到於(它)濃酒烈飲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喝； 並且 從屬(它)靈/風 從屬(它)聖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充滿添足

依然仍舊地 向外出來 從屬(她)腹腔 從屬(她)母親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WH]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因為 (他)極大的 在面前地 從屬(他)主人； 並且 到於(他)酒 並且 到於(它)濃酒烈飲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喝； 並且 從屬(它)靈/風 從屬(它)聖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充滿添足 依然仍舊地

向外出來 從屬(她)腹腔 從屬(她)母親 從屬(他)同一者；

路 1:16 kai. pollou.j tw/n uìw/n VIsrah.l evpistre,yei evpi. ku,rion to.n qeo.n auvtw/nÅ
And many of the children of Israel shall he turn to the Lord their God.
他要使許多以色列人回轉，歸於主他們的神。

並且 到於(他們)許多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兒子 從屬(他)以色列 他/她/它將要(持續)在上面轉動翻轉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主人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從屬(他們)同一者。

路 1:17 kai. auvto.j proeleu,setai evnw,pion auvtou/ evn pneu,mati kai. duna,mei VHli,ou( evpistre,yai kardi,aj pate,rwn
evpi. te,kna kai. avpeiqei/j evn fronh,sei dikai,wn( et̀oima,sai kuri,w| lao.n kateskeuasme,nonÅ
And he shall go before him in the spirit and power of Elias, to turn the hearts of the fathers to the children, and
the disobedient to the wisdom of the just; to make ready a people prepared for the Lord.
他必有以利亞的心志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為父的心轉向兒女，叫悖逆的人轉從義人的智慧；又為主預備合用

的百姓。

並且 (他)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到來前往在前面 在面前地 從屬(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它)靈/風 並且

在對(她)能力權能 從屬(他)以利亞 那時(也是)要去在上面轉動翻轉 到於(她們)內心 從屬(他們)父親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們)孩子 並且 到於(他們)頑固不信的 在內 在對(她)感受體察 從屬(他們)具公平正義的，

那時(也是)要去使成妥切齊備 在對(他)主人 到於(他)人民百姓 到於(他)現在已經被預備妥當了的。

路 1:18 Kai. ei=pen Zacari,aj pro.j to.n a;ggelon( Kata. ti, gnw,somai tou/toÈ evgw. ga,r eivmi presbu,thj kai. h` gunh,
mou probebhkui/a evn tai/j hm̀e,raij auvth/jÅ
And Zacharias said unto the angel, Whereby shall I know this? for I am an old man, and my wife well stricken in
years.
撒迦利亞對天使說：我憑著甚麼可知道這事呢；我已經老了，我的妻子也年紀老邁了。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撒迦利亞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使者，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我將要(持續)讓自己認識知道 到於(它)那同一者？ 我 因為 我現在持續是 (他)老年人， 並且

(她)那 (她)女人 從屬我 (她)現在已經向前行了的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日子/白日 從屬(她)同一者。

路 1:19 kai. avpokriqei.j ò a;ggeloj ei=pen auvtw/|( VEgw, eivmi Gabrih.l ò paresthkw.j evnw,pion tou/ qeou/ kai.
avpesta,lhn lalh/sai pro.j se. kai. euvaggeli,sasqai, soi tau/ta\
And the angel answering said unto him, I am Gabriel, that stand in the presence of God; and am sent to speak
unto thee, and to shew thee these glad tidings.
天使回答說：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奉差而來，對你說話，將這好信息報給你。

並且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那 (他)使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我

我現在持續是 (他)加百列 (他)那 (他)現在已經立定站住在旁邊了的 在面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我那時(也是)被分派差遣 那時(也是)要去發言講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傳福音佳訊

在對你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路 1:20 kai. ivdou. e;sh| siwpw/n kai. mh. duna,menoj lalh/sai a;cri h-j h̀me,raj ge,nhtai tau/ta( avnqV w-n ouvk
evpi,steusaj toi/j lo,goij mou( oi[tinej plhrwqh,sontai eivj to.n kairo.n auvtw/nÅ
And, behold, thou shalt be dumb, and not able to speak, until the day that these things shall be performed,
because thou believest not my words, which shall be fulfilled in their season.
到了時候，這話必然應驗；只因你不信，你必啞吧不能說話，直到這事成就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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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你將要(持續)是 (他)現正持續為啞口寂靜了的 並且 不會/不要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發言講說， 直至達到 從屬(她)這個 從屬(她)日子/白日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生發成為 (它們)那同一者， 相對對應 從屬(它們)這些個 不是/不 你那時(也是)置信信託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我， (他們)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被促使成充滿添足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場合時節 從屬(他們)同一者。

路 1:21 Kai. h=n ò lao.j prosdokw/n to.n Zacari,an kai. evqau,mazon evn tw/| croni,zein evn tw/| naw/| auvto,nÅ
And the people waited for Zacharias, and marvelled that he tarried so long in the temple.
百姓等候撒迦利亞，詫異他許久在殿裏。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那 (他)人民百姓 (他)現正持續預期等待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撒迦利亞，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希奇 在內 在對(它)那 現要去持續耽擱遲延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殿宇 到於(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那 (他)人民百姓 (他)現正持續預期等待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撒迦利亞，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希奇 在內 在對(它)那 現要去持續耽擱遲延 到於(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殿宇。

路 1:22 evxelqw.n de. ouvk evdu,nato lalh/sai auvtoi/j( kai. evpe,gnwsan o[ti ovptasi,an èw,raken evn tw/| naw/|\ kai. auvto.j
h=n dianeu,wn auvtoi/j kai. die,menen kwfo,jÅ
And when he came out, he could not speak unto them: and they perceived that he had seen a vision in the
temple: for he beckoned unto them, and remained speechless.
及至他出來，不能和他們說話；他們就知道他在殿裏見了異象；因為他直向他們打手式，竟成了啞吧。

(他)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然而也 不是/不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那時(也是)要去發言講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清楚認識知道 是這樣 到於(她)顯現異象 他/她/它現在已經看見清楚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殿宇； 並且 (他)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現正持續經由點頭示意了的

在對(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停留持守不變 (他)聽講遲鈍的。

路 1:23 kai. evge,neto ẁj evplh,sqhsan aì hm̀e,rai th/j leitourgi,aj auvtou/( avph/lqen eivj to.n oi=kon auvtou/Å
And it came to pass, that, as soon as the days of his ministration were accomplished, he departed to his own
house.
他供職的日子已滿，就回家去了。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正如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充滿添足 (她們)那些 (她們)日子/白日

從屬(她)那 從屬(她)公職服務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住處家室 從屬(他)同一者。

路 1:24 Meta. de. tau,taj ta.j hm̀e,raj sune,laben VElisa,bet h` gunh. auvtou/ kai. perie,kruben èauth.n mh/naj pe,nte
le,gousa
And after those days his wife Elisabeth conceived, and hid herself five months, saying,
這些日子以後，他的妻子以利沙伯懷了孕，就隱藏了五個月，

<轉換其中>隨到後 然而也 到於(她們)那同一者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他/她/它那時(也是)共同拿取/懷有/相持互助 (她)以利沙伯 (她)那 (她)女人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四圍隱藏遮掩 到於(她)同一者自己 到於(他們)月 到於(他們)五個 (她)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路 1:25 o[ti Ou[twj moi pepoi,hken ku,rioj evn hm̀e,raij ai-j evpei/den avfelei/n o;neido,j mou evn avnqrw,poijÅ
Thus hath the Lord dealt with me in the days wherein he looked on me, to take away my reproach among men.
說：主在眷顧我的日子，這樣看待我，要把我在人間的羞恥除掉。

是這樣 那同一樣式地 在對我 他/她/它現在已經行出作成 (他)主人 在內 在對(她們)日子/白日 在對(她們)這些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看顧鑒察， 那時(也是)要去分離去除 到於(它)醜名譴責 從屬我 在內 在對(他們)人。
[經文變異RT]

是這樣 那同一樣式地 在對我 他/她/它現在已經行出作成 (他)那 (他)主人 在內 在對(她們)日子/白日

在對(她們)這些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看顧鑒察， 那時(也是)要去分離去除 到於(它)那 到於(它)醜名譴責 從屬我 在內

在對(他們)人。

路 1:26 VEn de. tw/| mhni. tw/| e[ktw| avpesta,lh ò a;ggeloj Gabrih.l avpo. tou/ qeou/ eivj po,lin th/j Galilai,aj h-| o;noma
Nazare.q
And in the sixth month the angel Gabriel was sent from God unto a city of Galilee, named Nazareth,
到了第六個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這城名叫拿撒勒；

在內 然而也 在對(他)那 在對(他)月 在對(他)那 在對(他)第六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分派差遣 (他)那 (他)使者

(他)加百列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向內進入 到於(她)城邑 從屬(她)那 從屬(她)加利利， 在對(她)這個

(它)名字 (她)拿撒勒，
[經文變異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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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內 然而也 在對(他)那 在對(他)月 在對(他)那 在對(他)第六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分派差遣 (他)那 (他)使者

(他)加百列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向內進入 到於(她)城邑 從屬(她)那 從屬(她)加利利， 在對(她)這個

(它)名字 (她)拿撒勒，

路 1:27 pro.j parqe,non evmnhsteume,nhn avndri. w-| o;noma VIwsh.f evx oi;kou Daui.d kai. to. o;noma th/j parqe,nou
Maria,mÅ
To a virgin espoused to a man whose name was Joseph, of the house of David; and the virgin's name was
Mary.
到一個童女那裏，是已經許配大衛家的一個人，名叫約瑟，童女的名字叫馬利亞。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童身處女 到於(她)現在已經被許配了的 在對(他)男人/丈夫 在對(他)這個 (它)名字 (他)約瑟

向外出來 從屬(他)住處家室 從屬(他)大衛； 並且 (它)那 (它)名字 從屬(她)那 從屬(她)童身處女 (她)馬利亞。

路 1:28 kai. eivselqw.n pro.j auvth.n ei=pen( Cai/re( kecaritwme,nh( ò ku,rioj meta. sou/Å
And the angel came in unto her, and said, Hail, thou that art highly favoured, the Lord is with thee: blessed art
thou among women.
天使進去，對他說：蒙大恩的女子，我問你安，主和你同在了。

並且 (他)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了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你現在就要持續歡喜安樂， (她)現在已經被促使有恩典惠意了的
註1； (他)那 (他)主人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你。

註1：“(她)現在已經被促使有恩典惠意了的”文法上亦可以為“阿,(她)現在已經被促使有恩典惠意了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了的 (他)那 (他)使者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你現在就要持續歡喜安樂， (她)現在已經被促使有恩典惠意了的； (他)那 (他)主人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你； (她)現在已經被祝福稱讚了的 你 在內 在對(她們)女人。

路 1:29 h` de. evpi. tw/| lo,gw| dietara,cqh kai. dielogi,zeto potapo.j ei;h ò avspasmo.j ou-tojÅ
And when she saw him, she was troubled at his saying, and cast in her mind what manner of salutation this
should be.
馬利亞因這話就很驚慌，又反復思想這樣問安是甚麼意思。

(她)那 然而也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那 在對(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徹底地攪動擾亂，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思量議論 (他)何等樣式的 他/她/它現在可以持續是 (他)那 (他)擁抱問安 (他)那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她)那 然而也 (她)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徹底地攪動擾亂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那

在對(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思量議論 (他)何等樣式的

他/她/它現在可以持續是 (他)那 (他)擁抱問安 (他)那同一者。

路 1:30 kai. ei=pen ò a;ggeloj auvth/|( Mh. fobou/( Maria,m( eu-rej ga.r ca,rin para. tw/| qew/|Å
And the angel said unto her, Fear not, Mary: for thou hast found favour with God.
天使對他說：馬利亞，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經蒙恩了。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那 (他)使者 在對(她)同一者， 不會/不要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成驚恐畏懼， 阿,(她)馬利亞； 你那時(也是)找到尋見 因為 到於(她)恩典惠意

<在旁邊>在旁邊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路 1:31 kai. ivdou. sullh,myh| evn gastri. kai. te,xh| uiò.n kai. kale,seij to. o;noma auvtou/ VIhsou/nÅ
And, behold, thou shalt conceive in thy womb, and bring forth a son, and shalt call his name JESUS.
你要懷孕生子，可以給他起名叫耶穌。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你將要(持續)讓自己共同拿取/懷有/相持互助 在內 在對(她)肚腹， 並且

你將要(持續)讓自己生產帶出 到於(他)兒子， 並且 你將要(持續)促請召喚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名字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他)耶穌。

路 1:32 ou-toj e;stai me,gaj kai. uìo.j ùyi,stou klhqh,setai kai. dw,sei auvtw/| ku,rioj ò qeo.j to.n qro,non Daui.d tou/
patro.j auvtou/(
He shall be great, and shall be called the Son of the Highest: and the Lord God shall give unto him the throne of
his father David:
他要為大，稱為至高者的兒子；主神要把他祖大衛的位給他；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他)極大的， 並且 (他)兒子 從屬(他)至高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促請召喚；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給與 在對(他)同一者 (他)主人 (他)那 (他)神 到於(他)那 到於(他)寶座 從屬(他)大衛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從屬(他)同一者；

路 1:33 kai. basileu,sei evpi. to.n oi=kon VIakw.b eivj tou.j aivw/naj kai. th/j basilei,aj auvtou/ ouvk e;stai te,lojÅ
And he shall reign over the house of Jacob for ever; and of his kingdom there shall be no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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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要作雅各家的王，直到永遠；他的國也沒有窮盡。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作君王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那 到於(他)住處家室 從屬(他)雅各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世紀時代； 並且 從屬(她)那 從屬(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同一者 不是/不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它)終結/貨物或旅行之終結稅。

路 1:34 ei=pen de. Maria.m pro.j to.n a;ggelon( Pw/j e;stai tou/to( evpei. a;ndra ouv ginw,skwÈ
Then said Mary unto the angel, How shall this be, seeing I know not a man?
馬利亞對天使說：我沒有出嫁，怎麼有這事呢。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她)馬利亞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使者， 怎樣如何地呢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它)那同一者， 在其上 到於(他)男人/丈夫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認識知道？

路 1:35 kai. avpokriqei.j ò a;ggeloj ei=pen auvth/|( Pneu/ma a[gion evpeleu,setai evpi. se. kai. du,namij ùyi,stou
evpiskia,sei soi\ dio. kai. to. gennw,menon a[gion klhqh,setai uìo.j qeou/Å
And the angel answered and said unto her, The Holy Ghost shall come upon thee, and the power of the Highest
shall overshadow thee: therefore also that holy thing which shall be born of thee shall be called the Son of God.
天使回答說：聖靈要臨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蔭庇你；因此所要生的聖者，必稱為神的兒子。〔或作所要生

的必稱為聖稱為神的兒子〕

並且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那 (他)使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她)同一者， (它)靈/風

(它)聖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到來前往在上面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你， 並且 (她)能力權能 從屬(他)至高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蔭庇 在對你； 為這個緣故 並且 (它)那 (它)現正持續被生發成為族類了的 (它)聖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促請召喚 (他)兒子 從屬(他)神。
[經文變異Scrivener]

並且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那 (他)使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她)同一者， (它)靈/風

(它)聖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到來前往在上面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你， 並且 (她)能力權能 從屬(他)至高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蔭庇 在對你； 為這個緣故 並且 (它)那 (它)現正持續被生發成為族類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你

(它)聖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促請召喚 (他)兒子 從屬(他)神。

路 1:36 kai. ivdou. VElisa,bet h` suggeni,j sou kai. auvth. sunei,lhfen uìo.n evn gh,rei auvth/j kai. ou-toj mh.n e[ktoj
evsti.n auvth/| th/| kaloume,nh| stei,ra|\
And, behold, thy cousin Elisabeth, she hath also conceived a son in her old age: and this is the sixth month with
her, who was called barren.
況且你的親戚以利沙伯，在年老的時候，也懷了男胎；就是那素來稱為不生育的，現在有孕六個月了。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她)以利沙伯 (她)那 (她)女親族 從屬你， 並且 (她)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已經共同拿取/懷有/相持互助 到於(他)兒子 在內 在對(它)年老老邁 從屬(她)同一者； 並且

(他)那同一者 (他)月 (他)第六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對(她)同一者 在對(她)那 在對(她)現正持續被促請召喚了的

在對(她)僵硬不孕；
[經文變異RT]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她)以利沙伯 (她)那 (她)親族的 從屬你， 並且 (她)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已經共同拿取/懷有/相持互助 到於(他)兒子 在內 在對(它)年老老邁 從屬(她)同一者； 並且

(他)那同一者 (他)月 (他)第六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對(她)同一者 在對(她)那 在對(她)現正持續被促請召喚了的

在對(她)僵硬不孕；

路 1:37 o[ti ouvk avdunath,sei para. tou/ qeou/ pa/n rh̀/maÅ
For with God nothing shall be impossible.
因為出於神的話，沒有一句不帶能力的。

是這樣 不是/不 他/她/它將要(持續)成乃不能夠可能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它)所有每一個的

(它)所發表言說。
[經文變異RT]

是這樣 不是/不 他/她/它將要(持續)成乃不能夠可能 <在旁邊>在旁邊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它)所有每一個的

(它)所發表言說。

路 1:38 ei=pen de. Maria,m( VIdou. h` dou,lh kuri,ou\ ge,noito, moi kata. to. rh̀/ma, souÅ kai. avph/lqen avpV auvth/j ò
a;ggelojÅ
And Mary said, Behold the handmaid of the Lord; be it unto me according to thy word. And the angel departed
from her.
馬利亞說：我是主的使女，情願照你的話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離開他去了。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她)馬利亞，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她)那 (她)女奴僕 從屬(他)主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可以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對我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那 到於(它)所發表言說 從屬你。 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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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同一者 (他)那 (他)使者。

路 1:39 VAnasta/sa de. Maria.m evn tai/j hm̀e,raij tau,taij evporeu,qh eivj th.n ovreinh.n meta. spoudh/j eivj po,lin
VIou,da(
And Mary arose in those days, and went into the hill country with haste, into a city of Juda;
那時候馬利亞起身，急忙往山地裏去，來到猶大的一座城；

(她)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了的 然而也 (她)馬利亞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日子/白日 在對(她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行去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山地的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勤奮殷切 向內進入

到於(她)城邑 從屬(他)猶大地方；

路 1:40 kai. eivsh/lqen eivj to.n oi=kon Zacari,ou kai. hvspa,sato th.n VElisa,betÅ
And entered into the house of Zacharias, and saluted Elisabeth.
進了撒迦利亞的家，問以利沙伯安。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住處家室 從屬(他)撒迦利亞，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擁抱問安 到於(她)那 到於(她)以利沙伯。

路 1:41 kai. evge,neto ẁj h;kousen to.n avspasmo.n th/j Mari,aj h̀ VElisa,bet( evski,rthsen to. bre,foj evn th/| koili,a|
auvth/j( kai. evplh,sqh pneu,matoj ag̀i,ou h` VElisa,bet(
And it came to pass, that, when Elisabeth heard the salutation of Mary, the babe leaped in her womb; and
Elisabeth was filled with the Holy Ghost:
以利沙伯一聽馬利亞問安，所懷的胎就在腹裏跳動，以利沙伯且被聖靈充滿；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正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到於(他)那 到於(他)擁抱問安 從屬(她)那

從屬(她)馬利亞 (她)那 (她)以利沙伯， 他/她/它那時(也是)雀躍跳動 (它)那 (它)嬰兒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腹腔

從屬(她)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充滿添足 從屬(它)靈/風 從屬(它)聖的 (她)那 (她)以利沙伯；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正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她)那 (她)以利沙伯 到於(他)那

到於(他)擁抱問安 從屬(她)那 從屬(她)馬利亞， 他/她/它那時(也是)雀躍跳動 (它)那 (它)嬰兒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腹腔 從屬(她)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充滿添足 從屬(它)靈/風 從屬(它)聖的 (她)那

(她)以利沙伯；

路 1:42 kai. avnefw,nhsen kraugh/| mega,lh| kai. ei=pen( Euvloghme,nh su. evn gunaixi.n kai. euvloghme,noj ò karpo.j th/j
koili,aj souÅ
And she spake out with a loud voice, and said, Blessed art thou among women, and blessed is the fruit of thy
womb.
高聲喊著說：你在婦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懷的胎也是有福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上出聲叫喚 在對(她)高喊嚷叫 在對(她)極大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她)現在已經被祝福稱讚了的 你 在內 在對(她們)女人， 並且 (他)現在已經被祝福稱讚了的 (他)那 (他)果實

從屬(她)那 從屬(她)腹腔 從屬你。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上出聲叫喚 在對(她)聲音 在對(她)極大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她)現在已經被祝福稱讚了的 你 在內 在對(她們)女人， 並且 (他)現在已經被祝福稱讚了的 (他)那 (他)果實

從屬(她)那 從屬(她)腹腔 從屬你。

路 1:43 kai. po,qen moi tou/to i[na e;lqh| h̀ mh,thr tou/ kuri,ou mou pro.j evme,È
And whence is this to me, that the mother of my Lord should come to me?
我主的母到我這裏來，這是從那裏得的呢；

並且 從那裏地呢 在對我 (它)那同一者，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到來前往 (她)那 (她)母親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我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我"？
[經文變異RT]

並且 從那裏地呢 在對我 (它)那同一者，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到來前往 (她)那 (她)母親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我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我？

路 1:44 ivdou. ga.r ẁj evge,neto h` fwnh. tou/ avspasmou/ sou eivj ta. w=ta, mou( evski,rthsen evn avgallia,sei to. bre,foj
evn th/| koili,a| mouÅ
For, lo, as soon as the voice of thy salutation sounded in mine ears, the babe leaped in my womb for joy.
因為你問安的聲音，一入我耳，我腹裏的胎，就歡喜跳動。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因為， 正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她)那 (她)聲音 從屬(他)那

從屬(他)擁抱問安 從屬你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耳朵 從屬我， 他/她/它那時(也是)雀躍跳動 在內

在對(她)踴躍歡騰 (它)那 (它)嬰兒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腹腔 從屬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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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1:45 kai. makari,a h` pisteu,sasa o[ti e;stai telei,wsij toi/j lelalhme,noij auvth/| para. kuri,ouÅ
And blessed is she that believed: for there shall be a performance of those things which were told her from the
Lord.
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為主對她所說的話，都要應驗。

並且 (她)蒙至高褔的 (她)那 (她)那時(也是)置信信託了的； 是這樣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她)促使成完滿成全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現在已經被發言講說了的 在對(她)同一者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主人。
[不同標點]

並且 (她)蒙至高褔的 (她)那 (她)那時(也是)置信信託了的 是這樣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她)促使成完滿成全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現在已經被發言講說了的 在對(她)同一者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主人。

路 1:46 Kai. ei=pen Maria,m( Megalu,nei h̀ yuch, mou to.n ku,rion(
And Mary said, My soul doth magnify the Lord,
馬利亞說：我心尊主為大，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她)馬利亞， 他/她/它現在持續看重加大 (她)那 (她)生魂意念 從屬我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主人，

路 1:47 kai. hvgalli,asen to. pneu/ma, mou evpi. tw/| qew/| tw/| swth/ri, mou(
And my spirit hath rejoiced in God my Saviour.
我靈以神我的救主為樂。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踴躍歡騰 (它)那 (它)靈/風 從屬我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在對(他)那

在對(他)救主 從屬我；

路 1:48 o[ti evpe,bleyen evpi. th.n tapei,nwsin th/j dou,lhj auvtou/Å ivdou. ga.r avpo. tou/ nu/n makariou/si,n me pa/sai ai`
geneai,(
For he hath regarded the low estate of his handmaiden: for, behold, from henceforth all generations shall call
me blessed.
因為他顧念他使女的卑微；從今以後，萬代要稱我有福。

是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上面著眼觀看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促使成低微降卑 從屬(她)那

從屬(她)女奴僕 從屬(他)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因為，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那 現在此時地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稱為蒙至高褔 到於我 (她們)所有每一個的 (她們)那些 (她們)族類之世代；

路 1:49 o[ti evpoi,hse,n moi mega,la ò dunato,jÅ kai. a[gion to. o;noma auvtou/(
For he that is mighty hath done to me great things; and holy is his name.
那有權能的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為聖。

是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在對我 到於(它們)極大的 (他)那 (他)乃能夠可能的； 並且 (它)聖的 (它)那

(它)名字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是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在對我 到於(它們)偉大的 (他)那 (他)乃能夠可能的； 並且 (它)聖的 (它)那

(它)名字 從屬(他)同一者。

路 1:50 kai. to. e;leoj auvtou/ eivj genea.j kai. genea.j toi/j foboume,noij auvto,nÅ
And his mercy is on them that fear him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他憐憫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

並且 (它)那 (它)憐憫慈悲 從屬(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們)族類之世代 並且 到於(她們)族類之世代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成驚恐畏懼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它)那 (它)憐憫慈悲 從屬(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們)族類之世代 從屬(她們)族類之世代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成驚恐畏懼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路 1:51 VEpoi,hsen kra,toj evn braci,oni auvtou/( diesko,rpisen ùperhfa,nouj dianoi,a| kardi,aj auvtw/n\
He hath shewed strength with his arm; he hath scattered the proud in the imagination of their hearts.
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裏妄想，就被他趕散了。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到於(它)魄力權勢 在內 在對(他)膀臂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徹底地驅離分散 到於(他們)驕傲誇顯的 在對(她)悟性心思 從屬(她)內心 從屬(他們)同一者；

路 1:52 kaqei/len duna,staj avpo. qro,nwn kai. u[ywsen tapeinou,j(
He hath put down the mighty from their seats, and exalted them of low degree.
他叫有權柄的失位，叫卑賤的升高；

他/她/它那時(也是)拆開卸下 到於(他們)當權有能者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寶座，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升高

到於(他們)低微降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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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1:53 peinw/ntaj evne,plhsen avgaqw/n kai. ploutou/ntaj evxape,steilen kenou,jÅ
He hath filled the hungry with good things; and the rich he hath sent empty away.
叫飢餓的得飽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有飢餓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致使填飽滿足 從屬(它們)良善的， 並且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成豐滿富足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分派差遣 到於(他們)虛空無有的。

路 1:54 avntela,beto VIsrah.l paido.j auvtou/( mnhsqh/nai evle,ouj(
He hath holpen his servant Israel, in remembrance of his mercy;
他扶助了他的僕人以色列，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扶助幫扶 從屬(他)以色列 從屬(他)孩童/下屬 從屬(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被提醒記得

從屬(它)憐憫慈悲，

路 1:55 kaqw.j evla,lhsen pro.j tou.j pate,raj h̀mw/n( tw/| VAbraa.m kai. tw/| spe,rmati auvtou/ eivj to.n aivw/naÅ
As he spake to our fathers, to Abraham, and to his seed for ever.
為要記念亞伯拉罕和他的後裔，施憐憫，直到永遠，正如從前對我們列祖所說的話。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言講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父親 從屬我們， 在對(他)那

在對(他)亞伯拉罕 並且 在對(它)那 在對(它)種裔 從屬(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世紀時代。

路 1:56 :Emeinen de. Maria.m su.n auvth/| ẁj mh/naj trei/j( kai. ùpe,streyen eivj to.n oi=kon auvth/jÅ
And Mary abode with her about three months, and returned to her own house.
馬利亞和以利沙伯同住，約有三個月，就回家去了。

他/她/它那時(也是)停留持守 然而也 (她)馬利亞 共同一起 在對(她)同一者 正如地 到於(他們)月 到於(他們)三個，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翻轉轉回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住處家室 從屬(她)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停留持守 然而也 (她)馬利亞 共同一起 在對(她)同一者 正如好像地 到於(他們)月

到於(他們)三個，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翻轉轉回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住處家室 從屬(她)同一者。

路 1:57 Th/| de. VElisa,bet evplh,sqh ò cro,noj tou/ tekei/n auvth.n kai. evge,nnhsen uiò,nÅ
Now Elisabeth's full time came that she should be delivered; and she brought forth a son.
以利沙伯的產期到了，就生了一個兒子。

在對(她)那 然而也 在對(她)以利沙伯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充滿添足 (他)那 (他)時段期間 從屬(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生產帶出 到於(她)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生發成為族類 到於(他)兒子。

路 1:58 kai. h;kousan oì peri,oikoi kai. oì suggenei/j auvth/j o[ti evmega,lunen ku,rioj to. e;leoj auvtou/ metV auvth/j
kai. sune,cairon auvth/|Å
And her neighbours and her cousins heard how the Lord had shewed great mercy upon her; and they rejoiced
with her.
鄰里親族，聽見主向他大施憐憫，就和他一同歡樂。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他們)那些 (他們)鄰里的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親族的 從屬(她)同一者 是這樣

他/她/它當時持續看重加大註1
(他)主人 到於(它)那 到於(它)憐憫慈悲 從屬(他)同一者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共同歡喜安樂 在對(她)同一者。

註1：“他/她/它當時持續看重加大”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那時(也是)看重加大”。

路 1:59 Kai. evge,neto evn th/| hm̀e,ra| th/| ovgdo,h| h=lqon peritemei/n to. paidi,on kai. evka,loun auvto. evpi. tw/| ovno,mati tou/
patro.j auvtou/ Zacari,anÅ
And it came to pass, that on the eighth day they came to circumcise the child; and they called him Zacharias,
after the name of his father.
到了第八日，他們來要給孩子行割禮；並要照他父親的名字，叫他撒迦利亞。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日子/白日 在對(她)那 在對(她)第八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那時(也是)要去行割禮 到於(它)那 到於(它)小孩童；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促請召喚

到於(它)同一者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它)那 在對(它)名字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他)撒迦利亞。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第八的 在對(她)日子/白日，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那時(也是)要去行割禮 到於(它)那 到於(它)小孩童；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促請召喚

到於(它)同一者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它)那 在對(它)名字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他)撒迦利亞。

路 1:60 kai. avpokriqei/sa h` mh,thr auvtou/ ei=pen( Ouvci,( avlla. klhqh,setai VIwa,nnhjÅ
And his mother answered and said, Not so; but he shall be called Jo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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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母親說：不可；要叫他約翰。

並且 (她)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她)那 (她)母親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真不是；

但乃是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促請召喚 (他)約翰。

路 1:61 kai. ei=pan pro.j auvth.n o[ti Ouvdei,j evstin evk th/j suggenei,aj sou o]j kalei/tai tw/| ovno,mati tou,tw|Å
And they said unto her, There is none of thy kindred that is called by this name.
他們說：你親族中沒有叫這名字的。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同一者， 是這樣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親屬 從屬你 (他)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促請召喚 在對(它)那

在對(它)名字 在對(它)那同一者。

路 1:62 evne,neuon de. tw/| patri. auvtou/ to. ti, a'n qe,loi kalei/sqai auvto,Å
And they made signs to his father, how he would have him called.
他們就向他父親打手式，問他要叫這孩子甚麼名字。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在內點頭示意 然而也 在對(他)那 在對(他)父親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它)那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但凡 他/她/它現在可以持續定意 現要去持續被促請召喚 到於(它)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在內點頭示意 然而也 在對(他)那 在對(他)父親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它)那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但凡 他/她/它現在可以持續定意 現要去持續被促請召喚 到於(他)同一者。

路 1:63 kai. aivth,saj pinaki,dion e;grayen le,gwn( VIwa,nnhj evsti.n o;noma auvtou/Å kai. evqau,masan pa,ntejÅ
And he asked for a writing table, and wrote, saying, His name is John. And they marvelled all.
他要了一塊寫字的板，就寫上說，他的名字是約翰。他們便都希奇。

並且 (他)那時(也是)索問要求了的 到於(它)寫字版 他/她/它那時(也是)刻寫記載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他)約翰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名字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希奇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索問要求了的 到於(它)寫字版 他/她/它那時(也是)刻寫記載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他)約翰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那 (它)名字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希奇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路 1:64 avnew,|cqh de. to. sto,ma auvtou/ paracrh/ma kai. h` glw/ssa auvtou/( kai. evla,lei euvlogw/n to.n qeo,nÅ
And his mouth was opened immediately, and his tongue loosed, and he spake, and praised God.
撒迦利亞的口立時開了，舌頭也舒展了，就說出話來，稱頌神。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向上開啟打開 然而也 (它)那 (它)口/嘴 從屬(他)同一者 當場立即地 並且 (她)那 (她)舌頭/語言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發言講說 (他)現正持續祝福稱讚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路 1:65 kai. evge,neto evpi. pa,ntaj fo,boj tou.j perioikou/ntaj auvtou,j( kai. evn o[lh| th/| ovreinh/| th/j VIoudai,aj
dielalei/to pa,nta ta. rh̀,mata tau/ta(
And fear came on all that dwelt round about them: and all these sayings were noised abroad throughout all the
hill country of Judaea.
周圍居住的人都懼怕，這一切的事就傳遍了猶太的山地。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畏懼害怕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住在周圍了的 到於(他們)同一者； 並且 在內 在對(她)整個全部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山地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猶太地方 他/她/它當時持續被互相間發言講說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它們)那些 (它們)所發表言說

(它們)那同一者；

路 1:66 kai. e;qento pa,ntej oi` avkou,santej evn th/| kardi,a| auvtw/n le,gontej( Ti, a;ra to. paidi,on tou/to e;staiÈ kai.
ga.r cei.r kuri,ou h=n metV auvtou/Å
And all they that heard them laid them up in their hearts, saying, What manner of child shall this be! And the
hand of the Lord was with him.
凡聽見的人，都將這事放在心裏，說：這個孩子，將來怎麼樣呢；因為有主與他同在。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置放擺設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那些 (他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內心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它)任何什麼呢 果然如此 (它)那 (它)小孩童

(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並且 因為 (她)手 從屬(他)主人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置放擺設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那些 (他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內心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它)任何什麼呢 果然如此 (它)那 (它)小孩童

(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並且 (她)手 從屬(他)主人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同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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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1:67 Kai. Zacari,aj ò path.r auvtou/ evplh,sqh pneu,matoj àgi,ou kai. evprofh,teusen le,gwn(
And his father Zacharias was filled with the Holy Ghost, and prophesied, saying,
他父親撒迦利亞，被聖靈充滿了，就預言說：

並且 (他)撒迦利亞 (他)那 (他)父親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充滿添足 從屬(它)靈/風 從屬(它)聖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在前面宣稱傳講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路 1:68 Euvloghto.j ku,rioj ò qeo.j tou/ VIsrah,l( o[ti evpeske,yato kai. evpoi,hsen lu,trwsin tw/| law/| auvtou/(
Blessed be the Lord God of Israel; for he hath visited and redeemed his people,
主以色列的神，是應當稱頌的；因他眷顧他的百姓，為他們施行救贖；

(他)可祝福稱讚的 (他)主人 (他)那 (他)神 從屬(他)那 從屬(他)以色列； 是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視察眷顧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到於(她)救贖 在對(他)那 在對(他)人民百姓 從屬(他)同一者，

路 1:69 kai. h;geiren ke,raj swthri,aj hm̀i/n evn oi;kw| Daui.d paido.j auvtou/(
And hath raised up an horn of salvation for us in the house of his servant David;
在他僕人大衛家中，為我們興起了拯救的角，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喚醒起來 到於(它)角 從屬(她)拯救 在對我們 在內 在對(他)住處家室 從屬(他)大衛

從屬(他)孩童/下屬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喚醒起來 到於(它)角 從屬(她)拯救 在對我們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住處家室 從屬(他)大衛

從屬(他)那 從屬(他)孩童/下屬 從屬(他)同一者，

路 1:70 kaqw.j evla,lhsen dia. sto,matoj tw/n ag̀i,wn avpV aivw/noj profhtw/n auvtou/(
As he spake by the mouth of his holy prophets, which have been since the world began:
（正如主藉著從創世以來，聖先知的口所說的話。）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言講說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口/嘴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聖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世紀時代 從屬(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言講說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口/嘴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聖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世紀時代 從屬(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從屬(他)同一者，

路 1:71 swthri,an evx evcqrw/n hm̀w/n kai. evk ceiro.j pa,ntwn tw/n misou,ntwn h̀ma/j(
That we should be saved from our enemies, and from the hand of all that hate us;
拯救我們脫離仇敵，和一切恨我們之人的手；

到於(她)拯救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仇視敵對的 從屬我們 並且 向外出來 從屬(她)手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恨惡了的 到於我們；

路 1:72 poih/sai e;leoj meta. tw/n pate,rwn h̀mw/n kai. mnhsqh/nai diaqh,khj àgi,aj auvtou/(
To perform the mercy promised to our fathers, and to remember his holy covenant;
向我們列祖施憐憫，記念他的聖約；

那時(也是)要去行出作成 到於(它)憐憫慈悲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父親 從屬我們，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被提醒記得 從屬(她)遺囑契約 從屬(她)聖的 從屬(他)同一者；

路 1:73 o[rkon o]n w;mosen pro.j VAbraa.m to.n pate,ra hm̀w/n( tou/ dou/nai h̀mi/n
The oath which he sware to our father Abraham,
就是他對我們祖宗亞伯拉罕所起的誓，

到於(他)誓言制約 到於(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起誓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亞伯拉罕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從屬我們，

路 1:74 avfo,bwj evk ceiro.j evcqrw/n rùsqe,ntaj latreu,ein auvtw/|
That he would grant unto us, that we being delivered out of the hand of our enemies might serve him without
fear,
叫我們既從仇敵手中被救出來，

從屬(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給與 在對我們， 沒有畏懼害怕地 向外出來 從屬(她)手 從屬(他們)仇視敵對的

到於(他們)那時(也是)被搭救了的 現要去持續行事奉 在對(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從屬(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給與 在對我們， 沒有畏懼害怕地 向外出來 從屬(她)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仇視敵對的 從屬我們 到於(他們)那時(也是)被搭救了的 現要去持續行事奉 在對(他)同一者

路 1:75 evn òsio,thti kai. dikaiosu,nh| evnw,pion auvtou/ pa,saij tai/j h̀me,raij h̀mw/nÅ
In holiness and righteousness before him, all the days of our life.
就可以終身在他面前，坦然無懼的用聖潔公義事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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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內 在對(她)聖虔純正 並且 在對(她)至義 在面前地 從屬(他)同一者 在對(她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日子/白日 從屬我們。
[經文變異RT]

在內 在對(她)聖虔純正 並且 在對(她)至義 在面前地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她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從屬(她)那 從屬(她)生命 從屬我們。

路 1:76 Kai. su. de,( paidi,on( profh,thj ùyi,stou klhqh,sh|\ proporeu,sh| ga.r evnw,pion kuri,ou ètoima,sai òdou.j
auvtou/(
And thou, child, shalt be called the prophet of the Highest: for thou shalt go before the face of the Lord to
prepare his ways;
孩子阿，你要稱為至高者的先知；因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預備他的道路；

並且 你 然而也， 阿,(它)小孩童， (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從屬(他)至高的 你將要(持續)被促請召喚；

你將要(持續)讓自己在前面行去 因為 在面前地 從屬(他)主人 那時(也是)要去使成妥切齊備 到於(她們)道路途徑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你， 阿,(它)小孩童， (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從屬(他)至高的 你將要(持續)被促請召喚；

你將要(持續)讓自己在前面行去 因為 在前面 從屬(它)前面的臉面 從屬(他)主人 那時(也是)要去使成妥切齊備

到於(她們)道路途徑 從屬(他)同一者，

路 1:77 tou/ dou/nai gnw/sin swthri,aj tw/| law/| auvtou/ evn avfe,sei am̀artiw/n auvtw/n(
To give knowledge of salvation unto his people by the remission of their sins,
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

從屬(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給與 到於(她)知識認識 從屬(她)拯救 在對(他)那 在對(他)人民百姓 從屬(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赦免釋放 從屬(她們)罪 從屬(他們)同一者，

路 1:78 dia. spla,gcna evle,ouj qeou/ hm̀w/n( evn oi-j evpiske,yetai h̀ma/j avnatolh. evx u[youj(
Through the tender mercy of our God; whereby the dayspring from on high hath visited us,
因我們神憐憫的心腸，叫清晨的日光從高天臨到我們，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們)腸腑內臟/憐慈心腸 從屬(它)憐憫慈悲 從屬(他)神 從屬我們， 在內 在對(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視察眷顧 到於我們 (她)日出之東方 向外出來 從屬(它)高度，
[經文變異RT]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們)腸腑內臟/憐慈心腸 從屬(它)憐憫慈悲 從屬(他)神 從屬我們， 在內 在對(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視察眷顧 到於我們 (她)日出之東方 向外出來 從屬(它)高度，

路 1:79 evpifa/nai toi/j evn sko,tei kai. skia/| qana,tou kaqhme,noij( tou/ kateuqu/nai tou.j po,daj hm̀w/n eivj òdo.n
eivrh,nhjÅ
To give light to them that sit in darkness and in the shadow of death, to guide our feet into the way of peace.
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蔭裏的人；把我們的腳引到平安的路上。

那時(也是)要去在上面促為照亮顯明 在對(他們)那些 在內 在對(它)黑暗 並且 在對(她)蔭影 從屬(他)死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從屬(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修直導引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腳 從屬我們

向內進入 到於(她)道路途徑 從屬(她)和平安寧。

路 1:80 To. de. paidi,on hu;xanen kai. evkrataiou/to pneu,mati( kai. h=n evn tai/j evrh,moij e[wj h̀me,raj avnadei,xewj
auvtou/ pro.j to.n VIsrah,lÅ
And the child grew, and waxed strong in spirit, and was in the deserts till the day of his shewing unto Israel.
那孩子漸漸長大，心靈強健，住在曠野，直到他顯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

(它)那 然而也 (它)小孩童 他/她/它當時持續成長變大，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被促使成具魄力權勢 在對(它)靈/風，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孤獨荒涼的 一直直到 從屬(她)日子/白日

從屬(她)向上顯示展現 從屬(他)同一者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以色列。

路 2:1 VEge,neto de. evn tai/j hm̀e,raij evkei,naij evxh/lqen do,gma para. Kai,saroj Auvgou,stou avpogra,fesqai pa/san
th.n oivkoume,nhnÅ
And it came to pass in those days, that there went out a decree from Caesar Augustus, that all the world should
be taxed.
當那些日子，該撒亞古士督有旨意下來，叫天下人民都報名上冊。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然而也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日子/白日 在對(她們)在那裏的那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它)教條律例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該撒 從屬(他)亞古士督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報名上冊 到於(她)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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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2:2 au[th avpografh. prw,th evge,neto hg̀emoneu,ontoj th/j Suri,aj Kurhni,ouÅ
(And this taxing was first made when Cyrenius was governor of Syria.)
這是居里扭作敘利亞巡撫的時候，頭一次行報名上冊的事。

(她)那同一者 (她)報名註冊 (她)首先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從屬(他)現正持續行領導治理了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敘利亞 從屬(他)居里扭。
[經文變異RT]

(她)那同一者 (她)那 (她)報名註冊 (她)首先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從屬(他)現正持續行領導治理了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敘利亞 從屬(他)居里扭。

路 2:3 kai. evporeu,onto pa,ntej avpogra,fesqai( e[kastoj eivj th.n èautou/ po,linÅ
And all went to be taxed, every one into his own city.
眾人各歸各城，報名上冊。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報名上冊， (他)各個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從屬(他)同一者自己 到於(她)城邑。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報名上冊， (他)各個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私人個別的 到於(她)城邑。

路 2:4 VAne,bh de. kai. VIwsh.f avpo. th/j Galilai,aj evk po,lewj Nazare.q eivj th.n VIoudai,an eivj po,lin Daui.d h[tij
kalei/tai Bhqle,em( dia. to. ei=nai auvto.n evx oi;kou kai. patria/j Daui,d(
And Joseph also went up from Galilee, out of the city of Nazareth, into Judaea, unto the city of David, which is
called Bethlehem; (because he was of the house and lineage of David:)
約瑟也從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猶太去，到了大衛的城，名叫伯利恆，因他本是大衛一族一家的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上行 然而也 並且 (他)約瑟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加利利 向外出來 從屬(她)城邑

從屬(她)拿撒勒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猶太地方 向內進入 到於(她)城邑 從屬(他)大衛， (她)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促請召喚 (她)伯利恆，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 現要去持續是 到於(他)同一者 向外出來

從屬(他)住處家室 並且 從屬(她)父系家族 從屬(他)大衛；

路 2:5 avpogra,yasqai su.n Maria.m th/| evmnhsteume,nh| auvtw/|( ou;sh| evgku,w|Å
To be taxed with Mary his espoused wife, being great with child.
要和他所聘之妻馬利亞，一同報名上冊；那時馬利亞的身孕已經重了。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報名上冊 共同一起 在對(她)馬利亞 在對(她)那 在對(她)現在已經被許配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在對(她)現正持續是了的 在對(她)在內懷孕的。
[經文變異RT]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報名上冊 共同一起 在對(她)馬利亞 在對(她)那 在對(她)現在已經被許配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在對(她)女人， 在對(她)現正持續是了的 在對(她)在內懷孕的。

路 2:6 evge,neto de. evn tw/| ei=nai auvtou.j evkei/ evplh,sqhsan aì hm̀e,rai tou/ tekei/n auvth,n(
And so it was, that, while they were there, the days were accomplished that she should be delivered.
他們在那裏的時候，馬利亞的產期到了。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然而也 在內 在對(它)那 現要去持續是 到於(他們)同一者 在那裏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充滿添足 (她們)那些 (她們)日子/白日 從屬(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生產帶出 到於(她)同一者；

路 2:7 kai. e;teken to.n uìo.n auvth/j to.n prwto,tokon( kai. evsparga,nwsen auvto.n kai. avne,klinen auvto.n evn fa,tnh|(
dio,ti ouvk h=n auvtoi/j to,poj evn tw/| katalu,matiÅ
And she brought forth her firstborn son, and wrapped him in swaddling clothes, and laid him in a manger;
because there was no room for them in the inn.
就生了頭胎的兒子，用布包起來，放在馬槽裏，因為客店裏沒有地方。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生產帶出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從屬(她)同一者 到於(他)那 到於(他)頭生長子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纏裹襁褓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使斜靠後臥註1
到於(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馬槽； 為是這樣之緣故 不是/不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地點處所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客店。

註1：“他/她/它那時(也是)使斜靠後臥”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當時持續使斜靠後臥”。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生產帶出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從屬(她)同一者 到於(他)那 到於(他)頭生長子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纏裹襁褓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使斜靠後臥 到於(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馬槽； 為是這樣之緣故 不是/不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地點處所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客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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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2:8 Kai. poime,nej h=san evn th/| cw,ra| th/| auvth/| avgraulou/ntej kai. fula,ssontej fulaka.j th/j nukto.j evpi. th.n
poi,mnhn auvtw/nÅ
And there were in the same country shepherds abiding in the field, keeping watch over their flock by night.
在伯利恆之野地裏有牧羊的人，夜間按著更次看守羊群。

並且 (他們)牧養者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地域 在對(她)那 在對(她)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作露宿田野之人了的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看管守護了的 到於(她們)夜更/監獄 從屬(她)那 從屬(她)夜晚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牧群 從屬(他們)同一者。

路 2:9 kai. a;ggeloj kuri,ou evpe,sth auvtoi/j kai. do,xa kuri,ou perie,lamyen auvtou,j( kai. evfobh,qhsan fo,bon me,ganÅ
And, lo, the angel of the Lord came upon them, and the glory of the Lord shone round about them: and they
were sore afraid.
有主的使者站在他們旁邊，主的榮光四面照著他們；牧羊的人就甚懼怕。

並且 (他)使者 從屬(他)主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立定站住在上面 在對(他們)同一者， 並且 (她)榮耀 從屬(他)主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周圍發光照耀 到於(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成驚恐畏懼 到於(他)畏懼害怕

到於(他)極大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使者 從屬(他)主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立定站住在上面 在對(他們)同一者，

並且 (她)榮耀 從屬(他)主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周圍發光照耀 到於(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成驚恐畏懼 到於(他)畏懼害怕 到於(他)極大的。

路 2:10 kai. ei=pen auvtoi/j ò a;ggeloj( Mh. fobei/sqe( ivdou. ga.r euvaggeli,zomai ùmi/n cara.n mega,lhn h[tij e;stai
panti. tw/| law/|(
And the angel said unto them, Fear not: for, behold, I bring you good tidings of great joy, which shall be to all
people.
那天使對他們說：不要懼怕，我報給你們大喜的信息，是關乎萬民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使者，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成驚恐畏懼；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因為，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傳福音佳訊

在對你們 到於(她)歡喜快樂 到於(她)極大的， (她)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在對(他)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人民百姓；

路 2:11 o[ti evte,cqh ùmi/n sh,meron swth.r o[j evstin Cristo.j ku,rioj evn po,lei Daui,dÅ
For unto you is born this day in the city of David a Saviour, which is Christ the Lord.
因今天在大衛的城裏，為你們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

是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產帶出 在對你們 今日地 (他)救主， (他)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基督

(他)主人， 在內 在對(她)城邑 從屬(他)大衛。

路 2:12 kai. tou/to ùmi/n to. shmei/on( eùrh,sete bre,foj evsparganwme,non kai. kei,menon evn fa,tnh|Å
And this shall be a sign unto you; Ye shall find the babe wrapped in swaddling clothes, lying in a manger.
你們要看見一個嬰孩，包著布，臥在馬槽裏，那就是記號了。

並且 (它)那同一者 在對你們 (它)那 (它)識別之表記徵兆： 你們將要(持續)找到尋見 到於(它)嬰兒

到於(它)現在已經被纏裹襁褓了的 並且 到於(它)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安置了的 在內 在對(她)馬槽。
[經文變異RT]

並且 (它)那同一者 在對你們 (它)那 (它)識別之表記徵兆： 你們將要(持續)找到尋見 到於(它)嬰兒

到於(它)現在已經被纏裹襁褓了的， 到於(它)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安置了的 在內 在對(她)馬槽。
[經文變異WH]

並且 (它)那同一者 在對你們 (它)識別之表記徵兆： 你們將要(持續)找到尋見 到於(它)嬰兒

到於(它)現在已經被纏裹襁褓了的 並且 到於(它)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安置了的 在內 在對(她)馬槽。

路 2:13 kai. evxai,fnhj evge,neto su.n tw/| avgge,lw| plh/qoj stratia/j ouvrani,ou aivnou,ntwn to.n qeo.n kai. lego,ntwn(
And suddenly there was with the angel a multitude of the heavenly host praising God, and saying,
忽然有一大隊天兵，同那天使讚美神說：

並且 忽然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共同一起 在對(他)那 在對(他)使者 (它)聚滿大群 從屬(她)大軍

從屬(她)在天的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頌揚讚美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並且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路 2:14 Do,xa evn ùyi,stoij qew/| kai. evpi. gh/j eivrh,nh evn avnqrw,poij euvdoki,ajÅ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and on earth peace, good will toward men.
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神，在地上平安歸與他所喜悅的人。〔有古卷作喜悅歸與人〕

(她)榮耀 在內 在對(它們)至高的 在對(他)神， 並且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地土/地 (她)和平安寧 在內

在對(他們)人 從屬(她)認可歡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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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標點]

(她)榮耀 在內 在對(它們)至高的 在對(他)神 並且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地土/地， (她)和平安寧 在內

在對(他們)人 從屬(她)認可歡愉。
[經文變異RT]

(她)榮耀 在內 在對(它們)至高的 在對(他)神， 並且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地土/地 (她)和平安寧 在內

在對(他們)人 (她)認可歡愉。

路 2:15 Kai. evge,neto wj̀ avph/lqon avpV auvtw/n eivj to.n ouvrano.n oi` a;ggeloi( oì poime,nej evla,loun pro.j avllh,louj(
Die,lqwmen dh. e[wj Bhqle,em kai. i;dwmen to. rh̀/ma tou/to to. gegono.j o] ò ku,rioj evgnw,risen hm̀i/nÅ
And it came to pass, as the angels were gone away from them into heaven, the shepherds said one to another,
Let us now go even unto Bethlehem, and see this thing which is come to pass, which the Lord hath made known
unto us.
眾天使離開他們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說：我們往伯利恆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們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正如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天空/天 (他們)那些 (他們)使者， (他們)那些 (他們)牧養者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發言講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彼此，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橫過穿越 必然如此 一直直到

從屬(她)伯利恆， 並且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看見察覺 到於(它)那 到於(它)所發表言說 到於(它)那同一者 到於(它)那

到於(它)現在已經生發成為了的， 到於(它)這個 (他)那 (他)主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使成認識知道 在對我們。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正如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天空/天 (他們)那些 (他們)使者，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人

(他們)那些 (他們)牧養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彼此，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橫過穿越 必然如此 一直直到 從屬(她)伯利恆， 並且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看見察覺 到於(它)那

到於(它)所發表言說 到於(它)那同一者 到於(它)那 到於(它)現在已經生發成為了的， 到於(它)這個 (他)那 (他)主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使成認識知道 在對我們。

路 2:16 kai. h=lqan speu,santej kai. avneu/ran th,n te Maria.m kai. to.n VIwsh.f kai. to. bre,foj kei,menon evn th/|
fa,tnh|\
And they came with haste, and found Mary, and Joseph, and the babe lying in a manger.
他們急忙去了，就尋見馬利亞和約瑟，又有那嬰孩臥在馬槽裏。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他們)那時(也是)趕緊急切了的，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上找到尋見

到於(她)那 並/又 到於(她)馬利亞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約瑟 並且 到於(它)那 到於(它)嬰兒

到於(它)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安置了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馬槽；

路 2:17 ivdo,ntej de. evgnw,risan peri. tou/ rh̀,matoj tou/ lalhqe,ntoj auvtoi/j peri. tou/ paidi,ou tou,touÅ
And when they had seen it, they made known abroad the saying which was told them concerning this child.
既然看見，就把天使論這孩子的話傳開了。

(他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使成認識知道 <在周圍>關於 從屬(它)那

從屬(它)所發表言說 從屬(它)那 從屬(它)那時(也是)被發言講說了的 在對(他們)同一者 <在周圍>關於 從屬(它)那

從屬(它)小孩童 從屬(它)那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徹底地使成認識知道 <在周圍>關於 從屬(它)那

從屬(它)所發表言說 從屬(它)那 從屬(它)那時(也是)被發言講說了的 在對(他們)同一者 <在周圍>關於 從屬(它)那

從屬(它)小孩童 從屬(它)那同一者。

路 2:18 kai. pa,ntej oì avkou,santej evqau,masan peri. tw/n lalhqe,ntwn ùpo. tw/n poime,nwn pro.j auvtou,j\
And all they that heard it wondered at those things which were told them by the shepherds.
凡聽見的，就詫異牧羊之人對他們所說的話。

並且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那些 (他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希奇 <在周圍>關於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那時(也是)被發言講說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牧養者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路 2:19 h` de. Maria.m pa,nta suneth,rei ta. rh̀,mata tau/ta sumba,llousa evn th/| kardi,a| auvth/jÅ
But Mary kept all these things, and pondered them in her heart.
馬利亞卻把這一切的事存在心裏，反復思想。

(她)那 然而也 (她)馬利亞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完整地保存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所發表言說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她)現正持續投擲在一起了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內心

從屬(她)同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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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2:20 kai. ùpe,streyan oì poime,nej doxa,zontej kai. aivnou/ntej to.n qeo.n evpi. pa/sin oi-j h;kousan kai. ei=don
kaqw.j evlalh,qh pro.j auvtou,jÅ
And the shepherds returned, glorifying and praising God for all the things that they had heard and seen, as it
was told unto them.
牧羊的人回去了；因所聽見所看見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們所說的，就歸榮耀與神，讚美他。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翻轉轉回 (他們)那些 (他們)牧養者， (他們)現正持續歸榮耀了的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頌揚讚美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發言講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在上面轉動翻轉 (他們)那些 (他們)牧養者， (他們)現正持續歸榮耀了的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頌揚讚美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發言講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路 2:21 Kai. o[te evplh,sqhsan hm̀e,rai ovktw. tou/ peritemei/n auvto.n kai. evklh,qh to. o;noma auvtou/ VIhsou/j( to. klhqe.n
up̀o. tou/ avgge,lou pro. tou/ sullhmfqh/nai auvto.n evn th/| koili,a|Å
And when eight days were accomplished for the circumcising of the child, his name was called JESUS, which
was so named of the angel before he was conceived in the womb.
滿了八天，就給孩子行割禮，與他起名叫耶穌，這就是沒有成胎以前，天使所起的名。

並且 當這時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充滿添足 (她們)日子/白日 (她們)八個 從屬(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行割禮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促請召喚 (它)那 (它)名字 從屬(他)同一者 (他)耶穌， (它)那

(它)那時(也是)被促請召喚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那 從屬(他)使者 在前面 從屬(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被共同拿取/懷有/相持互助 到於(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腹腔。
[經文變異RT]

並且 當這時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充滿添足 (她們)日子/白日 (她們)八個 從屬(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行割禮

到於(它)那 到於(它)小孩童，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促請召喚 (它)那 (它)名字 從屬(他)同一者 (他)耶穌， (它)那

(它)那時(也是)被促請召喚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那 從屬(他)使者 在前面 從屬(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被共同拿取/懷有/相持互助 到於(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腹腔。

路 2:22 Kai. o[te evplh,sqhsan aì hm̀e,rai tou/ kaqarismou/ auvtw/n kata. to.n no,mon Mwu?se,wj( avnh,gagon auvto.n eivj
~Ieroso,luma parasth/sai tw/| kuri,w|(
And when the days of her purification according to the law of Moses were accomplished, they brought him to
Jerusalem, to present him to the Lord;
按摩西律法滿了潔淨的日子，他們帶著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獻與主；

並且 當這時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充滿添足 (她們)那些 (她們)日子/白日 從屬(他)那 從屬(他)潔淨

從屬(他們)同一者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那 到於(他)律法 從屬(他)摩西，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上帶領

到於(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路撒冷 那時(也是)要去立定站住在旁邊 在對(他)那 在對(他)主人；
[經文變異Scrivener]

並且 當這時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充滿添足 (她們)那些 (她們)日子/白日 從屬(他)那 從屬(他)潔淨 從屬(她)同一者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那 到於(他)律法 從屬(他)摩西，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上帶領 到於(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路撒冷 那時(也是)要去立定站住在旁邊 在對(他)那 在對(他)主人；

路 2:23 kaqw.j ge,graptai evn no,mw| kuri,ou o[ti Pa/n a;rsen dianoi/gon mh,tran a[gion tw/| kuri,w| klhqh,setai(
(As it is written in the law of the Lord, Every male that openeth the womb shall be called holy to the Lord;)
（正如主的律法上所記：『凡頭生的男子，必稱聖歸主。』）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在內 在對(他)律法 從屬(他)主人， 是這樣 (它)所有每一個的 (它)男性的

(它)現正持續徹底地向上開啟打開了的 到於(她)母體子宮 (它)聖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主人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促請召喚；

路 2:24 kai. tou/ dou/nai qusi,an kata. to. eivrhme,non evn tw/| no,mw| kuri,ou( zeu/goj trugo,nwn h' du,o nossou.j
peristerw/nÅ
And to offer a sacrifice according to that which is said in the law of the Lord, A pair of turtledoves, or two young
pigeons.
又要照主的律法上所說，或用一對班鳩，或用兩隻雛鴿獻祭。

並且 從屬(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給與 到於(她)犧牲祭物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那 到於(它)現在已經被開聲言說了的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律法 從屬(他)主人， 到於(它)成對 從屬(她們)班鳩 甚或/或而 到於(他們)二個/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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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於(他們)幼雛 從屬(她們)鴿子。
[經文變異RT]

並且 從屬(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給與 到於(她)犧牲祭物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那 到於(它)現在已經被開聲言說了的

在內 在對(他)律法 從屬(他)主人， 到於(它)成對 從屬(她們)班鳩 甚或/或而 到於(他們)二個/兩個 到於(他們)幼雛

從屬(她們)鴿子。

路 2:25 Kai. ivdou. a;nqrwpoj h=n evn VIerousalh.m w-| o;noma Sumew.n kai. ò a;nqrwpoj ou-toj di,kaioj kai. euvlabh.j
prosdeco,menoj para,klhsin tou/ VIsrah,l( kai. pneu/ma h=n a[gion evpV auvto,n\
And, behold, there was a man in Jerusalem, whose name was Simeon; and the same man was just and devout,
waiting for the consolation of Israel: and the Holy Ghost was upon him.
在耶路撒冷有一個人名叫西面；這人又公義又虔誠，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來到，又有聖靈在他身上。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人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在內 在對(她)耶陸撒冷， 在對(他)這個 (它)名字

(他)西緬； 並且 (他)那 (他)人 (他)那同一者 (他)具公平正義的 並且 (他)慎重虔敬的，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在前面向著接納領受了的 到於(她)勸勉請求 從屬(他)那 從屬(他)以色列； 並且 (它)靈/風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它)聖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人 在內 在對(她)耶陸撒冷， 在對(他)這個 (它)名字

(他)西緬； 並且 (他)那 (他)人 (他)那同一者 (他)具公平正義的 並且 (他)慎重虔敬的，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在前面向著接納領受了的 到於(她)勸勉請求 從屬(他)那 從屬(他)以色列； 並且 (它)靈/風

(它)聖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同一者；

路 2:26 kai. h=n auvtw/| kecrhmatisme,non ùpo. tou/ pneu,matoj tou/ àgi,ou mh. ivdei/n qa,naton pri.n Îh'Ð a'n i;dh| to.n
Cristo.n kuri,ouÅ
And it was revealed unto him by the Holy Ghost, that he should not see death, before he had seen the Lord's
Christ.
他得了聖靈的啟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見主所立的基督。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在對(他)同一者 (它)現在已經被傳諭交代/註冊商標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它)那

從屬(它)靈/風 從屬(它)那 從屬(它)聖的 不會/不要 那時(也是)要去看見察覺 到於(他)死 在之前地 甚或/或而 但凡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看見察覺 到於(他)那 到於(他)基督 從屬(他)主人。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在對(他)同一者 (它)現在已經被傳諭交代/註冊商標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它)那

從屬(它)靈/風 從屬(它)那 從屬(它)聖的 不會/不要 那時(也是)要去看見察覺 到於(他)死 在之前地 甚或/或而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看見察覺 到於(他)那 到於(他)基督 從屬(他)主人。

路 2:27 kai. h=lqen evn tw/| pneu,mati eivj to. ièro,n\ kai. evn tw/| eivsagagei/n tou.j gonei/j to. paidi,on VIhsou/n tou/
poih/sai auvtou.j kata. to. eivqisme,non tou/ no,mou peri. auvtou/
And he came by the Spirit into the temple: and when the parents brought in the child Jesus, to do for him after
the custom of the law,
他受了聖靈的感動，進入聖殿；正遇見耶穌的父母抱著孩子進來，要照律法的規矩辦理。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靈/風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聖殿； 並且 在內

在對(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向內帶領進入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父母 到於(它)那 到於(它)小孩童 到於(他)耶穌，

從屬(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行出作成 到於(他們)同一者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那

到於(它)現在已經被使有習慣常例了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律法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同一者，

路 2:28 kai. auvto.j evde,xato auvto. eivj ta.j avgka,laj kai. euvlo,ghsen to.n qeo.n kai. ei=pen(
Then took he him up in his arms, and blessed God, and said,
西面就用手接過他來，稱頌神說：

並且 (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接納領受 到於(它)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手臂彎，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祝福稱讚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接納領受 到於(它)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手臂彎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祝福稱讚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路 2:29 Nu/n avpolu,eij to.n dou/lo,n sou( de,spota( kata. to. rh̀/ma, sou evn eivrh,nh|\
Lord, now lettest thou thy servant depart in peace, according to thy word:
主阿，如今可以照你的話，釋放僕人安然去世；

現在此時地 你現在持續打發離開 到於(他)那 到於(他)奴僕 從屬你， 阿,(他)主宰者，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那

到於(它)所發表言說 從屬你 在內 在對(她)和平安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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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2:30 o[ti ei=don oi` ovfqalmoi, mou to. swth,rio,n sou(
For mine eyes have seen thy salvation,
因為我的眼睛已經看見你的救恩，

是這樣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他們)那些 (他們)眼睛 從屬我 到於(它)那 到於(它)具救恩的 從屬你，

路 2:31 o] ht̀oi,masaj kata. pro,swpon pa,ntwn tw/n law/n(
Which thou hast prepared before the face of all people;
就是你在萬民面前所預備的；

到於(它)這個 你那時(也是)使成妥切齊備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前面的臉面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人民百姓；

路 2:32 fw/j eivj avpoka,luyin evqnw/n kai. do,xan laou/ sou VIsrah,lÅ
A light to lighten the Gentiles, and the glory of thy people Israel.
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榮耀。

到於(它)光明 向內進入 到於(她)啟示揭露 從屬(它們)種族邦國 並且 到於(她)榮耀 從屬(他)人民百姓 從屬你

從屬(他)以色列。

路 2:33 kai. h=n ò path.r auvtou/ kai. h` mh,thr qauma,zontej evpi. toi/j laloume,noij peri. auvtou/Å
And Joseph and his mother marvelled at those things which were spoken of him.
孩子的父母，因這論耶穌的話就希奇。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那 (他)父親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她)那 (她)母親 (他們)現正持續希奇了的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現正持續被發言講說了的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約瑟 並且 (她)那 (她)母親 從屬(他)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希奇了的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現正持續被發言講說了的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同一者。

路 2:34 kai. euvlo,ghsen auvtou.j Sumew.n kai. ei=pen pro.j Maria.m th.n mhte,ra auvtou/( VIdou. ou-toj kei/tai eivj
ptw/sin kai. avna,stasin pollw/n evn tw/| VIsrah.l kai. eivj shmei/on avntilego,menon
And Simeon blessed them, and said unto Mary his mother, Behold, this child is set for the fall and rising again of
many in Israel; and for a sign which shall be spoken against;
西面給他們祝福，又對孩子的母親馬利亞說：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許多人跌倒，許多人興起；又要作毀

謗的話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祝福稱讚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西緬，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馬利亞 到於(她)那 到於(她)母親 從屬(他)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安置 向內進入 到於(她)落下墜落 並且 到於(她)再站立起來 從屬(他們)許多的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以色列， 並且 向內進入 到於(它)識別之表記徵兆 到於(它)現正持續被辯駁對抗了的；

路 2:35 & kai. sou/ Îde.Ð auvth/j th.n yuch.n dieleu,setai r̀omfai,a( & o[pwj a'n avpokalufqw/sin evk pollw/n kardiw/n
dialogismoi,Å
(Yea, a sword shall pierce through thy own soul also,) that the thoughts of many hearts may be revealed.
叫許多人心裏的意念顯露出來；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

並且 從屬你 然而也 從屬(她)同一者 到於(她)那 到於(她)生魂意念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橫過穿越 (她)刀劍；

這怎樣如何地 但凡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被啟示揭露 向外出來 從屬(她們)許多的 從屬(她們)內心

(他們)思量議論。
[經文變異WH]

並且 從屬你 從屬(她)同一者 到於(她)那 到於(她)生魂意念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橫過穿越 (她)刀劍；

這怎樣如何地 但凡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被啟示揭露 向外出來 從屬(她們)許多的 從屬(她們)內心

(他們)思量議論。

路 2:36 Kai. h=n {Anna profh/tij( quga,thr Fanouh,l( evk fulh/j VAsh,r\ au[th probebhkui/a evn hm̀e,raij pollai/j(
zh,sasa meta. avndro.j e;th ep̀ta. avpo. th/j parqeni,aj auvth/j
And there was one Anna, a prophetess, the daughter of Phanuel, of the tribe of Aser: she was of a great age,
and had lived with an husband seven years from her virginity;
又有女先知名叫亞拿，是亞設支派法內力的女兒，年紀已經老邁，從作童女出嫁的時候，同丈夫住了七年，就寡

居了；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她)亞拿 (她)女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她)女兒 從屬(他)法內力 向外出來 從屬(她)分支族派

從屬(他)亞設； (她)同一者 (她)現在已經向前行了的 在內 在對(她們)日子/白日 在對(她們)許多的，

(她)那時(也是)活了的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男人/丈夫 到於(它們)年 到於(它們)七個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童女時期 從屬(她)同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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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她)亞拿 (她)女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她)女兒 從屬(他)法內力 向外出來 從屬(她)分支族派

從屬(他)亞設； (她)同一者 (她)現在已經向前行了的 在內 在對(她們)日子/白日 在對(她們)許多的，

(她)那時(也是)活了的 到於(它們)年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男人/丈夫 到於(它們)七個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童女時期 從屬(她)同一者，

路 2:37 kai. auvth. ch,ra e[wj evtw/n ovgdoh,konta tessa,rwn( h] ouvk avfi,stato tou/ ièrou/ nhstei,aij kai. deh,sesin
latreu,ousa nu,kta kai. hm̀e,ranÅ
And she was a widow of about fourscore and four years, which departed not from the temple, but served God
with fastings and prayers night and day.
現在已經八十四歲，〔或作就寡居了八十四年〕並不離開聖殿，禁食祈求，晝夜事奉神。

並且 (她)同一者 (她)寡婦 一直直到 從屬(它們)年 從屬(它們)八十個 從屬(它們)四個， (她)這個 不是/不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從那裏站開 從屬(它)那 從屬(它)聖殿， 在對(她們)禁食 並且 在對(她們)自卑乞求

(她)現正持續行事奉了的 到於(她)夜晚 並且 到於(她)日子/白日。
[經文變異RT]

並且 (她)同一者 (她)寡婦 正如地 從屬(它們)年 從屬(它們)八十個 從屬(它們)四個， (她)這個 不是/不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從那裏站開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那 從屬(它)聖殿， 在對(她們)禁食 並且

在對(她們)自卑乞求 (她)現正持續行事奉了的 到於(她)夜晚 並且 到於(她)日子/白日。

路 2:38 kai. auvth/| th/| w[ra| evpista/sa avnqwmologei/to tw/| qew/| kai. evla,lei peri. auvtou/ pa/sin toi/j prosdecome,noij
lu,trwsin VIerousalh,mÅ
And she coming in that instant gave thanks likewise unto the Lord, and spake of him to all them that looked for
redemption in Jerusalem.
正當那時，他進前來稱謝神，將孩子的事，對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贖的人講說。

並且 (她)同一者 在對(她)那 在對(她)鐘點時刻 (她)那時(也是)立定站住在上面了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回應承認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發言講說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同一者 在對(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在前面向著接納領受了的 到於(她)救贖 從屬(她)耶陸撒冷。
[經文變異RT]

並且 (她)同一者 在對(她)同一者 在對(她)那 在對(她)鐘點時刻 (她)那時(也是)立定站住在上面了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回應承認 在對(他)那 在對(他)主人，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發言講說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同一者 在對(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在前面向著接納領受了的

到於(她)救贖 在內 在對(她)耶陸撒冷註1。

註1：“從屬(她)耶陸撒冷”文法上亦可以為“在對(她)耶陸撒冷”。

路 2:39 Kai. wj̀ evte,lesan pa,nta ta. kata. to.n no,mon kuri,ou( evpe,streyan eivj th.n Galilai,an eivj po,lin èautw/n
Nazare,qÅ
And when they had performed all things according to the law of the Lord, they returned into Galilee, to their own
city Nazareth.
約瑟和馬利亞照主的律法，辦完了一切的事，就回加利利，到自己的城拿撒勒去了。

並且 正如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完成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那些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那

到於(他)律法 從屬(他)主人，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在上面轉動翻轉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加利利 向內進入

到於(她)城邑 從屬(他們)同一者自己 到於(她)拿撒勒。
[經文變異RT]

並且 正如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完成 到於(它們)同時一齊地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那些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那 到於(他)律法 從屬(他)主人，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翻轉轉回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加利利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城邑 從屬(他們)同一者 到於(她)拿撒勒。

路 2:40 To. de. paidi,on hu;xanen kai. evkrataiou/to plhrou,menon sofi,a|( kai. ca,rij qeou/ h=n evpV auvto,Å
And the child grew, and waxed strong in spirit, filled with wisdom: and the grace of God was upon him.
孩子漸漸長大，強健起來，充滿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

(它)那 然而也 (它)小孩童 他/她/它當時持續成長變大，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被促使成具魄力權勢

(它)現正持續被促使成充滿添足了的 在對(她)智慧； 並且 (她)恩典惠意 從屬(他)神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它)那 然而也 (它)小孩童 他/她/它當時持續成長變大，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被促使成具魄力權勢 在對(它)靈/風，

(它)現正持續被促使成充滿添足了的 在對(她)智慧； 並且 (她)恩典惠意 從屬(他)神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同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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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2:41 Kai. evporeu,onto oi` gonei/j auvtou/ katV e;toj eivj VIerousalh.m th/| eòrth/| tou/ pa,scaÅ
Now his parents went to Jerusalem every year at the feast of the passover.
每年到逾越節，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他們)那些 (他們)父母 從屬(他)同一者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年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陸撒冷 在對(她)那 在對(她)節期 從屬(它)那 從屬(它)逾越/逾越節。

路 2:42 kai. o[te evge,neto evtw/n dw,deka( avnabaino,ntwn auvtw/n kata. to. e;qoj th/j eòrth/j
And when he was twelve years old, they went up to Jerusalem after the custom of the feast.
當他十二歲的時候，他們按著節期的規矩上去；

並且 當這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從屬(它們)年 從屬(它們)十二個，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向上行了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那 到於(它)習慣常例 從屬(她)那 從屬(她)節期，
[經文變異RT][不同標點]

並且 當這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從屬(它們)年 從屬(它們)十二個， 從屬(他們)那時(也是)向上行了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路撒冷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那 到於(它)習慣常例 從屬(她)那

從屬(她)節期；

路 2:43 kai. teleiwsa,ntwn ta.j hm̀e,raj( evn tw/| ùpostre,fein auvtou.j ùpe,meinen VIhsou/j ò pai/j evn VIerousalh,m( kai.
ouvk e;gnwsan oì gonei/j auvtou/Å
And when they had fulfilled the days, as they returned, the child Jesus tarried behind in Jerusalem; and Joseph
and his mother knew not of it.
守滿了節期，他們回去，孩童耶穌仍舊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並不知道；

並且 從屬(他們)那時(也是)促使成完滿成全了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在內 在對(它)那

現要去持續翻轉轉回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底下停留持守 (他)耶穌 (他)那 (他)孩童/下屬 在內

在對(她)耶陸撒冷；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認識知道 (他們)那些 (他們)父母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從屬(他們)那時(也是)促使成完滿成全了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在內 在對(它)那

現要去持續翻轉轉回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底下停留持守 (他)耶穌 (他)那 (他)孩童/下屬 在內

在對(她)耶陸撒冷；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認識知道 (他)約瑟 並且 (她)那 (她)母親 從屬(他)同一者。

路 2:44 nomi,santej de. auvto.n ei=nai evn th/| sunodi,a| h=lqon hm̀e,raj òdo.n kai. avnezh,toun auvto.n evn toi/j suggeneu/sin
kai. toi/j gnwstoi/j(
But they, supposing him to have been in the company, went a day's journey; and they sought him among their
kinsfolk and acquaintance.
以為他在同行的人中間，走了一天的路程，就在親族和熟識的人中找他；

(他們)那時(也是)視成慣例而認定了的 然而也 到於(他)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是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結隊同路，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從屬(她)日子/白日 到於(她)道路途徑；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再向上探索尋求

到於(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親族的 並且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乃認識知道的；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時(也是)視成慣例而認定了的 然而也 到於(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結隊同路 現要去持續是，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從屬(她)日子/白日 到於(她)道路途徑；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再向上探索尋求

到於(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親族的 並且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乃認識知道的；

路 2:45 kai. mh. eùro,ntej ùpe,streyan eivj VIerousalh.m avnazhtou/ntej auvto,nÅ
And when they found him not, they turned back again to Jerusalem, seeking him.
既找不著，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

並且 不會/不要 (他們)那時(也是)找到尋見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翻轉轉回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陸撒冷，

(他們)現正持續再向上探索尋求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不會/不要 (他們)那時(也是)找到尋見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翻轉轉回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陸撒冷， (他們)現正持續探索尋求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路 2:46 kai. evge,neto meta. h̀me,raj trei/j eu-ron auvto.n evn tw/| ièrw/| kaqezo,menon evn me,sw| tw/n didaska,lwn kai.
avkou,onta auvtw/n kai. evperwtw/nta auvtou,j\
And it came to pass, that after three days they found him in the temple, sitting in the midst of the doctors, both
hearing them, and asking them questions.
過了三天，就遇見他在殿裏，坐在教師中間，一面聽，一面問。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到於(她們)三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找到尋見 到於(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聖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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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於(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定下來了的 在內 在對(它)中間當中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老師 並且

到於(他)現正持續聲聞耳聽了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到於(他)現正持續在上面查詢求問了的 到於(他們)同一者；

路 2:47 evxi,stanto de. pa,ntej oi` avkou,ontej auvtou/ evpi. th/| sune,sei kai. tai/j avpokri,sesin auvtou/Å
And all that heard him were astonished at his understanding and answers.
凡聽見他的，都希奇他的聰明和他的應對。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驚異失定 然而也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聲聞耳聽了的

從屬(他)同一者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那 在對(她)貫通理解 並且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生應對回答

從屬(他)同一者。

路 2:48 kai. ivdo,ntej auvto.n evxepla,ghsan( kai. ei=pen pro.j auvto.n h̀ mh,thr auvtou/( Te,knon( ti, evpoi,hsaj h̀mi/n ou[twjÈ
ivdou. ò path,r sou kavgw. ovdunw,menoi evzhtou/me,n seÅ
And when they saw him, they were amazed: and his mother said unto him, Son, why hast thou thus dealt with
us? behold, thy father and I have sought thee sorrowing.
他父母看見就很希奇；他母親對他說：我兒，為甚麼向我們這樣行呢；看哪，你父親和我傷心來找你。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震驚詫異；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她)那 (她)母親 從屬(他)同一者， 阿,(它)孩子，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在對我們 那同一樣式地？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那

(他)父親 從屬你 並且我 (他們)現正持續被有痛苦傷痛了的 我們當時持續探索尋求 到於你。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震驚詫異； 並且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她)那 (她)母親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阿,(它)孩子，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在對我們 那同一樣式地？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那 (他)父親 從屬你 並且我

(他們)現正持續被有痛苦傷痛了的 我們當時持續探索尋求 到於你。
[經文變異WH]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震驚詫異；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她)那 (她)母親 從屬(他)同一者， 阿,(它)孩子，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在對我們 那同一樣式地？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那

(他)父親 從屬你 並且 我 (他們)現正持續被有痛苦傷痛了的 我們現在持續探索尋求 到於你。

路 2:49 kai. ei=pen pro.j auvtou,j( Ti, o[ti evzhtei/te, meÈ ouvk h;|deite o[ti evn toi/j tou/ patro,j mou dei/ ei=nai, meÈ
And he said unto them, How is it that ye sought me? wist ye not that I must be about my Father's business?
耶穌說：為甚麼找我呢；豈不知我應當以我父的事為念麼。〔或作豈不知我應當在我父的家裏麼〕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是這樣

你們當時持續探索尋求 到於我？ 豈非呢 你們當時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在內 在對(它們)那些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從屬我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現要去持續是 到於我？

路 2:50 kai. auvtoi. ouv sunh/kan to. rh̀/ma o] evla,lhsen auvtoi/jÅ
And they understood not the saying which he spake unto them.
他所說的這話，他們不明白。

並且 (他們)同一者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貫通理解 到於(它)那 到於(它)所發表言說 到於(它)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言講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路 2:51 kai. kate,bh metV auvtw/n kai. h=lqen eivj Nazare.q kai. h=n ùpotasso,menoj auvtoi/jÅ kai. h` mh,thr auvtou/
dieth,rei pa,nta ta. rh̀,mata evn th/| kardi,a| auvth/jÅ
And he went down with them, and came to Nazareth, and was subject unto them: but his mother kept all these
sayings in her heart.
他就同他們下去，回到拿撒勒；並且順從他們；他母親把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裏。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下行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她)拿撒勒，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現正持續被使服膺服從了的 在對(他們)同一者； 並且 (她)那 (她)母親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徹底地行看護守衛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所發表言說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內心 從屬(她)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下行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她)拿撒勒，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現正持續被使服膺服從了的 在對(他們)同一者； 並且 (她)那 (她)母親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徹底地行看護守衛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所發表言說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內心 從屬(她)同一者。

路 2:52 Kai. VIhsou/j proe,kopten Îevn th/|Ð sofi,a| kai. hl̀iki,a| kai. ca,riti para. qew/| kai. avnqrw,poij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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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Jesus increased in wisdom and stature, and in favour with God and man.
耶穌的智慧和身量，〔身量或作年紀〕並神和人喜愛他的心，都一齊增長。

並且 (他)耶穌 他/她/它當時持續往前推進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智慧 並且 在對(她)發育身量 並且

在對(她)恩典惠意 <在旁邊>在旁邊 在對(他)神 並且 在對(他們)人。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耶穌 他/她/它當時持續往前推進 在對(她)智慧 並且 在對(她)發育身量 並且 在對(她)恩典惠意

<在旁邊>在旁邊 在對(他)神 並且 在對(他們)人。
[經文變異WH]

並且 (他)耶穌 他/她/它當時持續往前推進 在對(她)那 在對(她)智慧 並且 在對(她)發育身量 並且 在對(她)恩典惠意

<在旁邊>在旁邊 在對(他)神 並且 在對(他們)人。

路 3:1 VEn e;tei de. pentekaideka,tw| th/j hg̀emoni,aj Tiberi,ou Kai,saroj( hg̀emoneu,ontoj Ponti,ou Pila,tou th/j
VIoudai,aj( kai. tetraarcou/ntoj th/j Galilai,aj ~Hrw,|dou( Fili,ppou de. tou/ avdelfou/ auvtou/ tetraarcou/ntoj th/j
VItourai,aj kai. Tracwni,tidoj cw,raj( kai. Lusani,ou th/j VAbilhnh/j tetraarcou/ntoj(
Now in the fifteenth year of the reign of Tiberius Caesar, Pontius Pilate being governor of Judaea, and Herod
being tetrarch of Galilee, and his brother Philip tetrarch of Ituraea and of the region of Trachonitis, and Lysanias
the tetrarch of Abilene,
該撒提庇留在位第十五年，本丟彼拉多作猶太巡撫，希律作加利利分封的王，他兄弟腓力作以土利亞和特拉可尼

地方分封的王，呂撒聶作亞比利尼分封的王，

在內 在對(它)年 然而也 在對(它)第十五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治理統治 從屬(他)提庇留 從屬(他)該撒，

從屬(他)現正持續行領導治理了的 從屬(他)本丟 從屬(他)彼拉多 從屬(她)那 從屬(她)猶太地方， 並且

從屬(他)現正持續作分封的王了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加利利 從屬(他)希律， 從屬(他)腓利 然而也 從屬(他)那

從屬(他)弟兄 從屬(他)同一者 從屬(他)現正持續作分封的王了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以土利亞 並且 從屬(她)特拉可尼

從屬(她)地域， 並且 從屬(他)呂撒聶 從屬(她)那 從屬(她)亞比利尼 從屬(他)現正持續作分封的王了的，

路 3:2 evpi. avrciere,wj {Anna kai. Kai?a,fa( evge,neto rh̀/ma qeou/ evpi. VIwa,nnhn to.n Zacari,ou uìo.n evn th/| evrh,mw|Å
Annas and Caiaphas being the high priests, the word of God came unto John the son of Zacharias in the
wilderness.
亞那和該亞法作大祭司，那時，撒迦利亞的兒子約翰在曠野裏，神的話臨到他。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他)大祭司 從屬(他)亞那 並且 從屬(他)該亞法，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它)所發表言說 從屬(他)神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約翰 到於(他)那 從屬(他)那 從屬(他)撒迦利亞 到於(他)兒子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孤獨荒涼的。
[經文變異RT]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他們)大祭司 從屬(他)亞那 並且 從屬(他)該亞法，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它)所發表言說 從屬(他)神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約翰 到於(他)那 從屬(他)那 從屬(他)撒迦利亞 到於(他)兒子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孤獨荒涼的。

路 3:3 kai. h=lqen eivj pa/san Îth.nÐ peri,cwron tou/ VIorda,nou khru,sswn ba,ptisma metanoi,aj eivj a;fesin
am̀artiw/n(
And he came into all the country about Jordan, preaching the baptism of repentance for the remission of sins;
他就來到約但河一帶地方，宣講悔改的洗禮，使罪得赦；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她)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在周圍地域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約但河， (他)現正持續傳達宣講了的 到於(它)浸洗之禮 從屬(她)轉悟悔改 向內進入 到於(她)赦免釋放

從屬(她們)罪；
[經文變異WH]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她)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在周圍地域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約但河， (他)現正持續傳達宣講了的 到於(它)浸洗之禮 從屬(她)轉悟悔改 向內進入 到於(她)赦免釋放

從屬(她們)罪；

路 3:4 wj̀ ge,graptai evn bi,blw| lo,gwn VHsai<ou tou/ profh,tou( Fwnh. bow/ntoj evn th/| evrh,mw|( ~Etoima,sate th.n
òdo.n kuri,ou( euvqei,aj poiei/te ta.j tri,bouj auvtou/\
As it is written in the book of the words of Esaias the prophet, saying, The voice of one crying in the wilderness,
Prepare ye the way of the Lord, make his paths straight.
正如先知以賽亞書上所記的話，說：『在曠野有人聲喊著說：預備主的道，修直他的路。

正如地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在內 在對(她)書卷 從屬(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以賽亞 從屬(他)那

從屬(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她)聲音 從屬(他)現正持續高呼喊叫了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孤獨荒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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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那時(也是)就要使成妥切齊備 到於(她)那 到於(她)道路途徑 從屬(他)主人， 到於(她們)平直直接的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行出作成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磨損踩出之軌跡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正如地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在內 在對(她)書卷 從屬(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以賽亞 從屬(他)那

從屬(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從屬(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她)聲音 從屬(他)現正持續高呼喊叫了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孤獨荒涼的，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使成妥切齊備 到於(她)那 到於(她)道路途徑 從屬(他)主人，

到於(她們)平直直接的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行出作成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磨損踩出之軌跡 從屬(他)同一者；

路 3:5 pa/sa fa,ragx plhrwqh,setai kai. pa/n o;roj kai. bouno.j tapeinwqh,setai( kai. e;stai ta. skolia. eivj euvqei,an
kai. aì tracei/ai eivj òdou.j lei,aj\
Every valley shall be filled, and every mountain and hill shall be brought low; and the crooked shall be made
straight, and the rough ways shall be made smooth;
一切山窪都要填滿，大小山岡都要削平，彎彎曲曲的地方要改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為平坦。

(她)所有每一個的 (她)山凹峽谷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促使成充滿添足， 並且 (它)所有每一個的 (它)高山 並且

(他)土丘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促使成低微降卑；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它們)那些 (它們)彎轉曲折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平直直接的， 並且 (她們)那些 (她們)崎嶇不平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們)道路途徑 到於(她們)光滑平坦的；
[經文變異WH]

(她)所有每一個的 (她)山凹峽谷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促使成充滿添足， 並且 (它)所有每一個的 (它)高山 並且

(他)土丘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促使成低微降卑；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它們)那些 (它們)彎轉曲折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們)平直直接的， 並且 (她們)那些 (她們)崎嶇不平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們)道路途徑 到於(她們)光滑平坦的；

路 3:6 kai. o;yetai pa/sa sa.rx to. swth,rion tou/ qeou/Å
And all flesh shall see the salvation of God.
凡有血氣的，都要見神的救恩。』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看見注目 (她)所有每一個的 (她)肉體 到於(它)那 到於(它)具救恩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路 3:7 :Elegen ou=n toi/j evkporeuome,noij o;cloij baptisqh/nai ùpV auvtou/( Gennh,mata evcidnw/n( ti,j ùpe,deixen um̀i/n
fugei/n avpo. th/j mellou,shj ovrgh/jÈ
Then said he to the multitude that came forth to be baptized of him, O generation of vipers, who hath warned
you to flee from the wrath to come?
約翰對那出來要受他洗的眾人說：毒蛇的種類，誰指示你們逃避將來的忿怒呢。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這樣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向外行去了的 在對(他們)群眾

那時(也是)要去被浸洗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同一者， 阿,(它們)所生發成為族類 從屬(她們)毒蛇， (他)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那時(也是)示範暗示 在對你們 那時(也是)要去逃離走避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的

從屬(她)激動忿怒？

路 3:8 poih,sate ou=n karpou.j avxi,ouj th/j metanoi,aj kai. mh. a;rxhsqe le,gein evn eàutoi/j( Pate,ra e;comen to.n
VAbraa,mÅ le,gw ga.r ùmi/n o[ti du,natai ò qeo.j evk tw/n li,qwn tou,twn evgei/rai te,kna tw/| VAbraa,mÅ
Bring forth therefore fruits worthy of repentance, and begin not to say within yourselves, We have Abraham to
our father: for I say unto you, That God is able of these stones to raise up children unto Abraham.
你們要結出果子來，與悔改的心相稱，不要自己心裏說：有亞伯拉罕為我們的祖宗；我告訴你們，神能從這些石

頭中，給亞伯拉罕興起子孫來。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行出作成 這樣 到於(他們)果實 到於(他們)相配值得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轉悟悔改； 並且

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起始為首 現要去持續道說 在內 在對(他們)同一者自己， 到於(他)父親

我們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他)那 到於(他)亞伯拉罕。 我現在持續道說 因為 在對你們， 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他)那 (他)神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石頭 從屬(他們)那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喚醒起來 到於(它們)孩子 在對(他)那 在對(他)亞伯拉罕。

路 3:9 h;dh de. kai. h̀ avxi,nh pro.j th.n r̀i,zan tw/n de,ndrwn kei/tai\ pa/n ou=n de,ndron mh. poiou/n karpo.n kalo.n
evkko,ptetai kai. eivj pu/r ba,lletaiÅ
And now also the axe is laid unto the root of the trees: every tree therefore which bringeth not forth good fruit is
hewn down, and cast into the fire.
現在斧子已經放在樹根上；凡不結好果子的樹，就砍下來丟在火裏。

甚而已然如此地 然而也 並且 (她)那 (她)斧頭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那 到於(她)根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樹木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安置； (它)所有每一個的 這樣 (它)樹木 不會/不要

(它)現正持續行出作成了的 到於(他)果實 到於(他)美好適當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砍斷切開， 並且 向內進入

到於(它)火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投擲。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  簡易閲讀版  367

367

路 3:10 Kai. evphrw,twn auvto.n oì o;cloi le,gontej( Ti, ou=n poih,swmenÈ
And the people asked him, saying, What shall we do then?
眾人問他說：這樣我們當作甚麼呢。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在上面查詢求問 到於(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群眾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這樣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行出作成？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在上面查詢求問 到於(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群眾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這樣 我們將要(持續)行出作成？

路 3:11 avpokriqei.j de. e;legen auvtoi/j( ~O e;cwn du,o citw/naj metado,tw tw/| mh. e;conti( kai. ò e;cwn brw,mata
òmoi,wj poiei,twÅ
He answereth and saith unto them, He that hath two coats, let him impart to him that hath none; and he that
hath meat, let him do likewise.
約翰回答說：有兩件衣裳的，就分給那沒有的；有食物的，也當這樣行。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然而也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他們)二個/兩個 到於(他們)上衣內袍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交出分享 在對(他)那 不會/不要

在對(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並且 (他)那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它們)食物 具同樣相同地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行出作成。
[經文變異RT]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然而也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他們)二個/兩個 到於(他們)上衣內袍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交出分享 在對(他)那 不會/不要

在對(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並且 (他)那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它們)食物 具同樣相同地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行出作成。

路 3:12 h=lqon de. kai. telw/nai baptisqh/nai kai. ei=pan pro.j auvto,n( Dida,skale( ti, poih,swmenÈ
Then came also publicans to be baptized, and said unto him, Master, what shall we do?
又有稅吏來要受洗，問他說：夫子，我們當作甚麼呢。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然而也 並且 (他們)稅吏 那時(也是)要去被浸洗，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阿,(他)老師，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行出作成？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然而也 並且 (他們)稅吏 那時(也是)要去被浸洗，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阿,(他)老師，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我們將要(持續)行出作成？

路 3:13 ò de. ei=pen pro.j auvtou,j( Mhde.n ple,on para. to. diatetagme,non ùmi/n pra,sseteÅ
And he said unto them, Exact no more than that which is appointed you.
約翰說：除了例定的數目，不要多取。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到於(它)更多的 <在旁邊>到旁邊 到於(它)那 到於(它)現在已經被制定定規了的 在對你們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實施行使註1。

註1：“你們現在就要持續實施行使”文法上亦可以為“你們現在持續實施行使”。

路 3:14 evphrw,twn de. auvto.n kai. strateuo,menoi le,gontej( Ti, poih,swmen kai. h̀mei/jÈ kai. ei=pen auvtoi/j( Mhde,na
diasei,shte mhde. sukofanth,shte kai. avrkei/sqe toi/j ovywni,oij ùmw/nÅ
And the soldiers likewise demanded of him, saying, And what shall we do? And he said unto them, Do violence
to no man, neither accuse any falsely; and be content with your wages.
又有兵丁問他說：我們當作甚麼呢。約翰說：不要以強暴待人，也不要訛詐人，自己有錢糧就當知足。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在上面查詢求問 然而也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行軍作戰了的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行出作成 並且 我們？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威嚇脅迫，

然而也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誣告訛詐； 並且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被捍衛滿足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配給糧餉

從屬你們。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在上面查詢求問 然而也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行軍作戰了的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並且 我們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我們將要(持續)行出作成？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威嚇脅迫， 然而也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誣告訛詐； 並且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被捍衛滿足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配給糧餉 從屬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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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3:15 Prosdokw/ntoj de. tou/ laou/ kai. dialogizome,nwn pa,ntwn evn tai/j kardi,aij auvtw/n peri. tou/ VIwa,nnou(
mh,pote auvto.j ei;h ò Cristo,j(
And as the people were in expectation, and all men mused in their hearts of John, whether he were the Christ,
or not;
百姓指望基督來的時候，人都心裏猜疑，或者約翰是基督。

從屬(他)現正持續預期等待了的 然而也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民百姓， 並且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思量議論了的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內心

從屬(他們)同一者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那 從屬(他)約翰， 不會任何時候地呢 (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可以持續是

(他)那 (他)基督；

路 3:16 avpekri,nato le,gwn pa/sin ò VIwa,nnhj( VEgw. me.n u[dati bapti,zw ùma/j\ e;rcetai de. ò ivscuro,tero,j mou( ou-
ouvk eivmi. ik̀ano.j lu/sai to.n ìma,nta tw/n ùpodhma,twn auvtou/\ auvto.j ùma/j bapti,sei evn pneu,mati ag̀i,w| kai. puri,\
John answered, saying unto them all, I indeed baptize you with water; but one mightier than I cometh, the
latchet of whose shoes I am not worthy to unloose: he shall baptize you with the Holy Ghost and with fire:
約翰說：我是用水給你們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來，我就是給他解鞋帶也不配；他要用聖靈與火給你

們施洗。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在對(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他)約翰， 我 的確

在對(它)水 我現在持續浸洗 到於你們；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然而也 (他)那 (他)更強壯大力的

從屬我， 從屬(他)這個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是 (他)達到足夠的 那時(也是)要去鬆綁脫解 到於(他)那 到於(他)皮帶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鞋 從屬(他)同一者； (他)同一者 到於你們 他/她/它將要(持續)浸洗 在內 在對(它)靈/風

在對(它)聖的 並且 在對(它)火；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他)那 (他)約翰 在對(他們)同時一齊地所有每一個的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我

的確 在對(它)水 我現在持續浸洗 到於你們；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然而也 (他)那 (他)更強壯大力的

從屬我， 從屬(他)這個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是 (他)達到足夠的 那時(也是)要去鬆綁脫解 到於(他)那 到於(他)皮帶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鞋 從屬(他)同一者； (他)同一者 到於你們 他/她/它將要(持續)浸洗 在內 在對(它)靈/風

在對(它)聖的 並且 在對(它)火；

路 3:17 ou- to. ptu,on evn th/| ceiri. auvtou/ diakaqa/rai th.n a[lwna auvtou/ kai. sunagagei/n to.n si/ton eivj th.n
avpoqh,khn auvtou/( to. de. a;curon katakau,sei puri. avsbe,stw|Å
Whose fan is in his hand, and he will throughly purge his floor, and will gather the wheat into his garner; but the
chaff he will burn with fire unquenchable.
他手裏拿著簸箕，要揚淨他的場，把麥子收在倉裏，把糠用不滅的火燒盡了。

從屬(他)這個 (它)那 (它)揚穀用的叉鏟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手 從屬(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徹底地潔淨

到於(她)那 到於(她)打穀場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聚集 到於(他)那 到於(他)穀物麥粒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收藏倉庫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它)那 然而也 到於(它)糠 他/她/它將要(持續)焚燒燒毀 在對(它)火

在對(它)無可撲滅消除的。
[經文變異RT]

從屬(他)這個 (它)那 (它)揚穀用的叉鏟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手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徹底地潔淨 到於(她)那 到於(她)打穀場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聚集 到於(他)那

到於(他)穀物麥粒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收藏倉庫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它)那 然而也 到於(它)糠

他/她/它將要(持續)焚燒燒毀 在對(它)火 在對(它)無可撲滅消除的。

路 3:18 Polla. me.n ou=n kai. e[tera parakalw/n euvhggeli,zeto to.n lao,nÅ
And many other things in his exhortation preached he unto the people.
約翰又用許多別的話勸百姓，向他們傳福音；

到於(它們)許多的 的確 這樣 並且 到於(它們)相異不同的 (他)現正持續勸勉請求了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傳福音佳訊 到於(他)那 到於(他)人民百姓。

路 3:19 ò de. ~Hrw,|dhj ò tetraa,rchj( evlegco,menoj up̀V auvtou/ peri. ~Hrw|dia,doj th/j gunaiko.j tou/ avdelfou/ auvtou/
kai. peri. pa,ntwn w-n evpoi,hsen ponhrw/n ò ~Hrw,|dhj(
But Herod the tetrarch, being reproved by him for Herodias his brother Philip's wife, and for all the evils which
Herod had done,
只是分封的王希律，因他兄弟之妻希羅底的緣故，並因他所行的一切惡事，受了約翰的責備；

(他)那 然而也 (他)希律 (他)那 (他)分封的王 (他)現正持續被指證駁斥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同一者

<在周圍>關於 從屬(她)希羅底 從屬(她)那 從屬(她)女人 從屬(他)那 從屬(他)弟兄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在周圍>關於

從屬(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從屬(它們)惡的 (他)那 (他)希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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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希律 (他)那 (他)分封的王 (他)現正持續被指證駁斥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同一者

<在周圍>關於 從屬(她)希羅底 從屬(她)那 從屬(她)女人 從屬(他)腓利 從屬(他)那 從屬(他)弟兄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在周圍>關於 從屬(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從屬(它們)惡的 (他)那

(他)希律，

路 3:20 prose,qhken kai. tou/to evpi. pa/sin Îkai.Ð kate,kleisen to.n VIwa,nnhn evn fulakh/|Å
Added yet this above all, that he shut up John in prison.
又另外添了一件，就是把約翰收在監裏。

他/她/它那時(也是)加上增添 並且 到於(它)那同一者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下關上鎖住 到於(他)那 到於(他)約翰 在內 在對(她)夜更/監獄。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加上增添 並且 到於(它)那同一者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下關上鎖住 到於(他)那 到於(他)約翰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夜更/監獄。
[經文變異WH]

他/她/它那時(也是)加上增添 並且 到於(它)那同一者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下關上鎖住 到於(他)那 到於(他)約翰 在內 在對(她)夜更/監獄。

路 3:21 VEge,neto de. evn tw/| baptisqh/nai a[panta to.n lao.n kai. VIhsou/ baptisqe,ntoj kai. proseucome,nou
avnew|cqh/nai to.n ouvrano.n
Now when all the people were baptized, it came to pass, that Jesus also being baptized, and praying, the
heaven was opened,
眾百姓都受了洗，耶穌也受了洗，正禱告的時候，天就開了，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然而也 在內 在對(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被浸洗 到於(他)同時一齊地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人民百姓， 並且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那時(也是)被浸洗了的 並且

從屬(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祈禱求告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被向上開啟打開 到於(他)那 到於(他)天空/天，

路 3:22 kai. katabh/nai to. pneu/ma to. a[gion swmatikw/| ei;dei wj̀ peristera.n evpV auvto,n( kai. fwnh.n evx ouvranou/
gene,sqai( Su. ei= ò uiò,j mou ò avgaphto,j( evn soi. euvdo,khsaÅ
And the Holy Ghost descended in a bodily shape like a dove upon him, and a voice came from heaven, which
said, Thou art my beloved Son; in thee I am well pleased.
聖靈降臨在他身上，形狀彷彿鴿子，又有聲音從天上來，說：你是我的愛子，我喜悅你。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向下行 到於(它)那 到於(它)靈/風 到於(它)那 到於(它)聖的 在對(它)屬身體的 在對(它)形像

正如地 到於(她)鴿子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到於(她)聲音 向外出來 從屬(他)天空/天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生發成為， 你 你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兒子 從屬我 (他)那 (他)蒙愛的； 在內 在對你

我那時(也是)歡愉認可。
[經文變異RT]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向下行 到於(它)那 到於(它)靈/風 到於(它)那 到於(它)聖的 在對(它)屬身體的 在對(它)形像

正如好像地 到於(她)鴿子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到於(她)聲音 向外出來 從屬(他)天空/天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生發成為 到於(她)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 你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兒子 從屬我 (他)那

(他)蒙愛的； 在內 在對你 我那時(也是)歡愉認可。

路 3:23 Kai. auvto.j h=n VIhsou/j avrco,menoj ws̀ei. evtw/n tria,konta( w'n uìo,j( wj̀ evnomi,zeto( VIwsh.f tou/ VHli.
And Jesus himself began to be about thirty years of age, being (as was supposed) the son of Joseph, which
was the son of Heli,
耶穌開頭傳道，年紀約有三十歲；依人看來，他是約瑟的兒子，約瑟是希里的兒子，

並且 (他)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耶穌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起始為首了的 正如好像地 從屬(它們)年

從屬(它們)三十個， (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他)兒子， 正如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被視成慣例而認定， 從屬(他)約瑟，

從屬(他)那 從屬(他)希里，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那 (他)耶穌 正如好像地 從屬(它們)年 從屬(它們)三十個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起始為首了的， (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正如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被視成慣例而認定， (他)兒子

從屬(他)約瑟， 從屬(他)那 從屬(他)希里，

路 3:24 tou/ Maqqa.t tou/ Leui. tou/ Melci. tou/ VIannai. tou/ VIwsh.f
Which was the son of Matthat, which was the son of Levi, which was the son of Melchi, which was the son of
Janna, which was the son of Joseph,
希里是瑪塔的兒子，瑪塔是利未的兒子，利未是麥基的兒子，麥基是雅拿的兒子，雅拿是約瑟的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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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屬(他)那 從屬(他)瑪塔， 從屬(他)那 從屬(他)利未， 從屬(他)那 從屬(他)麥基， 從屬(他)那 從屬(他)雅拿，

從屬(他)那 從屬(他)約瑟，

路 3:25 tou/ Mattaqi,ou tou/ VAmw.j tou/ Naou.m tou/ ~Esli. tou/ Naggai.
Which was the son of Mattathias, which was the son of Amos, which was the son of Naum, which was the son
of Esli, which was the son of Nagge,
約瑟是瑪他提亞的兒子，瑪他提亞是亞摩斯的兒子，亞摩斯是拿鴻的兒子，拿鴻是以斯利的兒子，以斯利是拿該

的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瑪他提亞，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亞摩斯， 從屬(他)那 從屬(他)拿鴻， 從屬(他)那

從屬(他)以斯利， 從屬(他)那 從屬(他)拿該，

路 3:26 tou/ Ma,aq tou/ Mattaqi,ou tou/ Semei>n tou/ VIwsh.c tou/ VIwda.
Which was the son of Maath, which was the son of Mattathias, which was the son of Semei, which was the son
of Joseph, which was the son of Juda,
拿該是瑪押的兒子，瑪押是瑪他提亞的兒子，瑪他提亞是西美的兒子，西美是約瑟的兒子，約瑟是猶大的兒子，

猶大是約亞拿的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瑪押， 從屬(他)那 從屬(他)瑪他提亞， 從屬(他)那 從屬(他)西美， 從屬(他)那 從屬(他)約色，

從屬(他)那 從屬(他)約大，
[經文變異RT]

從屬(他)那 從屬(他)瑪押， 從屬(他)那 從屬(他)瑪他提亞， 從屬(他)那 從屬(他)西美， 從屬(他)那 從屬(他)約瑟，

從屬(他)那 從屬(他)猶大，

路 3:27 tou/ VIwana.n tou/ ~Rhsa. tou/ Zorobabe.l tou/ Salaqih.l tou/ Nhri.
Which was the son of Joanna, which was the son of Rhesa, which was the son of Zorobabel, which was the son
of Salathiel, which was the son of Neri,
約亞拿是利撒的兒子，利撒是所羅巴伯的兒子，所羅巴伯是撒拉鐵的兒子，撒拉鐵是尼利的兒子，尼利是麥基的

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約亞拿， 從屬(他)那 從屬(他)利撒， 從屬(他)那 從屬(他)所羅巴伯， 從屬(他)那

從屬(他)撒拉鐵， 從屬(他)那 從屬(他)尼利，

路 3:28 tou/ Melci. tou/ VAddi. tou/ Kwsa.m tou/ VElmada.m tou/ "Hr
Which was the son of Melchi, which was the son of Addi, which was the son of Cosam, which was the son of
Elmodam, which was the son of Er,
麥基是亞底的兒子，亞底是哥桑的兒子，哥桑是以摩當的兒子，以摩當是珥的兒子，珥是約細的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麥基，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亞底， 從屬(他)那 從屬(他)哥桑， 從屬(他)那 從屬(他)以摩當，

從屬(他)那 從屬(他)珥，

路 3:29 tou/ VIhsou/ tou/ VElie,zer tou/ VIwri.m tou/ Maqqa.t tou/ Leui.
Which was the son of Jose, which was the son of Eliezer, which was the son of Jorim, which was the son of
Matthat, which was the son of Levi,
約細是以利以謝的兒子，以利以謝是約令的兒子，約令是瑪塔的兒子，瑪塔是利未的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那 從屬(他)以利以謝， 從屬(他)那 從屬(他)約令， 從屬(他)那 從屬(他)瑪塔，

從屬(他)那 從屬(他)利未，
[經文變異RT]

從屬(他)那 從屬(他)約細， 從屬(他)那 從屬(他)以利以謝， 從屬(他)那 從屬(他)約令， 從屬(他)那 從屬(他)瑪塔，

從屬(他)那 從屬(他)利未，

路 3:30 tou/ Sumew.n tou/ VIou,da tou/ VIwsh.f tou/ VIwna.m tou/ VEliaki.m
Which was the son of Simeon, which was the son of Juda, which was the son of Joseph, which was the son of
Jonan, which was the son of Eliakim,
利未是西緬的兒子，西緬是猶大的兒子，猶大是約瑟的兒子，約瑟是約南的兒子，約南是以利亞敬的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西緬， 從屬(他)那 從屬(他)猶大， 從屬(他)那 從屬(他)約瑟， 從屬(他)那 從屬(他)約南，

從屬(他)那 從屬(他)以利亞敬，

路 3:31 tou/ Melea. tou/ Menna. tou/ Mattaqa. tou/ Naqa.m tou/ Daui.d
Which was the son of Melea, which was the son of Menan, which was the son of Mattatha, which was the son of
Nathan, which was the son of David,
以利亞敬是米利亞的兒子，米利亞是買南的兒子，買南是瑪達他的兒子，瑪達他是拿單的兒子，拿單是大衛的兒

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米利亞， 從屬(他)那 從屬(他)買南， 從屬(他)那 從屬(他)瑪達他， 從屬(他)那 從屬(他)拿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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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屬(他)那 從屬(他)大衛，

路 3:32 tou/ VIessai. tou/ VIwbh.d tou/ Bo,oj tou/ Sala. tou/ Naassw.n
Which was the son of Jesse, which was the son of Obed, which was the son of Booz, which was the son of
Salmon, which was the son of Naasson,
大衛是耶西的兒子，耶西是俄備得的兒子，俄備得是波阿斯的兒子，波阿斯是撒門的兒子，撒門是拿順的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耶西， 從屬(他)那 從屬(他)俄備得， 從屬(他)那 從屬(他)波阿斯， 從屬(他)那 從屬(他)沙拉，

從屬(他)那 從屬(他)拿順，
[經文變異RT]

從屬(他)那 從屬(他)耶西， 從屬(他)那 從屬(他)俄備得， 從屬(他)那 從屬(他)波阿斯， 從屬(他)那 從屬(他)撒門，

從屬(他)那 從屬(他)拿順，

路 3:33 tou/ VAminada.b tou/ VAdmi.n tou/ VArni. tou/ ~Esrw.m tou/ Fa,rej tou/ VIou,da
Which was the son of Aminadab, which was the son of Aram, which was the son of Esrom, which was the son of
Phares, which was the son of Juda,
拿順是亞米拿達的兒子，亞米拿達是亞蘭的兒子，亞蘭是希斯崙的兒子，希斯崙是法勒斯的兒子，法勒斯是猶大

的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亞米拿達，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亞德明，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亞珥尼， 從屬(他)那

從屬(他)希斯崙， 從屬(他)那 從屬(他)法勒斯， 從屬(他)那 從屬(他)猶大，
[經文變異RT]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亞米拿達，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亞蘭， 從屬(他)那 從屬(他)希斯崙， 從屬(他)那

從屬(他)法勒斯， 從屬(他)那 從屬(他)猶大，
[經文變異WH]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亞德明，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亞珥尼， 從屬(他)那 從屬(他)希斯崙， 從屬(他)那

從屬(他)法勒斯， 從屬(他)那 從屬(他)猶大，

路 3:34 tou/ VIakw.b tou/ VIsaa.k tou/ VAbraa.m tou/ Qa,ra tou/ Nacw.r
Which was the son of Jacob, which was the son of Isaac, which was the son of Abraham, which was the son of
Thara, which was the son of Nachor,
猶大是雅各的兒子，雅各是以撒的兒子，以撒是亞伯拉罕的兒子，亞伯拉罕是他拉的兒子，他拉是拿鶴的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雅各， 從屬(他)那 從屬(他)以撒，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亞伯拉罕， 從屬(他)那 從屬(他)他拉，

從屬(他)那 從屬(他)拿鶴，

路 3:35 tou/ Serou.c tou/ ~Ragau. tou/ Fa,lek tou/ :Eber tou/ Sala.
Which was the son of Saruch, which was the son of Ragau, which was the son of Phalec, which was the son of
Heber, which was the son of Sala,
拿鶴是西鹿的兒子，西鹿是拉吳的兒子，拉吳是法勒的兒子，法勒是希伯的兒子，希伯是沙拉的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西鹿， 從屬(他)那 從屬(他)拉吳， 從屬(他)那 從屬(他)法勒， 從屬(他)那 從屬(他)希伯，

從屬(他)那 從屬(他)沙拉，

路 3:36 tou/ Kai?na.m tou/ VArfaxa.d tou/ Sh.m tou/ Nw/e tou/ La,mec
Which was the son of Cainan, which was the son of Arphaxad, which was the son of Sem, which was the son of
Noe, which was the son of Lamech,
沙拉是該南的兒子，該南是亞法撒的兒子，亞法撒是閃的兒子，閃是挪亞的兒子，挪亞是拉麥的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該南，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亞法撒， 從屬(他)那 從屬(他)閃， 從屬(他)那 從屬(他)挪亞，

從屬(他)那 從屬(他)拉麥，

路 3:37 tou/ Maqousala. tou/ ~Enw.c tou/ VIa,ret tou/ Maleleh.l tou/ Kai?na.m
Which was the son of Mathusala, which was the son of Enoch, which was the son of Jared, which was the son
of Maleleel, which was the son of Cainan,
拉麥是瑪土撒拉的兒子，瑪土撒拉是以諾的兒子，以諾是雅列的兒子，雅列是瑪勒列的兒子，瑪勒列是該南的兒

子，該南是以挪士的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瑪土撒拉， 從屬(他)那 從屬(他)以諾， 從屬(他)那 從屬(他)雅列， 從屬(他)那 從屬(他)瑪勒列，

從屬(他)那 從屬(他)該南，

路 3:38 tou/ VEnw.j tou/ Sh.q tou/ VAda.m tou/ qeou/Å
Which was the son of Enos, which was the son of Seth, which was the son of Adam, which was the son of God.
以挪士是塞特的兒子，塞特是亞當的兒子，亞當是神的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以挪士， 從屬(他)那 從屬(他)塞特，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亞當，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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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4:1 VIhsou/j de. plh,rhj pneu,matoj àgi,ou ùpe,streyen avpo. tou/ VIorda,nou kai. h;geto evn tw/| pneu,mati evn th/|
evrh,mw|
And Jesus being full of the Holy Ghost returned from Jordan, and was led by the Spirit into the wilderness,
耶穌被聖靈充滿，從約但河回來，聖靈將他引到曠野，四十天受魔鬼的試探。

(他)耶穌 然而也 (他)充滿添足的 從屬(它)靈/風 從屬(它)聖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翻轉轉回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約但河，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被帶領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靈/風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孤獨荒涼的，
[不同標點]

(他)耶穌 然而也 (他)充滿添足的 從屬(它)靈/風 從屬(它)聖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翻轉轉回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約但河，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被帶領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靈/風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孤獨荒涼的
[經文變異RT]

(他)耶穌 然而也 從屬(它)靈/風 從屬(它)聖的 (他)充滿添足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翻轉轉回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約但河，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被帶領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靈/風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孤獨荒涼的，

路 4:2 hm̀e,raj tessera,konta peirazo,menoj ùpo. tou/ diabo,louÅ kai. ouvk e;fagen ouvde.n evn tai/j h̀me,raij evkei,naij
kai. suntelesqeisw/n auvtw/n evpei,nasenÅ
Being forty days tempted of the devil. And in those days he did eat nothing: and when they were ended, he
afterward hungered.
那些日子沒有喫甚麼；日子滿了，他就餓了。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到於(她們)四十個 (他)現正持續被使有探測試驗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那

從屬(他)詆辱中傷的[常指魔鬼]。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吃食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日子/白日 在對(她們)在那裏的那個； 並且 從屬(她們)那時(也是)被全部完成了的

從屬(她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有飢餓。
[不同標點]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到於(她們)四十個， (他)現正持續被使有探測試驗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那

從屬(他)詆辱中傷的[常指魔鬼]。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吃食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日子/白日 在對(她們)在那裏的那個； 並且 從屬(她們)那時(也是)被全部完成了的

從屬(她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有飢餓。
[經文變異RT]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到於(她們)四十個 (他)現正持續被使有探測試驗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那

從屬(他)詆辱中傷的[常指魔鬼]。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吃食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日子/白日 在對(她們)在那裏的那個； 並且 從屬(她們)那時(也是)被全部完成了的

從屬(她們)同一者， 稍遲隨後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有飢餓。

路 4:3 Ei=pen de. auvtw/| ò dia,boloj( Eiv uiò.j ei= tou/ qeou/( eivpe. tw/| li,qw| tou,tw| i[na ge,nhtai a;rtojÅ
And the devil said unto him, If thou be the Son of God, command this stone that it be made bread.
魔鬼對他說：你若是神的兒子，可以吩咐這塊石頭變成食物。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詆辱中傷的[常指魔鬼]， 若是 (他)兒子 你現在持續是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你那時(也是)就要發話言說 在對(他)那 在對(他)石頭 在對(他)那同一者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生發成為 (他)麵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詆辱中傷的[常指魔鬼]， 若是 (他)兒子 你現在持續是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你那時(也是)就要發話言說 在對(他)那 在對(他)石頭 在對(他)那同一者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生發成為 (他)麵餅。

路 4:4 kai. avpekri,qh pro.j auvto.n ò VIhsou/j( Ge,graptai o[ti Ouvk evpV a;rtw| mo,nw| zh,setai ò a;nqrwpojÅ
And Jesus answered him, saying, It is written, That man shall not live by bread alone, but by every word of God.
耶穌回答說：經上記著說：『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裏所出的一切話。』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是這樣 不是/不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麵餅 在對(他)僅有單獨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活 (他)那 (他)人。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註1
(他)耶穌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是這樣 不是/不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麵餅 在對(他)僅有單獨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活 (他)那 (他)人， 但乃是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它)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它)所發表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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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屬(他)神。

註1：“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路 4:5 Kai. avnagagw.n auvto.n e;deixen auvtw/| pa,saj ta.j basilei,aj th/j oivkoume,nhj evn stigmh/| cro,nou
And the devil, taking him up into an high mountain, shewed unto him all the kingdoms of the world in a moment
of time.
魔鬼又領他上了高山，霎時間把天下的萬國都指給他看。

並且 (他)那時(也是)向上帶領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顯示展現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她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王權國度 從屬(她)那 從屬(她)全地 在內 在對(她)霎時

從屬(他)時段期間；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向上帶領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他)那 (他)詆辱中傷的[常指魔鬼] 向內進入 到於(它)高山

到於(它)高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顯示展現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她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王權國度 從屬(她)那 從屬(她)全地 在內 在對(她)霎時 從屬(他)時段期間；

路 4:6 kai. ei=pen auvtw/| ò dia,boloj( Soi. dw,sw th.n evxousi,an tau,thn a[pasan kai. th.n do,xan auvtw/n( o[ti evmoi.
parade,dotai kai. w-| eva.n qe,lw di,dwmi auvth,n\
And the devil said unto him, All this power will I give thee, and the glory of them: for that is delivered unto me;
and to whomsoever I will I give it.
對他說：這一切權柄榮華，我都要給你；因為這原是交付我的，我願意給誰就給誰。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詆辱中傷的[常指魔鬼]， 在對你 我將要(持續)給與

到於(她)那 到於(她)權柄掌握 到於(她)那同一者 到於(她)同時一齊地所有每一個的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榮耀

從屬(她們)同一者； 是這樣 在對"我"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交付； 並且 在對(他)這個 但凡若是 我現在應該持續定意，

我現在持續給與 到於(她)同一者。

路 4:7 su. ou=n eva.n proskunh,sh|j evnw,pion evmou/( e;stai sou/ pa/saÅ
If thou therefore wilt worship me, all shall be thine.
你若在我面前下拜，這都要歸你。

你 這樣 但凡若是 你那時(也是)應該敬拜 在面前地 從屬"我"，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從屬你 (她)所有每一個的。
[經文變異RT]

你 這樣 但凡若是 你那時(也是)應該敬拜 在面前地 從屬我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從屬你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路 4:8 kai. avpokriqei.j ò VIhsou/j ei=pen auvtw/|( Ge,graptai( Ku,rion to.n qeo,n sou proskunh,seij kai. auvtw/| mo,nw|
latreu,seijÅ
And Jesus answered and said unto him, Get thee behind me, Satan: for it is written, Thou shalt worship the Lord
thy God, and him only shalt thou serve.
耶穌說：經上記著說：『當拜主你的神，單要事奉他。』

並且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到於(他)主人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從屬你 你將要(持續)敬拜， 並且 在對(他)同一者

在對(他)僅有單獨的 你將要(持續)行事奉。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那 (他)耶穌，

你現在就要持續退開去 向在後面地 從屬我， 阿,(他)撒但；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因為， 你將要(持續)敬拜

到於(他)主人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從屬你， 並且 在對(他)同一者 在對(他)僅有單獨的 你將要(持續)行事奉。
[經文變異MT]

並且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那 (他)耶穌，

你現在就要持續退開去 向在後面地 從屬我， 阿,(他)撒但；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你將要(持續)敬拜

到於(他)主人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從屬你， 並且 在對(他)同一者 在對(他)僅有單獨的 你將要(持續)行事奉。

路 4:9 :Hgagen de. auvto.n eivj VIerousalh.m kai. e;sthsen evpi. to. pteru,gion tou/ ièrou/ kai. ei=pen auvtw/|( Eiv uiò.j ei=
tou/ qeou/( ba,le seauto.n evnteu/qen ka,tw\
And he brought him to Jerusalem, and set him on a pinnacle of the temple, and said unto him, If thou be the Son
of God, cast thyself down from hence:
魔鬼又領他到耶路撒冷去，叫他站在殿頂上，〔頂原文作翅〕對他說：你若是神的兒子，可以從這裏跳下去；

他/她/它那時(也是)帶領 然而也 到於(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陸撒冷，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立定站住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那 到於(它)側樓尖頂 從屬(它)那 從屬(它)聖殿，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若是 (他)兒子 你現在持續是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你那時(也是)就要投擲 到於(他)你自己

從在此處地 向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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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帶領 到於(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陸撒冷，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立定站住

到於(他)同一者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那 到於(它)側樓尖頂 從屬(它)那 從屬(它)聖殿，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若是 (他)那 (他)兒子 你現在持續是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你那時(也是)就要投擲 到於(他)你自己 從在此處地 向下地；

路 4:10 ge,graptai ga.r o[ti Toi/j avgge,loij auvtou/ evntelei/tai peri. sou/ tou/ diafula,xai se(
For it is written, He shall give his angels charge over thee, to keep thee:
因為經上記著說：『主要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護你；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因為， 是這樣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使者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被督促責成 <在周圍>關於 從屬你， 從屬(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徹底地看管守護 到於你；

路 4:11 kai. o[ti VEpi. ceirw/n avrou/si,n se( mh,pote prosko,yh|j pro.j li,qon to.n po,da souÅ
And in their hands they shall bear thee up, lest at any time thou dash thy foot against a stone.
他們要用手托著你，免得你的腳碰在石頭上。』

並且 是這樣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們)手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提起 到於你， 不會任何時候地

你那時(也是)應該撞擊絆跌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石頭 到於(他)那 到於(他)腳 從屬你。
[經文變異MT]

並且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們)手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提起 到於你， 不會任何時候地 你那時(也是)應該撞擊絆跌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石頭 到於(他)那 到於(他)腳 從屬你。

路 4:12 kai. avpokriqei.j ei=pen auvtw/| ò VIhsou/j o[ti Ei;rhtai( Ouvk evkpeira,seij ku,rion to.n qeo,n souÅ
And Jesus answering said unto him, It is said, Thou shalt not tempt the Lord thy God.
耶穌對他說：經上說：『不可試探主你的神。』

並且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開聲言說， 不是/不 你將要(持續)向外使有探測試驗 到於(他)主人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從屬你。

路 4:13 Kai. suntele,saj pa,nta peirasmo.n ò dia,boloj avpe,sth avpV auvtou/ a;cri kairou/Å
And when the devil had ended all the temptation, he departed from him for a season.
魔鬼用完了各樣的試探，就暫時離開耶穌。

並且 (他)那時(也是)全部完成了的 到於(他)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試探試煉 (他)那 (他)詆辱中傷的[常指魔鬼]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站開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同一者 直至達到 從屬(他)場合時節。

路 4:14 Kai. up̀e,streyen ò VIhsou/j evn th/| duna,mei tou/ pneu,matoj eivj th.n Galilai,anÅ kai. fh,mh evxh/lqen kaqV
o[lhj th/j pericw,rou peri. auvtou/Å
And Jesus returned in the power of the Spirit into Galilee: and there went out a fame of him through all the
region round about.
耶穌滿有聖靈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聲就傳遍了四方。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翻轉轉回 (他)那 (他)耶穌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能力權能 從屬(它)那 從屬(它)靈/風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加利利； 並且 (她)名聲傳說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她)整個全部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在周圍地域的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同一者。

路 4:15 kai. auvto.j evdi,dasken evn tai/j sunagwgai/j auvtw/n doxazo,menoj up̀o. pa,ntwnÅ
And he taught in their synagogues, being glorified of all.
他在各會堂裏教訓人，眾人都稱讚他。

並且 (他)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教導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會堂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被歸榮耀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路 4:16 Kai. h=lqen eivj Nazara,( ou- h=n teqramme,noj( kai. eivsh/lqen kata. to. eivwqo.j auvtw/| evn th/| hm̀e,ra| tw/n
sabba,twn eivj th.n sunagwgh.n kai. avne,sth avnagnw/naiÅ
And he came to Nazareth, where he had been brought up: and, as his custom was, he went into the synagogue
on the sabbath day, and stood up for to read.
耶穌來到拿撒勒，就是他長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規矩，進了會堂，站起來要念聖經。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她)拿撒勒， 在這裏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現在已經被滋養強健了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那

到於(它)現在已經習常慣用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日子/白日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安息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會堂，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 那時(也是)要去宣讀誦念。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拿撒勒， 在這裏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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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現在已經被滋養強健了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那

到於(它)現在已經習常慣用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日子/白日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安息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會堂，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 那時(也是)要去宣讀誦念。

路 4:17 kai. evpedo,qh auvtw/| bibli,on tou/ profh,tou VHsai<ou kai. avnaptu,xaj to. bibli,on eu-ren to.n to,pon ou- h=n
gegramme,non(
And there was delivered unto him the book of the prophet Esaias. And when he had opened the book, he found
the place where it was written,
有人把先知以賽亞的書交給他，他就打開，找到一處寫著說：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交給 在對(他)同一者 (它)小書卷 從屬(他)那 從屬(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從屬(他)以賽亞；

並且 (他)那時(也是)捲開來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小書卷 他/她/它那時(也是)找到尋見 到於(他)那 到於(他)地點處所

在這裏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了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交給 在對(他)同一者 (它)小書卷 從屬(他)以賽亞 從屬(他)那 從屬(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並且 (他)那時(也是)捲開來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小書卷 他/她/它那時(也是)找到尋見 到於(他)那 到於(他)地點處所

在這裏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了的，
[經文變異WH]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交給 在對(他)同一者 (它)小書卷 從屬(他)那 從屬(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從屬(他)以賽亞；

並且 (他)那時(也是)向上開啟打開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小書卷 他/她/它那時(也是)找到尋見 到於(他)那

到於(他)地點處所 在這裏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了的，

路 4:18 Pneu/ma kuri,ou evpV evme. ou- ei[neken e;crise,n me euvaggeli,sasqai ptwcoi/j( avpe,stalke,n me( khru,xai
aivcmalw,toij a;fesin kai. tufloi/j avna,bleyin( avpostei/lai teqrausme,nouj evn avfe,sei(
The Spirit of the Lord is upon me, because he hath anointed me to preach the gospel to the poor; he hath sent
me to heal the brokenhearted, to preach deliverance to the captives, and recovering of sight to the blind, to set
at liberty them that are bruised,
『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他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報告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

受壓制的得自由，

(它)靈/風 從屬(他)主人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我"， 從屬(它)這個 由于為此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膏抹 到於我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傳福音佳訊 在對(他們)貧苦窮困的； 他/她/它現在已經分派差遣 到於我 那時(也是)要去傳達宣講

在對(他們)俘擄 到於(她)赦免釋放 並且 在對(他們)瞎眼的 到於(她)再向上著眼觀看， 那時(也是)要去分派差遣

到於(他們)現在已經被擊碎壓裂了的 在內 在對(她)赦免釋放，
[經文變異RT]

(它)靈/風 從屬(他)主人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我"， 從屬(它)這個 由于為此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膏抹 到於我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傳福音佳訊 在對(他們)貧苦窮困的； 他/她/它現在已經分派差遣 到於我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醫好治癒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在已經被完全壓碎損壞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內心，

那時(也是)要去傳達宣講 在對(他們)俘擄 到於(她)赦免釋放 並且 在對(他們)瞎眼的 到於(她)再向上著眼觀看，

那時(也是)要去分派差遣 到於(他們)現在已經被擊碎壓裂了的 在內 在對(她)赦免釋放，

路 4:19 khru,xai evniauto.n kuri,ou dekto,nÅ
To preach the acceptable year of the Lord.
報告神悅納人的禧年。』

那時(也是)要去傳達宣講 到於(他)年度 從屬(他)主人 到於(他)乃接納領受的。

路 4:20 kai. ptu,xaj to. bibli,on avpodou.j tw/| ùphre,th| evka,qisen\ kai. pa,ntwn oì ovfqalmoi. evn th/| sunagwgh/| h=san
avteni,zontej auvtw/|Å
And he closed the book, and he gave it again to the minister, and sat down. And the eyes of all them that were
in the synagogue were fastened on him.
於是把書捲起來，交還執事，就坐下；會堂裏的人都定睛看他。

並且 (他)那時(也是)捲起來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小書卷， (他)那時(也是)從那裏給與了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差役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座； 並且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那些 (他們)眼睛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會堂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他們)現正持續專注定睛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捲起來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小書卷， (他)那時(也是)從那裏給與了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差役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座； 並且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會堂 (他們)那些 (他們)眼睛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他們)現正持續專注定睛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路 4:21 h;rxato de. le,gein pro.j auvtou.j o[ti Sh,meron peplh,rwtai h` grafh. au[th evn toi/j wvsi.n ùmw/nÅ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  簡易閲讀版  376

376

And he began to say unto them, This day is this scripture fulfilled in your ears.
耶穌對他們說：今天這經應驗在你們耳中了。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 然而也 現要去持續道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是這樣 今日地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促使成充滿添足 (她)那 (她)經文 (她)那同一者 在內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耳朵 從屬你們。

路 4:22 Kai. pa,ntej evmartu,roun auvtw/| kai. evqau,mazon evpi. toi/j lo,goij th/j ca,ritoj toi/j evkporeuome,noij evk tou/
sto,matoj auvtou/ kai. e;legon( Ouvci. uiò,j evstin VIwsh.f ou-tojÈ
And all bare him witness, and wondered at the gracious words which proceeded out of his mouth. And they said,
Is not this Joseph's son?
眾人都稱讚他，並希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又說：這不是約瑟的兒子麼。

並且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作見證人 在對(他)同一者註1，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希奇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她)那 從屬(她)恩典惠意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向外行去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口/嘴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豈不是呢 (他)兒子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從屬(他)約瑟 (他)那同一者？

註1：“在對(他)同一者”文法上亦可以為“在對(它)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作見證人 在對(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希奇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她)那 從屬(她)恩典惠意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向外行去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口/嘴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豈非呢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約瑟？

路 4:23 kai. ei=pen pro.j auvtou,j( Pa,ntwj evrei/te, moi th.n parabolh.n tau,thn\ VIatre,( qera,peuson seauto,n\ o[sa
hvkou,samen geno,mena eivj th.n Kafarnaou.m poi,hson kai. w-de evn th/| patri,di souÅ
And he said unto them, Ye will surely say unto me this proverb, Physician, heal thyself: whatsoever we have
heard done in Capernaum, do also here in thy country.
耶穌對他們說：你們必引這俗語向我說：醫生，你醫治自己罷；我們聽見你在迦百農所行的事，也當行在你自己

家鄉裏。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乃全部必定地 你們將要(持續)開聲言說

在對我 到於(她)那 到於(她)比喻 到於(她)那同一者， 阿,(他)醫生， 你那時(也是)就要行侍候紓解 到於(他)你自己；

到於(它們)這每一切 我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到於(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迦百農， 你那時(也是)就要行出作成 並且 也就在此地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父鄉祖籍 從屬你。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乃全部必定地 你們將要(持續)開聲言說

在對我 到於(她)那 到於(她)比喻 到於(她)那同一者， 阿,(他)醫生， 你那時(也是)就要行侍候紓解 到於(他)你自己；

到於(它們)這每一切 我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到於(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迦百農註1， 你那時(也是)就要行出作成 並且 也就在此地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父鄉祖籍 從屬你。

註1：“到於(她)迦百農”文法上亦可以為“在對(她)迦百農”。

路 4:24 ei=pen de,( VAmh.n le,gw ùmi/n o[ti ouvdei.j profh,thj dekto,j evstin evn th/| patri,di auvtou/Å
And he said, Verily I say unto you, No prophet is accepted in his own country.
又說：我實在告訴你們，沒有先知在自己家鄉被人悅納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是這樣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他)乃接納領受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父鄉祖籍 從屬(他)同一者。

路 4:25 evpV avlhqei,aj de. le,gw ùmi/n( pollai. ch/rai h=san evn tai/j h̀me,raij VHli,ou evn tw/| VIsrah,l( o[te evklei,sqh ò
ouvrano.j evpi. e;th tri,a kai. mh/naj e[x( wj̀ evge,neto limo.j me,gaj evpi. pa/san th.n gh/n(
But I tell you of a truth, many widows were in Israel in the days of Elias, when the heaven was shut up three
years and six months, when great famine was throughout all the land;
我對你們說實話，當以利亞的時候，天閉塞了三年零六個月，遍地有大饑荒，那時，以色列中有許多寡婦；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真情實理 然而也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她們)許多的 (她們)寡婦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日子/白日 從屬(他)以利亞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以色列，

當這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關上鎖住 (他)那 (他)天空/天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們)年 到於(它們)三個 並且

到於(他們)月 到於(他們)六個， 正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他)糧食缺乏 (他)極大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經文變異WH]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真情實理 然而也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她們)許多的 (她們)寡婦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日子/白日 從屬(他)以利亞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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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這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關上鎖住 (他)那 (他)天空/天 到於(它們)年 到於(它們)三個 並且 到於(他們)月

到於(他們)六個， 正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他)糧食缺乏 (他)極大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路 4:26 kai. pro.j ouvdemi,an auvtw/n evpe,mfqh VHli,aj eiv mh. eivj Sa,repta th/j Sidwni,aj pro.j gunai/ka ch,ranÅ
But unto none of them was Elias sent, save unto Sarepta, a city of Sidon, unto a woman that was a widow.
以利亞並沒有奉差往他們一個人那裏去，只奉差往西頓的撒勒法，一個寡婦那裏去。

並且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從屬(她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差送打發 (他)以利亞，

若是 不會/不要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撒勒法 從屬(她)那 從屬(她)西頓人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女人

到於(她)寡婦。
[經文變異RT]

並且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從屬(她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差送打發 (他)以利亞，

若是 不會/不要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撒勒法 從屬(她)那 從屬(她)西頓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女人

到於(她)寡婦。

路 4:27 kai. polloi. leproi. h=san evn tw/| VIsrah.l evpi. VElisai,ou tou/ profh,tou( kai. ouvdei.j auvtw/n evkaqari,sqh eiv
mh. Naima.n ò Su,rojÅ
And many lepers were in Israel in the time of Eliseus the prophet; and none of them was cleansed, saving
Naaman the Syrian.
先知以利沙的時候，以色列中有許多長大痲瘋的；但內中除了敘利亞國的乃縵，沒有一個得潔淨的。

並且 (他們)許多的 (他們)痲瘋病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以色列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他)以利沙 從屬(他)那 從屬(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並且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潔淨， 若是 不會/不要 (他)乃縵 (他)那 (他)敘利亞人。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們)許多的 (他們)痲瘋病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他)以利沙 從屬(他)那

從屬(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以色列； 並且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潔淨， 若是 不會/不要 (他)乃縵 (他)那 (他)敘利亞人。

路 4:28 kai. evplh,sqhsan pa,ntej qumou/ evn th/| sunagwgh/| avkou,ontej tau/ta
And all they in the synagogue, when they heard these things, were filled with wrath,
會堂裏的人聽見這話，都怒氣滿胸；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充滿添足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他)熾熱憤恨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會堂，

(他們)現正持續聲聞耳聽了的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路 4:29 kai. avnasta,ntej evxe,balon auvto.n e;xw th/j po,lewj kai. h;gagon auvto.n e[wj ovfru,oj tou/ o;rouj evfV ou- h`
po,lij wv|kodo,mhto auvtw/n w[ste katakrhmni,sai auvto,n\
And rose up, and thrust him out of the city, and led him unto the brow of the hill whereon their city was built, that
they might cast him down headlong.
就起來攆他出城，他們的城造在山上，他們帶他到山崖，要把他推下去。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外投擲出來 到於(他)同一者 在外面地 從屬(她)那

從屬(她)城邑，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帶領 到於(他)同一者 一直直到 從屬(她)山脊前緣 從屬(它)那

從屬(它)高山，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它)這個 (她)那 (她)城邑 他/她/它當時已經被營建修造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以致

那時(也是)要去拋下懸崖 到於(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外投擲出來 到於(他)同一者 在外面地 從屬(她)那

從屬(她)城邑，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帶領 到於(他)同一者 一直直到 從屬(她)那 從屬(她)山脊前緣 從屬(它)那

從屬(它)高山，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它)這個 (她)那 (她)城邑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已經被營建修造，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拋下懸崖 到於(他)同一者；

路 4:30 auvto.j de. dielqw.n dia. me,sou auvtw/n evporeu,etoÅ
But he passing through the midst of them went his way,
他卻從他們中間直行，過去了。

(他)同一者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橫過穿越了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中間當中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路 4:31 Kai. kath/lqen eivj Kafarnaou.m po,lin th/j Galilai,ajÅ kai. h=n dida,skwn auvtou.j evn toi/j sa,bbasin\
And came down to Capernaum, a city of Galilee, and taught them on the sabbath days.
耶穌下到迦百農，就是加利利的一座城，在安息日教訓眾人。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下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她)迦百農 到於(她)城邑 從屬(她)那 從屬(她)加利利， 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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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現正持續教導了的 到於(他們)同一者 在內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安息；

路 4:32 kai. evxeplh,ssonto evpi. th/| didach/| auvtou/( o[ti evn evxousi,a| h=n ò lo,goj auvtou/Å
And they were astonished at his doctrine: for his word was with power.
他們很希奇他的教訓，因為他的話裏有權柄。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被震驚詫異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那 在對(她)教授講訓 從屬(他)同一者； 是這樣 在內

在對(她)權柄掌握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那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同一者。

路 4:33 kai. evn th/| sunagwgh/| h=n a;nqrwpoj e;cwn pneu/ma daimoni,ou avkaqa,rtou kai. avne,kraxen fwnh/| mega,lh|(
And in the synagogue there was a man, which had a spirit of an unclean devil, and cried out with a loud voice,
在會堂裏有一個人，被污鬼的精氣附著，大聲喊叫說：

並且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會堂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人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它)靈/風 從屬(它)鬼魔

從屬(它)污穢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上嘶聲吶喊 在對(她)聲音 在對(她)極大的，

路 4:34 :Ea( ti, hm̀i/n kai. soi,( VIhsou/ Nazarhne,È h=lqej avpole,sai hm̀a/jÈ oi=da, se ti,j ei=( ò a[gioj tou/ qeou/Å
Saying, Let us alone; what have we to do with thee, thou Jesus of Nazareth? art thou come to destroy us? I
know thee who thou art; the Holy One of God.
唉，拿撒勒的耶穌，我們與你有甚麼相干，你來滅我們麼；我知道你是誰，乃是神的聖者。

就算了罷呀； (它)任何什麼呢 在對我們 並且 在對你， 阿,(他)耶穌 阿,(他)拿撒勒的？ 你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那時(也是)要去毀掉除滅 到於我們？ 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到於你 (他)任何什麼呢 你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聖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經文變異RT]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就算了罷呀； (它)任何什麼呢 在對我們 並且 在對你， 阿,(他)耶穌 阿,(他)拿撒勒的？

你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那時(也是)要去毀掉除滅 到於我們？ 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到於你 (他)任何什麼呢

你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聖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路 4:35 kai. evpeti,mhsen auvtw/| ò VIhsou/j le,gwn( Fimw,qhti kai. e;xelqe avpV auvtou/Å kai. rì/yan auvto.n to. daimo,nion
eivj to. me,son evxh/lqen avpV auvtou/ mhde.n bla,yan auvto,nÅ
And Jesus rebuked him, saying, Hold thy peace, and come out of him. And when the devil had thrown him in the
midst, he came out of him, and hurt him not.
耶穌責備他說：不要作聲，從這人身上出來罷。鬼把那人摔倒在眾人中間，就出來了，卻也沒有害他。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評斷申誡 在對(它)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被籠住嘴，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它)那時(也是)拋擲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它)那 (它)鬼魔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中間當中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它)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它)那時(也是)妨礙傷害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評斷申誡 在對(它)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被籠住嘴，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向外出來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它)那時(也是)拋擲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它)那 (它)鬼魔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中間當中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它)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它)那時(也是)妨礙傷害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路 4:36 kai. evge,neto qa,mboj evpi. pa,ntaj kai. sunela,loun pro.j avllh,louj le,gontej( Ti,j ò lo,goj ou-toj o[ti evn
evxousi,a| kai. duna,mei evpita,ssei toi/j avkaqa,rtoij pneu,masin kai. evxe,rcontaiÈ
And they were all amazed, and spake among themselves, saying, What a word is this! for with authority and
power he commandeth the unclean spirits, and they come out.
眾人都驚訝，彼此對問說：這是甚麼道理呢；因為他用權柄能力吩咐污鬼，污鬼就出來。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它)驚愕訝異之駭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共同發言講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彼此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他)任何什麼呢 (他)那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他)那同一者； 是這樣 在內 在對(她)權柄掌握 並且 在對(她)能力權能

他/她/它現在持續責令定規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污穢的 在對(它們)靈/風，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不同標點]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它)驚愕訝異之駭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共同發言講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彼此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他)任何什麼呢 (他)那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他)那同一者？ 是這樣 在內 在對(她)權柄掌握 並且 在對(她)能力權能

他/她/它現在持續責令定規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污穢的 在對(它們)靈/風， 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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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路 4:37 kai. evxeporeu,eto h=coj peri. auvtou/ eivj pa,nta to,pon th/j pericw,rouÅ
And the fame of him went out into every place of the country round about.
於是耶穌的名聲傳遍了周圍地方。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向外行去 (他)響聲回響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他)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地點處所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在周圍地域的。

路 4:38 VAnasta.j de. avpo. th/j sunagwgh/j eivsh/lqen eivj th.n oivki,an Si,mwnojÅ penqera. de. tou/ Si,mwnoj h=n
sunecome,nh puretw/| mega,lw| kai. hvrw,thsan auvto.n peri. auvth/jÅ
And he arose out of the synagogue, and entered into Simon's house. And Simon's wife's mother was taken with
a great fever; and they besought him for her.
耶穌出了會堂，進了西門的家；西門的岳母害熱病甚重；有人為他求耶穌。

(他)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了的 然而也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會堂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住屋家庭 從屬(他)西門。 (她)岳母 然而也 從屬(他)那 從屬(他)西門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她)現正持續被握緊擠壓了的 在對(他)高燒 在對(他)極大的；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查詢求問

到於(他)同一者 <在周圍>關於 從屬(她)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了的 然而也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會堂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住屋家庭 從屬(他)西門。 (她)那 (她)岳母 然而也 從屬(他)那 從屬(他)西門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她)現正持續被握緊擠壓了的 在對(他)高燒 在對(他)極大的；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查詢求問

到於(他)同一者 <在周圍>關於 從屬(她)同一者。

路 4:39 kai. evpista.j evpa,nw auvth/j evpeti,mhsen tw/| puretw/| kai. avfh/ken auvth,n\ paracrh/ma de. avnasta/sa dihko,nei
auvtoi/jÅ
And he stood over her, and rebuked the fever; and it left her: and immediately she arose and ministered unto
them.
耶穌站在他旁邊，斥責那熱病，熱就退了；他立刻起來服事他們。

並且 (他)那時(也是)立定站住在上面了的 在上面上頭地 從屬(她)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評斷申誡 在對(他)那

在對(他)高燒，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任憑釋放離開 到於(她)同一者； 當場立即地 然而也

(她)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了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行服事 在對(他們)同一者。

路 4:40 Du,nontoj de. tou/ hl̀i,ou a[pantej o[soi ei=con avsqenou/ntaj no,soij poiki,laij h;gagon auvtou.j pro.j auvto,n\ ò
de. èni. èka,stw| auvtw/n ta.j cei/raj evpitiqei.j evqera,peuen auvtou,jÅ
Now when the sun was setting, all they that had any sick with divers diseases brought them unto him; and he
laid his hands on every one of them, and healed them.
日落的時候，凡有病人的，不論害甚麼病，都帶到耶穌那裏；耶穌按手在他們各人身上，醫好他們。

從屬(他)現正持續沉降垂落了的 然而也 從屬(他)那 從屬(他)日頭太陽， (他們)同時一齊地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這每一切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持有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成軟弱無力了的 在對(她們)疾病 在對(她們)各色各樣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帶領 到於(他們)同一者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他)那 然而也 在對(他)一個

在對(他)各個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手 (他)現正持續置放擺設在上面了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行侍候紓解 到於(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從屬(他)現正持續沉降垂落了的 然而也 從屬(他)那 從屬(他)日頭太陽，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這每一切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持有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成軟弱無力了的 在對(她們)疾病 在對(她們)各色各樣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帶領 到於(他們)同一者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他)那 然而也 在對(他)一個

在對(他)各個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手 (他)那時(也是)置放擺設在上面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侍候紓解 到於(他們)同一者。

路 4:41 evxh,rceto de. kai. daimo,nia avpo. pollw/n krÎaugÐa,zonta kai. le,gonta o[ti Su. ei= ò uìo.j tou/ qeou/Å kai.
evpitimw/n ouvk ei;a auvta. lalei/n( o[ti h;|deisan to.n Cristo.n auvto.n ei=naiÅ
And devils also came out of many, crying out, and saying, Thou art Christ the Son of God. And he rebuking
them suffered them not to speak: for they knew that he was Christ.
又有鬼從好些人身上出來，喊著說：你是神的兒子。耶穌斥責他們，不許他們說話，因為他們知道他是基督。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然而也 並且 (它們)鬼魔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許多的，

(它們)現正持續發喊嚷叫了的 [或=(它們)現正持續嘶聲吶喊了的] 並且 (它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是這樣 你

你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他)現正持續評斷申誡了的 不是/不

他/她/它當時持續容許任由 到於(它們)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發言講說， 是這樣 他/她/它們當時已經看見察覺 到於(他)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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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於(他)基督 到於(他)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然而也 並且 (它們)鬼魔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許多的，

(它們)現正持續嘶聲吶喊了的 並且 (它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是這樣 你 你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基督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他)現正持續評斷申誡了的 不是/不 他/她/它當時持續容許任由

到於(它們)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發言講說， 是這樣 他/她/它們當時已經看見察覺 到於(他)那 到於(他)基督

到於(他)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是。
[經文變異WH]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然而也 並且 (它們)鬼魔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許多的，

(它們)現正持續嘶聲吶喊了的 並且 (它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是這樣 你 你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他)現正持續評斷申誡了的 不是/不 他/她/它當時持續容許任由 到於(它們)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發言講說， 是這樣 他/她/它們當時已經看見察覺 到於(他)那 到於(他)基督 到於(他)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是。

路 4:42 Genome,nhj de. hm̀e,raj evxelqw.n evporeu,qh eivj e;rhmon to,pon\ kai. oì o;cloi evpezh,toun auvto.n kai. h=lqon e[wj
auvtou/ kai. katei/con auvto.n tou/ mh. poreu,esqai avpV auvtw/nÅ
And when it was day, he departed and went into a desert place: and the people sought him, and came unto him,
and stayed him, that he should not depart from them.
天亮的時候，耶穌出來，走到曠野地方。眾人去找他，到了他那裏，要留住他，不要他離開他們。

從屬(她)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然而也 從屬(她)日子/白日， (他)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行去 向內進入 到於(他)孤獨荒涼的 到於(他)地點處所；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群眾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在上面探索尋求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一直直到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持住 到於(他)同一者， 從屬(它)那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從屬(她)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然而也 從屬(她)日子/白日， (他)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行去 向內進入 到於(他)孤獨荒涼的 到於(他)地點處所；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群眾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探索尋求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一直直到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持住 到於(他)同一者， 從屬(它)那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同一者。

路 4:43 ò de. ei=pen pro.j auvtou.j o[ti Kai. tai/j et̀e,raij po,lesin euvaggeli,sasqai, me dei/ th.n basilei,an tou/ qeou/(
o[ti evpi. tou/to avpesta,lhnÅ
And he said unto them, I must preach the kingdom of God to other cities also: for therefore am I sent.
但耶穌對他們說：我也必須在別城傳神國的福音；因我奉差原是為此。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是這樣 並且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相異不同的 在對(她們)城邑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傳福音佳訊 到於我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到於(她)那 到於(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是這樣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那同一者 我那時(也是)被分派差遣。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是這樣 並且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相異不同的 在對(她們)城邑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傳福音佳訊 到於我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到於(她)那 到於(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是這樣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同一者 我現在已經被分派差遣。

路 4:44 kai. h=n khru,sswn eivj ta.j sunagwga.j th/j VIoudai,ajÅ
And he preached in the synagogues of Galilee.
於是耶穌在加利利的各會堂傳道。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現正持續傳達宣講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會堂 從屬(她)那

從屬(她)猶太地方。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現正持續傳達宣講了的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會堂 從屬(她)那

從屬(她)加利利。
[經文變異Tischendorph]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現正持續傳達宣講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會堂 從屬(她)那

從屬(她)加利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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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5:1 VEge,neto de. evn tw/| to.n o;clon evpikei/sqai auvtw/| kai. avkou,ein to.n lo,gon tou/ qeou/ kai. auvto.j h=n èstw.j
para. th.n li,mnhn Gennhsare,t
And it came to pass, that, as the people pressed upon him to hear the word of God, he stood by the lake of
Gennesaret,
耶穌站在革尼撒勒湖邊，眾人擁擠他，要聽神的道。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然而也 在內 在對(它)那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群眾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壓放在上面

在對(他)同一者 並且 現要去持續聲聞耳聽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他)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現在已經立定站住了的 <在旁邊>到旁邊 到於(她)那 到於(她)湖 從屬(她)革尼撒勒；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然而也 在內 在對(它)那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群眾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壓放在上面

在對(他)同一者， 從屬(它)那 現要去持續聲聞耳聽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他)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現在已經立定站住了的 <在旁邊>到旁邊 到於(她)那 到於(她)湖

從屬(她)革尼撒勒；

路 5:2 kai. ei=den du,o ploi/a es̀tw/ta para. th.n li,mnhn\ oi` de. al̀iei/j avpV auvtw/n avpoba,ntej e;plunon ta. di,ktuaÅ
And saw two ships standing by the lake: but the fishermen were gone out of them, and were washing their nets.
他見有兩隻船灣在湖邊；打魚的人卻離開船，洗網去了。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它們)二個/兩個 到於(它們)船隻 到於(它們)現在已經立定站住了的

<在旁邊>到旁邊 到於(她)那 到於(她)湖；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漁夫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們)同一者

(他們)那時(也是)從那裏行走移步離開了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投入清洗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漁網。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它們)二個/兩個 到於(它們)船隻 到於(它們)現在已經立定站住了的

<在旁邊>到旁邊 到於(她)那 到於(她)湖；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漁夫 (他們)那時(也是)從那裏行走移步離開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投入清洗掉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漁網。
[經文變異WH]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它們)船隻 到於(它們)二個/兩個 到於(它們)現在已經立定站住了的

<在旁邊>到旁邊 到於(她)那 到於(她)湖；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漁夫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們)同一者

(他們)那時(也是)從那裏行走移步離開了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投入清洗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漁網。

路 5:3 evmba.j de. eivj e]n tw/n ploi,wn( o] h=n Si,mwnoj( hvrw,thsen auvto.n avpo. th/j gh/j evpanagagei/n ovli,gon( kaqi,saj
de. evk tou/ ploi,ou evdi,dasken tou.j o;cloujÅ
And he entered into one of the ships, which was Simon's, and prayed him that he would thrust out a little from
the land. And he sat down, and taught the people out of the ship.
有一隻船，是西門的，耶穌就上去，請他把船撐開，稍微離岸，就坐下，從船上教訓眾人。

(他)那時(也是)步入了的 然而也 向內進入 到於(它)一個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船隻， (它)這個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從屬(他)西門， 他/她/它那時(也是)查詢求問 到於(他)同一者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那時(也是)要去向上帶領在上面 到於(它)些微少許的； (他)那時(也是)就座了的 然而也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船隻 他/她/它當時持續教導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群眾。
[經文變異RT]

(他)那時(也是)步入了的 然而也 向內進入 到於(它)一個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船隻， (它)這個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從屬(他)那 從屬(他)西門， 他/她/它那時(也是)查詢求問 到於(他)同一者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那時(也是)要去向上帶領在上面 到於(它)些微少許的； 並且 (他)那時(也是)就座了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教導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船隻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群眾。

路 5:4 wj̀ de. evpau,sato lalw/n( ei=pen pro.j to.n Si,mwna( VEpana,gage eivj to. ba,qoj kai. cala,sate ta. di,ktua ùmw/n
eivj a;granÅ
Now when he had left speaking, he said unto Simon, Launch out into the deep, and let down your nets for a
draught.
講完了，對西門說：把船開到水深之處，下網打魚。

正如地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停息休止 (他)現正持續發言講說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西門， 你那時(也是)就要向上帶領在上面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深度，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鬆落縋低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漁網 從屬你們 向內進入 到於(她)獵取捕捉。

路 5:5 kai. avpokriqei.j Si,mwn ei=pen( VEpista,ta( diV o[lhj nukto.j kopia,santej ouvde.n evla,bomen\ evpi. de. tw/| rh̀,mati,
sou cala,sw ta. di,ktuaÅ
And Simon answering said unto him, Master, we have toiled all the night, and have taken nothing: nevertheless
at thy word I will let down the 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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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門說：夫子，我們整夜勞力，並沒有打著甚麼；但依從你的話，我就下網。

並且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西門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阿,(他)督導師傅，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整個全部的 從屬(她)夜晚 (他們)那時(也是)有勞碌疲累了的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我們那時(也是)拿取；

<在上面>在上面 然而也 在對(它)那 在對(它)所發表言說 從屬你 我將要(持續)鬆落縋低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漁網。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那 (他)西門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阿,(他)督導師傅，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整個全部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夜晚 (他們)那時(也是)有勞碌疲累了的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我們那時(也是)拿取； <在上面>在上面 然而也 在對(它)那 在對(它)所發表言說 從屬你

我將要(持續)鬆落縋低 到於(它)那 到於(它)漁網。

路 5:6 kai. tou/to poih,santej sune,kleisan plh/qoj ivcqu,wn polu,( dierrh,sseto de. ta. di,ktua auvtw/nÅ
And when they had this done, they inclosed a great multitude of fishes: and their net brake.
他們下了網，就圈住許多魚，網險些裂開；

並且 到於(它)那同一者 (他們)那時(也是)行出作成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共同關上鎖住 到於(它)聚滿大群

從屬(他們)魚 到於(它)許多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被撕開 然而也 (它們)那些 (它們)漁網 從屬(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到於(它)那同一者 (他們)那時(也是)行出作成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共同關上鎖住 從屬(他們)魚

到於(它)聚滿大群 到於(它)許多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被撕開 然而也 (它)那 (它)漁網 從屬(他們)同一者。

路 5:7 kai. kate,neusan toi/j meto,coij evn tw/| et̀e,rw| ploi,w| tou/ evlqo,ntaj sullabe,sqai auvtoi/j\ kai. h=lqon kai.
e;plhsan avmfo,tera ta. ploi/a w[ste buqi,zesqai auvta,Å
And they beckoned unto their partners, which were in the other ship, that they should come and help them. And
they came, and filled both the ships, so that they began to sink.
便招呼那隻船上的同伴來幫助。他們就來把魚裝滿了兩隻船，甚至船要沉下去。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下點頭示意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參與有分的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相異不同的

在對(它)船隻， 從屬(它)那 到於(他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共同拿取/懷有/相持互助

在對(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充滿添足 到於(它們)兩方面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船隻， 以致 現要去持續被使下沉 到於(它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下點頭示意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參與有分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相異不同的 在對(它)船隻， 從屬(它)那 到於(他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共同拿取/懷有/相持互助 在對(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充滿添足 到於(它們)兩方面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船隻， 以致 現要去持續被使下沉

到於(它們)同一者。

路 5:8 ivdw.n de. Si,mwn Pe,troj prose,pesen toi/j go,nasin VIhsou/ le,gwn( :Exelqe avpV evmou/( o[ti avnh.r am̀artwlo,j
eivmi( ku,rieÅ
When Simon Peter saw it, he fell down at Jesus' knees, saying, Depart from me; for I am a sinful man, O Lord.
西門彼得看見，就俯伏在耶穌膝前，說：主阿，離開我，我是個罪人。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然而也 (他)西門 (他)彼得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落下墜落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膝蓋 從屬(他)耶穌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從那裏離開 從屬"我"；

是這樣 (他)男人/丈夫 (他)犯罪的 我現在持續是， 阿,(他)主人。
[經文變異RT]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然而也 (他)西門 (他)彼得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落下墜落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膝蓋 從屬(他)那 從屬(他)耶穌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從那裏離開

從屬"我"； 是這樣 (他)男人/丈夫 (他)犯罪的 我現在持續是， 阿,(他)主人。

路 5:9 qa,mboj ga.r perie,scen auvto.n kai. pa,ntaj tou.j su.n auvtw/| evpi. th/| a;gra| tw/n ivcqu,wn w-n sune,labon(
For he was astonished, and all that were with him, at the draught of the fishes which they had taken:
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驚訝這一網所打的魚；

(它)驚愕訝異之駭 因為 他/她/它那時(也是)包入含有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們)那些

共同一起 在對(他)同一者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那 在對(她)獵取捕捉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魚

從屬(他們)這些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共同拿取/懷有/相持互助；
[經文變異RT]

(它)驚愕訝異之駭 因為 他/她/它那時(也是)包入含有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們)那些

共同一起 在對(他)同一者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那 在對(她)獵取捕捉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魚 在對(她)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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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共同拿取/懷有/相持互助；

路 5:10 òmoi,wj de. kai. VIa,kwbon kai. VIwa,nnhn uìou.j Zebedai,ou( oi] h=san koinwnoi. tw/| Si,mwniÅ kai. ei=pen pro.j
to.n Si,mwna ò VIhsou/j( Mh. fobou/\ avpo. tou/ nu/n avnqrw,pouj e;sh| zwgrw/nÅ
And so was also James, and John, the sons of Zebedee, which were partners with Simon. And Jesus said unto
Simon, Fear not; from henceforth thou shalt catch men.
他的夥伴西庇太的兒子，雅各，約翰，也是這樣。耶穌對西門說：不要怕，從今以後，你要得人了。

具同樣相同地 然而也 並且 到於(他)雅各 並且 到於(他)約翰 到於(他們)兒子 從屬(他)西庇太， (他們)這些個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他們)合夥共享之人 在對(他)那 在對(他)西門。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西門 (他)那 (他)耶穌， 不會/不要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成驚恐畏懼；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那 現在此時地 到於(他們)人 你將要(持續)是 (他)現正持續行活捉了的。
[經文變異WH]

具同樣相同地 然而也 並且 到於(他)雅各 並且 到於(他)約翰 到於(他們)兒子 從屬(他)西庇太， (他們)這些個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他們)合夥共享之人 在對(他)那 在對(他)西門。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西門 (他)耶穌， 不會/不要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成驚恐畏懼；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那 現在此時地 到於(他們)人 你將要(持續)是 (他)現正持續行活捉了的。

路 5:11 kai. katagago,ntej ta. ploi/a evpi. th.n gh/n avfe,ntej pa,nta hvkolou,qhsan auvtw/|Å
And when they had brought their ships to land, they forsook all, and followed him.
他們把兩隻船攏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從了耶穌。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向下帶領了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船隻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他們)那時(也是)任憑釋放離開了的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跟隨 在對(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向下帶領了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船隻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他們)那時(也是)任憑釋放離開了的 到於(它們)同時一齊地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跟隨 在對(他)同一者。

路 5:12 Kai. evge,neto evn tw/| ei=nai auvto.n evn mia/| tw/n po,lewn kai. ivdou. avnh.r plh,rhj le,praj\ ivdw.n de. to.n
VIhsou/n( pesw.n evpi. pro,swpon evdeh,qh auvtou/ le,gwn( Ku,rie( eva.n qe,lh|j du,nasai, me kaqari,saiÅ
And it came to pass, when he was in a certain city, behold a man full of leprosy: who seeing Jesus fell on his
face, and besought him, saying, Lord, if thou wilt, thou canst make me clean.
有一回耶穌在一個城裏，有人滿身長了大痲瘋，看見他，就俯伏在地，求他說：主若肯，必能叫我潔淨了。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內 在對(它)那 現要去持續是 到於(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一個/第一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城邑，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男人/丈夫 (他)充滿添足的

從屬(她)痲瘋病；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然而也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他)那時(也是)落下墜落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前面的臉面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自卑乞求 從屬(他)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阿,(他)主人， 但凡若是 你現在應該持續定意， 你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到於我 那時(也是)要去潔淨。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內 在對(它)那 現要去持續是 到於(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一個/第一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城邑，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男人/丈夫 (他)充滿添足的

從屬(她)痲瘋病； 並且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他)那時(也是)落下墜落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前面的臉面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自卑乞求 從屬(他)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阿,(他)主人， 但凡若是 你現在應該持續定意， 你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到於我 那時(也是)要去潔淨。

路 5:13 kai. evktei,naj th.n cei/ra h[yato auvtou/ le,gwn( Qe,lw( kaqari,sqhti\ kai. euvqe,wj h̀ le,pra avph/lqen avpV
auvtou/Å
And he put forth his hand, and touched him, saying, I will: be thou clean. And immediately the leprosy departed
from him.
耶穌伸手摸他，說：我肯，你潔淨了罷；大痲瘋立刻就離了他的身。

並且 (他)那時(也是)向外伸展出來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手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觸摸連接 從屬(他)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我現在持續定意； 你那時(也是)就要被潔淨。 並且 平直直接地[同#2117] (她)那 (她)痲瘋病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向外伸展出來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手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觸摸連接 從屬(他)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發話言說了的， 我現在持續定意； 你那時(也是)就要被潔淨。 並且 平直直接地[同#2117] (她)那

(她)痲瘋病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同一者。

路 5:14 kai. auvto.j parh,ggeilen auvtw/| mhdeni. eivpei/n( avlla. avpelqw.n dei/xon seauto.n tw/| ièrei/ kai. prose,negke
peri. tou/ kaqarismou/ sou kaqw.j prose,taxen Mwu?sh/j( eivj martu,rion auvtoi/jÅ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  簡易閲讀版  384

384

And he charged him to tell no man: but go, and shew thyself to the priest, and offer for thy cleansing, according
as Moses commanded, for a testimony unto them.
耶穌囑咐他，你切不可告訴人；只要去把身體給祭司察看，又要為你得了潔淨，照摩西所吩咐的，獻上禮物，對

眾人作證據。

並且 (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命令吩咐 在對(他)同一者 在對(他)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那時(也是)要去發話言說； 但乃是 (他)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了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顯示展現 到於(他)你自己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祭司，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在前面向著負載攜帶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那 從屬(他)潔淨

從屬你，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指定定規 (他)摩西， 向內進入 到於(它)見證 在對(他們)同一者。

路 5:15 dih,rceto de. ma/llon ò lo,goj peri. auvtou/( kai. sunh,rconto o;cloi polloi. avkou,ein kai. qerapeu,esqai avpo.
tw/n avsqeneiw/n auvtw/n\
But so much the more went there a fame abroad of him: and great multitudes came together to hear, and to be
healed by him of their infirmities.
但耶穌的名聲越發傳揚出去；有極多的人聚集來聽道，也指望醫治他們的病；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橫過穿越 然而也 更特別尤其地 (他)那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共同到來前往 (他們)群眾 (他們)許多的 現要去持續聲聞耳聽

並且 現要去持續被行侍候紓解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無力軟弱 從屬(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橫過穿越 然而也 更特別尤其地 (他)那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共同到來前往 (他們)群眾 (他們)許多的 現要去持續聲聞耳聽

並且 現要去持續被行侍候紓解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同一者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無力軟弱

從屬(他們)同一者；

路 5:16 auvto.j de. h=n ùpocwrw/n evn tai/j evrh,moij kai. proseuco,menojÅ
And he withdrew himself into the wilderness, and prayed.
耶穌卻退到曠野去禱告。

(他)同一者 然而也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現正持續撤走退隱了的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孤獨荒涼的 並且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祈禱求告了的。

路 5:17 Kai. evge,neto evn mia/| tw/n hm̀erw/n kai. auvto.j h=n dida,skwn( kai. h=san kaqh,menoi Farisai/oi kai.
nomodida,skaloi oi] h=san evlhluqo,tej evk pa,shj kw,mhj th/j Galilai,aj kai. VIoudai,aj kai. VIerousalh,m\ kai.
du,namij kuri,ou h=n eivj to. iva/sqai auvto,nÅ
And it came to pass on a certain day, as he was teaching, that there were Pharisees and doctors of the law
sitting by, which were come out of every town of Galilee, and Judaea, and Jerusalem: and the power of the Lord
was present to heal them.
有一天耶穌教訓人，有法利賽人和教法師在旁邊坐著，他們是從加利利各鄉村和猶太並耶路撒冷來的；主的能力

與耶穌同在，使他能醫治病人。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內 在對(她)一個/第一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日子/白日， 並且

(他)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現正持續教導了的，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他們)法利賽人 並且 (他們)教法師， (他們)這些個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他們)現在已經到來前往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她)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她)鄉村 從屬(她)那 從屬(她)加利利 並且 從屬(她)猶太地方 並且 從屬(她)耶陸撒冷；

並且 (她)能力權能 從屬(他)主人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醫好治癒

到於(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內 在對(她)一個/第一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日子/白日， 並且

(他)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現正持續教導了的，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他們)法利賽人 並且 (他們)教法師， (他們)這些個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他們)現在已經到來前往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她)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她)鄉村 從屬(她)那 從屬(她)加利利 並且 從屬(她)猶太地方 並且 從屬(她)耶陸撒冷；

並且 (她)能力權能 從屬(他)主人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醫好治癒

到於(他們)同一者。

路 5:18 kai. ivdou. a;ndrej fe,rontej evpi. kli,nhj a;nqrwpon o]j h=n paralelume,noj kai. evzh,toun auvto.n eivsenegkei/n
kai. qei/nai Îauvto.nÐ evnw,pion auvtou/Å
And, behold, men brought in a bed a man which was taken with a palsy: and they sought means to bring him in,
and to lay him before him.
有人用褥子抬著一個癱子，要抬進去放在耶穌面前，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們)男人/丈夫 (他們)現正持續負載攜帶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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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屬(她)躺椅臥墊 到於(他)人， (他)這個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現在已經被鬆弛癱軟了的；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探索尋求 到於(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向內負載攜帶進入，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置放擺設

到於(他)同一者 在面前地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們)男人/丈夫 (他們)現正持續負載攜帶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躺椅臥墊 到於(他)人， (他)這個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現在已經被鬆弛癱軟了的；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探索尋求 到於(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向內負載攜帶進入，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置放擺設

在面前地 從屬(他)同一者。

路 5:19 kai. mh. eùro,ntej poi,aj eivsene,gkwsin auvto.n dia. to.n o;clon( avnaba,ntej evpi. to. dw/ma dia. tw/n kera,mwn
kaqh/kan auvto.n su.n tw/| klinidi,w| eivj to. me,son e;mprosqen tou/ VIhsou/Å
And when they could not find by what way they might bring him in because of the multitude, they went upon the
housetop, and let him down through the tiling with his couch into the midst before Jesus.
卻因人多，尋不出法子抬進去，就上了房頂，從瓦間把他連褥子縋到當中，正在耶穌面前。

並且 不會/不要 (他們)那時(也是)找到尋見了的 從屬(她)什麼樣呢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向內負載攜帶進入

到於(他)同一者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群眾， (他們)那時(也是)向上行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那 到於(它)房頂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陶瓦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使促動挪移向下

到於(他)同一者 共同一起 在對(它)那 在對(它)小臥墊床褥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中間當中的 從在其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耶穌。
[經文變異RT]

並且 不會/不要 (他們)那時(也是)找到尋見了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什麼樣呢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向內負載攜帶進入 到於(他)同一者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群眾，

(他們)那時(也是)向上行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那 到於(它)房頂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陶瓦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使促動挪移向下 到於(他)同一者 共同一起 在對(它)那 在對(它)小臥墊床褥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中間當中的 從在其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耶穌。

路 5:20 kai. ivdw.n th.n pi,stin auvtw/n ei=pen( :Anqrwpe( avfe,wntai, soi aì am̀arti,ai souÅ
And when he saw their faith, he said unto him, Man, thy sins are forgiven thee.
耶穌見他們的信心，就對癱子說：你的罪赦了。

並且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信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阿,(他)人，

他/她/它們現在已經被任憑釋放離開 在對你 (她們)那些 (她們)罪 從屬你。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信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阿,(他)人， 他/她/它們現在已經被任憑釋放離開 在對你 (她們)那些 (她們)罪 從屬你。

路 5:21 kai. h;rxanto dialogi,zesqai oi` grammatei/j kai. oi` Farisai/oi le,gontej( Ti,j evstin ou-toj o]j lalei/
blasfhmi,ajÈ ti,j du,natai àmarti,aj avfei/nai eiv mh. mo,noj ò qeo,jÈ
And the scribes and the Pharisees began to reason, saying, Who is this which speaketh blasphemies? Who can
forgive sins, but God alone?
文士和法利賽人就議論說：這說僭妄話的是誰；除了神以外，誰能赦罪呢。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思量議論 (他們)那些 (他們)書記文士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法利賽人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他)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同一者 (他)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發言講說 到於(她們)褻瀆？ (他)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到於(她們)罪

那時(也是)要去任憑釋放離開， 若是 不會/不要 (他)僅有單獨的 (他)那 (他)神？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思量議論 (他們)那些 (他們)書記文士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法利賽人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他)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同一者 (他)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發言講說 到於(她們)褻瀆？ (他)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現要去持續任憑釋放離開 到於(她們)罪， 若是 不會/不要 (他)僅有單獨的 (他)那 (他)神？

路 5:22 evpignou.j de. ò VIhsou/j tou.j dialogismou.j auvtw/n avpokriqei.j ei=pen pro.j auvtou,j( Ti, dialogi,zesqe evn tai/j
kardi,aij ùmw/nÈ
But when Jesus perceived their thoughts, he answering said unto them, What reason ye in your hearts?
耶穌知道他們所議論的，就說：你們心裏議論的是甚麼呢。

(他)那時(也是)清楚認識知道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耶穌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思量議論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思量議論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內心 從屬你們？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  簡易閲讀版  386

386

路 5:23 ti, evstin euvkopw,teron( eivpei/n( VAfe,wntai, soi aì am̀arti,ai sou( h' eivpei/n( :Egeire kai. peripa,teiÈ
Whether is easier, to say, Thy sins be forgiven thee; or to say, Rise up and walk?
或說：你的罪赦了；或說：你起來行走；那一樣容易呢。

(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比較輕鬆容易的， 那時(也是)要去發話言說，

他/她/它們現在已經被任憑釋放離開 在對你 (她們)那些 (她們)罪 從屬你； 甚或/或而 那時(也是)要去發話言說，

你現在就要持續喚醒起來 並且 你現在就要持續來往昂然踏行？
[經文變異RT]

(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比較輕鬆容易的， 那時(也是)要去發話言說，

他/她/它們現在已經被任憑釋放離開 在對你 (她們)那些 (她們)罪 從屬你； 甚或/或而 那時(也是)要去發話言說，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喚醒起來 並且 你現在就要持續來往昂然踏行？

路 5:24 i[na de. eivdh/te o[ti ò uiò.j tou/ avnqrw,pou evxousi,an e;cei evpi. th/j gh/j avfie,nai àmarti,aj & ei=pen tw/|
paralelume,nw|( Soi. le,gw( e;geire kai. a;raj to. klini,dio,n sou poreu,ou eivj to.n oi=ko,n souÅ
But that ye may know that the Son of man hath power upon earth to forgive sins, (he said unto the sick of the
palsy,) I say unto thee, Arise, and take up thy couch, and go into thine house.
但要叫你們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權柄，就對癱子說：我吩咐你，起來，拿你的褥子回家去罷。

為要 然而也 你們現在應該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到於(她)權柄掌握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現要去持續任憑釋放離開 到於(她們)罪，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在已經被鬆弛癱軟了的， 在對你 我現在持續道說，

你現在就要持續喚醒起來， 並且 (他)那時(也是)提起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小臥墊床褥 從屬你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住處家室 從屬你。
[經文變異RT]

為要 然而也 你們現在應該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到於(她)權柄掌握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現要去持續任憑釋放離開 到於(她們)罪，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在已經被鬆弛癱軟了的， 在對你 我現在持續道說，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喚醒起來， 並且 (他)那時(也是)提起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小臥墊床褥 從屬你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住處家室 從屬你。

路 5:25 kai. paracrh/ma avnasta.j evnw,pion auvtw/n( a;raj evfV o] kate,keito( avph/lqen eivj to.n oi=kon auvtou/ doxa,zwn
to.n qeo,nÅ
And immediately he rose up before them, and took up that whereon he lay, and departed to his own house,
glorifying God.
那人當眾人面前立刻起來，拿著他所躺臥的褥子回家去，歸榮耀與神。

並且 當場立即地 (他)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了的 在面前地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提起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這個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向下靠躺，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住處家室 從屬(他)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歸榮耀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經文變異RT]

並且 當場立即地 (他)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了的 在面前地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提起了的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它)這個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向下靠躺，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住處家室 從屬(他)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歸榮耀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路 5:26 kai. e;kstasij e;laben a[pantaj kai. evdo,xazon to.n qeo.n kai. evplh,sqhsan fo,bou le,gontej o[ti Ei;domen
para,doxa sh,meronÅ
And they were all amazed, and they glorified God, and were filled with fear, saying, We have seen strange
things to day.
眾人都驚奇，也歸榮耀與神，並且滿心懼怕，說：我們今日看見非常的事了。

並且 (她)驚異失定 他/她/它那時(也是)拿取 到於(他們)同時一齊地所有每一個的，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歸榮耀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充滿添足 從屬(他)畏懼害怕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是這樣

我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它們)非比尋常的 今日地。

路 5:27 Kai. meta. tau/ta evxh/lqen kai. evqea,sato telw,nhn ovno,mati Leui.n kaqh,menon evpi. to. telw,nion( kai. ei=pen
auvtw/|( VAkolou,qei moiÅ
And after these things he went forth, and saw a publican, named Levi, sitting at the receipt of custom: and he
said unto him, Follow me.
這事以後，耶穌出去，看見一個稅吏，名叫利未，坐在稅關上，就對他說：你跟從我來。

並且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定睛觀看 到於(他)稅吏 在對(它)名字 到於(他)路易士 到於(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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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那 到於(它)稅關，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你現在就要持續跟隨

在對我。

路 5:28 kai. katalipw.n pa,nta avnasta.j hvkolou,qei auvtw/|Å
And he left all, rose up, and followed him.
他就撇下所有的，起來，跟從了耶穌。

並且 (他)那時(也是)遺留下了的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了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跟隨

在對(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遺留下了的 到於(它們)同時一齊地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跟隨 在對(他)同一者。

路 5:29 Kai. evpoi,hsen doch.n mega,lhn Leui.j auvtw/| evn th/| oivki,a| auvtou/( kai. h=n o;cloj polu.j telwnw/n kai. a;llwn
oi] h=san metV auvtw/n katakei,menoiÅ
And Levi made him a great feast in his own house: and there was a great company of publicans and of others
that sat down with them.
利未在自己家裏，為耶穌大擺筵席；有許多稅吏和別人，與他們一同坐席。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到於(她)宴席款待 到於(她)極大的 (他)路易士 在對(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住屋家庭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群眾 (他)許多的 從屬(他們)稅吏 並且

從屬(他們)另外不同的 (他們)這些個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向下靠躺了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到於(她)宴席款待 到於(她)極大的 (他)那 (他)路易士 在對(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住屋家庭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群眾 從屬(他們)稅吏 (他)許多的 並且

從屬(他們)另外不同的 (他們)這些個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向下靠躺了的。

路 5:30 kai. evgo,gguzon oi` Farisai/oi kai. oi` grammatei/j auvtw/n pro.j tou.j maqhta.j auvtou/ le,gontej( Dia. ti, meta.
tw/n telwnw/n kai. am̀artwlw/n evsqi,ete kai. pi,neteÈ
But their scribes and Pharisees murmured against his disciples, saying, Why do ye eat and drink with publicans
and sinners?
法利賽人和文士就向耶穌的門徒發怨言，說：你們為甚麼和稅吏，並罪人，一同喫喝呢。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嘟噥嘀咕 (他們)那些 (他們)法利賽人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書記文士 從屬(他們)同一者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稅吏 並且 從屬(他們)犯罪的 你們現在持續喫食

並且 你們現在持續喝？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嘟噥嘀咕 (他們)那些 (他們)法利賽人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書記文士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稅吏 並且 從屬(他們)犯罪的 你們現在持續喫食 並且

你們現在持續喝？

路 5:31 kai. avpokriqei.j ò VIhsou/j ei=pen pro.j auvtou,j( Ouv crei,an e;cousin oì ùgiai,nontej ivatrou/ avlla. oì kakw/j
e;contej\
And Jesus answering said unto them, They that are whole need not a physician; but they that are sick.
耶穌對他們說：無病的人用不著醫生；有病的人纔用得著。

並且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不是/不 到於(她)需用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持有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促為成長健全了的

從屬(他)醫生， 但乃是 (他們)那些 卑劣不好地 (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路 5:32 ouvk evlh,luqa kale,sai dikai,ouj avlla. àmartwlou.j eivj meta,noianÅ
I came not to call the righteous, but sinners to repentance.
我來本不是召義人悔改；乃是召罪人悔改。

不是/不 我現在已經到來前往 那時(也是)要去促請召喚 到於(他們)具公平正義的， 但乃是 到於(他們)犯罪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轉悟悔改。

路 5:33 Oi` de. ei=pan pro.j auvto,n( Oi` maqhtai. VIwa,nnou nhsteu,ousin pukna. kai. deh,seij poiou/ntai òmoi,wj kai. oì
tw/n Farisai,wn( oì de. soi. evsqi,ousin kai. pi,nousinÅ
And they said unto him, Why do the disciples of John fast often, and make prayers, and likewise the disciple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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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harisees; but thine eat and drink?
他們說：約翰的門徒屢次禁食祈禱，法利賽人的門徒也是這樣；惟獨你的門徒又喫又喝。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從屬(他)約翰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禁食 到於(它們)屢次頻繁的， 並且 到於(她們)自卑乞求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行出作成， 具同樣相同地 並且 (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法利賽人；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你之物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喫食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喝。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為了什麼緣故呢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從屬(他)約翰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禁食 到於(它們)屢次頻繁的， 並且 到於(她們)自卑乞求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行出作成， 具同樣相同地 並且 (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法利賽人；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你之物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喫食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喝？

路 5:34 ò de. VIhsou/j ei=pen pro.j auvtou,j( Mh. du,nasqe tou.j uìou.j tou/ numfw/noj evn w-| ò numfi,oj metV auvtw/n
evstin poih/sai nhsteu/saiÈ
And he said unto them, Can ye make the children of the bridechamber fast, while the bridegroom is with them?
耶穌對他們說：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時候，豈能叫陪伴之人禁食呢。

(他)那 然而也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豈會呢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新房， 在內 在對(他)這個 (他)那

(他)新郎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那時(也是)要去行出作成 那時(也是)要去禁食？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豈會呢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新房， 在內 在對(他)這個 (他)那

(他)新郎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那時(也是)要去行出作成 現要去持續禁食？

路 5:35 evleu,sontai de. h̀me,rai( kai. o[tan avparqh/| avpV auvtw/n ò numfi,oj( to,te nhsteu,sousin evn evkei,naij tai/j
hm̀e,raijÅ
But the days will come, when the bridegroom shall be taken away from them, and then shall they fast in those
days.
但日子將到，新郎要離開他們，那日他們就要禁食了。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到來前往 然而也 (她們)日子/白日， 並且 但凡當這時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從那裏提起離開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新郎， 當那時地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禁食 在內 在對(她們)在那裏的那個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日子/白日。

路 5:36 :Elegen de. kai. parabolh.n pro.j auvtou.j o[ti Ouvdei.j evpi,blhma avpo. ìmati,ou kainou/ sci,saj evpiba,llei evpi.
im̀a,tion palaio,n\ eiv de. mh, ge( kai. to. kaino.n sci,sei kai. tw/| palaiw/| ouv sumfwnh,sei to. evpi,blhma to. avpo. tou/
kainou/Å
And he spake also a parable unto them; No man putteth a piece of a new garment upon an old; if otherwise,
then both the new maketh a rent, and the piece that was taken out of the new agreeth not with the old.
耶穌又設一個比喻，對他們說：沒有人把新衣服撕下一塊來，補在舊衣服上；若是這樣，就把新的撕破了，並且

所撕下來的那塊新的，和舊的也不相稱。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然而也 並且 到於(她)比喻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是這樣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到於(它)補釘補片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衣服 從屬(它)嶄新的 (他)那時(也是)分裂斷開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投擲在上面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衣服 到於(它)老舊的； 若是 然而也 不會/不要 確實， 並且

到於(它)那 到於(它)嶄新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分裂斷開， 並且 在對(它)那 在對(它)老舊的 不是/不

他/她/它將要(持續)協調一致 (它)那 (它)補釘補片 (它)那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那 從屬(它)嶄新的。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然而也 並且 到於(她)比喻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是這樣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到於(它)補釘補片 從屬(它)衣服 從屬(它)嶄新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投擲在上面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衣服 到於(它)老舊的； 若是 然而也 不會/不要 確實， 並且 到於(它)那 到於(它)嶄新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分裂斷開， 並且 在對(它)那 在對(它)老舊的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協調一致 (它)補釘補片

(它)那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那 從屬(它)嶄新的。
[經文變異MT]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然而也 並且 到於(她)比喻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是這樣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到於(它)補釘補片 從屬(它)衣服 從屬(它)嶄新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投擲在上面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衣服 到於(它)老舊的； 若是 然而也 不會/不要 確實， 並且 到於(它)那 到於(它)嶄新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分裂斷開， 並且 在對(它)那 在對(它)老舊的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協調一致 (它)那 從那裏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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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屬(它)那 從屬(它)嶄新的。

路 5:37 kai. ouvdei.j ba,llei oi=non ne,on eivj avskou.j palaiou,j\ eiv de. mh, ge( r̀h,xei ò oi=noj ò ne,oj tou.j avskou.j kai.
auvto.j evkcuqh,setai kai. oi` avskoi. avpolou/ntai\
And no man putteth new wine into old bottles; else the new wine will burst the bottles, and be spilled, and the
bottles shall perish.
也沒有人把新酒裝在舊皮袋裏；若是這樣，新酒必將皮袋裂開，酒便漏出來，皮袋也就壞了。

並且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投擲 到於(他)酒 到於(他)新初年淺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皮囊水袋

到於(他們)老舊的； 若是 然而也 不會/不要 確實， 他/她/它將要(持續)撕裂破損 (他)那 (他)酒 (他)那

(他)新初年淺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皮囊水袋， 並且 (他)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向外傾注澆流，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皮囊水袋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毀掉除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投擲 到於(他)酒 到於(他)新初年淺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皮囊水袋

到於(他們)老舊的； 若是 然而也 不會/不要 確實， 他/她/它將要(持續)撕裂破損 (他)那 (他)新初年淺的 (他)酒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皮囊水袋， 並且 (他)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向外傾注澆流，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皮囊水袋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毀掉除滅；

路 5:38 avlla. oi=non ne,on eivj avskou.j kainou.j blhte,onÅ
But new wine must be put into new bottles; and both are preserved.
但新酒必須裝在新皮袋裏。

但乃是 到於(他)酒 到於(他)新初年淺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皮囊水袋 到於(他們)嶄新的 (它)乃投擲的。
[經文變異RT]

但乃是 到於(他)酒 到於(他)新初年淺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皮囊水袋 到於(他們)嶄新的 (它)乃投擲的， 並且

(他們)兩方面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被完整地保存。

路 5:39 Îkai.Ð ouvdei.j piw.n palaio.n qe,lei ne,on\ le,gei ga,r( ~O palaio.j crhsto,j evstinÅ
No man also having drunk old wine straightway desireth new: for he saith, The old is better.
沒有人喝了陳酒又想喝新的，他總說陳的好。

並且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那時(也是)喝了的 到於(他)老舊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定意 到於(他)新初年淺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因為， (他)那 (他)老舊的 (他)合宜恩慈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那時(也是)喝了的 到於(他)老舊的 平直直接地[同#2117] 他/她/它現在持續定意

到於(他)新初年淺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因為， (他)那 (他)老舊的 (他)更合宜恩慈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WH]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那時(也是)喝了的 到於(他)老舊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定意 到於(他)新初年淺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因為， (他)那 (他)老舊的 (他)合宜恩慈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路 6:1 VEge,neto de. evn sabba,tw| diaporeu,esqai auvto.n dia. spori,mwn( kai. e;tillon oi` maqhtai. auvtou/ kai. h;sqion
tou.j sta,cuaj yw,contej tai/j cersi,nÅ
And it came to pass on the second sabbath after the first, that he went through the corn fields; and his disciples
plucked the ears of corn, and did eat, rubbing them in their hands.
有一個安息日，耶穌從麥地經過；他的門徒掐了麥穗，用手搓著喫。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然而也 在內 在對(它)安息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行去經過 到於(他)同一者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們)田地作物的；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拉脫拽開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喫食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穀穗， (他們)現正持續搓開了的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手。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然而也 在內 在對(它)安息 在對(它)乃最在前面第二的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行去經過 到於(他)同一者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它們)田地作物的；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拉脫拽開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穀穗，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喫食 (他們)現正持續搓開了的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手。

路 6:2 tine.j de. tw/n Farisai,wn ei=pan( Ti, poiei/te o] ouvk e;xestin toi/j sa,bbasinÈ
And certain of the Pharisees said unto them, Why do ye that which is not lawful to do on the sabbath days?
有幾個法利賽人說：你們為甚麼作安息日不可作的事呢。

(他們)任何什麼 然而也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法利賽人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們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它)這個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合乎法理[非人稱用法]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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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變異RT]

(他們)任何什麼 然而也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法利賽人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們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它)這個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合乎法理[非人稱用法]

現要去持續行出作成 在內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安息？

路 6:3 kai. avpokriqei.j pro.j auvtou.j ei=pen ò VIhsou/j( Ouvde. tou/to avne,gnwte o] evpoi,hsen Daui.d o[te evpei,nasen
auvto.j kai. oi` metV auvtou/ Îo;ntejÐ(
And Jesus answering them said, Have ye not read so much as this, what David did, when himself was an
hungred, and they which were with him;
耶穌對他們說：經上記著大衛和跟從他的人，飢餓之時所作的事，連這個你們也沒有念過麼；

並且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那

(他)耶穌， 然而也不是地 到於(它)那同一者 你們那時(也是)宣讀誦念， 到於(它)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他)大衛 當這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有飢餓 (他)同一者 並且 (他們)那些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是了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那

(他)耶穌， 然而也不是地 到於(它)那同一者 你們那時(也是)宣讀誦念， 到於(它)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他)大衛 這在那個時候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有飢餓 (他)同一者 並且 (他們)那些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是了的；
[經文變異WH]

並且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那

(他)耶穌， 然而也不是地 到於(它)那同一者 你們那時(也是)宣讀誦念， 到於(它)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他)大衛 當這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有飢餓 (他)同一者 並且 (他們)那些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同一者 ；

路 6:4 ÎẁjÐ eivsh/lqen eivj to.n oi=kon tou/ qeou/ kai. tou.j a;rtouj th/j proqe,sewj labw.n e;fagen kai. e;dwken toi/j
metV auvtou/( ou]j ouvk e;xestin fagei/n eiv mh. mo,nouj tou.j ìerei/jÈ
How he went into the house of God, and did take and eat the shewbread, and gave also to them that were with
him; which it is not lawful to eat but for the priests alone?
他怎麼進了神的殿，拿陳設餅喫，又給跟從的人喫；這餅除了祭司以外，別人都不可喫。

正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住處家室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麵餅 從屬(她)那 從屬(她)目的展示 (他)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吃食，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在對(他們)那些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他們)這些個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合乎法理[非人稱用法] 那時(也是)要去吃食， 若是 不會/不要 到於(他們)僅有單獨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祭司？
[經文變異RT]

正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住處家室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麵餅 從屬(她)那 從屬(她)目的展示 他/她/它那時(也是)拿取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吃食，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在對(他們)那些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他們)這些個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合乎法理[非人稱用法] 那時(也是)要去吃食， 若是 不會/不要 到於(他們)僅有單獨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祭司？

路 6:5 kai. e;legen auvtoi/j( Ku,rio,j evstin tou/ sabba,tou ò uìo.j tou/ avnqrw,pouÅ
And he said unto them, That the Son of man is Lord also of the sabbath.
又對他們說：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主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從屬(它)那 從屬(它)安息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是這樣 (他)主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並且 從屬(它)那 從屬(它)安息。

路 6:6 VEge,neto de. evn et̀e,rw| sabba,tw| eivselqei/n auvto.n eivj th.n sunagwgh.n kai. dida,skeinÅ kai. h=n a;nqrwpoj evkei/
kai. h` cei.r auvtou/ h` dexia. h=n xhra,Å
And it came to pass also on another sabbath, that he entered into the synagogue and taught: and there was a
man whose right hand was withered.
又有一個安息日，耶穌進了會堂教訓人；在那裏有一個人右手枯乾了。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然而也 在內 在對(它)相異不同的 在對(它)安息 那時(也是)要去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到於(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會堂 並且 現要去持續教導；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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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裏地， 並且 (她)那 (她)手 從屬(他)同一者 (她)那 (她)右手邊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她)枯乾的。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然而也 並且 在內 在對(它)相異不同的 在對(它)安息

那時(也是)要去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到於(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會堂 並且 現要去持續教導；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在那裏地 (他)人， 並且 (她)那 (她)手 從屬(他)同一者 (她)那 (她)右手邊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她)枯乾的。

路 6:7 parethrou/nto de. auvto.n oi` grammatei/j kai. oi` Farisai/oi eiv evn tw/| sabba,tw| qerapeu,ei( i[na eu[rwsin
kathgorei/n auvtou/Å
And the scribes and Pharisees watched him, whether he would heal on the sabbath day; that they might find an
accusation against him.
文士和法利賽人窺探耶穌，在安息日治病不治病；要得把柄去告他。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仔細檢視 然而也 到於(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書記文士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法利賽人， 若是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安息 他/她/它現在持續行侍候紓解； 為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找到尋見 現要去持續行控告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仔細檢視 然而也 到於(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書記文士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法利賽人，

若是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安息 他/她/它將要(持續)行侍候紓解； 為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找到尋見

到於(她)控告指控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MT]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仔細檢視 然而也 (他們)那些 (他們)書記文士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法利賽人， 若是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安息 他/她/它將要(持續)行侍候紓解； 為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找到尋見 到於(她)控告指控

從屬(他)同一者。

路 6:8 auvto.j de. h;|dei tou.j dialogismou.j auvtw/n( ei=pen de. tw/| avndri. tw/| xhra.n e;conti th.n cei/ra( :Egeire kai.
sth/qi eivj to. me,son\ kai. avnasta.j e;sthÅ
But he knew their thoughts, and said to the man which had the withered hand, Rise up, and stand forth in the
midst. And he arose and stood forth.
耶穌卻知道他們的意念；就對那枯乾一隻手的人說：起來，站在當中。那人就起來站著。

(他)同一者 然而也 他/她/它當時已經看見察覺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思量議論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在對(他)那 在對(他)男人/丈夫 在對(他)那 到於(她)枯乾的

在對(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手， 你現在就要持續喚醒起來，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立定站住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中間當中的。 並且 (他)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立定站住。
[經文變異RT]

(他)同一者 然而也 他/她/它當時已經看見察覺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思量議論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那 在對(他)人 在對(他)那 到於(她)枯乾的 在對(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手，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喚醒起來，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立定站住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中間當中的。 (他)那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立定站住。

路 6:9 ei=pen de. ò VIhsou/j pro.j auvtou,j( VEperwtw/ ùma/j eiv e;xestin tw/| sabba,tw| avgaqopoih/sai h' kakopoih/sai(
yuch.n sw/sai h' avpole,saiÈ
Then said Jesus unto them, I will ask you one thing; Is it lawful on the sabbath days to do good, or to do evil? to
save life, or to destroy it?
耶穌對他們說：我問你們，在安息日行善行惡，救命害命，那樣是可以的呢。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他)那 (他)耶穌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我現在持續在上面查詢求問 到於你們， 若是 他/她/它現在持續合乎法理[非人稱用法] 在對(它)那 在對(它)安息

那時(也是)要去行出作成良善 甚或/或而 那時(也是)要去行出作成邪惡？ 到於(她)生魂意念 那時(也是)要去拯救

甚或/或而 那時(也是)要去毀掉除滅？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這樣 (他)那 (他)耶穌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我將要(持續)在上面查詢求問 到於你們 (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合乎法理[非人稱用法]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安息， 那時(也是)要去行出作成良善 甚或/或而 那時(也是)要去行出作成邪惡？ 到於(她)生魂意念

那時(也是)要去拯救 甚或/或而 那時(也是)要去毀掉除滅？

路 6:10 kai. peribleya,menoj pa,ntaj auvtou.j ei=pen auvtw/|( :Ekteinon th.n cei/ra, souÅ ò de. evpoi,hsen kai.
avpekatesta,qh h` cei.r auvtou/Å
And looking round about upon them all, he said unto the man, Stretch forth thy hand. And he did so: and 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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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d was restored whole as the other.
他就周圍看著他們眾人，對那人說：伸出手來。他把手一伸，手就復了原。

並且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周圍環顧了的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就要向外伸展出來 到於(她)那 到於(她)手 從屬你。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復位還原 (她)那 (她)手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周圍環顧了的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那 在對(他)人， 你那時(也是)就要向外伸展出來 到於(她)那 到於(她)手 從屬你。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那同一樣式地；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復位還原 (她)那 (她)手 從屬(他)同一者

(她)成長健全的 正如地 (她)那 (她)另外不同的。
[經文變異MT]

並且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周圍環顧了的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就要向外伸展出來 到於(她)那 到於(她)手 從屬你。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復位還原 (她)那 (她)手 從屬(他)同一者 (她)成長健全的

正如地 (她)那 (她)另外不同的。

路 6:11 auvtoi. de. evplh,sqhsan avnoi,aj kai. diela,loun pro.j avllh,louj ti, a'n poih,saien tw/| VIhsou/Å
And they were filled with madness; and communed one with another what they might do to Jesus.
他們就滿心大怒，彼此商議，怎樣處治耶穌。

(他們)同一者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充滿添足 從屬(她)愚昧衝動；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互相間發言講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彼此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但凡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可以行出作成 在對(他)那

在對(他)耶穌。

路 6:12 VEge,neto de. evn tai/j hm̀e,raij tau,taij evxelqei/n auvto.n eivj to. o;roj proseu,xasqai( kai. h=n dianuktereu,wn
evn th/| proseuch/| tou/ qeou/Å
And it came to pass in those days, that he went out into a mountain to pray, and continued all night in prayer to
God.
那時，耶穌出去上山禱告；整夜禱告神。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然而也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日子/白日 在對(她們)那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到於(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高山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祈禱求告，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現正持續度過整夜了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求告祈禱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然而也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日子/白日 在對(她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高山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祈禱求告，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現正持續度過整夜了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求告祈禱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路 6:13 kai. o[te evge,neto h̀me,ra( prosefw,nhsen tou.j maqhta.j auvtou/( kai. evklexa,menoj avpV auvtw/n dw,deka( ou]j kai.
avposto,louj wvno,masen(
And when it was day, he called unto him his disciples: and of them he chose twelve, whom also he named
apostles;
到了天亮，叫他的門徒來；就從他們中間挑選十二個人，稱他們為使徒；

並且 當這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她)日子/白日，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出聲叫喚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挑選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們)十二個， 到於(他們)這些個 並且 到於(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他/她/它那時(也是)題名稱呼，

路 6:14 Si,mwna o]n kai. wvno,masen Pe,tron( kai. VAndre,an to.n avdelfo.n auvtou/( kai. VIa,kwbon kai. VIwa,nnhn kai.
Fi,lippon kai. Barqolomai/on
Simon, (whom he also named Peter,) and Andrew his brother, James and John, Philip and Bartholomew,
這十二個人有西門，耶穌又給他起名叫彼得，還有他兄弟安得烈，又有雅各和約翰，腓力和巴多羅買，

到於(他)西門 到於(他)這個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題名稱呼 到於(他)彼得， 並且 到於(他)安得烈 到於(他)那

到於(他)弟兄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到於(他)雅各 並且 到於(他)約翰， 並且 到於(他)腓利 並且

到於(他)巴多羅買，
[經文變異RT]

到於(他)西門 到於(他)這個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題名稱呼 到於(他)彼得， 並且 到於(他)安得烈 到於(他)那

到於(他)弟兄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他)雅各 並且 到於(他)約翰， 到於(他)腓利 並且 到於(他)巴多羅買，

路 6:15 kai. Maqqai/on kai. Qwma/n kai. VIa,kwbon ~Alfai,ou kai. Si,mwna to.n kalou,menon Zhlwt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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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thew and Thomas, James the son of Alphaeus, and Simon called Zelotes,
馬太和多馬，亞勒腓的兒子雅各，和奮銳黨的西門，

並且 到於(他)馬太 並且 到於(他)多馬， 並且 到於(他)雅各 從屬(他)亞勒腓， 並且 到於(他)西門 到於(他)那

到於(他)現正持續被促請召喚了的 到於(他)奮銳黨徒，
[經文變異RT]

到於(他)馬太 並且 到於(他)多馬， 到於(他)雅各 到於(他)那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亞勒腓﹐ 並且 到於(他)西門

到於(他)那 到於(他)現正持續被促請召喚了的 到於(他)奮銳黨徒，

路 6:16 kai. VIou,dan VIakw,bou kai. VIou,dan VIskariw,q( o]j evge,neto prodo,thjÅ
And Judas the brother of James, and Judas Iscariot, which also was the traitor.
雅各的兒子猶大，〔兒子或作兄弟〕和賣主的加略人猶大。

並且 到於(他)猶大 從屬(他)雅各， 並且 到於(他)猶大 到於(他)加略人， (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他)出賣者。
[經文變異RT]

到於(他)猶大 從屬(他)雅各， 並且 到於(他)猶大 到於(他)加略人， (他)這個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他)出賣者。

路 6:17 Kai. kataba.j metV auvtw/n e;sth evpi. to,pou pedinou/( kai. o;cloj polu.j maqhtw/n auvtou/( kai. plh/qoj polu.
tou/ laou/ avpo. pa,shj th/j VIoudai,aj kai. VIerousalh.m kai. th/j parali,ou Tu,rou kai. Sidw/noj(
And he came down with them, and stood in the plain, and the company of his disciples, and a great multitude of
people out of all Judaea and Jerusalem, and from the sea coast of Tyre and Sidon, which came to hear him,
and to be healed of their diseases;
耶穌和他們下了山，站在一塊平地上；同站的有許多門徒，又有許多百姓，從猶太全地，和耶路撒冷，並推羅西

頓的海邊來；都要聽他講道，又指望醫治他們的病；

並且 (他)那時(也是)向下行了的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立定站住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他)地點處所 從屬(他)平坦的， 並且 (他)群眾 (他)許多的 從屬(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它)聚滿大群

(它)許多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民百姓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猶太地方 並且

從屬(她)耶陸撒冷 並且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在海旁邊的 從屬(她)推羅 並且 從屬(她)西頓， (他們)這些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那時(也是)要去聲聞耳聽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被醫好治癒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疾病 從屬(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向下行了的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立定站住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他)地點處所 從屬(他)平坦的， 並且 (他)群眾 從屬(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它)聚滿大群 (它)許多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民百姓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猶太地方 並且

從屬(她)耶陸撒冷 並且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在海旁邊的 從屬(她)推羅 並且 從屬(她)西頓， (他們)這些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那時(也是)要去聲聞耳聽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被醫好治癒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疾病 從屬(他們)同一者；

路 6:18 oi] h=lqon avkou/sai auvtou/ kai. ivaqh/nai avpo. tw/n no,swn auvtw/n\ kai. oi` evnoclou,menoi avpo. pneuma,twn
avkaqa,rtwn evqerapeu,onto(
And they that were vexed with unclean spirits: and they were healed.
還有被污鬼纏磨的，也得了醫治。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被在內聚眾侵擾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們)靈/風 從屬(它們)污穢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被行侍候紓解。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被聚眾侵擾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它們)靈/風 從屬(它們)污穢的，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被行侍候紓解。

路 6:19 kai. pa/j ò o;cloj evzh,toun a[ptesqai auvtou/( o[ti du,namij parV auvtou/ evxh,rceto kai. iva/to pa,ntajÅ
And the whole multitude sought to touch him: for there went virtue out of him, and healed them all.
眾人都想要摸他；因為有能力從他身上發出來，醫好了他們。

並且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他)群眾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探索尋求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觸摸連接 從屬(他)同一者；

是這樣 (她)能力權能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醫好治癒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他)群眾 他/她/它當時持續探索尋求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觸摸連接 從屬(他)同一者；

是這樣 (她)能力權能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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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醫好治癒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路 6:20 Kai. auvto.j evpa,raj tou.j ovfqalmou.j auvtou/ eivj tou.j maqhta.j auvtou/ e;legen( Maka,rioi oì ptwcoi,( o[ti
um̀ete,ra evsti.n h̀ basilei,a tou/ qeou/Å
And he lifted up his eyes on his disciples, and said, Blessed be ye poor: for yours is the kingdom of God.
耶穌舉目看著門徒說：你們貧窮的人有福了；因為神的國是你們的。

並且 (他)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在上面提起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眼睛 從屬(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他們)蒙至高褔的 (他們)那些

(他們)貧苦窮困的； 是這樣 (她)你們之物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路 6:21 maka,rioi oì peinw/ntej nu/n( o[ti cortasqh,sesqeÅ maka,rioi oì klai,ontej nu/n( o[ti gela,seteÅ
Blessed are ye that hunger now: for ye shall be filled. Blessed are ye that weep now: for ye shall laugh.
你們飢餓的人有福了；因為你們將要飽足。你們哀哭的人有福了；因為你們將要喜笑。

(他們)蒙至高褔的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有飢餓了的 現在此時地； 是這樣 你們將要(持續)被餵飽。

(他們)蒙至高褔的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哭泣哀號了的 現在此時地； 是這樣 你們將要(持續)嘻笑。

路 6:22 maka,rioi, evste o[tan mish,swsin ùma/j oì a;nqrwpoi kai. o[tan avfori,swsin ùma/j kai. ovneidi,swsin kai.
evkba,lwsin to. o;noma ùmw/n wj̀ ponhro.n e[neka tou/ uiòu/ tou/ avnqrw,pou\
Blessed are ye, when men shall hate you, and when they shall separate you from their company, and shall
reproach you, and cast out your name as evil, for the Son of man's sake.
人為人子恨惡你們，拒絕你們，辱罵你們，棄掉你們的名，以為是惡，你們就有福了。

(他們)蒙至高褔的 你們現在持續是， 但凡當這時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恨惡 到於你們 (他們)那些 (他們)人，

並且 但凡當這時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界定分開 到於你們，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奚落貶責，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向外投擲出來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名字 從屬你們 正如地 到於(它)惡的， 由于為此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路 6:23 ca,rhte evn evkei,nh| th/| hm̀e,ra| kai. skirth,sate( ivdou. ga.r ò misqo.j ùmw/n polu.j evn tw/| ouvranw/|\ kata. ta.
auvta. ga.r evpoi,oun toi/j profh,taij oì pate,rej auvtw/nÅ
Rejoice ye in that day, and leap for joy: for, behold, your reward is great in heaven: for in the like manner did
their fathers unto the prophets.
當那日你們要歡喜跳躍；因為你們在天上的賞賜是大的；他們的祖宗待先知也是這樣。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被歡喜安樂 在內 在對(她)在那裏的那個 在對(她)那 在對(她)日子/白日，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雀躍跳動；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因為， (他)那 (他)工價報酬 從屬你們 (他)許多的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天空/天；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同一者 因為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行出作成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他們)那些 (他們)父親 從屬(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歡喜安樂 在內 在對(她)在那裏的那個 在對(她)那 在對(她)日子/白日，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雀躍跳動；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因為， (他)那 (他)工價報酬 從屬你們 (他)許多的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天空/天；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因為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行出作成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他們)那些 (他們)父親 從屬(他們)同一者。

路 6:24 Plh.n ouvai. ùmi/n toi/j plousi,oij( o[ti avpe,cete th.n para,klhsin ùmw/nÅ
But woe unto you that are rich! for ye have received your consolation.
但你們富足的人有禍了；因為你們受過你們的安慰。

超出之外地 哀哉呀 在對你們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具豐滿富足的； 是這樣 你們現在持續從那裏有足夠

到於(她)那 到於(她)勸勉請求 從屬你們。

路 6:25 ouvai. ùmi/n( oì evmpeplhsme,noi nu/n( o[ti peina,seteÅ ouvai,( oi` gelw/ntej nu/n( o[ti penqh,sete kai. klau,seteÅ
Woe unto you that are full! for ye shall hunger. Woe unto you that laugh now! for ye shall mourn and weep.
你們飽足的人有禍了；因為你們將要飢餓。你們喜笑的人有禍了；因為你們將要哀慟哭泣。

哀哉呀 在對你們 (他們)那些 (他們)現在已經被致使填飽滿足了的 現在此時地； 是這樣 你們將要(持續)有飢餓。

哀哉呀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嘻笑了的 現在此時地； 是這樣 你們將要(持續)哀慟 並且

你們將要(持續)哭泣哀號。
[經文變異RT]

哀哉呀 在對你們 (他們)那些 (他們)現在已經被致使填飽滿足了的； 是這樣 你們將要(持續)有飢餓。 哀哉呀

在對你們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嘻笑了的 現在此時地； 是這樣 你們將要(持續)哀慟 並且

你們將要(持續)哭泣哀號。

路 6:26 ouvai. o[tan ùma/j kalw/j ei;pwsin pa,ntej oì a;nqrwpoi\ kata. ta. auvta. ga.r evpoi,oun toi/j yeudoprofh,taij
oi` pate,rej auvtw/n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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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e unto you, when all men shall speak well of you! for so did their fathers to the false prophets.
人都說你們好的時候，你們就有禍了；因為他們的祖宗待假先知也是這樣。

哀哉呀 但凡當這時 到於你們 美好適當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那些

(他們)人；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同一者 因為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行出作成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假的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他們)那些 (他們)父親 從屬(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哀哉呀 在對你們 但凡當這時 美好適當地 到於你們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那些 (他們)人；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因為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行出作成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假的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他們)那些 (他們)父親 從屬(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WH]

哀哉呀 但凡當這時 美好適當地 到於你們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那些

(他們)人；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同一者 因為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行出作成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假的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他們)那些 (他們)父親 從屬(他們)同一者。

路 6:27 VAlla. ùmi/n le,gw toi/j avkou,ousin( avgapa/te tou.j evcqrou.j ùmw/n( kalw/j poiei/te toi/j misou/sin ùma/j(
But I say unto you which hear, Love your enemies, do good to them which hate you,
只是我告訴你們這聽道的人，你們的仇敵要愛他，恨你們的要待他好。

但乃是 在對你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聲聞耳聽了的，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愛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仇視敵對的 從屬你們， 美好適當地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行出作成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恨惡了的 到於你們，

路 6:28 euvlogei/te tou.j katarwme,nouj ùma/j( proseu,cesqe peri. tw/n evphreazo,ntwn um̀a/jÅ
Bless them that curse you, and pray for them which despitefully use you.
咒詛你們的要為他祝福，凌辱你們的要為他禱告。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祝福稱讚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發向下禱告咒詛了的 到於你們，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祈禱求告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使有侮辱誣陷了的 到於你們。
[經文變異RT]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祝福稱讚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發向下禱告咒詛了的 在對你們， 並且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祈禱求告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使有侮辱誣陷了的

到於你們。

路 6:29 tw/| tu,ptonti, se evpi. th.n siago,na pa,rece kai. th.n a;llhn( kai. avpo. tou/ ai;ronto,j sou to. im̀a,tion kai. to.n
citw/na mh. kwlu,sh|jÅ
And unto him that smiteth thee on the one cheek offer also the other; and him that taketh away thy cloke forbid
not to take thy coat also.
有人打你這邊的臉，連那邊的臉也由他打；有人奪你的外衣，連裏衣也由他拿去。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連敲重擊了的 到於你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面頰，

你現在就要持續展示提供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另外不同的； 並且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現正持續提起了的 從屬你 到於(它)那 到於(它)衣服，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上衣內袍 不會/不要

你那時(也是)應該阻攔禁止。

路 6:30 panti. aivtou/nti, se di,dou( kai. avpo. tou/ ai;rontoj ta. sa. mh. avpai,teiÅ
Give to every man that asketh of thee; and of him that taketh away thy goods ask them not again.
凡求你的，就給他；有人奪你的東西去，不用再要回來。

在對(他)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現正持續索問要求了的 到於你 你現在就要持續給與； 並且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現正持續提起了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你之物 不會/不要 你現在就要持續要求索還。
[經文變異RT]

在對(他)所有每一個的 然而也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索問要求了的 到於你 你現在就要持續給與； 並且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現正持續提起了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你之物 不會/不要

你現在就要持續要求索還。

路 6:31 kai. kaqw.j qe,lete i[na poiw/sin ùmi/n oi` a;nqrwpoi poiei/te auvtoi/j òmoi,wjÅ
And as ye would that men should do to you, do ye also to them likewise.
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

並且 按照正如地 你們現在持續定意 為要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行出作成 在對你們 (他們)那些 (他們)人，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行出作成 在對(他們)同一者 具同樣相同地。
[經文變異RT]

並且 按照正如地 你們現在持續定意 為要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行出作成 在對你們 (他們)那些 (他們)人， 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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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行出作成 在對(他們)同一者 具同樣相同地。

路 6:32 kai. eiv avgapa/te tou.j avgapw/ntaj ùma/j( poi,a ùmi/n ca,rij evsti,nÈ kai. ga.r oì am̀artwloi. tou.j avgapw/ntaj
auvtou.j avgapw/sinÅ
For if ye love them which love you, what thank have ye? for sinners also love those that love them.
你們若單愛那愛你們的人，有甚麼可酬謝的呢；就是罪人也愛那愛他們的人。

並且 若是 你們現在持續愛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愛了的 到於你們， (她)什麼樣呢 在對你們

(她)恩典惠意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並且 因為 (他們)那些 (他們)犯罪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愛了的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愛。

路 6:33 kai. Îga.rÐ eva.n avgaqopoih/te tou.j avgaqopoiou/ntaj ùma/j( poi,a ùmi/n ca,rij evsti,nÈ kai. oi` àmartwloi. to.
auvto. poiou/sinÅ
And if ye do good to them which do good to you, what thank have ye? for sinners also do even the same.
你們若善待那善待你們的人，有甚麼可酬謝的呢；就是罪人也是這樣行。

並且 因為 但凡若是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行出作成良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行出作成良善了的

到於你們， (她)什麼樣呢 在對你們 (她)恩典惠意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犯罪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同一者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經文變異RT]

並且 但凡若是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行出作成良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行出作成良善了的 到於你們，

(她)什麼樣呢 在對你們 (她)恩典惠意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並且 因為 (他們)那些 (他們)犯罪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同一者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路 6:34 kai. eva.n dani,shte parV w-n evlpi,zete labei/n( poi,a ùmi/n ca,rij Îevsti,nÐÈ kai. am̀artwloi. am̀artwloi/j
dani,zousin i[na avpola,bwsin ta. i;saÅ
And if ye lend to them of whom ye hope to receive, what thank have ye? for sinners also lend to sinners, to
receive as much again.
你們若借給人，指望從他收回，有甚麼可酬謝的呢；就是罪人也借給罪人，要如數收回。

並且 但凡若是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借貸貸款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們)這些個 你們現在持續有期盼指望

那時(也是)要去拿取， (她)什麼樣呢 在對你們 (她)恩典惠意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並且 (他們)犯罪的

在對(他們)犯罪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借貸貸款， 為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從那裏拿取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相似等同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但凡若是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借貸貸款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們)這些個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有期盼指望

那時(也是)要去從那裏拿取， (她)什麼樣呢 在對你們 (她)恩典惠意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並且 因為 (他們)那些

(他們)犯罪的 在對(他們)犯罪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借貸貸款， 為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從那裏拿取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相似等同的。

路 6:35 plh.n avgapa/te tou.j evcqrou.j ùmw/n kai. avgaqopoiei/te kai. dani,zete mhde.n avpelpi,zontej\ kai. e;stai ò
misqo.j ùmw/n polu,j( kai. e;sesqe uiòi. ùyi,stou( o[ti auvto.j crhsto,j evstin evpi. tou.j avcari,stouj kai. ponhrou,jÅ
But love ye your enemies, and do good, and lend, hoping for nothing again; and your reward shall be great, and
ye shall be the children of the Highest: for he is kind unto the unthankful and to the evil.
你們倒要愛仇敵，也要善待他們，並要借給人不指望償還；你們的賞賜就必大了，你們也必作至高者的兒子；因

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惡的。

超出之外地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愛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仇視敵對的 從屬你們， 並且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行出作成良善， 並且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借貸貸款 到於(它)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他們)現正持續從那裏離開有期盼指望了的；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他)那 (他)工價報酬 從屬你們 (他)許多的，

並且 你們將要(持續)是 (他們)兒子 從屬(他)至高的； 是這樣 (他)同一者 (他)合宜恩慈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無情忘恩的 並且 到於(他們)惡的。
[經文變異RT]

超出之外地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愛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仇視敵對的 從屬你們， 並且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行出作成良善， 並且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借貸貸款 到於(它)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他們)現正持續從那裏離開有期盼指望了的；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他)那 (他)工價報酬 從屬你們 (他)許多的，

並且 你們將要(持續)是 (他們)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至高的； 是這樣 (他)同一者 (他)合宜恩慈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無情忘恩的 並且 到於(他們)惡的。

路 6:36 Gi,nesqe oivkti,rmonej kaqw.j Îkai.Ð ò path.r ùmw/n oivkti,rmwn evsti,nÅ
Be ye therefore merciful, as your Father also is merciful.
你們要慈悲，像你們的父慈悲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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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他們)有同情憐恤的， 按照正如地 並且 (他)那 (他)父親 從屬你們

(他)有同情憐恤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這樣 (他們)有同情憐恤的， 按照正如地 並且 (他)那 (他)父親 從屬你們

(他)有同情憐恤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WH]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他們)有同情憐恤的， 按照正如地 (他)那 (他)父親 從屬你們

(他)有同情憐恤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路 6:37 Kai. mh. kri,nete( kai. ouv mh. kriqh/te\ kai. mh. katadika,zete( kai. ouv mh. katadikasqh/teÅ avpolu,ete( kai.
avpoluqh,sesqe\
Judge not, and ye shall not be judged: condemn not, and ye shall not be condemned: forgive, and ye shall be
forgiven:
你們不要論斷人，就不被論斷；你們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們要饒恕人，就必蒙饒恕；〔饒恕原文作釋

放〕

並且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區別審斷， 並且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被區別審斷； 並且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使有判罪裁定， 並且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被使有判罪裁定。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打發離開， 並且 你們將要(持續)被打發離開；
[經文變異RT]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區別審斷， 並且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被區別審斷；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使有判罪裁定， 並且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被使有判罪裁定。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打發離開， 並且 你們將要(持續)被打發離開；

路 6:38 di,dote( kai. doqh,setai ùmi/n\ me,tron kalo.n pepiesme,non sesaleume,non ùperekcunno,menon dw,sousin eivj
to.n ko,lpon ùmw/n\ w-| ga.r me,trw| metrei/te avntimetrhqh,setai ùmi/nÅ
Give, and it shall be given unto you; good measure, pressed down, and shaken together, and running over, shall
men give into your bosom. For with the same measure that ye mete withal it shall be measured to you again.
你們要給人，就必有給你們的；並且用十足的升斗，連搖帶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們懷裏；因為你們用甚麼量

器量給人，也必用甚麼量器量給你們。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給與，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給與 在對你們； 到於(它)量器量度 到於(它)美好適當的

到於(它)現在已經被塞滿壓實了的， 到於(它)現在已經被行搖晃擺動了的，

到於(它)現正持續被在之上高超地向外傾注澆流了的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給與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胸腹懷灣

從屬你們； 在對(它)這個 因為 在對(它)量器量度 你們現在持續用量器量度，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相對對應地用量器量度 在對你們。
[經文變異RT]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給與，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給與 在對你們； 到於(它)量器量度 到於(它)美好適當的

到於(它)現在已經被塞滿壓實了的 並且 到於(它)現在已經被行搖晃擺動了的 並且

到於(它)現正持續被在之上高超地向外傾注澆流了的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給與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胸腹懷灣

從屬你們； 在對(它)那 因為 在對(它)同一者 在對(它)量器量度 在對(它)這個 你們現在持續用量器量度，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相對對應地用量器量度 在對你們。

路 6:39 Ei=pen de. kai. parabolh.n auvtoi/j\ Mh,ti du,natai tuflo.j tuflo.n òdhgei/nÈ ouvci. avmfo,teroi eivj bo,qunon
evmpesou/ntaiÈ
And he spake a parable unto them, Can the blind lead the blind? shall they not both fall into the ditch?
耶穌又用比喻對他們說：瞎子豈能領瞎子，兩個人不是都要掉在坑裏麼。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並且 到於(她)比喻 在對(他們)同一者， 豈會是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他)瞎眼的 到於(他)瞎眼的 現要去持續行指引道路？ 豈不是呢 (他們)兩方面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深洞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落在其內？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到於(她)比喻 在對(他們)同一者， 豈會是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他)瞎眼的 到於(他)瞎眼的 現要去持續行指引道路？ 豈不是呢 (他們)兩方面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深洞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被落下墜落？

路 6:40 ouvk e;stin maqhth.j up̀e.r to.n dida,skalon\ kathrtisme,noj de. pa/j e;stai wj̀ ò dida,skaloj auvtou/Å
The disciple is not above his master: but every one that is perfect shall be as his master.
學生不能高過先生；凡學成了的不過和先生一樣。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門徒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高超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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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現在已經被向下使成裝備妥當了的 然而也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正如地 (他)那 (他)老師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門徒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高超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老師 從屬(他)同一者；

(他)現在已經被向下使成裝備妥當了的 然而也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正如地 (他)那 (他)老師

從屬(他)同一者。

路 6:41 Ti, de. ble,peij to. ka,rfoj to. evn tw/| ovfqalmw/| tou/ avdelfou/ sou( th.n de. doko.n th.n evn tw/| ivdi,w| ovfqalmw/|
ouv katanoei/jÈ
And why beholdest thou the mote that is in thy brother's eye, but perceivest not the beam that is in thine own
eye?
為甚麼看見你弟兄眼中有刺，卻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然而也 你現在持續著眼觀看 到於(它)那 到於(它)木刺 到於(它)那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眼睛

從屬(他)那 從屬(他)弟兄 從屬你， 到於(她)那 然而也 到於(她)承重之樑木 到於(她)那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私人個別的 在對(他)眼睛 不是/不 你現在持續仔細觀察了解？

路 6:42 pw/j du,nasai le,gein tw/| avdelfw/| sou( VAdelfe,( a;fej evkba,lw to. ka,rfoj to. evn tw/| ovfqalmw/| sou( auvto.j
th.n evn tw/| ovfqalmw/| sou/ doko.n ouv ble,pwnÈ ùpokrita,( e;kbale prw/ton th.n doko.n evk tou/ ovfqalmou/ sou/( kai. to,te
diable,yeij to. ka,rfoj to. evn tw/| ovfqalmw/| tou/ avdelfou/ sou evkbalei/nÅ
Either how canst thou say to thy brother, Brother, let me pull out the mote that is in thine eye, when thou thyself
beholdest not the beam that is in thine own eye? Thou hypocrite, cast out first the beam out of thine own eye,
and then shalt thou see clearly to pull out the mote that is in thy brother's eye.
你不見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對你弟兄說：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這假冒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

，然後纔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

怎樣如何地呢 你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現要去持續道說 在對(他)那 在對(他)弟兄 從屬你， 阿,(他)弟兄，

你那時(也是)就要任憑釋放離開， 我那時(也是)應該向外投擲出來 到於(它)那 到於(它)木刺 到於(它)那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眼睛 從屬你， (他)同一者 到於(她)那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眼睛 從屬你 到於(她)承重之樑木

不是/不 (他)現正持續著眼觀看了的？ 阿,(他)作戲假裝者， 你那時(也是)就要向外投擲出來 首先地 到於(她)那

到於(她)承重之樑木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眼睛 從屬你， 並且 當那時地 你將要(持續)透澈地眼看

到於(它)那 到於(它)木刺 到於(它)那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眼睛 從屬(他)那 從屬(他)弟兄 從屬你

那時(也是)要去向外投擲出來。
[經文變異RT]

甚或/或而 怎樣如何地呢 你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現要去持續道說 在對(他)那 在對(他)弟兄 從屬你，

阿,(他)弟兄， 你那時(也是)就要任憑釋放離開， 我那時(也是)應該向外投擲出來 到於(它)那 到於(它)木刺 到於(它)那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眼睛 從屬你， (他)同一者 到於(她)那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眼睛 從屬你

到於(她)承重之樑木 不是/不 (他)現正持續著眼觀看了的？ 阿,(他)作戲假裝者， 你那時(也是)就要向外投擲出來

首先地 到於(她)那 到於(她)承重之樑木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眼睛 從屬你， 並且 當那時地

你將要(持續)透澈地眼看 那時(也是)要去向外投擲出來 到於(它)那 到於(它)木刺 到於(它)那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眼睛 從屬(他)那 從屬(他)弟兄 從屬你。

路 6:43 Ouv ga,r evstin de,ndron kalo.n poiou/n karpo.n sapro,n( ouvde. pa,lin de,ndron sapro.n poiou/n karpo.n kalo,nÅ
For a good tree bringeth not forth corrupt fruit; neither doth a corrupt tree bring forth good fruit.
因為沒有好樹結壞果子；也沒有壞樹結好果子。

不是/不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樹木 (它)美好適當的 (它)現正持續行出作成了的 到於(他)果實

到於(他)朽爛腐壞的； 然而也不是地 重新又再地 (它)樹木 (它)朽爛腐壞的 (它)現正持續行出作成了的 到於(他)果實

到於(他)美好適當的。
[經文變異RT]

不是/不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樹木 (它)美好適當的 (它)現正持續行出作成了的 到於(他)果實

到於(他)朽爛腐壞的； 然而也不是地 (它)樹木 (它)朽爛腐壞的 (它)現正持續行出作成了的 到於(他)果實

到於(他)美好適當的。

路 6:44 e[kaston ga.r de,ndron evk tou/ ivdi,ou karpou/ ginw,sketai\ ouv ga.r evx avkanqw/n sulle,gousin su/ka ouvde. evk
ba,tou stafulh.n trugw/sinÅ
For every tree is known by his own fruit. For of thorns men do not gather figs, nor of a bramble bush gather they
grapes.
凡樹木看果子，就可以認出他來。人不是從荊棘上摘無花果，也不是從蒺蔾裏摘葡萄。

(它)各個的 因為 (它)樹木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私人個別的 從屬(他)果實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認識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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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不 因為 向外出來 從屬(她們)荊棘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搜集 到於(它們)無花果， 然而也不是地 向外出來

從屬(他)荊棘灌木 到於(她)葡萄串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採集收成。
[經文變異RT]

(它)各個的 因為 (它)樹木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私人個別的 從屬(他)果實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認識知道；

不是/不 因為 向外出來 從屬(她們)荊棘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搜集 到於(它們)無花果， 然而也不是地 向外出來

從屬(他)荊棘灌木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採集收成 到於(她)葡萄串。

路 6:45 ò avgaqo.j a;nqrwpoj evk tou/ avgaqou/ qhsaurou/ th/j kardi,aj profe,rei to. avgaqo,n( kai. ò ponhro.j evk tou/
ponhrou/ profe,rei to. ponhro,n\ evk ga.r perisseu,matoj kardi,aj lalei/ to. sto,ma auvtou/Å
A good man out of the good treasure of his heart bringeth forth that which is good; and an evil man out of the
evil treasure of his heart bringeth forth that which is evil: for of the abundance of the heart his mouth speaketh.
善人從他心裏所存的善，就發出善來；惡人從他心裏所存的惡，就發出惡來；因為心裏所充滿的，口裏就說出來

。

(他)那 (他)良善的 (他)人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良善的 從屬(他)寶藏財物 從屬(她)那 從屬(她)內心

他/她/它現在持續負載攜帶在前面 到於(它)那 到於(它)良善的； 並且 (他)那 (他)惡的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惡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負載攜帶在前面 到於(它)那 到於(它)惡的； 向外出來 因為 從屬(它)所成格外多

從屬(她)內心 他/她/它現在持續發言講說 (它)那 (它)口/嘴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那 (他)良善的 (他)人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良善的 從屬(他)寶藏財物 從屬(她)那 從屬(她)內心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負載攜帶在前面 到於(它)那 到於(它)良善的； 並且 (他)那 (他)惡的 (他)人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惡的 從屬(他)寶藏財物 從屬(她)那 從屬(她)內心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負載攜帶在前面 到於(它)那 到於(它)惡的； 向外出來 因為 從屬(它)那 從屬(它)所成格外多

從屬(她)那 從屬(她)內心 他/她/它現在持續發言講說 (它)那 (它)口/嘴 從屬(他)同一者。

路 6:46 Ti, de, me kalei/te( Ku,rie ku,rie( kai. ouv poiei/te a] le,gwÈ
And why call ye me, Lord, Lord, and do not the things which I say?
你們為甚麼稱呼我主阿，主阿，卻不遵我的話行呢。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然而也 到於我 你們現在持續促請召喚， 阿,(他)主人 阿,(他)主人， 並且 不是/不

你們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到於(它們)這些個 我現在持續道說？

路 6:47 pa/j ò evrco,menoj pro,j me kai. avkou,wn mou tw/n lo,gwn kai. poiw/n auvtou,j( up̀odei,xw ùmi/n ti,ni evsti.n
o[moioj\
Whosoever cometh to me, and heareth my sayings, and doeth them, I will shew you to whom he is like:
凡到我這裏來，聽見我的話就去行的，我要告訴你們他像甚麼人，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我 並且

(他)現正持續聲聞耳聽了的 從屬我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並且 (他)現正持續行出作成了的

到於(他們)同一者， 我將要(持續)示範暗示 在對你們 在對(他)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具同樣相同的：

路 6:48 o[moio,j evstin avnqrw,pw| oivkodomou/nti oivki,an o]j e;skayen kai. evba,qunen kai. e;qhken qeme,lion evpi. th.n
pe,tran\ plhmmu,rhj de. genome,nhj prose,rhxen ò potamo.j th/| oivki,a| evkei,nh|( kai. ouvk i;scusen saleu/sai auvth.n dia.
to. kalw/j oivkodomh/sqai auvth,nÅ
He is like a man which built an house, and digged deep, and laid the foundation on a rock: and when the flood
arose, the stream beat vehemently upon that house, and could not shake it: for it was founded upon a rock.
他像一個人蓋房子，深深的挖地，把根基安在磐石上；到發大水的時候，水沖那房子，房子總不能搖動；因為根

基立在磐石上。〔有古卷作因為蓋造得好〕

(他)具同樣相同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對(他)人 在對(他)現正持續營建修造了的 到於(她)住屋家庭， (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挖掘刨鋤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促成深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置放擺設 到於(他)根基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磐石； 從屬(她)滿溢泛濫 然而也 從屬(她)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衝撞 (他)那 (他)河流 在對(她)那 在對(她)住屋家庭 在對(她)在那裏的那個，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有強壯大力 那時(也是)要去行搖晃擺動 到於(她)同一者，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

美好適當地 現已經去被營建修造 到於(她)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具同樣相同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對(他)人 在對(他)現正持續營建修造了的 到於(她)住屋家庭， (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挖掘刨鋤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促成深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置放擺設 到於(他)根基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磐石； 從屬(她)滿溢泛濫 然而也 從屬(她)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衝撞 (他)那 (他)河流 在對(她)那 在對(她)住屋家庭 在對(她)在那裏的那個，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有強壯大力 那時(也是)要去行搖晃擺動 到於(她)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已經被立根基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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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磐石。

路 6:49 ò de. avkou,saj kai. mh. poih,saj o[moio,j evstin avnqrw,pw| oivkodomh,santi oivki,an evpi. th.n gh/n cwri.j
qemeli,ou( h-| prose,rhxen ò potamo,j( kai. euvqu.j sune,pesen kai. evge,neto to. rh̀/gma th/j oivki,aj evkei,nhj me,gaÅ
But he that heareth, and doeth not, is like a man that without a foundation built an house upon the earth; against
which the stream did beat vehemently, and immediately it fell; and the ruin of that house was great.
惟有聽見不去行的，就像一個人在土地上蓋房子，沒有根基；水一沖，隨即倒塌了，並且那房子壞的很大。

(他)那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並且 不會/不要 (他)那時(也是)行出作成了的 (他)具同樣相同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對(他)人 在對(他)那時(也是)營建修造了的 到於(她)住屋家庭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脫離開地 從屬(他)根基； 在對(她)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衝撞 (他)那 (他)河流， 並且 平直直接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完全落下墜落；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它)那 (它)所撕裂破損 從屬(她)那

從屬(她)住屋家庭 從屬(她)在那裏的那個 (它)極大的。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並且 不會/不要 (他)那時(也是)行出作成了的 (他)具同樣相同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對(他)人 在對(他)那時(也是)營建修造了的 到於(她)住屋家庭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脫離開地 從屬(他)根基； 在對(她)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衝撞 (他)那 (他)河流， 並且

平直直接地[同#2117] 他/她/它那時(也是)落下墜落；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它)那 (它)所撕裂破損

從屬(她)那 從屬(她)住屋家庭 從屬(她)在那裏的那個 (它)極大的。

路 7:1 VEpeidh. evplh,rwsen pa,nta ta. rh̀,mata auvtou/ eivj ta.j avkoa.j tou/ laou/( eivsh/lqen eivj Kafarnaou,mÅ
Now when he had ended all his sayings in the audience of the people, he entered into Capernaum.
耶穌對百姓講完了這一切的話，就進了迦百農。

在其上已然如此 他/她/它那時(也是)促使成充滿添足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所發表言說

從屬(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聽聞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民百姓，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她)迦百農。
[經文變異RT]

在其上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促使成充滿添足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所發表言說

從屬(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聽聞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民百姓，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她)迦百農。

路 7:2 ~Ekatonta,rcou de, tinoj dou/loj kakw/j e;cwn h;mellen teleuta/n( o]j h=n auvtw/| e;ntimojÅ
And a certain centurion's servant, who was dear unto him, was sick, and ready to die.
有一個百夫長所寶貴的僕人，害病快要死了。

從屬(他)百夫長 然而也 從屬(他)任何什麼 (他)奴僕 卑劣不好地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準備快要

現要去持續命終， (他)這個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在對(他)同一者 (他)價值寶貴的。

路 7:3 avkou,saj de. peri. tou/ VIhsou/ avpe,steilen pro.j auvto.n presbute,rouj tw/n VIoudai,wn evrwtw/n auvto.n o[pwj
evlqw.n diasw,sh| to.n dou/lon auvtou/Å
And when he heard of Jesus, he sent unto him the elders of the Jews, beseeching him that he would come and
heal his servant.
百夫長風聞耶穌的事，就託猶太人的幾個長老，去求耶穌來救他的僕人。

(他)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然而也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那 從屬(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他們)更年長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他)現正持續查詢求問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這怎樣如何地 (他)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徹底地拯救 到於(他)那 到於(他)奴僕 從屬(他)同一者。

路 7:4 oì de. parageno,menoi pro.j to.n VIhsou/n pareka,loun auvto.n spoudai,wj le,gontej o[ti :Axio,j evstin w-|
pare,xh| tou/to\
And when they came to Jesus, they besought him instantly, saying, That he was worthy for whom he should do
this:
他們到了耶穌那裏，就切切的求他說：你給他行這事，是他所配得的；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來到旁邊了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勸勉請求 到於(他)同一者 具勤奮殷切地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是這樣 (他)相配值得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對(他)這個 你將要(持續)讓自己展示提供註1
到於(它)那同一者；

註1：“你將要(持續)讓自己展示提供”文法上亦可以為“你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展示提供”。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來到旁邊了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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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勸勉請求 到於(他)同一者 具勤奮殷切地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是這樣 (他)相配值得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對(他)這個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展示提供 到於(它)那同一者；

路 7:5 avgapa/| ga.r to. e;qnoj h̀mw/n kai. th.n sunagwgh.n auvto.j wv|kodo,mhsen h̀mi/nÅ
For he loveth our nation, and he hath built us a synagogue.
因為他愛我們的百姓，給我們建造會堂。

他/她/它現在持續愛 因為 到於(它)那 到於(它)種族邦國 從屬我們，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會堂 (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營建修造 在對我們。

路 7:6 ò de. VIhsou/j evporeu,eto su.n auvtoi/jÅ h;dh de. auvtou/ ouv makra.n avpe,contoj avpo. th/j oivki,aj e;pemyen fi,louj ò
ek̀atonta,rchj le,gwn auvtw/|( Ku,rie( mh. sku,llou( ouv ga.r ik̀ano,j eivmi i[na ùpo. th.n ste,ghn mou eivse,lqh|j\
Then Jesus went with them. And when he was now not far from the house, the centurion sent friends to him,
saying unto him, Lord, trouble not thyself: for I am not worthy that thou shouldest enter under my roof:
耶穌就和他們同去。離那家不遠，百夫長託幾個朋友去見耶穌，對他說：主阿，不要勞動；因你到我舍下，我不

敢當；

(他)那 然而也 (他)耶穌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共同一起 在對(他們)同一者。 甚而已然如此地 然而也

從屬(他)同一者 不是/不 遠遠地 從屬(他)現正持續從那裏有足夠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住屋家庭，

他/她/它那時(也是)差送打發 到於(他們)朋友 (他)那 (他)百夫長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阿,(他)主人，

不會/不要 你現在就要持續被勞煩； 不是/不 因為 (他)達到足夠的 我現在持續是 為要 <在底下>在底下 到於(她)那

到於(她)屋頂 從屬我 你那時(也是)應該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耶穌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共同一起 在對(他們)同一者。 甚而已然如此地 然而也

從屬(他)同一者 不是/不 遠遠地 從屬(他)現正持續從那裏有足夠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住屋家庭，

他/她/它那時(也是)差送打發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他)那 (他)百夫長 到於(他們)朋友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阿,(他)主人， 不會/不要 你現在就要持續被勞煩； 不是/不 因為

我現在持續是 (他)達到足夠的 為要 <在底下>在底下 到於(她)那 到於(她)屋頂 從屬我

你那時(也是)應該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路 7:7 dio. ouvde. evmauto.n hvxi,wsa pro.j se. evlqei/n\ avlla. eivpe. lo,gw|( kai. ivaqh,tw ò pai/j mouÅ
Wherefore neither thought I myself worthy to come unto thee: but say in a word, and my servant shall be healed.
我也自以為不配去見你，只要你說一句話，我的僕人就必好了。

為這個緣故 然而也不是地 到於(他)我自己 我那時(也是)視為相配值得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

那時(也是)要去到來前往； 但乃是 你那時(也是)就要發話言說 在對(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被醫好治癒 (他)那 (他)孩童/下屬 從屬我。
[經文變異RT]

為這個緣故 然而也不是地 到於(他)我自己 我那時(也是)視為相配值得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

那時(也是)要去到來前往； 但乃是 你那時(也是)就要發話言說 在對(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醫好治癒 (他)那 (他)孩童/下屬 從屬我。

路 7:8 kai. ga.r evgw. a;nqrwpo,j eivmi up̀o. evxousi,an tasso,menoj e;cwn ùpV evmauto.n stratiw,taj( kai. le,gw tou,tw|(
Poreu,qhti( kai. poreu,etai( kai. a;llw|( :Ercou( kai. e;rcetai( kai. tw/| dou,lw| mou( Poi,hson tou/to( kai. poiei/Å
For I also am a man set under authority, having under me soldiers, and I say unto one, Go, and he goeth; and to
another, Come, and he cometh; and to my servant, Do this, and he doeth it.
因為我在人的權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對這個說去，他就去；對那個說來，他就來；對我的僕人說，你作這事，

他就去作。

並且 因為 我 (他)人 我現在持續是 <在底下>在底下 到於(她)權柄掌握 (他)現正持續被安排定規了的，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在底下>在底下 到於(他)我自己 到於(他們)士兵； 並且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那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就要被行去，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並且 在對(他)另外不同的，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註1，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並且 在對(他)那 在對(他)奴僕

從屬我， 你那時(也是)就要行出作成 到於(它)那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註1：“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文法上亦可以為“你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路 7:9 avkou,saj de. tau/ta ò VIhsou/j evqau,masen auvto.n kai. strafei.j tw/| avkolouqou/nti auvtw/| o;clw| ei=pen( Le,gw
um̀i/n( ouvde. evn tw/| VIsrah.l tosau,thn pi,stin eu-ronÅ
When Jesus heard these things, he marvelled at him, and turned him about, and said unto the people that
followed him, I say unto you, I have not found so great faith, no, not in Israel.
耶穌聽見這話，就希奇他，轉身對跟隨的眾人說：我告訴你們，這麼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沒有遇見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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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然而也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希奇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他)那時(也是)被轉動翻轉了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跟隨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在對(他)群眾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然而也不是地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以色列

到於(她)那這麼樣大/那這麼樣多 到於(她)信 我那時(也是)找到尋見。

路 7:10 kai. ùpostre,yantej eivj to.n oi=kon oi` pemfqe,ntej eu-ron to.n dou/lon ùgiai,nontaÅ
And they that were sent, returning to the house, found the servant whole that had been sick.
那託來的人回到百夫長家裏，看見僕人已經好了。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翻轉轉回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住處家室， (他們)那些

(他們)那時(也是)被差送打發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找到尋見 到於(他)那 到於(他)奴僕

到於(他)現正持續促為成長健全了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翻轉轉回了的 (他們)那些 (他們)那時(也是)被差送打發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住處家室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找到尋見 到於(他)那 到於(他)現正持續成軟弱無力了的 到於(他)奴僕

到於(他)現正持續促為成長健全了的。

路 7:11 Kai. evge,neto evn tw/| ex̀h/j evporeu,qh eivj po,lin kaloume,nhn Nai>n kai. suneporeu,onto auvtw/| oi` maqhtai.
auvtou/ kai. o;cloj polu,jÅ
And it came to pass the day after, that he went into a city called Nain; and many of his disciples went with him,
and much people.
過了不多時，〔有古卷作次日〕耶穌往一座城去，這城名叫拿因，他的門徒和極多的人與他同行。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內 在對(他)那 接著有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行去 向內進入

到於(她)城邑 到於(她)現正持續被促請召喚了的 到於(她)拿因；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共同行去

在對(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群眾 (他)許多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內 在對(她)那 接著有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向內進入

到於(她)城邑 到於(她)現正持續被促請召喚了的 到於(她)拿因；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共同行去

在對(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他們)達到足夠的 並且 (他)群眾 (他)許多的。

路 7:12 wj̀ de. h;ggisen th/| pu,lh| th/j po,lewj( kai. ivdou. evxekomi,zeto teqnhkw.j monogenh.j uìo.j th/| mhtri. auvtou/ kai.
auvth. h=n ch,ra( kai. o;cloj th/j po,lewj ìkano.j h=n su.n auvth/|Å
Now when he came nigh to the gate of the city, behold, there was a dead man carried out, the only son of his
mother, and she was a widow: and much people of the city was with her.
將近城門，有一個死人被抬出來；這人是他母親獨生的兒子，他母親又是寡婦；有城裏的許多人同著寡婦送殯。

正如地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靠近 在對(她)那 在對(她)大門 從屬(她)那 從屬(她)城邑，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她/它當時持續被向外提取照理出來 (他)現在已經死亡了的 (他)獨生的 (他)兒子

在對(她)那 在對(她)母親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她)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她)寡婦； 並且 (他)群眾

從屬(她)那 從屬(她)城邑 (他)達到足夠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共同一起 在對(她)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正如地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靠近 在對(她)那 在對(她)大門 從屬(她)那 從屬(她)城邑，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她/它當時持續被向外提取照理出來 (他)現在已經死亡了的 (他)兒子 (他)獨生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母親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她)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她)寡婦； 並且 (他)群眾

從屬(她)那 從屬(她)城邑 (他)達到足夠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共同一起 在對(她)同一者。

路 7:13 kai. ivdw.n auvth.n ò ku,rioj evsplagcni,sqh evpV auvth/| kai. ei=pen auvth/|( Mh. klai/eÅ
And when the Lord saw her, he had compassion on her, and said unto her, Weep not.
主看見那寡婦就憐憫他，對他說：不要哭。

並且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到於(她)同一者 (他)那 (他)主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動憐慈心腸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她)同一者， 不會/不要 你現在就要持續哭泣哀號。

路 7:14 kai. proselqw.n h[yato th/j sorou/( oi` de. basta,zontej e;sthsan( kai. ei=pen( Neani,ske( soi. le,gw( evge,rqhtiÅ
And he came and touched the bier: and they that bare him stood still. And he said, Young man, I say unto thee,
Arise.
於是進前按著槓，抬的人就站住了。耶穌說：少年人，我吩咐你起來。

並且 (他)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觸摸連接 從屬(她)那 從屬(她)棺材；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現正持續提舉擔負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立定站住。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阿,(他)青年人[40歲以下]， 在對你 我現在持續道說， 你那時(也是)就要被喚醒起來。

路 7:15 kai. avneka,qisen ò nekro.j kai. h;rxato lalei/n( kai. e;dwken auvto.n th/| mhtri. auvtou/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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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he that was dead sat up, and began to speak. And he delivered him to his mother.
那死人就坐起，並且說話；耶穌便把他交給他母親。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坐起來 (他)那 (他)死掉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 現要去持續發言講說；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到於(他)同一者 在對(她)那 在對(她)母親 從屬(他)同一者。

路 7:16 e;laben de. fo,boj pa,ntaj kai. evdo,xazon to.n qeo.n le,gontej o[ti Profh,thj me,gaj hvge,rqh evn hm̀i/n kai. o[ti
VEpeske,yato ò qeo.j to.n lao.n auvtou/Å
And there came a fear on all: and they glorified God, saying, That a great prophet is risen up among us; and,
That God hath visited his people.
眾人都驚奇，歸榮耀與神說：有大先知在我們中間興起來了；又說：神眷顧了他的百姓。

他/她/它那時(也是)拿取 然而也 (他)畏懼害怕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歸榮耀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是這樣 (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他)極大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喚醒起來 在內

在對我們； 並且， 是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視察眷顧 (他)那 (他)神 到於(他)那 到於(他)人民百姓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拿取 然而也 (他)畏懼害怕 到於(他們)同時一齊地所有每一個的；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歸榮耀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是這樣 (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他)極大的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喚醒起來 在內 在對我們； 並且， 是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視察眷顧 (他)那 (他)神

到於(他)那 到於(他)人民百姓 從屬(他)同一者。

路 7:17 kai. evxh/lqen ò lo,goj ou-toj evn o[lh| th/| VIoudai,a| peri. auvtou/ kai. pa,sh| th/| pericw,rw|Å
And this rumour of him went forth throughout all Judaea, and throughout all the region round about.
他這事的風聲就傳遍了猶太，和周圍地方。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他)那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他)那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整個全部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猶太地方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在對(她)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在周圍地域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他)那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他)那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整個全部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猶太地方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在內 在對(她)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在周圍地域的。

路 7:18 Kai. avph,ggeilan VIwa,nnh| oì maqhtai. auvtou/ peri. pa,ntwn tou,twnÅ
And the disciples of John shewed him of all these things.
約翰的門徒把這些事都告訴約翰。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從那裏報信通告 在對(他)約翰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在周圍>關於

從屬(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它們)那同一者。

路 7:19 kai. proskalesa,menoj du,o tina.j tw/n maqhtw/n auvtou/ ò VIwa,nnhj e;pemyen pro.j to.n ku,rion le,gwn( Su. ei=
ò evrco,menoj h' a;llon prosdokw/menÈ
And John calling unto him two of his disciples sent them to Jesus, saying, Art thou he that should come? or look
we for another?
他便叫了兩個門徒來，打發他們到主那裏去，說：那將要來的是你麼；還是我們等候別人呢。

並且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在前面向著促請召喚了的 到於(他們)二個/兩個 到於(他們)任何什麼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他)那 (他)約翰 他/她/它那時(也是)差送打發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主人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 你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甚或/或而

到於(他)另外不同的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預期等待註1？

註1：“我們現在應該持續預期等待”文法上亦可以為“我們現在持續預期等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在前面向著促請召喚了的 到於(他們)二個/兩個 到於(他們)任何什麼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他)那 (他)約翰 他/她/它那時(也是)差送打發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 你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甚或/或而

到於(他)另外不同的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預期等待？
[經文變異WH]

並且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在前面向著促請召喚了的 到於(他們)二個/兩個 到於(他們)任何什麼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他)那 (他)約翰 他/她/它那時(也是)差送打發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主人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 你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甚或/或而

到於(他)相異不同的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預期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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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7:20 parageno,menoi de. pro.j auvto.n oì a;ndrej ei=pan( VIwa,nnhj ò baptisth.j avpe,steilen h̀ma/j pro.j se. le,gwn(
Su. ei= o` evrco,menoj h' a;llon prosdokw/menÈ
When the men were come unto him, they said, John Baptist hath sent us unto thee, saying, Art thou he that
should come? or look we for another?
那兩個人來到耶穌那裏，說：施洗的約翰打發我們來問你，那將要來的是你麼；還是我們等候別人呢。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來到旁邊了的 然而也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男人/丈夫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約翰 (他)那 (他)浸洗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到於我們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 你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甚或/或而

到於(他)另外不同的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預期等待註1？

註1：“我們現在應該持續預期等待”文法上亦可以為“我們現在持續預期等待”。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來到旁邊了的 然而也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男人/丈夫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約翰 (他)那 (他)浸洗者 他/她/它現在已經分派差遣 到於我們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 你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甚或/或而

到於(他)另外不同的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預期等待？

路 7:21 evn evkei,nh| th/| w[ra| evqera,peusen pollou.j avpo. no,swn kai. masti,gwn kai. pneuma,twn ponhrw/n kai. tufloi/j
polloi/j evcari,sato ble,peinÅ
And in that same hour he cured many of their infirmities and plagues, and of evil spirits; and unto many that
were blind he gave sight.
正當那時候，耶穌治好了許多有疾病的，受災患的，被惡鬼附著的；又開恩叫好些瞎子能看見。

在內 在對(她)在那裏的那個 在對(她)那 在對(她)鐘點時刻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侍候紓解 到於(他們)許多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們)疾病 並且 從屬(她們)鞭笞/災病 並且 從屬(它們)靈/風 從屬(它們)惡的， 並且

在對(他們)瞎眼的 在對(他們)許多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恩待 現要去持續著眼觀看。
[經文變異RT]

在內 在對(她)同一者 然而也 在對(她)那 在對(她)鐘點時刻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侍候紓解 到於(他們)許多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們)疾病 並且 從屬(她們)鞭笞/災病 並且 從屬(它們)靈/風 從屬(它們)惡的， 並且

在對(他們)瞎眼的 在對(他們)許多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恩待 到於(它)那 現要去持續著眼觀看。

路 7:22 kai. avpokriqei.j ei=pen auvtoi/j( Poreuqe,ntej avpaggei,late VIwa,nnh| a] ei;dete kai. hvkou,sate\ tufloi.
avnable,pousin( cwloi. peripatou/sin( leproi. kaqari,zontai kai. kwfoi. avkou,ousin( nekroi. evgei,rontai( ptwcoi.
euvaggeli,zontai\
Then Jesus answering said unto them, Go your way, and tell John what things ye have seen and heard; how
that the blind see, the lame walk, the lepers are cleansed, the deaf hear, the dead are raised, to the poor the
gospel is preached.
耶穌回答說：你們去把所看見所聽見的事告訴約翰；就是瞎子看見，瘸子行走，長大痲瘋的潔淨，聾子聽見，死

人復活，窮人有福音傳給他們。

並且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們)那時(也是)被行去了的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從那裏報信通告 在對(他)約翰 到於(它們)這些個 你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他們)瞎眼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再向上著眼觀看， (他們)瘸腿跛腳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來往昂然踏行， (他們)痲瘋病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被潔淨， 並且 (他們)聽講遲鈍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聲聞耳聽， (他們)死掉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被喚醒起來， (他們)貧苦窮困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被傳福音佳訊；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們)那時(也是)被行去了的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從那裏報信通告 在對(他)約翰 到於(它們)這些個

你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是這樣 (他們)瞎眼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再向上著眼觀看，

(他們)瘸腿跛腳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來往昂然踏行， (他們)痲瘋病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被潔淨， (他們)聽講遲鈍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聲聞耳聽， (他們)死掉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被喚醒起來， (他們)貧苦窮困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被傳福音佳訊；

路 7:23 kai. maka,rio,j evstin o]j eva.n mh. skandalisqh/| evn evmoi,Å
And blessed is he, whosoever shall not be offended in me.
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

並且 (他)蒙至高褔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這個 但凡若是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誘陷絆倒 在內

在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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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7:24 VApelqo,ntwn de. tw/n avgge,lwn VIwa,nnou h;rxato le,gein pro.j tou.j o;clouj peri. VIwa,nnou( Ti, evxh,lqate
eivj th.n e;rhmon qea,sasqaiÈ ka,lamon ùpo. avne,mou saleuo,menonÈ
And when the messengers of John were departed, he began to speak unto the people concerning John, What
went ye out into the wilderness for to see? A reed shaken with the wind?
約翰所差來的人既走了，耶穌就對眾人講論約翰說：你們從前出去到曠野，是要看甚麼呢；要看風吹動的蘆葦麼

。

從屬(他們)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了的 然而也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使者 從屬(他)約翰，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 現要去持續道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群眾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約翰，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們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孤獨荒涼的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定睛觀看？ 到於(他)蘆葦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風 到於(他)現正持續被行搖晃擺動了的？
[經文變異RT]

從屬(他們)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了的 然而也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使者 從屬(他)約翰，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 現要去持續道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群眾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約翰，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們現在已經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孤獨荒涼的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定睛觀看？ 到於(他)蘆葦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風 到於(他)現正持續被行搖晃擺動了的？
[經文變異MT]

從屬(他們)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了的 然而也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使者 從屬(他)約翰，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 現要去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群眾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約翰，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們現在已經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孤獨荒涼的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定睛觀看？ 到於(他)蘆葦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風 到於(他)現正持續被行搖晃擺動了的？

路 7:25 avlla. ti, evxh,lqate ivdei/nÈ a;nqrwpon evn malakoi/j ìmati,oij hvmfiesme,nonÈ ivdou. oì evn ìmatismw/| evndo,xw| kai.
trufh/| up̀a,rcontej evn toi/j basilei,oij eivsi,nÅ
But what went ye out for to see? A man clothed in soft raiment? Behold, they which are gorgeously apparelled,
and live delicately, are in kings' courts.
你們出去到底是要看甚麼；要看穿細軟衣服的人麼。那穿華麗衣服宴樂度日的人，是在王宮裏。

但乃是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們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那時(也是)要去看見察覺？ 到於(他)人 在內

在對(它們)柔細嬌弱的 在對(它們)衣服 到於(他)現在已經被週圍地穿戴了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們)那些 在內 在對(他)穿衣服 在對(他)在榮耀內的 並且 在對(她)奢靡放縱 (他們)現正持續源屬具有了的 在內

在對(它們)那些註1
在對(它們)具君王的註2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註1：“在對(它們)那些”文法上亦可以為“在對(他們)那些”。

註2：“在對(它們)具君王的”文法上亦可以為“在對(他們)具君王的”。

[經文變異RT]

但乃是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們現在已經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那時(也是)要去看見察覺？ 到於(他)人 在內

在對(它們)柔細嬌弱的 在對(它們)衣服 到於(他)現在已經被週圍地穿戴了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們)那些 在內 在對(他)穿衣服 在對(他)在榮耀內的 並且 在對(她)奢靡放縱 (他們)現正持續源屬具有了的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具君王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路 7:26 avlla. ti, evxh,lqate ivdei/nÈ profh,thnÈ nai. le,gw ùmi/n( kai. perisso,teron profh,touÅ
But what went ye out for to see? A prophet? Yea, I say unto you, and much more than a prophet.
你們出去究竟是要看甚麼；要看先知麼；我告訴你們，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

但乃是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們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那時(也是)要去看見察覺？

到於(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誠然為是；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並且 到於(它)更格外多的

從屬(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經文變異RT]

但乃是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們現在已經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那時(也是)要去看見察覺？

到於(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誠然為是；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並且 到於(它)更格外多的

從屬(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路 7:27 ou-to,j evstin peri. ou- ge,graptai( VIdou. avposte,llw to.n a;ggelo,n mou pro. prosw,pou sou( o]j kataskeua,sei
th.n òdo,n sou e;mprosqe,n souÅ
This is he, of whom it is written, Behold, I send my messenger before thy face, which shall prepare thy way
before thee.
經上記著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預備道路。』所說的就是這個人。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這個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我現在持續分派差遣 到於(他)那 到於(他)使者 從屬我 在前面 從屬(它)前面的臉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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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屬你， (他)這個 他/她/它將要(持續)預備妥當 到於(她)那 到於(她)道路途徑 從屬你 從在其前地 從屬你。
[經文變異RT]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這個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我 我現在持續分派差遣 到於(他)那 到於(他)使者 從屬我 在前面 從屬(它)前面的臉面

從屬你， (他)這個 他/她/它將要(持續)預備妥當 到於(她)那 到於(她)道路途徑 從屬你 從在其前地 從屬你。

路 7:28 le,gw ùmi/n( mei,zwn evn gennhtoi/j gunaikw/n VIwa,nnou ouvdei,j evstin\ ò de. mikro,teroj evn th/| basilei,a| tou/
qeou/ mei,zwn auvtou/ evstinÅ
For I say unto you, Among those that are born of women there is not a greater prophet than John the Baptist:
but he that is least in the kingdom of God is greater than he.
我告訴你們，凡婦人所生的，沒有一個大過約翰的；然而神國裏最小的比他還大。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他)更大的 在內 在對(他們)乃生發成為族類的 從屬(她們)女人 從屬(他)約翰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然而也 (他)更細微極小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更大的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我現在持續道說 因為 在對你們， (他)更大的 在內 在對(他們)乃生發成為族類的 從屬(她們)女人

(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從屬(他)約翰 從屬(他)那 從屬(他)浸洗者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然而也 (他)更細微極小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更大的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路 7:29 Kai. pa/j ò lao.j avkou,saj kai. oi` telw/nai evdikai,wsan to.n qeo.n baptisqe,ntej to. ba,ptisma VIwa,nnou\
And all the people that heard him, and the publicans, justified God, being baptized with the baptism of John.
眾百姓和稅吏，既受過約翰的洗，聽見這話，就以神為義。

並且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他)人民百姓 (他)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稅吏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稱為公義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他們)那時(也是)被浸洗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浸洗之禮

從屬(他)約翰；

路 7:30 oi` de. Farisai/oi kai. oì nomikoi. th.n boulh.n tou/ qeou/ hvqe,thsan eivj eàutou.j mh. baptisqe,ntej ùpV auvtou/Å
But the Pharisees and lawyers rejected the counsel of God against themselves, being not baptized of him.
但法利賽人和律法師，沒有受過約翰的洗，竟為自己廢棄了神的旨意。〔二十九，三十兩節或作眾百姓和稅吏聽

見了約翰的話就受了他的洗便以神為義，但法利賽人和律法師不受約翰的洗，竟為自己廢棄了神的旨意。〕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法利賽人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屬律法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打算意圖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廢除棄絕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不會/不要 (他們)那時(也是)被浸洗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同一者。

路 7:31 Ti,ni ou=n òmoiw,sw tou.j avnqrw,pouj th/j genea/j tau,thj kai. ti,ni eivsi.n o[moioiÈ
And the Lord said, Whereunto then shall I liken the men of this generation? and to what are they like?
主又說：這樣，我可用甚麼比這世代的人呢；他們好像甚麼呢。

在對(它)任何什麼呢 這樣 我將要(持續)促使為具同樣相同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人 從屬(她)那

從屬(她)族類之世代 從屬(她)那同一者？ 並且 在對(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具同樣相同的？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他)那 (他)主人， 在對(它)任何什麼呢 這樣 我將要(持續)促使為具同樣相同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人 從屬(她)那 從屬(她)族類之世代 從屬(她)那同一者？ 並且 在對(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具同樣相同的？

路 7:32 o[moioi, eivsin paidi,oij toi/j evn avgora/| kaqhme,noij kai. prosfwnou/sin avllh,loij a] le,gei( Huvlh,samen ùmi/n
kai. ouvk wvrch,sasqe( evqrhnh,samen kai. ouvk evklau,sateÅ
They are like unto children sitting in the marketplace, and calling one to another, and saying, We have piped
unto you, and ye have not danced; we have mourned to you, and ye have not wept.
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彼此呼叫說：我們向你們吹笛，你們不跳舞，我們向你們舉哀，你們不啼哭。

(他們)具同樣相同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在對(它們)小孩童 在對(它們)那些 在內 在對(她)集市廣場

在對(它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並且 在對(它們)現正持續在前面向著出聲叫喚了的 在對(它們)彼此，

(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我們那時(也是)吹簫笛 在對你們， 並且 不是/不 你們那時(也是)讓自己跳舞；

我們那時(也是)有悲鳴哀悼， 並且 不是/不 你們那時(也是)哭泣哀號。
[經文變異RT]

(他們)具同樣相同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在對(它們)小孩童 在對(它們)那些 在內 在對(她)集市廣場

在對(它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在前面向著出聲叫喚 在對(它們)彼此，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我們那時(也是)吹簫笛 在對你們， 並且 不是/不 你們那時(也是)讓自己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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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那時(也是)有悲鳴哀悼 在對你們， 並且 不是/不 你們那時(也是)哭泣哀號。

路 7:33 evlh,luqen ga.r VIwa,nnhj ò baptisth.j mh. evsqi,wn a;rton mh,te pi,nwn oi=non( kai. le,gete( Daimo,nion e;ceiÅ
For John the Baptist came neither eating bread nor drinking wine; and ye say, He hath a devil.
施洗的約翰來，不喫餅，不喝酒；你們說他是被鬼附著的。

他/她/它現在已經到來前往 因為 (他)約翰 (他)那 (他)浸洗者， 不會/不要 (他)現正持續喫食了的 到於(他)麵餅，

並不會/又不會 (他)現正持續喝了的 到於(他)酒； 並且 你們現在持續道說， 到於(它)鬼魔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現在已經到來前往 因為 (他)約翰 (他)那 (他)浸洗者， 並不會/又不會 到於(他)麵餅 (他)現正持續喫食了的，

並不會/又不會 到於(他)酒 (他)現正持續喝了的； 並且 你們現在持續道說， 到於(它)鬼魔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路 7:34 evlh,luqen ò uìo.j tou/ avnqrw,pou evsqi,wn kai. pi,nwn( kai. le,gete( VIdou. a;nqrwpoj fa,goj kai. oivnopo,thj(
fi,loj telwnw/n kai. àmartwlw/nÅ
The Son of man is come eating and drinking; and ye say, Behold a gluttonous man, and a winebibber, a friend
of publicans and sinners!
人子來，也喫也喝；你們說他是貪食好酒的人，是稅吏和罪人的朋友。

他/她/它現在已經到來前往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他)現正持續喫食了的 並且 (他)現正持續喝了的，

並且 你們現在持續道說，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人 (他)貪吃好食之人 並且 (他)喝酒者； (他)朋友

從屬(他們)稅吏 並且 從屬(他們)犯罪的。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現在已經到來前往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他)現正持續喫食了的 並且 (他)現正持續喝了的，

並且 你們現在持續道說，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人 (他)貪吃好食之人 並且 (他)喝酒者；

從屬(他們)稅吏 (他)朋友 並且 從屬(他們)犯罪的。

路 7:35 kai. evdikaiw,qh h` sofi,a avpo. pa,ntwn tw/n te,knwn auvth/jÅ
But wisdom is justified of all her children.
但智慧之子，都以智慧為是。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稱為公義 (她)那 (她)智慧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孩子 從屬(她)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稱為公義 (她)那 (她)智慧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孩子 從屬(她)同一者

從屬(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路 7:36 VHrw,ta de, tij auvto.n tw/n Farisai,wn i[na fa,gh| metV auvtou/( kai. eivselqw.n eivj to.n oi=kon tou/ Farisai,ou
katekli,qhÅ
And one of the Pharisees desired him that he would eat with him. And he went into the Pharisee's house, and
sat down to meat.
有一個法利賽人，請耶穌和他喫飯；耶穌就到法利賽人家裏去坐席。

他/她/它當時持續查詢求問 然而也 (他)任何什麼 到於(他)同一者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法利賽人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吃食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住處家室 從屬(他)那 從屬(他)法利賽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使斜靠臥下。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當時持續查詢求問 然而也 (他)任何什麼 到於(他)同一者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法利賽人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吃食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住屋家庭 從屬(他)那 從屬(他)法利賽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使斜靠後臥。

路 7:37 kai. ivdou. gunh. h[tij h=n evn th/| po,lei àmartwlo,j( kai. evpignou/sa o[ti kata,keitai evn th/| oivki,a| tou/
Farisai,ou( komi,sasa avla,bastron mu,rou
And, behold, a woman in the city, which was a sinner, when she knew that Jesus sat at meat in the Pharisee's
house, brought an alabaster box of ointment,
那城裏有一個女人，是個罪人；知道耶穌在法利賽人家裏坐席，就拿著盛香膏的玉瓶，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她)女人 (她)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城邑

(她)犯罪的， 並且 (她)那時(也是)清楚認識知道了的 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向下靠躺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住屋家庭 從屬(他)那 從屬(他)法利賽人， (她)那時(也是)提取照理了的 到於(她)玉瓶 從屬(它)沒藥香膏，
[經文變異RT]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她)女人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城邑， (她)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她)犯罪的， (她)那時(也是)清楚認識知道了的 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靠躺坐席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住屋家庭 從屬(他)那 從屬(他)法利賽人， (她)那時(也是)提取照理了的 到於(她)玉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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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屬(它)沒藥香膏，

路 7:38 kai. sta/sa ovpi,sw para. tou.j po,daj auvtou/ klai,ousa toi/j da,krusin h;rxato bre,cein tou.j po,daj auvtou/ kai.
tai/j qrixi.n th/j kefalh/j auvth/j evxe,massen kai. katefi,lei tou.j po,daj auvtou/ kai. h;leifen tw/| mu,rw|Å
And stood at his feet behind him weeping, and began to wash his feet with tears, and did wipe them with the
hairs of her head, and kissed his feet, and anointed them with the ointment.
站在耶穌背後，挨著他的腳哭，眼淚溼了耶穌的腳，就用自己的頭髮擦乾，又用嘴連連親他的腳，把香膏抹上。

並且 (她)那時(也是)立定站住了的 向在後面地 <在旁邊>到旁邊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腳 從屬(他)同一者，

(她)現正持續哭泣哀號了的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眼淚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 現要去持續降雨淋灑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腳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毛髮 從屬(她)那 從屬(她)頭

從屬(她)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擦乾，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熱烈地親吻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腳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塗抹 在對(它)那 在對(它)沒藥香膏。
[經文變異RT]

並且 (她)那時(也是)立定站住了的 <在旁邊>到旁邊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腳 從屬(他)同一者 向在後面地，

(她)現正持續哭泣哀號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 現要去持續降雨淋灑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腳

從屬(他)同一者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眼淚， 並且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毛髮 從屬(她)那 從屬(她)頭

從屬(她)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擦乾，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熱烈地親吻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腳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塗抹 在對(它)那 在對(它)沒藥香膏。

路 7:39 ivdw.n de. ò Farisai/oj ò kale,saj auvto.n ei=pen evn eàutw/| le,gwn( Ou-toj eiv h=n profh,thj( evgi,nwsken a'n ti,j
kai. potaph. h` gunh. h[tij a[ptetai auvtou/( o[ti àmartwlo,j evstinÅ
Now when the Pharisee which had bidden him saw it, he spake within himself, saying, This man, if he were a
prophet, would have known who and what manner of woman this is that toucheth him: for she is a sinner.
請耶穌的法利賽人看見這事，心裏說：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誰，是個怎樣的女人，乃是個罪人。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法利賽人 (他)那 (他)那時(也是)促請召喚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自己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他)那同一者 若是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認識知道 但凡 (她)任何什麼呢 並且 (她)何等樣式的

(她)那 (她)女人 (她)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觸摸連接 從屬(他)同一者； 是這樣 (她)犯罪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WH]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法利賽人 (他)那 (他)那時(也是)促請召喚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自己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他)那同一者 若是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他)那 他/她/它當時持續認識知道 但凡 (她)任何什麼呢 並且

(她)何等樣式的 (她)那 (她)女人 (她)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觸摸連接 從屬(他)同一者； 是這樣

(她)犯罪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路 7:40 kai. avpokriqei.j ò VIhsou/j ei=pen pro.j auvto,n( Si,mwn( e;cw soi, ti eivpei/nÅ ò de,( Dida,skale( eivpe,( fhsi,nÅ
And Jesus answering said unto him, Simon, I have somewhat to say unto thee. And he saith, Master, say on.
耶穌對他說：西門；我有句話要對你說；西門說：夫子，請說。

並且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阿,(他)西門， 我現在持續持有 在對你 到於(它)任何什麼 那時(也是)要去發話言說。 (他)那

然而也， 阿,(他)老師， 你那時(也是)就要發話言說，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宣稱傳講。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阿,(他)西門， 我現在持續持有 在對你 到於(它)任何什麼 那時(也是)要去發話言說。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宣稱傳講， 阿,(他)老師， 你那時(也是)就要發話言說。

路 7:41 du,o creofeile,tai h=san danisth/| tini\ ò ei-j w;feilen dhna,ria pentako,sia( ò de. e[teroj penth,kontaÅ
There was a certain creditor which had two debtors: the one owed five hundred pence, and the other fifty.
耶穌說：一個債主，有兩個人欠他的債；一個欠五十兩銀子，一個欠五兩銀子；

(他們)二個/兩個 (他們)提貸借用之積欠負債者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在對(他)借貸貸款者 在對(他)任何什麼； (他)那

(他)一個 他/她/它當時持續積欠負債 到於(它們)十分銀錢之便士 到於(它們)五百個， (他)那 然而也 (他)相異不同的

到於(它們)五十個。

路 7:42 mh. evco,ntwn auvtw/n avpodou/nai avmfote,roij evcari,satoÅ ti,j ou=n auvtw/n plei/on avgaph,sei auvto,nÈ
And when they had nothing to pay, he frankly forgave them both. Tell me therefore, which of them will love him
most?
因為他們無力償還，債主就開恩免了他們兩個人的債。這兩個人那一個更愛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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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不要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從那裏給與， 在對(他們)兩方面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恩待。 (他)任何什麼呢 這樣 從屬(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更多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愛

到於(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不會/不要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然而也 從屬(他們)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從那裏給與， 在對(他們)兩方面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恩待。 (他)任何什麼呢 這樣 從屬(他們)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就要發話言說，

到於(它)更多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愛 到於(他)同一者？

路 7:43 avpokriqei.j Si,mwn ei=pen( ~Upolamba,nw o[ti w-| to. plei/on evcari,satoÅ ò de. ei=pen auvtw/|( VOrqw/j e;krinajÅ
Simon answered and said, I suppose that he, to whom he forgave most. And he said unto him, Thou hast rightly
judged.
西門回答說：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耶穌說：你斷的不錯。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西門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我現在持續接起領受 是這樣 在對(他)這個

到於(它)那 到於(它)更多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恩待。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豎正直立地 你那時(也是)區別審斷。
[經文變異RT]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西門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我現在持續接起領受 是這樣

在對(他)這個 到於(它)那 到於(它)更多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恩待。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豎正直立地 你那時(也是)區別審斷。

路 7:44 kai. strafei.j pro.j th.n gunai/ka tw/| Si,mwni e;fh( Ble,peij tau,thn th.n gunai/kaÈ eivsh/lqo,n sou eivj th.n
oivki,an( u[dwr moi evpi. po,daj ouvk e;dwkaj\ au[th de. toi/j da,krusin e;brexe,n mou tou.j po,daj kai. tai/j qrixi.n auvth/j
evxe,maxenÅ
And he turned to the woman, and said unto Simon, Seest thou this woman? I entered into thine house, thou
gavest me no water for my feet: but she hath washed my feet with tears, and wiped them with the hairs of her
head.
於是轉過來向著那女人，便對西門說：你看見這女人麼；我進了你的家，你沒有給我水洗腳；但這女人用眼淚溼

了我的腳，用頭髮擦乾。

並且 (他)那時(也是)被轉動翻轉了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那 到於(她)女人 在對(他)那 在對(他)西門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宣稱傳講， 你現在持續著眼觀看 到於(她)那同一者 到於(她)那 到於(她)女人？

我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從屬你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住屋家庭， 到於(它)水 在對我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腳 不是/不 你那時(也是)給與； (她)同一者 然而也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眼淚

他/她/它那時(也是)降雨淋灑 從屬我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腳， 並且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毛髮

從屬(她)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擦乾。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被轉動翻轉了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那 到於(她)女人 在對(他)那 在對(他)西門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宣稱傳講， 你現在持續著眼觀看 到於(她)那同一者 到於(她)那 到於(她)女人？

我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從屬你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住屋家庭， 到於(它)水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腳 從屬我 不是/不 你那時(也是)給與； (她)同一者 然而也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眼淚

他/她/它那時(也是)降雨淋灑 從屬我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腳， 並且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毛髮 從屬(她)那

從屬(她)頭 從屬(她)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擦乾。

路 7:45 fi,lhma, moi ouvk e;dwkaj\ au[th de. avfV h-j eivsh/lqon ouv die,lipen katafilou/sa, mou tou.j po,dajÅ
Thou gavest me no kiss: but this woman since the time I came in hath not ceased to kiss my feet.
你沒有與我親嘴，但這女人從我進來的時候，就不住的用嘴親我的腳。

到於(它)親吻之禮 在對我 不是/不 你那時(也是)給與； (她)同一者 然而也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這個

我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中止間斷 (她)現正持續熱烈地親吻了的 從屬我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腳。

路 7:46 evlai,w| th.n kefalh,n mou ouvk h;leiyaj\ au[th de. mu,rw| h;leiyen tou.j po,daj mouÅ
My head with oil thou didst not anoint: but this woman hath anointed my feet with ointment.
你沒有用油抹我的頭，但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腳。

在對(它)油 到於(她)那 到於(她)頭 從屬我 不是/不 你那時(也是)塗抹； (她)同一者 然而也 在對(它)沒藥香膏

他/她/它那時(也是)塗抹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腳 從屬我。
[經文變異RT]

在對(它)油 到於(她)那 到於(她)頭 從屬我 不是/不 你那時(也是)塗抹； (她)同一者 然而也 在對(它)沒藥香膏

他/她/它那時(也是)塗抹 從屬我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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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7:47 ou- ca,rin le,gw soi( avfe,wntai aì am̀arti,ai auvth/j ai` pollai,( o[ti hvga,phsen polu,\ w-| de. ovli,gon avfi,etai(
ovli,gon avgapa/|Å
Wherefore I say unto thee, Her sins, which are many, are forgiven; for she loved much: but to whom little is
forgiven, the same loveth little.
所以我告訴你，他許多的罪都赦免了；因為他的愛多；但那赦免少的，他的愛就少。

從屬(它)這個 有利於此地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 他/她/它們現在已經被任憑釋放離開 (她們)那些 (她們)罪

從屬(她)同一者 (她們)那些 (她們)許多的； 是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愛 到於(它)許多的； 在對(他)這個 然而也

(它)些微少許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任憑釋放離開， 到於(它)些微少許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愛。

路 7:48 ei=pen de. auvth/|( VAfe,wntai, sou aì am̀arti,aiÅ
And he said unto her, Thy sins are forgiven.
於是對那女人說：你的罪赦免了。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在對(她)同一者， 他/她/它們現在已經被任憑釋放離開 從屬你 (她們)那些

(她們)罪。

路 7:49 kai. h;rxanto oì sunanakei,menoi le,gein evn èautoi/j( Ti,j ou-to,j evstin o]j kai. àmarti,aj avfi,hsinÈ
And they that sat at meat with him began to say within themselves, Who is this that forgiveth sins also?
同席的人心裏說：這是甚麼人，竟赦免人的罪呢。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共同靠躺坐席了的 現要去持續道說

在內 在對(他們)同一者自己， (他)任何什麼呢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這個 並且 到於(她們)罪

他/她/它現在持續任憑釋放離開？

路 7:50 ei=pen de. pro.j th.n gunai/ka( ~H pi,stij sou se,swke,n se\ poreu,ou eivj eivrh,nhnÅ
And he said to the woman, Thy faith hath saved thee; go in peace.
耶穌對那女人說：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罷。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那 到於(她)女人， (她)那 (她)信 從屬你

他/她/它現在已經拯救 到於你；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向內進入 到於(她)和平安寧。

路 8:1 Kai. evge,neto evn tw/| kaqexh/j kai. auvto.j diw,deuen kata. po,lin kai. kw,mhn khru,sswn kai. euvaggelizo,menoj
th.n basilei,an tou/ qeou/ kai. oì dw,deka su.n auvtw/|(
And it came to pass afterward, that he went throughout every city and village, preaching and shewing the glad
tidings of the kingdom of God: and the twelve were with him,
過了不多日，耶穌周遊各城各鄉傳道，宣講神國的福音；和他同去的有十二個門徒，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內 在對(他)那 向下接著有地， 並且 (他)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行路經過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城邑 並且 到於(她)鄉村， (他)現正持續傳達宣講了的 並且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傳福音佳訊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十二個 共同一起 在對(他)同一者，

路 8:2 kai. gunai/ke,j tinej ai] h=san teqerapeume,nai avpo. pneuma,twn ponhrw/n kai. avsqeneiw/n( Mari,a h̀
kaloume,nh Magdalhnh,( avfV h-j daimo,nia èpta. evxelhlu,qei(
And certain women, which had been healed of evil spirits and infirmities, Mary called Magdalene, out of whom
went seven devils,
還有被惡鬼所附，被疾病所累，已經治好的幾個婦女，內中有稱為抹大拉的馬利亞，曾有七個鬼從他身上趕出來

；

並且 (她們)女人 (她們)任何什麼， (她們)這些個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她們)現在已經被行侍候紓解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們)靈/風 從屬(它們)惡的 並且 從屬(她們)無力軟弱， (她)馬利亞 (她)那 (她)現正持續被促請召喚了的

(她)抹大拉，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這個 (它們)鬼魔 (它們)七個 他/她/它當時已經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路 8:3 kai. VIwa,nna gunh. Couza/ evpitro,pou ~Hrw,|dou kai. Sousa,nna kai. e[terai pollai,( ai[tinej dihko,noun
auvtoi/j evk tw/n ùparco,ntwn auvtai/jÅ
And Joanna the wife of Chuza Herod's steward, and Susanna, and many others, which ministered unto him of
their substance.
又有希律的家宰苦撒的妻子約亞拿，並蘇撒拿，和好些別的婦女，都是用自己的財物供給耶穌和門徒。

並且 (她)約雅拿 (她)女人 從屬(他)苦撒 從屬(他)受委託之人 從屬(他)希律， 並且 (她)蘇撒拿， 並且

(她們)相異不同的 (她們)許多的， (她們)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行服事 在對(他們)同一者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現正持續源屬具有了的 在對(她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她)約雅拿 (她)女人 從屬(他)苦撒 從屬(他)受委託之人 從屬(他)希律， 並且 (她)蘇撒拿， 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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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們)相異不同的 (她們)許多的， (她們)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行服事 在對(他)同一者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現正持續源屬具有了的 在對(她們)同一者。

路 8:4 Sunio,ntoj de. o;clou pollou/ kai. tw/n kata. po,lin evpiporeuome,nwn pro.j auvto.n ei=pen dia. parabolh/j(
And when much people were gathered together, and were come to him out of every city, he spake by a parable:
當許多人聚集，又有人從各城裏出來見耶穌的時候，耶穌就用比喻說：

從屬(他)現正持續是聚在一起了的 然而也 從屬(他)群眾 從屬(他)許多的， 並且 從屬(他們)那些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城邑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在上面行去了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比喻，

路 8:5 VExh/lqen ò spei,rwn tou/ spei/rai to.n spo,ron auvtou/Å kai. evn tw/| spei,rein auvto.n o] me.n e;pesen para. th.n
òdo.n kai. katepath,qh( kai. ta. peteina. tou/ ouvranou/ kate,fagen auvto,Å
A sower went out to sow his seed: and as he sowed, some fell by the way side; and it was trodden down, and
the fowls of the air devoured it.
有一個撒種的出去撒種；撒的時候，有落在路旁的，被人踐踏，天上的飛鳥又來喫盡了。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他)那 (他)現正持續散佈播撒了的 從屬(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散佈播撒

到於(他)那 到於(他)種子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在內 在對(它)那 現要去持續散佈播撒 到於(他)同一者， (它)這個

的確 他/她/它那時(也是)落下墜落 <在旁邊>到旁邊 到於(她)那 到於(她)道路途徑，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向下踩踹踐踏， 並且 (它們)那些 (它們)飛鳥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他/她/它那時(也是)吞喫

到於(它)同一者。

路 8:6 kai. e[teron kate,pesen evpi. th.n pe,tran( kai. fue.n evxhra,nqh dia. to. mh. e;cein ivkma,daÅ
And some fell upon a rock; and as soon as it was sprung up, it withered away, because it lacked moisture.
有落在磐石上的，一出來就枯乾了，因為得不著滋潤。

並且 (它)相異不同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下落下墜落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磐石， 並且

(它)那時(也是)被發芽生長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促為枯乾，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持有 到於(她)潮濕水份。
[經文變異RT]

並且 (它)相異不同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落下墜落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磐石， 並且

(它)那時(也是)被發芽生長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促為枯乾，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持有 到於(她)潮濕水份。

路 8:7 kai. e[teron e;pesen evn me,sw| tw/n avkanqw/n( kai. sumfuei/sai aì a;kanqai avpe,pnixan auvto,Å
And some fell among thorns; and the thorns sprang up with it, and choked it.
有落在荊棘裏的，荊棘一同生長，把它擠住了。

並且 (它)相異不同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落下墜落 在內 在對(它)中間當中的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荊棘， 並且

(她們)那時(也是)被共同發芽生長了的 (她們)那些 (她們)荊棘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從那裏使喘氣窒息 到於(它)同一者。

路 8:8 kai. e[teron e;pesen eivj th.n gh/n th.n avgaqh.n kai. fue.n evpoi,hsen karpo.n èkatontaplasi,onaÅ tau/ta le,gwn
evfw,nei( ~O e;cwn w=ta avkou,ein avkoue,twÅ
And other fell on good ground, and sprang up, and bare fruit an hundredfold. And when he had said these
things, he cried, He that hath ears to hear, let him hear.
又有落在好土裏的，生長起來，結實百倍。耶穌說了這些話，就大聲說：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

並且 (它)相異不同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落下墜落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到於(她)那

到於(她)良善的， 並且 (它)那時(也是)被發芽生長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到於(他)果實

到於(他)一百個倍數的。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出聲叫喚， (他)那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它們)耳朵 現要去持續聲聞耳聽，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聲聞耳聽。
[經文變異RT]

並且 (它)相異不同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落下墜落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到於(她)那

到於(她)良善的， 並且 (它)那時(也是)被發芽生長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到於(他)果實

到於(他)一百個倍數的。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出聲叫喚， (他)那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它們)耳朵 現要去持續聲聞耳聽，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聲聞耳聽。

路 8:9 VEphrw,twn de. auvto.n oi` maqhtai. auvtou/ ti,j au[th ei;h h` parabolh,Å
And his disciples asked him, saying, What might this parable be?
門徒問耶穌說：這比喻是甚麼意思呢。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在上面查詢求問 然而也 到於(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她)任何什麼呢

(她)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可以持續是 (她)那 (她)比喻。
[經文變異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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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在上面查詢求問 然而也 到於(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她)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可以持續是 (她)那 (她)比喻 (她)那同一者？

路 8:10 ò de. ei=pen( ~Umi/n de,dotai gnw/nai ta. musth,ria th/j basilei,aj tou/ qeou/( toi/j de. loipoi/j evn parabolai/j(
i[na ble,pontej mh. ble,pwsin kai. avkou,ontej mh. suniw/sinÅ
And he said, Unto you it is given to know the mysteries of the kingdom of God: but to others in parables; that
seeing they might not see, and hearing they might not understand.
他說：神國的奧秘，只叫你們知道；至於別人，就用比喻，叫他們看也看不見，聽也聽不明。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你們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給與 那時(也是)要去認識知道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奧祕 從屬(她)那 從屬(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在對(他們)那些 然而也

在對(他們)其餘的 在內 在對(她們)比喻； 為要 (他們)現正持續著眼觀看了的 不會/不要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著眼觀看，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聲聞耳聽了的 不會/不要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貫通理解。

路 8:11 :Estin de. au[th h` parabolh,\ ~O spo,roj evsti.n ò lo,goj tou/ qeou/Å
Now the parable is this: The seed is the word of God.
這比喻乃是這樣；種子就是神的道。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然而也 (她)那同一者 (她)那 (她)比喻： (他)那 (他)種子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路 8:12 oi` de. para. th.n òdo,n eivsin oì avkou,santej( ei=ta e;rcetai ò dia,boloj kai. ai;rei to.n lo,gon avpo. th/j
kardi,aj auvtw/n( i[na mh. pisteu,santej swqw/sinÅ
Those by the way side are they that hear; then cometh the devil, and taketh away the word out of their hearts,
lest they should believe and be saved.
那些在路旁的，就是人聽了道，隨後魔鬼來，從他們心裏把道奪去，恐怕他們信了得救。

(他們)那些 然而也 <在旁邊>到旁邊 到於(她)那 到於(她)道路途徑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那些

(他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其後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他)那 (他)詆辱中傷的[常指魔鬼]，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提起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內心

從屬(他們)同一者， 為要 不會/不要 (他們)那時(也是)置信信託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被拯救。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些 然而也 <在旁邊>到旁邊 到於(她)那 到於(她)道路途徑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聲聞耳聽了的； 其後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他)那 (他)詆辱中傷的[常指魔鬼]，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提起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內心

從屬(他們)同一者， 為要 不會/不要 (他們)那時(也是)置信信託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被拯救。

路 8:13 oi` de. evpi. th/j pe,traj oi] o[tan avkou,swsin meta. cara/j de,contai to.n lo,gon( kai. ou-toi rì,zan ouvk e;cousin(
oi] pro.j kairo.n pisteu,ousin kai. evn kairw/| peirasmou/ avfi,stantaiÅ
They on the rock are they, which, when they hear, receive the word with joy; and these have no root, which for a
while believe, and in time of temptation fall away.
那些在磐石上的，就是人聽道，歡喜領受，但心中沒有根，不過暫時相信，及至遇見試煉就退後了。

(他們)那些 然而也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磐石， (他們)這些個 但凡當這時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聲聞耳聽，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歡喜快樂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接納領受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並且 (他們)那同一者 到於(她)根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持有，

(他們)這些個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場合時節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置信信託， 並且 在內 在對(他)場合時節

從屬(他)試探試煉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從那裏站開。

路 8:14 to. de. eivj ta.j avka,nqaj peso,n( ou-toi, eivsin oì avkou,santej( kai. ùpo. merimnw/n kai. plou,tou kai. hd̀onw/n
tou/ bi,ou poreuo,menoi sumpni,gontai kai. ouv telesforou/sinÅ
And that which fell among thorns are they, which, when they have heard, go forth, and are choked with cares
and riches and pleasures of this life, and bring no fruit to perfection.
那落在荊棘裏的，就是人聽了道，走開以後，被今生的思慮錢財宴樂擠住了，便結不出成熟的子粒來。

(它)那 然而也 向內進入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荊棘 (它)那時(也是)落下墜落了的， (他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那些 (他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並且 <在底下>被從 從屬(她們)分心掛慮 並且

從屬(他)豐滿富足 並且 從屬(她們)欣喜慾望 從屬(他)那 從屬(他)存活生計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行去了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被扼住擠壓，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成負載攜帶到成熟。

路 8:15 to. de. evn th/| kalh/| gh/|( ou-toi, eivsin oi[tinej evn kardi,a| kalh/| kai. avgaqh/| avkou,santej to.n lo,gon kate,cousin
kai. karpoforou/sin evn ùpomonh/|Å
But that on the good ground are they, which in an honest and good heart, having heard the word, keep it, and
bring forth fruit with pat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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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落在好土裏的，就是人聽了道，持守在誠實善良的心裏，並且忍耐著結實。

(它)那 然而也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美好適當的 在對(她)地土/地， (他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這個任何什麼 在內 在對(她)內心 在對(她)美好適當的 並且 在對(她)良善的 (他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持住，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成負載攜帶果實 在內

在對(她)堅忍持守。

路 8:16 Ouvdei.j de. lu,cnon a[yaj kalu,ptei auvto.n skeu,ei h' ùpoka,tw kli,nhj ti,qhsin( avllV evpi. lucni,aj ti,qhsin(
i[na oì eivsporeuo,menoi ble,pwsin to. fw/jÅ
No man, when he hath lighted a candle, covereth it with a vessel, or putteth it under a bed; but setteth it on a
candlestick, that they which enter in may see the light.
沒有人點燈用器皿蓋上，或放在床底下，乃是放在燈臺上，叫進來的人看見亮光。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然而也 到於(他)燈火 (他)那時(也是)連接觸動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遮蓋隱藏 到於(他)同一者

在對(它)器皿用具， 甚或/或而 在下面地 從屬(她)躺椅臥墊 他/她/它現在持續置放擺設； 但乃是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燈臺 他/她/它現在持續置放擺設， 為要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向內行去了的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著眼觀看 到於(它)那 到於(它)光明。
[經文變異RT]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然而也 到於(他)燈火 (他)那時(也是)連接觸動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遮蓋隱藏 到於(他)同一者

在對(它)器皿用具， 甚或/或而 在下面地 從屬(她)躺椅臥墊 他/她/它現在持續置放擺設； 但乃是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燈臺 他/她/它現在持續置放擺設在上面， 為要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向內行去了的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著眼觀看 到於(它)那 到於(它)光明。

路 8:17 ouv ga,r evstin krupto.n o] ouv fanero.n genh,setai ouvde. avpo,krufon o] ouv mh. gnwsqh/| kai. eivj fanero.n e;lqh|Å
For nothing is secret, that shall not be made manifest; neither any thing hid, that shall not be known and come
abroad.
因為掩藏的事，沒有不顯出來的；隱瞞的事，沒有不露出來被人知道的。

不是/不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乃隱藏遮掩的 (它)這個 不是/不 (它)促為照亮顯明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生發成為； 然而也不是地 (它)從那裏隱藏遮掩離開的 (它)這個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認識知道 並且 向內進入 到於(它)促為照亮顯明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到來前往。
[經文變異RT]

不是/不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乃隱藏遮掩的 (它)這個 不是/不 (它)促為照亮顯明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生發成為； 然而也不是地 (它)從那裏隱藏遮掩離開的 (它)這個 不是/不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認識知道 並且 向內進入 到於(它)促為照亮顯明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到來前往。

路 8:18 ble,pete ou=n pw/j avkou,ete\ o]j a'n ga.r e;ch|( doqh,setai auvtw/|\ kai. o]j a'n mh. e;ch|( kai. o] dokei/ e;cein
avrqh,setai avpV auvtou/Å
Take heed therefore how ye hear: for whosoever hath, to him shall be given; and whosoever hath not, from him
shall be taken even that which he seemeth to have.
所以你們應當小心怎樣聽；因為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凡沒有的，連他自以為有的，也要奪去。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著眼觀看 這樣 怎樣如何地 你們現在持續聲聞耳聽； (他)這個 但凡 因為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持有，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給與 在對(他)同一者； 並且 (他)這個 但凡 不會/不要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持有， 並且 到於(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設想認為對 現要去持續持有，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提起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著眼觀看 這樣 怎樣如何地 你們現在持續聲聞耳聽； (他)這個 因為 但凡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持有，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給與 在對(他)同一者； 並且 (他)這個 但凡 不會/不要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持有， 並且 到於(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設想認為對 現要去持續持有，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提起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MT]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著眼觀看 這樣 怎樣如何地 你們現在持續聲聞耳聽； (他)這個 因為 但凡若是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持有，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給與 在對(他)同一者； 並且 (他)這個 但凡若是 不會/不要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持有， 並且 到於(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設想認為對 現要去持續持有，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提起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同一者。

路 8:19 Parege,neto de. pro.j auvto.n h̀ mh,thr kai. oì avdelfoi. auvtou/ kai. ouvk hvdu,nanto suntucei/n auvtw/| dia. to.n
o;clonÅ
Then came to him his mother and his brethren, and could not come at him for the press.
耶穌的母親和他弟兄來了，因為人多，不得到他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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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來到旁邊 然而也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她)那 (她)母親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弟兄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那時(也是)要去偶然共同遇見

在對(他)同一者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群眾。

路 8:20 avphgge,lh de. auvtw/|( ~H mh,thr sou kai. oì avdelfoi, sou èsth,kasin e;xw ivdei/n qe,lonte,j seÅ
And it was told him by certain which said, Thy mother and thy brethren stand without, desiring to see thee.
有人告訴他說：你母親，和你弟兄，站在外邊，要見你。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從那裏報信通告 然而也 在對(他)同一者， (她)那 (她)母親 從屬你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弟兄

從屬你 他/她/它們現在已經立定站住 在外面地， 那時(也是)要去看見察覺 (他們)現正持續定意了的 到於你。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從那裏報信通告 在對(他)同一者，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她)那 (她)母親 從屬你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弟兄 從屬你 他/她/它們現在已經立定站住 在外面地， 那時(也是)要去看見察覺 到於你

(他們)現正持續定意了的。

路 8:21 ò de. avpokriqei.j ei=pen pro.j auvtou,j( Mh,thr mou kai. avdelfoi, mou ou-toi, eivsin oì to.n lo,gon tou/ qeou/
avkou,ontej kai. poiou/ntejÅ
And he answered and said unto them, My mother and my brethren are these which hear the word of God, and
do it.
耶穌回答說：聽了神之道而遵行的人，就是我的母親，我的弟兄了。

(他)那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她)母親 從屬我 並且 (他們)弟兄 從屬我 (他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那些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們)現正持續聲聞耳聽了的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行出作成了的。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她)母親 從屬我 並且 (他們)弟兄 從屬我 (他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那些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們)現正持續聲聞耳聽了的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行出作成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路 8:22 VEge,neto de. evn mia/| tw/n hm̀erw/n kai. auvto.j evne,bh eivj ploi/on kai. oi` maqhtai. auvtou/ kai. ei=pen pro.j
auvtou,j( Die,lqwmen eivj to. pe,ran th/j li,mnhj( kai. avnh,cqhsanÅ
Now it came to pass on a certain day, that he went into a ship with his disciples: and he said unto them, Let us
go over unto the other side of the lake. And they launched forth.
有一天耶穌和門徒上了船，對門徒說：我們可以渡到湖那邊去；他們就開了船。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然而也 在內 在對(她)一個/第一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日子/白日， 並且

(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步入 向內進入 到於(它)船隻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橫過穿越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於那邊地 從屬(她)那 從屬(她)湖。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向上帶領。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內 在對(她)一個/第一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日子/白日， 並且

(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步入 向內進入 到於(它)船隻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橫過穿越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於那邊地 從屬(她)那 從屬(她)湖。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向上帶領。

路 8:23 pleo,ntwn de. auvtw/n avfu,pnwsenÅ kai. kate,bh lai/lay avne,mou eivj th.n li,mnhn kai. suneplhrou/nto kai.
evkindu,neuonÅ
But as they sailed he fell asleep: and there came down a storm of wind on the lake; and they were filled with
water, and were in jeopardy.
正行的時候，耶穌睡著了；湖上忽然起了暴風，船將滿了水，甚是危險。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漂航行船了的 然而也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入眠沉睡。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下行 (她)旋流狂風 從屬(他)風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湖；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被完全促使成充滿添足，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經歷危險。

路 8:24 proselqo,ntej de. dih,geiran auvto.n le,gontej( VEpista,ta evpista,ta( avpollu,meqaÅ ò de. diegerqei.j
evpeti,mhsen tw/| avne,mw| kai. tw/| klu,dwni tou/ u[datoj\ kai. evpau,santo kai. evge,neto galh,nhÅ
And they came to him, and awoke him, saying, Master, master, we perish. Then he arose, and rebuked the wind
and the raging of the water: and they ceased, and there was a calm.
門徒來叫醒了他，說：夫子，夫子，我們喪命啦。耶穌醒了，斥責那狂風大浪；風浪就止住，平靜了。

(他們)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了的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徹底地喚醒起來 到於(他)同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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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阿,(他)督導師傅 阿,(他)督導師傅， 我們現在持續讓自己毀掉除滅。 (他)那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被徹底地喚醒起來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評斷申誡 在對(他)那 在對(他)風 並且 在對(他)那

在對(他)巨浪波濤 從屬(它)那 從屬(它)水；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停息休止，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她)平靜。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了的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徹底地喚醒起來 到於(他)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阿,(他)督導師傅 阿,(他)督導師傅， 我們現在持續讓自己毀掉除滅。 (他)那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被喚醒起來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評斷申誡 在對(他)那 在對(他)風 並且 在對(他)那 在對(他)巨浪波濤

從屬(它)那 從屬(它)水；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停息休止，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她)平靜。

路 8:25 ei=pen de. auvtoi/j( Pou/ h` pi,stij ùmw/nÈ fobhqe,ntej de. evqau,masan le,gontej pro.j avllh,louj( Ti,j a;ra ou-to,j
evstin o[ti kai. toi/j avne,moij evpita,ssei kai. tw/| u[dati( kai. ùpakou,ousin auvtw/|È
And he said unto them, Where is your faith? And they being afraid wondered, saying one to another, What
manner of man is this! for he commandeth even the winds and water, and they obey him.
耶穌對他們說：你們的信心在哪裏呢。他們又懼怕，又希奇，彼此說：這到底是誰，他吩咐風和水，連風和水也

聽從他了。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在對(他們)同一者， 從屬某個什麼地方呢 (她)那 (她)信 從屬你們？

(他們)那時(也是)被成驚恐畏懼了的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希奇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彼此， (他)任何什麼呢 果然如此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是這樣 並且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風 他/她/它現在持續責令定規 並且 在對(它)那 在對(它)水，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留心聽從

在對(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不同標點]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在對(他們)同一者， 從屬某個什麼地方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信

從屬你們？ (他們)那時(也是)被成驚恐畏懼了的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希奇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彼此， (他)任何什麼呢 果然如此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是這樣 並且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風 他/她/它現在持續責令定規 並且 在對(它)那 在對(它)水，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留心聽從 在對(他)同一者。

路 8:26 Kai. kate,pleusan eivj th.n cw,ran tw/n Gerashnw/n( h[tij evsti.n avntipe,ra th/j Galilai,ajÅ
And they arrived at the country of the Gadarenes, which is over against Galilee.
他們到了格拉森〔有古卷作加大拉〕人的地方，就是加利利的對面。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航行到岸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域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格拉森，

(她)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對面於那邊地 從屬(她)那 從屬(她)加利利。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航行到岸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域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加大拉，

(她)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對面於那邊地 從屬(她)那 從屬(她)加利利。

路 8:27 evxelqo,nti de. auvtw/| evpi. th.n gh/n up̀h,nthsen avnh,r tij evk th/j po,lewj e;cwn daimo,nia kai. cro,nw| ik̀anw/|
ouvk evnedu,sato im̀a,tion kai. evn oivki,a| ouvk e;menen avllV evn toi/j mnh,masinÅ
And when he went forth to land, there met him out of the city a certain man, which had devils long time, and
ware no clothes, neither abode in any house, but in the tombs.
耶穌上了岸，就有城裏一個被鬼附著的人，迎面而來；這個人許久不穿衣服，不住房子，只住在墳塋裏。

在對(他)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然而也 在對(他)同一者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底下迎面相遇 (他)男人/丈夫 (他)任何什麼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城邑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它們)鬼魔； 並且 在對(他)時段期間 在對(他)達到足夠的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穿著 到於(它)衣服， 並且 在內 在對(她)住屋家庭 不是/不 他/她/它當時持續停留持守，

但乃是 在內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靈堂墓地。
[經文變異RT]

在對(他)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然而也 在對(他)同一者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底下迎面相遇 在對(他)同一者 (他)男人/丈夫 (他)任何什麼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城邑，

(他)這個 他/她/它當時持續持有 到於(它們)鬼魔 向外出來 從屬(他)時段期間 從屬(他)達到足夠的， 並且

到於(它)衣服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穿著， 並且 在內 在對(她)住屋家庭 不是/不

他/她/它當時持續停留持守， 但乃是 在內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靈堂墓地。

路 8:28 ivdw.n de. to.n VIhsou/n avnakra,xaj prose,pesen auvtw/| kai. fwnh/| mega,lh| ei=pen( Ti, evmoi. kai. soi,( VIhsou/ uiè.
tou/ qeou/ tou/ ùyi,stouÈ de,omai, sou( mh, me basani,sh|j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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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he saw Jesus, he cried out, and fell down before him, and with a loud voice said, What have I to do with
thee, Jesus, thou Son of God most high? I beseech thee, torment me not.
他見了耶穌，就俯伏在他面前，大聲喊叫，說：至高神的兒子耶穌，我與你有甚麼相干；求你不要叫我受苦。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然而也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他)那時(也是)向上嘶聲吶喊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落下墜落 在對(他)同一者， 並且 在對(她)聲音 在對(她)極大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它)任何什麼呢 在對"我" 並且 在對你， 阿,(他)耶穌 阿,(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從屬(他)那 從屬(他)至高的？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自卑乞求 從屬你， 不會/不要 到於我

你那時(也是)應該使有考驗折磨。
[經文變異RT]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然而也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並且 (他)那時(也是)向上嘶聲吶喊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落下墜落 在對(他)同一者， 並且 在對(她)聲音 在對(她)極大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它)任何什麼呢 在對"我" 並且 在對你， 阿,(他)耶穌 阿,(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從屬(他)那 從屬(他)至高的？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自卑乞求 從屬你， 不會/不要 到於我

你那時(也是)應該使有考驗折磨。

路 8:29 parh,ggeilen ga.r tw/| pneu,mati tw/| avkaqa,rtw| evxelqei/n avpo. tou/ avnqrw,pouÅ polloi/j ga.r cro,noij
sunhrpa,kei auvto.n kai. evdesmeu,eto àlu,sesin kai. pe,daij fulasso,menoj kai. diarrh,sswn ta. desma. hvlau,neto ùpo.
tou/ daimoni,ou eivj ta.j evrh,moujÅ
(For he had commanded the unclean spirit to come out of the man. For oftentimes it had caught him: and he

was kept bound with chains and in fetters; and he brake the bands, and was driven of the devil into the
wilderness.)
是因耶穌曾吩咐污鬼從那人身上出來；原來這鬼屢次抓住他，他常被人看守，又被鐵鍊和腳鐐捆鎖，他竟把鎖鍊

掙斷，被鬼趕到曠野去。

他/她/它那時(也是)命令吩咐 因為 在對(它)那 在對(它)靈/風 在對(它)那 在對(它)污穢的

那時(也是)要去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在對(他們)許多的 因為 在對(他們)時段期間

他/她/它當時已經完全強奪拿住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被行捆綁 在對(她們)鐐銬鎖鏈 並且

在對(她們)腳鐐 (他)現正持續被看管守護了的； 並且 (他)現正持續撕開了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捆鎖

他/她/它當時持續被促成推動驅使 <在底下>被從 從屬(它)那 從屬(它)鬼魔 向內進入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孤獨荒涼的。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命令吩咐 因為 在對(它)那 在對(它)靈/風 在對(它)那 在對(它)污穢的

那時(也是)要去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在對(他們)許多的 因為 在對(他們)時段期間

他/她/它當時已經完全強奪拿住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被行捆綁 在對(她們)鐐銬鎖鏈 並且

在對(她們)腳鐐 (他)現正持續被看管守護了的； 並且 (他)現正持續撕開了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捆鎖

他/她/它當時持續被促成推動驅使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那註1
從屬(他)鬼魅神祇 向內進入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孤獨荒涼的。

註1：“從屬(它)那”文法上亦可以為“從屬(他)那”。

[經文變異WH]

他/她/它當時持續命令吩咐 因為 在對(它)那 在對(它)靈/風 在對(它)那 在對(它)污穢的

那時(也是)要去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在對(他們)許多的 因為 在對(他們)時段期間

他/她/它當時已經完全強奪拿住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被行捆綁 在對(她們)鐐銬鎖鏈 並且

在對(她們)腳鐐 (他)現正持續被看管守護了的； 並且 (他)現正持續撕開了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捆鎖

他/她/它當時持續被促成推動驅使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那 從屬(它)鬼魔 向內進入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孤獨荒涼的。

路 8:30 evphrw,thsen de. auvto.n ò VIhsou/j( Ti, soi o;noma, evstinÈ ò de. ei=pen( Legiw,n( o[ti eivsh/lqen daimo,nia polla.
eivj auvto,nÅ
And Jesus asked him, saying, What is thy name? And he said, Legion: because many devils were entered into
him.
耶穌問他說：你名叫甚麼。他說：我名叫群；這是因為附著他的鬼多。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上面查詢求問 然而也 到於(他)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它)任何什麼呢 在對你 (它)名字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她)軍團； 是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它們)鬼魔 (它們)許多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上面查詢求問 然而也 到於(他)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它)任何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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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你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名字？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她)軍團； 是這樣 (它們)鬼魔

(它們)許多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他)同一者。

路 8:31 kai. pareka,loun auvto.n i[na mh. evpita,xh| auvtoi/j eivj th.n a;busson avpelqei/nÅ
And they besought him that he would not command them to go out into the deep.
鬼就央求耶穌，不要吩咐他們到無底坑裏去。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勸勉請求 到於(他)同一者， 為要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責令定規

在對(它們)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無底坑 那時(也是)要去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勸勉請求 到於(他)同一者， 為要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責令定規

在對(它們)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無底坑 那時(也是)要去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路 8:32 +Hn de. evkei/ avge,lh coi,rwn ìkanw/n boskome,nh evn tw/| o;rei\ kai. pareka,lesan auvto.n i[na evpitre,yh| auvtoi/j
eivj evkei,nouj eivselqei/n\ kai. evpe,treyen auvtoi/jÅ
And there was there an herd of many swine feeding on the mountain: and they besought him that he would
suffer them to enter into them. And he suffered them.
那裏有一大群豬，在山上喫食；鬼央求耶穌，准他們進入豬裏去；耶穌准了他們。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在那裏地 (她)畜群 從屬(他們)豬 從屬(他們)達到足夠的 (她)現正持續被放牧餵養了的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高山；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勸勉請求 到於(他)同一者，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准許 在對(它們)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在那裏的那個 那時(也是)要去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准許 在對(它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在那裏地 (她)畜群 從屬(他們)豬 從屬(他們)達到足夠的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被放牧餵養了的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高山；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勸勉請求

到於(他)同一者，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准許 在對(它們)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在那裏的那個

那時(也是)要去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准許 在對(它們)同一者。

路 8:33 evxelqo,nta de. ta. daimo,nia avpo. tou/ avnqrw,pou eivsh/lqon eivj tou.j coi,rouj( kai. w[rmhsen h̀ avge,lh kata.
tou/ krhmnou/ eivj th.n li,mnhn kai. avpepni,ghÅ
Then went the devils out of the man, and entered into the swine: and the herd ran violently down a steep place
into the lake, and were choked.
鬼就從那人出來，進入豬裏去；於是那群豬闖下山崖，投在湖裏淹死了。

(它們)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然而也 (它們)那些 (它們)鬼魔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豬；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有暴發啟動

(她)那 (她)畜群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他)那 從屬(他)懸崖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湖，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從那裏使喘氣窒息。

路 8:34 ivdo,ntej de. oi` bo,skontej to. gegono.j e;fugon kai. avph,ggeilan eivj th.n po,lin kai. eivj tou.j avgrou,jÅ
When they that fed them saw what was done, they fled, and went and told it in the city and in the country.
放豬的看見這事就逃跑了，去告訴城裏和鄉下的人。

(他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然而也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放牧餵養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現在已經生發成為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逃離走避，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從那裏報信通告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城邑 並且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田野。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然而也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放牧餵養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現在已經被生發成為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逃離走避，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從那裏報信通告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城邑 並且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田野。

路 8:35 evxh/lqon de. ivdei/n to. gegono.j kai. h=lqon pro.j to.n VIhsou/n kai. eu-ron kaqh,menon to.n a;nqrwpon avfV ou- ta.
daimo,nia evxh/lqen ìmatisme,non kai. swfronou/nta para. tou.j po,daj tou/ VIhsou/( kai. evfobh,qhsanÅ
Then they went out to see what was done; and came to Jesus, and found the man, out of whom the devils were
departed, sitting at the feet of Jesus, clothed, and in his right mind: and they were afraid.
眾人出來要看是甚麼事；到了耶穌那裏，看見鬼所離開的那人，坐在耶穌腳前，穿著衣服，心裏明白過來，他們

就害怕。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然而也 那時(也是)要去看見察覺 到於(它)那 到於(它)現在已經生發成為了的；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找到尋見

到於(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人，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這個 (它們)那些 (它們)鬼魔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  簡易閲讀版  418

418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到於(他)現在已經被穿衣服了的 並且 到於(他)現正持續成心智清明謹守了的

<在旁邊>到旁邊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腳 從屬(他)那 從屬(他)耶穌；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成驚恐畏懼。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然而也 那時(也是)要去看見察覺 到於(它)那 到於(它)現在已經生發成為了的；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找到尋見

到於(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人，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這個 (它們)那些 (它們)鬼魔

他/她/它當時已經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到於(他)現在已經被穿衣服了的 並且 到於(他)現正持續成心智清明謹守了的

<在旁邊>到旁邊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腳 從屬(他)那 從屬(他)耶穌；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成驚恐畏懼。

路 8:36 avph,ggeilan de. auvtoi/j oì ivdo,ntej pw/j evsw,qh ò daimonisqei,jÅ
They also which saw it told them by what means he that was possessed of the devils was healed.
看見這事的，便將被鬼附著的人怎麼得救，告訴他們。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從那裏報信通告 然而也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怎樣如何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拯救 (他)那 (他)那時(也是)被鬼附了的。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從那裏報信通告 然而也 在對(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怎樣如何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拯救 (他)那 (他)那時(也是)被鬼附了的。

路 8:37 kai. hvrw,thsen auvto.n a[pan to. plh/qoj th/j pericw,rou tw/n Gerashnw/n avpelqei/n avpV auvtw/n( o[ti fo,bw|
mega,lw| sunei,conto\ auvto.j de. evmba.j eivj ploi/on ùpe,streyenÅ
Then the whole multitude of the country of the Gadarenes round about besought him to depart from them; for
they were taken with great fear: and he went up into the ship, and returned back again.
格拉森四圍的人，因為害怕得很，都求耶穌離開他們；耶穌就上船回去了。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查詢求問 到於(他)同一者 (它)同時一齊地所有每一個的 (它)那 (它)聚滿大群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在周圍地域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格拉森 那時(也是)要去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同一者； 是這樣 在對(他)畏懼害怕 在對(他)極大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被握緊擠壓； (他)同一者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步入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它)船隻 他/她/它那時(也是)翻轉轉回。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查詢求問 到於(他)同一者 (它)同時一齊地所有每一個的 (它)那 (它)聚滿大群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在周圍地域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加大拉的 那時(也是)要去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同一者； 是這樣 在對(他)畏懼害怕 在對(他)極大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被握緊擠壓； (他)同一者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步入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船隻 他/她/它那時(也是)翻轉轉回。

路 8:38 evdei/to de. auvtou/ ò avnh.r avfV ou- evxelhlu,qei ta. daimo,nia ei=nai su.n auvtw/|\ avpe,lusen de. auvto.n le,gwn(
Now the man out of whom the devils were departed besought him that he might be with him: but Jesus sent him
away, saying,
鬼所離開的那人，懇求和耶穌同在；耶穌卻打發他回去，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自卑乞求 然而也 從屬(他)同一者 (他)那 (他)男人/丈夫，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這個

他/她/它當時已經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它們)那些 (它們)鬼魔， 現要去持續是 共同一起 在對(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打發離開 然而也 到於(他)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自卑乞求 然而也 從屬(他)同一者 (他)那 (他)男人/丈夫，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這個

他/她/它當時已經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它們)那些 (它們)鬼魔， 現要去持續是 共同一起 在對(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打發離開 然而也 到於(他)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路 8:39 ~Upo,strefe eivj to.n oi=ko,n sou kai. dihgou/ o[sa soi evpoi,hsen ò qeo,jÅ kai. avph/lqen kaqV o[lhn th.n po,lin
khru,sswn o[sa evpoi,hsen auvtw/| ò VIhsou/jÅ
Return to thine own house, and shew how great things God hath done unto thee. And he went his way, and
published throughout the whole city how great things Jesus had done unto him.
說：你回家去，傳說神為你作了何等大的事；他就去滿城裏傳揚耶穌為他作了何等大的事。

你現在就要持續翻轉轉回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住處家室 從屬你， 並且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詳細敘述

到於(它們)這每一切 在對你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他)那 (他)神。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整個全部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城邑

(他)現正持續傳達宣講了的 到於(它們)這每一切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經文變異RT]

你現在就要持續翻轉轉回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住處家室 從屬你， 並且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詳細敘述

到於(它們)這每一切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在對你 (他)那 (他)神。 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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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整個全部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城邑

(他)現正持續傳達宣講了的 到於(它們)這每一切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路 8:40 VEn de. tw/| ùpostre,fein to.n VIhsou/n avpede,xato auvto.n ò o;cloj( h=san ga.r pa,ntej prosdokw/ntej auvto,nÅ
And it came to pass, that, when Jesus was returned, the people gladly received him: for they were all waiting for
him.
耶穌回來的時候，眾人迎接他，因為他們都等候他。

在內 然而也 在對(它)那 現要去持續翻轉轉回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全心接納領受

到於(他)同一者 (他)那 (他)群眾；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因為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現正持續預期等待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然而也 在內 在對(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翻轉轉回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全心接納領受 到於(他)同一者 (他)那 (他)群眾；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因為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現正持續預期等待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路 8:41 kai. ivdou. h=lqen avnh.r w-| o;noma VIa,i?roj kai. ou-toj a;rcwn th/j sunagwgh/j ùph/rcen( kai. pesw.n para. tou.j
po,daj Îtou/Ð VIhsou/ pareka,lei auvto.n eivselqei/n eivj to.n oi=kon auvtou/(
And, behold, there came a man named Jairus, and he was a ruler of the synagogue: and he fell down at Jesus'
feet, and besought him that he would come into his house:
有一個管會堂的，名叫睚魯，來俯伏在耶穌腳前，求耶穌到他家裏去；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他)男人/丈夫 在對(他)這個 (它)名字 (他)睚魯，

並且 (他)那同一者 (他)首領 從屬(她)那 從屬(她)會堂 他/她/它當時持續源屬具有； 並且 (他)那時(也是)落下墜落了的

<在旁邊>到旁邊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腳 從屬(他)那 從屬(他)耶穌 他/她/它當時持續勸勉請求 到於(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住處家室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他)男人/丈夫 在對(他)這個 (它)名字 (他)睚魯，

並且 (他)同一者 (他)首領 從屬(她)那 從屬(她)會堂 他/她/它當時持續源屬具有； 並且 (他)那時(也是)落下墜落了的

<在旁邊>到旁邊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腳 從屬(他)那 從屬(他)耶穌 他/她/它當時持續勸勉請求 到於(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住處家室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WH]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他)男人/丈夫 在對(他)這個 (它)名字 (他)睚魯，

並且 (他)那同一者 (他)首領 從屬(她)那 從屬(她)會堂 他/她/它當時持續源屬具有； 並且 (他)那時(也是)落下墜落了的

<在旁邊>到旁邊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腳 從屬(他)耶穌 他/她/它當時持續勸勉請求 到於(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住處家室 從屬(他)同一者；

路 8:42 o[ti quga,thr monogenh.j h=n auvtw/| wj̀ evtw/n dw,deka kai. auvth. avpe,qnh|skenÅ VEn de. tw/| ùpa,gein auvto.n oì
o;cloi sune,pnigon auvto,nÅ
For he had one only daughter, about twelve years of age, and she lay a dying. But as he went the people
thronged him.
因他有一個獨生女兒，約有十二歲，快要死了。耶穌去的時候，眾人擁擠他。

是這樣 (她)女兒 (她)獨生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在對(他)同一者 正如地 從屬(它們)年 從屬(它們)十二個， 並且

(她)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死去。 在內 然而也 在對(它)那 現要去持續退開去 到於(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群眾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扼住擠壓 到於(他)同一者。

路 8:43 kai. gunh. ou=sa evn rù,sei ai[matoj avpo. evtw/n dw,deka( h[tij Îivatroi/j prosanalw,sasa o[lon to.n bi,onÐ ouvk
i;scusen avpV ouvdeno.j qerapeuqh/nai(
And a woman having an issue of blood twelve years, which had spent all her living upon physicians, neither
could be healed of any,
有一個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在醫生手裏花盡了他一切養生的，並沒有一人能醫好他；

並且 (她)女人 (她)現正持續是了的 在內 在對(她)湧流 從屬(它)血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們)年 從屬(它們)十二個，

(她)這個任何什麼 在對(他們)醫生 (她)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耗盡了的 到於(他)整個全部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存活生計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有強壯大力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那時(也是)要去被行侍候紓解，
[經文變異RT]

並且 (她)女人 (她)現正持續是了的 在內 在對(她)湧流 從屬(它)血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們)年 從屬(它們)十二個，

(她)這個任何什麼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醫生 (她)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耗盡了的 到於(他)整個全部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存活生計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有強壯大力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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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也是)要去被行侍候紓解，
[經文變異WH]

並且 (她)女人 (她)現正持續是了的 在內 在對(她)湧流 從屬(它)血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們)年 從屬(它們)十二個，

(她)這個任何什麼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有強壯大力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那時(也是)要去被行侍候紓解，

路 8:44 proselqou/sa o;pisqen h[yato tou/ kraspe,dou tou/ ìmati,ou auvtou/ kai. paracrh/ma e;sth h` rù,sij tou/
ai[matoj auvth/jÅ
Came behind him, and touched the border of his garment: and immediately her issue of blood stanched.
他來到耶穌背後，摸他的衣裳繸子，血漏立刻就止住了。

(她)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了的 從在後面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觸摸連接 從屬(它)那 從屬(它)纓穗繸子

從屬(它)那 從屬(它)衣服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當場立即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立定站住 (她)那 (她)湧流 從屬(它)那

從屬(它)血 從屬(她)同一者。

路 8:45 kai. ei=pen ò VIhsou/j( Ti,j ò aỳa,meno,j mouÈ avrnoume,nwn de. pa,ntwn ei=pen ò Pe,troj( VEpista,ta( oì o;cloi
sune,cousi,n se kai. avpoqli,bousinÅ
And Jesus said, Who touched me? When all denied, Peter and they that were with him said, Master, the
multitude throng thee and press thee, and sayest thou, Who touched me?
耶穌說：摸我的是誰。眾人都不承認，彼得和同行的人都說：夫子，眾人擁擁擠擠緊靠著你。〔有古卷在此有：

你還問摸我的是誰麼〕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那 (他)耶穌， (他)任何什麼呢 (他)那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觸摸連接了的

從屬我？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否認拒絕了的 然而也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那 (他)彼得， 阿,(他)督導師傅， (他們)那些 (他們)群眾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握緊擠壓 到於你，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四面擁擠壓迫。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那 (他)耶穌， (他)任何什麼呢 (他)那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觸摸連接了的

從屬我？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否認拒絕了的 然而也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那 (他)彼得 並且 (他們)那些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同一者， 阿,(他)督導師傅， (他們)那些 (他們)群眾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握緊擠壓 到於你，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四面擁擠壓迫； 並且 你現在持續道說，

(他)任何什麼呢 (他)那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觸摸連接了的 從屬我？

路 8:46 ò de. VIhsou/j ei=pen( {Hyato, mou, tij( evgw. ga.r e;gnwn du,namin evxelhluqui/an avpV evmou/Å
And Jesus said, Somebody hath touched me: for I perceive that virtue is gone out of me.
耶穌說：總有人摸我；因我覺得有能力從我身上出去。

(他)那 然而也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觸摸連接 從屬我 (他)任何什麼； 我

因為 我那時(也是)認識知道 到於(她)能力權能 到於(她)現在已經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我"。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觸摸連接 從屬我 (他)任何什麼； 我

因為 我那時(也是)認識知道 到於(她)能力權能 到於(她)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我"。

路 8:47 ivdou/sa de. h` gunh. o[ti ouvk e;laqen( tre,mousa h=lqen kai. prospesou/sa auvtw/| diV h]n aivti,an h[yato auvtou/
avph,ggeilen evnw,pion panto.j tou/ laou/ kai. ẁj iva,qh paracrh/maÅ
And when the woman saw that she was not hid, she came trembling, and falling down before him, she declared
unto him before all the people for what cause she had touched him and how she was healed immediately.
那女人知道不能隱藏，就戰戰兢兢的來俯伏在耶穌腳前，把摸他的緣故，和怎樣立刻得好了，當著眾人都說出來

。

(她)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然而也 (她)那 (她)女人 是這樣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遮隱暗藏，

(她)現正持續懼怕戰兢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並且 (她)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落下墜落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她)這個 到於(她)索問要求之因由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觸摸連接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報信通告 在面前地 從屬(他)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民百姓，

並且 正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醫好治癒 當場立即地。
[經文變異RT]

(她)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然而也 (她)那 (她)女人 是這樣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遮隱暗藏，

(她)現正持續懼怕戰兢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並且 (她)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落下墜落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她)這個 到於(她)索問要求之因由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觸摸連接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報信通告 在對(他)同一者 在面前地 從屬(他)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民百姓， 並且 正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醫好治癒 當場立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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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8:48 ò de. ei=pen auvth/|( Quga,thr( h` pi,stij sou se,swke,n se\ poreu,ou eivj eivrh,nhnÅ
And he said unto her, Daughter, be of good comfort: thy faith hath made thee whole; go in peace.
耶穌對他說：女兒，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罷。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她)同一者， 阿,(她)女兒， (她)那 (她)信 從屬你

他/她/它現在已經拯救 到於你；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向內進入 到於(她)和平安寧。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她)同一者， 你現在就要持續具勇氣自信， 阿,(她)女兒， (她)那

(她)信 從屬你 他/她/它現在已經拯救 到於你；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向內進入 到於(她)和平安寧。

路 8:49 :Eti auvtou/ lalou/ntoj e;rcetai, tij para. tou/ avrcisunagw,gou le,gwn o[ti Te,qnhken h̀ quga,thr sou\
mhke,ti sku,lle to.n dida,skalonÅ
While he yet spake, there cometh one from the ruler of the synagogue's house, saying to him, Thy daughter is
dead; trouble not the Master.
還說話的時候，有人從管會堂的家裏來說：你的女兒死了，不要勞動夫子。

依然仍舊地 從屬(他)同一者 從屬(他)現正持續發言講說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他)任何什麼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那 從屬(他)首管會堂之人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已經死亡 (她)那

(她)女兒 從屬你； 不再可以地 你現在就要持續勞煩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老師。
[經文變異RT]

依然仍舊地 從屬(他)同一者 從屬(他)現正持續發言講說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他)任何什麼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那 從屬(他)首管會堂之人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已經死亡 (她)那 (她)女兒 從屬你； 不會/不要 你現在就要持續勞煩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老師。

路 8:50 ò de. VIhsou/j avkou,saj avpekri,qh auvtw/|( Mh. fobou/( mo,non pi,steuson( kai. swqh,setaiÅ
But when Jesus heard it, he answered him, saying, Fear not: believe only, and she shall be made whole.
耶穌聽見就對他說：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兒就必得救。

(他)那 然而也 (他)耶穌 (他)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 在對(他)同一者， 不會/不要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成驚恐畏懼； 僅有單獨地 你那時(也是)就要置信信託，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拯救。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耶穌 (他)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註1
在對(他)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不會/不要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成驚恐畏懼； 僅有單獨地 你現在就要持續置信信託，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拯救。

註1：“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路 8:51 evlqw.n de. eivj th.n oivki,an ouvk avfh/ken eivselqei/n tina su.n auvtw/| eiv mh. Pe,tron kai. VIwa,nnhn kai.
VIa,kwbon kai. to.n pate,ra th/j paido.j kai. th.n mhte,raÅ
And when he came into the house, he suffered no man to go in, save Peter, and James, and John, and the
father and the mother of the maiden.
耶穌到了他的家，除了彼得，約翰，雅各，和女兒的父母，不許別人同他進去。

(他)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然而也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住屋家庭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任憑釋放離開

那時(也是)要去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到於(他)任何什麼 共同一起 在對(他)同一者， 若是 不會/不要 到於(他)彼得

並且 到於(他)約翰 並且 到於(他)雅各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從屬(她)那 從屬(她)孩童/下屬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母親。
[經文變異RT]

(他)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了的 然而也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住屋家庭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任憑釋放離開 那時(也是)要去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到於(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若是 不會/不要

到於(他)彼得 並且 到於(他)雅各 並且 到於(他)約翰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從屬(她)那 從屬(她)孩童/下屬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母親。

路 8:52 e;klaion de. pa,ntej kai. evko,ptonto auvth,nÅ ò de. ei=pen( Mh. klai,ete( ouv ga.r avpe,qanen avlla. kaqeu,deiÅ
And all wept, and bewailed her: but he said, Weep not; she is not dead, but sleepeth.
眾人都為這女兒哀哭捶胸。耶穌說：不要哭；他不是死了，是睡著了。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哭泣哀號 然而也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切砍擊打

到於(她)同一者；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哭泣哀號； 不是/不

因為 他/她/它那時(也是)死去， 但乃是 他/她/它現在持續睡著。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哭泣哀號 然而也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切砍擊打

到於(她)同一者；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哭泣哀號； 不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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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那時(也是)死去， 但乃是 他/她/它現在持續睡著。

路 8:53 kai. katege,lwn auvtou/ eivdo,tej o[ti avpe,qanenÅ
And they laughed him to scorn, knowing that she was dead.
他們曉得女兒已經死了，就嗤笑耶穌。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恥笑 從屬(他)同一者， (他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了的 是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死去。

路 8:54 auvto.j de. krath,saj th/j ceiro.j auvth/j evfw,nhsen le,gwn( ~H pai/j( e;geireÅ
And he put them all out, and took her by the hand, and called, saying, Maid, arise.
耶穌拉著他的手，呼叫說：女兒，起來罷。

(他)同一者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掌控抓住了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手 從屬(她)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出聲叫喚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她)那 (她)孩童/下屬， 你現在就要持續喚醒起來。
[經文變異RT]

(他)同一者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向外投擲出來了的 在外面地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並且

(他)那時(也是)掌控抓住了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手 從屬(她)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出聲叫喚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她)那 (她)孩童/下屬，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喚醒起來。

路 8:55 kai. evpe,streyen to. pneu/ma auvth/j kai. avne,sth paracrh/ma kai. die,taxen auvth/| doqh/nai fagei/nÅ
And her spirit came again, and she arose straightway: and he commanded to give her meat.
他的靈魂便回來，他就立刻起來了；耶穌吩咐給他東西喫。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上面轉動翻轉 (它)那 (它)靈/風 從屬(她)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

當場立即地；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制定定規 在對(她)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被給與 那時(也是)要去吃食。

路 8:56 kai. evxe,sthsan oì gonei/j auvth/j\ ò de. parh,ggeilen auvtoi/j mhdeni. eivpei/n to. gegono,jÅ
And her parents were astonished: but he charged them that they should tell no man what was done.
他的父母驚奇得很；耶穌囑咐他們，不要把所作的事告訴人。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驚異失定 (他們)那些 (他們)父母 從屬(她)同一者；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命令吩咐 在對(他們)同一者 在對(他)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那時(也是)要去發話言說 到於(它)那

到於(它)現在已經生發成為了的。

路 9:1 Sugkalesa,menoj de. tou.j dw,deka e;dwken auvtoi/j du,namin kai. evxousi,an evpi. pa,nta ta. daimo,nia kai.
no,souj qerapeu,ein
Then he called his twelve disciples together, and gave them power and authority over all devils, and to cure
diseases.
耶穌叫齊了十二個門徒，給他們能力權柄，制伏一切的鬼，醫治各樣的病。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促請召喚到一起了的 然而也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十二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她)能力權能 並且 到於(她)權柄掌握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鬼魔 並且 到於(她們)疾病 現要去持續行侍候紓解；
[經文變異RT]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促請召喚到一起了的 然而也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十二個 到於(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她)能力權能 並且 到於(她)權柄掌握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鬼魔 並且 到於(她們)疾病 現要去持續行侍候紓解；

路 9:2 kai. avpe,steilen auvtou.j khru,ssein th.n basilei,an tou/ qeou/ kai. iva/sqai Îtou.j avsqenei/jÐ(
And he sent them to preach the kingdom of God, and to heal the sick.
又差遣他們去宣傳神國的道，醫治病人。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到於(他們)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傳達宣講 到於(她)那 到於(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醫好治癒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軟弱無力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到於(他們)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傳達宣講 到於(她)那 到於(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醫好治癒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成軟弱無力了的；
[經文變異WH]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到於(他們)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傳達宣講 到於(她)那 到於(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醫好治癒 ；

路 9:3 kai. ei=pen pro.j auvtou,j( Mhde.n ai;rete eivj th.n òdo,n( mh,te r̀a,bdon mh,te ph,ran mh,te a;rton mh,te avrgu,rion
mh,te Îavna.Ð du,o citw/naj e;ceinÅ
And he said unto them, Take nothing for your journey, neither staves, nor scrip, neither bread, neither money;
neither have two coats apie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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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他們說：行路的時候，不要帶拐杖，和口袋，不要帶食物，和銀子，也不要帶兩件褂子。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提起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道路途徑， 並不會/又不會 到於(她)棍杖， 並不會/又不會

到於(她)皮袋行囊， 並不會/又不會 到於(他)麵餅， 並不會/又不會 到於(它)銀錢； 並不會/又不會

向上到/各向上到 到於(他們)二個/兩個 到於(他們)上衣內袍 現要去持續持有。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提起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道路途徑， 並不會/又不會 到於(她們)棍杖， 並不會/又不會

到於(她)皮袋行囊， 並不會/又不會 到於(他)麵餅， 並不會/又不會 到於(它)銀錢； 並不會/又不會

向上到/各向上到 到於(他們)二個/兩個 到於(他們)上衣內袍 現要去持續持有。
[經文變異WH]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提起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道路途徑， 並不會/又不會 到於(她)棍杖， 並不會/又不會

到於(她)皮袋行囊， 並不會/又不會 到於(他)麵餅， 並不會/又不會 到於(它)銀錢； 並不會/又不會

到於(他們)二個/兩個 到於(他們)上衣內袍 現要去持續持有。

路 9:4 kai. eivj h]n a'n oivki,an eivse,lqhte( evkei/ me,nete kai. evkei/qen evxe,rcesqeÅ
And whatsoever house ye enter into, there abide, and thence depart.
無論進那一家，就住在那裏，也從那裏起行。

並且 向內進入 到於(她)這個 但凡 到於(她)住屋家庭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在那裏地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停留持守， 並且 從那裏地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路 9:5 kai. o[soi a'n mh. de,cwntai ùma/j( evxerco,menoi avpo. th/j po,lewj evkei,nhj to.n koniorto.n avpo. tw/n podw/n
um̀w/n avpotina,ssete eivj martu,rion evpV auvtou,jÅ
And whosoever will not receive you, when ye go out of that city, shake off the very dust from your feet for a
testimony against them.
凡不接待你們的，你們離開那城的時候，要把腳上的塵土跺下去，見證他們的不是。

並且 (他們)這每一切 但凡 不會/不要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讓自己/被接納領受 到於你們，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城邑 從屬(她)在那裏的那個

到於(他)那 到於(他)灰塵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腳 從屬你們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從那裏用力抖掉

向內進入 到於(它)見證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們)這每一切 但凡 不會/不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接納領受 到於你們，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城邑 從屬(她)在那裏的那個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灰塵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腳 從屬你們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從那裏用力抖掉

向內進入 到於(它)見證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同一者。

路 9:6 evxerco,menoi de. dih,rconto kata. ta.j kw,maj euvaggelizo,menoi kai. qerapeu,ontej pantacou/Å
And they departed, and went through the towns, preaching the gospel, and healing every where.
門徒就出去，走遍各鄉，宣傳福音，到處治病。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然而也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橫過穿越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鄉村，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傳福音佳訊了的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行侍候紓解了的

在各處地。

路 9:7 :Hkousen de. ~Hrw,|dhj ò tetraa,rchj ta. gino,mena pa,nta kai. dihpo,rei dia. to. le,gesqai ùpo, tinwn o[ti
VIwa,nnhj hvge,rqh evk nekrw/n(
Now Herod the tetrarch heard of all that was done by him: and he was perplexed, because that it was said of
some, that John was risen from the dead;
分封的王希律聽見耶穌所作的一切事，就游移不定；因為有人說，是約翰從死裏復活；

他/她/它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然而也 (他)希律 (他)那 (他)分封的王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了的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成完全不知所措，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 現要去持續被道說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們)任何什麼， 是這樣 (他)約翰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喚醒起來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死掉的；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然而也 (他)希律 (他)那 (他)分封的王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成完全不知所措，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 現要去持續被道說 <在底下>被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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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屬(他們)任何什麼， 是這樣 (他)約翰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喚醒起來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死掉的；

路 9:8 ùpo, tinwn de. o[ti VHli,aj evfa,nh( a;llwn de. o[ti profh,thj tij tw/n avrcai,wn avne,sthÅ
And of some, that Elias had appeared; and of others, that one of the old prophets was risen again.
又有人說，是以利亞顯現；還有人說，是古時的一個先知又活了。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們)任何什麼 然而也， 是這樣 (他)以利亞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促為照亮顯明；

從屬(他們)另外不同的 然而也， 是這樣 (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他)任何什麼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起初原始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
[經文變異RT]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們)任何什麼 然而也， 是這樣 (他)以利亞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促為照亮顯明；

從屬(他們)另外不同的 然而也， 是這樣 (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他)一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起初原始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

路 9:9 ei=pen de. ~Hrw,|dhj( VIwa,nnhn evgw. avpekefa,lisa\ ti,j de, evstin ou-toj peri. ou- avkou,w toiau/taÈ kai. evzh,tei
ivdei/n auvto,nÅ
And Herod said, John have I beheaded: but who is this, of whom I hear such things? And he desired to see him.
希律說：約翰我已經斬了，這卻是甚麼人，我竟聽見他這樣的事呢；就想要見他。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他)希律， 到於(他)約翰 我 我那時(也是)斬首砍頭； (他)任何什麼呢 然而也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同一者，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這個 我現在持續聲聞耳聽 到於(它們)那種樣？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探索尋求 那時(也是)要去看見察覺 到於(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那 (他)希律， 到於(他)約翰 我 我那時(也是)斬首砍頭； (他)任何什麼呢

然而也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同一者，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這個 我 我現在持續聲聞耳聽 到於(它們)那種樣？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探索尋求 那時(也是)要去看見察覺 到於(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WH]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他)那 (他)希律， 到於(他)約翰 我 我那時(也是)斬首砍頭； (他)任何什麼呢

然而也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同一者，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這個 我現在持續聲聞耳聽 到於(它們)那種樣？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探索尋求 那時(也是)要去看見察覺 到於(他)同一者。

路 9:10 Kai. up̀ostre,yantej oi` avpo,stoloi dihgh,santo auvtw/| o[sa evpoi,hsanÅ kai. paralabw.n auvtou.j ùpecw,rhsen
katV ivdi,an eivj po,lin kaloume,nhn Bhqsai?da,Å
And the apostles, when they were returned, told him all that they had done. And he took them, and went aside
privately into a desert place belonging to the city called Bethsaida.
使徒回來，將所作的事告訴耶穌；耶穌就帶他們暗暗的離開那裏，往一座城去，那城名叫伯賽大。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翻轉轉回了的 (他們)那些 (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詳細敘述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它們)這每一切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並且 (他)那時(也是)拿取在旁邊了的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撤走退隱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私人個別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城邑

到於(她)現正持續被促請召喚了的 到於(她)伯賽大。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翻轉轉回了的 (他們)那些 (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詳細敘述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它們)這每一切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並且 (他)那時(也是)拿取在旁邊了的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撤走退隱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私人個別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地點處所

到於(他)孤獨荒涼的 從屬(她)城邑 從屬(她)現正持續被促請召喚了的 從屬(她)伯賽大註1。

註1：“到於(她)伯賽大”文法上亦可以為“從屬(她)伯賽大”。

路 9:11 oi` de. o;cloi gno,ntej hvkolou,qhsan auvtw/|\ kai. avpodexa,menoj auvtou.j evla,lei auvtoi/j peri. th/j basilei,aj tou/
qeou/( kai. tou.j crei,an e;contaj qerapei,aj iva/toÅ
And the people, when they knew it, followed him: and he received them, and spake unto them of the kingdom of
God, and healed them that had need of healing.
但眾人知道了，就跟著他去；耶穌便接待他們，對他們講論神國的道，醫治那些需醫的人。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群眾 (他們)那時(也是)認識知道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跟隨 在對(他)同一者； 並且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全心接納領受了的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發言講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在周圍>關於

從屬(她)那 從屬(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她)需用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從屬(她)服侍照料/僕從佣人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醫好治癒。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群眾 (他們)那時(也是)認識知道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跟隨 在對(他)同一者； 並且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接納領受了的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發言講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在周圍>關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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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屬(她)那 從屬(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她)需用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從屬(她)服侍照料/僕從佣人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醫好治癒。

路 9:12 ~H de. h̀me,ra h;rxato kli,nein\ proselqo,ntej de. oi` dw,deka ei=pan auvtw/|( VApo,luson to.n o;clon( i[na
poreuqe,ntej eivj ta.j ku,klw| kw,maj kai. avgrou.j katalu,swsin kai. eu[rwsin evpisitismo,n( o[ti w-de evn evrh,mw| to,pw|
evsme,nÅ
And when the day began to wear away, then came the twelve, and said unto him, Send the multitude away, that
they may go into the towns and country round about, and lodge, and get victuals: for we are here in a desert
place.
日頭快要平西，十二個門徒來對他說：請叫眾人散開，他們好往四面鄉村裏去借宿找喫的；因為我們這裏是野地

。

(她)那 然而也 (她)日子/白日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 現要去持續傾斜，

(他們)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了的 然而也 (他們)那些 (他們)十二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就要打發離開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群眾， 為要 (他們)那時(也是)被行去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們)那些 在對(他)四周 到於(她們)鄉村 並且 到於(他們)田野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拆毀/歇息，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找到尋見 到於(他)食糧供應； 是這樣 也就在此地 在內 在對(他)孤獨荒涼的

在對(他)地點處所 我們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她)那 然而也 (她)日子/白日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 現要去持續傾斜，

(他們)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了的 然而也 (他們)那些 (他們)十二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就要打發離開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群眾， 為要

(他們)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們)那些 在對(他)四周 到於(她們)鄉村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田野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拆毀/歇息，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找到尋見

到於(他)食糧供應； 是這樣 也就在此地 在內 在對(他)孤獨荒涼的 在對(他)地點處所 我們現在持續是。

路 9:13 ei=pen de. pro.j auvtou,j( Do,te auvtoi/j ùmei/j fagei/nÅ oì de. ei=pan( Ouvk eivsi.n hm̀i/n plei/on h' a;rtoi pe,nte
kai. ivcqu,ej du,o( eiv mh,ti poreuqe,ntej h̀mei/j avgora,swmen eivj pa,nta to.n lao.n tou/ton brw,mataÅ
But he said unto them, Give ye them to eat. And they said, We have no more but five loaves and two fishes;
except we should go and buy meat for all this people.
耶穌說：你們給他們喫罷。門徒說：我們不過有五個餅，兩條魚；若不去為這許多人買食物就不夠。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給與 在對(他們)同一者

你們 那時(也是)要去吃食。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在對我們 (它)更多的 甚或/或而 (他們)麵餅 (他們)五個 並且 (他們)魚 (他們)二個/兩個； 若是 豈會是呢

(他們)那時(也是)被行去了的 我們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購買 向內進入 到於(他)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人民百姓 到於(他)那同一者 到於(它們)食物。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給與 在對(他們)同一者

你們 那時(也是)要去吃食。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在對我們 (它)更多的 甚或/或而 (他們)五個 (他們)麵餅 並且 (他們)二個/兩個 (他們)魚； 若是 豈會是呢

(他們)那時(也是)被行去了的 我們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購買 向內進入 到於(他)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人民百姓 到於(他)那同一者 到於(它們)食物。
[經文變異WH]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給與 在對(他們)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吃食 你們。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在對我們 (它)更多的 甚或/或而 (他們)麵餅 (他們)五個 並且 (他們)魚 (他們)二個/兩個； 若是 豈會是呢

(他們)那時(也是)被行去了的 我們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購買 向內進入 到於(他)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人民百姓 到於(他)那同一者 到於(它們)食物。

路 9:14 h=san ga.r ws̀ei. a;ndrej pentakisci,lioiÅ ei=pen de. pro.j tou.j maqhta.j auvtou/( Katakli,nate auvtou.j klisi,aj
Îẁsei.Ð avna. penth,kontaÅ
For they were about five thousand men. And he said to his disciples, Make them sit down by fifties in a
company.
那時，人數約有五千。耶穌對門徒說：叫他們一排一排的坐下，每排大約五十個人。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因為 正如好像地 (他們)男人/丈夫 (他們)五千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使斜靠臥下 到於(他們)同一者

到於(她們)斜靠入席 正如好像地 向上到/各向上到 到於(他們)五十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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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因為 正如好像地 (他們)男人/丈夫 (他們)五千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使斜靠臥下 到於(他們)同一者

到於(她們)斜靠入席 向上到/各向上到 到於(他們)五十個。

路 9:15 kai. evpoi,hsan ou[twj kai. kate,klinan a[pantajÅ
And they did so, and made them all sit down.
門徒就如此行，叫眾人都坐下。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那同一樣式地，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使斜靠臥下

到於(他們)同時一齊地所有每一個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那同一樣式地，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使斜靠後臥

到於(他們)同時一齊地所有每一個的。

路 9:16 labw.n de. tou.j pe,nte a;rtouj kai. tou.j du,o ivcqu,aj avnable,yaj eivj to.n ouvrano.n euvlo,ghsen auvtou.j kai.
kate,klasen kai. evdi,dou toi/j maqhtai/j paraqei/nai tw/| o;clw|Å
Then he took the five loaves and the two fishes, and looking up to heaven, he blessed them, and brake, and
gave to the disciples to set before the multitude.
耶穌拿著這五個餅，兩條魚，望著天祝福，擘開，遞給門徒擺在眾人面前。

(他)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然而也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五個 到於(他們)麵餅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二個/兩個 到於(他們)魚， (他)那時(也是)再向上著眼觀看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天空/天

他/她/它那時(也是)祝福稱讚 到於(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擘開，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給與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門徒 那時(也是)要去置放擺設在旁邊 在對(他)那 在對(他)群眾。
[經文變異RT]

(他)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然而也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五個 到於(他們)麵餅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二個/兩個 到於(他們)魚， (他)那時(也是)再向上著眼觀看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天空/天

他/她/它那時(也是)祝福稱讚 到於(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擘開，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給與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門徒 現要去持續置放擺設在旁邊 在對(他)那 在對(他)群眾。

路 9:17 kai. e;fagon kai. evcorta,sqhsan pa,ntej( kai. h;rqh to. perisseu/san auvtoi/j klasma,twn ko,finoi dw,dekaÅ
And they did eat, and were all filled: and there was taken up of fragments that remained to them twelve baskets.
他們就喫，並且都喫飽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來，裝滿了十二籃子。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吃食，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餵飽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提起 (它)那 (它)那時(也是)成格外多了的 在對(他們)同一者， 從屬(它們)碎片 (他們)柳條籃子

(他們)十二個。
[不同標點]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吃食，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餵飽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提起 (它)那 (它)那時(也是)成格外多了的 在對(他們)同一者 從屬(它們)碎片， (他們)柳條籃子

(他們)十二個。

路 9:18 Kai. evge,neto evn tw/| ei=nai auvto.n proseuco,menon kata. mo,naj sunh/san auvtw/| oi` maqhtai,( kai. evphrw,thsen
auvtou.j le,gwn( Ti,na me le,gousin oì o;cloi ei=naiÈ
And it came to pass, as he was alone praying, his disciples were with him: and he asked them, saying, Whom
say the people that I am?
耶穌自己禱告的時候，門徒也同他在那裏；耶穌問他們說：眾人說我是誰。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內 在對(它)那 現要去持續是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祈禱求告了的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們)僅有單獨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是同在一起

在對(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上面查詢求問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到於(他)任何什麼呢 到於我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他們)那些 (他們)群眾 現要去持續是？
[經文變異WH]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內 在對(它)那 現要去持續是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祈禱求告了的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們)僅有單獨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是同在一起

在對(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上面查詢求問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到於(他)任何什麼呢 到於我 (他們)那些 (他們)群眾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現要去持續是？

路 9:19 oi` de. avpokriqe,ntej ei=pan( VIwa,nnhn to.n baptisth,n( a;lloi de. VHli,an( a;lloi de. o[ti profh,thj tij tw/n
avrcai,wn avne,sthÅ
They answering said, John the Baptist; but some say, Elias; and others say, that one of the old prophets is ri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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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ain.
他們說：有人說是施洗的約翰；有人說是以利亞；還有人說，是古時的一個先知又活了。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到於(他)約翰 到於(他)那

到於(他)浸洗者； (他們)另外不同的 然而也， 到於(他)以利亞； (他們)另外不同的 然而也， 是這樣

(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他)任何什麼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起初原始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

路 9:20 ei=pen de. auvtoi/j( ~Umei/j de. ti,na me le,gete ei=naiÈ Pe,troj de. avpokriqei.j ei=pen( To.n Cristo.n tou/ qeou/Å
He said unto them, But whom say ye that I am? Peter answering said, The Christ of God.
耶穌說：你們說我是誰。彼得回答說：是神所立的基督。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在對(他們)同一者， 你們 然而也 到於(他)任何什麼呢 到於我 你們現在持續道說

現要去持續是？ (他)彼得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到於(他)那

到於(他)基督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在對(他們)同一者， 你們 然而也 到於(他)任何什麼呢 到於我 你們現在持續道說

現要去持續是？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彼得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到於(他)那

到於(他)基督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路 9:21 ~O de. evpitimh,saj auvtoi/j parh,ggeilen mhdeni. le,gein tou/to
And he straitly charged them, and commanded them to tell no man that thing;
耶穌切切的囑咐他們，不可將這事告訴人；

(他)那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評斷申誡了的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命令吩咐

在對(他)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現要去持續道說 到於(它)那同一者，

路 9:22 eivpw.n o[ti Dei/ to.n uiò.n tou/ avnqrw,pou polla. paqei/n kai. avpodokimasqh/nai avpo. tw/n presbute,rwn kai.
avrciere,wn kai. grammate,wn kai. avpoktanqh/nai kai. th/| tri,th| hm̀e,ra| evgerqh/naiÅ
Saying, The Son of man must suffer many things, and be rejected of the elders and chief priests and scribes,
and be slain, and be raised the third day.
又說：人子必須受許多的苦，被長老，祭司長和文士棄絕，並且被殺，第三日復活。

(他)那時(也是)發話言說了的， 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到於(它們)許多的 那時(也是)要去經歷承受，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被查驗而否決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更年長的 並且 從屬(他們)大祭司 並且 從屬(他們)書記文士，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被殺害除掉， 並且 在對(她)那 在對(她)第三的 在對(她)日子/白日 那時(也是)要去被喚醒起來。
[經文變異MT]

(他)那時(也是)發話言說了的， 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到於(它們)許多的 那時(也是)要去經歷承受，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被查驗而否決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更年長的 並且 從屬(他們)大祭司 並且 從屬(他們)書記文士，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被殺害除掉， 並且 在對(她)那 在對(她)第三的 在對(她)日子/白日 那時(也是)要去再站立起來。

路 9:23 :Elegen de. pro.j pa,ntaj( Ei; tij qe,lei ovpi,sw mou e;rcesqai( avrnhsa,sqw èauto.n kai. avra,tw to.n stauro.n
auvtou/ kaqV h̀me,ran kai. avkolouqei,tw moiÅ
And he said to them all, If any man will come after me, let him deny himself, and take up his cross daily, and
follow me.
耶穌又對眾人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然而也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若是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定意 向在後面地 從屬我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否認拒絕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提起 到於(他)那 到於(他)十字架 從屬(他)同一者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日子/白日， 並且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跟隨 在對我。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然而也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若是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定意 向在後面地 從屬我 那時(也是)要去到來前往，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完全否認拒絕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提起 到於(他)那 到於(他)十字架 從屬(他)同一者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日子/白日， 並且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跟隨 在對我。
[經文變異MT]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然而也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若是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定意 向在後面地 從屬我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否認拒絕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提起 到於(他)那 到於(他)十字架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跟隨 在對我。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  簡易閲讀版  428

428

路 9:24 o]j ga.r a'n qe,lh| th.n yuch.n auvtou/ sw/sai avpole,sei auvth,n\ o]j dV a'n avpole,sh| th.n yuch.n auvtou/ e[neken
evmou/ ou-toj sw,sei auvth,nÅ
For whosoever will save his life shall lose it: but whosoever will lose his life for my sake, the same shall save it.
因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生命或作靈魂下同〕必喪掉生命；凡為我喪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

(他)這個 因為 但凡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定意 到於(她)那 到於(她)生魂意念 從屬(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拯救，

他/她/它將要(持續)毀掉除滅 到於(她)同一者； (他)這個 然而也 但凡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毀掉除滅 到於(她)那

到於(她)生魂意念 從屬(他)同一者 由于為此地 從屬"我"，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拯救 到於(她)同一者。

路 9:25 ti, ga.r wvfelei/tai a;nqrwpoj kerdh,saj to.n ko,smon o[lon eàuto.n de. avpole,saj h' zhmiwqei,jÈ
For what is a man advantaged, if he gain the whole world, and lose himself, or be cast away?
人若賺得全世界，卻喪了自己，賠上自己，有甚麼益處呢。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成利益 (他)人 (他)那時(也是)贏取賺得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美容妝束/世界 到於(他)整個全部的，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毀掉除滅了的 甚或/或而

(他)那時(也是)被促使有損害虧失了的？

路 9:26 o]j ga.r a'n evpaiscunqh/| me kai. tou.j evmou.j lo,gouj( tou/ton ò uiò.j tou/ avnqrw,pou evpaiscunqh,setai( o[tan
e;lqh| evn th/| do,xh| auvtou/ kai. tou/ patro.j kai. tw/n àgi,wn avgge,lwnÅ
For whosoever shall be ashamed of me and of my words, of him shall the Son of man be ashamed, when he
shall come in his own glory, and in his Father's, and of the holy angels.
凡把我和我的道當作可恥的，人子在自己的榮耀裏，並天父與聖天使的榮耀裏，降臨的時候，也要把那人當作可

恥的。

(他)這個 因為 但凡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在上面挑起羞辱感 到於我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我之物

到於(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到於(他)那同一者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在上面挑起羞辱感， 但凡當這時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到來前往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榮耀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並且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聖的 從屬(他們)使者。

路 9:27 le,gw de. ùmi/n avlhqw/j( eivsi,n tinej tw/n auvtou/ es̀thko,twn oi] ouv mh. geu,swntai qana,tou e[wj a'n i;dwsin
th.n basilei,an tou/ qeou/Å
But I tell you of a truth, there be some standing here, which shall not taste of death, till they see the kingdom of
God.
我實在告訴你們，站在這裏的，有人在沒嘗死味以前，必看見神的國。

我現在持續道說 然而也 在對你們 誠正真實地，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任何什麼 從屬(他們)那些 在同一處地

從屬(他們)現在已經立定站住了的， (他們)這些個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品嘗

從屬(他)死， 一直直到 但凡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看見察覺 到於(她)那 到於(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經文變異RT]

我現在持續道說 然而也 在對你們 誠正真實地，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任何什麼 從屬(他們)那些 也就在此地

從屬(他們)現在已經立定站住了的， (他們)這些個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品嘗 從屬(他)死，

一直直到 但凡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看見察覺 到於(她)那 到於(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路 9:28 VEge,neto de. meta. tou.j lo,gouj tou,touj ẁsei. hm̀e,rai ovktw. Îkai.Ð paralabw.n Pe,tron kai. VIwa,nnhn kai.
VIa,kwbon avne,bh eivj to. o;roj proseu,xasqaiÅ
And it came to pass about an eight days after these sayings, he took Peter and John and James, and went up
into a mountain to pray.
說了這話以後，約有八天，耶穌帶著彼得，約翰，雅各，上山去禱告。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然而也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到於(他們)那同一者 正如好像地 (她們)日子/白日 (她們)八個， 並且 (他)那時(也是)拿取在旁邊了的 到於(他)彼得

並且 到於(他)約翰 並且 到於(他)雅各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上行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高山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祈禱求告。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然而也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到於(他們)那同一者 正如好像地 (她們)日子/白日 (她們)八個， 並且 (他)那時(也是)拿取在旁邊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彼得 並且 到於(他)約翰 並且 到於(他)雅各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上行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高山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祈禱求告。
[經文變異WH]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然而也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到於(他們)那同一者 正如好像地 (她們)日子/白日 (她們)八個， (他)那時(也是)拿取在旁邊了的 到於(他)彼得 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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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於(他)約翰 並且 到於(他)雅各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上行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高山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祈禱求告。

路 9:29 kai. evge,neto evn tw/| proseu,cesqai auvto.n to. ei=doj tou/ prosw,pou auvtou/ e[teron kai. ò ìmatismo.j auvtou/
leuko.j evxastra,ptwnÅ
And as he prayed, the fashion of his countenance was altered, and his raiment was white and glistering.
正禱告的時候，他的面貌就改變了，衣服潔白放光。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內 在對(它)那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祈禱求告 到於(他)同一者， (它)那

(它)形像 從屬(它)那 從屬(它)前面的臉面 從屬(他)同一者 (它)相異不同的， 並且 (他)那 (他)穿衣服 從屬(他)同一者

(他)亮光潔白的 (他)現正持續向外閃亮放光了的。

路 9:30 kai. ivdou. a;ndrej du,o sunela,loun auvtw/|( oi[tinej h=san Mwu?sh/j kai. VHli,aj(
And, behold, there talked with him two men, which were Moses and Elias:
忽然有摩西以利亞兩個人，同耶穌說話；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們)男人/丈夫 (他們)二個/兩個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共同發言講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們)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他)摩西 並且 (他)以利亞；

路 9:31 oi] ovfqe,ntej evn do,xh| e;legon th.n e;xodon auvtou/( h]n h;mellen plhrou/n evn VIerousalh,mÅ
Who appeared in glory, and spake of his decease which he should accomplish at Jerusalem.
他們在榮光裏顯現，談論耶穌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將要成的事。

(他們)這些個 (他們)那時(也是)被看見注目了的 在內 在對(她)榮耀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到於(她)那

到於(她)出口離去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她)這個 他/她/它當時持續準備快要 現要去持續促使成充滿添足 在內

在對(她)耶陸撒冷。

路 9:32 ò de. Pe,troj kai. oì su.n auvtw/| h=san bebarhme,noi u[pnw|\ diagrhgorh,santej de. ei=don th.n do,xan auvtou/ kai.
tou.j du,o a;ndraj tou.j sunestw/taj auvtw/|Å
But Peter and they that were with him were heavy with sleep: and when they were awake, they saw his glory,
and the two men that stood with him.
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盹，既清醒了，就看見耶穌的榮光，並同他站著的那兩個人。

(他)那 然而也 (他)彼得 並且 (他們)那些 共同一起 在對(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他們)現在已經被成沉重重壓了的 在對(他)睡眠； (他們)那時(也是)徹底醒過來了的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她)那 到於(她)榮耀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二個/兩個

到於(他們)男人/丈夫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在已經並立/並列表明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路 9:33 kai. evge,neto evn tw/| diacwri,zesqai auvtou.j avpV auvtou/ ei=pen ò Pe,troj pro.j to.n VIhsou/n( VEpista,ta( kalo,n
evstin hm̀a/j w-de ei=nai( kai. poih,swmen skhna.j trei/j( mi,an soi. kai. mi,an Mwu?sei/ kai. mi,an VHli,a|( mh. eivdw.j o]
le,geiÅ
And it came to pass, as they departed from him, Peter said unto Jesus, Master, it is good for us to be here: and
let us make three tabernacles; one for thee, and one for Moses, and one for Elias: not knowing what he said.
二人正要和耶穌分離的時候，彼得對耶穌說：夫子，我們在這裏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為你，一座為摩西，

一座為以利亞；他卻不知道所說的是甚麼。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內 在對(它)那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徹底地分離隔開 到於(他們)同一者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那 (他)彼得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阿,(他)督導師傅， (它)美好適當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到於我們 也就在此地 現要去持續是； 並且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行出作成 到於(她們)帳幕 到於(她們)三個， 到於(她)一個/第一 在對你， 並且 到於(她)一個/第一

在對(他)摩西， 並且 到於(她)一個/第一 在對(他)以利亞； 不會/不要 (他)現在已經看見察覺了的 到於(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內 在對(它)那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徹底地分離隔開 到於(他們)同一者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那 (他)彼得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阿,(他)督導師傅， (它)美好適當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到於我們 也就在此地 現要去持續是； 並且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行出作成 到於(她們)帳幕 到於(她們)三個， 到於(她)一個/第一 在對你， 並且 在對(他)摩西

到於(她)一個/第一， 並且 到於(她)一個/第一 在對(他)以利亞； 不會/不要 (他)現在已經看見察覺了的 到於(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路 9:34 tau/ta de. auvtou/ le,gontoj evge,neto nefe,lh kai. evpeski,azen auvtou,j\ evfobh,qhsan de. evn tw/| eivselqei/n auvtou.j
eivj th.n nefe,lhnÅ
While he thus spake, there came a cloud, and overshadowed them: and they feared as they entered into the
clo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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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這話的時候，有一朵雲彩來遮蓋他們；他們進入雲彩裏就懼怕。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然而也 從屬(他)同一者 從屬(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她)雲團，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蔭庇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成驚恐畏懼 然而也 在內

在對(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到於(他們)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雲團。
[經文變異RT]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然而也 從屬(他)同一者 從屬(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她)雲團，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蔭庇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成驚恐畏懼 然而也 在內

在對(它)那 到於(他們)在那裏的那個 那時(也是)要去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雲團。

路 9:35 kai. fwnh. evge,neto evk th/j nefe,lhj le,gousa( Ou-to,j evstin ò uiò,j mou ò evklelegme,noj( auvtou/ avkou,eteÅ
And there came a voice out of the cloud, saying, This is my beloved Son: hear him.
有聲音從雲彩裏出來，說：這是我的兒子，我所揀選的，〔有古卷作這是我的愛子〕你們要聽他。

並且 (她)聲音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雲團 (她)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兒子 從屬我 (他)那 (他)現在已經被挑選了的， 從屬(他)同一者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聲聞耳聽。
[經文變異RT]

並且 (她)聲音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雲團 (她)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兒子 從屬我 (他)那 (他)蒙愛的， 從屬(他)同一者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聲聞耳聽。

路 9:36 kai. evn tw/| gene,sqai th.n fwnh.n eùre,qh VIhsou/j mo,nojÅ kai. auvtoi. evsi,ghsan kai. ouvdeni. avph,ggeilan evn
evkei,naij tai/j h̀me,raij ouvde.n w-n èw,rakanÅ
And when the voice was past, Jesus was found alone. And they kept it close, and told no man in those days any
of those things which they had seen.
聲音住了，只見耶穌一人在那裏。當那些日子，門徒不提所看見的事，一樣也不告訴人。

並且 在內 在對(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生發成為 到於(她)那 到於(她)聲音，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找到尋見

(他)耶穌 (他)僅有單獨的。 並且 (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保持靜默， 並且 在對(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從那裏報信通告 在內 在對(她們)在那裏的那個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日子/白日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從屬(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們現在已經看見清楚。
[經文變異RT]

並且 在內 在對(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生發成為 到於(她)那 到於(她)聲音，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找到尋見

(他)那 (他)耶穌 (他)僅有單獨的。 並且 (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保持靜默， 並且

在對(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從那裏報信通告 在內 在對(她們)在那裏的那個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日子/白日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從屬(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們現在已經看見清楚。

路 9:37 VEge,neto de. th/| ex̀h/j hm̀e,ra| katelqo,ntwn auvtw/n avpo. tou/ o;rouj sunh,nthsen auvtw/| o;cloj polu,jÅ
And it came to pass, that on the next day, when they were come down from the hill, much people met him.
第二天，他們下了山，就有許多人迎見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然而也 在對(她)那 接著有地 在對(她)日子/白日，

從屬(他們)那時(也是)向下到來前往了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那 從屬(它)高山，

他/她/它那時(也是)共同迎面相遇 在對(他)同一者 (他)群眾 (他)許多的。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然而也 在內 在對(她)那 接著有地 在對(她)日子/白日，

從屬(他們)那時(也是)向下到來前往了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那 從屬(它)高山，

他/她/它那時(也是)共同迎面相遇 在對(他)同一者 (他)群眾 (他)許多的。

路 9:38 kai. ivdou. avnh.r avpo. tou/ o;clou evbo,hsen le,gwn( Dida,skale( de,omai, sou evpible,yai evpi. to.n uìo,n mou( o[ti
monogenh,j moi, evstin(
And, behold, a man of the company cried out, saying, Master, I beseech thee, look upon my son: for he is mine
only child.
其中有一人喊叫說：夫子，求你看顧我的兒子，因為他是我的獨生子。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男人/丈夫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群眾 他/她/它那時(也是)高呼喊叫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阿,(他)老師，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自卑乞求 從屬你 那時(也是)要去在上面著眼觀看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從屬我； 是這樣 (他)獨生的 在對我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男人/丈夫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群眾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上高呼喊叫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阿,(他)老師，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自卑乞求 從屬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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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那時(也是)就要在上面著眼觀看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從屬我； 是這樣 (他)獨生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對我；

路 9:39 kai. ivdou. pneu/ma lamba,nei auvto.n kai. evxai,fnhj kra,zei kai. spara,ssei auvto.n meta. avfrou/ kai. mo,gij
avpocwrei/ avpV auvtou/ suntri/bon auvto,n\
And, lo, a spirit taketh him, and he suddenly crieth out; and it teareth him that he foameth again, and bruising
him hardly departeth from him.
他被鬼抓住，就忽然喊叫；鬼又叫他抽瘋，口中流沫，並且重重的傷害他，難以離開他。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它)靈/風 他/她/它現在持續拿取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忽然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嘶聲吶喊；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使抽痙 到於(他)同一者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泡沫， 並且

艱辛困難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撤離退開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同一者， (它)現正持續完全壓碎損壞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WH]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它)靈/風 他/她/它現在持續拿取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忽然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嘶聲吶喊；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使抽痙 到於(他)同一者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泡沫， 並且

艱辛勉強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撤離退開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同一者， (它)現正持續完全壓碎損壞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路 9:40 kai. evdeh,qhn tw/n maqhtw/n sou i[na evkba,lwsin auvto,( kai. ouvk hvdunh,qhsanÅ
And I besought thy disciples to cast him out; and they could not.
我求過你的門徒，把鬼趕出去，他們卻是不能。

並且 我那時(也是)被自卑乞求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門徒 從屬你 為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向外投擲出來

到於(它)同一者；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能夠可能。
[經文變異RT]

並且 我那時(也是)被自卑乞求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門徒 從屬你 為要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向外投擲出來

到於(它)同一者；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能夠可能。

路 9:41 avpokriqei.j de. ò VIhsou/j ei=pen( +W genea. a;pistoj kai. diestramme,nh( e[wj po,te e;somai pro.j ùma/j kai.
avne,xomai ùmw/nÈ prosa,gage w-de to.n uiò,n souÅ
And Jesus answering said, O faithless and perverse generation, how long shall I be with you, and suffer you?
Bring thy son hither.
耶穌說：噯，這又不信又悖謬的世代阿，我在你們這裏，忍耐你們，要到幾時呢；將你的兒子帶到這裏來罷。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哦呀 阿,(她)族類之世代

阿,(她)不誠不信的 並且 阿,(她)現在已經被翻轉扭曲了的， 一直直到 何時呢 我將要(持續)是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並且 我將要(持續)讓自己支撐忍受 從屬你們？ 你那時(也是)就要在前面向著帶領 也就在此地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從屬你。

路 9:42 e;ti de. prosercome,nou auvtou/ e;rrhxen auvto.n to. daimo,nion kai. sunespa,raxen\ evpeti,mhsen de. ò VIhsou/j tw/|
pneu,mati tw/| avkaqa,rtw| kai. iva,sato to.n pai/da kai. avpe,dwken auvto.n tw/| patri. auvtou/Å
And as he was yet a coming, the devil threw him down, and tare him. And Jesus rebuked the unclean spirit, and
healed the child, and delivered him again to his father.
正來的時候，鬼把他摔倒，叫他重重的抽瘋。耶穌就斥責那污鬼，把孩子治好了，交給他父親。

依然仍舊地 然而也 從屬(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了的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撕裂破損 到於(他)同一者 (它)那 (它)鬼魔，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使全身抽痙；

他/她/它那時(也是)評斷申誡 然而也 (他)那 (他)耶穌 在對(它)那 在對(它)靈/風 在對(它)那 在對(它)污穢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醫好治癒 到於(他)那 到於(他)孩童/下屬，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給與

到於(他)同一者 在對(他)那 在對(他)父親 從屬(他)同一者。

路 9:43 evxeplh,ssonto de. pa,ntej evpi. th/| megaleio,thti tou/ qeou/Å Pa,ntwn de. qaumazo,ntwn evpi. pa/sin oi-j evpoi,ei
ei=pen pro.j tou.j maqhta.j auvtou/(
And they were all amazed at the mighty power of God. But while they wondered every one at all things which
Jesus did, he said unto his disciples,
眾人都詫異神的大能。〔大能或作威榮〕耶穌所作的一切事，眾人正希奇的時候，耶穌對門徒說：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被震驚詫異 然而也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那 在對(她)威榮偉大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然而也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希奇了的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當時持續行出作成，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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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被震驚詫異 然而也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那 在對(她)威榮偉大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然而也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希奇了的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路 9:44 Qe,sqe ùmei/j eivj ta. w=ta um̀w/n tou.j lo,gouj tou,touj\ ò ga.r uìo.j tou/ avnqrw,pou me,llei paradi,dosqai eivj
cei/raj avnqrw,pwnÅ
Let these sayings sink down into your ears: for the Son of man shall be delivered into the hands of men.
你們要把這些話存在耳中；因為人子將要被交在人手裏。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置放擺設 你們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耳朵 從屬你們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到於(他們)那同一者； (他)那 因為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準備快要 現要去持續被交付 向內進入 到於(她們)手 從屬(他們)人。

路 9:45 oi` de. hvgno,oun to. rh̀/ma tou/to kai. h=n parakekalumme,non avpV auvtw/n i[na mh. ai;sqwntai auvto,( kai.
evfobou/nto evrwth/sai auvto.n peri. tou/ rh̀,matoj tou,touÅ
But they understood not this saying, and it was hid from them, that they perceived it not: and they feared to ask
him of that saying.
他們不明白這話，意思乃是隱藏的，叫他們不能明白，他們也不敢問這話的意思。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不領悟認知 到於(它)那 到於(它)所發表言說 到於(它)那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它)現在已經被遮蓋隱藏在旁邊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同一者， 為要 不會/不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知覺領會 到於(它)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成驚恐畏懼

那時(也是)要去查詢求問 到於(他)同一者 <在周圍>關於 從屬(它)那 從屬(它)所發表言說 從屬(它)那同一者。

路 9:46 Eivsh/lqen de. dialogismo.j evn auvtoi/j( to. ti,j a'n ei;h mei,zwn auvtw/nÅ
Then there arose a reasoning among them, which of them should be greatest.
門徒中間起了議論，誰將為大。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然而也 (他)思量議論 在內 在對(他們)同一者， (它)那 (他)任何什麼呢 但凡

他/她/它現在可以持續是 (他)更大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路 9:47 ò de. VIhsou/j eivdw.j to.n dialogismo.n th/j kardi,aj auvtw/n( evpilabo,menoj paidi,on e;sthsen auvto. parV èautw/|
And Jesus, perceiving the thought of their heart, took a child, and set him by him,
耶穌看出他們心中的議論，就領一個小孩子來，叫他站在自己旁邊，

(他)那 然而也 (他)耶穌 (他)現在已經看見察覺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思量議論 從屬(她)那 從屬(她)內心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拿取到了的 到於(它)小孩童 他/她/它那時(也是)立定站住 到於(它)同一者

<在旁邊>在旁邊 在對(他)同一者自己，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耶穌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思量議論 從屬(她)那 從屬(她)內心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拿取到了的 到於(它)小孩童 他/她/它那時(也是)立定站住 到於(它)同一者

<在旁邊>在旁邊 在對(他)同一者自己，

路 9:48 kai. ei=pen auvtoi/j( }Oj eva.n de,xhtai tou/to to. paidi,on evpi. tw/| ovno,mati, mou( evme. de,cetai\ kai. o]j a'n evme.
de,xhtai( de,cetai to.n avpostei,lanta, me\ ò ga.r mikro,teroj evn pa/sin ùmi/n ùpa,rcwn ou-to,j evstin me,gajÅ
And said unto them, Whosoever shall receive this child in my name receiveth me: and whosoever shall receive
me receiveth him that sent me: for he that is least among you all, the same shall be great.
對他們說：凡為我名接待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來的；你們中間最小的，他便

為大。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這個 但凡若是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接納領受

到於(它)那同一者 到於(它)那 到於(它)小孩童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它)那 在對(它)名字 從屬我， 到於"我"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接納領受； 並且 (他)這個 但凡 到於"我"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接納領受，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接納領受 到於(他)那 到於(他)那時(也是)分派差遣了的 到於我； (他)那 因為

(他)更細微極小的 在內 在對(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你們 (他)現正持續源屬具有了的，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極大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這個 但凡若是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接納領受

到於(它)那同一者 到於(它)那 到於(它)小孩童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它)那 在對(它)名字 從屬我， 到於"我"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接納領受； 並且 (他)這個 但凡若是 到於"我"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接納領受，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接納領受 到於(他)那 到於(他)那時(也是)分派差遣了的 到於我； (他)那 因為

(他)更細微極小的 在內 在對(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你們 (他)現正持續源屬具有了的， (他)那同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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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他)極大的。

路 9:49 VApokriqei.j de. VIwa,nnhj ei=pen( VEpista,ta( ei;dome,n tina evn tw/| ovno,mati, sou evkba,llonta daimo,nia kai.
evkwlu,omen auvto,n( o[ti ouvk avkolouqei/ meqV h̀mw/nÅ
And John answered and said, Master, we saw one casting out devils in thy name; and we forbad him, because
he followeth not with us.
約翰說：夫子，我們看見一個人奉你的名趕鬼，我們就禁止他；因為他不與我們一同跟從你。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然而也 (他)約翰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阿,(他)督導師傅，

我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他)任何什麼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名字 從屬你 到於(他)現正持續向外投擲出來了的

到於(它們)鬼魔； 並且 我們當時持續阻攔禁止 到於(他)同一者， 是這樣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跟隨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我們。
[經文變異RT]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約翰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阿,(他)督導師傅，

我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他)任何什麼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它)那 在對(它)名字 從屬你

到於(他)現正持續向外投擲出來了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鬼魔； 並且 我們那時(也是)阻攔禁止

到於(他)同一者， 是這樣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跟隨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我們。

路 9:50 ei=pen de. pro.j auvto.n ò VIhsou/j( Mh. kwlu,ete\ o]j ga.r ouvk e;stin kaqV ùmw/n( ùpe.r ùmw/n evstinÅ
And Jesus said unto him, Forbid him not: for he that is not against us is for us.
耶穌說：不要禁止他；因為不敵擋你們的，就是幫助你們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阻攔禁止； (他)這個 因為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你們，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你們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阻攔禁止； (他)這個 因為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我們，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我們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WH]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他)耶穌，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阻攔禁止； (他)這個 因為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你們，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你們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路 9:51 VEge,neto de. evn tw/| sumplhrou/sqai ta.j h̀me,raj th/j avnalh,myewj auvtou/ kai. auvto.j to. pro,swpon evsth,risen
tou/ poreu,esqai eivj VIerousalh,mÅ
And it came to pass, when the time was come that he should be received up, he stedfastly set his face to go to
Jerusalem,
耶穌被接上升的日子將到，他就定意向耶路撒冷去，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然而也 在內 在對(它)那 現要去持續被完全促使成充滿添足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從屬(她)那 從屬(她)向上拿取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同一者 到於(它)那

到於(它)前面的臉面 他/她/它那時(也是)堅定加固 從屬(它)那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陸撒冷。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然而也 在內 在對(它)那 現要去持續被完全促使成充滿添足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從屬(她)那 從屬(她)向上拿取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同一者 到於(它)那

到於(它)前面的臉面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堅定加固 從屬(它)那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陸撒冷。

路 9:52 kai. avpe,steilen avgge,louj pro. prosw,pou auvtou/Å kai. poreuqe,ntej eivsh/lqon eivj kw,mhn Samaritw/n ẁj
et̀oima,sai auvtw/|\
And sent messengers before his face: and they went, and entered into a village of the Samaritans, to make
ready for him.
便打發使者在他前頭走；他們到了撒瑪利亞的一個村莊，要為他預備。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到於(他們)使者 在前面 從屬(它)前面的臉面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被行去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她)鄉村 從屬(他們)撒瑪利亞人，

正如地 那時(也是)要去使成妥切齊備 在對(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到於(他們)使者 在前面 從屬(它)前面的臉面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被行去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她)鄉村 從屬(他們)撒瑪利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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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致 那時(也是)要去使成妥切齊備 在對(他)同一者；

路 9:53 kai. ouvk evde,xanto auvto,n( o[ti to. pro,swpon auvtou/ h=n poreuo,menon eivj VIerousalh,mÅ
And they did not receive him, because his face was as though he would go to Jerusalem.
那裏的人不接待他，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接納領受 到於(他)同一者， 是這樣 (它)那 (它)前面的臉面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它)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行去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陸撒冷。

路 9:54 ivdo,ntej de. oi` maqhtai. VIa,kwboj kai. VIwa,nnhj ei=pan( Ku,rie( qe,leij ei;pwmen pu/r katabh/nai avpo. tou/
ouvranou/ kai. avnalw/sai auvtou,jÈ
And when his disciples James and John saw this, they said, Lord, wilt thou that we command fire to come down
from heaven, and consume them, even as Elias did?
他的門徒，雅各，約翰，看見了，就說：主阿，你要我們吩咐火從天上降下來，燒滅他們，像以利亞所作的麼。

〔有古卷無像以利亞所作的數字〕

(他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然而也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他)雅各 並且 (他)約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阿,(他)主人， 你現在持續定意，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到於(它)火

那時(也是)要去向下行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耗盡 到於(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然而也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他)雅各 並且 (他)約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阿,(他)主人， 你現在持續定意，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到於(它)火

那時(也是)要去向下行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耗盡 到於(他們)同一者，

正如地 並且 (他)以利亞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路 9:55 strafei.j de. evpeti,mhsen auvtoi/jÅ
But he turned, and rebuked them, and said, Ye know not what manner of spirit ye are of.
耶穌轉身責備兩個門徒說：你們的心如何，你們並不知道。

(他)那時(也是)被轉動翻轉了的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評斷申誡 在對(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那時(也是)被轉動翻轉了的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評斷申誡 在對(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不是/不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從屬(它)如此這樣 從屬(它)靈/風 你們現在持續是

你們。

路 9:56 kai. evporeu,qhsan eivj et̀e,ran kw,mhnÅ
For the Son of man is not come to destroy men's lives, but to save them. And they went to another village.
人子來不是要滅人的性命，〔性命或作靈魂下同〕是要救人的性命；說著就往別的村莊去了。〔有古卷只有五十

五節首句五十六節末句〕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行去 向內進入 到於(她)相異不同的 到於(她)鄉村。
[經文變異RT]

(他)那 因為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到於(她們)生魂意念 從屬(他們)人

那時(也是)要去毀掉除滅， 但乃是 那時(也是)要去拯救。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行去 向內進入

到於(她)相異不同的 到於(她)鄉村。

路 9:57 Kai. poreuome,nwn auvtw/n evn th/| òdw/| ei=pe,n tij pro.j auvto,n( VAkolouqh,sw soi o[pou eva.n avpe,rch|Å
And it came to pass, that, as they went in the way, a certain man said unto him, Lord, I will follow thee
whithersoever thou goest.
他們走路的時候，有一人對耶穌說：你無論往那裏去，我要跟從你。

並且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行去了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道路途徑，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任何什麼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我將要(持續)跟隨 在對你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但凡若是 你現在應該持續讓自己/被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然而也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行去了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道路途徑，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任何什麼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我將要(持續)跟隨

在對你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但凡 你現在應該持續讓自己/被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阿,(他)主人。

路 9:58 kai. ei=pen auvtw/| ò VIhsou/j( Aì avlw,pekej fwleou.j e;cousin kai. ta. peteina. tou/ ouvranou/ kataskhnw,seij(
ò de. uiò.j tou/ avnqrw,pou ouvk e;cei pou/ th.n kefalh.n kli,nh|Å
And Jesus said unto him, Foxes have holes, and birds of the air have nests; but the Son of man hath not where
to lay his head.
耶穌說：狐狸有洞，天空的飛鳥有窩，只是人子沒有枕頭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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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她們)那些 (她們)狐狸 到於(他們)密洞巢穴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持有， 並且 (它們)那些 (它們)飛鳥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到於(她們)宿營； (他)那 然而也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從屬某個什麼地方呢 到於(她)那 到於(她)頭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傾斜註1。

註1：“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傾斜”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傾斜”。

路 9:59 Ei=pen de. pro.j e[teron( VAkolou,qei moiÅ ò de. ei=pen( Îku,rie(Ð evpi,treyo,n moi avpelqo,nti prw/ton qa,yai to.n
pate,ra mouÅ
And he said unto another, Follow me. But he said, Lord, suffer me first to go and bury my father.
又對一個人說：跟從我來；那人說：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親。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相異不同的， 你現在就要持續跟隨 在對我。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阿,(他)主人， 你那時(也是)就要准許 在對我

在對(他)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了的 首先地 那時(也是)要去殯殮埋葬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從屬我。
[經文變異WH]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相異不同的， 你現在就要持續跟隨 在對我。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你那時(也是)就要准許 在對我 首先地

在對(他)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殯殮埋葬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從屬我。

路 9:60 ei=pen de. auvtw/|( :Afej tou.j nekrou.j qa,yai tou.j eàutw/n nekrou,j( su. de. avpelqw.n dia,ggelle th.n
basilei,an tou/ qeou/Å
Jesus said unto him, Let the dead bury their dead: but go thou and preach the kingdom of God.
耶穌說：任憑死人埋葬他們的死人；你只管去傳揚神國的道。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在對(他)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就要任憑釋放離開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死掉的 那時(也是)要去殯殮埋葬 到於(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同一者自己 到於(他們)死掉的； 你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了的 你現在就要持續徹底地報信通告 到於(她)那 到於(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你那時(也是)就要任憑釋放離開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死掉的 那時(也是)要去殯殮埋葬 到於(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同一者自己 到於(他們)死掉的；

你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了的 你現在就要持續徹底地報信通告 到於(她)那 到於(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路 9:61 Ei=pen de. kai. e[teroj( VAkolouqh,sw soi( ku,rie\ prw/ton de. evpi,treyo,n moi avpota,xasqai toi/j eivj to.n
oi=ko,n mouÅ
And another also said, Lord, I will follow thee; but let me first go bid them farewell, which are at home at my
house.
又有一人說：主，我要跟從你；但容我先去辭別我家裏的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並且 (他)相異不同的， 我將要(持續)跟隨 在對你， 阿,(他)主人； 首先地

然而也 你那時(也是)就要准許 在對我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離開辭別 在對(他們)那些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住處家室 從屬我。

路 9:62 ei=pen de. Îpro.j auvto.nÐ ò VIhsou/j( Ouvdei.j evpibalw.n th.n cei/ra evpV a;rotron kai. ble,pwn eivj ta. ovpi,sw
eu;qeto,j evstin th/| basilei,a| tou/ qeou/Å
And Jesus said unto him, No man, having put his hand to the plough, and looking back, is fit for the kingdom of
God.
耶穌說：手扶著犁向後看的，不配進神的國。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那時(也是)投擲在上面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手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犁 並且 (他)現正持續著眼觀看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那些 向在後面地 (他)為合適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對(她)那 在對(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那時(也是)投擲在上面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手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它)犁 並且 (他)現正持續著眼觀看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那些 向在後面地 (他)為合適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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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10:1 Meta. de. tau/ta avne,deixen ò ku,rioj ète,rouj èbdomh,konta Îdu,oÐ kai. avpe,steilen auvtou.j avna. du,o Îdu,oÐ
pro. prosw,pou auvtou/ eivj pa/san po,lin kai. to,pon ou- h;mellen auvto.j e;rcesqaiÅ
After these things the Lord appointed other seventy also, and sent them two and two before his face into every
city and place, whither he himself would come.
這事以後，主又設立七十個人，差遣他們兩個兩個的，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

<轉換其中>隨到後 然而也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上顯示展現 (他)那 (他)主人

到於(他們)相異不同的 到於(他們)七十個 到於(他們)二個/兩個，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到於(他們)同一者

向上到/各向上到 到於(他們)二個/兩個 到於(他們)二個/兩個 在前面 從屬(它)前面的臉面 從屬(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城邑 並且 到於(他)地點處所， 在這裏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準備快要 (他)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經文變異RT]

<轉換其中>隨到後 然而也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上顯示展現 (他)那 (他)主人 並且

到於(他們)相異不同的 到於(他們)七十個，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到於(他們)同一者 向上到/各向上到

到於(他們)二個/兩個 在前面 從屬(它)前面的臉面 從屬(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城邑

並且 到於(他)地點處所， 在這裏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準備快要 (他)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路 10:2 e;legen de. pro.j auvtou,j( ~O me.n qerismo.j polu,j( oi` de. evrga,tai ovli,goi\ deh,qhte ou=n tou/ kuri,ou tou/
qerismou/ o[pwj evrga,taj evkba,lh| eivj to.n qerismo.n auvtou/Å
Therefore said he unto them, The harvest truly is great, but the labourers are few: pray ye therefore the Lord of
the harvest, that he would send forth labourers into his harvest.
就對他們說：要收的莊稼多，作工的人少；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他的莊稼。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然而也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那 的確 (他)莊稼收成 (他)許多的，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工人 (他們)些微少許的；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被自卑乞求 這樣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他)那 從屬(他)莊稼收成， 這怎樣如何地 到於(他們)工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向外投擲出來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莊稼收成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這樣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那 的確 (他)莊稼收成 (他)許多的，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工人 (他們)些微少許的；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被自卑乞求 這樣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他)那 從屬(他)莊稼收成， 這怎樣如何地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向外投擲出來 到於(他們)工人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莊稼收成 從屬(他)同一者。

路 10:3 ùpa,gete\ ivdou. avposte,llw ùma/j wj̀ a;rnaj evn me,sw| lu,kwnÅ
Go your ways: behold, I send you forth as lambs among wolves.
你們去罷；我差你們出去，如同羊羔進入狼群。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退開去；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我現在持續分派差遣 到於你們 正如地 到於(他們)羊羔

在內 在對(它)中間當中的 從屬(他們)狼。
[經文變異RT]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退開去；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我 我現在持續分派差遣 到於你們 正如地 到於(他們)羊羔

在內 在對(它)中間當中的 從屬(他們)狼。

路 10:4 mh. basta,zete balla,ntion( mh. ph,ran( mh. ùpodh,mata( kai. mhde,na kata. th.n òdo.n avspa,shsqeÅ
Carry neither purse, nor scrip, nor shoes: and salute no man by the way.
不要帶錢囊，不要帶口袋，不要帶鞋；在路上也不要問人的安。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提舉擔負 到於(它)錢袋， 不會/不要 到於(她)皮袋行囊， 不會/不要 到於(它們)鞋；

並且 到於(他)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那 到於(她)道路途徑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擁抱問安。
[經文變異RT]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提舉擔負 到於(它)錢袋， 不會/不要 到於(她)皮袋行囊， 然而也不要 到於(它們)鞋；

並且 到於(他)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那 到於(她)道路途徑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擁抱問安。

路 10:5 eivj h]n dV a'n eivse,lqhte oivki,an( prw/ton le,gete( Eivrh,nh tw/| oi;kw| tou,tw|Å
And into whatsoever house ye enter, first say, Peace be to this house.
無論進那一家，先要說：願這一家平安。

向內進入 到於(她)這個 然而也 但凡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到於(她)住屋家庭， 首先地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道說， (她)和平安寧 在對(他)那 在對(他)住處家室 在對(他)那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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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內進入 到於(她)這個 然而也 但凡 到於(她)住屋家庭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讓自己/被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首先地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道說， (她)和平安寧 在對(他)那 在對(他)住處家室 在對(他)那同一者。

路 10:6 kai. eva.n evkei/ h=| uiò.j eivrh,nhj( evpanapah,setai evpV auvto.n h̀ eivrh,nh ùmw/n\ eiv de. mh, ge( evfV ùma/j
avnaka,myeiÅ
And if the son of peace be there, your peace shall rest upon it: if not, it shall turn to you again.
那裏若有當得平安的人，〔當得平安的人原文作平安之子〕你們所求的平安就必臨到那家，不然，就歸與你們了

。

並且 但凡若是 在那裏地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是 (他)兒子 從屬(她)和平安寧，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在上面休息恢復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同一者 (她)那 (她)和平安寧 從屬你們； 若是

然而也 不會/不要 確實，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你們 他/她/它將要(持續)轉返折回。
[經文變異RT]

並且 但凡若是 的確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是 在那裏地 (他)那 (他)兒子 從屬(她)和平安寧，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在上面休息恢復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同一者 (她)那 (她)和平安寧 從屬你們； 若是

然而也 不會/不要 確實，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你們 他/她/它將要(持續)轉返折回。

路 10:7 evn auvth/| de. th/| oivki,a| me,nete evsqi,ontej kai. pi,nontej ta. parV auvtw/n\ a;xioj ga.r ò evrga,thj tou/ misqou/
auvtou/Å mh. metabai,nete evx oivki,aj eivj oivki,anÅ
And in the same house remain, eating and drinking such things as they give: for the labourer is worthy of his
hire. Go not from house to house.
你們要住在那家，喫喝他們所供給的；因為工人得工價，是應當的。不要從這家搬到那家。

在內 在對(她)同一者 然而也 在對(她)那 在對(她)住屋家庭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停留持守， (他們)現正持續喫食了的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喝了的 到於(它們)那些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相配值得的 因為 (他)那

(他)工人 從屬(他)那 從屬(他)工價報酬 從屬(他)同一者。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更換地方 向外出來

從屬(她)住屋家庭 向內進入 到於(她)住屋家庭。
[經文變異RT]

在內 在對(她)同一者 然而也 在對(她)那 在對(她)住屋家庭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停留持守， (他們)現正持續喫食了的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喝了的 到於(它們)那些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相配值得的 因為 (他)那

(他)工人 從屬(他)那 從屬(他)工價報酬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更換地方

向外出來 從屬(她)住屋家庭 向內進入 到於(她)住屋家庭。

路 10:8 kai. eivj h]n a'n po,lin eivse,rchsqe kai. de,cwntai um̀a/j( evsqi,ete ta. paratiqe,mena ùmi/n
And into whatsoever city ye enter, and they receive you, eat such things as are set before you:
無論進那一城，人若接待你們，給你們擺上甚麼，你們就喫甚麼。

並且 向內進入 到於(她)這個 但凡 到於(她)城邑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讓自己/被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讓自己/被接納領受 到於你們，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喫食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現正持續被置放擺設在旁邊了的 在對你們；
[經文變異RT]

並且 向內進入 到於(她)這個 然而也 但凡 到於(她)城邑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讓自己/被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讓自己/被接納領受 到於你們，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喫食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現正持續被置放擺設在旁邊了的 在對你們；

路 10:9 kai. qerapeu,ete tou.j evn auvth/| avsqenei/j kai. le,gete auvtoi/j( :Hggiken evfV ùma/j h` basilei,a tou/ qeou/Å
And heal the sick that are therein, and say unto them, The kingdom of God is come nigh unto you.
要醫治那城裏的病人，對他們說：神的國臨近你們了。

並且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行侍候紓解 到於(他們)那些 在內 在對(她)同一者 到於(他們)軟弱無力的， 並且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已經靠近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你們 (她)那 (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路 10:10 eivj h]n dV a'n po,lin eivse,lqhte kai. mh. de,cwntai ùma/j( evxelqo,ntej eivj ta.j platei,aj auvth/j ei;pate(
But into whatsoever city ye enter, and they receive you not, go your ways out into the streets of the same, and
say,
無論進那一城，人若不接待你們，你們就到街上去，

向內進入 到於(她)這個 然而也 但凡 到於(她)城邑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並且 不會/不要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讓自己/被接納領受 到於你們， (他們)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廣場大街 從屬(她)同一者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發話言說，
[經文變異RT]

向內進入 到於(她)這個 然而也 但凡 到於(她)城邑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讓自己/被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並且 不會/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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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讓自己/被接納領受 到於你們， (他們)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廣場大街 從屬(她)同一者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發話言說，

路 10:11 Kai. to.n koniorto.n to.n kollhqe,nta h̀mi/n evk th/j po,lewj ùmw/n eivj tou.j po,daj avpomasso,meqa ùmi/n\
plh.n tou/to ginw,skete o[ti h;ggiken h̀ basilei,a tou/ qeou/Å
Even the very dust of your city, which cleaveth on us, we do wipe off against you: notwithstanding be ye sure of
this, that the kingdom of God is come nigh unto you.
說：就是你們城裏的塵土，粘在我們的腳上，我們也當著你們擦去；雖然如此，你們該知道神的國臨近了。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灰塵 到於(他)那 到於(他)那時(也是)被貼近連合了的 在對我們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城邑 從屬你們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腳 我們現在持續讓自己從那裏擦抹掉 在對你們；

超出之外地 到於(它)那同一者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認識知道， 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已經靠近 (她)那 (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經文變異RT]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灰塵 到於(他)那 到於(他)那時(也是)被貼近連合了的 在對我們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城邑 從屬你們 我們現在持續讓自己從那裏擦抹掉 在對你們； 超出之外地 到於(它)那同一者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認識知道， 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已經靠近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你們 (她)那 (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路 10:12 le,gw ùmi/n o[ti Sodo,moij evn th/| hm̀e,ra| evkei,nh| avnekto,teron e;stai h' th/| po,lei evkei,nh|Å
But I say unto you, that it shall be more tolerable in that day for Sodom, than for that city.
我告訴你們，當審判的日子，所多瑪所受的，比那城還容易受呢。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是這樣 在對(它們)所多瑪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日子/白日 在對(她)在那裏的那個

(它)較能支撐忍受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甚或/或而 在對(她)那 在對(她)城邑 在對(她)在那裏的那個。
[經文變異RT]

我現在持續道說 然而也 在對你們， 是這樣 在對(它們)所多瑪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日子/白日

在對(她)在那裏的那個 (它)較能支撐忍受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甚或/或而 在對(她)那 在對(她)城邑

在對(她)在那裏的那個。

路 10:13 Ouvai, soi( Corazi,n( ouvai, soi( Bhqsai?da,\ o[ti eiv evn Tu,rw| kai. Sidw/ni evgenh,qhsan ai` duna,meij aì
geno,menai evn ùmi/n( pa,lai a'n evn sa,kkw| kai. spodw/| kaqh,menoi meteno,hsanÅ
Woe unto thee, Chorazin! woe unto thee, Bethsaida! for if the mighty works had been done in Tyre and Sidon,
which have been done in you, they had a great while ago repented, sitting in sackcloth and ashes.
哥拉汛哪，你有禍了；伯賽大阿，你有禍了；因為在你們中間所行的異能，若行在推羅西頓，他們早已披麻蒙灰

坐在地上悔改了。

哀哉呀 在對你， 阿,(她)哥拉汛； 哀哉呀 在對你， 阿,(她)伯賽大； 是這樣 若是 在內 在對(她)推羅 並且

在對(她)西頓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生發成為 (她們)那些 (她們)能力權能 (她們)那些

(她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在內 在對你們， 有段時間地 但凡 在內 在對(他)麻布 並且 在對(她)灰燼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轉念悔悟。
[經文變異RT]

哀哉呀 在對你， 阿,(她)哥拉汛； 哀哉呀 在對你， 阿,(她)伯賽大； 是這樣 若是 在內 在對(她)推羅 並且

在對(她)西頓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她們)那些 (她們)能力權能 (她們)那些

(她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在內 在對你們， 有段時間地 但凡 在內 在對(他)麻布 並且 在對(她)灰燼

(她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轉念悔悟。

路 10:14 plh.n Tu,rw| kai. Sidw/ni avnekto,teron e;stai evn th/| kri,sei h' ùmi/nÅ
But it shall be more tolerable for Tyre and Sidon at the judgment, than for you.
當審判的日子，推羅西頓所受的，比你們還容易受呢。

超出之外地 在對(她)推羅 並且 在對(她)西頓 (它)較能支撐忍受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區別審斷 甚或/或而 在對你們。

路 10:15 kai. su,( Kafarnaou,m( mh. e[wj ouvranou/ ùywqh,sh|È e[wj tou/ a[|dou katabh,sh|Å
And thou, Capernaum, which art exalted to heaven, shalt be thrust down to hell.
迦百農阿，你已經升到天上；〔或作你將要升到天上麼〕將來必推下陰間。

並且 你 阿,(她)迦百農， 豈會呢 一直直到 從屬(他)天空/天 你將要(持續)被升高？ 一直直到 從屬(他)那

從屬(他)陰間 你將要(持續)讓自己向下行。
[經文變異RT]

並且 你 阿,(她)迦百農， (她)那 一直直到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她)那時(也是)被升高了的 一直直到

從屬(他)陰間 你將要(持續)被使向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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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10:16 ~O avkou,wn ùmw/n evmou/ avkou,ei( kai. ò avqetw/n ùma/j evme. avqetei/\ ò de. evme. avqetw/n avqetei/ to.n
avpostei,lanta, meÅ
He that heareth you heareth me; and he that despiseth you despiseth me; and he that despiseth me despiseth
him that sent me.
又對門徒說：聽從你們的，就是聽從我；棄絕你們的，就是棄絕我；棄絕我的，就是棄絕那差我來的。

(他)那 (他)現正持續聲聞耳聽了的 從屬你們 從屬"我" 他/她/它現在持續聲聞耳聽； 並且 (他)那

(他)現正持續廢除棄絕了的 到於你們 到於"我" 他/她/它現在持續廢除棄絕； (他)那 然而也 到於"我"

(他)現正持續廢除棄絕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廢除棄絕 到於(他)那 到於(他)那時(也是)分派差遣了的 到於我。

路 10:17 ~Upe,streyan de. oi` eb̀domh,konta Îdu,oÐ meta. cara/j le,gontej( Ku,rie( kai. ta. daimo,nia ùpota,ssetai h̀mi/n
evn tw/| ovno,mati, souÅ
And the seventy returned again with joy, saying, Lord, even the devils are subject unto us through thy name.
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翻轉轉回 然而也 (他們)那些 (他們)七十個 (他們)二個/兩個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歡喜快樂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阿,(他)主人， 並且 (它們)那些 (它們)鬼魔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使服膺服從 在對我們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名字 從屬你。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翻轉轉回 然而也 (他們)那些 (他們)七十個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歡喜快樂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阿,(他)主人， 並且 (它們)那些 (它們)鬼魔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使服膺服從 在對我們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名字 從屬你。

路 10:18 ei=pen de. auvtoi/j( VEqew,roun to.n Satana/n ẁj avstraph.n evk tou/ ouvranou/ peso,ntaÅ
And he said unto them, I beheld Satan as lightning fall from heaven.
耶穌對他們說：我曾看見撒但從天上墜落，像閃電一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在對(他們)同一者， 我當時持續行定睛觀看 到於(他)那 到於(他)撒但 正如地

到於(她)閃電強光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到於(他)那時(也是)落下墜落了的。

路 10:19 ivdou. de,dwka ùmi/n th.n evxousi,an tou/ patei/n evpa,nw o;fewn kai. skorpi,wn( kai. evpi. pa/san th.n du,namin
tou/ evcqrou/( kai. ouvde.n ùma/j ouv mh. avdikh,sh|Å
Behold, I give unto you power to tread on serpents and scorpions, and over all the power of the enemy: and
nothing shall by any means hurt you.
我已經給你們權柄，可以踐踏蛇和蠍子，又勝過仇敵一切的能力，斷沒有甚麼能害你們。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我現在已經給與 在對你們 到於(她)那 到於(她)權柄掌握 從屬(它)那

現要去持續踩踹踐踏 在上面上頭地 從屬(他們)蛇 並且 從屬(他們)蠍子， 並且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能力權能 從屬(他)那 從屬(他)仇視敵對的； 並且 (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到於你們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行不義。
[經文變異RT]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我現在持續給與 在對你們 到於(她)那 到於(她)權柄掌握 從屬(它)那

現要去持續踩踹踐踏 在上面上頭地 從屬(他們)蛇 並且 從屬(他們)蠍子， 並且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能力權能 從屬(他)那 從屬(他)仇視敵對的； 並且 (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到於你們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他/她/它將要(持續)行不義。
[經文變異WH]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我現在已經給與 在對你們 到於(她)那 到於(她)權柄掌握 從屬(它)那

現要去持續踩踹踐踏 在上面上頭地 從屬(他們)蛇 並且 從屬(他們)蠍子， 並且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能力權能 從屬(他)那 從屬(他)仇視敵對的； 並且 (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到於你們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他/她/它將要(持續)行不義。

路 10:20 plh.n evn tou,tw| mh. cai,rete o[ti ta. pneu,mata ùmi/n ùpota,ssetai( cai,rete de. o[ti ta. ovno,mata ùmw/n
evgge,graptai evn toi/j ouvranoi/jÅ
Notwithstanding in this rejoice not, that the spirits are subject unto you; but rather rejoice, because your names
are written in heaven.
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們就歡喜；要因你們的名記錄在天上歡喜。

超出之外地 在內 在對(它)那同一者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歡喜安樂， 是這樣 (它們)那些 (它們)靈/風

在對你們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使服膺服從；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歡喜安樂 然而也， 是這樣 (它們)那些 (它們)名字

從屬你們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在內刻寫記載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天空/天。
[經文變異RT]

超出之外地 在內 在對(它)那同一者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歡喜安樂， 是這樣 (它們)那些 (它們)靈/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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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你們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使服膺服從；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歡喜安樂 然而也， 更特別尤其地 是這樣 (它們)那些

(它們)名字 從屬你們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在內刻寫記載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天空/天。

路 10:21 VEn auvth/| th/| w[ra| hvgallia,sato ÎevnÐ tw/| pneu,mati tw/| ag̀i,w| kai. ei=pen( VExomologou/mai, soi( pa,ter( ku,rie
tou/ ouvranou/ kai. th/j gh/j( o[ti avpe,kruyaj tau/ta avpo. sofw/n kai. sunetw/n kai. avpeka,luyaj auvta. nhpi,oij\ nai. ò
path,r( o[ti ou[twj euvdoki,a evge,neto e;mprosqe,n souÅ
In that hour Jesus rejoiced in spirit, and said, I thank thee, O Father, Lord of heaven and earth, that thou hast
hid these things from the wise and prudent, and hast revealed them unto babes: even so, Father; for so it
seemed good in thy sight.
正當那時，耶穌被聖靈感動就歡樂，說：父阿，天地的主，我感謝你，因為你將這些事，向聰明通達人就藏起來

，向嬰孩就顯出來；父阿，是的，因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

在內 在對(她)同一者 在對(她)那 在對(她)鐘點時刻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踴躍歡騰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靈/風

在對(它)那 在對(它)聖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公開完全同意承認 在對你，

阿,(他)父親 阿,(他)主人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並且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是這樣

你那時(也是)從那裏隱藏遮掩離開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明智通達的 並且

從屬(他們)能貫通理解的， 並且 你那時(也是)啟示揭露 到於(它們)同一者 在對(他們)嬰孩的； 誠然為是； (他)那

(他)父親； 是這樣 那同一樣式地 (她)認可歡愉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從在其前地 從屬你。
[經文變異RT]

在內 在對(她)同一者 在對(她)那 在對(她)鐘點時刻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踴躍歡騰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靈/風

(他)那 (他)耶穌，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公開完全同意承認 在對你， 阿,(他)父親

阿,(他)主人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並且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是這樣

你那時(也是)從那裏隱藏遮掩離開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明智通達的 並且

從屬(他們)能貫通理解的， 並且 你那時(也是)啟示揭露 到於(它們)同一者 在對(他們)嬰孩的； 誠然為是； (他)那

(他)父親； 是這樣 那同一樣式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她)認可歡愉 從在其前地 從屬你。
[經文變異WH]

在內 在對(她)同一者 在對(她)那 在對(她)鐘點時刻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踴躍歡騰 在對(它)那 在對(它)靈/風

在對(它)那 在對(它)聖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公開完全同意承認 在對你，

阿,(他)父親 阿,(他)主人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並且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是這樣

你那時(也是)從那裏隱藏遮掩離開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明智通達的 並且

從屬(他們)能貫通理解的， 並且 你那時(也是)啟示揭露 到於(它們)同一者 在對(他們)嬰孩的； 誠然為是； (他)那

(他)父親； 是這樣 那同一樣式地 (她)認可歡愉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從在其前地 從屬你。

路 10:22 Pa,nta moi paredo,qh ùpo. tou/ patro,j mou( kai. ouvdei.j ginw,skei ti,j evstin ò uiò.j eiv mh. ò path,r( kai.
ti,j evstin ò path.r eiv mh. ò uiò.j kai. w-| eva.n bou,lhtai ò uiò.j avpokalu,yaiÅ
All things are delivered to me of my Father: and no man knoweth who the Son is, but the Father; and who the
Father is, but the Son, and he to whom the Son will reveal him.
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沒有人知道子是誰；除了子和子所願意指示的，沒有人知道父是誰。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我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交付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從屬我； 並且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認識知道 (他)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兒子， 若是

不會/不要 (他)那 (他)父親； 並且 (他)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父親， 若是 不會/不要 (他)那

(他)兒子， 並且 在對(他)這個 但凡若是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讓自己/被諮商決意 (他)那 (他)兒子

那時(也是)要去啟示揭露。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被轉動翻轉了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門徒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交付 在對我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從屬我； 並且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認識知道 (他)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兒子， 若是

不會/不要 (他)那 (他)父親； 並且 (他)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父親， 若是 不會/不要 (他)那

(他)兒子， 並且 在對(他)這個 但凡若是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讓自己/被諮商決意 (他)那 (他)兒子

那時(也是)要去啟示揭露。

路 10:23 Kai. strafei.j pro.j tou.j maqhta.j katV ivdi,an ei=pen( Maka,rioi oì ovfqalmoi. oì ble,pontej a] ble,peteÅ
And he turned him unto his disciples, and said privately, Blessed are the eyes which see the things that ye see:
耶穌轉身暗暗的對門徒說。看見你們所看見的，那眼睛就有福了；

並且 (他)那時(也是)被轉動翻轉了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門徒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私人個別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們)蒙至高褔的 (他們)那些 (他們)眼睛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著眼觀看了的 到於(它們)這些個 你們現在持續著眼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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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10:24 le,gw ga.r ùmi/n o[ti polloi. profh/tai kai. basilei/j hvqe,lhsan ivdei/n a] ùmei/j ble,pete kai. ouvk ei=dan( kai.
avkou/sai a] avkou,ete kai. ouvk h;kousanÅ
For I tell you, that many prophets and kings have desired to see those things which ye see, and have not seen
them; and to hear those things which ye hear, and have not heard them.
我告訴你們，從前有許多先知和君王，要看你們所看的，卻沒有看見；要聽你們所聽的，卻沒有聽見。

我現在持續道說 因為 在對你們， 是這樣 (他們)許多的 (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並且 (他們)君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定意 那時(也是)要去看見察覺 到於(它們)這些個 你們 你們現在持續著眼觀看，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看見清楚；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聲聞耳聽 到於(它們)這些個 你們現在持續聲聞耳聽，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路 10:25 Kai. ivdou. nomiko,j tij avne,sth evkpeira,zwn auvto.n le,gwn( Dida,skale( ti, poih,saj zwh.n aivw,nion
klhronomh,swÈ
And, behold, a certain lawyer stood up, and tempted him, saying, Master, what shall I do to inherit eternal life?
有一個律法師，起來試探耶穌說：夫子，我該作甚麼纔可以承受永生。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屬律法的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

(他)現正持續向外使有探測試驗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阿,(他)老師，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他)那時(也是)行出作成了的 到於(她)生命 到於(她)時世恆久的 我將要(持續)行承受產業註1？

註1：“我將要(持續)行承受產業”文法上亦可以為“我那時(也是)應該行承受產業”。

[經文變異RT]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屬律法的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

(他)現正持續向外使有探測試驗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阿,(他)老師，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他)那時(也是)行出作成了的 到於(她)生命 到於(她)時世恆久的 我將要(持續)行承受產業？

路 10:26 ò de. ei=pen pro.j auvto,n( VEn tw/| no,mw| ti, ge,graptaiÈ pw/j avnaginw,skeijÈ
He said unto him, What is written in the law? how readest thou?
耶穌對他說：律法上寫的是甚麼；你念的是怎樣呢。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律法

(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怎樣如何地呢 你現在持續宣讀誦念？

路 10:27 ò de. avpokriqei.j ei=pen( VAgaph,seij ku,rion to.n qeo,n sou evx o[lhj Îth/jÐ kardi,aj sou kai. evn o[lh| th/|
yuch/| sou kai. evn o[lh| th/| ivscu,i? sou kai. evn o[lh| th/| dianoi,a| sou( kai. to.n plhsi,on sou ẁj seauto,nÅ
And he answering said, Thou shalt love the Lord thy God with all thy heart, and with all thy soul, and with all thy
strength, and with all thy mind; and thy neighbour as thyself.
他回答說：『你要盡心，盡性，盡力，盡意，愛主你的神；又要愛鄰舍如同自己。』

(他)那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你將要(持續)愛 到於(他)主人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從屬你 向外出來 從屬(她)整個全部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內心 從屬你， 並且 在內

在對(她)整個全部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生魂意念 從屬你， 並且 在內 在對(她)整個全部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強壯大力 從屬你， 並且 在內 在對(她)整個全部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悟性心思 從屬你； 並且 到於(他)那

在鄰近之處地 從屬你 正如地 到於(他)你自己。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你將要(持續)愛 到於(他)主人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從屬你 向外出來 從屬(她)整個全部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內心 從屬你， 並且 向外出來

從屬(她)整個全部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生魂意念 從屬你， 並且 向外出來 從屬(她)整個全部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強壯大力 從屬你， 並且 向外出來 從屬(她)整個全部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悟性心思 從屬你； 並且

到於(他)那 在鄰近之處地 從屬你 正如地 到於(他)你自己。
[經文變異WH]

(他)那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你將要(持續)愛 到於(他)主人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從屬你 向外出來 從屬(她)整個全部的 從屬(她)內心 從屬你， 並且 在內 在對(她)整個全部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生魂意念 從屬你， 並且 在內 在對(她)整個全部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強壯大力 從屬你， 並且

在內 在對(她)整個全部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悟性心思 從屬你； 並且 到於(他)那 在鄰近之處地 從屬你 正如地

到於(他)你自己。

路 10:28 ei=pen de. auvtw/|( VOrqw/j avpekri,qhj\ tou/to poi,ei kai. zh,sh|Å
And he said unto him, Thou hast answered right: this do, and thou shalt live.
耶穌說：你回答的是；你這樣行，就必得永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在對(他)同一者， 豎正直立地 你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註1； 到於(它)那同一者

你現在就要持續行出作成， 並且 你將要(持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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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你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文法上亦可以為“你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路 10:29 ò de. qe,lwn dikaiw/sai èauto.n ei=pen pro.j to.n VIhsou/n( Kai. ti,j evsti,n mou plhsi,onÈ
But he, willing to justify himself, said unto Jesus, And who is my neighbour?
那人要顯明自己有理，就對耶穌說：誰是我的鄰舍呢。

(他)那 然而也 (他)現正持續定意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稱為公義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並且 (他)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從屬我 在鄰近之處地？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現正持續定意了的 現要去持續稱為公義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並且 (他)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從屬我 在鄰近之處地？

路 10:30 up̀olabw.n ò VIhsou/j ei=pen( :Anqrwpo,j tij kate,bainen avpo. VIerousalh.m eivj VIericw. kai. lh|stai/j
perie,pesen( oi] kai. evkdu,santej auvto.n kai. plhga.j evpiqe,ntej avph/lqon avfe,ntej h̀miqanh/Å
And Jesus answering said, A certain man went down from Jerusalem to Jericho, and fell among thieves, which
stripped him of his raiment, and wounded him, and departed, leaving him half dead.
耶穌回答說：有一個人從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強盜手中，他們剝去他的衣裳，把他打個半死，就丟下他走

了。

(他)那時(也是)接起領受了的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人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當時持續向下行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耶陸撒冷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利哥， 並且 在對(他們)強盜

他/她/它那時(也是)落在其間， (他們)這些個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脫掉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到於(她們)災禍傷害

(他們)那時(也是)置放擺設在上面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他們)那時(也是)任憑釋放離開了的

到於(他)半死的。
[經文變異RT]

(他)那時(也是)接起領受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人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當時持續向下行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耶陸撒冷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利哥， 並且 在對(他們)強盜

他/她/它那時(也是)落在其間， (他們)這些個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脫掉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到於(她們)災禍傷害

(他們)那時(也是)置放擺設在上面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他們)那時(也是)任憑釋放離開了的

到於(他)半死的 到於(他)現正持續巧遇得著了的。

路 10:31 kata. sugkuri,an de. ìereu,j tij kate,bainen evn th/| od̀w/| evkei,nh| kai. ivdw.n auvto.n avntiparh/lqen\
And by chance there came down a certain priest that way: and when he saw him, he passed by on the other
side.
偶然有一個祭司，從這條路下來；看見他就從那邊過去了。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碰巧同時發生 然而也 (他)祭司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當時持續向下行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道路途徑 在對(她)在那裏的那個， 並且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對面過去；

路 10:32 òmoi,wj de. kai. Leui,thj Îgeno,menojÐ kata. to.n to,pon evlqw.n kai. ivdw.n avntiparh/lqenÅ
And likewise a Levite, when he was at the place, came and looked on him, and passed by on the other side.
又有一個利未人，來到這地方，看見他，也照樣從那邊過去了。

具同樣相同地 然而也 並且 (他)利未人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那

到於(他)地點處所 (他)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並且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對面過去。
[經文變異WH]

具同樣相同地 然而也 並且 (他)利未人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那 到於(他)地點處所 (他)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並且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對面過去。

路 10:33 Samari,thj de, tij òdeu,wn h=lqen katV auvto.n kai. ivdw.n evsplagcni,sqh(
But a certain Samaritan, as he journeyed, came where he was: and when he saw him, he had compassion on
him,
惟有一個撒瑪利亞人，行路來到那裏；看見他就動了慈心，

(他)撒瑪利亞人 然而也 (他)任何什麼 (他)現正持續行路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動憐慈心腸，
[經文變異RT]

(他)撒瑪利亞人 然而也 (他)任何什麼 (他)現正持續行路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動憐慈心腸，

路 10:34 kai. proselqw.n kate,dhsen ta. trau,mata auvtou/ evpice,wn e;laion kai. oi=non( evpibiba,saj de. auvto.n evpi. to.
i;dion kth/noj h;gagen auvto.n eivj pandocei/on kai. evpemelh,qh auvtou/Å
And went to him, and bound up his wounds, pouring in oil and wine, and set him on his own beast, and br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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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m to an inn, and took care of him.
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傷處，包裹好了，扶他騎上自己的牲口，帶到店裏去照應他。

並且 (他)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包紮妥當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創傷

從屬(他)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傾注澆流在上面了的 到於(它)油 並且 到於(他)酒； (他)那時(也是)敦促騎上了的

然而也 到於(他)同一者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那 到於(它)私人個別的 到於(它)牲口 他/她/它那時(也是)帶領

到於(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它)客棧，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關懷照應 從屬(他)同一者。

路 10:35 kai. evpi. th.n au;rion evkbalw.n e;dwken du,o dhna,ria tw/| pandocei/ kai. ei=pen( VEpimelh,qhti auvtou/( kai. o[
ti a'n prosdapanh,sh|j evgw. evn tw/| evpane,rcesqai, me avpodw,sw soiÅ
And on the morrow when he departed, he took out two pence, and gave them to the host, and said unto him,
Take care of him; and whatsoever thou spendest more, when I come again, I will repay thee.
第二天拿出二錢銀子來，交給店主說：你且照應他；此外所費用的，我回來必還你。

並且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明日地 (他)那時(也是)向外投擲出來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到於(它們)二個/兩個 到於(它們)十分銀錢之便士 在對(他)那 在對(他)客棧東主，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你那時(也是)就要被生關懷照應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到於(它)這個 到於(它)任何什麼 但凡

你那時(也是)應該額外地耗費支出， 我 在內 在對(它)那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返回 到於我， 我將要(持續)從那裏給與

在對你。
[經文變異RT]

並且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明日地 (他)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他)那時(也是)向外投擲出來了的

到於(它們)二個/兩個 到於(它們)十分銀錢之便士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在對(他)那 在對(他)客棧東主，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就要被生關懷照應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到於(它)這個

到於(它)任何什麼 但凡 你那時(也是)應該額外地耗費支出， 我 在內 在對(它)那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返回 到於我，

我將要(持續)從那裏給與 在對你。
[經文變異WH]

並且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明日地 (他)那時(也是)向外投擲出來了的 到於(它們)二個/兩個

到於(它們)十分銀錢之便士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在對(他)那 在對(他)客棧東主，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你那時(也是)就要被生關懷照應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到於(它)這個 到於(它)任何什麼

但凡 你那時(也是)應該額外地耗費支出， 我 在內 在對(它)那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返回 到於我，

我將要(持續)從那裏給與 在對你。

路 10:36 ti,j tou,twn tw/n triw/n plhsi,on dokei/ soi gegone,nai tou/ evmpeso,ntoj eivj tou.j lh|sta,jÈ
Which now of these three, thinkest thou, was neighbour unto him that fell among the thieves?
你想這三個人，那一個是落在強盜手中的鄰舍呢。

(他)任何什麼呢 從屬(他們)那同一者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三個 在鄰近之處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設想認為對

在對你 現已經去生發成為 從屬(他)那 從屬(他)那時(也是)落在其內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強盜？
[經文變異RT]

(他)任何什麼呢 這樣 從屬(他們)那同一者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三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設想認為對 在對你

在鄰近之處地 現已經去生發成為 從屬(他)那 從屬(他)那時(也是)落在其內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強盜？

路 10:37 ò de. ei=pen( ~O poih,saj to. e;leoj metV auvtou/Å ei=pen de. auvtw/| ò VIhsou/j( Poreu,ou kai. su. poi,ei òmoi,wjÅ
And he said, He that shewed mercy on him. Then said Jesus unto him, Go, and do thou likewise.
他說：是憐憫他的。耶穌說：你去照樣行罷。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那 (他)那時(也是)行出作成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憐憫慈悲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並且 你 你現在就要持續行出作成 具同樣相同地。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那 (他)那時(也是)行出作成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憐憫慈悲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這樣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並且 你 你現在就要持續行出作成 具同樣相同地。

路 10:38 VEn de. tw/| poreu,esqai auvtou.j auvto.j eivsh/lqen eivj kw,mhn tina,\ gunh. de, tij ovno,mati Ma,rqa ùpede,xato
auvto,nÅ
Now it came to pass, as they went, that he entered into a certain village: and a certain woman named Martha
received him into her house.
他們走路的時候，耶穌進了一個村莊；有一個女人名叫馬大，接他到自己家裏。

在內 然而也 在對(它)那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同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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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她)鄉村 到於(她)任何什麼； (她)女人 然而也 (她)任何什麼

在對(它)名字 (她)馬大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接到舍下 到於(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然而也 在內 在對(它)那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到於(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她)鄉村 到於(她)任何什麼； (她)女人 然而也

(她)任何什麼 在對(它)名字 (她)馬大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接到舍下 到於(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住處家室 從屬(她)同一者。
[經文變異WH]

在內 然而也 在對(它)那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她)鄉村 到於(她)任何什麼； (她)女人 然而也 (她)任何什麼

在對(它)名字 (她)馬大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接到舍下 到於(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住處家室。

路 10:39 kai. th/|de h=n avdelfh. kaloume,nh Maria,m( Îh]Ð kai. parakaqesqei/sa pro.j tou.j po,daj tou/ kuri,ou h;kouen
to.n lo,gon auvtou/Å
And she had a sister called Mary, which also sat at Jesus' feet, and heard his word.
他有一個妹子名叫馬利亞，在耶穌腳前坐著聽他的道。

並且 在對(她)也就是那個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她)姊妹 (她)現正持續被促請召喚了的 (她)馬利亞， (她)這個 並且

(她)那時(也是)被在旁邊坐定下來了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腳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他/她/它當時持續聲聞耳聽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在對(她)也就是那個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她)姊妹 (她)現正持續被促請召喚了的 (她)馬利亞， (她)這個 並且

(她)那時(也是)就座在旁邊了的 <在旁邊>到旁邊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腳 從屬(他)那 從屬(他)耶穌

他/她/它當時持續聲聞耳聽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同一者。

路 10:40 h` de. Ma,rqa periespa/to peri. pollh.n diakoni,an\ evpista/sa de. ei=pen( Ku,rie( ouv me,lei soi o[ti h` avdelfh,
mou mo,nhn me kate,lipen diakonei/nÈ eivpe. ou=n auvth/| i[na moi sunantila,bhtaiÅ
But Martha was cumbered about much serving, and came to him, and said, Lord, dost thou not care that my
sister hath left me to serve alone? bid her therefore that she help me.
馬大伺候的事多，心裏忙亂，就進前來說：主阿，我的妹子留下我一個人伺候，你不在意麼；請吩咐他來幫助我

。

(她)那 然而也 (她)馬大 他/她/它當時持續被攪亂分心 <在周圍>在周圍 到於(她)許多的 到於(她)職務服事，

(她)那時(也是)立定站住在上面了的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阿,(他)主人，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留意顧念[非人稱用法] 在對你 是這樣 (她)那 (她)姊妹 從屬我 到於(她)僅有單獨的 到於我

他/她/它那時(也是)遺留下 現要去持續行服事？ 你那時(也是)就要發話言說 這樣 在對(她)同一者 為要 在對我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共同扶助幫扶。
[經文變異WH]

(她)那 然而也 (她)馬大 他/她/它當時持續被攪亂分心 <在周圍>在周圍 到於(她)許多的 到於(她)職務服事，

(她)那時(也是)立定站住在上面了的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阿,(他)主人，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留意顧念[非人稱用法] 在對你 是這樣 (她)那 (她)姊妹 從屬我 到於(她)僅有單獨的 到於我

他/她/它當時持續遺留下 現要去持續行服事？ 你那時(也是)就要發話言說 這樣 在對(她)同一者 為要 在對我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共同扶助幫扶。

路 10:41 avpokriqei.j de. ei=pen auvth/| o` ku,rioj( Ma,rqa Ma,rqa( merimna/|j kai. qoruba,zh| peri. polla,(
And Jesus answered and said unto her, Martha, Martha, thou art careful and troubled about many things:
耶穌回答說：馬大，馬大，你為許多的事，思慮煩擾；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她)同一者 (他)那 (他)主人， 阿,(她)馬大

阿,(她)馬大， 你現在持續有分心掛慮 並且 你現在持續被煩擾攪亂 <在周圍>在周圍 到於(它們)許多的；
[經文變異RT]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她)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阿,(她)馬大

阿,(她)馬大， 你現在持續有分心掛慮 並且 你現在持續被打攪煩亂 <在周圍>在周圍 到於(它們)許多的；

路 10:42 eǹo.j de, evstin crei,a\ Maria.m ga.r th.n avgaqh.n meri,da evxele,xato h[tij ouvk avfaireqh,setai auvth/jÅ
But one thing is needful: and Mary hath chosen that good part, which shall not be taken away from her.
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馬利亞已經選擇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奪去的。

從屬(它)一個 然而也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需用； (她)馬利亞 因為 到於(她)那 到於(她)良善的 到於(她)配份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挑選， (她)這個任何什麼 不是/不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分離去除 從屬(她)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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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屬(它)一個 然而也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需用； (她)馬利亞 然而也 到於(她)那 到於(她)良善的 到於(她)配份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挑選， (她)這個任何什麼 不是/不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分離去除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同一者。
[經文變異WH]

從屬(它們)些微少許的 然而也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需用 甚或/或而 從屬(它)一個； (她)馬利亞 因為 到於(她)那

到於(她)良善的 到於(她)配份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挑選， (她)這個任何什麼 不是/不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分離去除 從屬(她)同一者。

路 11:1 Kai. evge,neto evn tw/| ei=nai auvto.n evn to,pw| tini. proseuco,menon( wj̀ evpau,sato( ei=pe,n tij tw/n maqhtw/n
auvtou/ pro.j auvto,n( Ku,rie( di,daxon h̀ma/j proseu,cesqai( kaqw.j kai. VIwa,nnhj evdi,daxen tou.j maqhta.j auvtou/Å
And it came to pass, that, as he was praying in a certain place, when he ceased, one of his disciples said unto
him, Lord, teach us to pray, as John also taught his disciples.
耶穌在一個地方禱告；禱告完了，有個門徒對他說：求主教導我們禱告，像約翰教導他的門徒。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內 在對(它)那 現要去持續是 到於(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他)地點處所

在對(他)任何什麼 到於(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祈禱求告了的， 正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停息休止，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任何什麼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阿,(他)主人， 你那時(也是)就要教導 到於我們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祈禱求告， 按照正如地 並且

(他)約翰 他/她/它那時(也是)教導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路 11:2 ei=pen de. auvtoi/j( {Otan proseu,chsqe le,gete( Pa,ter( àgiasqh,tw to. o;noma, sou\ evlqe,tw h̀ basilei,a sou\
And he said unto them, When ye pray, say, Our Father which art in heaven, Hallowed be thy name. Thy
kingdom come. Thy will be done, as in heaven, so in earth.
耶穌說：你們禱告的時候，要說：我們在天上的父，〔有古卷只作父阿〕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願你的國降臨；

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有古卷無願你的旨意云云〕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在對(他們)同一者， 但凡當這時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讓自己/被祈禱求告，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道說， 阿,(他)父親，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被使成聖 (它)那 (它)名字 從屬你；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到來前往 (她)那 (她)王權國度 從屬你。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在對(他們)同一者， 但凡當這時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讓自己/被祈禱求告，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道說， 阿,(他)父親 從屬我們 (他)那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天空/天，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被使成聖 (它)那 (它)名字 從屬你；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到來前往 (她)那 (她)王權國度

從屬你；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被生發成為 (它)那 (它)所定意 從屬你， 正如地 在內 在對(他)天空/天 並且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路 11:3 to.n a;rton hm̀w/n to.n evpiou,sion di,dou hm̀i/n to. kaqV h̀me,ran\
Give us day by day our daily bread.
我們日用的飲食，天天賜給我們。

到於(他)那 到於(他)麵餅 從屬我們 到於(他)那 到於(他)明日生存的 你現在就要持續給與 在對我們 到於(它)那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日子/白日；

路 11:4 kai. a;fej h̀mi/n ta.j àmarti,aj hm̀w/n( kai. ga.r auvtoi. avfi,omen panti. ovfei,lonti h̀mi/n\ kai. mh. eivsene,gkh|j
hm̀a/j eivj peirasmo,nÅ
And forgive us our sins; for we also forgive every one that is indebted to us. And lead us not into temptation; but
deliver us from evil.
赦免我們的罪，因為我們也赦免凡虧欠我們的人。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有古卷無末句〕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任憑釋放離開 在對我們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罪 從屬我們， 並且 因為 (他們)同一者

我們現在持續任憑釋放離開 在對(他)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現正持續積欠負債了的 在對我們； 並且 不會/不要

你那時(也是)應該向內負載攜帶進入註1
到於我們 向內進入 到於(他)試探試煉。

註1：“你那時(也是)應該向內負載攜帶進入”文法上亦可以為“你那時(也是)就要向內負載攜帶進入”。

[經文變異RT]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任憑釋放離開 在對我們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罪 從屬我們， 並且 因為 (他們)同一者

我們現在持續任憑釋放離開 在對(他)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現正持續積欠負債了的 在對我們； 並且 不會/不要

你那時(也是)應該向內負載攜帶進入 到於我們 向內進入 到於(他)試探試煉； 但乃是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搭救

到於我們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惡的註1。

註1：“從屬(他)那 從屬(他)惡的”文法上亦可以為“從屬(它)那 從屬(它)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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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11:5 Kai. ei=pen pro.j auvtou,j( Ti,j evx ùmw/n e[xei fi,lon kai. poreu,setai pro.j auvto.n mesonukti,ou kai. ei;ph|
auvtw/|( Fi,le( crh/so,n moi trei/j a;rtouj(
And he said unto them, Which of you shall have a friend, and shall go unto him at midnight, and say unto him,
Friend, lend me three loaves;
耶穌又說：你們中間誰有一個朋友，半夜到他那裏去說：朋友，請借給我三個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任何什麼呢 向外出來 從屬你們

他/她/它將要(持續)持有 到於(他)朋友，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行去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從屬(它)半夜，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阿,(他)朋友， 你那時(也是)就要提供借用

在對我 到於(他們)三個 到於(他們)麵餅；

路 11:6 evpeidh. fi,loj mou parege,neto evx òdou/ pro,j me kai. ouvk e;cw o] paraqh,sw auvtw/|\
For a friend of mine in his journey is come to me, and I have nothing to set before him?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行路，來到我這裏，我沒有甚麼給他擺上。

在其上已然如此 (他)朋友 從屬我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來到旁邊 向外出來 從屬(她)道路途徑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我， 並且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它)這個 我將要(持續)置放擺設在旁邊 在對(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MT]

在其上已然如此 (他)朋友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來到旁邊 向外出來 從屬(她)道路途徑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我， 並且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它)這個 我將要(持續)置放擺設在旁邊 在對(他)同一者；

路 11:7 kavkei/noj e;swqen avpokriqei.j ei;ph|( Mh, moi ko,pouj pa,rece\ h;dh h` qu,ra ke,kleistai kai. ta. paidi,a mou
metV evmou/ eivj th.n koi,thn eivsi,n\ ouv du,namai avnasta.j dou/nai, soiÅ
And he from within shall answer and say, Trouble me not: the door is now shut, and my children are with me in
bed; I cannot rise and give thee.
那人在裏面回答說：不要攪擾我；門已經關閉，孩子們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來給你。

(他)且在那裏的那個 從入內裏面地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不會/不要

在對我 到於(他們)勞碌疲累 你現在就要持續展示提供； 甚而已然如此地 (她)那 (她)門戶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關上鎖住， 並且 (它們)那些 (它們)小孩童 從屬我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我"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睡床臥榻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他)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給與 在對你。
[不同標點]

(他)且在那裏的那個 從入內裏面地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不會/不要

在對我 到於(他們)勞碌疲累 你現在就要持續展示提供； 甚而已然如此地 (她)那 (她)門戶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關上鎖住， 並且 (它們)那些 (它們)小孩童 從屬我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我"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睡床臥榻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他)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給與 在對你？

路 11:8 le,gw ùmi/n( eiv kai. ouv dw,sei auvtw/| avnasta.j dia. to. ei=nai fi,lon auvtou/( dia, ge th.n avnai,deian auvtou/
evgerqei.j dw,sei auvtw/| o[swn crh,|zeiÅ
I say unto you, Though he will not rise and give him, because he is his friend, yet because of his importunity he
will rise and give him as many as he needeth.
我告訴你們，雖不因他是朋友起來給他，但因他情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來照他所需用的給他。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若是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將要(持續)給與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了的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 現要去持續是 到於(他)朋友 從屬(他)同一者，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確實 到於(她)那 到於(她)厚顏強求 從屬(他)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被喚醒起來了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給與 在對(他)同一者 從屬(它們)這每一切 他/她/它現在持續有需要。
[經文變異RT]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若是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將要(持續)給與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了的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 現要去持續是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他)朋友，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確實 到於(她)那 到於(她)厚顏強求 從屬(他)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被喚醒起來了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給與 在對(他)同一者 從屬(它們)這每一切 他/她/它現在持續有需要。

路 11:9 kavgw. ùmi/n le,gw( aivtei/te kai. doqh,setai ùmi/n( zhtei/te kai. eùrh,sete( krou,ete kai. avnoigh,setai ùmi/n\
And I say unto you, Ask, and it shall be given you; seek, and ye shall find; knock, and it shall be opened unto
you.
我又告訴你們，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門。

並且我 在對你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索問要求，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給與 在對你們；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探索尋求， 並且 你們將要(持續)找到尋見；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叩門， 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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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將要(持續)被向上開啟打開 在對你們。

路 11:10 pa/j ga.r ò aivtw/n lamba,nei kai. ò zhtw/n eùri,skei kai. tw/| krou,onti avnoigÎh,sÐetaiÅ
For every one that asketh receiveth; and he that seeketh findeth; and to him that knocketh it shall be opened.
因為凡祈求的就得著，尋找的就尋見；叩門的就給他開門。

(他)所有每一個的 因為 (他)那 (他)現正持續索問要求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拿取； 並且 (他)那

(他)現正持續探索尋求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找到尋見； 並且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叩門了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向上開啟打開 [或=他/她/它現在持續被向上開啟打開]。

路 11:11 ti,na de. evx ùmw/n to.n pate,ra aivth,sei ò uiò.j ivcqu,n( kai. avnti. ivcqu,oj o;fin auvtw/| evpidw,seiÈ
If a son shall ask bread of any of you that is a father, will he give him a stone? or if he ask a fish, will he for a fish
give him a serpent?
你們中間作父親的，誰有兒子求餅，反給他石頭呢；求魚，反拿蛇當魚給他呢；

到於(他)任何什麼呢 然而也 向外出來 從屬你們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他/她/它將要(持續)索問要求 (他)那

(他)兒子 到於(他)魚， 並且 相對對應 從屬(他)魚 到於(他)蛇 在對(他)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交給？
[經文變異RT]

到於(他)任何什麼呢 然而也 從屬你們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他/她/它將要(持續)索問要求 (他)那 (他)兒子

到於(他)麵餅， 豈會呢 到於(他)石頭 他/她/它將要(持續)交給 在對(他)同一者？ 若是 並且 到於(他)魚， 豈會呢

相對對應 從屬(他)魚 到於(他)蛇 他/她/它將要(持續)交給 在對(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WH]

到於(他)任何什麼呢 然而也 向外出來 從屬你們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他/她/它將要(持續)索問要求 (他)那

(他)兒子 到於(他)魚， 豈會呢 相對對應 從屬(他)魚 到於(他)蛇 在對(他)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交給？

路 11:12 h' kai. aivth,sei wv|o,n( evpidw,sei auvtw/| skorpi,onÈ
Or if he shall ask an egg, will he offer him a scorpion?
求雞蛋，反給他蠍子呢。

甚或/或而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索問要求 到於(它)蛋， 他/她/它將要(持續)交給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他)蠍子？
[經文變異RT]

甚或/或而 並且 但凡若是 那時(也是)應該索問要求 到於(它)蛋， 豈會呢 他/她/它將要(持續)交給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他)蠍子？

路 11:13 eiv ou=n ùmei/j ponhroi. ùpa,rcontej oi;date do,mata avgaqa. dido,nai toi/j te,knoij ùmw/n( po,sw| ma/llon ò
path.r ÎòÐ evx ouvranou/ dw,sei pneu/ma a[gion toi/j aivtou/sin auvto,nÅ
If ye then, being evil, know how to give good gifts unto your children: how much more shall your heavenly Father
give the Holy Spirit to them that ask him?
你們雖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東西給兒女；何況天父，豈不更將聖靈給求他的人麼。

若是 這樣 你們 (他們)惡的 (他們)現正持續源屬具有了的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到於(它們)贈品 到於(它們)良善的

現要去持續給與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孩子 從屬你們， 在對(它)這多少呢 更特別尤其地 (他)那 (他)父親 (他)那

向外出來 從屬(他)天空/天 他/她/它將要(持續)給與 到於(它)靈/風 到於(它)聖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索問要求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若是 這樣 你們 (他們)惡的 (他們)現正持續源屬具有了的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到於(它們)良善的 到於(它們)贈品

現要去持續給與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孩子 從屬你們， 在對(它)這多少呢 更特別尤其地 (他)那 (他)父親 (他)那

向外出來 從屬(他)天空/天 他/她/它將要(持續)給與 到於(它)靈/風 到於(它)聖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索問要求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路 11:14 Kai. h=n evkba,llwn daimo,nion Îkai. auvto. h=nÐ kwfo,n\ evge,neto de. tou/ daimoni,ou evxelqo,ntoj evla,lhsen ò
kwfo.j kai. evqau,masan oì o;cloiÅ
And he was casting out a devil, and it was dumb. And it came to pass, when the devil was gone out, the dumb
spake; and the people wondered.
耶穌趕出一個叫人啞吧的鬼；鬼出去了，啞吧就說出話來；眾人都希奇。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現正持續向外投擲出來了的 到於(它)鬼魔， 並且 (它)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它)聽講遲鈍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然而也， 從屬(它)那 從屬(它)鬼魔

從屬(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言講說 (他)那 (他)聽講遲鈍的；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希奇 (他們)那些 (他們)群眾。
[經文變異WH]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現正持續向外投擲出來了的 到於(它)鬼魔 到於(它)聽講遲鈍的註1；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然而也， 從屬(它)那 從屬(它)鬼魔 從屬(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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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言講說 (他)那 (他)聽講遲鈍的；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希奇 (他們)那些 (他們)群眾。

註1：“(它)聽講遲鈍的”文法上亦可以為“到於(它)聽講遲鈍的”。

路 11:15 tine.j de. evx auvtw/n ei=pon( VEn Beelzebou.l tw/| a;rconti tw/n daimoni,wn evkba,llei ta. daimo,nia\
But some of them said, He casteth out devils through Beelzebub the chief of the devils.
內中卻有人說：他是靠著鬼王別西卜趕鬼。

(他們)任何什麼 然而也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內 在對(他)別西卜

在對(他)那 在對(他)首領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鬼魔 他/她/它現在持續向外投擲出來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鬼魔。
[經文變異RT]

(他們)任何什麼 然而也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內 在對(他)別西卜

在對(他)首領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鬼魔 他/她/它現在持續向外投擲出來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鬼魔。

路 11:16 e[teroi de. peira,zontej shmei/on evx ouvranou/ evzh,toun parV auvtou/Å
And others, tempting him, sought of him a sign from heaven.
又有人試探耶穌，向他求從天上來的神蹟。

(他們)相異不同的 然而也 (他們)現正持續使有探測試驗了的 到於(它)識別之表記徵兆 向外出來 從屬(他)天空/天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探索尋求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們)相異不同的 然而也 (他們)現正持續使有探測試驗了的 到於(它)識別之表記徵兆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探索尋求 向外出來 從屬(他)天空/天。

路 11:17 auvto.j de. eivdw.j auvtw/n ta. dianoh,mata ei=pen auvtoi/j( Pa/sa basilei,a evfV èauth.n diamerisqei/sa
evrhmou/tai kai. oi=koj evpi. oi=kon pi,pteiÅ
But he, knowing their thoughts, said unto them, Every kingdom divided against itself is brought to desolation;
and a house divided against a house falleth.
他曉得他們的意念，便對他們說：凡一國自相分爭，就成為荒場；凡一家自相分爭，就必敗落。

(他)同一者 然而也 (他)現在已經看見察覺了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想法觀點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她)所有每一個的 (她)王權國度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同一者自己 (她)那時(也是)被徹底地分開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促使成孤獨荒涼； 並且 (他)住處家室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住處家室 他/她/它現在持續落下墜落。
[不同標點]

(他)同一者 然而也 (他)現在已經看見察覺了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想法觀點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她)所有每一個的 (她)王權國度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同一者自己 (她)那時(也是)被徹底地分開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促使成孤獨荒涼， 並且 (他)住處家室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住處家室 他/她/它現在持續落下墜落。

路 11:18 eiv de. kai. ò Satana/j evfV èauto.n diemeri,sqh( pw/j staqh,setai h̀ basilei,a auvtou/È o[ti le,gete evn
Beelzebou.l evkba,llein me ta. daimo,niaÅ
If Satan also be divided against himself, how shall his kingdom stand? because ye say that I cast out devils
through Beelzebub.
若撒但自相分爭，他的國怎能站得住呢；因為你們說我是靠著別西卜趕鬼。

若是 然而也 並且 (他)那 (他)撒但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徹底地分開，

怎樣如何地呢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立定站住 (她)那 (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同一者？ 是這樣 你們現在持續道說 在內

在對(他)別西卜 現要去持續向外投擲出來 到於我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鬼魔。

路 11:19 eiv de. evgw. evn Beelzebou.l evkba,llw ta. daimo,nia( oi` uìoi. um̀w/n evn ti,ni evkba,llousinÈ dia. tou/to auvtoi.
um̀w/n kritai. e;sontaiÅ
And if I by Beelzebub cast out devils, by whom do your sons cast them out? therefore shall they be your judges.
我若靠著別西卜趕鬼，你們的子弟趕鬼，又靠著誰呢；這樣，他們就要斷定你們的是非。

若是 然而也 我 在內 在對(他)別西卜 我現在持續向外投擲出來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鬼魔， (他們)那些

(他們)兒子 從屬你們 在內 在對(他)任何什麼呢註1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向外投擲出來？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同一者 (他們)同一者 從屬你們 (他們)審判官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是。

註1：“在對(他)任何什麼呢”文法上亦可以為“在對(它)任何什麼呢”。

[經文變異RT]

若是 然而也 我 在內 在對(他)別西卜 我現在持續向外投擲出來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鬼魔， (他們)那些

(他們)兒子 從屬你們 在內 在對(他)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向外投擲出來？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同一者 (他們)審判官 從屬你們 (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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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11:20 eiv de. evn daktu,lw| qeou/ Îevgw.Ð evkba,llw ta. daimo,nia( a;ra e;fqasen evfV ùma/j h` basilei,a tou/ qeou/Å
But if I with the finger of God cast out devils, no doubt the kingdom of God is come upon you.
我若靠著神的能力趕鬼，這就是神的國臨到你們了。

若是 然而也 在內 在對(他)手指 從屬(他)神 我 我現在持續向外投擲出來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鬼魔，

果然如此 他/她/它那時(也是)佔前先到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你們 (她)那 (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經文變異RT]

若是 然而也 在內 在對(他)手指 從屬(他)神 我現在持續向外投擲出來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鬼魔， 果然如此

他/她/它那時(也是)佔前先到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你們 (她)那 (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路 11:21 o[tan ò ivscuro.j kaqwplisme,noj fula,ssh| th.n eàutou/ auvlh,n( evn eivrh,nh| evsti.n ta. ùpa,rconta auvtou/\
When a strong man armed keepeth his palace, his goods are in peace:
壯士披掛整齊，看守自己的住宅，他所有的都平安無事；

但凡當這時 (他)那 (他)強壯大力的 (他)現在已經被使有器械裝備齊整了的
註1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看管守護

到於(她)那 從屬(他)同一者自己 到於(她)天井庭院， 在內 在對(她)和平安寧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們)那些

(它們)現正持續源屬具有了的 從屬(他)同一者；

註1：“(他)現在已經被使有器械裝備齊整了的”文法上亦可以為“(他)現在已經讓自己使有器械裝備齊整了的”。

路 11:22 evpa.n de. ivscuro,teroj auvtou/ evpelqw.n nikh,sh| auvto,n( th.n panopli,an auvtou/ ai;rei evfV h-| evpepoi,qei kai. ta.
sku/la auvtou/ diadi,dwsinÅ
But when a stronger than he shall come upon him, and overcome him, he taketh from him all his armour
wherein he trusted, and divideth his spoils.
但有一個比他更壯的來，勝過他，就奪去他所倚靠的盔甲兵器，又分了他的贓。

在上面但凡 然而也 (他)更強壯大力的 從屬(他)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到來前往在上面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獲勝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她)那 到於(她)全副器械裝備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提起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這個 他/她/它當時已經勸信說服，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繳獲物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分給。
[經文變異RT]

在上面但凡 然而也 (他)那 (他)更強壯大力的 從屬(他)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到來前往在上面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獲勝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她)那 到於(她)全副器械裝備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提起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這個 他/她/它當時已經勸信說服，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繳獲物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分給。

路 11:23 ò mh. w'n metV evmou/ katV evmou/ evstin( kai. ò mh. suna,gwn metV evmou/ skorpi,zeiÅ
He that is not with me is against me: and he that gathereth not with me scattereth.
不與我相合的，就是敵我的；不同我收聚的，就是分散的。

(他)那 不會/不要 (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我"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我"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並且 (他)那 不會/不要 (他)現正持續聚集了的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我" 他/她/它現在持續驅離分散。

路 11:24 {Otan to. avka,qarton pneu/ma evxe,lqh| avpo. tou/ avnqrw,pou( die,rcetai diV avnu,drwn to,pwn zhtou/n
avna,pausin kai. mh. eùri,skon\ Îto,teÐ le,gei( ~Upostre,yw eivj to.n oi=ko,n mou o[qen evxh/lqon\
When the unclean spirit is gone out of a man, he walketh through dry places, seeking rest; and finding none, he
saith, I will return unto my house whence I came out.
污鬼離了人身，就在無水之地，過來過去，尋求安歇之處；既尋不著，便說：我要回到我所出來的屋裏去。

但凡當這時 (它)那 (它)污穢的 (它)靈/風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橫過穿越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們)沒有水的 從屬(他們)地點處所，

(它)現正持續探索尋求了的 到於(她)休息恢復， 並且 不會/不要 (它)現正持續找到尋見了的； 當那時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我將要(持續)翻轉轉回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住處家室 從屬我 從這裏地

我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經文變異RT]

但凡當這時 (它)那 (它)污穢的 (它)靈/風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橫過穿越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們)沒有水的 從屬(他們)地點處所，

(它)現正持續探索尋求了的 到於(她)休息恢復； 並且 不會/不要 (它)現正持續找到尋見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我將要(持續)翻轉轉回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住處家室 從屬我 從這裏地 我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路 11:25 kai. evlqo.n eùri,skei sesarwme,non kai. kekosmhme,nonÅ
And when he cometh, he findeth it swept and garnished.
到了，就看見裏面打掃乾淨，修飾好了；

並且 (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找到尋見 到於(他)現在已經被打掃了的 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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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於(他)現在已經被有美容妝束了的。
[經文變異WH]

並且 (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找到尋見 到於(他)現在已經被使有閒暇空閒了的，

到於(他)現在已經被打掃了的 並且 到於(他)現在已經被有美容妝束了的。

路 11:26 to,te poreu,etai kai. paralamba,nei e[tera pneu,mata ponhro,tera eàutou/ èpta. kai. eivselqo,nta katoikei/
evkei/\ kai. gi,netai ta. e;scata tou/ avnqrw,pou evkei,nou cei,rona tw/n prw,twnÅ
Then goeth he, and taketh to him seven other spirits more wicked than himself; and they enter in, and dwell
there: and the last state of that man is worse than the first.
便去另帶了七個比自己更惡的鬼來，都進去住在那裏；那人末後的景況，比先前更不好了。

當那時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拿取在旁邊 到於(它們)相異不同的 到於(它們)靈/風

到於(它們)更惡的 從屬(他)同一者自己 到於(它們)七個， 並且 (它們)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定居 在那裏地；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它們)那些 (它們)最末後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從屬(他)在那裏的那個 (它們)更卑劣不好的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首先的。
[經文變異RT]

當那時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拿取在旁邊 到於(它們)七個 到於(它們)相異不同的

到於(它們)靈/風 到於(它們)更惡的 從屬(他)同一者自己， 並且 (它們)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定居 在那裏地；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它們)那些 (它們)最末後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從屬(他)在那裏的那個 (它們)更卑劣不好的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首先的。

路 11:27 VEge,neto de. evn tw/| le,gein auvto.n tau/ta evpa,rasa, tij fwnh.n gunh. evk tou/ o;clou ei=pen auvtw/|( Makari,a h`
koili,a h̀ basta,sasa, se kai. mastoi. ou]j evqh,lasajÅ
And it came to pass, as he spake these things, a certain woman of the company lifted up her voice, and said
unto him, Blessed is the womb that bare thee, and the paps which thou hast sucked.
耶穌正說這話的時候，眾人中間，有一個女人大聲說：懷你胎的和乳養你的有福了。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然而也 在內 在對(它)那 現要去持續道說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她)那時(也是)在上面提起了的 (她)任何什麼 到於(她)聲音 (她)女人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群眾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她)蒙至高褔的 (她)那 (她)腹腔 (她)那 (她)那時(也是)提舉擔負了的

到於你， 並且 (他們)乳部前胸 到於(他們)這些個 你那時(也是)哺乳。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然而也 在內 在對(它)那 現要去持續道說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她)那時(也是)在上面提起了的 (她)任何什麼 (她)女人 到於(她)聲音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群眾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她)蒙至高褔的 (她)那 (她)腹腔 (她)那 (她)那時(也是)提舉擔負了的

到於你， 並且 (他們)乳部前胸 到於(他們)這些個 你那時(也是)哺乳。

路 11:28 auvto.j de. ei=pen( Menou/n maka,rioi oì avkou,ontej to.n lo,gon tou/ qeou/ kai. fula,ssontejÅ
But he said, Yea rather, blessed are they that hear the word of God, and keep it.
耶穌說：是，卻還不如聽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

(他)同一者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的確這樣， (他們)蒙至高褔的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聲聞耳聽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看管守護了的。
[經文變異RT]

(他)同一者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的確這樣確實， (他們)蒙至高褔的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聲聞耳聽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看管守護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路 11:29 Tw/n de. o;clwn evpaqroizome,nwn h;rxato le,gein( ~H genea. au[th genea. ponhra, evstin\ shmei/on zhtei/( kai.
shmei/on ouv doqh,setai auvth/| eiv mh. to. shmei/on VIwna/Å
And when the people were gathered thick together, he began to say, This is an evil generation: they seek a
sign; and there shall no sign be given it, but the sign of Jonas the prophet.
當眾人聚集的時候，耶穌開講說：這世代是一個邪惡的世代；他們求看神蹟，除了約拿的神蹟以外，再沒有神蹟

給他們看。

從屬(他們)那些 然而也 從屬(他們)群眾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被在上面會集聚合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 現要去持續道說， (她)那 (她)族類之世代 (她)那同一者 (她)族類之世代 (她)惡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到於(它)識別之表記徵兆 他/她/它現在持續探索尋求， 並且 (它)識別之表記徵兆 不是/不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給與 在對(她)同一者， 若是 不會/不要 (它)那 (它)識別之表記徵兆 從屬(他)約拿。
[經文變異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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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屬(他們)那些 然而也 從屬(他們)群眾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被在上面會集聚合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 現要去持續道說， (她)那 (她)族類之世代 (她)那同一者 (她)惡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到於(它)識別之表記徵兆 他/她/它現在持續在上面探索尋求， 並且 (它)識別之表記徵兆

不是/不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給與 在對(她)同一者， 若是 不會/不要 (它)那 (它)識別之表記徵兆 從屬(他)約拿

從屬(他)那 從屬(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路 11:30 kaqw.j ga.r evge,neto VIwna/j toi/j Nineui,taij shmei/on( ou[twj e;stai kai. ò uiò.j tou/ avnqrw,pou th/| genea/|
tau,th|Å
For as Jonas was a sign unto the Ninevites, so shall also the Son of man be to this generation.
約拿怎樣為尼尼微人成了神蹟，人子也要照樣為這世代的人成了神蹟。

按照正如地 因為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他)約拿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尼尼微人

(它)識別之表記徵兆， 那同一樣式地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並且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在對(她)那

在對(她)族類之世代 在對(她)那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按照正如地 因為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他)約拿 (它)識別之表記徵兆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尼尼微人， 那同一樣式地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並且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在對(她)那

在對(她)族類之世代 在對(她)那同一者。
[經文變異WH]

按照正如地 因為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他)那 (他)約拿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尼尼微人

(它)識別之表記徵兆， 那同一樣式地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並且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在對(她)那

在對(她)族類之世代 在對(她)那同一者。

路 11:31 basi,lissa no,tou evgerqh,setai evn th/| kri,sei meta. tw/n avndrw/n th/j genea/j tau,thj kai. katakrinei/
auvtou,j( o[ti h=lqen evk tw/n pera,twn th/j gh/j avkou/sai th.n sofi,an Solomw/noj( kai. ivdou. plei/on Solomw/noj w-deÅ
The queen of the south shall rise up in the judgment with the men of this generation, and condemn them: for she
came from the utmost parts of the earth to hear the wisdom of Solomon; and, behold, a greater than Solomon is
here.
當審判的時候，南方的女王，要起來定這世代的罪；因為他從地極而來，要聽所羅門的智慧話；看哪，在這裏有

一人比所羅門更大。

(她)女王 從屬(他)南風/南方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喚醒起來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區別審斷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男人/丈夫 從屬(她)那 從屬(她)族類之世代 從屬(她)那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斷定有罪 到於(他們)同一者； 是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那邊之極末端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那時(也是)要去聲聞耳聽 到於(她)那 到於(她)智慧

從屬(他)所羅門；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它)更多的 從屬(他)所羅門 也就在此地。

路 11:32 a;ndrej Nineui/tai avnasth,sontai evn th/| kri,sei meta. th/j genea/j tau,thj kai. katakrinou/sin auvth,n\ o[ti
meteno,hsan eivj to. kh,rugma VIwna/( kai. ivdou. plei/on VIwna/ w-deÅ
The men of Nineve shall rise up in the judgment with this generation, and shall condemn it: for they repented at
the preaching of Jonas; and, behold, a greater than Jonas is here.
當審判的時候，尼尼微人要起來定這世代的罪；因為尼尼微人聽了約拿所傳的，就悔改了；看哪，在這裏有一人

比約拿更大。

(他們)男人/丈夫 (他們)尼尼微人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再站立起來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區別審斷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那 從屬(她)族類之世代 從屬(她)那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斷定有罪

到於(她)同一者； 是這樣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轉念悔悟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所傳達宣講 從屬(他)約拿；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它)更多的 從屬(他)約拿 也就在此地。
[經文變異RT]

(他們)男人/丈夫 從屬(她)尼尼微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再站立起來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區別審斷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那 從屬(她)族類之世代 從屬(她)那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斷定有罪

到於(她)同一者； 是這樣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轉念悔悟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所傳達宣講 從屬(他)約拿；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它)更多的 從屬(他)約拿 也就在此地。

路 11:33 Ouvdei.j lu,cnon a[yaj eivj kru,pthn ti,qhsin Îouvde. ùpo. to.n mo,dionÐ avllV evpi. th.n lucni,an( i[na oì
eivsporeuo,menoi to. fw/j ble,pwsinÅ
No man, when he hath lighted a candle, putteth it in a secret place, neither under a bushel, but on a candlestick,
that they which come in may see the light.
沒有人點燈放在地窨子裏，或是斗底下，總是放在燈臺上，使進來的人得見亮光。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到於(他)燈火 (他)那時(也是)連接觸動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地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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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現在持續置放擺設， 然而也不是地 <在底下>在底下 到於(他)那 到於(他)斗， 但乃是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燈臺， 為要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向內行去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光明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著眼觀看。
[經文變異RT]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然而也 到於(他)燈火 (他)那時(也是)連接觸動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它)乃隱藏遮掩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置放擺設， 然而也不是地 <在底下>在底下 到於(他)那 到於(他)斗， 但乃是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燈臺， 為要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向內行去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光華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著眼觀看。

路 11:34 ò lu,cnoj tou/ sw,mato,j evstin ò ovfqalmo,j souÅ o[tan ò ovfqalmo,j sou ap̀lou/j h=|( kai. o[lon to. sw/ma, sou
fwteino,n evstin\ evpa.n de. ponhro.j h=|( kai. to. sw/ma, sou skoteino,nÅ
The light of the body is the eye: therefore when thine eye is single, thy whole body also is full of light; but when
thine eye is evil, thy body also is full of darkness.
你眼睛就是身上的燈，你的眼睛若瞭亮，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

(他)那 (他)燈火 從屬(它)那 從屬(它)身體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眼睛 從屬你。 但凡當這時 (他)那 (他)眼睛

從屬你 (他)單純誠實的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是， 並且 (它)整個全部的 (它)那 (它)身體 從屬你 (它)光輝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上面但凡 然而也 (他)惡的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是， 並且 (它)那 (它)身體 從屬你

(它)黑暗成的。
[經文變異RT]

(他)那 (他)燈火 從屬(它)那 從屬(它)身體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眼睛。 但凡當這時 這樣 (他)那 (他)眼睛

從屬你 (他)單純誠實的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是， 並且 (它)整個全部的 (它)那 (它)身體 從屬你 (它)光輝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上面但凡 然而也 (他)惡的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是， 並且 (它)那 (它)身體 從屬你

(它)黑暗成的。

路 11:35 sko,pei ou=n mh. to. fw/j to. evn soi. sko,toj evsti,nÅ
Take heed therefore that the light which is in thee be not darkness.
所以你要省察，恐怕你裏頭的光，或者黑暗了。

你現在就要持續行眺望偵察 這樣， 不會/不要 (它)那 (它)光明 (它)那 在內 在對你 (它)黑暗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路 11:36 eiv ou=n to. sw/ma, sou o[lon fwteino,n( mh. e;con me,roj ti skoteino,n( e;stai fwteino.n o[lon wj̀ o[tan ò
lu,cnoj th/| avstraph/| fwti,zh| seÅ
If thy whole body therefore be full of light, having no part dark, the whole shall be full of light, as when the bright
shining of a candle doth give thee light.
若是你全身光明，毫無黑暗，就必全然光明，如同燈的明光照亮你。

若是 這樣 (它)那 (它)身體 從屬你 (它)整個全部的 (它)光輝的， 不會/不要 (它)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它)部分

到於(它)任何什麼 到於(它)黑暗成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它)光輝的 (它)整個全部的， 正如地 但凡當這時

(他)那 (他)燈火 在對(她)那 在對(她)閃電強光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光照 到於你。
[經文變異RT]

若是 這樣 (它)那 (它)身體 從屬你 (它)整個全部的 (它)光輝的， 不會/不要 (它)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它)任何什麼 到於(它)部分 到於(它)黑暗成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它)光輝的 (它)整個全部的， 正如地

但凡當這時 (他)那 (他)燈火 在對(她)那 在對(她)閃電強光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光照 到於你。

路 11:37 VEn de. tw/| lalh/sai evrwta/| auvto.n Farisai/oj o[pwj avristh,sh| parV auvtw/|\ eivselqw.n de. avne,pesenÅ
And as he spake, a certain Pharisee besought him to dine with him: and he went in, and sat down to meat.
說話的時候，有一個法利賽人請耶穌同他喫飯；耶穌就進去坐席。

在內 然而也 在對(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發言講說， 他/她/它現在持續查詢求問 到於(他)同一者 (他)法利賽人

這怎樣如何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用正餐 <在旁邊>在旁邊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了的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靠後而坐。
[經文變異RT]

在內 然而也 在對(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發言講說， 他/她/它當時持續查詢求問 到於(他)同一者 (他)法利賽人

(他)任何什麼 這怎樣如何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用正餐 <在旁邊>在旁邊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了的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靠後而坐。

路 11:38 ò de. Farisai/oj ivdw.n evqau,masen o[ti ouv prw/ton evbapti,sqh pro. tou/ avri,stouÅ
And when the Pharisee saw it, he marvelled that he had not first washed before dinner.
這法利賽人看見耶穌飯前不洗手，便詫異。

(他)那 然而也 (他)法利賽人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希奇 是這樣 不是/不 首先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浸洗 在前面 從屬(它)那 從屬(它)正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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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11:39 ei=pen de. ò ku,rioj pro.j auvto,n( Nu/n ùmei/j oì Farisai/oi to. e;xwqen tou/ pothri,ou kai. tou/ pi,nakoj
kaqari,zete( to. de. e;swqen ùmw/n ge,mei àrpagh/j kai. ponhri,ajÅ
And the Lord said unto him, Now do ye Pharisees make clean the outside of the cup and the platter; but your
inward part is full of ravening and wickedness.
主對他說：如今你們法利賽人洗淨杯盤的外面；你們裏面卻滿了勒索和邪惡。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他)那 (他)主人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現在此時地 你們

(他們)那些 (他們)法利賽人 到於(它)那 從在外面地 從屬(它)那 從屬(它)杯 並且 從屬(他)那 從屬(他)淺平盤子

你們現在持續潔淨； (它)那 然而也 從入內裏面地 從屬你們 他/她/它現在持續鼓起滿載 從屬(她)搶奪強取 並且

從屬(她)惡性。

路 11:40 a;fronej( ouvc ò poih,saj to. e;xwqen kai. to. e;swqen evpoi,hsenÈ
Ye fools, did not he that made that which is without make that which is within also?
無知的人哪，造外面的，不也造裏面麼。

阿,(他們)遲笨愚妄的， 豈非呢 (他)那 (他)那時(也是)行出作成了的 到於(它)那 從在外面地 並且 到於(它)那

從入內裏面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路 11:41 plh.n ta. evno,nta do,te evlehmosu,nhn( kai. ivdou. pa,nta kaqara. um̀i/n evstinÅ
But rather give alms of such things as ye have; and, behold, all things are clean unto you.
只要把裏面的施捨給人，凡物於你們就都潔淨了。

超出之外地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現正持續是是在裏面了的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給與 到於(她)憐憫賙濟；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它們)乾淨純潔的 在對你們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路 11:42 avlla. ouvai. ùmi/n toi/j Farisai,oij( o[ti avpodekatou/te to. hd̀u,osmon kai. to. ph,ganon kai. pa/n la,canon kai.
pare,rcesqe th.n kri,sin kai. th.n avga,phn tou/ qeou/\ tau/ta de. e;dei poih/sai kavkei/na mh. parei/naiÅ
But woe unto you, Pharisees! for ye tithe mint and rue and all manner of herbs, and pass over judgment and the
love of God: these ought ye to have done, and not to leave the other undone.
你們法利賽人有禍了；因為你們將薄荷芸香，並各樣菜蔬，獻上十分之一，那公義和愛神的事，反倒不行了；這

原是你們當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

但乃是 哀哉呀 在對你們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法利賽人； 是這樣 你們現在持續從那裏取十分之一 到於(它)那

到於(它)薄荷 並且 到於(它)那 到於(它)芸香 並且 到於(它)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蔬菜， 並且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在旁邊過去 到於(她)那 到於(她)區別審斷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愛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然而也 他/她/它當時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那時(也是)要去行出作成，

到於(它們)且在那裏的那個 不會/不要 那時(也是)要去任憑不管。
[經文變異RT]

但乃是 哀哉呀 在對你們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法利賽人； 是這樣 你們現在持續從那裏取十分之一 到於(它)那

到於(它)薄荷 並且 到於(它)那 到於(它)芸香 並且 到於(它)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蔬菜， 並且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在旁邊過去 到於(她)那 到於(她)區別審斷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愛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那時(也是)要去行出作成， 到於(它們)且在那裏的那個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任憑釋放離開。

路 11:43 ouvai. ùmi/n toi/j Farisai,oij( o[ti avgapa/te th.n prwtokaqedri,an evn tai/j sunagwgai/j kai. tou.j avspasmou.j
evn tai/j avgorai/jÅ
Woe unto you, Pharisees! for ye love the uppermost seats in the synagogues, and greetings in the markets.
你們法利賽人有禍了；因為你們喜愛會堂裏的首位，又喜愛人在街市上問你們的安。

哀哉呀 在對你們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法利賽人； 是這樣 你們現在持續愛 到於(她)那 到於(她)首座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會堂，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擁抱問安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集市廣場。

路 11:44 ouvai. ùmi/n( o[ti evste. ẁj ta. mnhmei/a ta. a;dhla( kai. oi` a;nqrwpoi ÎoìÐ peripatou/ntej evpa,nw ouvk oi;dasinÅ
Woe unto you, scribes and Pharisees, hypocrites! for ye are as graves which appear not, and the men that walk
over them are not aware of them.
你們有禍了；因為你們如同不顯露的墳墓，走在上面的人並不知道。

哀哉呀 在對你們； 是這樣 你們現在持續是 正如地 (它們)那些 (它們)墳墓 (它們)那些 (它們)不清晰明顯的，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人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來往昂然踏行了的 在上面上頭地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經文變異RT]

哀哉呀 在對你們， 阿,(他們)書記文士 並且 阿,(他們)法利賽人 阿,(他們)作戲假裝者； 是這樣 你們現在持續是

正如地 (它們)那些 (它們)墳墓 (它們)那些 (它們)不清晰明顯的，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人 (他們)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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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現正持續來往昂然踏行了的 在上面上頭地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路 11:45 VApokriqei.j de, tij tw/n nomikw/n le,gei auvtw/|( Dida,skale( tau/ta le,gwn kai. hm̀a/j ùbri,zeijÅ
Then answered one of the lawyers, and said unto him, Master, thus saying thou reproachest us also.
律法師中有一個回答耶穌說：夫子，你這樣說，也把我們蹧蹋了。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然而也 (他)任何什麼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屬律法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阿,(他)老師，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並且 到於我們 你現在持續淩辱。

路 11:46 ò de. ei=pen( Kai. ùmi/n toi/j nomikoi/j ouvai,( o[ti forti,zete tou.j avnqrw,pouj forti,a dusba,stakta( kai.
auvtoi. eǹi. tw/n daktu,lwn ùmw/n ouv prosyau,ete toi/j forti,oijÅ
And he said, Woe unto you also, ye lawyers! for ye lade men with burdens grievous to be borne, and ye
yourselves touch not the burdens with one of your fingers.
耶穌說：你們律法師也有禍了；因為你們把難擔的擔子，放在人身上，自己一個指頭卻不肯動。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並且 在對你們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屬律法的 哀哉呀； 是這樣

你們現在持續使扛物擔重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人 到於(它們)擔子負荷 到於(它們)乃難以提舉擔負的， 並且

(他們)同一者 在對(他)一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手指 從屬你們 不是/不 你們現在持續在前面向著摸碰接觸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擔子負荷。

路 11:47 ouvai. ùmi/n( o[ti oivkodomei/te ta. mnhmei/a tw/n profhtw/n( oì de. pate,rej ùmw/n avpe,kteinan auvtou,jÅ
Woe unto you! for ye build the sepulchres of the prophets, and your fathers killed them.
你們有禍了；因為你們修造先知的墳墓，那先知正是你們的祖宗所殺的。

哀哉呀 在對你們； 是這樣 你們現在持續營建修造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墳墓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父親 從屬你們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殺害除掉

到於(他們)同一者。

路 11:48 a;ra ma,rture,j evste kai. suneudokei/te toi/j e;rgoij tw/n pate,rwn ùmw/n( o[ti auvtoi. me.n avpe,kteinan
auvtou,j( ùmei/j de. oivkodomei/teÅ
Truly ye bear witness that ye allow the deeds of your fathers: for they indeed killed them, and ye build their
sepulchres.
可見你們祖宗所作的事，你們又證明又喜歡；因為他們殺了先知，你們修造先知的墳墓。

果然如此 (他們)見證人 你們現在持續是 並且 你們現在持續共同歡愉認可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工作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父親 從屬你們； 是這樣 (他們)同一者 的確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殺害除掉

到於(他們)同一者， 你們 然而也 你們現在持續營建修造。
[經文變異RT]

果然如此 你們現在持續作見證人 並且 你們現在持續共同歡愉認可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工作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父親 從屬你們； 是這樣 (他們)同一者 的確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殺害除掉 到於(他們)同一者， 你們

然而也 你們現在持續營建修造 從屬(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墳墓。

路 11:49 dia. tou/to kai. h` sofi,a tou/ qeou/ ei=pen( VApostelw/ eivj auvtou.j profh,taj kai. avposto,louj( kai. evx auvtw/n
avpoktenou/sin kai. diw,xousin(
Therefore also said the wisdom of God, I will send them prophets and apostles, and some of them they shall
slay and persecute:
所以神用智慧曾說：〔用智慧或作的智者〕我要差遣先知和使徒，到他們那裏去；有的他們要殺害，有的他們要

逼迫。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同一者 並且 (她)那 (她)智慧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我將要(持續)分派差遣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並且

到於(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並且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殺害除掉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追趕迫求；
[經文變異RT]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同一者 並且 (她)那 (她)智慧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我將要(持續)分派差遣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並且

到於(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並且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殺害除掉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向外追趕迫求出來；

路 11:50 i[na evkzhthqh/| to. ai-ma pa,ntwn tw/n profhtw/n to. evkkecume,non avpo. katabolh/j ko,smou avpo. th/j genea/j
tau,thj(
That the blood of all the prophets, which was shed from the foundation of the world, may be required of this
generation;
使創世以來，所流眾先知血的罪，都要問在這世代的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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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向外探索尋求 (它)那 (它)血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它)那 (它)現在已經被向外傾注澆流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投置奠基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族類之世代 從屬(她)那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向外探索尋求 (它)那 (它)血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它)那 (它)現正持續被向外傾注澆流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投置奠基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族類之世代 從屬(她)那同一者；

路 11:51 avpo. ai[matoj {Abel e[wj ai[matoj Zacari,ou tou/ avpolome,nou metaxu. tou/ qusiasthri,ou kai. tou/ oi;kou\
nai. le,gw ùmi/n( evkzhthqh,setai avpo. th/j genea/j tau,thjÅ
From the blood of Abel unto the blood of Zacharias, which perished between the altar and the temple: verily I
say unto you, It shall be required of this generation.
就是從亞伯的血起，直到被殺在壇和殿中間撒迦利亞的血為止；我實在告訴你們，這都要問在這世代的人身上。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血 從屬(他)亞伯 一直直到 從屬(它)血 從屬(他)撒迦利亞 從屬(他)那

從屬(他)那時(也是)讓自己毀掉除滅了的 共同轉接之間地 從屬(它)那 從屬(它)祭壇 並且 從屬(他)那

從屬(他)住處家室； 誠然為是；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向外探索尋求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族類之世代 從屬(她)那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那 從屬(它)血 從屬(他)亞伯 一直直到 從屬(它)那 從屬(它)血 從屬(他)撒迦利亞 從屬(他)那

從屬(他)那時(也是)讓自己毀掉除滅了的 共同轉接之間地 從屬(它)那 從屬(它)祭壇 並且 從屬(他)那

從屬(他)住處家室； 誠然為是；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向外探索尋求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族類之世代 從屬(她)那同一者。

路 11:52 ouvai. ùmi/n toi/j nomikoi/j( o[ti h;rate th.n klei/da th/j gnw,sewj\ auvtoi. ouvk eivsh,lqate kai. tou.j
eivsercome,nouj evkwlu,sateÅ
Woe unto you, lawyers! for ye have taken away the key of knowledge: ye entered not in yourselves, and them
that were entering in ye hindered.
你們律法師有禍了；因為你們把知識的鑰匙奪了去；自己不進去，正要進去的人，你們也阻擋他們。

哀哉呀 在對你們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屬律法的； 是這樣 你們那時(也是)提起 到於(她)那 到於(她)鑰匙

從屬(她)那 從屬(她)知識認識； (他們)同一者 不是/不 你們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向內到來前往進入了的 你們那時(也是)阻攔禁止。

路 11:53 Kavkei/qen evxelqo,ntoj auvtou/ h;rxanto oi` grammatei/j kai. oi` Farisai/oi deinw/j evne,cein kai.
avpostomati,zein auvto.n peri. pleio,nwn(
And as he said these things unto them, the scribes and the Pharisees began to urge him vehemently, and to
provoke him to speak of many things:
耶穌從那裏出來，文士和法利賽人就極力的催逼他，引動他多說話；

且從那裏地 從屬(他)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

(他們)那些 (他們)書記文士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法利賽人 厲害可怕地 現要去持續壓制在內， 並且

現要去持續盤問套話 到於(他)同一者 <在周圍>關於 從屬(它們)更多的，
[經文變異RT]

從屬(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然而也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 (他們)那些 (他們)書記文士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法利賽人 厲害可怕地

現要去持續壓制在內， 並且 現要去持續盤問套話 到於(他)同一者 <在周圍>關於 從屬(它們)更多的，

路 11:54 evnedreu,ontej auvto.n qhreu/sai, ti evk tou/ sto,matoj auvtou/Å
Laying wait for him, and seeking to catch something out of his mouth, that they might accuse him.
私下窺聽，要拿他的話柄。

(他們)現正持續行埋伏守候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行獵捕 到於(它)任何什麼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口/嘴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們)現正持續行埋伏守候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探索尋求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行獵捕

到於(它)任何什麼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口/嘴 從屬(他)同一者， 為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行控告

從屬(他)同一者。

路 12:1 VEn oi-j evpisunacqeisw/n tw/n muria,dwn tou/ o;clou( w[ste katapatei/n avllh,louj( h;rxato le,gein pro.j
tou.j maqhta.j auvtou/ prw/ton( Prose,cete èautoi/j avpo. th/j zu,mhj( h[tij evsti.n ùpo,krisij( tw/n Farisai,wn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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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mean time, when there were gathered together an innumerable multitude of people, insomuch that they
trode one upon another, he began to say unto his disciples first of all, Beware ye of the leaven of the Pharisees,
which is hypocrisy.
這時，有幾萬人聚集，甚至彼此踐踏，耶穌開講，先對門徒說：你們要防備法利賽人的酵，就是假冒為善。

在內 在對(它們)這些個， 從屬(她們)那時(也是)被在一處聚集了的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一萬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群眾， 以致 現要去持續向下踩踹踐踏 到於(他們)彼此，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 現要去持續道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首先地，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留神注意

在對(他們)同一者自己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酵素， (她)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作戲假裝，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法利賽人。
[經文變異RT]

在內 在對(它們)這些個， 從屬(她們)那時(也是)被在一處聚集了的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一萬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群眾， 以致 現要去持續向下踩踹踐踏 到於(他們)彼此，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 現要去持續道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首先地，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留神注意

在對(他們)同一者自己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酵素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法利賽人， (她)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作戲假裝。

路 12:2 ouvde.n de. sugkekalumme,non evsti.n o] ouvk avpokalufqh,setai kai. krupto.n o] ouv gnwsqh,setaiÅ
For there is nothing covered, that shall not be revealed; neither hid, that shall not be known.
掩蓋的事，沒有不露出來的；隱藏的事，沒有不被人知道的。

(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然而也 (它)現在已經被完全遮蓋隱藏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這個 不是/不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啟示揭露； 並且 (它)乃隱藏遮掩的， (它)這個 不是/不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認識知道。

路 12:3 avnqV w-n o[sa evn th/| skoti,a| ei;pate evn tw/| fwti. avkousqh,setai( kai. o] pro.j to. ou=j evlalh,sate evn toi/j
tamei,oij khrucqh,setai evpi. tw/n dwma,twnÅ
Therefore whatsoever ye have spoken in darkness shall be heard in the light; and that which ye have spoken in
the ear in closets shall be proclaimed upon the housetops.
因此你們在暗中所說的，將要在明處被人聽見；在內室附耳所說的，將要在房上被人宣揚。

相對對應 從屬(它們)這些個 到於(它們)這每一切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漆黑 你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光明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聲聞耳聽； 並且 到於(它)這個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它)那

到於(它)耳朵 你們那時(也是)發言講說 在內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庫房密室，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傳達宣講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房頂。

路 12:4 Le,gw de. ùmi/n toi/j fi,loij mou( mh. fobhqh/te avpo. tw/n avpokteino,ntwn to. sw/ma kai. meta. tau/ta mh.
evco,ntwn perisso,tero,n ti poih/saiÅ
And I say unto you my friends, Be not afraid of them that kill the body, and after that have no more that they can
do.
我的朋友，我對你們說，那殺身體以後，不能再作甚麼的，不要怕他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然而也 在對你們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朋友 從屬我， 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被成驚恐畏懼註1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殺害除掉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身體， 並且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不會/不要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它)更格外多的 到於(它)任何什麼 那時(也是)要去行出作成。

註1：“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被成驚恐畏懼”文法上亦可以為“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被成驚恐畏懼”。

路 12:5 ùpodei,xw de. ùmi/n ti,na fobhqh/te\ fobh,qhte to.n meta. to. avpoktei/nai e;conta evxousi,an evmbalei/n eivj th.n
ge,ennanÅ nai. le,gw ùmi/n( tou/ton fobh,qhteÅ
But I will forewarn you whom ye shall fear: Fear him, which after he hath killed hath power to cast into hell; yea, I
say unto you, Fear him.
我要指示你們當怕的是誰；當怕那殺了以後，又有權柄丟在地獄裏的；我實在告訴你們，正要怕他。

我將要(持續)示範暗示 然而也 在對你們 到於(他)任何什麼呢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被成驚恐畏懼：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被成驚恐畏懼 到於(他)那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殺害除掉

到於(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權柄掌握 那時(也是)要去在內投擲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獄；

誠然為是；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到於(他)那同一者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被成驚恐畏懼。
[經文變異RT]

我將要(持續)示範暗示 然而也 在對你們 到於(他)任何什麼呢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被成驚恐畏懼：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被成驚恐畏懼 到於(他)那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殺害除掉 到於(她)權柄掌握

到於(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在內投擲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獄； 誠然為是；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到於(他)那同一者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被成驚恐畏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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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12:6 ouvci. pe,nte strouqi,a pwlou/ntai avssari,wn du,oÈ kai. e]n evx auvtw/n ouvk e;stin evpilelhsme,non evnw,pion tou/
qeou/Å
Are not five sparrows sold for two farthings, and not one of them is forgotten before God?
五個麻雀，不是賣二分銀子麼；但在神面前，一個也不忘記。

豈不是呢 (它們)五個 (它們)小麻雀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被售賣 從屬(它們)阿沙里按[羅馬小錢幣] 從屬(它們)二個/兩個？

並且 (它)一個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同一者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現在已經被忽略遺忘了的 在面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經文變異RT]

豈不是呢 (它們)五個 (它們)小麻雀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售賣 從屬(它們)阿沙里按[羅馬小錢幣] 從屬(它們)二個/兩個？

並且 (它)一個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同一者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現在已經被忽略遺忘了的 在面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路 12:7 avlla. kai. aì tri,cej th/j kefalh/j ùmw/n pa/sai hvri,qmhntaiÅ mh. fobei/sqe\ pollw/n strouqi,wn diafe,reteÅ
But even the very hairs of your head are all numbered. Fear not therefore: ye are of more value than many
sparrows.
就是你們的頭髮也都被數過了；不要懼怕，你們比許多麻雀還貴重。

但乃是 並且 (她們)那些 (她們)毛髮 從屬(她)那 從屬(她)頭 從屬你們 (她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們現在已經被數算。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成驚恐畏懼； 從屬(它們)許多的 從屬(它們)小麻雀

你們現在持續攜負經過/獨特超群。
[經文變異RT]

但乃是 並且 (她們)那些 (她們)毛髮 從屬(她)那 從屬(她)頭 從屬你們 (她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們現在已經被數算。 不會/不要 這樣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成驚恐畏懼； 從屬(它們)許多的

從屬(它們)小麻雀 你們現在持續攜負經過/獨特超群。

路 12:8 Le,gw de. ùmi/n( pa/j o]j a'n òmologh,sh| evn evmoi. e;mprosqen tw/n avnqrw,pwn( kai. ò uiò.j tou/ avnqrw,pou
òmologh,sei evn auvtw/| e;mprosqen tw/n avgge,lwn tou/ qeou/\
Also I say unto you, Whosoever shall confess me before men, him shall the Son of man also confess before the
angels of God:
我又告訴你們，凡在人面前認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認他；

我現在持續道說 然而也 在對你們，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這個 但凡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同意承認 在內

在對"我" 從在其前地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人， 並且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他/她/它將要(持續)同意承認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從在其前地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使者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經文變異WH]

我現在持續道說 然而也 在對你們，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這個 但凡 他/她/它將要(持續)同意承認 在內 在對"我"

從在其前地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人， 並且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他/她/它將要(持續)同意承認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從在其前地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使者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路 12:9 ò de. avrnhsa,meno,j me evnw,pion tw/n avnqrw,pwn avparnhqh,setai evnw,pion tw/n avgge,lwn tou/ qeou/Å
But he that denieth me before men shall be denied before the angels of God.
在人面前不認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不認他。

(他)那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否認拒絕了的 到於我 在面前地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人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完全否認拒絕 在面前地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使者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路 12:10 kai. pa/j o]j evrei/ lo,gon eivj to.n uiò.n tou/ avnqrw,pou( avfeqh,setai auvtw/|\ tw/| de. eivj to. a[gion pneu/ma
blasfhmh,santi ouvk avfeqh,setaiÅ
And whosoever shall speak a word against the Son of man, it shall be forgiven him: but unto him that
blasphemeth against the Holy Ghost it shall not be forgiven.
凡說話干犯人子的，還可得赦免；惟獨褻瀆聖靈的，總不得赦免。

並且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這個 他/她/它將要(持續)開聲言說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任憑釋放離開 在對(他)同一者； 在對(他)那 然而也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聖的 到於(它)靈/風 在對(他)那時(也是)謗瀆了的 不是/不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任憑釋放離開。

路 12:11 o[tan de. eivsfe,rwsin ùma/j evpi. ta.j sunagwga.j kai. ta.j avrca.j kai. ta.j evxousi,aj( mh. merimnh,shte pw/j h'
ti, avpologh,shsqe h' ti, ei;phte\
And when they bring you unto the synagogues, and unto magistrates, and powers, take ye no thought how or
what thing ye shall answer, or what ye shall s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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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帶你們到會堂，並官府，和有權柄的人面前，不要思慮怎麼分訴，說甚麼話；

但凡當這時 然而也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向內負載攜帶進入 到於你們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會堂 並且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為起始為首 並且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權柄掌握， 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有分心掛慮 怎樣如何地呢 甚或/或而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以道理申辯分訴， 甚或/或而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經文變異RT]

但凡當這時 然而也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在前面向著負載攜帶 到於你們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會堂 並且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為起始為首 並且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權柄掌握，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有分心掛慮 怎樣如何地呢 甚或/或而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以道理申辯分訴， 甚或/或而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路 12:12 to. ga.r a[gion pneu/ma dida,xei ùma/j evn auvth/| th/| w[ra| a] dei/ eivpei/nÅ
For the Holy Ghost shall teach you in the same hour what ye ought to say.
因為正在那時候，聖靈要指教你們當說的話。

(它)那 因為 (它)聖的 (它)靈/風 他/她/它將要(持續)教導 到於你們 在內 在對(她)同一者 在對(她)那 在對(她)鐘點時刻

到於(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那時(也是)要去發話言說。

路 12:13 Ei=pen de, tij evk tou/ o;clou auvtw/|( Dida,skale( eivpe. tw/| avdelfw/| mou meri,sasqai metV evmou/ th.n
klhronomi,anÅ
And one of the company said unto him, Master, speak to my brother, that he divide the inheritance with me.
眾人中有一個人對耶穌說：夫子，請你吩咐我的兄長和我分開家業。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他)任何什麼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群眾 在對(他)同一者，

阿,(他)老師， 你那時(也是)就要發話言說 在對(他)那 在對(他)弟兄 從屬我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分開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我" 到於(她)那 到於(她)產業繼承。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他)任何什麼 在對(他)同一者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群眾，

阿,(他)老師， 你那時(也是)就要發話言說 在對(他)那 在對(他)弟兄 從屬我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分開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我" 到於(她)那 到於(她)產業繼承。

路 12:14 ò de. ei=pen auvtw/|( :Anqrwpe( ti,j me kate,sthsen krith.n h' meristh.n evfV ùma/jÈ
And he said unto him, Man, who made me a judge or a divider over you?
耶穌說：你這個人，誰立我作你們斷事的官，給你們分家業呢。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阿,(他)人， (他)任何什麼呢 到於我

他/她/它那時(也是)設立派定 到於(他)審判官 甚或/或而 到於(他)分開者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你們？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阿,(他)人， (他)任何什麼呢 到於我

他/她/它那時(也是)設立派定 到於(他)公斷仲裁者 甚或/或而 到於(他)分開者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你們？

路 12:15 ei=pen de. pro.j auvtou,j( ~Ora/te kai. fula,ssesqe avpo. pa,shj pleonexi,aj( o[ti ouvk evn tw/| perisseu,ein tini.
h` zwh. auvtou/ evstin evk tw/n up̀arco,ntwn auvtw/|Å
And he said unto them, Take heed, and beware of covetousness: for a man's life consisteth not in the
abundance of the things which he possesseth.
於是對眾人說：你們要謹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貪心；因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豐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看見清楚， 並且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看管守護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她)貪心； 是這樣 不是/不 在內

在對(它)那 現要去持續成格外多 在對(他)任何什麼 (她)那 (她)生命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現正持續源屬具有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看見清楚， 並且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看管守護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貪心； 是這樣 不是/不 在內 在對(它)那

現要去持續成格外多 在對(他)任何什麼 (她)那 (她)生命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現正持續源屬具有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路 12:16 Ei=pen de. parabolh.n pro.j auvtou.j le,gwn( VAnqrw,pou tino.j plousi,ou euvfo,rhsen h̀ cw,raÅ
And he spake a parable unto them, saying, The ground of a certain rich man brought forth plentifully:
就用比喻對他們說：有一個財主，田產豐盛；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到於(她)比喻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從屬(他)人 從屬(他)任何什麼 從屬(他)具豐滿富足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有好收成 (她)那 (她)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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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12:17 kai. dielogi,zeto evn eàutw/| le,gwn( Ti, poih,sw( o[ti ouvk e;cw pou/ suna,xw tou.j karpou,j mouÈ
And he thought within himself, saying, What shall I do, because I have no room where to bestow my fruits?
自己心裏思想說：我的出產沒有地方收藏，怎麼辦呢。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思量議論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自己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我那時(也是)應該行出作成， 是這樣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持有 從屬某個什麼地方呢 我將要(持續)聚集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果實 從屬我？

路 12:18 kai. ei=pen( Tou/to poih,sw( kaqelw/ mou ta.j avpoqh,kaj kai. mei,zonaj oivkodomh,sw kai. suna,xw evkei/ pa,nta
to.n si/ton kai. ta. avgaqa, mou
And he said, This will I do: I will pull down my barns, and build greater; and there will I bestow all my fruits and
my goods.
又說：我要這麼辦；要把我的倉房拆了，另蓋更大的；在那裏好收藏我一切的糧食和財物。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到於(它)那同一者 我將要(持續)行出作成： 我將要(持續)拆開卸下 從屬我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收藏倉庫， 並且 到於(她們)更大的 我將要(持續)營建修造； 並且 我將要(持續)聚集

在那裏地 到於(他)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穀物麥粒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良善的 從屬我；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到於(它)那同一者 我將要(持續)行出作成： 我將要(持續)拆開卸下 從屬我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收藏倉庫， 並且 到於(她們)更大的 我將要(持續)營建修造； 並且 我將要(持續)聚集

在那裏地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註1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所生發成為 從屬我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良善的 從屬我；

註1：“到於(他)所有每一個的”文法上亦可以為“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路 12:19 kai. evrw/ th/| yuch/| mou( Yuch,( e;ceij polla. avgaqa. kei,mena eivj e;th polla,\ avnapau,ou( fa,ge( pi,e(
euvfrai,nouÅ
And I will say to my soul, Soul, thou hast much goods laid up for many years; take thine ease, eat, drink, and be
merry.
然後要對我的靈魂說：靈魂哪，你有許多財物積存，可作多年的費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喫喝快樂罷。

並且 我將要(持續)開聲言說 在對(她)那 在對(她)生魂意念 從屬我， 阿,(她)生魂意念， 你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它們)許多的 到於(它們)良善的 到於(它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安置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年 到於(它們)許多的；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休息恢復， 你那時(也是)就要吃食， 你那時(也是)就要喝， 你現在就要持續被促為歡悅愉快。
[經文變異WH]

並且 我將要(持續)開聲言說 在對(她)那 在對(她)生魂意念 從屬我， 阿,(她)生魂意念， 你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它們)許多的 到於(它們)良善的 到於(它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安置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年 到於(它們)許多的；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休息恢復， 你那時(也是)就要吃食， 你那時(也是)就要喝， 你現在就要持續被促為歡悅愉快。

路 12:20 ei=pen de. auvtw/| o` qeo,j( :Afrwn( tau,th| th/| nukti. th.n yuch,n sou avpaitou/sin avpo. sou/\ a] de. h̀toi,masaj(
ti,ni e;staiÈ
But God said unto him, Thou fool, this night thy soul shall be required of thee: then whose shall those things be,
which thou hast provided?
神卻對他說：無知的人哪，今夜必要你的靈魂；你所預備的，要歸誰呢。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神， 阿,(他)遲笨愚妄的， 在對(她)那同一者

在對(她)那 在對(她)夜晚 到於(她)那 到於(她)生魂意念 從屬你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要求索還註 從那裏離開 從屬你；

到於(它們)這些個 然而也 你那時(也是)使成妥切齊備， 在對(他)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註﹕Robertson在路加福音12﹕20的註釋指出﹐猶太人的拉比常用複數的“他們”來暗示“神”。

[經文變異WH]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神， 阿,(他)遲笨愚妄的， 在對(她)那同一者

在對(她)那 在對(她)夜晚 到於(她)那 到於(她)生魂意念 從屬你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索問要求 從那裏離開 從屬你；

到於(它們)這些個 然而也 你那時(也是)使成妥切齊備， 在對(他)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路 12:21 ou[twj ò qhsauri,zwn èautw/| kai. mh. eivj qeo.n ploutw/nÅ
So is he that layeth up treasure for himself, and is not rich toward God.
凡為自己積財，在神面前卻不富足的，也是這樣。

那同一樣式地 (他)那 (他)現正持續儲蓄積存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自己 並且 不會/不要 向內進入 到於(他)神

(他)現正持續成豐滿富足了的。
[經文變異WH]

那同一樣式地 (他)那 (他)現正持續儲蓄積存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自己 並且 不會/不要 向內進入 到於(他)神

(他)現正持續成豐滿富足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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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12:22 Ei=pen de. pro.j tou.j maqhta.j Îauvtou/Ð( Dia. tou/to le,gw ùmi/n\ mh. merimna/te th/| yuch/| ti, fa,ghte( mhde. tw/|
sw,mati ti, evndu,shsqeÅ
And he said unto his disciples, Therefore I say unto you, Take no thought for your life, what ye shall eat; neither
for the body, what ye shall put on.
耶穌又對門徒說：所以我告訴你們，不要為生命憂慮喫甚麼；為身體憂慮穿甚麼。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同一者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有分心掛慮

在對(她)那 在對(她)生魂意念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吃食； 然而也不要 在對(它)那 在對(它)身體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穿著。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同一者 在對你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有分心掛慮

在對(她)那 在對(她)生魂意念 從屬你們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吃食； 然而也不要 在對(它)那

在對(它)身體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穿著。
[經文變異WH]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同一者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有分心掛慮

在對(她)那 在對(她)生魂意念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吃食； 然而也不要 在對(它)那 在對(它)身體

從屬你們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穿著。

路 12:23 h` ga.r yuch. plei/o,n evstin th/j trofh/j kai. to. sw/ma tou/ evndu,matojÅ
The life is more than meat, and the body is more than raiment.
因為生命勝於飲食，身體勝於衣裳。

(她)那 因為 (她)生魂意念 (它)更多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從屬(她)那 從屬(她)食品營養， 並且 (它)那 (它)身體

從屬(它)那 從屬(它)衣著服飾。
[經文變異RT]

(她)那 (她)生魂意念 (它)更多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從屬(她)那 從屬(她)食品營養， 並且 (它)那 (它)身體 從屬(它)那

從屬(它)衣著服飾。

路 12:24 katanoh,sate tou.j ko,rakaj o[ti ouv spei,rousin ouvde. qeri,zousin( oi-j ouvk e;stin tamei/on ouvde. avpoqh,kh(
kai. ò qeo.j tre,fei auvtou,j\ po,sw| ma/llon ùmei/j diafe,rete tw/n peteinw/nÅ
Consider the ravens: for they neither sow nor reap; which neither have storehouse nor barn; and God feedeth
them: how much more are ye better than the fowls?
你想烏鴉，也不種，也不收；又沒有倉，又沒有庫，神尚且養活他；你們比飛鳥是何等的貴重呢。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仔細觀察了解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烏鴉， 是這樣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散佈播撒，

然而也不是地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收取莊稼； 在對(他們)這些個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庫房密室，

然而也不是地 (她)收藏倉庫； 並且 (他)那 (他)神 他/她/它現在持續滋養強健 到於(他們)同一者。 在對(它)這多少呢

更特別尤其地 你們 你們現在持續攜負經過/獨特超群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飛鳥？

路 12:25 ti,j de. evx ùmw/n merimnw/n du,natai evpi. th.n h̀liki,an auvtou/ prosqei/nai ph/cunÈ
And which of you with taking thought can add to his stature one cubit?
你們那一個能用思慮，使壽數多加一刻呢。〔或作使身量多加一肘呢〕

(他)任何什麼呢 然而也 向外出來 從屬你們 (他)現正持續有分心掛慮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發育身量 從屬(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加上增添 到於(他)肘？
[經文變異RT]

(他)任何什麼呢 然而也 向外出來 從屬你們 (他)現正持續有分心掛慮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那時(也是)要去加上增添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發育身量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他)肘 到於(他)一個？

路 12:26 eiv ou=n ouvde. evla,ciston du,nasqe( ti, peri. tw/n loipw/n merimna/teÈ
If ye then be not able to do that thing which is least, why take ye thought for the rest?
這最小的事，你們尚且不能作，為甚麼還憂慮其餘的事呢。

若是 這樣 然而也不是地 到於(它)最微小低下的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在周圍>關於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其餘的 你們現在持續有分心掛慮？

路 12:27 katanoh,sate ta. kri,na pw/j auvxa,nei\ ouv kopia/| ouvde. nh,qei\ le,gw de. um̀i/n( ouvde. Solomw.n evn pa,sh| th/|
do,xh| auvtou/ perieba,leto wj̀ e]n tou,twnÅ
Consider the lilies how they grow: they toil not, they spin not; and yet I say unto you, that Solomon in all his glory
was not arrayed like one of these.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  簡易閲讀版  461

461

你想百合花，怎麼長起來；他也不勞苦，也不紡線；然而我告訴你們，就是所羅門極榮華的時候，他所穿戴的，

還不如這花一朵呢。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仔細觀察了解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百合花， 怎樣如何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長變大；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有勞碌疲累， 然而也不是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紡紗捻線； 我現在持續道說 然而也

在對你們， 然而也不是地 (他)所羅門 在內 在對(她)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榮耀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披蓋穿裹 正如地 (它)一個 從屬(它們)那同一者。

路 12:28 eiv de. evn avgrw/| to.n co,rton o;nta sh,meron kai. au;rion eivj kli,banon ballo,menon ò qeo.j ou[twj avmfie,zei(
po,sw| ma/llon ùma/j( ovligo,pistoiÅ
If then God so clothe the grass, which is to day in the field, and to morrow is cast into the oven; how much more
will he clothe you, O ye of little faith?
你們這小信的人哪，野地裏的草，今天還在，明天就丟在爐裏，神還給他這樣的妝飾，何況你們呢。

若是 然而也 在內 在對(他)田野 到於(他)那 到於(他)草場禾草 到於(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今日地 並且 明日地

向內進入 到於(他)泥爐烤箱 到於(他)現正持續被投擲了的 (他)那 (他)神 那同一樣式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週圍地穿戴，

在對(它)這多少呢 更特別尤其地 到於你們， 阿,(他們)乃小信的？
[經文變異RT]

若是 然而也 到於(他)那 到於(他)草場禾草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田野 今日地 到於(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並且

明日地 向內進入 到於(他)泥爐烤箱 到於(他)現正持續被投擲了的 (他)那 (他)神 那同一樣式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週圍地穿戴， 在對(它)這多少呢 更特別尤其地 到於你們， 阿,(他們)乃小信的？

路 12:29 kai. ùmei/j mh. zhtei/te ti, fa,ghte kai. ti, pi,hte kai. mh. metewri,zesqe\
And seek not ye what ye shall eat, or what ye shall drink, neither be ye of doubtful mind.
你們不要求喫甚麼，喝甚麼，也不要挂心。

並且 你們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探索尋求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吃食， 並且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喝， 並且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被使懸念焦慮；
[經文變異RT]

並且 你們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探索尋求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吃食， 甚或/或而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喝， 並且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被使懸念焦慮；

路 12:30 tau/ta ga.r pa,nta ta. e;qnh tou/ ko,smou evpizhtou/sin( ùmw/n de. ò path.r oi=den o[ti crh,|zete tou,twnÅ
For all these things do the nations of the world seek after: and your Father knoweth that ye have need of these
things.
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們必須用這些東西，你們的父是知道的。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因為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它們)那些 (它們)種族邦國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在上面探索尋求； 從屬你們 然而也 (他)那 (他)父親 他/她/它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你們現在持續有需要 從屬(它們)那同一者。
[不同讀法]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因為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註1
(它們)那些 (它們)種族邦國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在上面探索尋求； 從屬你們 然而也 (他)那 (他)父親 他/她/它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你們現在持續有需要 從屬(它們)那同一者。

註1：“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文法上亦可以為“(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經文變異RT]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因為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它們)那些 (它們)種族邦國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他/她/它現在持續在上面探索尋求； 從屬你們 然而也 (他)那 (他)父親 他/她/它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你們現在持續有需要 從屬(它們)那同一者。

路 12:31 plh.n zhtei/te th.n basilei,an auvtou/( kai. tau/ta prosteqh,setai ùmi/nÅ
But rather seek ye the kingdom of God; and all these things shall be added unto you.
你們只要求他的國，這些東西就必加給你們了。

超出之外地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探索尋求 到於(她)那 到於(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它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加上增添 在對你們。
[經文變異RT]

超出之外地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探索尋求 到於(她)那 到於(她)王權國度 (他)那 (他)神； 並且 (它們)那同一者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加上增添 在對你們。

路 12:32 Mh. fobou/( to. mikro.n poi,mnion( o[ti euvdo,khsen ò path.r ùmw/n dou/nai ùmi/n th.n basilei,anÅ
Fear not, little flock; for it is your Father's good pleasure to give you the kingdom.
你們這小群，不要懼怕，因為你們的父，樂意把國賜給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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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不要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成驚恐畏懼， (它)那 (它)細微極小的 (它)小牧群； 是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歡愉認可 (他)那 (他)父親 從屬你們 那時(也是)要去給與 在對你們 到於(她)那 到於(她)王權國度。

路 12:33 Pwlh,sate ta. ùpa,rconta ùmw/n kai. do,te evlehmosu,nhn\ poih,sate èautoi/j balla,ntia mh. palaiou,mena(
qhsauro.n avne,kleipton evn toi/j ouvranoi/j( o[pou kle,pthj ouvk evggi,zei ouvde. sh.j diafqei,rei\
Sell that ye have, and give alms; provide yourselves bags which wax not old, a treasure in the heavens that
faileth not, where no thief approacheth, neither moth corrupteth.
你們要變賣所有的，賙濟人；為自己預備永不壞的錢囊，用不盡的財寶在天上，就是賊不能近，蟲不能蛀的地方

。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售賣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現正持續源屬具有了的 從屬你們，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給與

到於(她)憐憫賙濟；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行出作成 在對(他們)同一者自己 到於(它們)錢袋 不會/不要

到於(它們)現正持續被促使成老舊了的， 到於(他)寶藏財物 到於(他)不會刪除消逝的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天空/天，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他)竊賊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靠近， 然而也不是地 (他)蛀蟲衣蛾

他/她/它現在持續徹底地腐朽敗壞；

路 12:34 o[pou ga,r evstin ò qhsauro.j ùmw/n( evkei/ kai. h` kardi,a ùmw/n e;staiÅ
For where your treasure is, there will your heart be also.
因為你們的財寶在那裏，你們的心也在那裏。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寶藏財物 從屬你們， 在那裏地 並且 (她)那 (她)內心

從屬你們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路 12:35 :Estwsan ùmw/n aì ovsfu,ej periezwsme,nai kai. oi` lu,cnoi kaio,menoi\
Let your loins be girded about, and your lights burning;
你們腰裏要束上帶，燈也要點著；

他/她/它們現在就要持續是 從屬你們 (她們)那些 (她們)腹腰 (她們)現在已經被在周圍束帶子了的，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燈火 (他們)現正持續被點燃焚燒了的；

路 12:36 kai. ùmei/j o[moioi avnqrw,poij prosdecome,noij to.n ku,rion èautw/n po,te avnalu,sh| evk tw/n ga,mwn( i[na
evlqo,ntoj kai. krou,santoj euvqe,wj avnoi,xwsin auvtw/|Å
And ye yourselves like unto men that wait for their lord, when he will return from the wedding; that when he
cometh and knocketh, they may open unto him immediately.
自己好像僕人等候主人，從婚姻的筵席上回來；他來到叩門，就立刻給他開門。

並且 你們 (他們)具同樣相同的 在對(他們)人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在前面向著接納領受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主人 從屬(他們)同一者自己， 何時呢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鬆脫開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婚禮； 為要 從屬(他)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並且 從屬(他)那時(也是)叩門了的， 平直直接地[同#2117]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向上開啟打開 在對(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你們 (他們)具同樣相同的 在對(他們)人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在前面向著接納領受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主人 從屬(他們)同一者自己， 何時呢 他/她/它將要(持續)鬆脫開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婚禮；

為要 從屬(他)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並且 從屬(他)那時(也是)叩門了的， 平直直接地[同#2117]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向上開啟打開 在對(他)同一者。

路 12:37 maka,rioi oì dou/loi evkei/noi( ou]j evlqw.n ò ku,rioj eùrh,sei grhgorou/ntaj\ avmh.n le,gw ùmi/n o[ti
perizw,setai kai. avnaklinei/ auvtou.j kai. parelqw.n diakonh,sei auvtoi/jÅ
Blessed are those servants, whom the lord when he cometh shall find watching: verily I say unto you, that he
shall gird himself, and make them to sit down to meat, and will come forth and serve them.
主人來了，看見僕人儆醒，那僕人就有福了；我實在告訴你們，主人必叫他們坐席，自己束上帶，進前伺候他們

。

(他們)蒙至高褔的 (他們)那些 (他們)奴僕 (他們)在那裏的那個， 到於(他們)這些個 (他)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他)那

(他)主人 他/她/它將要(持續)找到尋見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儆醒了的；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是這樣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在周圍束帶子，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使斜靠後臥 到於(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那時(也是)在旁邊過去了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行服事 在對(他們)同一者。

路 12:38 ka'n evn th/| deute,ra| ka'n evn th/| tri,th| fulakh/| e;lqh| kai. eu[rh| ou[twj( maka,rioi, eivsin evkei/noiÅ
And if he shall come in the second watch, or come in the third watch, and find them so, blessed are those
servants.
或是二更天來，或是三更天來，看見僕人這樣，那僕人就有福了。

且但凡若是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第二的， 且但凡若是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第三的 在對(她)夜更/監獄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到來前往，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找到尋見 那同一樣式地， (他們)蒙至高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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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在那裏的那個。
[經文變異RT]

並且 但凡若是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到來前往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第二的 在對(她)夜更/監獄， 並且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第三的 在對(她)夜更/監獄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到來前往，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找到尋見 那同一樣式地， (他們)蒙至高褔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那些 (他們)奴僕

(他們)在那裏的那個。

路 12:39 tou/to de. ginw,skete o[ti eiv h;|dei ò oivkodespo,thj poi,a| w[ra| ò kle,pthj e;rcetai( ouvk a'n avfh/ken
diorucqh/nai to.n oi=kon auvtou/Å
And this know, that if the goodman of the house had known what hour the thief would come, he would have
watched, and not have suffered his house to be broken through.
家主若知道賊甚麼時候來，就必儆醒，不容賊挖透房屋，這是你們所知道的。

到於(它)那同一者 然而也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認識知道註1， 是這樣 若是 他/她/它當時已經看見察覺 (他)那

(他)住處家室主宰者 在對(她)什麼樣呢 在對(她)鐘點時刻 (他)那 (他)竊賊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不是/不 但凡 他/她/它那時(也是)任憑釋放離開 那時(也是)要去被挖穿掘透 到於(他)那 到於(他)住處家室

從屬(他)同一者。

註1：“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認識知道”文法上亦可以為“你們現在持續認識知道”。

[經文變異RT]

到於(它)那同一者 然而也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認識知道， 是這樣 若是 他/她/它當時已經看見察覺 (他)那

(他)住處家室主宰者 在對(她)什麼樣呢 在對(她)鐘點時刻 (他)那 (他)竊賊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他/她/它那時(也是)儆醒 但凡 並且 不是/不 但凡 他/她/它那時(也是)任憑釋放離開 那時(也是)要去被挖穿掘透

到於(他)那 到於(他)住處家室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WH]

到於(它)那同一者 然而也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認識知道， 是這樣 若是 他/她/它當時已經看見察覺 (他)那

(他)住處家室主宰者 在對(她)什麼樣呢 在對(她)鐘點時刻 (他)那 (他)竊賊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他/她/它那時(也是)儆醒 但凡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任憑釋放離開 那時(也是)要去被挖穿掘透 到於(他)那

到於(他)住處家室 從屬(他)同一者。

路 12:40 kai. ùmei/j gi,nesqe e[toimoi( o[ti h-| w[ra| ouv dokei/te ò uìo.j tou/ avnqrw,pou e;rcetaiÅ
Be ye therefore ready also: for the Son of man cometh at an hour when ye think not.
你們也要預備；因為你們想不到的時候，人子就來了。

並且 你們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他們)妥切齊備的； 是這樣 在對(她)這個 在對(她)鐘點時刻

不是/不 你們現在持續設想認為對，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經文變異RT]

並且 你們 這樣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他們)妥切齊備的； 是這樣 在對(她)這個 在對(她)鐘點時刻

不是/不 你們現在持續設想認為對，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路 12:41 Ei=pen de. ò Pe,troj( Ku,rie( pro.j hm̀a/j th.n parabolh.n tau,thn le,geij h' kai. pro.j pa,ntajÈ
Then Peter said unto him, Lord, speakest thou this parable unto us, or even to all?
彼得說：主阿，這比喻是為我們說的呢，還是為眾人呢。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他)那 (他)彼得， 阿,(他)主人，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我們 到於(她)那

到於(她)比喻 到於(她)那同一者 你現在持續道說， 甚或/或而 並且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彼得， 阿,(他)主人，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我們

到於(她)那 到於(她)比喻 到於(她)那同一者 你現在持續道說， 甚或/或而 並且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路 12:42 kai. ei=pen ò ku,rioj( Ti,j a;ra evsti.n ò pisto.j oivkono,moj ò fro,nimoj( o]n katasth,sei ò ku,rioj evpi. th/j
qerapei,aj auvtou/ tou/ dido,nai evn kairw/| Îto.Ð sitome,trionÈ
And the Lord said, Who then is that faithful and wise steward, whom his lord shall make ruler over his
household, to give them their portion of meat in due season?
主說：誰是那忠心有見識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裏的人，按時分糧給他們呢。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那 (他)主人， (他)任何什麼呢 果然如此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誠且信的 (他)經理管家 (他)那 (他)精明聰敏的， 到於(他)這個 他/她/它將要(持續)設立派定 (他)那 (他)主人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服侍照料/僕從佣人 從屬(他)同一者， 從屬(它)那 現要去持續給與 在內

在對(他)場合時節 到於(它)那 到於(它)分定的食糧？
[經文變異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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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他)那 (他)主人， (他)任何什麼呢 果然如此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誠且信的 (他)經理管家 並且 (他)精明聰敏的， 到於(他)這個 他/她/它將要(持續)設立派定 (他)那 (他)主人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服侍照料/僕從佣人 從屬(他)同一者， 從屬(它)那 現要去持續給與 在內

在對(他)場合時節 到於(它)那 到於(它)分定的食糧？

路 12:43 maka,rioj ò dou/loj evkei/noj( o]n evlqw.n ò ku,rioj auvtou/ eùrh,sei poiou/nta ou[twjÅ
Blessed is that servant, whom his lord when he cometh shall find so doing.
主人來到，看見僕人這樣行，那僕人就有福了。

(他)蒙至高褔的 (他)那 (他)奴僕 (他)在那裏的那個， 到於(他)這個 (他)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他)那 (他)主人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找到尋見 到於(他)現正持續行出作成了的 那同一樣式地。

路 12:44 avlhqw/j le,gw ùmi/n o[ti evpi. pa/sin toi/j ùpa,rcousin auvtou/ katasth,sei auvto,nÅ
Of a truth I say unto you, that he will make him ruler over all that he hath.
我實在告訴你們，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

誠正真實地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是這樣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現正持續源屬具有了的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設立派定 到於(他)同一者。

路 12:45 eva.n de. ei;ph| ò dou/loj evkei/noj evn th/| kardi,a| auvtou/( Croni,zei ò ku,rio,j mou e;rcesqai( kai. a;rxhtai
tu,ptein tou.j pai/daj kai. ta.j paidi,skaj( evsqi,ein te kai. pi,nein kai. mequ,skesqai(
But and if that servant say in his heart, My lord delayeth his coming; and shall begin to beat the menservants
and maidens, and to eat and drink, and to be drunken;
那僕人若心裏說：我的主人必來得遲；就動手打僕人和使女，並且喫喝醉酒；

但凡若是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他)那 (他)奴僕 (他)在那裏的那個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內心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耽擱遲延 (他)那 (他)主人 從屬我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起始為首 現要去持續連敲重擊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孩童/下屬 並且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使女， 現要去持續喫食 並/又 並且 現要去持續喝 並且 現要去持續被致使酒醉；

路 12:46 h[xei ò ku,rioj tou/ dou,lou evkei,nou evn hm̀e,ra| h-| ouv prosdoka/| kai. evn w[ra| h-| ouv ginw,skei( kai.
dicotomh,sei auvto.n kai. to. me,roj auvtou/ meta. tw/n avpi,stwn qh,seiÅ
The lord of that servant will come in a day when he looketh not for him, and at an hour when he is not aware,
and will cut him in sunder, and will appoint him his portion with the unbelievers.
在他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時辰，那僕人的主人要來，重重的處治他，〔或作把他腰斬了〕定他和不忠心的人

同罪。

他/她/它將要(持續)到達來臨 (他)那 (他)主人 從屬(他)那 從屬(他)奴僕 從屬(他)在那裏的那個 在內 在對(她)日子/白日

在對(她)這個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預期等待， 並且 在內 在對(她)鐘點時刻 在對(她)這個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認識知道，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切割為二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到於(它)那 到於(它)部分

從屬(他)同一者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不誠不信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置放擺設。

路 12:47 evkei/noj de. ò dou/loj ò gnou.j to. qe,lhma tou/ kuri,ou auvtou/ kai. mh. ètoima,saj h' poih,saj pro.j to. qe,lhma
auvtou/ darh,setai polla,j\
And that servant, which knew his lord's will, and prepared not himself, neither did according to his will, shall be
beaten with many stripes.
僕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卻不預備，又不順他的意思行，那僕人必多受責打；

(他)在那裏的那個 然而也 (他)那 (他)奴僕 (他)那 (他)那時(也是)認識知道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所定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不會/不要 (他)那時(也是)使成妥切齊備了的 甚或/或而

(他)那時(也是)行出作成了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它)那 到於(它)所定意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抽打

到於(她們)許多的；
[經文變異RT]

(他)在那裏的那個 然而也 (他)那 (他)奴僕 (他)那 (他)那時(也是)認識知道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所定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他)同一者自己 並且 不會/不要 (他)那時(也是)使成妥切齊備了的 然而也不要

(他)那時(也是)行出作成了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它)那 到於(它)所定意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抽打

到於(她們)許多的；

路 12:48 ò de. mh. gnou,j( poih,saj de. a;xia plhgw/n darh,setai ovli,gajÅ panti. de. w-| evdo,qh polu,( polu. zhthqh,setai
parV auvtou/( kai. w-| pare,qento polu,( perisso,teron aivth,sousin auvto,nÅ
But he that knew not, and did commit things worthy of stripes, shall be beaten with few stripes. For unto
whomsoever much is given, of him shall be much required: and to whom men have committed much, of him
they will ask the more.
惟有那不知道的，作了當受責打的事，必少受責打；因為多給誰，就向誰多取；多託誰，就向誰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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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那 然而也 不會/不要 (他)那時(也是)認識知道了的， (他)那時(也是)行出作成了的 然而也 到於(它們)相配值得的

從屬(她們)災禍傷害，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抽打 到於(她們)些微少許的。 在對(他)所有每一個的 然而也

在對(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給與 (它)許多的， (它)許多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探索尋求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在對(他)這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置放擺設在旁邊 到於(它)許多的，

到於(它)更格外多的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索問要求 到於(他)同一者。

路 12:49 Pu/r h=lqon balei/n evpi. th.n gh/n( kai. ti, qe,lw eiv h;dh avnh,fqhÅ
I am come to send fire on the earth; and what will I if it be already kindled?
我來要把火丟在地上；倘若已經著起來，不也是我所願意的麼。

到於(它)火 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那時(也是)要去投擲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並且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我現在持續定意， 若是 甚而已然如此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向上連接觸動？

路 12:50 ba,ptisma de. e;cw baptisqh/nai( kai. pw/j sune,comai e[wj o[tou telesqh/|Å
But I have a baptism to be baptized with; and how am I straitened till it be accomplished!
我有當受的洗；還沒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呢。

到於(它)浸洗之禮 然而也 我現在持續持有 那時(也是)要去被浸洗； 並且 怎樣如何地 我現在持續被握緊擠壓

一直直到 從屬(它)是這時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完成。
[經文變異RT]

到於(它)浸洗之禮 然而也 我現在持續持有 那時(也是)要去被浸洗； 並且 怎樣如何地 我現在持續被握緊擠壓

一直直到 從屬(它)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完成。

路 12:51 dokei/te o[ti eivrh,nhn paregeno,mhn dou/nai evn th/| gh/|È ouvci,( le,gw ùmi/n( avllV h' diamerismo,nÅ
Suppose ye that I am come to give peace on earth? I tell you, Nay; but rather division:
你們以為我來，是叫地上太平麼；我告訴你們，不是，乃是叫人分爭；

你們現在持續設想認為對 是這樣 到於(她)和平安寧 我那時(也是)讓自己來到旁邊 那時(也是)要去給與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地土/地？ 真不是，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但乃是 甚或/或而 到於(他)徹底地分開。

路 12:52 e;sontai ga.r avpo. tou/ nu/n pe,nte evn eǹi. oi;kw| diamemerisme,noi( trei/j evpi. dusi.n kai. du,o evpi. trisi,n(
For from henceforth there shall be five in one house divided, three against two, and two against three.
從今以後，一家五個人將要分爭，三個人和兩個人相爭，兩個人和三個人相爭；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是 因為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那 現在此時地 (他們)五個 在內 在對(他)一個 在對(他)住處家室

(他們)現在已經被徹底地分開了的， (他們)三個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們)二個/兩個， 並且 (他們)二個/兩個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們)三個；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是 因為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那 現在此時地 (他們)五個 在內 在對(他)住處家室 在對(他)一個

(他們)現在已經被徹底地分開了的， (他們)三個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們)二個/兩個， 並且 (他們)二個/兩個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們)三個；

路 12:53 diamerisqh,sontai path.r evpi. uìw/| kai. uìo.j evpi. patri,( mh,thr evpi. th.n qugate,ra kai. quga,thr evpi. th.n
mhte,ra( penqera. evpi. th.n nu,mfhn auvth/j kai. nu,mfh evpi. th.n penqera,nÅ
The father shall be divided against the son, and the son against the father; the mother against the daughter, and
the daughter against the mother; the mother in law against her daughter in law, and the daughter in law against
her mother in law.
父親和兒子相爭，兒子和父親相爭；母親和女兒相爭，女兒和母親相爭；婆婆和媳婦相爭，媳婦和婆婆相爭。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被徹底地分開 (他)父親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兒子， 並且 (他)兒子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父親； (她)母親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女兒， 並且 (她)女兒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母親； (她)岳母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新婦 從屬(她)同一者， 並且 (她)新婦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岳母。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被徹底地分開 (他)父親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兒子， 並且 (他)兒子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父親； (她)母親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女兒， 並且 (她)女兒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母親； (她)岳母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新婦 從屬(她)同一者， 並且 (她)新婦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岳母

從屬(她)同一者。
[經文變異WH]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被徹底地分開 (他)父親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兒子， 並且 (他)兒子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父親； (她)母親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女兒， 並且 (她)女兒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母親；

(她)岳母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新婦 從屬(她)同一者， 並且 (她)新婦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岳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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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12:54 :Elegen de. kai. toi/j o;cloij( {Otan i;dhte Îth.nÐ nefe,lhn avnate,llousan evpi. dusmw/n( euvqe,wj le,gete o[ti
:Ombroj e;rcetai( kai. gi,netai ou[twj\
And he said also to the people, When ye see a cloud rise out of the west, straightway ye say, There cometh a
shower; and so it is.
耶穌又對眾人說：你們看見西邊起了雲彩，就說：要下一陣雨；果然就有。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然而也 並且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群眾， 但凡當這時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看見察覺

到於(她)那 到於(她)雲團 到於(她)現正持續升起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們)西邊， 平直直接地[同#2117]

你們現在持續道說， 是這樣 (他)雷雨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那同一樣式地。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然而也 並且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群眾， 但凡當這時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看見察覺 到於(她)那 到於(她)雲團

到於(她)現正持續升起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們)西邊， 平直直接地[同#2117] 你們現在持續道說， (他)雷雨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那同一樣式地。
[經文變異WH]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然而也 並且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群眾， 但凡當這時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看見察覺

到於(她)雲團 到於(她)現正持續升起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們)西邊， 平直直接地[同#2117] 你們現在持續道說，

是這樣 (他)雷雨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那同一樣式地。

路 12:55 kai. o[tan no,ton pne,onta( le,gete o[ti Kau,swn e;stai( kai. gi,netaiÅ
And when ye see the south wind blow, ye say, There will be heat; and it cometh to pass.
起了南風，就說：將要燥熱；也就有了。

並且 但凡當這時 到於(他)南風/南方 到於(他)現正持續吹氣吐風了的， 你們現在持續道說， 是這樣 (他)焚風灼熱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路 12:56 up̀okritai,( to. pro,swpon th/j gh/j kai. tou/ ouvranou/ oi;date dokima,zein( to.n kairo.n de. tou/ton pw/j ouvk
oi;date dokima,zeinÈ
Ye hypocrites, ye can discern the face of the sky and of the earth; but how is it that ye do not discern this time?
假冒為善的人哪，你們知道分辨天地的氣色；怎麼不知道分辨這時候呢；

阿,(他們)作戲假裝者， 到於(它)那 到於(它)前面的臉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並且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現要去持續查驗證實； 到於(他)那 到於(他)場合時節 然而也 到於(他)那同一者

怎樣如何地呢 不是/不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現要去持續查驗證實？
[經文變異RT]

阿,(他們)作戲假裝者， 到於(它)那 到於(它)前面的臉面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並且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現要去持續查驗證實； 到於(他)那 然而也 到於(他)場合時節 到於(他)那同一者

怎樣如何地呢 不是/不 現要去持續查驗證實？

路 12:57 Ti, de. kai. avfV eàutw/n ouv kri,nete to. di,kaionÈ
Yea, and why even of yourselves judge ye not what is right?
你們又為何不自己審量，甚麼是合理的呢。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然而也 並且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同一者自己 不是/不 你們現在持續區別審斷 到於(它)那

到於(它)具公平正義的？

路 12:58 wj̀ ga.r ùpa,geij meta. tou/ avntidi,kou sou evpV a;rconta( evn th/| òdw/| do.j evrgasi,an avphlla,cqai avpV auvtou/(
mh,pote katasu,rh| se pro.j to.n krith,n( kai. ò krith,j se paradw,sei tw/| pra,ktori( kai. ò pra,ktwr se balei/ eivj
fulakh,nÅ
When thou goest with thine adversary to the magistrate, as thou art in the way, give diligence that thou mayest
be delivered from him; lest he hale thee to the judge, and the judge deliver thee to the officer, and the officer
cast thee into prison.
你同告你的對頭去見官，還在路上，務要盡力的和他了結；恐怕他拉你到官面前，官交付差役，差役把你下在監

裏。

正如地 因為 你現在持續退開去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那 從屬(他)對頭 從屬你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首領，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道路途徑 你那時(也是)就要給與 到於(她)工作效益 現已經去被從那裏改換離開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同一者； 不會任何時候地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向下牽拉拖拽 到於你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審判官， 並且 (他)那 (他)審判官 到於你 他/她/它將要(持續)交付 在對(他)那 在對(他)辦事者， 並且 (他)那

(他)辦事者 到於你 他/她/它將要(持續)投擲 向內進入 到於(她)夜更/監獄。
[經文變異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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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地 因為 你現在持續退開去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那 從屬(他)對頭 從屬你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首領，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道路途徑 你那時(也是)就要給與 到於(她)工作效益 現已經去被從那裏改換離開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同一者； 不會任何時候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向下牽拉拖拽註1
到於你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審判官， 並且 (他)那 (他)審判官 到於你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交付 在對(他)那 在對(他)辦事者， 並且

(他)那 (他)辦事者 到於你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投擲 向內進入 到於(她)夜更/監獄。

註1：“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向下牽拉拖拽”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向下牽拉拖拽”。

路 12:59 le,gw soi( ouv mh. evxe,lqh|j evkei/qen( e[wj kai. to. e;scaton lepto.n avpodw/|jÅ
I tell thee, thou shalt not depart thence, till thou hast paid the very last mite.
我告訴你，若有半文錢沒有還清，你斷不能從那裏出來。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你那時(也是)應該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從那裏地， 一直直到 並且

到於(它)那 到於(它)最末後的 到於(它)小錢 你那時(也是)應該從那裏給與。
[經文變異RT]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你那時(也是)應該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從那裏地， 一直直到

從屬(它)這個 並且 到於(它)那 到於(它)最末後的 到於(它)小錢 你那時(也是)應該從那裏給與。

路 13:1 Parh/san de, tinej evn auvtw/| tw/| kairw/| avpagge,llontej auvtw/| peri. tw/n Galilai,wn w-n to. ai-ma Pila/toj
e;mixen meta. tw/n qusiw/n auvtw/nÅ
There were present at that season some that told him of the Galilaeans, whose blood Pilate had mingled with
their sacrifices.
正當那時，有人將彼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攙雜在他們祭物中的事，告訴耶穌。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是在旁邊 然而也 (他們)任何什麼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在對(他)那 在對(他)場合時節

(他們)現正持續從那裏報信通告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加利利人，

從屬(他們)這些個 到於(它)那 到於(它)血 (他)彼拉多 他/她/它那時(也是)攙雜混合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犧牲祭物 從屬(他們)同一者。

路 13:2 kai. avpokriqei.j ei=pen auvtoi/j( Dokei/te o[ti oì Galilai/oi ou-toi àmartwloi. para. pa,ntaj tou.j Galilai,ouj
evge,nonto( o[ti tau/ta pepo,nqasinÈ
And Jesus answering said unto them, Suppose ye that these Galilaeans were sinners above all the Galilaeans,
because they suffered such things?
耶穌說：你們以為這些加利利人比眾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這害麼。

並且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你們現在持續設想認為對

是這樣 (他們)那些 (他們)加利利人 (他們)那同一者 (他們)犯罪的 <在旁邊>到旁邊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加利利人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是這樣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現在已經經歷承受？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你們現在持續設想認為對 是這樣 (他們)那些 (他們)加利利人 (他們)那同一者 (他們)犯罪的 <在旁邊>到旁邊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加利利人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是這樣

到於(它們)那種樣 他/她/它們現在已經經歷承受？

路 13:3 ouvci,( le,gw ùmi/n( avllV eva.n mh. metanoh/te pa,ntej òmoi,wj avpolei/sqeÅ
I tell you, Nay: but, except ye repent, ye shall all likewise perish.
我告訴你們，不是的；你們若不悔改，都要如此滅亡。

真不是，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但乃是 但凡若是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轉念悔悟，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具同樣相同地 你們將要(持續)讓自己毀掉除滅。
[經文變異RT]

真不是，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但乃是 但凡若是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轉念悔悟，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正如同一樣式地 你們將要(持續)讓自己毀掉除滅。

路 13:4 h' evkei/noi oì dekaoktw. evfV ou]j e;pesen ò pu,rgoj evn tw/| Silwa.m kai. avpe,kteinen auvtou,j( dokei/te o[ti
auvtoi. ovfeile,tai evge,nonto para. pa,ntaj tou.j avnqrw,pouj tou.j katoikou/ntaj VIerousalh,mÈ
Or those eighteen, upon whom the tower in Siloam fell, and slew them, think ye that they were sinners above all
men that dwelt in Jerusalem?
從前西羅亞樓倒塌了，壓死十八個人；你們以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麼。

甚或/或而 (他們)在那裏的那個 (他們)那些 (他們)十八個，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這些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落下墜落 (他)那 (他)城堡塔樓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西羅亞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殺害除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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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於(他們)同一者， 你們現在持續設想認為對 是這樣 (他們)同一者 (他們)積欠負債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旁邊>到旁邊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人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定居了的 到於(她)耶陸撒冷？
[經文變異RT]

甚或/或而 (他們)在那裏的那個 (他們)那些 (他們)十個 並且 (他們)八個，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這些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落下墜落 (他)那 (他)城堡塔樓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西羅亞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殺害除掉

到於(他們)同一者， 你們現在持續設想認為對 是這樣 (他們)那同一者 (他們)積欠負債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旁邊>到旁邊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們)人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定居了的 在內 在對(她)耶陸撒冷註1？

註1：“到於(她)耶陸撒冷”文法上亦可以為“在對(她)耶陸撒冷”。

路 13:5 ouvci,( le,gw ùmi/n( avllV eva.n mh. metanoh/te pa,ntej ws̀au,twj avpolei/sqeÅ
I tell you, Nay: but, except ye repent, ye shall all likewise perish.
我告訴你們，不是的；你們若不悔改，都要如此滅亡。

真不是，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但乃是 但凡若是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轉念悔悟，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正如同一樣式地 你們將要(持續)讓自己毀掉除滅。
[經文變異RT]

真不是，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但乃是 但凡若是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轉念悔悟，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具同樣相同地 你們將要(持續)讓自己毀掉除滅。
[經文變異WH]

真不是，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但乃是 但凡若是 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轉念悔悟，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正如同一樣式地 你們將要(持續)讓自己毀掉除滅。

路 13:6 :Elegen de. tau,thn th.n parabolh,n\ Sukh/n ei=ce,n tij pefuteume,nhn evn tw/| avmpelw/ni auvtou/( kai. h=lqen
zhtw/n karpo.n evn auvth/| kai. ouvc eu-renÅ
He spake also this parable; A certain man had a fig tree planted in his vineyard; and he came and sought fruit
thereon, and found none.
於是用比喻說：一個人有一棵無花果樹，栽在葡萄園裏；他來到樹前找果子，卻找不著。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然而也 到於(她)那同一者 到於(她)那 到於(她)比喻： 到於(她)無花果樹 他/她/它當時持續持有

(他)任何什麼 到於(她)現在已經被栽種了的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葡萄園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他)現正持續探索尋求了的 到於(他)果實 在內 在對(她)同一者，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找到尋見。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然而也 到於(她)那同一者 到於(她)那 到於(她)比喻： 到於(她)無花果樹 他/她/它當時持續持有

(他)任何什麼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葡萄園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她)現在已經被栽種了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到於(他)果實 (他)現正持續探索尋求了的 在內 在對(她)同一者，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找到尋見。

路 13:7 ei=pen de. pro.j to.n avmpelourgo,n( VIdou. tri,a e;th avfV ou- e;rcomai zhtw/n karpo.n evn th/| sukh/| tau,th| kai.
ouvc eùri,skw\ e;kkoyon Îou=nÐ auvth,n( iǹati, kai. th.n gh/n katargei/È
Then said he unto the dresser of his vineyard, Behold, these three years I come seeking fruit on this fig tree,
and find none: cut it down; why cumbereth it the ground?
就對管園的說：看哪，我這三年，來到這無花果樹前找果子，竟找不著，把他砍了罷；何必白佔地土呢。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作工於葡萄樹之人，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到於(它們)三個 到於(它們)年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這個註1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他)現正持續探索尋求了的 到於(他)果實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無花果樹

在對(她)那同一者， 並且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找到尋見； 你那時(也是)就要砍斷切開 這樣 到於(她)同一者；

為什麼呢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使完全閒散停頓？

註1：“從屬(他)這個”文法上亦可以為“從屬(它)這個”。從那裏離開“從屬(他)這個”，使用陽性(他)代碼的原因，可能是

代表被省略了的“從屬(他)時段期間”。唯亦有學者給與此字中性(它)的文法代碼，但基本意義不變。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作工於葡萄樹之人，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到於(它們)三個 到於(它們)年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他)現正持續探索尋求了的

到於(他)果實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無花果樹 在對(她)那同一者， 並且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找到尋見；

你那時(也是)就要砍斷切開 到於(她)同一者； 為什麼呢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使完全閒散停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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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變異WH]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作工於葡萄樹之人，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到於(它們)三個 到於(它們)年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這個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他)現正持續探索尋求了的 到於(他)果實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無花果樹 在對(她)那同一者， 並且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找到尋見； 你那時(也是)就要砍斷切開 到於(她)同一者； 為什麼呢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使完全閒散停頓？

路 13:8 ò de. avpokriqei.j le,gei auvtw/|( Ku,rie( a;fej auvth.n kai. tou/to to. e;toj( e[wj o[tou ska,yw peri. auvth.n kai.
ba,lw ko,pria(
And he answering said unto him, Lord, let it alone this year also, till I shall dig about it, and dung it:
管園的說：主阿，今年且留著，等我周圍掘開土，加上糞；

(他)那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阿,(他)主人，

你那時(也是)就要任憑釋放離開 到於(她)同一者 並且 到於(它)那同一者 到於(它)那 到於(它)年， 一直直到

從屬(它)是這時 我那時(也是)應該挖掘刨鋤 <在周圍>在周圍 到於(她)同一者， 並且 我那時(也是)應該投擲

到於(它們)糞肥；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阿,(他)主人，

你那時(也是)就要任憑釋放離開 到於(她)同一者 並且 到於(它)那同一者 到於(它)那 到於(它)年， 一直直到

從屬(它)是這時 我那時(也是)應該挖掘刨鋤 <在周圍>在周圍 到於(她)同一者， 並且 我那時(也是)應該投擲

到於(她)糞肥；

路 13:9 ka'n me.n poih,sh| karpo.n eivj to. me,llon\ eiv de. mh, ge( evkko,yeij auvth,nÅ
And if it bear fruit, well: and if not, then after that thou shalt cut it down.
以後若結果子便罷；不然再把他砍了。

且但凡若是 的確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行出作成 到於(他)果實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的； 若是 然而也 不會/不要 確實， 你將要(持續)砍斷切開 到於(她)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且但凡若是 的確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行出作成 到於(他)果實； 若是 然而也 不會/不要 確實，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的 你將要(持續)砍斷切開 到於(她)同一者。

路 13:10 +Hn de. dida,skwn evn mia/| tw/n sunagwgw/n evn toi/j sa,bbasinÅ
And he was teaching in one of the synagogues on the sabbath.
安息日，耶穌在會堂裏教訓人。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他)現正持續教導了的 在內 在對(她)一個/第一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會堂 在內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安息。

路 13:11 kai. ivdou. gunh. pneu/ma e;cousa avsqenei,aj e;th dekaoktw. kai. h=n sugku,ptousa kai. mh. duname,nh avnaku,yai
eivj to. pantele,jÅ
And, behold, there was a woman which had a spirit of infirmity eighteen years, and was bowed together, and
could in no wise lift up herself.
有一個女人，被鬼附著病了十八年；腰彎得一點直不起來。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她)女人 到於(它)靈/風 (她)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從屬(她)無力軟弱 到於(它們)年

到於(它們)十八個，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她)現正持續完全彎腰屈身了的 並且 不會/不要

(她)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直腰挺身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成全到底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她)女人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到於(它)靈/風 (她)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從屬(她)無力軟弱 到於(它們)年 (它們)十個 並且 (它們)八個，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她)現正持續完全彎腰屈身了的 並且 不會/不要 (她)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直腰挺身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成全到底的。

路 13:12 ivdw.n de. auvth.n ò VIhsou/j prosefw,nhsen kai. ei=pen auvth/|( Gu,nai( avpole,lusai th/j avsqenei,aj sou(
And when Jesus saw her, he called her to him, and said unto her, Woman, thou art loosed from thine infirmity.
耶穌看見，便叫過他來，對他說：女人，你脫離這病了。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然而也 到於(她)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出聲叫喚，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她)同一者， 阿,(她)女人， 你現在已經被打發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無力軟弱

從屬你。

路 13:13 kai. evpe,qhken auvth/| ta.j cei/raj\ kai. paracrh/ma avnwrqw,qh kai. evdo,xazen to.n qeo,nÅ
And he laid his hands on her: and immediately she was made straight, and glorified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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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用兩隻手按著他；他立刻直起腰來，就歸榮耀與神。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置放擺設在上面 在對(她)同一者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手； 並且 當場立即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再向上促使豎正直立，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歸榮耀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路 13:14 avpokriqei.j de. ò avrcisuna,gwgoj( avganaktw/n o[ti tw/| sabba,tw| evqera,peusen ò VIhsou/j( e;legen tw/| o;clw|
o[ti }Ex h̀me,rai eivsi.n evn ai-j dei/ evrga,zesqai\ evn auvtai/j ou=n evrco,menoi qerapeu,esqe kai. mh. th/| hm̀e,ra| tou/
sabba,touÅ
And the ruler of the synagogue answered with indignation, because that Jesus had healed on the sabbath day,
and said unto the people, There are six days in which men ought to work: in them therefore come and be
healed, and not on the sabbath day.
管會堂的，因為耶穌在安息日治病，就氣忿忿的對眾人說：有六日應當作工；那六日之內，可以來求醫，在安息

日卻不可。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首管會堂之人 (他)現正持續怨恨惱怒了的， 是這樣 在對(它)那

在對(它)安息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侍候紓解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在對(他)那 在對(他)群眾，

是這樣 (她們)六個 (她們)日子/白日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在內 在對(她們)這些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作工作； 在內 在對(她們)同一者 這樣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被行侍候紓解， 並且 不會/不要 在對(她)那

在對(她)日子/白日 從屬(它)那 從屬(它)安息。
[經文變異RT]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首管會堂之人 (他)現正持續怨恨惱怒了的， 是這樣 在對(它)那

在對(它)安息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侍候紓解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在對(他)那 在對(他)群眾，

(她們)六個 (她們)日子/白日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在內 在對(她們)這些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作工作； 在內 在對(她們)那同一者 這樣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被行侍候紓解， 並且 不會/不要 在對(她)那 在對(她)日子/白日 從屬(它)那 從屬(它)安息。

路 13:15 avpekri,qh de. auvtw/| ò ku,rioj kai. ei=pen( ~Upokritai,( e[kastoj ùmw/n tw/| sabba,tw| ouv lu,ei to.n bou/n auvtou/
h' to.n o;non avpo. th/j fa,tnhj kai. avpagagw.n poti,zeiÈ
The Lord then answered him, and said, Thou hypocrite, doth not each one of you on the sabbath loose his ox or
his ass from the stall, and lead him away to watering?
主說：假冒為善的人哪，難道你們各人在安息日不解開槽上的牛驢，牽去飲麼。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 然而也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主人，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阿,(他們)作戲假裝者， (他)各個的 從屬你們 在對(它)那 在對(它)安息 豈非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鬆綁脫解 到於(他)那

到於(他)牛 從屬(他)同一者 甚或/或而 到於(他)那 到於(他)驢子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馬槽， 並且

(他)那時(也是)從那裏帶領離開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餵飲？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註1 這樣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主人，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阿,(他們)作戲假裝者， (他)各個的 從屬你們 在對(它)那 在對(它)安息 豈非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鬆綁脫解 到於(他)那

到於(他)牛 從屬(他)同一者 甚或/或而 到於(他)那 到於(他)驢子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馬槽， 並且

(他)那時(也是)從那裏帶領離開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餵飲？

註1：“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經文變異WH]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 然而也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主人，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阿,(他們)作戲假裝者， (他)各個的 從屬你們 在對(它)那 在對(它)安息 豈非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鬆綁脫解 到於(他)那

到於(他)牛 從屬(他)同一者 甚或/或而 到於(他)那 到於(他)驢子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馬槽， 並且

(他)現正持續從那裏帶領離開了的[無文法代碼，由動詞彙編斷定] 他/她/它現在持續餵飲？

路 13:16 tau,thn de. qugate,ra VAbraa.m ou=san( h]n e;dhsen ò Satana/j ivdou. de,ka kai. ovktw. e;th( ouvk e;dei luqh/nai
avpo. tou/ desmou/ tou,tou th/| hm̀e,ra| tou/ sabba,touÈ
And ought not this woman, being a daughter of Abraham, whom Satan hath bound, lo, these eighteen years, be
loosed from this bond on the sabbath day?
況且這女人本是亞伯拉罕的後裔，被撒但捆綁了這十八年，不當在安息日解開他的綁麼。

到於(她)那同一者 然而也 到於(她)女兒 從屬(他)亞伯拉罕 到於(她)現正持續是了的， 到於(她)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拴綁 (他)那 (他)撒但，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到於(它們)十個 並且 到於(它們)八個

到於(它們)年， 豈非呢 他/她/它當時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那時(也是)要去被鬆綁脫解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捆鎖 從屬(他)那同一者 在對(她)那 在對(她)日子/白日 從屬(它)那 從屬(它)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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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13:17 kai. tau/ta le,gontoj auvtou/ kath|scu,nonto pa,ntej oì avntikei,menoi auvtw/|( kai. pa/j ò o;cloj e;cairen evpi.
pa/sin toi/j evndo,xoij toi/j ginome,noij ùpV auvtou/Å
And when he had said these things, all his adversaries were ashamed: and all the people rejoiced for all the
glorious things that were done by him.
耶穌說這話，他的敵人都慚愧了；眾人因他所行一切榮耀的事，就都歡喜了。

並且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從屬(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被向下挑起羞辱感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對峙相敵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並且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他)群眾 他/她/它當時持續歡喜安樂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在榮耀內的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同一者。

路 13:18 :Elegen ou=n( Ti,ni òmoi,a evsti.n h` basilei,a tou/ qeou/ kai. ti,ni òmoiw,sw auvth,nÈ
Then said he, Unto what is the kingdom of God like? and whereunto shall I resemble it?
耶穌說：神的國，好像甚麼；我拿甚麼來比較呢；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這樣， 在對(它)任何什麼呢 (她)具同樣相同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在對(它)任何什麼呢 我將要(持續)促使為具同樣相同 到於(她)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然而也， 在對(它)任何什麼呢 (她)具同樣相同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在對(它)任何什麼呢 我將要(持續)促使為具同樣相同 到於(她)同一者？

路 13:19 òmoi,a evsti.n ko,kkw| sina,pewj( o]n labw.n a;nqrwpoj e;balen eivj kh/pon eàutou/( kai. hu;xhsen kai. evge,neto
eivj de,ndron( kai. ta. peteina. tou/ ouvranou/ kateskh,nwsen evn toi/j kla,doij auvtou/Å
It is like a grain of mustard seed, which a man took, and cast into his garden; and it grew, and waxed a great
tree; and the fowls of the air lodged in the branches of it.
好像一粒芥菜種，有人拿去種在園子裏；長大成樹，天上的飛鳥，宿在他的枝上。

(她)具同樣相同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對(他)種核顆粒 從屬(它)芥菜， 到於(他)這個 (他)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他)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投擲 向內進入 到於(他)園子 從屬(他)同一者自己；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成長變大，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向內進入 到於(它)樹木； 並且 (它們)那些 (它們)飛鳥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他/她/它那時(也是)搭帳棚居所住下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分枝 從屬(它)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她)具同樣相同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對(他)種核顆粒 從屬(它)芥菜， 到於(他)這個 (他)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他)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投擲 向內進入 到於(他)園子 從屬(他)同一者自己；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成長變大，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向內進入 到於(它)樹木 到於(它)極大的； 並且 (它們)那些 (它們)飛鳥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他/她/它那時(也是)搭帳棚居所住下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分枝 從屬(它)同一者。

路 13:20 Kai. pa,lin ei=pen( Ti,ni òmoiw,sw th.n basilei,an tou/ qeou/È
And again he said, Whereunto shall I liken the kingdom of God?
又說：我拿甚麼來比神的國呢；

並且 重新又再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它)任何什麼呢 我將要(持續)促使為具同樣相同 到於(她)那

到於(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經文變異MT]

重新又再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它)任何什麼呢 我將要(持續)促使為具同樣相同 到於(她)那

到於(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路 13:21 òmoi,a evsti.n zu,mh|( h]n labou/sa gunh. ÎevnÐe,kruyen eivj avleu,rou sa,ta tri,a e[wj ou- evzumw,qh o[lonÅ
It is like leaven, which a woman took and hid in three measures of meal, till the whole was leavened.
好比麵酵，有婦人拿來藏在三斗麵裏，直等全糰都發起來。

(她)具同樣相同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對(她)酵素， 到於(她)這個 (她)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她)女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內隱藏遮掩 [或=他/她/它那時(也是)隱藏遮掩] 向內進入 從屬(它)穀粉粗麵 到於(它們)細亞

到於(它們)三個， 一直直到 從屬(它)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發酵 (它)整個全部的。
[經文變異WH]

(她)具同樣相同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對(她)酵素， 到於(她)這個 (她)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她)女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隱藏遮掩 向內進入 從屬(它)穀粉粗麵 到於(它們)細亞 到於(它們)三個， 一直直到 從屬(它)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發酵 (它)整個全部的。

路 13:22 Kai. dieporeu,eto kata. po,leij kai. kw,maj dida,skwn kai. porei,an poiou,menoj eivj ~Ieroso,lumaÅ
And he went through the cities and villages, teaching, and journeying toward Jerusalem.
耶穌往耶路撒冷去，在所經過的各城各鄉教訓人。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行去經過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們)城邑 並且 到於(她們)鄉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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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現正持續教導了的 並且 到於(她)去路行程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行出作成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路撒冷。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行去經過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們)城邑 並且 到於(她們)鄉村，

(他)現正持續教導了的 並且 到於(她)去路行程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行出作成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陸撒冷。

路 13:23 ei=pen de, tij auvtw/|( Ku,rie( eiv ovli,goi oi` sw|zo,menoiÈ ò de. ei=pen pro.j auvtou,j(
Then said one unto him, Lord, are there few that be saved? And he said unto them,
有一個人問他說：主阿，得救的人少麼。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他)任何什麼 在對(他)同一者， 阿,(他)主人， 若是 (他們)些微少許的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被拯救了的？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路 13:24 VAgwni,zesqe eivselqei/n dia. th/j stenh/j qu,raj( o[ti polloi,( le,gw ùmi/n( zhth,sousin eivselqei/n kai. ouvk
ivscu,sousinÅ
Strive to enter in at the strait gate: for many, I say unto you, will seek to enter in, and shall not be able.
耶穌對眾人說：你們要努力進窄門；我告訴你們，將來有許多人想要進去，卻是不能。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努力奮鬥 那時(也是)要去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狹窄窘困的 從屬(她)門戶； 是這樣 (他們)許多的，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探索尋求 那時(也是)要去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有強壯大力。
[經文變異RT]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努力奮鬥 那時(也是)要去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狹窄窘困的 從屬(她)大門； 是這樣 (他們)許多的，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探索尋求 那時(也是)要去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有強壯大力。

路 13:25 avfV ou- a'n evgerqh/| ò oivkodespo,thj kai. avpoklei,sh| th.n qu,ran kai. a;rxhsqe e;xw es̀ta,nai kai. krou,ein th.n
qu,ran le,gontej( Ku,rie( a;noixon hm̀i/n( kai. avpokriqei.j evrei/ ùmi/n( Ouvk oi=da um̀a/j po,qen evste,Å
When once the master of the house is risen up, and hath shut to the door, and ye begin to stand without, and to
knock at the door, saying, Lord, Lord, open unto us; and he shall answer and say unto you, I know you not
whence ye are:
及至家主起來關了門，你們站在外面叩門，說：主阿，給我們開門，他就回答說：我不認識你們，不曉得你們是

那裏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這個 但凡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喚醒起來 (他)那 (他)住處家室主宰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完全關上鎖住 到於(她)那 到於(她)門戶，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起始為首 在外面地

現已經去立定站住 並且 現要去持續叩門 到於(她)那 到於(她)門戶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阿,(他)主人，

你那時(也是)就要向上開啟打開 在對我們； 並且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開聲言說

在對你們， 不是/不 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到於你們 從那裏地呢 你們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這個 但凡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喚醒起來 (他)那 (他)住處家室主宰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完全關上鎖住 到於(她)那 到於(她)門戶，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起始為首 在外面地

現已經去立定站住 並且 現要去持續叩門 到於(她)那 到於(她)門戶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阿,(他)主人

阿,(他)主人， 你那時(也是)就要向上開啟打開 在對我們； 並且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開聲言說 在對你們， 不是/不 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到於你們 從那裏地呢 你們現在持續是。

路 13:26 to,te a;rxesqe le,gein( VEfa,gomen evnw,pio,n sou kai. evpi,omen kai. evn tai/j platei,aij h̀mw/n evdi,daxaj\
Then shall ye begin to say, We have eaten and drunk in thy presence, and thou hast taught in our streets.
那時，你們要說：我們在你面前喫過喝過，你也在我們的街上教訓過人。

當那時地 你們將要(持續)讓自己起始為首 現要去持續道說， 我們那時(也是)吃食 在面前地 從屬你 並且

我們那時(也是)喝， 並且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廣場大街 從屬我們 你那時(也是)教導。

路 13:27 kai. evrei/ le,gwn ùmi/n( Ouvk oi=da Îùma/jÐ po,qen evste,\ avpo,sthte avpV evmou/ pa,ntej evrga,tai avdiki,ajÅ
But he shall say, I tell you, I know you not whence ye are; depart from me, all ye workers of iniquity.
他要說：我告訴你們，我不曉得你們是那裏來的；你們這一切作惡的人，離開我去罷。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開聲言說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在對你們， 不是/不 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到於你們

從那裏地呢 你們現在持續是；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從那裏站開 從那裏離開 從屬"我"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工人

從屬(她)不義。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開聲言說，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不是/不 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到於你們

從那裏地呢 你們現在持續是；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從那裏站開 從那裏離開 從屬"我"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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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工人 從屬(她)那 從屬(她)不義。
[經文變異WH]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開聲言說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在對你們， 不是/不 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從那裏地呢

你們現在持續是；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從那裏站開 從那裏離開 從屬"我"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工人

從屬(她)不義。

路 13:28 evkei/ e;stai ò klauqmo.j kai. ò brugmo.j tw/n ovdo,ntwn( o[tan o;yhsqe VAbraa.m kai. VIsaa.k kai. VIakw.b kai.
pa,ntaj tou.j profh,taj evn th/| basilei,a| tou/ qeou/( ùma/j de. evkballome,nouj e;xwÅ
There shall be weeping and gnashing of teeth, when ye shall see Abraham, and Isaac, and Jacob, and all the
prophets, in the kingdom of God, and you yourselves thrust out.
你們要看見亞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眾先知，都在神的國裏，你們卻被趕到外面；在那裏必要哀哭切齒了。

在那裏地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他)那 (他)哭泣哀號 並且 (他)那 (他)磨齒咬牙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牙齒，

但凡當這時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看見注目 到於(他)亞伯拉罕 並且 到於(他)以撒 並且 到於(他)雅各 並且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到於你們 然而也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被向外投擲出來了的 在外面地。

路 13:29 kai. h[xousin avpo. avnatolw/n kai. dusmw/n kai. avpo. borra/ kai. no,tou kai. avnakliqh,sontai evn th/| basilei,a|
tou/ qeou/Å
And they shall come from the east, and from the west, and from the north, and from the south, and shall sit
down in the kingdom of God.
從東，從西，從南，從北，將有人來，在神的國裏坐席。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到達來臨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們)日出之東方 並且 從屬(她們)西邊， 並且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北方 並且 從屬(他)南風/南方，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被使斜靠後臥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經文變異MT]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到達來臨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們)日出之東方 並且 從屬(她們)西邊 並且 從屬(他)北方

並且 從屬(他)南風/南方，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被使斜靠後臥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路 13:30 kai. ivdou. eivsi.n e;scatoi oi] e;sontai prw/toi kai. eivsi.n prw/toi oi] e;sontai e;scatoiÅ
And, behold, there are last which shall be first, and there are first which shall be last.
只是有在後的將要在前；有在前的將要在後。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最末後的 (他們)這些個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是

(他們)首先的，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首先的 (他們)這些個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是 (他們)最末後的。

路 13:31 VEn auvth/| th/| w[ra| prosh/lqa,n tinej Farisai/oi le,gontej auvtw/|( :Exelqe kai. poreu,ou evnteu/qen( o[ti
~Hrw,|dhj qe,lei se avpoktei/naiÅ
The same day there came certain of the Pharisees, saying unto him, Get thee out, and depart hence: for Herod
will kill thee.
正當那時，有幾個法利賽人來對耶穌說：離開這裏去罷；因為希律想要殺你。

在內 在對(她)同一者 在對(她)那 在對(她)鐘點時刻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 (他們)任何什麼

(他們)法利賽人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就要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並且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從在此處地； 是這樣 (他)希律 他/她/它現在持續定意 到於你

那時(也是)要去殺害除掉。
[經文變異RT]

在內 在對(她)同一者 在對(她)那 在對(她)日子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 (他們)任何什麼

(他們)法利賽人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就要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並且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從在此處地； 是這樣 (他)希律 他/她/它現在持續定意 到於你

那時(也是)要去殺害除掉。

路 13:32 kai. ei=pen auvtoi/j( Poreuqe,ntej ei;pate th/| avlw,peki tau,th|( VIdou. evkba,llw daimo,nia kai. iva,seij avpotelw/
sh,meron kai. au;rion kai. th/| tri,th| teleiou/maiÅ
And he said unto them, Go ye, and tell that fox, Behold, I cast out devils, and I do cures to day and to morrow,
and the third day I shall be perfected.
耶穌說：你們去告訴那個狐狸說：今天明天我趕鬼治病，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們)那時(也是)被行去了的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發話言說

在對(她)那 在對(她)狐狸 在對(她)那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我現在持續向外投擲出來

到於(它們)鬼魔 並且 到於(她們)醫好治癒 我現在持續從那裏完成 今日地 並且 明日地， 並且 在對(她)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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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她)第三的 我現在持續被促使成完滿成全。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們)那時(也是)被行去了的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發話言說

在對(她)那 在對(她)狐狸 在對(她)那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我現在持續向外投擲出來

到於(它們)鬼魔 並且 到於(她們)醫好治癒 我現在持續在上面完成 今日地 並且 明日地， 並且 在對(她)那

在對(她)第三的 我現在持續被促使成完滿成全。

路 13:33 plh.n dei/ me sh,meron kai. au;rion kai. th/| evcome,nh| poreu,esqai( o[ti ouvk evnde,cetai profh,thn avpole,sqai
e;xw VIerousalh,mÅ
Nevertheless I must walk to day, and to morrow, and the day following: for it cannot be that a prophet perish out
of Jerusalem.
雖然這樣，今天明天後天我必須前行；因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喪命是不能的。

超出之外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到於我 今日地 並且 明日地 並且 在對(她)那

在對(她)現正持續讓自己持有了的
註1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是這樣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允許[非人稱用法] 到於(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毀掉除滅 在外面地

從屬(她)耶陸撒冷。

註1：“在對(她)現正持續讓自己持有了的”文法上亦可以為“在對(她)現正持續被持有了的”。

路 13:34 VIerousalh.m VIerousalh,m( h̀ avpoktei,nousa tou.j profh,taj kai. liqobolou/sa tou.j avpestalme,nouj pro.j
auvth,n( posa,kij hvqe,lhsa evpisuna,xai ta. te,kna sou o]n tro,pon o;rnij th.n èauth/j nossia.n up̀o. ta.j pte,rugaj( kai.
ouvk hvqelh,sateÅ
O Jerusalem, Jerusalem, which killest the prophets, and stonest them that are sent unto thee; how often would I
have gathered thy children together, as a hen doth gather her brood under her wings, and ye would not!
耶路撒冷阿，耶路撒冷阿，你常殺害先知，又用石頭打死那奉差遣到你這裏來的人；我多次願意聚集你的兒女，

好像母雞把小雞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們不願意。

阿,(她)耶陸撒冷 阿,(她)耶陸撒冷， (她)那 (她)現正持續殺害除掉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並且 (她)現正持續以投擲石頭打死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在已經被分派差遣了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同一者； 這多少次地 我那時(也是)定意 那時(也是)要去在一處聚集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孩子 從屬你，

到於(他)這個 到於(他)運轉模式 (她)雞 到於(她)那 從屬(她)同一者自己 到於(她)幼雛一窩 <在底下>在底下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羽翼翅膀， 並且 不是/不 你們那時(也是)定意。

路 13:35 ivdou. avfi,etai ùmi/n ò oi=koj um̀w/nÅ le,gw Îde.Ð ùmi/n( ouv mh. i;dhte, me e[wj Îh[xei o[teÐ ei;phte( Euvloghme,noj ò
evrco,menoj evn ovno,mati kuri,ouÅ
Behold, your house is left unto you desolate: and verily I say unto you, Ye shall not see me, until the time come
when ye shall say, Blessed is he that cometh in the name of the Lord.
看哪，你們的家成為荒場留給你們；我告訴你們，從今以後你們不得再見我，直等到你們說：奉主名來的是應當

稱頌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任憑釋放離開 在對你們 (他)那 (他)住處家室 從屬你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然而也 在對你們，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看見察覺 到於我， 一直直到

他/她/它將要(持續)到達來臨 當這時地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他)現在已經被祝福稱讚了的 (他)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在內 在對(它)名字 從屬(他)主人。
[經文變異RT]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任憑釋放離開 在對你們 (他)那 (他)住處家室 從屬你們

(他)孤獨荒涼的； 阿們 然而也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是這樣 不是/不 不會/不要 到於我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看見察覺， 一直直到 但凡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到達來臨 當這時地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他)現在已經被祝福稱讚了的 (他)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在內

在對(它)名字 從屬(他)主人。
[經文變異WH]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任憑釋放離開 在對你們 (他)那 (他)住處家室 從屬你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然而也 在對你們，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看見察覺 到於我， 一直直到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他)現在已經被祝福稱讚了的 (他)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在內

在對(它)名字 從屬(他)主人。

路 14:1 Kai. evge,neto evn tw/| evlqei/n auvto.n eivj oi=ko,n tinoj tw/n avrco,ntwn Îtw/nÐ Farisai,wn sabba,tw| fagei/n
a;rton kai. auvtoi. h=san parathrou,menoi auvto,nÅ
And it came to pass, as he went into the house of one of the chief Pharisees to eat bread on the sabbath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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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they watched him.
安息日，耶穌到一個法利賽人的首領家裏去喫飯，他們就窺探他。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內 在對(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到來前往 到於(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他)住處家室 從屬(他)任何什麼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首領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法利賽人 在對(它)安息

那時(也是)要去吃食 到於(他)麵餅， 並且 (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仔細檢視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路 14:2 kai. ivdou. a;nqrwpo,j tij h=n ud̀rwpiko.j e;mprosqen auvtou/Å
And, behold, there was a certain man before him which had the dropsy.
在他面前有一個患水臌的人。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人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患水腫的 從在其前地

從屬(他)同一者。

路 14:3 kai. avpokriqei.j ò VIhsou/j ei=pen pro.j tou.j nomikou.j kai. Farisai,ouj le,gwn( :Exestin tw/| sabba,tw|
qerapeu/sai h' ou;È
And Jesus answering spake unto the lawyers and Pharisees, saying, Is it lawful to heal on the sabbath day?
耶穌對律法師和法利賽人說：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

並且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屬律法的 並且 到於(他們)法利賽人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合乎法理[非人稱用法]

在對(它)那 在對(它)安息 那時(也是)要去行侍候紓解， 甚或/或而 不是/不？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屬律法的 並且 到於(他們)法利賽人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若是 他/她/它現在持續合乎法理[非人稱用法]

在對(它)那 在對(它)安息 那時(也是)要去行侍候紓解 ？

路 14:4 oi` de. hs̀u,casanÅ kai. evpilabo,menoj iva,sato auvto.n kai. avpe,lusenÅ
And they held their peace. And he took him, and healed him, and let him go;
他們卻不言語。耶穌就治好那人，叫他走了；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使成沉寂安靜。 並且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拿取到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醫好治癒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打發離開。

路 14:5 kai. pro.j auvtou.j ei=pen( Ti,noj ùmw/n uiò.j h' bou/j eivj fre,ar pesei/tai( kai. ouvk euvqe,wj avnaspa,sei auvto.n
evn hm̀e,ra| tou/ sabba,touÈ
And answered them, saying, Which of you shall have an ass or an ox fallen into a pit, and will not straightway
pull him out on the sabbath day?
便對他們說：你們中間誰有驢或有牛，在安息日掉在井裏，不立時拉牠上來呢。

並且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從屬(他)任何什麼呢 從屬你們 (他)兒子

甚或/或而 (他)牛 向內進入 到於(它)坑洞井穴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落下墜落， 並且 不是/不

平直直接地[同#2117] 他/她/它將要(持續)向上拉拔 到於(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日子/白日 從屬(它)那 從屬(它)安息？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從屬(他)任何什麼呢 從屬你們 (他)驢子 甚或/或而 (他)牛 向內進入 到於(它)坑洞井穴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落在其內， 並且 不是/不 平直直接地[同#2117] 他/她/它將要(持續)向上拉拔 到於(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日子/白日 從屬(它)那 從屬(它)安息？

路 14:6 kai. ouvk i;scusan avntapokriqh/nai pro.j tau/taÅ
And they could not answer him again to these things.
他們不能對答這話。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有強壯大力 那時(也是)要去被生頂嘴反駁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有強壯大力 那時(也是)要去被生頂嘴反駁 在對(他)同一者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路 14:7 :Elegen de. pro.j tou.j keklhme,nouj parabolh,n( evpe,cwn pw/j ta.j prwtoklisi,aj evxele,gonto( le,gwn pro.j
auvtou,j(
And he put forth a parable to those which were bidden, when he marked how they chose out the chief rooms;
saying unto them,
耶穌見所請的客揀擇首位，就用比喻對他們說：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然而也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在已經被促請召喚了的 到於(她)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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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現正持續關注留意了的 怎樣如何地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首席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挑選，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路 14:8 {Otan klhqh/|j ùpo, tinoj eivj ga,mouj( mh. katakliqh/|j eivj th.n prwtoklisi,an( mh,pote evntimo,tero,j sou h=|
keklhme,noj ùpV auvtou/(
When thou art bidden of any man to a wedding, sit not down in the highest room; lest a more honourable man
than thou be bidden of him;
你被人請去赴婚姻的筵席，不要坐在首位上；恐怕有比你尊貴的客，被他請來；

但凡當這時 你那時(也是)應該被促請召喚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任何什麼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婚禮， 不會/不要

你那時(也是)應該被使斜靠臥下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首席； 不會任何時候地 (他)更價值寶貴的 從屬你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是 (他)現在已經被促請召喚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同一者，

路 14:9 kai. evlqw.n ò se. kai. auvto.n kale,saj evrei/ soi( Do.j tou,tw| to,pon( kai. to,te a;rxh| meta. aivscu,nhj to.n
e;scaton to,pon kate,ceinÅ
And he that bade thee and him come and say to thee, Give this man place; and thou begin with shame to take
the lowest room.
那請你們的人前來對你說：讓座給這一位罷；你就羞羞慚慚的退到末位上去了。

並且 (他)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他)那 到於你 並且 到於(他)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促請召喚了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開聲言說 在對你， 你那時(也是)就要給與 在對(他)那同一者 到於(他)地點處所； 並且 當那時地

你將要(持續)讓自己起始為首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羞辱蒙羞 到於(他)那 到於(他)最末後的 到於(他)地點處所

現要去持續持住。

路 14:10 avllV o[tan klhqh/|j( poreuqei.j avna,pese eivj to.n e;scaton to,pon( i[na o[tan e;lqh| ò keklhkw,j se evrei/ soi(
Fi,le( prosana,bhqi avnw,teron\ to,te e;stai soi do,xa evnw,pion pa,ntwn tw/n sunanakeime,nwn soiÅ
But when thou art bidden, go and sit down in the lowest room; that when he that bade thee cometh, he may say
unto thee, Friend, go up higher: then shalt thou have worship in the presence of them that sit at meat with thee.
你被請的時候，就去坐在末位上，好叫那請你的人來，對你說：朋友，請上坐；那時你在同席的人面前，就有光

彩了。

但乃是 但凡當這時 你那時(也是)應該被促請召喚， (他)那時(也是)被行去了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靠後而坐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最末後的 到於(他)地點處所； 為要 但凡當這時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到來前往 (他)那

(他)現在已經促請召喚了的 到於你， 他/她/它將要(持續)開聲言說 在對你， 阿,(他)朋友，

你那時(也是)就要在前面向著向上行 到於(它)更上頭的； 當那時地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在對你 (她)榮耀 在面前地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共同靠躺坐席了的 在對你。
[經文變異RT]

但乃是 但凡當這時 你那時(也是)應該被促請召喚， (他)那時(也是)被行去了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靠後而坐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最末後的 到於(他)地點處所； 為要 但凡當這時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到來前往 (他)那

(他)現在已經促請召喚了的 到於你，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在對你， 阿,(他)朋友，

你那時(也是)就要在前面向著向上行 到於(它)更上頭的； 當那時地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在對你 (她)榮耀 在面前地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共同靠躺坐席了的 在對你。

路 14:11 o[ti pa/j ò ùyw/n èauto.n tapeinwqh,setai( kai. ò tapeinw/n èauto.n ùywqh,setaiÅ
For whosoever exalteth himself shall be abased; and he that humbleth himself shall be exalted.
因為凡自高的必降為卑；自卑的必升為高。

是這樣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他)現正持續升高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促使成低微降卑；

並且 (他)那 (他)現正持續促使成低微降卑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升高。

路 14:12 :Elegen de. kai. tw/| keklhko,ti auvto,n( {Otan poih/|j a;riston h' dei/pnon( mh. fw,nei tou.j fi,louj sou mhde.
tou.j avdelfou,j sou mhde. tou.j suggenei/j sou mhde. gei,tonaj plousi,ouj( mh,pote kai. auvtoi. avntikale,swsi,n se kai.
ge,nhtai avntapo,doma, soiÅ
Then said he also to him that bade him, When thou makest a dinner or a supper, call not thy friends, nor thy
brethren, neither thy kinsmen, nor thy rich neighbours; lest they also bid thee again, and a recompence be made
thee.
耶穌又對請他的人說：你擺設午飯，或晚飯，不要請你的朋友，弟兄，親屬，和富足的鄰舍；恐怕他們也請你，

你就得了報答。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然而也 並且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在已經促請召喚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但凡當這時

你現在應該持續行出作成 到於(它)正餐 甚或/或而 到於(它)晚餐， 不會/不要 你現在就要持續出聲叫喚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朋友 從屬你， 然而也不要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弟兄 從屬你， 然而也不要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親族的 從屬你， 然而也不要 到於(他們)鄰居 到於(他們)具豐滿富足的； 不會任何時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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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 (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相對回請 到於你，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生發成為

(它)所給付報償 在對你。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然而也 並且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在已經促請召喚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但凡當這時

你現在應該持續行出作成 到於(它)正餐 甚或/或而 到於(它)晚餐， 不會/不要 你現在就要持續出聲叫喚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朋友 從屬你， 然而也不要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弟兄 從屬你， 然而也不要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親族的 從屬你， 然而也不要 到於(他們)鄰居 到於(他們)具豐滿富足的； 不會任何時候地

並且 (他們)同一者 到於你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相對回請，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對你

(它)所給付報償。

路 14:13 avllV o[tan doch.n poih/|j( ka,lei ptwcou,j( avnapei,rouj( cwlou,j( tuflou,j\
But when thou makest a feast, call the poor, the maimed, the lame, the blind:
你擺設筵席，倒要請那貧窮的，殘廢的，瘸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

但乃是 但凡當這時 到於(她)宴席款待 你現在應該持續行出作成， 你現在就要持續促請召喚 到於(他們)貧苦窮困的，

到於(他們)重殘障的， 到於(他們)瘸腿跛腳的， 到於(他們)瞎眼的；
[經文變異RT]

但乃是 但凡當這時 你現在應該持續行出作成 到於(她)宴席款待， 你現在就要持續促請召喚 到於(他們)貧苦窮困的，

到於(他們)重殘障的， 到於(他們)瘸腿跛腳的， 到於(他們)瞎眼的；

路 14:14 kai. maka,rioj e;sh|( o[ti ouvk e;cousin avntapodou/nai, soi( avntapodoqh,setai ga,r soi evn th/| avnasta,sei tw/n
dikai,wnÅ
And thou shalt be blessed; for they cannot recompense thee: for thou shalt be recompensed at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just.
因為他們沒有甚麼可報答你；到義人復活的時候，你要得著報答。

並且 (他)蒙至高褔的 你將要(持續)是； 是這樣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持有 那時(也是)要去給付報償 在對你；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給付報償 因為 在對你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再站立起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具公平正義的。

路 14:15 VAkou,saj de, tij tw/n sunanakeime,nwn tau/ta ei=pen auvtw/|( Maka,rioj o[stij fa,getai a;rton evn th/|
basilei,a| tou/ qeou/Å
And when one of them that sat at meat with him heard these things, he said unto him, Blessed is he that shall
eat bread in the kingdom of God.
同席的有一人聽見這話，就對耶穌說：在神國裏喫飯的有福了。

(他)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然而也 (他)任何什麼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共同靠躺坐席了的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蒙至高褔的 (他)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吃食 到於(他)麵餅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經文變異RT]

(他)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然而也 (他)任何什麼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共同靠躺坐席了的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蒙至高褔的 (他)這個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吃食 到於(他)麵餅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經文變異MT]

(他)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然而也 (他)任何什麼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共同靠躺坐席了的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蒙至高褔的 (他)這個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吃食 到於(它)正餐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路 14:16 ò de. ei=pen auvtw/|( :Anqrwpo,j tij evpoi,ei dei/pnon me,ga( kai. evka,lesen pollou.j
Then said he unto him, A certain man made a great supper, and bade many:
耶穌對他說：有一人擺設大筵席，請了許多客；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人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當時持續行出作成

到於(它)晚餐 到於(它)極大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促請召喚 到於(他們)許多的；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人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到於(它)晚餐 到於(它)極大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促請召喚 到於(他們)許多的；

路 14:17 kai. avpe,steilen to.n dou/lon auvtou/ th/| w[ra| tou/ dei,pnou eivpei/n toi/j keklhme,noij( :Ercesqe( o[ti h;dh
e[toima, evstinÅ
And sent his servant at supper time to say to them that were bidden, Come; for all things are now ready.
到了坐席的時候，打發僕人去對所請的人說：請來罷；樣樣都齊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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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到於(他)那 到於(他)奴僕 從屬(他)同一者 在對(她)那 在對(她)鐘點時刻 從屬(它)那

從屬(它)晚餐 那時(也是)要去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在已經被促請召喚了的，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是這樣 甚而已然如此地 (它們)妥切齊備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到於(他)那 到於(他)奴僕 從屬(他)同一者 在對(她)那 在對(她)鐘點時刻 從屬(它)那

從屬(它)晚餐 那時(也是)要去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在已經被促請召喚了的，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是這樣 甚而已然如此地 (它們)妥切齊備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路 14:18 kai. h;rxanto avpo. mia/j pa,ntej paraitei/sqaiÅ ò prw/toj ei=pen auvtw/|( VAgro.n hvgo,rasa kai. e;cw avna,gkhn
evxelqw.n ivdei/n auvto,n\ evrwtw/ se( e;ce me parh|thme,nonÅ
And they all with one consent began to make excuse. The first said unto him, I have bought a piece of ground,
and I must needs go and see it: I pray thee have me excused.
眾人一口同音的推辭。頭一個說：我買了一塊地，必須去看看；請你准我辭了。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一個/第一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要求免去。 (他)那 (他)首先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他)田野

我那時(也是)購買， 並且 我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迫切需要 (他)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看見察覺 到於(他)同一者； 我現在持續查詢求問 到於你， 你現在就要持續持有 到於我

到於(他)現在已經被要求免去了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一個/第一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要求免去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他)首先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他)田野

我那時(也是)購買， 並且 我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迫切需要 那時(也是)要去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看見察覺 到於(他)同一者； 我現在持續查詢求問 到於你， 你現在就要持續持有 到於我

到於(他)現在已經被要求免去了的。

路 14:19 kai. e[teroj ei=pen( Zeu,gh bow/n hvgo,rasa pe,nte kai. poreu,omai dokima,sai auvta,\ evrwtw/ se( e;ce me
parh|thme,nonÅ
And another said, I have bought five yoke of oxen, and I go to prove them: I pray thee have me excused.
又有一個說：我買了五對牛，要去試一試；請你准我辭了。

並且 (他)相異不同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到於(它們)成對 從屬(他們)牛 我那時(也是)購買 到於(它們)五個，

並且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那時(也是)要去查驗證實 到於(它們)同一者； 我現在持續查詢求問 到於你，

你現在就要持續持有 到於我 到於(他)現在已經被要求免去了的。

路 14:20 kai. e[teroj ei=pen( Gunai/ka e;ghma kai. dia. tou/to ouv du,namai evlqei/nÅ
And another said, I have married a wife, and therefore I cannot come.
又有一個說：我纔娶了妻，所以不能去。

並且 (他)相異不同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到於(她)女人 我那時(也是)結婚娶嫁， 並且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同一者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那時(也是)要去到來前往。

路 14:21 kai. parageno,menoj ò dou/loj avph,ggeilen tw/| kuri,w| auvtou/ tau/taÅ to,te ovrgisqei.j ò oivkodespo,thj ei=pen
tw/| dou,lw| auvtou/( :Exelqe tace,wj eivj ta.j platei,aj kai. rù,maj th/j po,lewj kai. tou.j ptwcou.j kai. avnapei,rouj
kai. tuflou.j kai. cwlou.j eivsa,gage w-deÅ
So that servant came, and shewed his lord these things. Then the master of the house being angry said to his
servant, Go out quickly into the streets and lanes of the city, and bring in hither the poor, and the maimed, and
the halt, and the blind.
那僕人回來，把這事都告訴了主人；家主就動怒，對僕人說：快出去到城裏大街小巷，領那貧窮的，殘廢的，瞎

眼的，瘸腿的來。

並且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來到旁邊了的 (他)那 (他)奴僕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報信通告 在對(他)那 在對(他)主人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當那時地 (他)那時(也是)被使有激動忿怒了的 (他)那 (他)住處家室主宰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那 在對(他)奴僕 從屬(他)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就要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快快地

向內進入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廣場大街 並且 到於(她們)街巷 從屬(她)那 從屬(她)城邑，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貧苦窮困的 並且 到於(他們)重殘障的 並且 到於(他們)瞎眼的 並且 到於(他們)瘸腿跛腳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向內帶領進入 也就在此地。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來到旁邊了的 (他)那 (他)奴僕 (他)在那裏的那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報信通告

在對(他)那 在對(他)主人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當那時地 (他)那時(也是)被使有激動忿怒了的 (他)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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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住處家室主宰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那 在對(他)奴僕 從屬(他)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就要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快快地 向內進入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廣場大街 並且 到於(她們)街巷

從屬(她)那 從屬(她)城邑，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貧苦窮困的 並且 到於(他們)重殘障的 並且

到於(他們)瘸腿跛腳的 並且 到於(他們)瞎眼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向內帶領進入 也就在此地。

路 14:22 kai. ei=pen ò dou/loj( Ku,rie( ge,gonen o] evpe,taxaj( kai. e;ti to,poj evsti,nÅ
And the servant said, Lord, it is done as thou hast commanded, and yet there is room.
僕人說：主阿，你所吩咐的已經辦了，還有空座。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那 (他)奴僕， 阿,(他)主人， 他/她/它現在已經生發成為 到於(它)這個

你那時(也是)責令定規， 並且 依然仍舊地 (他)地點處所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那 (他)奴僕， 阿,(他)主人， 他/她/它現在已經生發成為 正如地

你那時(也是)責令定規， 並且 依然仍舊地 (他)地點處所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路 14:23 kai. ei=pen ò ku,rioj pro.j to.n dou/lon( :Exelqe eivj ta.j òdou.j kai. fragmou.j kai. avna,gkason eivselqei/n(
i[na gemisqh/| mou ò oi=koj\
And the lord said unto the servant, Go out into the highways and hedges, and compel them to come in, that my
house may be filled.
主人對僕人說：你出去到路上和籬笆那裏，勉強人進來，坐滿我的屋子。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那 (他)主人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奴僕，

你那時(也是)就要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向內進入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道路途徑 並且 到於(他們)隔牆籬笆，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迫使必須 那時(也是)要去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使為鼓起滿載 從屬我

(他)那 (他)住處家室。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那 (他)主人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奴僕，

你那時(也是)就要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向內進入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道路途徑 並且 到於(他們)隔牆籬笆，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迫使必須 那時(也是)要去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使為鼓起滿載 (他)那

(他)住處家室 從屬我。

路 14:24 le,gw ga.r ùmi/n o[ti ouvdei.j tw/n avndrw/n evkei,nwn tw/n keklhme,nwn geu,setai, mou tou/ dei,pnouÅ
For I say unto you, That none of those men which were bidden shall taste of my supper.
我告訴你們，先前所請的人，沒有一個得嘗我的筵席。

我現在持續道說 因為 在對你們， 是這樣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男人/丈夫

從屬(他們)在那裏的那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在已經被促請召喚了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品嘗 從屬我

從屬(它)那 從屬(它)晚餐。
[經文變異MT]

我現在持續道說 因為 在對你們， 是這樣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男人/丈夫

從屬(他們)在那裏的那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在已經被促請召喚了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品嘗 從屬我

從屬(它)那 從屬(它)晚餐； (他們)許多的 因為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乃召請的， (他們)些微少許的 然而也

(他們)乃挑選的。

路 14:25 Suneporeu,onto de. auvtw/| o;cloi polloi,( kai. strafei.j ei=pen pro.j auvtou,j(
And there went great multitudes with him: and he turned, and said unto them,
有極多的人和耶穌同行；他轉過來對他們說：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共同行去 然而也 在對(他)同一者 (他們)群眾 (他們)許多的； 並且

(他)那時(也是)被轉動翻轉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路 14:26 Ei; tij e;rcetai pro,j me kai. ouv misei/ to.n pate,ra èautou/ kai. th.n mhte,ra kai. th.n gunai/ka kai. ta.
te,kna kai. tou.j avdelfou.j kai. ta.j avdelfa.j e;ti te kai. th.n yuch.n eàutou/( ouv du,natai ei=nai, mou maqhth,jÅ
If any man come to me, and hate not his father, and mother, and wife, and children, and brethren, and sisters,
yea, and his own life also, he cannot be my disciple.
人到我這裏來，若不愛我勝過愛自己的父母，妻子，兒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門徒。〔愛

我勝過愛原文作恨〕

若是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我，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恨惡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從屬(他)同一者自己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母親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女人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孩子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弟兄 並且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姊妹， 依然仍舊地 並/又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生魂意念 從屬(他)同一者自己，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現要去持續是 從屬我 (他)門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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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變異RT]

若是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我，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恨惡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從屬(他)同一者自己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母親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女人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孩子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弟兄 並且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姊妹， 依然仍舊地 然而也 並且 到於(她)那 從屬(他)同一者自己 到於(她)生魂意念，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從屬我 (他)門徒 現要去持續是。

路 14:27 o[stij ouv basta,zei to.n stauro.n eàutou/ kai. e;rcetai ovpi,sw mou( ouv du,natai ei=nai, mou maqhth,jÅ
And whosoever doth not bear his cross, and come after me, cannot be my disciple.
凡不背著自己十字架跟從我的，也不能作我的門徒。

(他)這個任何什麼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提舉擔負 到於(他)那 到於(他)十字架 從屬(他)同一者自己，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向在後面地 從屬我，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現要去持續是

從屬我 (他)門徒。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這個任何什麼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提舉擔負 到於(他)那 到於(他)十字架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向在後面地 從屬我，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從屬我

現要去持續是 (他)門徒。

路 14:28 ti,j ga.r evx ùmw/n qe,lwn pu,rgon oivkodomh/sai ouvci. prw/ton kaqi,saj yhfi,zei th.n dapa,nhn( eiv e;cei eivj
avpartismo,nÈ
For which of you, intending to build a tower, sitteth not down first, and counteth the cost, whether he have
sufficient to finish it?
你們那一個要蓋一座樓，不先坐下算計花費，能蓋成不能呢。

(他)任何什麼呢 因為 向外出來 從屬你們 (他)現正持續定意了的 到於(他)城堡塔樓 那時(也是)要去營建修造，

豈不是呢 首先地 (他)那時(也是)就座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用小圓石估算審斷 到於(她)那 到於(她)損耗花費， 若是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向內進入 到於(他)完成？
[經文變異RT]

(他)任何什麼呢 因為 向外出來 從屬你們 (他)現正持續定意了的 到於(他)城堡塔樓 那時(也是)要去營建修造，

豈不是呢 首先地 (他)那時(也是)就座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用小圓石估算審斷 到於(她)那 到於(她)損耗花費， 若是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它們)那些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完成？
[經文變異MT]

(他)任何什麼呢 因為 向外出來 從屬你們 (他)那 (他)現正持續定意了的 到於(他)城堡塔樓 那時(也是)要去營建修造，

豈不是呢 首先地 (他)那時(也是)就座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用小圓石估算審斷 到於(她)那 到於(她)損耗花費， 若是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它們)那些 向內進入 到於(他)完成？

路 14:29 i[na mh,pote qe,ntoj auvtou/ qeme,lion kai. mh. ivscu,ontoj evktele,sai pa,ntej oì qewrou/ntej a;rxwntai auvtw/|
evmpai,zein
Lest haply, after he hath laid the foundation, and is not able to finish it, all that behold it begin to mock him,
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見的人都笑話他，

為要 不會任何時候地， 從屬(他)那時(也是)置放擺設了的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他)根基， 並且 不會/不要

從屬(他)現正持續有強壯大力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向外完成，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行定睛觀看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起始為首 在對(他)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戲弄，
[經文變異RT]

為要 不會任何時候地， 從屬(他)那時(也是)置放擺設了的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他)根基， 並且 不會/不要

從屬(他)現正持續有強壯大力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向外完成，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行定睛觀看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起始為首 現要去持續戲弄 在對(他)同一者，

路 14:30 le,gontej o[ti Ou-toj ò a;nqrwpoj h;rxato oivkodomei/n kai. ouvk i;scusen evktele,saiÅ
Saying, This man began to build, and was not able to finish.
說：這個人開了工，卻不能完工。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是這樣 (他)那同一者 (他)那 (他)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

現要去持續營建修造，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有強壯大力 那時(也是)要去向外完成。

路 14:31 h' ti,j basileu.j poreuo,menoj ète,rw| basilei/ sumbalei/n eivj po,lemon ouvci. kaqi,saj prw/ton bouleu,setai
eiv dunato,j evstin evn de,ka cilia,sin ùpanth/sai tw/| meta. ei;kosi cilia,dwn evrcome,nw| evpV auvto,nÈ
Or what king, going to make war against another king, sitteth not down first, and consulteth whether he be able
with ten thousand to meet him that cometh against him with twenty thousand?
或是一個王，出去和別的王打仗，豈不先坐下酌量，能用一萬兵，去敵那領二萬兵來攻打他的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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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或/或而 (他)任何什麼呢 (他)君王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行去了的 在對(他)相異不同的 在對(他)君王

那時(也是)要去投擲在一起 向內進入 到於(他)戰爭打仗， 豈不是呢 (他)那時(也是)就座了的 首先地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行打算意圖， 若是 (他)乃能夠可能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內 在對(她們)十個

在對(她們)一千之數 那時(也是)要去在底下迎面相遇 在對(他)那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二十

從屬(她們)一千之數 在對(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甚或/或而 (他)任何什麼呢 (他)君王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行去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投擲在一起 在對(他)相異不同的

在對(他)君王 向內進入 到於(他)戰爭打仗， 豈不是呢 (他)那時(也是)就座了的 首先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行打算意圖， 若是 (他)乃能夠可能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內 在對(她們)十個

在對(她們)一千之數 那時(也是)要去從那裏迎面相遇 在對(他)那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二十

從屬(她們)一千之數 在對(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同一者？

路 14:32 eiv de. mh, ge( e;ti auvtou/ po,rrw o;ntoj presbei,an avpostei,laj evrwta/| ta. pro.j eivrh,nhnÅ
Or else, while the other is yet a great way off, he sendeth an ambassage, and desireth conditions of peace.
若是不能，就趁敵人還遠的時候，派使者去求和息的條款。

若是 然而也 不會/不要 確實， 依然仍舊地 從屬(他)同一者 在遠處地 從屬(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到於(她)代表特使團 (他)那時(也是)分派差遣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查詢求問 到於(它們)那些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和平安寧。
[經文變異WH]

若是 然而也 不會/不要 確實， 依然仍舊地 從屬(他)同一者 在遠處地 從屬(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到於(她)代表特使團 (他)那時(也是)分派差遣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查詢求問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和平安寧。

路 14:33 ou[twj ou=n pa/j evx ùmw/n o]j ouvk avpota,ssetai pa/sin toi/j eàutou/ ùpa,rcousin ouv du,natai ei=nai, mou
maqhth,jÅ
So likewise, whosoever he be of you that forsaketh not all that he hath, he cannot be my disciple.
這樣，你們無論甚麼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作我的門徒。

那同一樣式地 這樣 (他)所有每一個的 向外出來 從屬你們 (他)這個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離開辭別

在對(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它們)那些 從屬(他)同一者自己 在對(它們)現正持續源屬具有了的，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現要去持續是 從屬我 (他)門徒。
[經文變異RT]

那同一樣式地 這樣 (他)所有每一個的 向外出來 從屬你們 (他)這個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離開辭別

在對(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它們)那些 從屬(他)同一者自己 在對(它們)現正持續源屬具有了的，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從屬我 現要去持續是 (他)門徒。

路 14:34 Kalo.n ou=n to. a[laj\ eva.n de. kai. to. a[laj mwranqh/|( evn ti,ni avrtuqh,setaiÈ
Salt is good: but if the salt have lost his savour, wherewith shall it be seasoned?
鹽本是好的；鹽若失了味，可用甚麼叫它再鹹呢。

(它)美好適當的 這樣 (它)那 (它)鹽； 但凡若是 然而也 並且 (它)那 (它)鹽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促為魯鈍愚拙， 在內 在對(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調製調味？
[經文變異RT]

(它)美好適當的 (它)那 (它)鹽； 但凡若是 然而也 並且 (它)那 (它)鹽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促為魯鈍愚拙，

在內 在對(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調製調味？

路 14:35 ou;te eivj gh/n ou;te eivj kopri,an eu;qeto,n evstin( e;xw ba,llousin auvto,Å ò e;cwn w=ta avkou,ein avkoue,twÅ
It is neither fit for the land, nor yet for the dunghill; but men cast it out. He that hath ears to hear, let him hear.
或用在田裏，或堆在糞裏，都不合式；只好丟在外面。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

並不/又不 向內進入 到於(她)地土/地 並不/又不 向內進入 到於(她)糞肥 (它)為合適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外面地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投擲 到於(它)同一者。 (他)那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它們)耳朵

現要去持續聲聞耳聽，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聲聞耳聽。

路 15:1 +Hsan de. auvtw/| evggi,zontej pa,ntej oì telw/nai kai. oì am̀artwloi. avkou,ein auvtou/Å
Then drew near unto him all the publicans and sinners for to hear him.
眾稅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穌要聽他講道。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在對(他)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靠近了的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那些 (他們)稅吏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犯罪的 現要去持續聲聞耳聽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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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他們)現正持續靠近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那些 (他們)稅吏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犯罪的 現要去持續聲聞耳聽 從屬(他)同一者。

路 15:2 kai. diego,gguzon oi[ te Farisai/oi kai. oì grammatei/j le,gontej o[ti Ou-toj am̀artwlou.j prosde,cetai kai.
sunesqi,ei auvtoi/jÅ
And the Pharisees and scribes murmured, saying, This man receiveth sinners, and eateth with them.
法利賽人和文士，私下議論說：這個人接待罪人，又同他們喫飯。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互相間嘟噥嘀咕 (他們)那些 並/又 (他們)法利賽人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書記文士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是這樣 (他)那同一者 到於(他們)犯罪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在前面向著接納領受，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一同喫食 在對(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互相間嘟噥嘀咕 (他們)那些 (他們)法利賽人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書記文士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是這樣 (他)那同一者 到於(他們)犯罪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在前面向著接納領受，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一同喫食 在對(他們)同一者。

路 15:3 ei=pen de. pro.j auvtou.j th.n parabolh.n tau,thn le,gwn(
And he spake this parable unto them, saying,
耶穌就用比喻，說：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到於(她)那 到於(她)比喻 到於(她)那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路 15:4 Ti,j a;nqrwpoj evx ùmw/n e;cwn ek̀ato.n pro,bata kai. avpole,saj evx auvtw/n e]n ouv katalei,pei ta. evnenh,konta
evnne,a evn th/| evrh,mw| kai. poreu,etai evpi. to. avpolwlo.j e[wj eu[rh| auvto,È
What man of you, having an hundred sheep, if he lose one of them, doth not leave the ninety and nine in the
wilderness, and go after that which is lost, until he find it?
你們中間誰有一百隻羊，失去一隻，不把這九十九隻撇在曠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著呢。

(他)任何什麼呢 (他)人 向外出來 從屬你們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它們)一百個 到於(它們)綿羊 並且

(他)那時(也是)毀掉除滅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同一者 到於(它)一個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遺留下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九十九個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孤獨荒涼的，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那 到於(它)現在已經毀掉除滅了的， 一直直到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找到尋見

到於(它)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任何什麼呢 (他)人 向外出來 從屬你們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它們)一百個 到於(它們)綿羊 並且

(他)那時(也是)毀掉除滅了的 到於(它)一個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同一者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遺留下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九十九個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孤獨荒涼的，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那 到於(它)現在已經毀掉除滅了的， 一直直到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找到尋見

到於(它)同一者？

路 15:5 kai. eùrw.n evpiti,qhsin evpi. tou.j w;mouj auvtou/ cai,rwn
And when he hath found it, he layeth it on his shoulders, rejoicing.
找著了，就歡歡喜喜的扛在肩上，回到家裏。

並且 (他)那時(也是)找到尋見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置放擺設在上面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肩膀

從屬(他)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歡喜安樂了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找到尋見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置放擺設在上面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肩膀

從屬(他)同一者自己 (他)現正持續歡喜安樂了的；

路 15:6 kai. evlqw.n eivj to.n oi=kon sugkalei/ tou.j fi,louj kai. tou.j gei,tonaj le,gwn auvtoi/j( Sugca,rhte, moi( o[ti eu-
ron to. pro,bato,n mou to. avpolwlo,jÅ
And when he cometh home, he calleth together his friends and neighbours, saying unto them, Rejoice with me;
for I have found my sheep which was lost.
就請朋友鄰舍來，對他們說：我失去的羊已經找著了，你們和我一同歡喜罷。

並且 (他)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住處家室 他/她/它現在持續促請召喚到一起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朋友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鄰居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在對(他們)同一者，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被共同歡喜安樂 在對我； 是這樣 我那時(也是)找到尋見 到於(它)那 到於(它)綿羊 從屬我

到於(它)那 到於(它)現在已經毀掉除滅了的。

路 15:7 le,gw ùmi/n o[ti ou[twj cara. evn tw/| ouvranw/| e;stai evpi. eǹi. am̀artwlw/| metanoou/nti h' evpi. evnenh,konta
evnne,a dikai,oij oi[tinej ouv crei,an e;cousin metanoi,aj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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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say unto you, that likewise joy shall be in heaven over one sinner that repenteth, more than over ninety and
nine just persons, which need no repentance.
我告訴你們，一個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這樣為他歡喜，較比為九十九個不用悔改的義人，歡喜更大。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是這樣 那同一樣式地 (她)歡喜快樂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天空/天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一個 在對(他)犯罪的 在對(他)現正持續轉念悔悟了的， 甚或/或而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們)九十九個 在對(他們)具公平正義的 (他們)這個任何什麼 不是/不 到於(她)需用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持有 從屬(她)轉悟悔改。
[經文變異RT]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是這樣 那同一樣式地 (她)歡喜快樂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天空/天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一個 在對(他)犯罪的 在對(他)現正持續轉念悔悟了的， 甚或/或而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們)九十九個 在對(他們)具公平正義的 (他們)這個任何什麼 不是/不 到於(她)需用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持有 從屬(她)轉悟悔改。

路 15:8 "H ti,j gunh. dracma.j e;cousa de,ka eva.n avpole,sh| dracmh.n mi,an( ouvci. a[ptei lu,cnon kai. saroi/ th.n
oivki,an kai. zhtei/ evpimelw/j e[wj ou- eu[rh|È
Either what woman having ten pieces of silver, if she lose one piece, doth not light a candle, and sweep the
house, and seek diligently till she find it?
或是一個婦人，有十塊錢，若失落一塊，豈不點上燈，打掃屋子，細細的找，直到找著麼。

甚或/或而 (她)任何什麼呢 (她)女人 到於(她們)銀幣 (她)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們)十個， 但凡若是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毀掉除滅 到於(她)銀幣 到於(她)一個/第一， 豈不是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連接觸動

到於(他)燈火，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打掃 到於(她)那 到於(她)住屋家庭，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探索尋求

小心週到地， 一直直到 從屬(它)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找到尋見？
[經文變異RT]

甚或/或而 (她)任何什麼呢 (她)女人 到於(她們)銀幣 (她)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們)十個， 但凡若是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毀掉除滅 到於(她)銀幣 到於(她)一個/第一， 豈不是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連接觸動

到於(他)燈火，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打掃 到於(她)那 到於(她)住屋家庭，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探索尋求

小心週到地， 一直直到 從屬(它)是這時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找到尋見？

路 15:9 kai. eùrou/sa sugkalei/ ta.j fi,laj kai. gei,tonaj le,gousa( Sugca,rhte, moi( o[ti eu-ron th.n dracmh.n h]n
avpw,lesaÅ
And when she hath found it, she calleth her friends and her neighbours together, saying, Rejoice with me; for I
have found the piece which I had lost.
找著了，就請朋友鄰舍來，對他們說：我失落的那塊錢已經找著了，你們和我一同歡喜罷。

並且 (她)那時(也是)找到尋見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促請召喚到一起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朋友 並且

到於(她們)鄰居 (她)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被共同歡喜安樂 在對我； 是這樣 我那時(也是)找到尋見

到於(她)那 到於(她)銀幣 到於(她)這個 我那時(也是)毀掉除滅。
[經文變異RT]

並且 (她)那時(也是)找到尋見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促請召喚到一起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朋友 並且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鄰居 (她)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被共同歡喜安樂 在對我； 是這樣

我那時(也是)找到尋見 到於(她)那 到於(她)銀幣 到於(她)這個 我那時(也是)毀掉除滅。

路 15:10 ou[twj( le,gw ùmi/n( gi,netai cara. evnw,pion tw/n avgge,lwn tou/ qeou/ evpi. èni. am̀artwlw/| metanoou/ntiÅ
Likewise, I say unto you, there is joy in the presence of the angels of God over one sinner that repenteth.
我告訴你們，一個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這樣為他歡喜。

那同一樣式地，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她)歡喜快樂 在面前地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使者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一個 在對(他)犯罪的

在對(他)現正持續轉念悔悟了的。
[經文變異RT]

那同一樣式地，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她)歡喜快樂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在面前地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使者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一個 在對(他)犯罪的

在對(他)現正持續轉念悔悟了的。

路 15:11 Ei=pen de,( :Anqrwpo,j tij ei=cen du,o uiòu,jÅ
And he said, A certain man had two sons:
耶穌又說：一個人有兩個兒子。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他)人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當時持續持有 到於(他們)二個/兩個

到於(他們)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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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15:12 kai. ei=pen ò new,teroj auvtw/n tw/| patri,( Pa,ter( do,j moi to. evpiba,llon me,roj th/j ouvsi,ajÅ ò de. diei/len
auvtoi/j to.n bi,onÅ
And the younger of them said to his father, Father, give me the portion of goods that falleth to me. And he
divided unto them his living.
小兒子對父親說：父親，請你把我應得的家業分給我；他父親就把產業分給他們。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那 (他)更新初年淺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在對(他)那 在對(他)父親，

阿,(他)父親， 你那時(也是)就要給與 在對我 到於(它)那 到於(它)現正持續投擲在上面了的 到於(它)部分 從屬(她)那

從屬(她)物質家業。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具體區分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那 到於(他)存活生計。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那 (他)更新初年淺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在對(他)那 在對(他)父親，

阿,(他)父親， 你那時(也是)就要給與 在對我 到於(它)那 到於(它)現正持續投擲在上面了的 到於(它)部分 從屬(她)那

從屬(她)物質家業。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具體區分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那 到於(他)存活生計。

路 15:13 kai. metV ouv polla.j hm̀e,raj sunagagw.n pa,nta ò new,teroj uiò.j avpedh,mhsen eivj cw,ran makra.n kai. evkei/
diesko,rpisen th.n ouvsi,an auvtou/ zw/n avsw,twjÅ
And not many days after the younger son gathered all together, and took his journey into a far country, and
there wasted his substance with riotous living.
過了不多幾日，小兒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來，往遠方去了；在那裏任意放蕩，浪費資財。

並且 <轉換其中>隨到後 不是/不 到於(她們)許多的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他)那時(也是)聚集了的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他)更新初年淺的 (他)兒子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離開本國 向內進入 到於(她)地域

到於(她)距離遠的/時間長的， 並且 在那裏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徹底地驅離分散 到於(她)那 到於(她)物質家業

從屬(他)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活了的 恣意放蕩地。
[經文變異RT]

並且 <轉換其中>隨到後 不是/不 到於(她們)許多的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他)那時(也是)聚集了的

到於(它們)同時一齊地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他)更新初年淺的 (他)兒子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離開本國 向內進入

到於(她)地域 到於(她)距離遠的/時間長的， 並且 在那裏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徹底地驅離分散 到於(她)那

到於(她)物質家業 從屬(他)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活了的 恣意放蕩地。

路 15:14 dapanh,santoj de. auvtou/ pa,nta evge,neto limo.j ivscura. kata. th.n cw,ran evkei,nhn( kai. auvto.j h;rxato
us̀terei/sqaiÅ
And when he had spent all, there arose a mighty famine in that land; and he began to be in want.
既耗盡了一切所有的，又遇著那地方大遭饑荒，就窮苦起來。

從屬(他)那時(也是)耗費支出了的 然而也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她)糧食缺乏 (她)強壯大力的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域

到於(她)在那裏的那個； 並且 (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 現要去持續被落後短缺。
[經文變異RT]

從屬(他)那時(也是)耗費支出了的 然而也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他)糧食缺乏註1
(他)強壯大力的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域

到於(她)在那裏的那個； 並且 (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 現要去持續被落後短缺。

註1：“(她)糧食缺乏”文法上亦可以為“(他)糧食缺乏”。

路 15:15 kai. poreuqei.j evkollh,qh èni. tw/n politw/n th/j cw,raj evkei,nhj( kai. e;pemyen auvto.n eivj tou.j avgrou.j
auvtou/ bo,skein coi,rouj(
And he went and joined himself to a citizen of that country; and he sent him into his fields to feed swine.
於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個人；那人打發他到田裏去放豬。

並且 (他)那時(也是)被行去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貼近連合 在對(他)一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公民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域 從屬(她)在那裏的那個；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差送打發 到於(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田野 從屬(他)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放牧餵養 到於(他們)豬。

路 15:16 kai. evpequ,mei cortasqh/nai evk tw/n kerati,wn w-n h;sqion oì coi/roi( kai. ouvdei.j evdi,dou auvtw/|Å
And he would fain have filled his belly with the husks that the swine did eat: and no man gave unto him.
他恨不得拿豬所喫的豆莢充飢；也沒有人給他。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熱戀愛慕 那時(也是)要去被餵飽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角豆莢 從屬(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喫食 (他們)那些 (他們)豬； 並且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給與 在對(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熱戀愛慕 那時(也是)要去使為鼓起滿載 到於(她)那 到於(她)腹腔 從屬(他)同一者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角豆莢 從屬(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喫食 (他們)那些 (他們)豬； 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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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給與 在對(他)同一者。

路 15:17 eivj èauto.n de. evlqw.n e;fh( Po,soi mi,sqioi tou/ patro,j mou perisseu,ontai a;rtwn( evgw. de. limw/| w-de
avpo,llumaiÅ
And when he came to himself, he said, How many hired servants of my father's have bread enough and to
spare, and I perish with hunger!
他醒悟過來，就說：我父親有多少的雇工，口糧有餘，我倒在這裏餓死麼；

向內進入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宣稱傳講， (他們)這多少呢

(他們)受僱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從屬我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成格外多 從屬(他們)麵餅， 我 然而也

在對(他)糧食缺乏 也就在此地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毀掉除滅。
[經文變異RT]

向內進入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們)這多少呢

(他們)受僱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從屬我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成格外多 從屬(他們)麵餅， 我 然而也

在對(他)糧食缺乏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毀掉除滅。

路 15:18 avnasta.j poreu,somai pro.j to.n pate,ra mou kai. evrw/ auvtw/|( Pa,ter( h[marton eivj to.n ouvrano.n kai.
evnw,pio,n sou(
I will arise and go to my father, and will say unto him, Father, I have sinned against heaven, and before thee,
我要起來，到我父親那裏去，向他說：父親，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

(他)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了的 我將要(持續)讓自己行去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從屬我， 並且

我將要(持續)開聲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阿,(他)父親， 我那時(也是)犯罪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天空/天，

並且 在面前地 從屬你；

路 15:19 ouvke,ti eivmi. a;xioj klhqh/nai uìo,j sou\ poi,hso,n me wj̀ e[na tw/n misqi,wn souÅ
And am no more worthy to be called thy son: make me as one of thy hired servants.
從今以後，我不配稱為你的兒子，把我當作一個雇工罷。

不再地 我現在持續是 (他)相配值得的 那時(也是)要去被促請召喚 (他)兒子 從屬你； 你那時(也是)就要行出作成

到於我 正如地 到於(他)一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受僱的 從屬你。
[經文變異RT]

並且 不再地 我現在持續是 (他)相配值得的 那時(也是)要去被促請召喚 (他)兒子 從屬你； 你那時(也是)就要行出作成

到於我 正如地 到於(他)一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受僱的 從屬你。

路 15:20 kai. avnasta.j h=lqen pro.j to.n pate,ra èautou/Å e;ti de. auvtou/ makra.n avpe,contoj ei=den auvto.n ò path.r
auvtou/ kai. evsplagcni,sqh kai. dramw.n evpe,pesen evpi. to.n tra,chlon auvtou/ kai. katefi,lhsen auvto,nÅ
And he arose, and came to his father. But when he was yet a great way off, his father saw him, and had
compassion, and ran, and fell on his neck, and kissed him.
於是起來往他父親那裏去。相離還遠，他父親看見，就動了慈心，跑去抱著他的頸項，連連與他親嘴。

並且 (他)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從屬(他)同一者自己。 依然仍舊地 然而也 從屬(他)同一者 遠遠地 從屬(他)現正持續從那裏有足夠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他)同一者 (他)那 (他)父親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動憐慈心腸， 並且 (他)那時(也是)奔跑疾行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落在其上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那 到於(他)咽喉頸項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熱烈地親吻 到於(他)同一者。

路 15:21 ei=pen de. ò uiò.j auvtw/|( Pa,ter( h[marton eivj to.n ouvrano.n kai. evnw,pio,n sou( ouvke,ti eivmi. a;xioj klhqh/nai
uiò,j souÅ
And the son said unto him, Father, I have sinned against heaven, and in thy sight, and am no more worthy to be
called thy son.
兒子說：父親，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從今以後，我不配稱為你的兒子。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他)那 (他)兒子 在對(他)同一者， 阿,(他)父親， 我那時(也是)犯罪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天空/天， 並且 在面前地 從屬你； 不再地 我現在持續是 (他)相配值得的

那時(也是)要去被促請召喚 (他)兒子 從屬你。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兒子， 阿,(他)父親， 我那時(也是)犯罪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天空/天， 並且 在面前地 從屬你； 並且 不再地 我現在持續是 (他)相配值得的

那時(也是)要去被促請召喚 (他)兒子 從屬你。
[經文變異WH]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他)那 (他)兒子 在對(他)同一者， 阿,(他)父親， 我那時(也是)犯罪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天空/天， 並且 在面前地 從屬你； 不再地 我現在持續是 (他)相配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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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也是)要去被促請召喚 (他)兒子 從屬你； 你那時(也是)就要行出作成 到於我 正如地 到於(他)一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受僱的 從屬你。

路 15:22 ei=pen de. ò path.r pro.j tou.j dou,louj auvtou/( Tacu. evxene,gkate stolh.n th.n prw,thn kai. evndu,sate auvto,n(
kai. do,te daktu,lion eivj th.n cei/ra auvtou/ kai. ùpodh,mata eivj tou.j po,daj(
But the father said to his servants, Bring forth the best robe, and put it on him; and put a ring on his hand, and
shoes on his feet:
父親卻吩咐僕人說：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來給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頭上；把鞋穿在他腳上；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他)那 (他)父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奴僕

從屬(他)同一者， 很快地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向外負載攜帶出來 到於(她)長外袍 到於(她)那 到於(她)首先的，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穿著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給與 到於(他)戒指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手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到於(它們)鞋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腳；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他)那 (他)父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奴僕

從屬(他)同一者，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向外負載攜帶出來 到於(她)那 到於(她)長外袍 到於(她)那 到於(她)首先的，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穿著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給與 到於(他)戒指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手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到於(它們)鞋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腳；

路 15:23 kai. fe,rete to.n mo,scon to.n siteuto,n( qu,sate( kai. fago,ntej euvfranqw/men(
And bring hither the fatted calf, and kill it; and let us eat, and be merry:
把那肥牛犢牽來宰了，我們可以喫喝快樂；

並且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負載攜帶 到於(他)那 到於(他)小公牛犢 到於(他)那 到於(他)飼養肥胖的，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宰殺獻祭，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吃食了的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被促為歡悅愉快；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負載攜帶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小公牛犢 到於(他)那 到於(他)飼養肥胖的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宰殺獻祭，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吃食了的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被促為歡悅愉快；

路 15:24 o[ti ou-toj ò uiò,j mou nekro.j h=n kai. avne,zhsen( h=n avpolwlw.j kai. eùre,qhÅ kai. h;rxanto euvfrai,nesqaiÅ
For this my son was dead, and is alive again; he was lost, and is found. And they began to be merry.
因為我這個兒子，是死而復活，失而又得的。他們就快樂起來。

是這樣 (他)那同一者 (他)那 (他)兒子 從屬我 (他)死掉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又再活；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現在已經毀掉除滅了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找到尋見。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 現要去持續被促為歡悅愉快。
[經文變異RT]

是這樣 (他)那同一者 (他)那 (他)兒子 從屬我 (他)死掉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又再活；

並且 (他)現在已經毀掉除滅了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找到尋見。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 現要去持續被促為歡悅愉快。

路 15:25 +Hn de. o` uìo.j auvtou/ ò presbu,teroj evn avgrw/|\ kai. wj̀ evrco,menoj h;ggisen th/| oivki,a|( h;kousen sumfwni,aj
kai. corw/n(
Now his elder son was in the field: and as he came and drew nigh to the house, he heard musick and dancing.
那時，大兒子正在田裏；他回來離家不遠，聽見作樂跳舞的聲音；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同一者 (他)那 (他)更年長的 在內 在對(他)田野； 並且 正如地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靠近 在對(她)那 在對(她)住屋家庭，

他/她/它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從屬(她)交響樂聲 並且 從屬(他們)圓環歌舞；

路 15:26 kai. proskalesa,menoj e[na tw/n pai,dwn evpunqa,neto ti, a'n ei;h tau/taÅ
And he called one of the servants, and asked what these things meant.
便叫過一個僕人來，問是甚麼事。

並且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在前面向著促請召喚了的 到於(他)一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孩童/下屬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詢問查證 (它)任何什麼呢 但凡 他/她/它現在可以持續是 (它們)那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在前面向著促請召喚了的 到於(他)一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孩童/下屬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詢問查證 (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可以持續是 (它們)那同一者。
[經文變異MT]

並且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在前面向著促請召喚了的 到於(他)一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孩童/下屬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詢問查證 (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可以持續是 (它們)那同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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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15:27 ò de. ei=pen auvtw/| o[ti ~O avdelfo,j sou h[kei( kai. e;qusen ò path,r sou to.n mo,scon to.n siteuto,n( o[ti
ug̀iai,nonta auvto.n avpe,labenÅ
And he said unto him, Thy brother is come; and thy father hath killed the fatted calf, because he hath received
him safe and sound.
僕人說：你兄弟來了；你父親，因為得他無災無病的回來，把肥牛犢宰了。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是這樣 (他)那 (他)弟兄 從屬你

他/她/它現在持續到達來臨；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宰殺獻祭 (他)那 (他)父親 從屬你 到於(他)那 到於(他)小公牛犢

到於(他)那 到於(他)飼養肥胖的， 是這樣 到於(他)現正持續促為成長健全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拿取。

路 15:28 wvrgi,sqh de. kai. ouvk h;qelen eivselqei/n( ò de. path.r auvtou/ evxelqw.n pareka,lei auvto,nÅ
And he was angry, and would not go in: therefore came his father out, and intreated him.
大兒子卻生氣，不肯進去；他父親就出來勸他。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使有激動忿怒 然而也，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當時持續定意

那時(也是)要去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他)那 然而也 (他)父親 從屬(他)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勸勉請求 到於(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使有激動忿怒 然而也，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當時持續定意

那時(也是)要去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他)那 這樣 (他)父親 從屬(他)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勸勉請求 到於(他)同一者。

路 15:29 ò de. avpokriqei.j ei=pen tw/| patri. auvtou/( VIdou. tosau/ta e;th douleu,w soi kai. ouvde,pote evntolh,n sou
parh/lqon( kai. evmoi. ouvde,pote e;dwkaj e;rifon i[na meta. tw/n fi,lwn mou euvfranqw/\
And he answering said to his father, Lo, these many years do I serve thee, neither transgressed I at any time thy
commandment: and yet thou never gavest me a kid, that I might make merry with my friends:
他對父親說：我服事你這多年，從來沒有違背過你的命；你並沒有給我一隻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樂；

(他)那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那 在對(他)父親

從屬(他)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到於(它們)那這麼樣大/那這麼樣多 到於(它們)年 我現在持續作奴僕

在對你， 並且 然而也不是任何時候地 到於(她)誡律命令 從屬你 我那時(也是)在旁邊過去； 並且 在對"我"

然而也不是任何時候地 你那時(也是)給與 到於(他)山羊， 為要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朋友

從屬我 我那時(也是)應該被促為歡悅愉快；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那 在對(他)父親，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到於(它們)那這麼樣大/那這麼樣多 到於(它們)年 我現在持續作奴僕 在對你， 並且

然而也不是任何時候地 到於(她)誡律命令 從屬你 我那時(也是)在旁邊過去； 並且 在對"我"

然而也不是任何時候地 你那時(也是)給與 到於(他)山羊， 為要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朋友

從屬我 我那時(也是)應該被促為歡悅愉快；

路 15:30 o[te de. ò uiò,j sou ou-toj ò katafagw,n sou to.n bi,on meta. pornw/n h=lqen( e;qusaj auvtw/| to.n siteuto.n
mo,sconÅ
But as soon as this thy son was come, which hath devoured thy living with harlots, thou hast killed for him the
fatted calf.
但你這個兒子，和娼妓吞盡了你的產業，他一來了，你倒為他宰了肥牛犢。

當這時地 然而也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你 (他)那同一者 (他)那 (他)那時(也是)吞喫了的 從屬你 到於(他)那

到於(他)存活生計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們)娼妓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你那時(也是)宰殺獻祭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他)那 到於(他)飼養肥胖的 到於(他)小公牛犢。
[經文變異RT]

當這時地 然而也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你 (他)那同一者 (他)那 (他)那時(也是)吞喫了的 從屬你 到於(他)那

到於(他)存活生計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們)娼妓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你那時(也是)宰殺獻祭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他)那 到於(他)小公牛犢 到於(他)那 到於(他)飼養肥胖的。

路 15:31 ò de. ei=pen auvtw/|( Te,knon( su. pa,ntote metV evmou/ ei=( kai. pa,nta ta. evma. sa, evstin\
And he said unto him, Son, thou art ever with me, and all that I have is thine.
父親對他說：兒阿，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阿,(它)孩子， 你 總是地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我"

你現在持續是， 並且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它們)那些 (它們)我之物 (它們)你之物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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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15:32 euvfranqh/nai de. kai. carh/nai e;dei( o[ti ò avdelfo,j sou ou-toj nekro.j h=n kai. e;zhsen( kai. avpolwlw.j kai.
eùre,qhÅ
It was meet that we should make merry, and be glad: for this thy brother was dead, and is alive again; and was
lost, and is found.
只是你這個兄弟，是死而復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們理當歡喜快樂。

那時(也是)要去被促為歡悅愉快 然而也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被歡喜安樂 他/她/它當時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是這樣 (他)那 (他)弟兄 從屬你 (他)那同一者 (他)死掉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活； 並且

(他)現在已經毀掉除滅了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找到尋見。
[經文變異RT]

那時(也是)要去被促為歡悅愉快 然而也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被歡喜安樂 他/她/它當時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是這樣 (他)那 (他)弟兄 從屬你 (他)那同一者 (他)死掉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又再活；

並且 (他)現在已經毀掉除滅了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找到尋見。

路 16:1 :Elegen de. kai. pro.j tou.j maqhta,j( :Anqrwpo,j tij h=n plou,sioj o]j ei=cen oivkono,mon( kai. ou-toj
dieblh,qh auvtw/| ẁj diaskorpi,zwn ta. ùpa,rconta auvtou/Å
And he said also unto his disciples, There was a certain rich man, which had a steward; and the same was
accused unto him that he had wasted his goods.
耶穌又對門徒說：有一個財主的管家；別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費主人的財物。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然而也 並且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門徒， (他)人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具豐滿富足的， (他)這個 他/她/它當時持續持有 到於(他)經理管家； 並且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詆辱中傷 在對(他)同一者， 正如地 (他)現正持續徹底地驅離分散了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現正持續源屬具有了的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然而也 並且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他)人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具豐滿富足的， (他)這個 他/她/它當時持續持有 到於(他)經理管家； 並且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詆辱中傷 在對(他)同一者， 正如地 (他)現正持續徹底地驅離分散了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現正持續源屬具有了的 從屬(他)同一者。

路 16:2 kai. fwnh,saj auvto.n ei=pen auvtw/|( Ti, tou/to avkou,w peri. sou/È avpo,doj to.n lo,gon th/j oivkonomi,aj sou( ouv
ga.r du,nh| e;ti oivkonomei/nÅ
And he called him, and said unto him, How is it that I hear this of thee? give an account of thy stewardship; for
thou mayest be no longer steward.
主人叫他來，對他說：我聽見你這事怎麼樣呢；把你所經管的交代明白；因你不能再作我的管家。

並且 (他)那時(也是)出聲叫喚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它)任何什麼呢註1

到於(它)那同一者 我現在持續聲聞耳聽 <在周圍>關於 從屬你？ 你那時(也是)就要從那裏給與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她)那 從屬(她)經營管理 從屬你； 不是/不 因為 你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依然仍舊地 現要去持續作經理管家。

註1：“(它)任何什麼呢”文法上亦可以為“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出聲叫喚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它)任何什麼呢

到於(它)那同一者 我現在持續聲聞耳聽 <在周圍>關於 從屬你？ 你那時(也是)就要從那裏給與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她)那 從屬(她)經營管理 從屬你； 不是/不 因為 你將要(持續)讓自己能夠可能

依然仍舊地 現要去持續作經理管家。

路 16:3 ei=pen de. evn eàutw/| ò oivkono,moj( Ti, poih,sw( o[ti ò ku,rio,j mou avfairei/tai th.n oivkonomi,an avpV evmou/È
ska,ptein ouvk ivscu,w( evpaitei/n aivscu,nomaiÅ
Then the steward said within himself, What shall I do? for my lord taketh away from me the stewardship: I
cannot dig; to beg I am ashamed.
那管家心裏說：主人辭我，不用我再作管家，我將來作甚麼；鋤地呢，無力；討飯呢，怕羞。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自己 (他)那 (他)經理管家，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我那時(也是)應該行出作成， 是這樣 (他)那 (他)主人 從屬我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分離去除 到於(她)那

到於(她)經營管理 從那裏離開 從屬"我"？ 現要去持續挖掘刨鋤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有強壯大力；

現要去持續求取索討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挑起羞辱感。
[不同標點]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自己 (他)那 (他)經理管家，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  簡易閲讀版  489

489

我那時(也是)應該行出作成？ 是這樣 (他)那 (他)主人 從屬我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分離去除 到於(她)那

到於(她)經營管理 從那裏離開 從屬"我"； 現要去持續挖掘刨鋤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有強壯大力；

現要去持續求取索討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挑起羞辱感。

路 16:4 e;gnwn ti, poih,sw( i[na o[tan metastaqw/ evk th/j oivkonomi,aj de,xwntai, me eivj tou.j oi;kouj auvtw/nÅ
I am resolved what to do, that, when I am put out of the stewardship, they may receive me into their houses.
我知道怎麼行，好叫人在我不作管家之後，接我到他們家裏去。

我那時(也是)認識知道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我那時(也是)應該行出作成註1， 為要 但凡當這時

我那時(也是)應該被轉移遷動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經營管理，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接納領受

到於我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住處家室 從屬(他們)同一者。

註1：“我那時(也是)應該行出作成”文法上亦可以為“我將要(持續)行出作成”。

[經文變異RT]

我那時(也是)認識知道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我那時(也是)應該行出作成， 為要 但凡當這時

我那時(也是)應該被轉移遷動 從屬(她)那 從屬(她)經營管理，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接納領受 到於我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住處家室 從屬(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WH]

我那時(也是)認識知道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我那時(也是)應該行出作成， 為要 但凡當這時

我那時(也是)應該被轉移遷動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經營管理，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接納領受

到於我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住處家室 從屬(他們)同一者自己。

路 16:5 kai. proskalesa,menoj e[na e[kaston tw/n creofeiletw/n tou/ kuri,ou eàutou/ e;legen tw/| prw,tw|( Po,son
ovfei,leij tw/| kuri,w| mouÈ
So he called every one of his lord's debtors unto him, and said unto the first, How much owest thou unto my
lord?
於是把欠他主人債的，一個一個的叫了來，問頭一個說：你欠我主人多少；

並且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在前面向著促請召喚了的 到於(他)一個 到於(他)各個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提貸借用之積欠負債者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他)同一者自己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在對(他)那

在對(他)首先的， 到於(它)這多少呢 你現在持續積欠負債 在對(他)那 在對(他)主人 從屬我？

路 16:6 ò de. ei=pen( ~Ekato.n ba,touj evlai,ouÅ ò de. ei=pen auvtw/|( De,xai sou ta. gra,mmata kai. kaqi,saj tace,wj
gra,yon penth,kontaÅ
And he said, An hundred measures of oil. And he said unto him, Take thy bill, and sit down quickly, and write
fifty.
他說：一百簍油；〔每簍約五十斤〕管家說：拿你的賬快坐下寫五十。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到於(他們)一百個 到於(他們)罷特 從屬(它)油。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接納領受 從屬你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所刻寫記載， 並且 (他)那時(也是)就座了的 快快地 你那時(也是)就要刻寫記載 到於(他們)五十個。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到於(他們)一百個 到於(他們)罷特 從屬(它)油。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接納領受 從屬你 到於(它)那

到於(它)所刻寫記載， 並且 (他)那時(也是)就座了的 快快地 你那時(也是)就要刻寫記載 到於(他們)五十個。

路 16:7 e;peita et̀e,rw| ei=pen( Su. de. po,son ovfei,leijÈ ò de. ei=pen( ~Ekato.n ko,rouj si,touÅ le,gei auvtw/|( De,xai sou
ta. gra,mmata kai. gra,yon ovgdoh,kontaÅ
Then said he to another, And how much owest thou? And he said, An hundred measures of wheat. And he said
unto him, Take thy bill, and write fourscore.
又問一個說：你欠多少；他說：一百石麥子；管家說：拿你的賬寫八十。

在其後地 在對(他)相異不同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你 然而也 到於(它)這多少呢 你現在持續積欠負債？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到於(他們)一百個 到於(他們)柯珥 從屬(他)穀物麥粒。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接納領受 從屬你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所刻寫記載，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刻寫記載 到於(他們)八十個。
[經文變異RT]

在其後地 在對(他)相異不同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你 然而也 到於(它)這多少呢 你現在持續積欠負債？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到於(他們)一百個 到於(他們)柯珥 從屬(他)穀物麥粒。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接納領受 從屬你 到於(它)那 到於(它)所刻寫記載，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刻寫記載 到於(他們)八十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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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16:8 kai. evph,|nesen ò ku,rioj to.n oivkono,mon th/j avdiki,aj o[ti froni,mwj evpoi,hsen\ o[ti oì uiòi. tou/ aivw/noj
tou,tou fronimw,teroi ùpe.r tou.j uìou.j tou/ fwto.j eivj th.n genea.n th.n èautw/n eivsinÅ
And the lord commended the unjust steward, because he had done wisely: for the children of this world are in
their generation wiser than the children of light.
主人就誇獎這不義的管家作事聰明；因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較比光明之子，更加聰明。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上面頌揚讚美 (他)那 (他)主人 到於(他)那 到於(他)經理管家 從屬(她)那 從屬(她)不義，

是這樣 精明聰敏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是這樣 (他們)那些 (他們)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世紀時代

從屬(他)那同一者 (他們)更精明聰敏的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高超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兒子 從屬(它)那

從屬(它)光明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族類之世代 到於(她)那 從屬(他們)同一者自己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RT][不同標點]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上面頌揚讚美 (他)那 (他)主人 到於(他)那 到於(他)經理管家 從屬(她)那 從屬(她)不義，

是這樣 精明聰敏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是這樣 (他們)那些 (他們)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世紀時代

從屬(他)那同一者 (他們)更精明聰敏的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高超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兒子 從屬(它)那

從屬(它)光明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族類之世代 從屬(他們)同一者自己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路 16:9 Kai. evgw. um̀i/n le,gw( eàutoi/j poih,sate fi,louj evk tou/ mamwna/ th/j avdiki,aj( i[na o[tan evkli,ph| de,xwntai
um̀a/j eivj ta.j aivwni,ouj skhna,jÅ
And I say unto you, Make to yourselves friends of the mammon of unrighteousness; that, when ye fail, they may
receive you into everlasting habitations.
我又告訴你們，要藉著那不義的錢財，結交朋友；到了錢財無用的時候，他們可以接你們到永存的帳幕裏去。

並且 我 在對你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自己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行出作成 到於(他們)朋友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瑪門 從屬(她)那 從屬(她)不義； 為要 但凡當這時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刪除消逝，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接納領受 到於你們 向內進入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時世恆久的 到於(她們)帳幕。
[經文變異RT]

並且我 在對你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行出作成 在對(他們)同一者自己 到於(他們)朋友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瑪門 從屬(她)那 從屬(她)不義； 為要 但凡當這時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刪除消逝，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接納領受 到於你們 向內進入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時世恆久的 到於(她們)帳幕。

路 16:10 ò pisto.j evn evlaci,stw| kai. evn pollw/| pisto,j evstin( kai. ò evn evlaci,stw| a;dikoj kai. evn pollw/| a;diko,j
evstinÅ
He that is faithful in that which is least is faithful also in much: and he that is unjust in the least is unjust also in
much.
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義，在大事上也不義。

(他)那 (他)誠且信的 在內 在對(它)最微小低下的 並且 在內 在對(它)許多的 (他)誠且信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並且 (他)那 在內 在對(它)最微小低下的 (他)不義的 並且 在內 在對(它)許多的 (他)不義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路 16:11 eiv ou=n evn tw/| avdi,kw| mamwna/| pistoi. ouvk evge,nesqe( to. avlhqino.n ti,j ùmi/n pisteu,seiÈ
If therefore ye have not been faithful in the unrighteous mammon, who will commit to your trust the true riches?
倘若你們在不義的錢財上不忠心，誰還把那真實的錢財託付你們呢。

若是 這樣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不義的 在對(它)瑪門 (他們)誠且信的 不是/不 你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到於(它)那 到於(它)真正實在的 (他)任何什麼呢 在對你們 他/她/它將要(持續)置信信託？

路 16:12 kai. eiv evn tw/| avllotri,w| pistoi. ouvk evge,nesqe( to. ùme,teron ti,j ùmi/n dw,seiÈ
And if ye have not been faithful in that which is another man's, who shall give you that which is your own?
倘若你們在別人的東西上不忠心，誰還把你們自己的東西給你們呢。

並且 若是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別人的 (他們)誠且信的 不是/不 你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到於(它)那

到於(它)你們之物 (他)任何什麼呢 在對你們 他/她/它將要(持續)給與？
[經文變異WH]

並且 若是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別人的 (他們)誠且信的 不是/不 你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到於(它)那

到於(它)我們之物 (他)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將要(持續)給與 在對你們？

路 16:13 Ouvdei.j oivke,thj du,natai dusi. kuri,oij douleu,ein\ h' ga.r to.n e[na mish,sei kai. to.n e[teron avgaph,sei( h'
eǹo.j avnqe,xetai kai. tou/ et̀e,rou katafronh,seiÅ ouv du,nasqe qew/| douleu,ein kai. mamwna/|Å
No servant can serve two masters: for either he will hate the one, and love the other; or else he will hold to the
one, and despise the other. Ye cannot serve God and mammon.
一個僕人不能事奉兩個主；不是惡這個愛那個，就是重這個輕那個；你們不能又事奉神，又事奉瑪門。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家僕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在對(他們)二個/兩個 在對(他們)主人

現要去持續作奴僕； 甚或/或而 因為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一個 他/她/它將要(持續)恨惡， 並且 到於(他)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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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於(他)相異不同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愛； 甚或/或而 從屬(他)一個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緊靠支持， 並且

從屬(他)那 從屬(他)相異不同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輕忽蔑視。 不是/不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在對(他)神

現要去持續作奴僕 並且 在對(它)瑪門。

路 16:14 :Hkouon de. tau/ta pa,nta oì Farisai/oi fila,rguroi ùpa,rcontej kai. evxemukth,rizon auvto,nÅ
And the Pharisees also, who were covetous, heard all these things: and they derided him.
法利賽人是貪愛錢財的，他們聽見這一切話，就嗤笑耶穌。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聲聞耳聽 然而也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那些 (他們)法利賽人

(他們)貪愛錢財的 (他們)現正持續源屬具有了的，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向外輕慢 到於(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聲聞耳聽 然而也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法利賽人

(他們)貪愛錢財的 (他們)現正持續源屬具有了的，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向外輕慢 到於(他)同一者。

路 16:15 kai. ei=pen auvtoi/j( ~Umei/j evste oì dikaiou/ntej eàutou.j evnw,pion tw/n avnqrw,pwn( ò de. qeo.j ginw,skei ta.j
kardi,aj ùmw/n\ o[ti to. evn avnqrw,poij ùyhlo.n bde,lugma evnw,pion tou/ qeou/Å
And he said unto them, Ye are they which justify yourselves before men; but God knoweth your hearts: for that
which is highly esteemed among men is abomination in the sight of God.
耶穌對他們說：你們是在人面前自稱為義的；你們的心，神卻知道；因為人所尊貴的是神看為可憎惡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你們 你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稱為公義了的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在面前地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人； (他)那 然而也 (他)神 他/她/它現在持續認識知道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內心 從屬你們； 是這樣 (它)那 在內 在對(他們)人 (它)高的 (它)所厭恨憎惡 在面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你們 你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稱為公義了的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在面前地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人； (他)那 然而也 (他)神 他/她/它現在持續認識知道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內心 從屬你們； 是這樣 (它)那 在內 在對(他們)人 (它)高的 (它)所厭恨憎惡 在面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路 16:16 ~O no,moj kai. oì profh/tai me,cri VIwa,nnou\ avpo. to,te h̀ basilei,a tou/ qeou/ euvaggeli,zetai kai. pa/j eivj
auvth.n bia,zetaiÅ
The law and the prophets were until John: since that time the kingdom of God is preached, and every man
presseth into it.
律法和先知，到約翰為止；從此神國的福音傳開了，人人努力要進去。

(他)那 (他)律法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一直達到 從屬(他)約翰； 從那裏離開 當那時地 (她)那

(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傳福音佳訊， 並且 (他)所有每一個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施強勢猛力。
[經文變異RT]

(他)那 (他)律法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一直直到 從屬(他)約翰； 從那裏離開 當那時地 (她)那

(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傳福音佳訊， 並且 (他)所有每一個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施強勢猛力。

路 16:17 Euvkopw,teron de, evstin to.n ouvrano.n kai. th.n gh/n parelqei/n h' tou/ no,mou mi,an kerai,an pesei/nÅ
And it is easier for heaven and earth to pass, than one tittle of the law to fail.
天地廢去，較比律法的一點一畫落空還容易。

(它)比較輕鬆容易的 然而也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到於(他)那 到於(他)天空/天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那時(也是)要去在旁邊過去， 甚或/或而 從屬(他)那 從屬(他)律法 到於(她)一個/第一 到於(她)希伯來文字的一個凸角

那時(也是)要去落下墜落。

路 16:18 Pa/j ò avpolu,wn th.n gunai/ka auvtou/ kai. gamw/n ète,ran moiceu,ei( kai. ò avpolelume,nhn avpo. avndro.j
gamw/n moiceu,eiÅ
Whosoever putteth away his wife, and marrieth another, committeth adultery: and whosoever marrieth her that
is put away from her husband committeth adultery.
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姦淫；娶被休之妻的，也是犯姦淫。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他)現正持續打發離開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女人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現正持續結婚娶嫁了的 到於(她)相異不同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行姦淫； 並且 (他)那

到於(她)現在已經被打發離開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男人/丈夫 (他)現正持續結婚娶嫁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行姦淫。
[經文變異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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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他)現正持續打發離開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女人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現正持續結婚娶嫁了的 到於(她)相異不同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行姦淫； 並且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到於(她)現在已經被打發離開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男人/丈夫 (他)現正持續結婚娶嫁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行姦淫。

路 16:19 :Anqrwpoj de, tij h=n plou,sioj( kai. evnedidu,sketo porfu,ran kai. bu,sson euvfraino,menoj kaqV h̀me,ran
lamprw/jÅ
There was a certain rich man, which was clothed in purple and fine linen, and fared sumptuously every day:
有一個財主，穿著紫色袍和細麻布衣服，天天奢華宴樂。

(他)人 然而也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具豐滿富足的，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致使穿著

到於(她)紫色衣布 並且 到於(她)細麻布， (他)現正持續被促為歡悅愉快了的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日子/白日

光耀華麗地。

路 16:20 ptwco.j de, tij ovno,mati La,zaroj evbe,blhto pro.j to.n pulw/na auvtou/ eil̀kwme,noj
And there was a certain beggar named Lazarus, which was laid at his gate, full of sores,
又有一個討飯的，名叫拉撒路，渾身生瘡，被人放在財主門口，

(他)貧苦窮困的 然而也 (他)任何什麼 在對(它)名字 (他)拉撒路 他/她/它當時已經被投擲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大門口 從屬(他)同一者 (他)現在已經被促使有潰瘍爛瘡了的，
[經文變異RT]

(他)貧苦窮困的 然而也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在對(它)名字 (他)拉撒路， (他)這個

他/她/它當時已經被投擲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大門口 從屬(他)同一者

(他)現在已經被促使有潰瘍爛瘡了的，

路 16:21 kai. evpiqumw/n cortasqh/nai avpo. tw/n pipto,ntwn avpo. th/j trape,zhj tou/ plousi,ou\ avlla. kai. oi` ku,nej
evrco,menoi evpe,leicon ta. e[lkh auvtou/Å
And desiring to be fed with the crumbs which fell from the rich man's table: moreover the dogs came and licked
his sores.
要得財主桌子上掉下來的零碎充飢；並且狗來餂他的瘡。

並且 (他)現正持續熱戀愛慕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被餵飽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現正持續落下墜落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桌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具豐滿富足的； 但乃是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狗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在上面舔食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爛瘡潰瘍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現正持續熱戀愛慕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被餵飽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小碎渣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現正持續落下墜落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桌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具豐滿富足的； 但乃是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狗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舔掉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爛瘡潰瘍 從屬(他)同一者。

路 16:22 evge,neto de. avpoqanei/n to.n ptwco.n kai. avpenecqh/nai auvto.n ùpo. tw/n avgge,lwn eivj to.n ko,lpon VAbraa,m\
avpe,qanen de. kai. ò plou,sioj kai. evta,fhÅ
And it came to pass, that the beggar died, and was carried by the angels into Abraham's bosom: the rich man
also died, and was buried;
後來那討飯的死了，被天使帶去放在亞伯拉罕的懷裏；財主也死了，並且埋葬了。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然而也 那時(也是)要去死去 到於(他)那 到於(他)貧苦窮困的，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被從那裏負載攜帶離開 到於(他)同一者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使者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胸腹懷灣 從屬(他)亞伯拉罕； 他/她/它那時(也是)死去 然而也 並且 (他)那 (他)具豐滿富足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殯殮埋葬。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然而也 那時(也是)要去死去 到於(他)那 到於(他)貧苦窮困的，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被從那裏負載攜帶離開 到於(他)同一者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使者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胸腹懷灣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亞伯拉罕； 他/她/它那時(也是)死去 然而也 並且 (他)那

(他)具豐滿富足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殯殮埋葬。

路 16:23 kai. evn tw/| a[|dh| evpa,raj tou.j ovfqalmou.j auvtou/( ùpa,rcwn evn basa,noij( òra/| VAbraa.m avpo. makro,qen kai.
La,zaron evn toi/j ko,lpoij auvtou/Å
And in hell he lift up his eyes, being in torments, and seeth Abraham afar off, and Lazarus in his bosom.
他在陰間受痛苦，舉目遠遠的望見亞伯拉罕，又望見拉撒路在他懷裏；

並且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陰間 (他)那時(也是)在上面提起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眼睛 從屬(他)同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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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現正持續源屬具有了的 在內 在對(她們)考驗折磨 他/她/它現在持續看見清楚 到於(他)亞伯拉罕 從那裏離開

從距離遠地， 並且 到於(他)拉撒路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胸腹懷灣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陰間 (他)那時(也是)在上面提起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眼睛 從屬(他)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源屬具有了的 在內 在對(她們)考驗折磨 他/她/它現在持續看見清楚 到於(他)那 到於(他)亞伯拉罕

從那裏離開 從距離遠地， 並且 到於(他)拉撒路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胸腹懷灣 從屬(他)同一者。

路 16:24 kai. auvto.j fwnh,saj ei=pen( Pa,ter VAbraa,m( evle,hso,n me kai. pe,myon La,zaron i[na ba,yh| to. a;kron tou/
daktu,lou auvtou/ u[datoj kai. katayu,xh| th.n glw/ssa,n mou( o[ti ovdunw/mai evn th/| flogi. tau,th|Å
And he cried and said, Father Abraham, have mercy on me, and send Lazarus, that he may dip the tip of his
finger in water, and cool my tongue; for I am tormented in this flame.
就喊著說：我祖亞伯拉罕哪，可憐我罷，打發拉撒路來，用指頭尖蘸點水，涼涼我的舌頭；因為我在這火焰裏，

極其痛苦。

並且 (他)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出聲叫喚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阿,(他)父親 阿,(他)亞伯拉罕，

你那時(也是)就要發憐憫慈悲 到於我，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差送打發 到於(他)拉撒路，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蘸浸 到於(它)那 到於(它)端點 從屬(他)那 從屬(他)手指 從屬(他)同一者 從屬(它)水，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冷卻下來 到於(她)那 到於(她)舌頭/語言 從屬我； 是這樣 我現在持續被有痛苦傷痛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火焰 在對(她)那同一者。

路 16:25 ei=pen de. VAbraa,m( Te,knon( mnh,sqhti o[ti avpe,labej ta. avgaqa, sou evn th/| zwh/| sou( kai. La,zaroj òmoi,wj
ta. kaka,\ nu/n de. w-de parakalei/tai( su. de. ovduna/saiÅ
But Abraham said, Son, remember that thou in thy lifetime receivedst thy good things, and likewise Lazarus evil
things: but now he is comforted, and thou art tormented.
亞伯拉罕說：兒阿，你該回想你生前享過福，拉撒路也受過苦；如今他在這裏得安慰，你倒受痛苦。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他)亞伯拉罕， 阿,(它)孩子， 你那時(也是)就要被提醒記得， 是這樣

你那時(也是)從那裏拿取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良善的 從屬你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生命 從屬你， 並且

(他)拉撒路 具同樣相同地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卑劣不好的； 現在此時地 然而也 也就在此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勸勉請求， 你 然而也 你現在持續被有痛苦傷痛。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他)亞伯拉罕， 阿,(它)孩子， 你那時(也是)就要被提醒記得， 是這樣

你那時(也是)從那裏拿取 你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良善的 從屬你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生命 從屬你， 並且

(他)拉撒路 具同樣相同地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卑劣不好的； 現在此時地 然而也 (他)也就是那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勸勉請求， 你 然而也 你現在持續被有痛苦傷痛。

路 16:26 kai. evn pa/si tou,toij metaxu. hm̀w/n kai. ùmw/n ca,sma me,ga evsth,riktai( o[pwj oì qe,lontej diabh/nai e;nqen
pro.j ùma/j mh. du,nwntai( mhde. evkei/qen pro.j hm̀a/j diaperw/sinÅ
And beside all this, between us and you there is a great gulf fixed: so that they which would pass from hence to
you cannot; neither can they pass to us, that would come from thence.
不但這樣，並且在你我之間，有深淵限定，以致人要從這邊過到你們那邊，是不能的；要從那邊過到我們這邊，

也是不能的。

並且 在內 在對(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它們)那同一者， 共同轉接之間地 從屬我們 並且 從屬你們 (它)深坑斷層

(它)極大的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堅定加固， 這怎樣如何地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定意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跨越

從此處地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不會/不要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然而也不要

從那裏地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我們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完全穿過到那邊。
[經文變異RT]

並且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它們)那同一者， 共同轉接之間地 從屬我們 並且 從屬你們

(它)深坑斷層 (它)極大的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堅定加固， 這怎樣如何地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定意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跨越 從在此處地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不會/不要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然而也不要 (他們)那些 從那裏地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我們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完全穿過到那邊。

路 16:27 ei=pen de,( VErwtw/ se ou=n( pa,ter( i[na pe,myh|j auvto.n eivj to.n oi=kon tou/ patro,j mou(
Then he said, I pray thee therefore, father, that thou wouldest send him to my father's house:
財主說：我祖阿，既是這樣，求你打發拉撒路到我父家去；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我現在持續查詢求問 到於你 這樣， 阿,(他)父親， 為要

你那時(也是)應該差送打發 到於(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住處家室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從屬我；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我現在持續查詢求問 這樣 到於你， 阿,(他)父親， 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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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那時(也是)應該差送打發 到於(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住處家室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從屬我；

路 16:28 e;cw ga.r pe,nte avdelfou,j( o[pwj diamartu,rhtai auvtoi/j( i[na mh. kai. auvtoi. e;lqwsin eivj to.n to,pon tou/ton
th/j basa,nouÅ
For I have five brethren; that he may testify unto them, lest they also come into this place of torment.
因為我還有五個弟兄；他可以對他們作見證，免得他們也來到這痛苦的地方。

我現在持續持有 因為 到於(他們)五個 到於(他們)弟兄； 這怎樣如何地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讓自己/被誠摯地作見證

在對(他們)同一者， 為要 不會/不要 並且 (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地點處所 到於(他)那同一者 從屬(她)那 從屬(她)考驗折磨。

路 16:29 le,gei de. VAbraa,m( :Ecousi Mwu?se,a kai. tou.j profh,taj\ avkousa,twsan auvtw/nÅ
Abraham saith unto him, They have Moses and the prophets; let them hear them.
亞伯拉罕說：他們有摩西和先知的話，可以聽從。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然而也 (他)亞伯拉罕，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他)摩西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就要聲聞耳聽 從屬(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亞伯拉罕，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他)摩西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就要聲聞耳聽 從屬(他們)同一者。

路 16:30 ò de. ei=pen( Ouvci,( pa,ter VAbraa,m( avllV eva,n tij avpo. nekrw/n poreuqh/| pro.j auvtou.j metanoh,sousinÅ
And he said, Nay, father Abraham: but if one went unto them from the dead, they will repent.
他說：我祖亞伯拉罕哪，不是的；若有一個從死裏復活的，到他們那裏去的，他們必要悔改。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真不是， 阿,(他)父親 阿,(他)亞伯拉罕； 但乃是 但凡若是

(他)任何什麼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死掉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行去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轉念悔悟。

路 16:31 ei=pen de. auvtw/|( Eiv Mwu?se,wj kai. tw/n profhtw/n ouvk avkou,ousin( ouvdV eva,n tij evk nekrw/n avnasth/|
peisqh,sontaiÅ
And he said unto him, If they hear not Moses and the prophets, neither will they be persuaded, though one rose
from the dead.
亞伯拉罕說：若不聽從摩西和先知的話，就是有一個從死裏復活的，他們也是不聽勸。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在對(他)同一者， 若是 從屬(他)摩西 並且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聲聞耳聽， 然而也不是地 但凡若是 (他)任何什麼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死掉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再站立起來，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被勸信說服。

路 17:1 Ei=pen de. pro.j tou.j maqhta.j auvtou/( VAne,ndekto,n evstin tou/ ta. ska,ndala mh. evlqei/n( plh.n ouvai. diV ou-
e;rcetai\
Then said he unto the disciples, It is impossible but that offences will come: but woe unto him, through whom
they come!
耶穌又對門徒說：絆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絆倒人的有禍了。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它)不能允許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從屬(它)那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機關陷阱 不會/不要

那時(也是)要去到來前往； 超出之外地 哀哉呀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門徒， (它)不能允許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從屬(它)那 不會/不要 那時(也是)要去到來前往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機關陷阱； 哀哉呀

然而也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路 17:2 lusitelei/ auvtw/| eiv li,qoj muliko.j peri,keitai peri. to.n tra,chlon auvtou/ kai. e;rriptai eivj th.n qa,lassan
h' i[na skandali,sh| tw/n mikrw/n tou,twn e[naÅ
It were better for him that a millstone were hanged about his neck, and he cast into the sea, than that he should
offend one of these little ones.
就是把磨石拴在這人的頸項上，丟在海裏，還強如他把這小子裏的一個絆倒了。

他/她/它現在持續有利為佳[非人稱用法] 在對(他)同一者 若是 (他)石頭 (他)屬磨坊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安置在周圍 <在周圍>在周圍 到於(他)那 到於(他)咽喉頸項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拋擲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海， 甚或/或而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誘陷絆倒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細微極小的 從屬(他們)那同一者 到於(他)一個。
[經文變異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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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現在持續有利為佳[非人稱用法] 在對(他)同一者 若是 (他)磨坊 (他)屬驢子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安置在周圍 <在周圍>在周圍 到於(他)那 到於(他)咽喉頸項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拋擲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海， 甚或/或而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誘陷絆倒

到於(他)一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細微極小的 從屬(他們)那同一者。

路 17:3 prose,cete èautoi/jÅ eva.n àma,rth| o` avdelfo,j sou evpiti,mhson auvtw/|( kai. eva.n metanoh,sh| a;fej auvtw/|Å
Take heed to yourselves: If thy brother trespass against thee, rebuke him; and if he repent, forgive him.
你們要謹慎；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勸戒他；他若懊悔，就饒恕他。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留神注意 在對(他們)同一者自己； 但凡若是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犯罪 (他)那 (他)弟兄 從屬你，

你那時(也是)就要評斷申誡 在對(他)同一者； 並且 但凡若是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轉念悔悟，

你那時(也是)就要任憑釋放離開 在對(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留神注意 在對(他們)同一者自己； 但凡若是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犯罪 向內進入 到於你

(他)那 (他)弟兄 從屬你， 你那時(也是)就要評斷申誡 在對(他)同一者； 並且 但凡若是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轉念悔悟， 你那時(也是)就要任憑釋放離開 在對(他)同一者。

路 17:4 kai. eva.n èpta,kij th/j hm̀e,raj am̀arth,sh| eivj se. kai. ep̀ta,kij evpistre,yh| pro.j se. le,gwn( Metanow/( avfh,seij
auvtw/|Å
And if he trespass against thee seven times in a day, and seven times in a day turn again to thee, saying, I
repent; thou shalt forgive him.
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又七次回轉說：我懊悔了；你總要饒恕他。

並且 但凡若是 七次地 從屬(她)那 從屬(她)日子/白日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犯罪 向內進入 到於你， 並且 七次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在上面轉動翻轉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我現在持續轉念悔悟；

你將要(持續)任憑釋放離開 在對(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但凡若是 七次地 從屬(她)那 從屬(她)日子/白日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犯罪 向內進入 到於你， 並且 七次地

從屬(她)那 從屬(她)日子/白日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在上面轉動翻轉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你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我現在持續轉念悔悟； 你將要(持續)任憑釋放離開 在對(他)同一者。

路 17:5 Kai. ei=pan oi` avpo,stoloi tw/| kuri,w|( Pro,sqej h̀mi/n pi,stinÅ
And the apostles said unto the Lord, Increase our faith.
使徒對主說：求主加增我們的信心。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們)那些 (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在對(他)那 在對(他)主人，

你那時(也是)就要加上增添 在對我們 到於(她)信。

路 17:6 ei=pen de. ò ku,rioj( Eiv e;cete pi,stin wj̀ ko,kkon sina,pewj( evle,gete a'n th/| sukami,nw| Îtau,th|Ð( VEkrizw,qhti
kai. futeu,qhti evn th/| qala,ssh|\ kai. ùph,kousen a'n ùmi/nÅ
And the Lord said, If ye had faith as a grain of mustard seed, ye might say unto this sycamine tree, Be thou
plucked up by the root, and be thou planted in the sea; and it should obey you.
主說：你們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種，就是對這棵桑樹說：你要拔起根來，栽在海裏；他也必聽從你們。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他)那 (他)主人， 若是 你們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信 正如地 到於(他)種核顆粒

從屬(它)芥菜， 你們當時持續道說 但凡 在對(她)那 在對(他)桑樹[同舊約的桑樹] 在對(她)那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就要被連根拔出，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被栽種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海；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留心聽從 但凡 在對你們。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他)那 (他)主人， 若是 你們當時持續持有 到於(她)信 正如地 到於(他)種核顆粒

從屬(它)芥菜， 你們當時持續道說 但凡 在對(她)那 在對(他)桑樹[同舊約的桑樹] 在對(她)那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就要被連根拔出，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被栽種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海；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留心聽從 但凡 在對你們。

路 17:7 Ti,j de. evx ùmw/n dou/lon e;cwn avrotriw/nta h' poimai,nonta( o]j eivselqo,nti evk tou/ avgrou/ evrei/ auvtw/|(
Euvqe,wj parelqw.n avna,pese(
But which of you, having a servant plowing or feeding cattle, will say unto him by and by, when he is come from
the field, Go and sit down to meat?
你們誰有僕人耕地，或是放羊，從田裏回來，就對他說：你快來坐下喫飯呢；

(他)任何什麼呢 然而也 向外出來 從屬你們 到於(他)奴僕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他)現正持續用犁耕地了的

甚或/或而 到於(他)現正持續牧養了的， (他)這個 在對(他)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田野 他/她/它將要(持續)開聲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平直直接地[同#2117] (他)那時(也是)在旁邊過去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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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那時(也是)就要靠後而坐？
[經文變異RT]

(他)任何什麼呢 然而也 向外出來 從屬你們 到於(他)奴僕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他)現正持續用犁耕地了的

甚或/或而 到於(他)現正持續牧養了的， (他)這個 在對(他)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田野 他/她/它將要(持續)開聲言說 平直直接地[同#2117]， (他)那時(也是)在旁邊過去了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靠後而坐？

路 17:8 avllV ouvci. evrei/ auvtw/|( ~Etoi,mason ti, deipnh,sw kai. perizwsa,menoj diako,nei moi e[wj fa,gw kai. pi,w( kai.
meta. tau/ta fa,gesai kai. pi,esai su,È
And will not rather say unto him, Make ready wherewith I may sup, and gird thyself, and serve me, till I have
eaten and drunken; and afterward thou shalt eat and drink?
豈不對他說：你給我預備晚飯，束上帶子伺候我，等我喫喝完了，你纔可以喫喝麼。

但乃是 豈不是呢 他/她/它將要(持續)開聲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就要使成妥切齊備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我那時(也是)應該用晚餐， 並且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在周圍束帶子了的 你現在就要持續行服事 在對我， 一直直到

我那時(也是)應該吃食 並且 我那時(也是)應該喝； 並且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你將要(持續)讓自己吃食 並且 你將要(持續)讓自己喝 你？

路 17:9 mh. e;cei ca,rin tw/| dou,lw| o[ti evpoi,hsen ta. diatacqe,ntaÈ
Doth he thank that servant because he did the things that were commanded him? I trow not.
僕人照所吩咐的去作，主人還謝謝他麼。

豈會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恩典惠意 在對(他)那 在對(他)奴僕， 是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那時(也是)被制定定規了的？
[經文變異RT]

豈會呢 到於(她)恩典惠意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在對(他)那 在對(他)奴僕 在對(他)在那裏的那個， 是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那時(也是)被制定定規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設想認為對。
[經文變異MT]

豈會呢 到於(她)恩典惠意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在對(他)那 在對(他)奴僕 在對(他)在那裏的那個， 是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那時(也是)被制定定規了的？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設想認為對。

路 17:10 ou[twj kai. um̀ei/j( o[tan poih,shte pa,nta ta. diatacqe,nta ùmi/n( le,gete o[ti Dou/loi avcrei/oi, evsmen( o]
wvfei,lomen poih/sai pepoih,kamenÅ
So likewise ye, when ye shall have done all those things which are commanded you, say, We are unprofitable
servants: we have done that which was our duty to do.
這樣，你們作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當說：我們是無用的僕人；所作的本是我們應分作的。

那同一樣式地 並且 你們 但凡當這時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行出作成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那時(也是)被制定定規了的 在對你們，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道說， 是這樣 (他們)奴僕 (他們)無用的

我們現在持續是； 到於(它)這個 我們當時持續積欠負債 那時(也是)要去行出作成， 我們現在已經行出作成。
[經文變異RT]

那同一樣式地 並且 你們 但凡當這時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行出作成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那時(也是)被制定定規了的 在對你們，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道說， 是這樣 (他們)奴僕 (他們)無用的

我們現在持續是； 是這樣 到於(它)這個 我們當時持續積欠負債 那時(也是)要去行出作成， 我們現在已經行出作成。

路 17:11 Kai. evge,neto evn tw/| poreu,esqai eivj VIerousalh.m kai. auvto.j dih,rceto dia. me,son Samarei,aj kai.
Galilai,ajÅ
And it came to pass, as he went to Jerusalem, that he passed through the midst of Samaria and Galilee.
耶穌往耶路撒冷去，經過撒瑪利亞和加利利。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內 在對(它)那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陸撒冷，

並且 (他)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橫過穿越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註
到於(它)中間當中的 從屬(她)撒瑪利亞

並且 從屬(她)加利利。
註﹕Robertson指出，此處為新約中唯一的一次，介係詞“徹底經過[+到於=為著緣故/+從屬=經由]”後加“到於(它)中間當中的

”而意思仍為“經由”。但有不同版本後面接的是“從屬(它)中間當中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內 在對(它)那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到於(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陸撒冷， 並且 (他)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橫過穿越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中間當中的

從屬(她)撒瑪利亞 並且 從屬(她)加利利。

路 17:12 kai. eivsercome,nou auvtou/ ei;j tina kw,mhn avph,nthsan Îauvtw/|Ð de,ka leproi. a;ndrej( oi] e;sthsan po,rrwq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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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as he entered into a certain village, there met him ten men that were lepers, which stood afar off:
進入一個村子，有十個長大痲瘋的迎面而來，遠遠的站著。

並且 從屬(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向內到來前往進入了的 從屬(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任何什麼 到於(她)鄉村，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從那裏迎面相遇 在對(他)同一者 (他們)十個 (他們)痲瘋病的 (他們)男人/丈夫， (他們)這些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立定站住 從在遠處地；
[經文變異WH]

並且 從屬(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向內到來前往進入了的 從屬(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任何什麼 到於(她)鄉村，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從那裏迎面相遇 (他們)十個 (他們)痲瘋病的 (他們)男人/丈夫， (他們)這些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 從在遠處地；

路 17:13 kai. auvtoi. h=ran fwnh.n le,gontej( VIhsou/ evpista,ta( evle,hson hm̀a/jÅ
And they lifted up their voices, and said, Jesus, Master, have mercy on us.
高聲說：耶穌，夫子，可憐我們罷。

並且 (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提起 到於(她)聲音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阿,(他)耶穌 阿,(他)督導師傅，

你那時(也是)就要發憐憫慈悲 到於我們。

路 17:14 kai. ivdw.n ei=pen auvtoi/j( Poreuqe,ntej evpidei,xate eàutou.j toi/j ìereu/sinÅ kai. evge,neto evn tw/| ùpa,gein
auvtou.j evkaqari,sqhsanÅ
And when he saw them, he said unto them, Go shew yourselves unto the priests. And it came to pass, that, as
they went, they were cleansed.
耶穌看見，就對他們說：你們去把身體給祭司察看。他們去的時候就潔淨了。

並且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們)那時(也是)被行去了的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在上面顯示展現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祭司。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內 在對(它)那 現要去持續退開去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潔淨。

路 17:15 ei-j de. evx auvtw/n( ivdw.n o[ti iva,qh( ùpe,streyen meta. fwnh/j mega,lhj doxa,zwn to.n qeo,n(
And one of them, when he saw that he was healed, turned back, and with a loud voice glorified God,
內中有一個見自己已經好了，就回來大聲歸榮耀與神；

(他)一個 然而也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是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醫好治癒，

他/她/它那時(也是)翻轉轉回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聲音 從屬(她)極大的 (他)現正持續歸榮耀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路 17:16 kai. e;pesen evpi. pro,swpon para. tou.j po,daj auvtou/ euvcaristw/n auvtw/|\ kai. auvto.j h=n Samari,thjÅ
And fell down on his face at his feet, giving him thanks: and he was a Samaritan.
又俯伏在耶穌腳前感謝他；這人是撒瑪利亞人。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落下墜落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前面的臉面 <在旁邊>到旁邊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腳

從屬(他)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感謝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並且 (他)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撒瑪利亞人。

路 17:17 avpokriqei.j de. ò VIhsou/j ei=pen( Ouvci. oi` de,ka evkaqari,sqhsanÈ oì de. evnne,a pou/È
And Jesus answering said, Were there not ten cleansed? but where are the nine?
耶穌說：潔淨了的不是十個人麼；那九個在哪裏呢。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豈不是呢 (他們)那些

(他們)十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潔淨？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九個 從屬某個什麼地方呢？
[經文變異WH]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豈非呢 (他們)那些

(他們)十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潔淨？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九個 從屬某個什麼地方呢？

路 17:18 ouvc eùre,qhsan ùpostre,yantej dou/nai do,xan tw/| qew/| eiv mh. ò avllogenh.j ou-tojÈ
There are not found that returned to give glory to God, save this stranger.
除了這外族人，再沒有別人回來歸榮耀與神麼。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找到尋見 (他們)那時(也是)翻轉轉回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給與 到於(她)榮耀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若是 不會/不要 (他)那 (他)另外不同的族類的 (他)那同一者？
[不同標點]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找到尋見 (他們)那時(也是)翻轉轉回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給與 到於(她)榮耀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若是 不會/不要 (他)那 (他)另外不同的族類的 (他)那同一者。

路 17:19 kai. ei=pen auvtw/|( VAnasta.j poreu,ou\ h` pi,stij sou se,swke,n seÅ
And he said unto him, Arise, go thy way: thy faith hath made thee whole.
就對那人說：起來走罷；你的信救了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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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了的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她)那 (她)信 從屬你 他/她/它現在已經拯救 到於你。

路 17:20 VEperwthqei.j de. ùpo. tw/n Farisai,wn po,te e;rcetai h̀ basilei,a tou/ qeou/ avpekri,qh auvtoi/j kai. ei=pen(
Ouvk e;rcetai h` basilei,a tou/ qeou/ meta. parathrh,sewj(
And when he was demanded of the Pharisees, when the kingdom of God should come, he answered them and
said, The kingdom of God cometh not with observation:
法利賽人問，神的國幾時來到；耶穌回答說：神的國來到，不是眼所能見的；

(他)那時(也是)被在上面查詢求問了的 然而也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法利賽人， 何時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她)那 (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註1

在對(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她)那

(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仔細檢視；

註1：“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路 17:21 ouvde. evrou/sin( VIdou. w-de h;( VEkei/( ivdou. ga.r h̀ basilei,a tou/ qeou/ evnto.j ùmw/n evstinÅ
Neither shall they say, Lo here! or, lo there! for, behold, the kingdom of God is within you.
人也不得說：看哪，在這裏；看哪，在那裏；因為神的國就在你們心裏。〔心裏或作中間〕

然而也不是地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開聲言說，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也就在此地； 甚或/或而

在那裏地。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因為， (她)那 (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為在內地 從屬你們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然而也不是地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開聲言說，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也就在此地； 甚或/或而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在那裏地。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因為， (她)那 (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為在內地 從屬你們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路 17:22 Ei=pen de. pro.j tou.j maqhta,j( VEleu,sontai h̀me,rai o[te evpiqumh,sete mi,an tw/n hm̀erw/n tou/ uìou/ tou/
avnqrw,pou ivdei/n kai. ouvk o;yesqeÅ
And he said unto the disciples, The days will come, when ye shall desire to see one of the days of the Son of
man, and ye shall not see it.
他又對門徒說：日子將到，你們巴不得看見人子的一個日子，卻不得看見。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門徒，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到來前往 (她們)日子/白日， 當這時地 你們將要(持續)熱戀愛慕 到於(她)一個/第一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日子/白日 從屬(他)那 從屬(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那時(也是)要去看見察覺， 並且

不是/不 你們將要(持續)讓自己看見注目。

路 17:23 kai. evrou/sin ùmi/n( VIdou. evkei/( Îh;(Ð VIdou. w-de\ mh. avpe,lqhte mhde. diw,xhteÅ
And they shall say to you, See here; or, see there: go not after them, nor follow them.
人將要對你們說：看哪，在那裏；看哪，在這裏；你們不要出去，也不要跟隨他們；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開聲言說 在對你們，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在那裏地； 甚或/或而，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也就在此地。 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註1， 然而也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追趕迫求註2。

註1：“你們那時(也是)應該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文法上亦可以為“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註2：“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追趕迫求”文法上亦可以為“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追趕迫求”。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開聲言說 在對你們，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也就在此地； 甚或/或而，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在那裏地。 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然而也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追趕迫求。
[經文變異WH]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開聲言說 在對你們，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在那裏地； 甚或/或而，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也就在此地。 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然而也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追趕迫求。

路 17:24 w[sper ga.r h̀ avstraph. avstra,ptousa evk th/j ùpo. to.n ouvrano.n eivj th.n ùpV ouvrano.n la,mpei( ou[twj e;stai
ò uìo.j tou/ avnqrw,pou Îevn th/| h̀me,ra| auvtou/ÐÅ
For as the lightning, that lighteneth out of the one part under heaven, shineth unto the other part under heaven;
so shall also the Son of man be in his day.
因為人子在他降臨的日子，好像閃電，從天這邊一閃，直照到天那邊。

甚至正如地 因為 (她)那 (她)閃電強光 (她)現正持續閃亮放光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在底下>在底下 到於(他)那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  簡易閲讀版  499

499

到於(他)天空/天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在底下>在底下 到於(他)天空/天 他/她/它現在持續發光照耀， 那同一樣式地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日子/白日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甚至正如地 因為 (她)那 (她)閃電強光 (她)那 (她)現正持續閃亮放光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在底下>在底下

到於(他)天空/天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在底下>在底下 到於(他)天空/天 他/她/它現在持續發光照耀， 那同一樣式地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日子/白日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WH]

甚至正如地 因為 (她)那 (她)閃電強光 (她)現正持續閃亮放光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在底下>在底下 到於(他)那

到於(他)天空/天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在底下>在底下 到於(他)天空/天 他/她/它現在持續發光照耀， 那同一樣式地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

路 17:25 prw/ton de. dei/ auvto.n polla. paqei/n kai. avpodokimasqh/nai avpo. th/j genea/j tau,thjÅ
But first must he suffer many things, and be rejected of this generation.
只是他必須先受許多苦，又被這世代棄絕。

首先地 然而也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它們)許多的

那時(也是)要去經歷承受，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被查驗而否決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族類之世代

從屬(她)那同一者。

路 17:26 kai. kaqw.j evge,neto evn tai/j hm̀e,raij Nw/e( ou[twj e;stai kai. evn tai/j h̀me,raij tou/ uìou/ tou/ avnqrw,pou\
And as it was in the days of Noe, so shall it be also in the days of the Son of man.
挪亞的日子怎樣，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樣。

並且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日子/白日 從屬(他)挪亞，

那同一樣式地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並且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日子/白日 從屬(他)那 從屬(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經文變異RT]

並且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日子/白日 從屬(他)那

從屬(他)挪亞， 那同一樣式地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並且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日子/白日 從屬(他)那

從屬(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路 17:27 h;sqion( e;pinon( evga,moun( evgami,zonto( a;cri h-j hm̀e,raj eivsh/lqen Nw/e eivj th.n kibwto.n kai. h=lqen ò
kataklusmo.j kai. avpw,lesen pa,ntajÅ
They did eat, they drank, they married wives, they were given in marriage, until the day that Noe entered into
the ark, and the flood came, and destroyed them all.
那時候的人又喫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亞進方舟的那日，洪水就來，把他們全都滅了。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喫食，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喝，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結婚娶嫁，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被出嫁，

直至達到 從屬(她)這個 從屬(她)日子/白日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他)挪亞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方木櫃/方舟；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他)那 (他)洪水氾濫，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毀掉除滅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經文變異RT][不同標點]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喫食，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喝，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結婚娶嫁，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被向外出嫁，

直至達到 從屬(她)這個 從屬(她)日子/白日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他)挪亞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方木櫃/方舟，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他)那 (他)洪水氾濫，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毀掉除滅

到於(他們)同時一齊地所有每一個的。

路 17:28 òmoi,wj kaqw.j evge,neto evn tai/j h̀me,raij Lw,t\ h;sqion( e;pinon( hvgo,razon( evpw,loun( evfu,teuon(
wv|kodo,moun\
Likewise also as it was in the days of Lot; they did eat, they drank, they bought, they sold, they planted, they
builded;
又好像羅得的日子；人又喫又喝，又買又賣，又耕種，又蓋造；

具同樣相同地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日子/白日

從屬(他)羅得，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喫食，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喝，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購買，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售賣，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栽種，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營建修造；
[經文變異RT]

具同樣相同地 並且 正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日子/白日

從屬(他)羅得，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喫食，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喝，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購買，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售賣，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栽種，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營建修造；

路 17:29 h-| de. hm̀e,ra| evxh/lqen Lw.t avpo. Sodo,mwn( e;brexen pu/r kai. qei/on avpV ouvranou/ kai. avpw,lesen pa,ntaj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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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the same day that Lot went out of Sodom it rained fire and brimstone from heaven, and destroyed them all.
到羅得出所多瑪的那日，就有火與硫磺從天上降下來，把他們全都滅了。

在對(她)這個 然而也 在對(她)日子/白日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他)羅得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們)所多瑪， 他/她/它那時(也是)降雨淋灑 到於(它)火 並且 到於(它)硫磺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天空/天，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毀掉除滅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經文變異RT]

在對(她)這個 然而也 在對(她)日子/白日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他)羅得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們)所多瑪， 他/她/它那時(也是)降雨淋灑 到於(它)火 並且 到於(它)硫磺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天空/天，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毀掉除滅 到於(他們)同時一齊地所有每一個的。

路 17:30 kata. ta. auvta. e;stai h-| hm̀e,ra| ò uiò.j tou/ avnqrw,pou avpokalu,ptetaiÅ
Even thus shall it be in the day when the Son of man is revealed.
人子顯現的日子，也要這樣。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在對(她)這個 在對(她)日子/白日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啟示揭露。
[經文變異RT]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在對(她)這個 在對(她)日子/白日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啟示揭露。

路 17:31 evn evkei,nh| th/| h̀me,ra| o]j e;stai evpi. tou/ dw,matoj kai. ta. skeu,h auvtou/ evn th/| oivki,a|( mh. kataba,tw a=rai
auvta,( kai. ò evn avgrw/| òmoi,wj mh. evpistreya,tw eivj ta. ovpi,swÅ
In that day, he which shall be upon the housetop, and his stuff in the house, let him not come down to take it
away: and he that is in the field, let him likewise not return back.
當那日，人在房上，器具在屋裏，不要下來拿；人在田裏；也不要回家。

在內 在對(她)在那裏的那個 在對(她)那 在對(她)日子/白日 (他)這個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它)那

從屬(它)房頂， 並且 (它們)那些 (它們)器皿用具 從屬(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住屋家庭，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向下行 那時(也是)要去提起 到於(它們)同一者； 並且 (他)那 在內 在對(他)田野 具同樣相同地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在上面轉動翻轉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那些 向在後面地。
[經文變異RT]

在內 在對(她)在那裏的那個 在對(她)那 在對(她)日子/白日 (他)這個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它)那

從屬(它)房頂， 並且 (它們)那些 (它們)器皿用具 從屬(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住屋家庭，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向下行 那時(也是)要去提起 到於(它們)同一者； 並且 (他)那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田野

具同樣相同地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在上面轉動翻轉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那些 向在後面地。

路 17:32 mnhmoneu,ete th/j gunaiko.j Lw,tÅ
Remember Lot's wife.
你們要回想羅得的妻子。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記念想起 從屬(她)那 從屬(她)女人 從屬(他)羅得。

路 17:33 o]j eva.n zhth,sh| th.n yuch.n auvtou/ peripoih,sasqai avpole,sei auvth,n( o]j dV a'n avpole,sh| zw|ogonh,sei auvth,nÅ
Whosoever shall seek to save his life shall lose it; and whosoever shall lose his life shall preserve it.
凡想要保全生命的，必喪掉生命；凡喪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

(他)這個 但凡若是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探索尋求 到於(她)那 到於(她)生魂意念 從屬(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獲取得到， 他/她/它將要(持續)毀掉除滅 到於(她)同一者； (他)這個 然而也 但凡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毀掉除滅， 他/她/它將要(持續)行生發成為活活生動 到於(她)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這個 但凡若是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探索尋求 到於(她)那 到於(她)生魂意念 從屬(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拯救， 他/她/它將要(持續)毀掉除滅 到於(她)同一者； 並且 (他)這個 但凡若是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毀掉除滅 到於(她)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行生發成為活活生動 到於(她)同一者。
[經文變異WH]

(他)這個 但凡若是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探索尋求 到於(她)那 到於(她)生魂意念 從屬(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獲取得到， 他/她/它將要(持續)毀掉除滅 到於(她)同一者； (他)這個 然而也 但凡

他/她/它將要(持續)毀掉除滅， 他/她/它將要(持續)行生發成為活活生動 到於(她)同一者。

路 17:34 le,gw ùmi/n( tau,th| th/| nukti. e;sontai du,o evpi. kli,nhj mia/j( ò ei-j paralhmfqh,setai kai. ò e[teroj
avfeqh,setai\
I tell you, in that night there shall be two men in one bed; the one shall be taken, and the other shall be left.
我對你們說，當那一夜，兩個人在一個床上；要取去一個，撇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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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在對(她)那同一者 在對(她)那 在對(她)夜晚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是 (他們)二個/兩個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躺椅臥墊 從屬(她)一個/第一； (他)那 (他)一個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拿取在旁邊， 並且

(他)那 (他)相異不同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任憑釋放離開。
[經文變異MT]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在對(她)那同一者 在對(她)那 在對(她)夜晚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是 (他們)二個/兩個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躺椅臥墊 從屬(她)一個/第一； (他)一個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拿取在旁邊， 並且 (他)那

(他)相異不同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任憑釋放離開。

路 17:35 e;sontai du,o avlh,qousai evpi. to. auvto,( h̀ mi,a paralhmfqh,setai( h̀ de. et̀e,ra avfeqh,setaiÅ
Two women shall be grinding together; the one shall be taken, and the other left.
兩個女人一同推磨；要取去一個，撇下一個。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是 (她們)二個/兩個 (她們)現正持續推磨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同一者； (她)那

(她)一個/第一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拿取在旁邊， (她)那 然而也 (她)相異不同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任憑釋放離開。
[經文變異RT]

(她們)二個/兩個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是 (她們)現正持續推磨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同一者； (她)那

(她)一個/第一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拿取在旁邊， 並且 (她)那 (她)相異不同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任憑釋放離開。
[經文變異MT]

(她們)二個/兩個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是 (她們)現正持續推磨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同一者；

(她)一個/第一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拿取在旁邊， 並且 (她)那 (她)相異不同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任憑釋放離開。

路 17:36 du,o e;sontai evn tw/| avgrw/|\ ò ei;j paralhfqh,setai( kai. ò e[teroj avfeqh,setaiÅ
Two men shall be in the field; the one shall be taken, and the other left.
〔有古卷在此有：兩個人在田裏；要取去一個，撇下一個〕

註：Nestle-Aland 26/27版本無此節。

[經文變異Scrivener]

(他們)二個/兩個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是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田野； (他)那 (他)一個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拿取在旁邊， 並且 (他)那 (他)相異不同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任憑釋放離開。

路 17:37 kai. avpokriqe,ntej le,gousin auvtw/|( Pou/( ku,rieÈ ò de. ei=pen auvtoi/j( {Opou to. sw/ma( evkei/ kai. oì avetoi.
evpisunacqh,sontaiÅ
And they answered and said unto him, Where, Lord? And he said unto them, Wheresoever the body is, thither
will the eagles be gathered together.
門徒說：主阿，在那裏有這事呢。耶穌說：屍首在那裏，鷹也必聚在那裏。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從屬某個什麼地方呢，

阿,(他)主人？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它)那 (它)身體，

在那裏地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老鷹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被在一處聚集。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從屬某個什麼地方呢，

阿,(他)主人？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它)那 (它)身體，

在那裏地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被在一處聚集 (他們)那些 (他們)老鷹。

路 18:1 :Elegen de. parabolh.n auvtoi/j pro.j to. dei/n pa,ntote proseu,cesqai auvtou.j kai. mh. evgkakei/n(
And he spake a parable unto them to this end, that men ought always to pray, and not to faint;
耶穌設一個比喻，是要人常常禱告，不可灰心；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然而也 到於(她)比喻 在對(他們)同一者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它)那

現要去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總是地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祈禱求告 到於(他們)同一者 並且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灰心喪膽，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然而也 並且 到於(她)比喻 在對(他們)同一者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它)那

現要去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總是地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祈禱求告 並且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灰心喪志，

路 18:2 le,gwn( Krith,j tij h=n e;n tini po,lei to.n qeo.n mh. fobou,menoj kai. a;nqrwpon mh. evntrepo,menojÅ
Saying, There was in a city a judge, which feared not God, neither regarded man:
說：某城裏有一個官，不懼怕神，也不尊重世人。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他)審判官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在內 在對(她)任何什麼 在對(她)城邑，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不會/不要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成驚恐畏懼了的 並且 到於(他)人 不會/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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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現正持續被反轉降卑了的。

路 18:3 ch,ra de. h=n evn th/| po,lei evkei,nh| kai. h;rceto pro.j auvto.n le,gousa( VEkdi,khso,n me avpo. tou/ avntidi,kou mouÅ
And there was a widow in that city; and she came unto him, saying, Avenge me of mine adversary.
那城裏有個寡婦，常到他那裏，說：我有一個對頭，求你給我伸冤。

(她)寡婦 然而也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城邑 在對(她)在那裏的那個；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她)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行伸張公平正義 到於我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對頭 從屬我。

路 18:4 kai. ouvk h;qelen evpi. cro,nonÅ meta. de. tau/ta ei=pen evn eàutw/|( Eiv kai. to.n qeo.n ouv fobou/mai ouvde.
a;nqrwpon evntre,pomai(
And he would not for a while: but afterward he said within himself, Though I fear not God, nor regard man;
他多日不准；後來心裏說：我雖不懼怕神，也不尊重世人；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當時持續定意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時段期間； <轉換其中>隨到後 然而也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自己， 若是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成驚恐畏懼， 然而也不是地 到於(他)人 我現在持續被反轉降卑；
[經文變異RT]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定意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時段期間； <轉換其中>隨到後 然而也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自己， 若是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成驚恐畏懼， 並且 到於(他)人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被反轉降卑；
[經文變異WH]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當時持續定意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時段期間；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自己， 若是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成驚恐畏懼， 然而也不是地 到於(他)人 我現在持續被反轉降卑；

路 18:5 dia, ge to. pare,cein moi ko,pon th.n ch,ran tau,thn evkdikh,sw auvth,n( i[na mh. eivj te,loj evrcome,nh ùpwpia,zh|
meÅ
Yet because this widow troubleth me, I will avenge her, lest by her continual coming she weary me.
只因這寡婦煩擾我，我就給他伸冤罷；免得他常來纏磨我。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確實 到於(它)那 現要去持續展示提供 在對我 到於(他)勞碌疲累 到於(她)那 到於(她)寡婦

到於(她)那同一者， 我將要(持續)行伸張公平正義 到於(她)同一者， 為要 不會/不要 向內進入

到於(它)終結/貨物或旅行之終結稅 (她)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毆打騷亂而折服

到於我。

路 18:6 Ei=pen de. ò ku,rioj( VAkou,sate ti, ò krith.j th/j avdiki,aj le,gei\
And the Lord said, Hear what the unjust judge saith.
主說：你們聽這不義之官所說的話。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他)那 (他)主人，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聲聞耳聽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他)那

(他)審判官 從屬(她)那 從屬(她)不義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路 18:7 ò de. qeo.j ouv mh. poih,sh| th.n evkdi,khsin tw/n evklektw/n auvtou/ tw/n bow,ntwn auvtw/| hm̀e,raj kai. nukto,j( kai.
makroqumei/ evpV auvtoi/jÈ
And shall not God avenge his own elect, which cry day and night unto him, though he bear long with them?
神的選民，晝夜呼籲他，他縱然為他們忍了多時，豈不終久給他們伸冤麼。

(他)那 然而也 (他)神 豈非呢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行出作成 到於(她)那 到於(她)行伸張公平正義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乃挑選的 從屬(他)同一者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高呼喊叫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從屬(她)日子/白日 並且 從屬(她)夜晚，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忍耐寬容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神 豈非呢 不會/不要 他/她/它將要(持續)行出作成 到於(她)那 到於(她)行伸張公平正義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乃挑選的 從屬(他)同一者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高呼喊叫了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從屬(她)日子/白日 並且 從屬(她)夜晚， 並且 (他)現正持續成忍耐寬容了的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們)同一者？

路 18:8 le,gw ùmi/n o[ti poih,sei th.n evkdi,khsin auvtw/n evn ta,ceiÅ plh.n ò uìo.j tou/ avnqrw,pou evlqw.n a=ra eùrh,sei
th.n pi,stin evpi. th/j gh/jÈ
I tell you that he will avenge them speedily. Nevertheless when the Son of man cometh, shall he find faith on the
earth?
我告訴你們，要快快的給他們伸冤了；然而人子來的時候，遇得見世上有信德麼。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是這樣 他/她/它將要(持續)行出作成 到於(她)那 到於(她)行伸張公平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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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屬(他們)同一者 在內 在對(它)短暫急速之間。 超出之外地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他)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豈然真會如此呢 他/她/它將要(持續)找到尋見 到於(她)那 到於(她)信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路 18:9 Ei=pen de. kai. pro,j tinaj tou.j pepoiqo,taj evfV eàutoi/j o[ti eivsi.n di,kaioi kai. evxouqenou/ntaj tou.j
loipou.j th.n parabolh.n tau,thn\
And he spake this parable unto certain which trusted in themselves that they were righteous, and despised
others:
耶穌向那些仗著自己是義人，藐視別人的，設一個比喻，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並且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任何什麼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在已經勸信說服了的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們)同一者自己 是這樣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具公平正義的， 並且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輕視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其餘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比喻 到於(她)那同一者：
[經文變異MT]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任何什麼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在已經勸信說服了的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們)同一者自己 是這樣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具公平正義的， 並且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輕視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其餘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比喻 到於(她)那同一者：

路 18:10 :Anqrwpoi du,o avne,bhsan eivj to. ièro.n proseu,xasqai( ò ei-j Farisai/oj kai. ò e[teroj telw,nhjÅ
Two men went up into the temple to pray; the one a Pharisee, and the other a publican.
說：有兩個人上殿裏去禱告；一個是法利賽人，一個是稅吏。

(他們)人 (他們)二個/兩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上行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聖殿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祈禱求告； (他)那 (他)一個 (他)法利賽人， 並且 (他)那 (他)相異不同的 (他)稅吏。
[經文變異WH]

(他們)人 (他們)二個/兩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上行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聖殿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祈禱求告； (他)一個 (他)法利賽人， 並且 (他)那 (他)相異不同的 (他)稅吏。

路 18:11 ò Farisai/oj staqei.j pro.j eàuto.n tau/ta proshu,ceto( ~O qeo,j( euvcaristw/ soi o[ti ouvk eivmi. w[sper oi`
loipoi. tw/n avnqrw,pwn( a[rpagej( a;dikoi( moicoi,( h' kai. wj̀ ou-toj ò telw,nhj\
The Pharisee stood and prayed thus with himself, God, I thank thee, that I am not as other men are,
extortioners, unjust, adulterers, or even as this publican.
法利賽人站著，自言自語的禱告說：神阿，我感謝你，我不像別人，勒索，不義，姦淫，也不像這個稅吏。

(他)那 (他)法利賽人 (他)那時(也是)被立定站住了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祈禱求告， (他)那 (他)神， 我現在持續感謝 在對你， 是這樣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是

甚至正如地 (他們)那些 (他們)其餘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人， (他們)強取劫奪的， (他們)不義的，

(他們)姦夫， 甚或/或而 並且 正如地 (他)那同一者 (他)那 (他)稅吏。
[經文變異WH]

(他)那 (他)法利賽人 (他)那時(也是)被立定站住了的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祈禱求告， (他)那 (他)神， 我現在持續感謝 在對你， 是這樣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是

甚至正如地 (他們)那些 (他們)其餘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人， (他們)強取劫奪的， (他們)不義的，

(他們)姦夫， 甚或/或而 並且 正如地 (他)那同一者 (他)那 (他)稅吏。

路 18:12 nhsteu,w di.j tou/ sabba,tou( avpodekatw/ pa,nta o[sa ktw/maiÅ
I fast twice in the week, I give tithes of all that I possess.
我一個禮拜禁食兩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

我現在持續禁食 兩次地 從屬(它)那 從屬(它)安息， 我現在持續從那裏取十分之一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這每一切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獲得擁有。

路 18:13 ò de. telw,nhj makro,qen èstw.j ouvk h;qelen ouvde. tou.j ovfqalmou.j evpa/rai eivj to.n ouvrano,n( avllV e;tupten
to. sth/qoj auvtou/ le,gwn( ~O qeo,j( il̀a,sqhti, moi tw/| àmartwlw/|Å
And the publican, standing afar off, would not lift up so much as his eyes unto heaven, but smote upon his
breast, saying, God be merciful to me a sinner.
那稅吏遠遠的站著，連舉目望天也不敢，只捶著胸說：神阿，開恩可憐我這個罪人。

(他)那 然而也 (他)稅吏 從距離遠地 (他)現在已經立定站住了的 不是/不 他/她/它當時持續定意 然而也不是地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眼睛 那時(也是)要去在上面提起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天空/天， 但乃是

他/她/它當時持續連敲重擊 到於(它)那 到於(它)胸膛 從屬(他)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他)那 (他)神，

你那時(也是)就要被和解挽回 在對我 在對(他)那 在對(他)犯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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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 (他)稅吏 從距離遠地 (他)現在已經立定站住了的 不是/不 他/她/它當時持續定意 然而也不是地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眼睛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天空/天 那時(也是)要去在上面提起， 但乃是

他/她/它當時持續連敲重擊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胸膛 從屬(他)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他)那

(他)神， 你那時(也是)就要被和解挽回 在對我 在對(他)那 在對(他)犯罪的。
[經文變異WH]

(他)那 然而也 (他)稅吏 從距離遠地 (他)現在已經立定站住了的 不是/不 他/她/它當時持續定意 然而也不是地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眼睛 那時(也是)要去在上面提起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天空/天， 但乃是

他/她/它當時持續連敲重擊 到於(它)那 到於(它)胸膛 從屬(他)同一者自己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他)那 (他)神，

你那時(也是)就要被和解挽回 在對我 在對(他)那 在對(他)犯罪的。

路 18:14 le,gw ùmi/n( kate,bh ou-toj dedikaiwme,noj eivj to.n oi=kon auvtou/ parV evkei/non\ o[ti pa/j ò ùyw/n èauto.n
tapeinwqh,setai( ò de. tapeinw/n eàuto.n uỳwqh,setaiÅ
I tell you, this man went down to his house justified rather than the other: for every one that exalteth himself
shall be abased; and he that humbleth himself shall be exalted.
我告訴你們，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為義了；因為凡自高的，必降為卑；自卑的，必升為高。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下行 (他)那同一者 (他)現在已經被稱為公義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住處家室 從屬(他)同一者 <在旁邊>到旁邊 到於(他)在那裏的那個； 是這樣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他)現正持續升高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促使成低微降卑； (他)那 然而也

(他)現正持續促使成低微降卑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升高。
[經文變異RT]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下行 (他)那同一者 (他)現在已經被稱為公義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住處家室 從屬(他)同一者 甚或/或而 (他)在那裏的那個； 是這樣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他)現正持續升高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促使成低微降卑； (他)那 然而也

(他)現正持續促使成低微降卑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升高。

路 18:15 Prose,feron de. auvtw/| kai. ta. bre,fh i[na auvtw/n a[pthtai\ ivdo,ntej de. oì maqhtai. evpeti,mwn auvtoi/jÅ
And they brought unto him also infants, that he would touch them: but when his disciples saw it, they rebuked
them.
有人抱著自己的嬰孩，來見耶穌，要他摸他們；門徒看見就責備那些人。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在前面向著負載攜帶 然而也 在對(他)同一者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嬰兒， 為要

從屬(它們)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讓自己觸摸連接； (他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然而也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評斷申誡 在對(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在前面向著負載攜帶 然而也 在對(他)同一者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嬰兒， 為要

從屬(它們)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讓自己觸摸連接； (他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然而也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評斷申誡 在對(他們)同一者。

路 18:16 ò de. VIhsou/j prosekale,sato auvta. le,gwn( :Afete ta. paidi,a e;rcesqai pro,j me kai. mh. kwlu,ete auvta,(
tw/n ga.r toiou,twn evsti.n h` basilei,a tou/ qeou/Å
But Jesus called them unto him, and said, Suffer little children to come unto me, and forbid them not: for of such
is the kingdom of God.
耶穌卻叫他們來，說：讓小孩子到我這裏來，不要禁止他們；因為在神國的，正是這樣的人。

(他)那 然而也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在前面向著促請召喚 到於(它們)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任憑釋放離開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小孩童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我， 並且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阻攔禁止 到於(它們)同一者； 從屬(它們)那些 因為 從屬(它們)那種樣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耶穌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在前面向著促請召喚了的 到於(它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任憑釋放離開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小孩童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我， 並且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阻攔禁止

到於(它們)同一者； 從屬(它們)那些 因為 從屬(它們)那種樣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路 18:17 avmh.n le,gw ùmi/n( o]j a'n mh. de,xhtai th.n basilei,an tou/ qeou/ ẁj paidi,on( ouv mh. eivse,lqh| eivj auvth,nÅ
Verily I say unto you, Whosoever shall not receive the kingdom of God as a little child shall in no wise enter
ther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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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實在告訴你們，凡要承受神國的，若不像小孩子，斷不能進去。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他)這個 但凡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接納領受 到於(她)那

到於(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正如地 (它)小孩童，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她)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他)這個 但凡若是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接納領受 到於(她)那

到於(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正如地 (它)小孩童，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她)同一者。

路 18:18 Kai. evphrw,thse,n tij auvto.n a;rcwn le,gwn( Dida,skale avgaqe,( ti, poih,saj zwh.n aivw,nion klhronomh,swÈ
And a certain ruler asked him, saying, Good Master, what shall I do to inherit eternal life?
有一個官問耶穌說：良善的夫子，我該作甚麼事，纔可以承受永生。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上面查詢求問 (他)任何什麼 到於(他)同一者 (他)首領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阿,(他)老師

阿,(他)良善的，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他)那時(也是)行出作成了的 到於(她)生命 到於(她)時世恆久的

我將要(持續)行承受產業註1？

註1：“我將要(持續)行承受產業”文法上亦可以為“我那時(也是)應該行承受產業”。

路 18:19 ei=pen de. auvtw/| o` VIhsou/j( Ti, me le,geij avgaqo,nÈ ouvdei.j avgaqo.j eiv mh. ei-j ò qeo,jÅ
And Jesus said unto him, Why callest thou me good? none is good, save one, that is, God.
耶穌對他說：你為甚麼稱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沒有良善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到於我 你現在持續道說

到於(他)良善的？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良善的， 若是 不會/不要 (他)一個， (他)那 (他)神。
[經文變異Tischendorph]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到於我 你現在持續道說

到於(他)良善的？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良善的， 若是 不會/不要 (他)一個， (他)神。

路 18:20 ta.j evntola.j oi=daj\ Mh. moiceu,sh|j( Mh. foneu,sh|j( Mh. kle,yh|j( Mh. yeudomarturh,sh|j( Ti,ma to.n pate,ra
sou kai. th.n mhte,raÅ
Thou knowest the commandments, Do not commit adultery, Do not kill, Do not steal, Do not bear false witness,
Honour thy father and thy mother.
誡命你是曉得的，不可姦淫，不可殺人，不可偷盜，不可作假見證，當孝敬父母。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誡律命令 你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不會/不要 你那時(也是)應該行姦淫， 不會/不要

你那時(也是)應該行謀害凶殺， 不會/不要 你那時(也是)應該偷竊盜取， 不會/不要 你那時(也是)應該作假見證人，

你現在就要持續評價珍視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從屬你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母親。
[經文變異RT]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誡律命令 你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不會/不要 你那時(也是)應該行姦淫， 不會/不要

你那時(也是)應該行謀害凶殺， 不會/不要 你那時(也是)應該偷竊盜取， 不會/不要 你那時(也是)應該作假見證人，

你現在就要持續評價珍視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從屬你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母親 從屬你。

路 18:21 ò de. ei=pen( Tau/ta pa,nta evfu,laxa evk neo,thtojÅ
And he said, All these have I kept from my youth up.
那人說：這一切我從小都遵守了。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我那時(也是)看管守護

向外出來 從屬(她)幼年。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我那時(也是)看管守護

向外出來 從屬(她)幼年 從屬我。

路 18:22 avkou,saj de. ò VIhsou/j ei=pen auvtw/|( :Eti e[n soi lei,pei\ pa,nta o[sa e;ceij pw,lhson kai. dia,doj ptwcoi/j(
kai. e[xeij qhsauro.n evn Îtoi/jÐ ouvranoi/j( kai. deu/ro avkolou,qei moiÅ
Now when Jesus heard these things, he said unto him, Yet lackest thou one thing: sell all that thou hast, and
distribute unto the poor, and thou shalt have treasure in heaven: and come, follow me.
耶穌聽見了，就說：你還缺少一件；要變賣你一切所有的，分給窮人，就必有財寶在天上；你還要來跟從我。

(他)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依然仍舊地

(它)一個 在對你 他/她/它現在持續遺下留後；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這每一切 你現在持續持有

你那時(也是)就要售賣，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分給 在對(他們)貧苦窮困的， 並且 你將要(持續)持有

到於(他)寶藏財物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天空/天； 並且 你就要到這裏， 你現在就要持續跟隨 在對我。
[經文變異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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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然而也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依然仍舊地 (它)一個 在對你 他/她/它現在持續遺下留後；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這每一切 你現在持續持有 你那時(也是)就要售賣，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分給 在對(他們)貧苦窮困的，

並且 你將要(持續)持有 到於(他)寶藏財物 在內 在對(他)天空/天； 並且 你就要到這裏， 你現在就要持續跟隨

在對我。

路 18:23 ò de. avkou,saj tau/ta peri,lupoj evgenh,qh\ h=n ga.r plou,sioj sfo,draÅ
And when he heard this, he was very sorrowful: for he was very rich.
他聽見這話，就甚憂愁，因為他很富足。

(他)那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他)憂傷愁苦環繞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發成為；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因為 (他)具豐滿富足的 極度地。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他)憂傷愁苦環繞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因為 (他)具豐滿富足的 極度地。

路 18:24 VIdw.n de. auvto.n ò VIhsou/j Îperi,lupon geno,menonÐ ei=pen( Pw/j dusko,lwj oì ta. crh,mata e;contej eivj th.n
basilei,an tou/ qeou/ eivsporeu,ontai\
And when Jesus saw that he was very sorrowful, he said, How hardly shall they that have riches enter into the
kingdom of God!
耶穌看見他就說：有錢財的人進神的國，是何等的難哪。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然而也 到於(他)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到於(他)憂傷愁苦環繞的

到於(他)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怎樣如何地 挑剔難行地 (他們)那些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物資錢財 (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向內行去；
[經文變異RT]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然而也 到於(他)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到於(他)憂傷愁苦環繞的

到於(他)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怎樣如何地 挑剔難行地 (他們)那些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物資錢財 (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經文變異WH]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然而也 到於(他)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怎樣如何地

挑剔難行地 (他們)那些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物資錢財 (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向內行去；

路 18:25 euvkopw,teron ga,r evstin ka,mhlon dia. trh,matoj belo,nhj eivselqei/n h' plou,sion eivj th.n basilei,an tou/
qeou/ eivselqei/nÅ
For it is easier for a camel to go through a needle's eye, than for a rich man to enter into the kingdom of God.
駱駝穿過鍼的眼，比財主進神的國，還容易呢。

(它)比較輕鬆容易的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到於(他)駱駝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針洞 從屬(她)針

那時(也是)要去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甚或/或而 到於(他)具豐滿富足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那時(也是)要去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經文變異RT]

(它)比較輕鬆容易的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到於(他)駱駝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針眼 從屬(她)縫紉針

那時(也是)要去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甚或/或而 到於(他)具豐滿富足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那時(也是)要去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路 18:26 ei=pan de. oi` avkou,santej( Kai. ti,j du,natai swqh/naiÈ
And they that heard it said, Who then can be saved?
聽見的人說：這樣，誰能得救呢。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他們)那些 (他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並且 (他)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那時(也是)要去被拯救？

路 18:27 ò de. ei=pen( Ta. avdu,nata para. avnqrw,poij dunata. para. tw/| qew/| evstinÅ
And he said, The things which are impossible with men are possible with God.
耶穌說：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卻能。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它們)那些 (它們)乃不能夠可能的 <在旁邊>在旁邊 在對(他們)人

(它們)乃能夠可能的 <在旁邊>在旁邊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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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它們)那些 (它們)乃不能夠可能的 <在旁邊>在旁邊 在對(他們)人

(它們)乃能夠可能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旁邊>在旁邊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路 18:28 Ei=pen de. ò Pe,troj( VIdou. hm̀ei/j avfe,ntej ta. i;dia hvkolouqh,same,n soiÅ
Then Peter said, Lo, we have left all, and followed thee.
彼得說：看哪，我們已經撇下自己所有的跟從你了。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他)那 (他)彼得，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我們

(他們)那時(也是)任憑釋放離開了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私人個別的 我們那時(也是)跟隨 在對你。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他)那 (他)彼得，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我們

我們那時(也是)任憑釋放離開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並且 我們那時(也是)跟隨 在對你。

路 18:29 ò de. ei=pen auvtoi/j( VAmh.n le,gw ùmi/n o[ti ouvdei,j evstin o]j avfh/ken oivki,an h' gunai/ka h' avdelfou.j h'
gonei/j h' te,kna e[neken th/j basilei,aj tou/ qeou/(
And he said unto them, Verily I say unto you, There is no man that hath left house, or parents, or brethren, or
wife, or children, for the kingdom of God's sake,
耶穌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人為神的國，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兒女，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是這樣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任憑釋放離開 到於(她)住屋家庭 甚或/或而

到於(她)女人 甚或/或而 到於(他們)弟兄 甚或/或而 到於(他們)父母 甚或/或而 到於(它們)孩子 由于為此地

從屬(她)那 從屬(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是這樣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任憑釋放離開 到於(她)住屋家庭 甚或/或而

到於(他們)父母 甚或/或而 到於(他們)弟兄 甚或/或而 到於(她)女人 甚或/或而 到於(它們)孩子 由于為此地

從屬(她)那 從屬(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路 18:30 o]j ouvci. mh. ÎavpoÐla,bh| pollaplasi,ona evn tw/| kairw/| tou,tw| kai. evn tw/| aivw/ni tw/| evrcome,nw| zwh.n
aivw,nionÅ
Who shall not receive manifold more in this present time, and in the world to come life everlasting.
沒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來世不得永生的。

(他)這個 真不是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從那裏拿取 [或=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拿取] 到於(它們)許多倍數的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場合時節 在對(他)那同一者， 並且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世紀時代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到於(她)生命 到於(她)時世恆久的。
[經文變異WH]

(他)這個 真不是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拿取 到於(它們)許多倍數的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場合時節

在對(他)那同一者， 並且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世紀時代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到於(她)生命 到於(她)時世恆久的。

路 18:31 Paralabw.n de. tou.j dw,deka ei=pen pro.j auvtou,j( VIdou. avnabai,nomen eivj VIerousalh,m( kai. telesqh,setai
pa,nta ta. gegramme,na dia. tw/n profhtw/n tw/| uiẁ/| tou/ avnqrw,pou\
Then he took unto him the twelve, and said unto them, Behold, we go up to Jerusalem, and all things that are
written by the prophets concerning the Son of man shall be accomplished.
耶穌帶著十二個門徒，對他們說：看哪，我們上耶路撒冷去；先知所寫的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

(他)那時(也是)拿取在旁邊了的 然而也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十二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我們現在持續向上行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陸撒冷，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完成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它們)那些 (它們)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了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在對(他)那 在對(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路 18:32 paradoqh,setai ga.r toi/j e;qnesin kai. evmpaicqh,setai kai. ùbrisqh,setai kai. evmptusqh,setai
For he shall be delivered unto the Gentiles, and shall be mocked, and spitefully entreated, and spitted on:
他將要被交給外邦人，他們要戲弄他，凌辱他，吐唾沫在他臉上；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交付 因為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種族邦國，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戲弄，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淩辱，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吐唾沫在內；

路 18:33 kai. mastigw,santej avpoktenou/sin auvto,n( kai. th/| hm̀e,ra| th/| tri,th| avnasth,setaiÅ
And they shall scourge him, and put him to death: and the third day he shall rise again.
並要鞭打他，殺害他；第三日他要復活。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鞭打了的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殺害除掉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在對(她)那 在對(她)日子/白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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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她)那 在對(她)第三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再站立起來。

路 18:34 kai. auvtoi. ouvde.n tou,twn sunh/kan kai. h=n to. rh̀/ma tou/to kekrumme,non avpV auvtw/n kai. ouvk evgi,nwskon ta.
lego,menaÅ
And they understood none of these things: and this saying was hid from them, neither knew they the things
which were spoken.
這些事門徒一樣也不懂得，意思乃是隱藏的，他們不曉得所說的是甚麼。

並且 (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從屬(它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貫通理解；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它)那 (它)所發表言說 (它)那同一者 (它)現在已經被隱藏遮掩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認識知道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現正持續被道說了的。

路 18:35 VEge,neto de. evn tw/| evggi,zein auvto.n eivj VIericw. tuflo,j tij evka,qhto para. th.n òdo.n evpaitw/nÅ
And it came to pass, that as he was come nigh unto Jericho, a certain blind man sat by the way side begging:
耶穌將近耶利哥的時候，有一個瞎子坐在路旁討飯。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然而也 在內 在對(它)那 現要去持續靠近 到於(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利哥， (他)瞎眼的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坐下 <在旁邊>到旁邊 到於(她)那

到於(她)道路途徑 (他)現正持續求取索討了的。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然而也 在內 在對(它)那 現要去持續靠近 到於(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利哥， (他)瞎眼的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坐下 <在旁邊>到旁邊 到於(她)那

到於(她)道路途徑 (他)現正持續求乞索討了的。

路 18:36 avkou,saj de. o;clou diaporeuome,nou evpunqa,neto ti, ei;h tou/toÅ
And hearing the multitude pass by, he asked what it meant.
聽見許多人經過，就問是甚麼事。

(他)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然而也 從屬(他)群眾 從屬(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行去經過了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詢問查證 (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可以持續是 (它)那同一者。

路 18:37 avph,ggeilan de. auvtw/| o[ti VIhsou/j ò Nazwrai/oj pare,rcetaiÅ
And they told him, that Jesus of Nazareth passeth by.
他們告訴他，是拿撒勒人耶穌經過。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從那裏報信通告 然而也 在對(他)同一者， 是這樣 (他)耶穌 (他)那 (他)拿撒勒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在旁邊過去。

路 18:38 kai. evbo,hsen le,gwn( VIhsou/ uiè. Daui,d( evle,hso,n meÅ
And he cried, saying, Jesus, thou Son of David, have mercy on me.
他就呼叫說：大衛的子孫耶穌阿，可憐我罷。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高呼喊叫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阿,(他)耶穌 阿,(他)兒子 從屬(他)大衛，

你那時(也是)就要發憐憫慈悲 到於我。

路 18:39 kai. oì proa,gontej evpeti,mwn auvtw/| i[na sigh,sh|( auvto.j de. pollw/| ma/llon e;krazen( Uìe. Daui,d( evle,hso,n
meÅ
And they which went before rebuked him, that he should hold his peace: but he cried so much the more, Thou
Son of David, have mercy on me.
在前頭走的人，就責備他，不許他作聲；他卻越發喊叫說：大衛的子孫，可憐我罷。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帶領在前面了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評斷申誡 在對(他)同一者，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保持靜默； (他)同一者 然而也 在對(它)許多的 更特別尤其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嘶聲吶喊，

阿,(他)兒子 從屬(他)大衛， 你那時(也是)就要發憐憫慈悲 到於我。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帶領在前面了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評斷申誡 在對(他)同一者，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為啞口寂靜； (他)同一者 然而也 在對(它)許多的 更特別尤其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嘶聲吶喊，

阿,(他)兒子 從屬(他)大衛， 你那時(也是)就要發憐憫慈悲 到於我。

路 18:40 staqei.j de. ò VIhsou/j evke,leusen auvto.n avcqh/nai pro.j auvto,nÅ evggi,santoj de. auvtou/ evphrw,thsen auvto,n(
And Jesus stood, and commanded him to be brought unto him: and when he was come near, he asked him,
耶穌站住，吩咐把他領過來；到了跟前，就問他說：

(他)那時(也是)被立定站住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出言吩咐 到於(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被帶領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從屬(他)那時(也是)靠近了的 然而也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上面查詢求問 到於(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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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那時(也是)被立定站住了的 然而也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出言吩咐 到於(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被帶領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從屬(他)那時(也是)靠近了的 然而也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上面查詢求問 到於(他)同一者，

路 18:41 Ti, soi qe,leij poih,swÈ ò de. ei=pen( Ku,rie( i[na avnable,ywÅ
Saying, What wilt thou that I shall do unto thee? And he said, Lord, that I may receive my sight.
你要我為你作甚麼。他說：主阿，我要能看見。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在對你 你現在持續定意 我那時(也是)應該行出作成？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阿,(他)主人， 為要 我那時(也是)應該再向上著眼觀看。
[經文變異RT]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在對你 你現在持續定意 我那時(也是)應該行出作成？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阿,(他)主人， 為要 我那時(也是)應該再向上著眼觀看。

路 18:42 kai. ò VIhsou/j ei=pen auvtw/|( VAna,bleyon\ h̀ pi,stij sou se,swke,n seÅ
And Jesus said unto him, Receive thy sight: thy faith hath saved thee.
耶穌說：你可以看見；你的信救了你了。

並且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就要再向上著眼觀看； (她)那

(她)信 從屬你 他/她/它現在已經拯救 到於你。

路 18:43 kai. paracrh/ma avne,bleyen kai. hvkolou,qei auvtw/| doxa,zwn to.n qeo,nÅ kai. pa/j ò lao.j ivdw.n e;dwken ai=non
tw/| qew/|Å
And immediately he received his sight, and followed him, glorifying God: and all the people, when they saw it,
gave praise unto God.
瞎子立刻看見了，就跟隨耶穌，一路歸榮耀與神；眾人看見這事，也讚美神。

並且 當場立即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再向上著眼觀看，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跟隨 在對(他)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歸榮耀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並且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他)人民百姓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到於(他)述說稱頌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路 19:1 Kai. eivselqw.n dih,rceto th.n VIericw,Å
And Jesus entered and passed through Jericho.
耶穌進了耶利哥，正經過的時候，

並且 (他)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了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橫過穿越 到於(她)那 到於(她)耶利哥。

路 19:2 kai. ivdou. avnh.r ovno,mati kalou,menoj Zakcai/oj( kai. auvto.j h=n avrcitelw,nhj kai. auvto.j plou,sioj\
And, behold, there was a man named Zacchaeus, which was the chief among the publicans, and he was rich.
有一個人名叫撒該，作稅吏長，是個財主。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男人/丈夫 在對(它)名字 (他)現正持續被促請召喚了的 (他)撒該， 並且

(他)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稅吏長， 並且 (他)同一者 (他)具豐滿富足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男人/丈夫 在對(它)名字 (他)現正持續被促請召喚了的 (他)撒該， 並且

(他)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稅吏長， 並且 (他)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具豐滿富足的。

路 19:3 kai. evzh,tei ivdei/n to.n VIhsou/n ti,j evstin kai. ouvk hvdu,nato avpo. tou/ o;clou( o[ti th/| hl̀iki,a| mikro.j h=nÅ
And he sought to see Jesus who he was; and could not for the press, because he was little of stature.
他要看看耶穌是怎樣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見。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探索尋求 那時(也是)要去看見察覺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他)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群眾，

是這樣 在對(她)那 在對(她)發育身量 (他)細微極小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路 19:4 kai. prodramw.n eivj to. e;mprosqen avne,bh evpi. sukomore,an i[na i;dh| auvto.n o[ti evkei,nhj h;mellen die,rcesqaiÅ
And he ran before, and climbed up into a sycomore tree to see him: for he was to pass that way.
就跑到前頭，爬上桑樹，要看耶穌，因為耶穌必從那裏經過。

並且 (他)那時(也是)超前居先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從在其前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上行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桑葚無花果樹，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看見察覺 到於(他)同一者； 是這樣 從屬(她)在那裏的那個

他/她/它當時持續準備快要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橫過穿越。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超前居先了的 從在其前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上行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桑葚無花果樹，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看見察覺 到於(他)同一者； 是這樣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在那裏的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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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當時持續準備快要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橫過穿越。

路 19:5 kai. wj̀ h=lqen evpi. to.n to,pon( avnable,yaj ò VIhsou/j ei=pen pro.j auvto,n( Zakcai/e( speu,saj kata,bhqi(
sh,meron ga.r evn tw/| oi;kw| sou dei/ me mei/naiÅ
And when Jesus came to the place, he looked up, and saw him, and said unto him, Zacchaeus, make haste,
and come down; for to day I must abide at thy house.
耶穌到了那裏，抬頭一看，對他說：撒該，快下來，今天我必住在你家裏。

並且 正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那 到於(他)地點處所，

(他)那時(也是)再向上著眼觀看了的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阿,(他)撒該， (他)那時(也是)趕緊急切了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向下行； 今日地 因為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住處家室 從屬你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到於我 那時(也是)要去停留持守。
[經文變異RT]

並且 正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那 到於(他)地點處所，

(他)那時(也是)再向上著眼觀看了的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阿,(他)撒該， (他)那時(也是)趕緊急切了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向下行； 今日地 因為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住處家室 從屬你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到於我 那時(也是)要去停留持守。

路 19:6 kai. speu,saj kate,bh kai. ùpede,xato auvto.n cai,rwnÅ
And he made haste, and came down, and received him joyfully.
他就急忙下來，歡歡喜喜的接待耶穌。

並且 (他)那時(也是)趕緊急切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下行，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接到舍下 到於(他)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歡喜安樂了的。

路 19:7 kai. ivdo,ntej pa,ntej diego,gguzon le,gontej o[ti Para. àmartwlw/| avndri. eivsh/lqen katalu/saiÅ
And when they saw it, they all murmured, saying, That he was gone to be guest with a man that is a sinner.
眾人看見，都私下議論說：他竟到罪人家裏去住宿。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互相間嘟噥嘀咕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是這樣 <在旁邊>在旁邊 在對(他)犯罪的 在對(他)男人/丈夫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那時(也是)要去拆毀/歇息。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他們)同時一齊地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互相間嘟噥嘀咕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是這樣 <在旁邊>在旁邊 在對(他)犯罪的 在對(他)男人/丈夫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那時(也是)要去拆毀/歇息。

路 19:8 staqei.j de. Zakcai/oj ei=pen pro.j to.n ku,rion( VIdou. ta. h̀mi,sia, mou tw/n ùparco,ntwn( ku,rie( toi/j ptwcoi/j
di,dwmi( kai. ei; tino,j ti evsukofa,nthsa avpodi,dwmi tetraplou/nÅ
And Zacchaeus stood, and said unto the Lord; Behold, Lord, the half of my goods I give to the poor; and if I
have taken any thing from any man by false accusation, I restore him fourfold.
撒該站著，對主說：主阿，我把所有的一半給窮人；我若訛詐了誰，就還他四倍。

(他)那時(也是)被立定站住了的 然而也 (他)撒該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主人，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對分一半的 從屬我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現正持續源屬具有了的， 阿,(他)主人，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貧苦窮困的 我現在持續給與； 並且

若是 從屬(他)任何什麼 到於(它)任何什麼 我那時(也是)誣告訛詐， 我現在持續從那裏給與 到於(它)四倍的。
[經文變異RT]

(他)那時(也是)被立定站住了的 然而也 (他)撒該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主人，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對分一半的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現正持續源屬具有了的 從屬我， 阿,(他)主人， 我現在持續給與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貧苦窮困的；

並且 若是 從屬(他)任何什麼 到於(它)任何什麼 我那時(也是)誣告訛詐， 我現在持續從那裏給與 到於(它)四倍的。

路 19:9 ei=pen de. pro.j auvto.n ò VIhsou/j o[ti Sh,meron swthri,a tw/| oi;kw| tou,tw| evge,neto( kaqo,ti kai. auvto.j uìo.j
VAbraa,m evstin\
And Jesus said unto him, This day is salvation come to this house, forsomuch as he also is a son of Abraham.
耶穌說：今天救恩到了這家，因為他也是亞伯拉罕的子孫。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是這樣 今日地 (她)拯救

在對(他)那 在對(他)住處家室 在對(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按照這任何什麼地 並且

(他)同一者 (他)兒子 從屬(他)亞伯拉罕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路 19:10 h=lqen ga.r ò uìo.j tou/ avnqrw,pou zhth/sai kai. sw/sai to. avpolwlo,j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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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he Son of man is come to seek and to save that which was lost.
人子來，為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因為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那時(也是)要去探索尋求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拯救 到於(它)那 到於(它)現在已經毀掉除滅了的。

路 19:11 VAkouo,ntwn de. auvtw/n tau/ta prosqei.j ei=pen parabolh.n dia. to. evggu.j ei=nai VIerousalh.m auvto.n kai.
dokei/n auvtou.j o[ti paracrh/ma me,llei h̀ basilei,a tou/ qeou/ avnafai,nesqaiÅ
And as they heard these things, he added and spake a parable, because he was nigh to Jerusalem, and
because they thought that the kingdom of God should immediately appear.
眾人正在聽見這些話的時候，耶穌因為將近耶路撒冷，又因他們以為神的國快要顯出來，就另設一個比喻說：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聲聞耳聽了的 然而也 從屬(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加上增添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到於(她)比喻，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 接近地 現要去持續是

從屬(她)耶陸撒冷註1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現要去持續設想認為對 到於(他們)同一者 是這樣 當場立即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準備快要 (她)那 (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現要去持續被向上促為照亮顯明。

註1：“從屬(她)耶陸撒冷”文法上亦可以為“在對(她)耶陸撒冷”。

[經文變異RT]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聲聞耳聽了的 然而也 從屬(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加上增添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到於(她)比喻，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 接近地 到於(他)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是

從屬(她)耶陸撒冷， 並且 現要去持續設想認為對 到於(他們)同一者 是這樣 當場立即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準備快要

(她)那 (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現要去持續被向上促為照亮顯明。

路 19:12 ei=pen ou=n( :Anqrwpo,j tij euvgenh.j evporeu,qh eivj cw,ran makra.n labei/n eàutw/| basilei,an kai.
up̀ostre,yaiÅ
He said therefore, A certain nobleman went into a far country to receive for himself a kingdom, and to return.
有一個貴冑往遠方去，要得國回來。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這樣， (他)人 (他)任何什麼 (他)高尚尊貴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行去 向內進入

到於(她)地域 到於(她)距離遠的/時間長的 那時(也是)要去拿取 在對(他)同一者自己 到於(她)王權國度，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翻轉轉回。

路 19:13 kale,saj de. de,ka dou,louj èautou/ e;dwken auvtoi/j de,ka mna/j kai. ei=pen pro.j auvtou,j( Pragmateu,sasqe evn
w-| e;rcomaiÅ
And he called his ten servants, and delivered them ten pounds, and said unto them, Occupy till I come.
便叫了他的十個僕人來，交給他們十錠銀子，〔錠原文作彌拿一彌拿約銀十兩〕說：你們去作生意，直等我回來

。

(他)那時(也是)促請召喚了的 然而也 到於(他們)十個 到於(他們)奴僕 從屬(他)同一者自己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她們)十個 到於(她們)錠，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忙碌經營 在內 在對(他)這個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經文變異RT]

(他)那時(也是)促請召喚了的 然而也 到於(他們)十個 到於(他們)奴僕 從屬(他)同一者自己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她們)十個 到於(她們)錠，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忙碌經營 一直直到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經文變異WH]

(他)那時(也是)促請召喚了的 然而也 到於(他們)十個 到於(他們)奴僕 從屬(他)同一者自己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她們)十個 到於(她們)錠，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忙碌經營 在內 在對(他)這個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路 19:14 oi` de. poli/tai auvtou/ evmi,soun auvto.n kai. avpe,steilan presbei,an ovpi,sw auvtou/ le,gontej( Ouv qe,lomen
tou/ton basileu/sai evfV h̀ma/jÅ
But his citizens hated him, and sent a message after him, saying, We will not have this man to reign over us.
他本國的人卻恨他，打發使者隨後去說：我們不願意這個人作我們的王。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公民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恨惡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到於(她)代表特使團 向在後面地 從屬(他)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不是/不

我們現在持續定意 到於(他)那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作君王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我們。

路 19:15 Kai. evge,neto evn tw/| evpanelqei/n auvto.n labo,nta th.n basilei,an kai. ei=pen fwnhqh/nai auvtw/| tou.j dou,louj
tou,touj oi-j dedw,kei to. avrgu,rion( i[na gnoi/ ti, diepragmateu,santoÅ
And it came to pass, that when he was returned, having received the kingdom, then he commanded these
servants to be called unto him, to whom he had given the money, that he might know how much every man h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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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ined by trading.
他既得國回來，就吩咐叫那領銀子的僕人來，要知道他們作生意賺了多少。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內 在對(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返回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他)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王權國度，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那時(也是)要去被出聲叫喚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奴僕 到於(他們)那同一者， 在對(他們)這些個

他/她/它當時已經給與 到於(它)那 到於(它)銀錢，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認識知道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徹底地忙碌經營。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內 在對(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返回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他)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王權國度，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那時(也是)要去被出聲叫喚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奴僕 到於(他們)那同一者， 在對(他們)這些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到於(它)那 到於(它)銀錢，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認識知道 (他)任何什麼呢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徹底地忙碌經營。

路 19:16 parege,neto de. ò prw/toj le,gwn( Ku,rie( h̀ mna/ sou de,ka proshrga,sato mna/jÅ
Then came the first, saying, Lord, thy pound hath gained ten pounds.
頭一個上來說：主阿，你的一錠銀子，已經賺了十錠。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來到旁邊 然而也 (他)那 (他)首先的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阿,(他)主人， (她)那 (她)錠

從屬你 到於(她們)十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掙取多得 到於(她們)錠。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來到旁邊 然而也 (他)那 (他)首先的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阿,(他)主人， (她)那 (她)錠

從屬你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掙取多得 到於(她們)十個 到於(她們)錠。

路 19:17 kai. ei=pen auvtw/|( Eu=ge( avgaqe. dou/le( o[ti evn evlaci,stw| pisto.j evge,nou( i;sqi evxousi,an e;cwn evpa,nw de,ka
po,lewnÅ
And he said unto him, Well, thou good servant: because thou hast been faithful in a very little, have thou
authority over ten cities.
主人說：好，良善的僕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權柄管十座城。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確實好地， 阿,(他)良善的 阿,(他)奴僕； 是這樣 在內

在對(它)最微小低下的 (他)誠且信的 你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你現在就要持續是 到於(她)權柄掌握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在上面上頭地 從屬(她們)十個 從屬(她們)城邑。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好地， 阿,(他)良善的 阿,(他)奴僕； 是這樣 在內

在對(它)最微小低下的 (他)誠且信的 你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你現在就要持續是 到於(她)權柄掌握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在上面上頭地 從屬(她們)十個 從屬(她們)城邑。

路 19:18 kai. h=lqen ò deu,teroj le,gwn( ~H mna/ sou( ku,rie( evpoi,hsen pe,nte mna/jÅ
And the second came, saying, Lord, thy pound hath gained five pounds.
第二個來說：主阿，你的一錠銀子，已經賺了五錠。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他)那 (他)第二的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她)那 (她)錠 從屬你， 阿,(他)主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到於(她們)五個 到於(她們)錠。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他)那 (他)第二的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阿,(他)主人， (她)那 (她)錠 從屬你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到於(她們)五個 到於(她們)錠。

路 19:19 ei=pen de. kai. tou,tw|( Kai. su. evpa,nw gi,nou pe,nte po,lewnÅ
And he said likewise to him, Be thou also over five cities.
主人說：你也可以管五座城。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並且 在對(他)那同一者， 並且 你 在上面上頭地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從屬(她們)五個 從屬(她們)城邑。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並且 在對(他)那同一者， 並且 你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在上面上頭地 從屬(她們)五個 從屬(她們)城邑。

路 19:20 kai. ò e[teroj h=lqen le,gwn( Ku,rie( ivdou. h̀ mna/ sou h]n ei=con avpokeime,nhn evn soudari,w|\
And another came, saying, Lord, behold, here is thy pound, which I have kept laid up in a napkin:
又有一個來說：主阿，看哪，你的一錠銀子在這裏，我把它包在手巾裏存著；

並且 (他)那 (他)相異不同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阿,(他)主人，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  簡易閲讀版  513

513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她)那 (她)錠 從屬你， 到於(她)這個 我當時持續持有

到於(她)現正持續讓自己/被擱開保留了的 在內 在對(它)手帕；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相異不同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阿,(他)主人，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她)那 (她)錠 從屬你， 到於(她)這個 我當時持續持有

到於(她)現正持續讓自己/被擱開保留了的 在內 在對(它)手帕；

路 19:21 evfobou,mhn ga,r se( o[ti a;nqrwpoj auvsthro.j ei=( ai;reij o] ouvk e;qhkaj kai. qeri,zeij o] ouvk e;speirajÅ
For I feared thee, because thou art an austere man: thou takest up that thou layedst not down, and reapest that
thou didst not sow.
我原是怕你，因為你是嚴厲的人；沒有放下的還要去拿，沒有種下的還要去收。

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成驚恐畏懼 因為 到於你， 是這樣 (他)人 (他)固執苛嚴的 你現在持續是； 你現在持續提起

到於(它)這個 不是/不 你那時(也是)置放擺設， 並且 你現在持續收取莊稼 到於(它)這個 不是/不

你那時(也是)散佈播撒。

路 19:22 le,gei auvtw/|( VEk tou/ sto,mato,j sou krinw/ se( ponhre. dou/leÅ h;|deij o[ti evgw. a;nqrwpoj auvsthro,j eivmi(
ai;rwn o] ouvk e;qhka kai. qeri,zwn o] ouvk e;speiraÈ
And he saith unto him, Out of thine own mouth will I judge thee, thou wicked servant. Thou knewest that I was
an austere man, taking up that I laid not down, and reaping that I did not sow:
主人對他說：你這惡僕，我要憑你的口，定你的罪；你既知道我是嚴厲的人，沒有放下的還要去拿，沒有種下的

還要去收；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口/嘴 從屬你 我將要(持續)區別審斷 到於你，

阿,(他)惡的 阿,(他)奴僕。 你當時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我 (他)人 (他)固執苛嚴的 我現在持續是，

(他)現正持續提起了的 到於(它)這個 不是/不 我那時(也是)置放擺設， 並且 (他)現正持續收取莊稼了的 到於(它)這個

不是/不 我那時(也是)散佈播撒；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然而也 在對(他)同一者，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口/嘴 從屬你 我將要(持續)區別審斷

到於你， 阿,(他)惡的 阿,(他)奴僕。 你當時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我 (他)人 (他)固執苛嚴的 我現在持續是，

(他)現正持續提起了的 到於(它)這個 不是/不 我那時(也是)置放擺設， 並且 (他)現正持續收取莊稼了的 到於(它)這個

不是/不 我那時(也是)散佈播撒；

路 19:23 kai. dia. ti, ouvk e;dwka,j mou to. avrgu,rion evpi. tra,pezanÈ kavgw. evlqw.n su.n to,kw| a'n auvto. e;praxaÅ
Wherefore then gavest not thou my money into the bank, that at my coming I might have required mine own with
usury?
為甚麼不把我的銀子交給銀行，等我來的時候，連本帶利都可以要回來呢。

並且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不是/不 你那時(也是)給與 從屬我 到於(它)那 到於(它)銀錢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桌子， 並且我 (他)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共同一起 在對(他)利息 但凡 到於(它)同一者

我那時(也是)實施行使？
[經文變異RT]

並且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不是/不 你那時(也是)給與 到於(它)那 到於(它)銀錢 從屬我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桌子， 並且 我 (他)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共同一起 在對(他)利息 但凡

我那時(也是)實施行使 到於(它)同一者？

路 19:24 kai. toi/j parestw/sin ei=pen( :Arate avpV auvtou/ th.n mna/n kai. do,te tw/| ta.j de,ka mna/j e;conti
And he said unto them that stood by, Take from him the pound, and give it to him that hath ten pounds.
就對旁邊站著的人說：奪過他這一錠來，給那有十錠的。

並且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在已經立定站住在旁邊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提起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她)那 到於(她)錠，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給與 在對(他)那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十個 到於(她們)錠 在對(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路 19:25 & kai. ei=pan auvtw/|( Ku,rie( e;cei de,ka mna/j &
(And they said unto him, Lord, he hath ten pounds.)
他們說：主阿，他已經有十錠了。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阿,(他)主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們)十個

到於(她們)錠。

路 19:26 le,gw ùmi/n o[ti panti. tw/| e;conti doqh,setai( avpo. de. tou/ mh. e;contoj kai. o] e;cei avrqh,setaiÅ
For I say unto you, That unto every one which hath shall be given; and from him that hath not, even that he hath
shall be taken away from h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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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說：我告訴你們，凡有的，還要加給他；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過來。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是這樣 在對(他)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給與； 從那裏離開 然而也 從屬(他)那 不會/不要 從屬(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並且

到於(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提起。
[經文變異RT]

我現在持續道說 因為 在對你們， 是這樣 在對(他)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給與； 從那裏離開 然而也 從屬(他)那 不會/不要 從屬(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並且

到於(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提起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同一者。

路 19:27 plh.n tou.j evcqrou,j mou tou,touj tou.j mh. qelh,santa,j me basileu/sai evpV auvtou.j avga,gete w-de kai.
katasfa,xate auvtou.j e;mprosqe,n mouÅ
But those mine enemies, which would not that I should reign over them, bring hither, and slay them before me.
至於我那些仇敵不要我作他們王的，把他們拉來，在我面前殺了罷。

超出之外地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仇視敵對的 從屬我， 到於(他們)那同一者 到於(他們)那些 不會/不要

到於(他們)那時(也是)定意了的 到於我 那時(也是)要去作君王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同一者，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帶領 也就在此地，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向下屠宰殺戮 到於(他們)同一者 從在其前地

從屬我。
[經文變異RT]

超出之外地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仇視敵對的 從屬我， 到於(他們)在那裏的那個 到於(他們)那些 不會/不要

到於(他們)那時(也是)定意了的 到於我 那時(也是)要去作君王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同一者，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帶領 也就在此地，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向下屠宰殺戮 從在其前地 從屬我。

路 19:28 Kai. eivpw.n tau/ta evporeu,eto e;mprosqen avnabai,nwn eivj ~Ieroso,lumaÅ
And when he had thus spoken, he went before, ascending up to Jerusalem.
耶穌說完了這話，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

並且 (他)那時(也是)發話言說了的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從在其前地，

(他)現正持續向上行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路撒冷。

路 19:29 Kai. evge,neto wj̀ h;ggisen eivj Bhqfagh. kai. Bhqani,aÎnÐ pro.j to. o;roj to. kalou,menon VElaiw/n(
avpe,steilen du,o tw/n maqhtw/n
And it came to pass, when he was come nigh to Bethphage and Bethany, at the mount called the mount of
Olives, he sent two of his disciples,
將近伯法其和伯大尼，在一座山名叫橄欖山那裏；就打發兩個門徒，說：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正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靠近 向內進入 到於(她)伯法其 並且

到於(她)伯大尼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它)那 到於(它)高山 到於(它)那 到於(它)現正持續被促請召喚了的

從屬(她們)橄欖， 他/她/它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到於(他們)二個/兩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門徒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正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靠近 向內進入 到於(她)伯法其 並且

到於(她)伯大尼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它)那 到於(它)高山 到於(它)那 到於(它)現正持續被促請召喚了的

從屬(她們)橄欖， 他/她/它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到於(他們)二個/兩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路 19:30 le,gwn( ~Upa,gete eivj th.n kate,nanti kw,mhn( evn h-| eivsporeuo,menoi eùrh,sete pw/lon dedeme,non( evfV o]n
ouvdei.j pw,pote avnqrw,pwn evka,qisen( kai. lu,santej auvto.n avga,geteÅ
Saying, Go ye into the village over against you; in the which at your entering ye shall find a colt tied, whereon
yet never man sat: loose him, and bring him hither.
你們往對面村子裏去；進去的時候，必看見一匹驢駒拴在那裏，是從來沒有人騎過的；可以解開牽來。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退開去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直接當面於前地 到於(她)鄉村； 在內

在對(她)這個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向內行去了的 你們將要(持續)找到尋見 到於(他)幼馬驢駒

到於(他)現在已經被拴綁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這個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從來地 從屬(他們)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座；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鬆綁脫解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帶領。
[經文變異RT]

(他)那時(也是)發話言說了的，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退開去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直接當面於前地 到於(她)鄉村； 在內

在對(她)這個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向內行去了的 你們將要(持續)找到尋見 到於(他)幼馬驢駒

到於(他)現在已經被拴綁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這個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從來地 從屬(他們)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座； (他們)那時(也是)鬆綁脫解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帶領。

路 19:31 kai. eva,n tij ùma/j evrwta/|( Dia. ti, lu,eteÈ ou[twj evrei/te o[ti ~O ku,rioj auvtou/ crei,an e;ceiÅ
And if any man ask you, Why do ye loose him? thus shall ye say unto him, Because the Lord hath need of h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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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人問為甚麼解牠，你們就說：主要用他。

並且 但凡若是 (他)任何什麼 到於你們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查詢求問，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們現在持續鬆綁脫解？ 那同一樣式地 你們將要(持續)開聲言說， 是這樣 (他)那 (他)主人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她)需用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經文變異RT]

並且 但凡若是 (他)任何什麼 到於你們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查詢求問，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們現在持續鬆綁脫解？ 那同一樣式地 你們將要(持續)開聲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是這樣 (他)那 (他)主人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她)需用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路 19:32 avpelqo,ntej de. oi` avpestalme,noi eu-ron kaqw.j ei=pen auvtoi/jÅ
And they that were sent went their way, and found even as he had said unto them.
打發的人去了，所遇見的，正如耶穌所說的。

(他們)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了的 然而也 (他們)那些 (他們)現在已經被分派差遣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找到尋見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路 19:33 luo,ntwn de. auvtw/n to.n pw/lon ei=pan oi` ku,rioi auvtou/ pro.j auvtou,j( Ti, lu,ete to.n pw/lonÈ
And as they were loosing the colt, the owners thereof said unto them, Why loose ye the colt?
他們解驢駒的時候，主人問他們說：解驢駒作甚麼。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鬆綁脫解了的 然而也 從屬(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那 到於(他)幼馬驢駒，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們)那些 (他們)主人 從屬(他)同一者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們現在持續鬆綁脫解 到於(他)那 到於(他)幼馬驢駒？

路 19:34 oi` de. ei=pan o[ti ~O ku,rioj auvtou/ crei,an e;ceiÅ
And they said, The Lord hath need of him.
他們說：主要用他。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是這樣 (他)那 (他)主人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她)需用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那 (他)主人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她)需用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路 19:35 kai. h;gagon auvto.n pro.j to.n VIhsou/n kai. evpiri,yantej auvtw/n ta. ìma,tia evpi. to.n pw/lon evpebi,basan to.n
VIhsou/nÅ
And they brought him to Jesus: and they cast their garments upon the colt, and they set Jesus thereon.
他們牽到耶穌那裏，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扶著耶穌騎上。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帶領 到於(他)同一者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拋擲在上面了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衣服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那

到於(他)幼馬驢駒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敦促騎上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帶領 到於(他)同一者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拋擲在上面了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自己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衣服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那

到於(他)幼馬驢駒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敦促騎上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路 19:36 poreuome,nou de. auvtou/ ùpestrw,nnuon ta. im̀a,tia auvtw/n evn th/| òdw/|Å
And as he went, they spread their clothes in the way.
走的時候，眾人把衣服鋪在路上。

從屬(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行去了的 然而也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在底下舖開攤放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衣服 從屬(他們)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道路途徑。
[經文變異WH]

從屬(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行去了的 然而也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在底下舖開攤放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衣服 從屬(他們)同一者自己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道路途徑。

路 19:37 VEggi,zontoj de. auvtou/ h;dh pro.j th/| kataba,sei tou/ :Orouj tw/n VElaiw/n h;rxanto a[pan to. plh/qoj tw/n
maqhtw/n cai,rontej aivnei/n to.n qeo.n fwnh/| mega,lh| peri. pasw/n w-n ei=don duna,mewn(
And when he was come nigh, even now at the descent of the mount of Olives, the whole multitude of the
disciples began to rejoice and praise God with a loud voice for all the mighty works that they had seen;
將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欖山的時候，眾門徒因所見過的一切異能，都歡樂起來，大聲讚美神，

從屬(他)現正持續靠近了的 然而也 從屬(他)同一者 甚而已然如此地 <在前面向著>靠近在 在對(她)那 在對(她)下坡

從屬(它)那 從屬(它)高山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橄欖，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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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同時一齊地所有每一個的 (它)那 (它)聚滿大群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門徒 (他們)現正持續歡喜安樂了的

現要去持續頌揚讚美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在對(她)聲音 在對(她)極大的 <在周圍>關於 從屬(她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她們)這些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從屬(她們)能力權能，

路 19:38 le,gontej( Euvloghme,noj ò evrco,menoj( ò basileu.j evn ovno,mati kuri,ou\ evn ouvranw/| eivrh,nh kai. do,xa evn
uỳi,stoijÅ
Saying, Blessed be the King that cometh in the name of the Lord: peace in heaven, and glory in the highest.
說：奉主名來的王，是應當稱頌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處有榮光。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他)現在已經被祝福稱讚了的 (他)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他)那 (他)君王

在內 在對(它)名字 從屬(他)主人； 在內 在對(他)天空/天 (她)和平安寧， 並且 (她)榮耀 在內 在對(它們)至高的。
[經文變異RT]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他)現在已經被祝福稱讚了的 (他)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他)君王 在內

在對(它)名字 從屬(他)主人； (她)和平安寧 在內 在對(他)天空/天， 並且 (她)榮耀 在內 在對(它們)至高的。

路 19:39 kai, tinej tw/n Farisai,wn avpo. tou/ o;clou ei=pan pro.j auvto,n( Dida,skale( evpiti,mhson toi/j maqhtai/j
souÅ
And some of the Pharisees from among the multitude said unto him, Master, rebuke thy disciples.
眾人中有幾個法利賽人對耶穌說：夫子，責備你的門徒罷。

並且 (他們)任何什麼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法利賽人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群眾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阿,(他)老師， 你那時(也是)就要評斷申誡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門徒 從屬你。

路 19:40 kai. avpokriqei.j ei=pen( Le,gw ùmi/n( eva.n ou-toi siwph,sousin( oì li,qoi kra,xousinÅ
And he answered and said unto them, I tell you that, if these should hold their peace, the stones would
immediately cry out.
耶穌說：我告訴你們，若是他們閉口不說，這些石頭必要呼叫起來。

並且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但凡若是

(他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為啞口寂靜， (他們)那些 (他們)石頭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嘶聲吶喊。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是這樣 但凡若是 (他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為啞口寂靜， (他們)那些 (他們)石頭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嘶聲吶喊。

路 19:41 Kai. wj̀ h;ggisen ivdw.n th.n po,lin e;klausen evpV auvth.n
And when he was come near, he beheld the city, and wept over it,
耶穌快到耶路撒冷看見城，就為他哀哭，

並且 正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靠近，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城邑

他/她/它那時(也是)哭泣哀號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正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靠近，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城邑

他/她/它那時(也是)哭泣哀號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同一者，
[不同標點]

並且 正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靠近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城邑，

他/她/它那時(也是)哭泣哀號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同一者，

路 19:42 le,gwn o[ti Eiv e;gnwj evn th/| hm̀e,ra| tau,th| kai. su. ta. pro.j eivrh,nhn\ nu/n de. evkru,bh avpo. ovfqalmw/n souÅ
Saying, If thou hadst known, even thou, at least in this thy day, the things which belong unto thy peace! but now
they are hid from thine eyes.
說：巴不得你在這日子，知道關係你平安的事；無奈這事現在是隱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來。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是這樣 若是 你那時(也是)認識知道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日子/白日 在對(她)那同一者

並且 你 到於(它們)那些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和平安寧； 現在此時地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隱藏遮掩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眼睛 從屬你。
[經文變異RT]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是這樣 若是 你那時(也是)認識知道 並且 你 並且 確實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日子/白日 從屬你 在對(她)那同一者 到於(它們)那些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和平安寧 從屬你；

現在此時地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隱藏遮掩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眼睛 從屬你。

路 19:43 o[ti h[xousin h̀me,rai evpi. se. kai. parembalou/sin oi` evcqroi, sou ca,raka, soi kai. perikuklw,sousi,n se kai.
sune,xousi,n se pa,ntoq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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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he days shall come upon thee, that thine enemies shall cast a trench about thee, and compass thee round,
and keep thee in on every side,
因為日子將到，你的仇敵必築起土壘，周圍環繞你，四面困住你，

是這樣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到達來臨 (她們)日子/白日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你，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擺戰列陣 (他們)那些 (他們)仇視敵對的 從屬你 到於(他)柵欄護牆 在對你，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促使有圓圈圍繞在周圍 到於你，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握緊擠壓 到於你 從四面地，
[經文變異RT]

是這樣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到達來臨 (她們)日子/白日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你，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披蓋穿裹 (他們)那些 (他們)仇視敵對的 從屬你 到於(他)柵欄護牆 在對你，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促使有圓圈圍繞在周圍 到於你，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握緊擠壓 到於你 從四面地，

路 19:44 kai. evdafiou/si,n se kai. ta. te,kna sou evn soi,( kai. ouvk avfh,sousin li,qon evpi. li,qon evn soi,( avnqV w-n ouvk
e;gnwj to.n kairo.n th/j evpiskoph/j souÅ
And shall lay thee even with the ground, and thy children within thee; and they shall not leave in thee one stone
upon another; because thou knewest not the time of thy visitation.
並要掃滅你，和你裏頭的兒女，連一塊石頭也不留在石頭上；因你不知道眷顧你的時候。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夷平摧毀 到於你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孩子 從屬你 在內 在對你；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任憑釋放離開 到於(他)石頭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石頭 在內 在對你； 相對對應

從屬(它們)這些個 不是/不 你那時(也是)認識知道 到於(他)那 到於(他)場合時節 從屬(她)那 從屬(她)顧察眷視

從屬你。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夷平摧毀 到於你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孩子 從屬你 在內 在對你；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任憑釋放離開 在內 在對你 到於(他)石頭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石頭； 相對對應

從屬(它們)這些個 不是/不 你那時(也是)認識知道 到於(他)那 到於(他)場合時節 從屬(她)那 從屬(她)顧察眷視

從屬你。

路 19:45 Kai. eivselqw.n eivj to. ièro.n h;rxato evkba,llein tou.j pwlou/ntaj
And he went into the temple, and began to cast out them that sold therein, and them that bought;
耶穌進了殿，趕出裏頭作買賣的人，

並且 (他)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聖殿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

現要去持續向外投擲出來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售賣了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聖殿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

現要去持續向外投擲出來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售賣了的 在內 在對(它)同一者 並且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購買了的，

路 19:46 le,gwn auvtoi/j( Ge,graptai( Kai. e;stai ò oi=ko,j mou oi=koj proseuch/j( ùmei/j de. auvto.n evpoih,sate
sph,laion lh|stw/nÅ
Saying unto them, It is written, My house is the house of prayer: but ye have made it a den of thieves.
對他們說：經上說：『我的殿，必作禱告的殿。』你們倒使他成為賊窩了。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他)那

(他)住處家室 從屬我 (他)住處家室 從屬(她)求告祈禱； 你們 然而也 到於(他)同一者 你們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到於(它)石窟洞穴 從屬(他們)強盜。
[經文變異RT]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他)那 (他)住處家室 從屬我 (他)住處家室

從屬(她)求告祈禱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你們 然而也 到於(他)同一者 你們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到於(它)石窟洞穴

從屬(他們)強盜。

路 19:47 Kai. h=n dida,skwn to. kaqV h̀me,ran evn tw/| ièrw/|Å oi` de. avrcierei/j kai. oi` grammatei/j evzh,toun auvto.n
avpole,sai kai. oi` prw/toi tou/ laou/(
And he taught daily in the temple. But the chief priests and the scribes and the chief of the people sought to
destroy him,
耶穌天天在殿裏教訓人。祭司長，和文士，與百姓的尊長，都想要殺他；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現正持續教導了的 到於(它)那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日子/白日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聖殿。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大祭司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書記文士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探索尋求

到於(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毀掉除滅，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首先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民百姓；

路 19:48 kai. ouvc eu[riskon to. ti, poih,swsin( ò lao.j ga.r a[paj evxekre,mato auvtou/ avkou,wnÅ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  簡易閲讀版  518

518

And could not find what they might do: for all the people were very attentive to hear him.
但尋不出法子來，因為百姓都側耳聽他。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找到尋見 到於(它)那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行出作成；

(他)那 (他)人民百姓 因為 (他)同時一齊地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懸吊着迷  從屬(他)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聲聞耳聽了的。

路 20:1 Kai. evge,neto evn mia/| tw/n hm̀erw/n dida,skontoj auvtou/ to.n lao.n evn tw/| ièrw/| kai. euvaggelizome,nou
evpe,sthsan oì avrcierei/j kai. oì grammatei/j su.n toi/j presbute,roij
And it came to pass, that on one of those days, as he taught the people in the temple, and preached the gospel,
the chief priests and the scribes came upon him with the elders,
有一天耶穌在殿裏教訓百姓，講福音的時候，祭司長和文士並長老上前來，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內 在對(她)一個/第一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日子/白日，

從屬(他)現正持續教導了的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他)那 到於(他)人民百姓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聖殿， 並且

從屬(他)現正持續讓自己傳福音佳訊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立定站住在上面 (他們)那些 (他們)大祭司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書記文士 共同一起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更年長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內 在對(她)一個/第一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日子/白日

從屬(她們)在那裏的那個， 從屬(他)現正持續教導了的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他)那 到於(他)人民百姓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聖殿， 並且 從屬(他)現正持續讓自己傳福音佳訊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立定站住在上面 (他們)那些

(他們)祭司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書記文士 共同一起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更年長的，

路 20:2 kai. ei=pan le,gontej pro.j auvto,n( Eivpo.n hm̀i/n evn poi,a| evxousi,a| tau/ta poiei/j( h' ti,j evstin ò dou,j soi th.n
evxousi,an tau,thnÈ
And spake unto him, saying, Tell us, by what authority doest thou these things? or who is he that gave thee this
authority?
問他說：你告訴我們，你仗著甚麼權柄作這些事，給你這權柄的是誰呢。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就要發話言說 在對我們， 在內 在對(她)什麼樣呢 在對(她)權柄掌握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你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甚或/或而 (他)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那時(也是)給與了的 在對你

到於(她)那 到於(她)權柄掌握 到於(她)那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發話言說 在對我們， 在內 在對(她)什麼樣呢 在對(她)權柄掌握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你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甚或/或而 (他)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那時(也是)給與了的 在對你

到於(她)那 到於(她)權柄掌握 到於(她)那同一者？

路 20:3 avpokriqei.j de. ei=pen pro.j auvtou,j( VErwth,sw ùma/j kavgw. lo,gon( kai. ei;pate, moi\
And he answered and said unto them, I will also ask you one thing; and answer me:
耶穌回答說：我也要問你們一句話；你們且告訴我；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我將要(持續)查詢求問 到於你們 並且我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發話言說 在對我；
[經文變異RT]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我將要(持續)查詢求問 到於你們 並且我 到於(他)一個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發話言說 在對我；

路 20:4 To. ba,ptisma VIwa,nnou evx ouvranou/ h=n h' evx avnqrw,pwnÈ
The baptism of John, was it from heaven, or of men?
約翰的洗禮，是從天上來的，是從人間來的呢。

(它)那 (它)浸洗之禮 從屬(他)約翰 向外出來 從屬(他)天空/天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甚或/或而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人？

路 20:5 oi` de. sunelogi,santo pro.j èautou.j le,gontej o[ti VEa.n ei;pwmen( VEx ouvranou/( evrei/( Dia. ti, ouvk
evpisteu,sate auvtw/|È
And they reasoned with themselves, saying, If we shall say, From heaven; he will say, Why then believed ye
him not?
他們彼此商議說：我們若說從天上來，他必說你們為甚麼不信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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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共同估算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是這樣 但凡若是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向外出來 從屬(他)天空/天；

他/她/它將要(持續)開聲言說，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不是/不 你們那時(也是)置信信託

在對(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共同估算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是這樣 但凡若是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向外出來 從屬(他)天空/天；

他/她/它將要(持續)開聲言說，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這樣 不是/不 你們那時(也是)置信信託

在對(他)同一者？

路 20:6 eva.n de. ei;pwmen( VEx avnqrw,pwn( ò lao.j a[paj kataliqa,sei h̀ma/j( pepeisme,noj ga,r evstin VIwa,nnhn
profh,thn ei=naiÅ
But and if we say, Of men; all the people will stone us: for they be persuaded that John was a prophet.
若說從人間來，百姓都要用石頭打死我們；因為他們信約翰是先知。

但凡若是 然而也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人； (他)那 (他)人民百姓

(他)同時一齊地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扔石頭打死 到於我們； (他)現在已經被勸信說服了的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到於(他)約翰 到於(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現要去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但凡若是 然而也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人；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他)人民百姓

他/她/它將要(持續)扔石頭打死 到於我們； (他)現在已經被勸信說服了的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到於(他)約翰

到於(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現要去持續是。

路 20:7 kai. avpekri,qhsan mh. eivde,nai po,qenÅ
And they answered, that they could not tell whence it was.
於是回答說：不知道是從那裏來的。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註1， 不會/不要 現已經去看見察覺 從那裏地呢。

註1：“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路 20:8 kai. ò VIhsou/j ei=pen auvtoi/j( Ouvde. evgw. le,gw ùmi/n evn poi,a| evxousi,a| tau/ta poiw/Å
And Jesus said unto them, Neither tell I you by what authority I do these things.
耶穌說：我也不告訴你們，我仗著甚麼權柄作這些事。

並且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然而也不是地 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在內 在對(她)什麼樣呢 在對(她)權柄掌握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我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路 20:9 :Hrxato de. pro.j to.n lao.n le,gein th.n parabolh.n tau,thn\ :Anqrwpo,j ÎtijÐ evfu,teusen avmpelw/na kai.
evxe,deto auvto.n gewrgoi/j kai. avpedh,mhsen cro,nouj ik̀anou,jÅ
Then began he to speak to the people this parable; A certain man planted a vineyard, and let it forth to
husbandmen, and went into a far country for a long time.
耶穌就設比喻，對百姓說：有人栽了一個葡萄園，租給園戶，就往外國去住了許久。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 然而也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人民百姓 現要去持續道說

到於(她)那 到於(她)比喻 到於(她)那同一者： (他)人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那時(也是)栽種 到於(他)葡萄園，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租給 到於(他)同一者 在對(他們)耕種之人，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離開本國

到於(他們)時段期間 到於(他們)達到足夠的。
[經文變異WH]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 然而也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人民百姓 現要去持續道說

到於(她)那 到於(她)比喻 到於(她)那同一者： (他)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栽種 到於(他)葡萄園，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租給 到於(他)同一者 在對(他們)耕種之人，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離開本國

到於(他們)時段期間 到於(他們)達到足夠的。

路 20:10 kai. kairw/| avpe,steilen pro.j tou.j gewrgou.j dou/lon i[na avpo. tou/ karpou/ tou/ avmpelw/noj dw,sousin
auvtw/|\ oì de. gewrgoi. evxape,steilan auvto.n dei,rantej keno,nÅ
And at the season he sent a servant to the husbandmen, that they should give him of the fruit of the vineyard:
but the husbandmen beat him, and sent him away empty.
到了時候，打發一個僕人到園戶那裏去，叫他們把園中當納的果子交給他；園戶竟打了他，叫他空手回去。

並且 在對(他)場合時節 他/她/它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耕種之人

到於(他)奴僕， 為要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果實 從屬(他)那 從屬(他)葡萄園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給與

在對(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耕種之人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外分派差遣 到於(他)同一者

(他們)那時(也是)抽打了的 到於(他)虛空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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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變異RT]

並且 在內 在對(他)場合時節 他/她/它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耕種之人

到於(他)奴僕， 為要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果實 從屬(他)那 從屬(他)葡萄園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給與

在對(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耕種之人 (他們)那時(也是)抽打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外分派差遣 到於(他)虛空無有的。

路 20:11 kai. prose,qeto e[teron pe,myai dou/lon\ oì de. kavkei/non dei,rantej kai. avtima,santej evxape,steilan keno,nÅ
And again he sent another servant: and they beat him also, and entreated him shamefully, and sent him away
empty.
又打發一個僕人去；他們也打了他，並且凌辱他，叫他空手回去。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加上增添 到於(他)相異不同的 那時(也是)要去差送打發 到於(他)奴僕； (他們)那些

然而也 到於(他)且在那裏的那個 (他們)那時(也是)抽打了的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凌辱羞賤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外分派差遣 到於(他)虛空無有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加上增添 那時(也是)要去差送打發 到於(他)相異不同的 到於(他)奴僕； (他們)那些

然而也 到於(他)且在那裏的那個 (他們)那時(也是)抽打了的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凌辱羞賤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外分派差遣 到於(他)虛空無有的。

路 20:12 kai. prose,qeto tri,ton pe,myai\ oi` de. kai. tou/ton traumati,santej evxe,balonÅ
And again he sent a third: and they wounded him also, and cast him out.
又打發第三個僕人去；他們也打傷了他，把他推出去了。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加上增添 到於(他)第三的 那時(也是)要去差送打發；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並且

到於(他)那同一者 (他們)那時(也是)使有創傷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外投擲出來。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加上增添 那時(也是)要去差送打發 到於(他)第三的；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並且

到於(他)那同一者 (他們)那時(也是)使有創傷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外投擲出來。

路 20:13 ei=pen de. ò ku,rioj tou/ avmpelw/noj( Ti, poih,swÈ pe,myw to.n uiò,n mou to.n avgaphto,n\ i;swj tou/ton
evntraph,sontaiÅ
Then said the lord of the vineyard, What shall I do? I will send my beloved son: it may be they will reverence him
when they see him.
園主說：我怎麼辦呢；我要打發我的愛子去；或者他們尊敬他。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他)那 (他)主人 從屬(他)那 從屬(他)葡萄園，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我那時(也是)應該行出作成註1？ 我將要(持續)差送打發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從屬我 到於(他)那 到於(他)蒙愛的；

相似等同地 到於(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被反轉降卑。

註1：“我那時(也是)應該行出作成”文法上亦可以為“我將要(持續)行出作成”。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他)那 (他)主人 從屬(他)那 從屬(他)葡萄園，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我那時(也是)應該行出作成？ 我將要(持續)差送打發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從屬我 到於(他)那 到於(他)蒙愛的；

相似等同地 到於(他)那同一者 (他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被反轉降卑。

路 20:14 ivdo,ntej de. auvto.n oi` gewrgoi. dielogi,zonto pro.j avllh,louj le,gontej( Ou-to,j evstin ò klhrono,moj\
avpoktei,nwmen auvto,n( i[na h̀mw/n ge,nhtai h` klhronomi,aÅ
But when the husbandmen saw him, they reasoned among themselves, saying, This is the heir: come, let us kill
him, that the inheritance may be ours.
不料，園戶看見他，就彼此商量說：這是承受產業的；我們殺他罷，使產業歸於我們。

(他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然而也 到於(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耕種之人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思量議論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彼此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承受產業之人；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殺害除掉註1
到於(他)同一者， 為要 從屬我們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生發成為 (她)那 (她)產業繼承。

註1：“我們現在應該持續殺害除掉”文法上亦可以為“我們那時(也是)應該殺害除掉”。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然而也 到於(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耕種之人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思量議論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承受產業之人； 你們就要到這裏來，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殺害除掉

到於(他)同一者， 為要 從屬我們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生發成為 (她)那 (她)產業繼承。

路 20:15 kai. evkbalo,ntej auvto.n e;xw tou/ avmpelw/noj avpe,kteinanÅ ti, ou=n poih,sei auvtoi/j ò ku,rioj tou/ avmpelw/noj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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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they cast him out of the vineyard, and killed him. What therefore shall the lord of the vineyard do unto them?
於是把他推出葡萄園外殺了。這樣，葡萄園的主人，要怎樣處治他們呢。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向外投擲出來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在外面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葡萄園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殺害除掉。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這樣 他/她/它將要(持續)行出作成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主人 從屬(他)那 從屬(他)葡萄園？

路 20:16 evleu,setai kai. avpole,sei tou.j gewrgou.j tou,touj kai. dw,sei to.n avmpelw/na a;lloijÅ avkou,santej de. ei=pan(
Mh. ge,noitoÅ
He shall come and destroy these husbandmen, and shall give the vineyard to others. And when they heard it,
they said, God forbid.
他要來除滅這些園戶，將葡萄園轉給別人；聽見的人說：這是萬不可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到來前往，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毀掉除滅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耕種之人

到於(他們)那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給與 到於(他)那 到於(他)葡萄園 在對(他們)另外不同的。

(他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可以讓自己生發成為。

路 20:17 ò de. evmble,yaj auvtoi/j ei=pen( Ti, ou=n evstin to. gegramme,non tou/to\ Li,qon o]n avpedoki,masan oì
oivkodomou/ntej( ou-toj evgenh,qh eivj kefalh.n gwni,ajÈ
And he beheld them, and said, What is this then that is written, The stone which the builders rejected, the same
is become the head of the corner?
耶穌看著他們說：經上記著：『匠人所棄的石頭，已作了房角的頭塊石頭。』這是甚麼意思呢。

(他)那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用心觀看了的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它)任何什麼呢 這樣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那 (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了的 (它)那同一者， 到於(他)石頭 到於(他)這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查驗而否決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營建修造了的，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發成為 向內進入 到於(她)頭 從屬(她)基角角落？

路 20:18 pa/j ò pesw.n evpV evkei/non to.n li,qon sunqlasqh,setai\ evfV o]n dV a'n pe,sh|( likmh,sei auvto,nÅ
Whosoever shall fall upon that stone shall be broken; but on whomsoever it shall fall, it will grind him to powder.
凡掉在那石頭上的，必要跌碎；那石頭掉在誰的身上，就要把誰砸得稀爛。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他)那時(也是)落下墜落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在那裏的那個 到於(他)那

到於(他)石頭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共同撞碎破裂；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這個 然而也 但凡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落下墜落， 他/她/它將要(持續)磨細粉碎 到於(他)同一者。

路 20:19 Kai. evzh,thsan oi` grammatei/j kai. oi` avrcierei/j evpibalei/n evpV auvto.n ta.j cei/raj evn auvth/| th/| w[ra|( kai.
evfobh,qhsan to.n lao,n( e;gnwsan ga.r o[ti pro.j auvtou.j ei=pen th.n parabolh.n tau,thnÅ
And the chief priests and the scribes the same hour sought to lay hands on him; and they feared the people: for
they perceived that he had spoken this parable against them.
文士和祭司長，看出這比喻是指著他們說的，當時就想要下手拿他；只是懼怕百姓。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探索尋求 (他們)那些 (他們)書記文士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大祭司

那時(也是)要去投擲在上面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手 在內 在對(她)同一者

在對(她)那 在對(她)鐘點時刻，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成驚恐畏懼 到於(他)那 到於(他)人民百姓；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認識知道 因為 是這樣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到於(她)那 到於(她)比喻 到於(她)那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探索尋求 (他們)那些 (他們)大祭司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書記文士

那時(也是)要去投擲在上面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手 在內 在對(她)同一者

在對(她)那 在對(她)鐘點時刻，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成驚恐畏懼 到於(他)那 到於(他)人民百姓；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認識知道 因為 是這樣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到於(她)那 到於(她)比喻

到於(她)那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路 20:20 Kai. parathrh,santej avpe,steilan evgkaqe,touj ùpokrinome,nouj èautou.j dikai,ouj ei=nai( i[na evpila,bwntai
auvtou/ lo,gou( w[ste paradou/nai auvto.n th/| avrch/| kai. th/| evxousi,a| tou/ h̀gemo,nojÅ
And they watched him, and sent forth spies, which should feign themselves just men, that they might take hold
of his words, that so they might deliver him unto the power and authority of the governor.
於是窺探耶穌，打發奸細裝作好人，要在他的話上得把柄，好將他交在巡撫的政權之下。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仔細檢視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到於(他們)為暗中窺探的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作戲假裝了的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到於(他們)具公平正義的 現要去持續是， 為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拿取到 從屬(他)同一者 從屬(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以致 那時(也是)要去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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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於(他)同一者 在對(她)那 在對(她)為起始為首 並且 在對(她)那 在對(她)權柄掌握 從屬(他)那

從屬(他)領導治理之人。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仔細檢視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到於(他們)為暗中窺探的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作戲假裝了的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到於(他們)具公平正義的 現要去持續是， 為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拿取到 從屬(他)同一者 從屬(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交付 到於(他)同一者 在對(她)那 在對(她)為起始為首 並且 在對(她)那 在對(她)權柄掌握 從屬(他)那

從屬(他)領導治理之人。

路 20:21 kai. evphrw,thsan auvto.n le,gontej( Dida,skale( oi;damen o[ti ovrqw/j le,geij kai. dida,skeij kai. ouv
lamba,neij pro,swpon( avllV evpV avlhqei,aj th.n òdo.n tou/ qeou/ dida,skeij\
And they asked him, saying, Master, we know that thou sayest and teachest rightly, neither acceptest thou the
person of any, but teachest the way of God truly:
奸細就問耶穌說：夫子，我們曉得你所講所傳都是正道，也不取人的外貌，乃是誠誠實實傳神的道。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在上面查詢求問 到於(他)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阿,(他)老師，

我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豎正直立地 你現在持續道說 並且 你現在持續教導， 並且 不是/不 你現在持續拿取

到於(它)前面的臉面， 但乃是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真情實理 到於(她)那 到於(她)道路途徑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你現在持續教導；

路 20:22 e;xestin h̀ma/j Kai,sari fo,ron dou/nai h' ou;È
Is it lawful for us to give tribute unto Caesar, or no?
我們納稅給該撒，可以不可以。

他/她/它現在持續合乎法理[非人稱用法] 到於我們 在對(他)該撒 到於(他)貢稅 那時(也是)要去給與， 甚或/或而

不是/不？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現在持續合乎法理[非人稱用法] 在對我們 在對(他)該撒 到於(他)貢稅 那時(也是)要去給與， 甚或/或而

不是/不？

路 20:23 katanoh,saj de. auvtw/n th.n panourgi,an ei=pen pro.j auvtou,j(
But he perceived their craftiness, and said unto them, Why tempt ye me?
耶穌看出他們的詭詐，就對他們說：

(他)那時(也是)仔細觀察了解了的 然而也 從屬(他們)同一者 到於(她)那 到於(她)機變取巧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那時(也是)仔細觀察了解了的 然而也 從屬(他們)同一者 到於(她)那 到於(她)機變取巧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到於我 你們現在持續使有探測試驗？

路 20:24 Dei,xate, moi dhna,rion\ ti,noj e;cei eivko,na kai. evpigrafh,nÈ oi` de. ei=pan( Kai,sarojÅ
Shew me a penny. Whose image and superscription hath it? They answered and said, Caesar's.
拿一個銀錢來給我看；這像和這號是誰的；他們說：是該撒的。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顯示展現 在對我 到於(它)十分銀錢之便士； 從屬(他)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表像 並且 到於(她)題字名號？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從屬(他)該撒。
[經文變異RT]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在上面顯示展現 在對我 到於(它)十分銀錢之便士。 從屬(他)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表像 並且 到於(她)題字名號？ (他們)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從屬(他)該撒。

路 20:25 ò de. ei=pen pro.j auvtou,j( Toi,nun avpo,dote ta. Kai,saroj Kai,sari kai. ta. tou/ qeou/ tw/| qew/|Å
And he said unto them, Render therefore unto Caesar the things which be Caesar's, and unto God the things
which be God's.
耶穌說：這樣，該撒的物當歸給該撒，神的物當歸給神。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現此其時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從那裏給與 到於(它們)那些 從屬(他)該撒 在對(他)該撒，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從那裏給與 現此其時

到於(它們)那些 從屬(他)該撒 在對(他)該撒，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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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20:26 kai. ouvk i;scusan evpilabe,sqai auvtou/ rh̀,matoj evnanti,on tou/ laou/ kai. qauma,santej evpi. th/| avpokri,sei
auvtou/ evsi,ghsanÅ
And they could not take hold of his words before the people: and they marvelled at his answer, and held their
peace.
他們當著百姓，在這話上得不著把柄；又希奇他的應對，就閉口無言了。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有強壯大力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拿取到 從屬(他)同一者 從屬(它)所發表言說

在當面於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民百姓；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希奇了的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那

在對(她)生應對回答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保持靜默。
[經文變異WH]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有強壯大力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拿取到 從屬(它)那 從屬(它)所發表言說

在當面於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民百姓；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希奇了的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那

在對(她)生應對回答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保持靜默。

路 20:27 Proselqo,ntej de, tinej tw/n Saddoukai,wn( oì ÎavntiÐle,gontej avna,stasin mh. ei=nai( evphrw,thsan auvto.n
Then came to him certain of the Sadducees, which deny that there is any resurrection; and they asked him,
撒都該人常說沒有復活的事；有幾個來問耶穌說：

(他們)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了的 然而也 (他們)任何什麼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撒都該人，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辯駁對抗了的 [或=(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到於(她)再站立起來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是，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在上面查詢求問 到於(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WH]

(他們)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了的 然而也 (他們)任何什麼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撒都該人，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到於(她)再站立起來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是，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在上面查詢求問

到於(他)同一者

路 20:28 le,gontej( Dida,skale( Mwu?sh/j e;grayen h̀mi/n( eva,n tinoj avdelfo.j avpoqa,nh| e;cwn gunai/ka( kai. ou-toj
a;teknoj h=|( i[na la,bh| ò avdelfo.j auvtou/ th.n gunai/ka kai. evxanasth,sh| spe,rma tw/| avdelfw/| auvtou/Å
Saying, Master, Moses wrote unto us, If any man's brother die, having a wife, and he die without children, that
his brother should take his wife, and raise up seed unto his brother.
夫子，摩西為我們寫著說：人若有妻無子就死了，他兄弟當娶他的妻，為哥哥生子立後。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阿,(他)老師， (他)摩西 他/她/它那時(也是)刻寫記載 在對我們， 但凡若是

從屬(他)任何什麼 (他)弟兄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死去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女人， 並且 (他)那同一者

(他)沒有孩子的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是，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拿取 (他)那 (他)弟兄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她)那 到於(她)女人，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向外再站立起來 到於(它)種裔 在對(他)那 在對(他)弟兄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阿,(他)老師， (他)摩西 他/她/它那時(也是)刻寫記載 在對我們， 但凡若是

從屬(他)任何什麼 (他)弟兄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死去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女人， 並且 (他)那同一者

(他)沒有孩子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死去，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拿取 (他)那 (他)弟兄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她)那 到於(她)女人，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向外再站立起來 到於(它)種裔 在對(他)那 在對(他)弟兄

從屬(他)同一者。

路 20:29 ep̀ta. ou=n avdelfoi. h=san\ kai. ò prw/toj labw.n gunai/ka avpe,qanen a;teknoj\
There were therefore seven brethren: and the first took a wife, and died without children.
有弟兄七人；第一個娶了妻，沒有孩子死了；

(他們)七個 這樣 (他們)弟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並且 (他)那 (他)首先的 (他)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到於(她)女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死去 (他)沒有孩子的；

路 20:30 kai. ò deu,teroj
And the second took her to wife, and he died childless.
第二個，第三個，也娶過他；

並且 (他)那 (他)第二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拿取 (他)那 (他)第二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女人， 並且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死去 (他)沒有孩子的；

路 20:31 kai. ò tri,toj e;laben auvth,n( ws̀au,twj de. kai. oi` èpta. ouv kate,lipon te,kna kai. avpe,qanonÅ
And the third took her; and in like manner the seven also: and they left no children, and died.
那七個人，都娶過他，沒有留下孩子就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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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 (他)那 (他)第三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拿取 到於(她)同一者； 正如同一樣式地 然而也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七個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遺留下 到於(它們)孩子，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死去。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 (他)第三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拿取 到於(她)同一者； 正如同一樣式地 然而也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七個；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遺留下 到於(它們)孩子，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死去。

路 20:32 u[steron kai. h` gunh. avpe,qanenÅ
Last of all the woman died also.
後來婦人也死了。

稍遲隨後地 並且 (她)那 (她)女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死去。
[經文變異RT]

稍遲隨後地 然而也 從屬(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死去 並且 (她)那 (她)女人。
[經文變異Scrivener]

稍遲隨後地 從屬(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死去 並且 (她)那 (她)女人。

路 20:33 h` gunh. ou=n evn th/| avnasta,sei ti,noj auvtw/n gi,netai gunh,È oi` ga.r èpta. e;scon auvth.n gunai/kaÅ
Therefore in the resurrection whose wife of them is she? for seven had her to wife.
這樣，當復活的時候，他是那一個的妻子呢；因為他們七個人都娶過他。

(她)那 (她)女人 這樣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再站立起來 從屬(他)任何什麼呢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她)女人？ (他們)那些 因為 (他們)七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持有 到於(她)同一者

到於(她)女人。
[經文變異RT]

在內 在對(她)那 這樣 在對(她)再站立起來 從屬(他)任何什麼呢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她)女人？ (他們)那些 因為 (他們)七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持有 到於(她)同一者

到於(她)女人。

路 20:34 kai. ei=pen auvtoi/j ò VIhsou/j( Oì uiòi. tou/ aivw/noj tou,tou gamou/sin kai. gami,skontai(
And Jesus answering said unto them, The children of this world marry, and are given in marriage:
耶穌說：這世界的人，有娶有嫁；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他們)那些 (他們)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世紀時代 從屬(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結婚娶嫁，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被使出嫁；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他們)那些

(他們)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世紀時代 從屬(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結婚娶嫁，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被向外使出嫁；

路 20:35 oi` de. kataxiwqe,ntej tou/ aivw/noj evkei,nou tucei/n kai. th/j avnasta,sewj th/j evk nekrw/n ou;te gamou/sin
ou;te gami,zontai\
But they which shall be accounted worthy to obtain that world, and the resurrection from the dead, neither
marry, nor are given in marriage:
惟有算為配得那世界，與從死裏復活的人，也不娶也不嫁；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那時(也是)被斷定為相配值得了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世紀時代 從屬(他)在那裏的那個

那時(也是)要去巧遇得著 並且 從屬(她)那 從屬(她)再站立起來 從屬(她)那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死掉的， 並不/又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結婚娶嫁， 並不/又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被出嫁；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那時(也是)被斷定為相配值得了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世紀時代 從屬(他)在那裏的那個

那時(也是)要去巧遇得著 並且 從屬(她)那 從屬(她)再站立起來 從屬(她)那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死掉的， 並不/又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結婚娶嫁， 並不/又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被向外使出嫁；
[經文變異MT]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那時(也是)被斷定為相配值得了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世紀時代 從屬(他)在那裏的那個

那時(也是)要去巧遇得著 並且 從屬(她)那 從屬(她)再站立起來 從屬(她)那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死掉的， 並不/又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結婚娶嫁， 並不/又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被向外出嫁；

路 20:36 ouvde. ga.r avpoqanei/n e;ti du,nantai( ivsa,ggeloi ga,r eivsin kai. uìoi, eivsin qeou/ th/j avnasta,sewj uiòi.
o;ntejÅ
Neither can they die any more: for they are equal unto the angels; and are the children of God, being the
children of the resurrection.
因為他們不能再死；和天使一樣；既是復活的人，就為神的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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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也不是地 因為 那時(也是)要去死去 依然仍舊地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他們)相似等同於天使的 因為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並且 (他們)兒子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從屬(他)神，

從屬(她)那 從屬(她)再站立起來 (他們)兒子 (他們)現正持續是了的。
[經文變異RT]

然而也不是地 因為 那時(也是)要去死去 依然仍舊地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他們)相似等同於天使的 因為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並且 (他們)兒子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從屬(她)那 從屬(她)再站立起來 (他們)兒子 (他們)現正持續是了的。

路 20:37 o[ti de. evgei,rontai oi` nekroi,( kai. Mwu?sh/j evmh,nusen evpi. th/j ba,tou( ẁj le,gei ku,rion to.n qeo.n VAbraa.m
kai. qeo.n VIsaa.k kai. qeo.n VIakw,bÅ
Now that the dead are raised, even Moses shewed at the bush, when he calleth the Lord the God of Abraham,
and the God of Isaac, and the God of Jacob.
至於死人復活，摩西在荊棘篇上，稱主是亞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就指示明白了。

是這樣 然而也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被喚醒起來 (他們)那些 (他們)死掉的， 並且 (他)摩西

他/她/它那時(也是)透露告訴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荊棘灌木， 正如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到於(他)主人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從屬(他)亞伯拉罕 並且 到於(他)神 從屬(他)以撒 並且 到於(他)神

從屬(他)雅各。
[經文變異RT]

是這樣 然而也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被喚醒起來 (他們)那些 (他們)死掉的， 並且 (他)摩西

他/她/它那時(也是)透露告訴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荊棘灌木， 正如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到於(他)主人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從屬(他)亞伯拉罕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從屬(他)以撒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從屬(他)雅各。

路 20:38 qeo.j de. ouvk e;stin nekrw/n avlla. zw,ntwn( pa,ntej ga.r auvtw/| zw/sinÅ
For he is not a God of the dead, but of the living: for all live unto him.
神原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因為在他那裏，人都是活的。〔那裏或作看來〕

(他)神 然而也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從屬(他們)死掉的， 但乃是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活了的；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因為 在對(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活。

路 20:39 avpokriqe,ntej de, tinej tw/n grammate,wn ei=pan( Dida,skale( kalw/j ei=pajÅ
Then certain of the scribes answering said, Master, thou hast well said.
有幾個文士說：夫子，你說得好。

(他們)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然而也 (他們)任何什麼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書記文士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阿,(他)老師， 美好適當地 你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路 20:40 ouvke,ti ga.r evto,lmwn evperwta/n auvto.n ouvde,nÅ
And after that they durst not ask him any question at all.
以後他們不敢再問他甚麼。

不再地 因為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斗膽冒險 現要去持續在上面查詢求問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經文變異RT]

不再地 然而也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斗膽冒險 現要去持續在上面查詢求問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路 20:41 Ei=pen de. pro.j auvtou,j( Pw/j le,gousin to.n Cristo.n ei=nai Daui.d uiò,nÈ
And he said unto them, How say they that Christ is David's son?
耶穌對他們說：人怎麼說基督是大衛的子孫呢。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怎樣如何地呢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到於(他)那 到於(他)基督 現要去持續是 從屬(他)大衛 到於(他)兒子？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怎樣如何地呢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到於(他)那 到於(他)基督 到於(他)兒子 從屬(他)大衛 現要去持續是？

路 20:42 auvto.j ga.r Daui.d le,gei evn bi,blw| yalmw/n( Ei=pen ku,rioj tw/| kuri,w| mou( Ka,qou evk dexiw/n mou(
And David himself saith in the book of Psalms, The LORD said unto my Lord, Sit thou on my right hand,
詩篇上，大衛自己說：『主對我主說：你坐在我的右邊，

(他)同一者 因為 (他)大衛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內 在對(她)書卷 從屬(他們)樂章詩篇，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主人 在對(他)那 在對(他)主人 從屬我，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坐下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右手邊的 從屬我，
[經文變異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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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 (他)同一者 (他)大衛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內 在對(她)書卷 從屬(他們)樂章詩篇，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那 (他)主人 在對(他)那 在對(他)主人 從屬我，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坐下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右手邊的 從屬我，

路 20:43 e[wj a'n qw/ tou.j evcqrou,j sou up̀opo,dion tw/n podw/n souÅ
Till I make thine enemies thy footstool.
等我使你仇敵作你的腳凳。』

一直直到 但凡 我那時(也是)應該置放擺設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仇視敵對的 從屬你 到於(它)腳凳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腳 從屬你。

路 20:44 Daui.d ou=n ku,rion auvto.n kalei/( kai. pw/j auvtou/ uìo,j evstinÈ
David therefore calleth him Lord, how is he then his son?
大衛既稱他為主，他怎麼又是大衛的子孫呢。

(他)大衛 這樣 到於(他)主人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促請召喚， 並且 怎樣如何地呢 從屬(他)同一者

(他)兒子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他)大衛 這樣 到於(他)主人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促請召喚， 並且 怎樣如何地呢 (他)兒子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WH]

(他)大衛 這樣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他)主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促請召喚， 並且 怎樣如何地呢 從屬(他)同一者

(他)兒子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路 20:45 VAkou,ontoj de. panto.j tou/ laou/ ei=pen toi/j maqhtai/j Îauvtou/Ð(
Then in the audience of all the people he said unto his disciples,
眾百姓聽的時候，耶穌對門徒說：

從屬(他)現正持續聲聞耳聽了的 然而也 從屬(他)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民百姓，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WH]

從屬(他)現正持續聲聞耳聽了的 然而也 從屬(他)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民百姓，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門徒 ，

路 20:46 Prose,cete avpo. tw/n grammate,wn tw/n qelo,ntwn peripatei/n evn stolai/j kai. filou,ntwn avspasmou.j evn
tai/j avgorai/j kai. prwtokaqedri,aj evn tai/j sunagwgai/j kai. prwtoklisi,aj evn toi/j dei,pnoij(
Beware of the scribes, which desire to walk in long robes, and love greetings in the markets, and the highest
seats in the synagogues, and the chief rooms at feasts;
你們要防備文士；他們好穿長衣遊行，喜愛人在街市上問他們安，又喜愛會堂裏的高位，筵席上的首座；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留神注意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書記文士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定意了的 現要去持續來往昂然踏行 在內 在對(她們)長外袍， 並且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喜愛/親吻了的 到於(他們)擁抱問安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集市廣場， 並且

到於(她們)首座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會堂， 並且 到於(她們)首席 在內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晚餐；

路 20:47 oi] katesqi,ousin ta.j oivki,aj tw/n chrw/n kai. profa,sei makra. proseu,contai\ ou-toi lh,myontai
perisso,teron kri,maÅ
Which devour widows' houses, and for a shew make long prayers: the same shall receive greater damnation.
他們侵吞寡婦的家產，假意作很長的禱告；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罰。

(他們)這些個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吞喫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住屋家庭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寡婦， 並且

在對(她)外表做作 到於(它們)距離遠的/時間長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祈禱求告； (他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拿取 到於(它)更格外多的 到於(它)審案判決。

路 21:1 VAnable,yaj de. ei=den tou.j ba,llontaj eivj to. gazofula,kion ta. dw/ra auvtw/n plousi,oujÅ
And he looked up, and saw the rich men casting their gifts into the treasury.
耶穌抬頭觀看，見財主把捐項投在庫裏。

(他)那時(也是)再向上著眼觀看了的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投擲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收銀公庫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禮物 從屬(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們)具豐滿富足的。
[經文變異RT]

(他)那時(也是)再向上著眼觀看了的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投擲了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禮物 從屬(他們)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收銀公庫 到於(他們)具豐滿富足的。

路 21:2 ei=den de, tina ch,ran penicra.n ba,llousan evkei/ lepta. d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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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he saw also a certain poor widow casting in thither two mites.
又見一個窮寡婦，投了兩個小錢；

他/她/它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然而也 到於(她)任何什麼 到於(她)寡婦 到於(她)貧困的 到於(她)現正持續投擲了的

在那裏地 到於(它們)小錢 到於(它們)二個/兩個；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然而也 並且 到於(她)任何什麼 到於(她)寡婦 到於(她)貧困的 到於(她)現正持續投擲了的

在那裏地 到於(它們)二個/兩個 到於(它們)小錢；
[經文變異MT]

他/她/它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然而也 到於(她)任何什麼 並且 到於(她)寡婦 到於(她)貧困的 到於(她)現正持續投擲了的

在那裏地 到於(它們)二個/兩個 到於(它們)小錢；

路 21:3 kai. ei=pen( VAlhqw/j le,gw ùmi/n o[ti h̀ ch,ra au[th h` ptwch. plei/on pa,ntwn e;balen\
And he said, Of a truth I say unto you, that this poor widow hath cast in more than they all:
就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窮寡婦，所投的比眾人還多；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誠正真實地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是這樣 (她)那 (她)寡婦 (她)那同一者

(她)那 (她)貧苦窮困的 到於(它)更多的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投擲；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誠正真實地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是這樣 (她)那 (她)寡婦 (她)那

(她)貧苦窮困的 (她)那同一者 到於(它)更多的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投擲；

路 21:4 pa,ntej ga.r ou-toi evk tou/ perisseu,ontoj auvtoi/j e;balon eivj ta. dw/ra( au[th de. evk tou/ ùsterh,matoj auvth/j
pa,nta to.n bi,on o]n ei=cen e;balenÅ
For all these have of their abundance cast in unto the offerings of God: but she of her penury hath cast in all the
living that she had.
因為眾人都是自己有餘，拿出來投在捐項裏；但這寡婦是自己不足，把他一切養生的都投上了。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因為 (他們)那同一者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現正持續成格外多了的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投擲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禮物； (她)同一者 然而也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所落後短缺 從屬(她)同一者 到於(他)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存活生計 到於(他)這個

他/她/它當時持續持有 他/她/它那時(也是)投擲。
[經文變異RT]

(他們)同時一齊地所有每一個的 因為 (他們)那同一者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現正持續成格外多了的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投擲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禮物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她)同一者 然而也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所落後短缺 從屬(她)同一者 到於(他)同時一齊地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存活生計 到於(他)這個 他/她/它當時持續持有 他/她/它那時(也是)投擲。

路 21:5 Kai, tinwn lego,ntwn peri. tou/ ièrou/ o[ti li,qoij kaloi/j kai. avnaqh,masin keko,smhtai ei=pen(
And as some spake of the temple, how it was adorned with goodly stones and gifts, he said,
有人談論聖殿，是用美石和供物妝飾的；

並且 從屬(他們)任何什麼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在周圍>關於 從屬(它)那 從屬(它)聖殿， 是這樣

在對(他們)石頭 在對(他們)美好適當的 並且 在對(它們)呈獻之物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有美容妝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路 21:6 Tau/ta a] qewrei/te evleu,sontai h̀me,rai evn ai-j ouvk avfeqh,setai li,qoj evpi. li,qw| o]j ouv kataluqh,setaiÅ
As for these things which ye behold, the days will come, in the which there shall not be left one stone upon
another, that shall not be thrown down.
耶穌就說：論到你們所看見的這一切，將來日子到了，在這裏沒有一塊石頭留在石頭上，不被拆毀了。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到於(它們)這些個 你們現在持續行定睛觀看，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到來前往

(她們)日子/白日， 在內 在對(她們)這些個 不是/不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任憑釋放離開 (他)石頭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石頭， (他)這個 不是/不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拆毀/歇息。
[經文變異WH]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到於(它們)這些個 你們現在持續行定睛觀看，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到來前往

(她們)日子/白日， 在內 在對(她們)這些個 不是/不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任憑釋放離開 (他)石頭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石頭 也就在此地， (他)這個 不是/不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拆毀/歇息。

路 21:7 VEphrw,thsan de. auvto.n le,gontej( Dida,skale( po,te ou=n tau/ta e;stai kai. ti, to. shmei/on o[tan me,llh| tau/ta
gi,nesqaiÈ
And they asked him, saying, Master, but when shall these things be? and what sign will there be when these
things shall come to p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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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問他說：夫子，甚麼時候有這事呢；這事將到的時候，有甚麼預兆呢。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在上面查詢求問 然而也 到於(他)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阿,(他)老師， 何時呢 這樣

(它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並且 (它)任何什麼呢 (它)那 (它)識別之表記徵兆， 但凡當這時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準備快要 (它們)那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路 21:8 ò de. ei=pen( Ble,pete mh. planhqh/te\ polloi. ga.r evleu,sontai evpi. tw/| ovno,mati, mou le,gontej( VEgw, eivmi(
kai,( ~O kairo.j h;ggikenÅ mh. poreuqh/te ovpi,sw auvtw/nÅ
And he said, Take heed that ye be not deceived: for many shall come in my name, saying, I am Christ; and the
time draweth near: go ye not therefore after them.
耶穌說：你們要謹慎，不要受迷惑；因為將來有好些人冒我的名來，說：我是基督；又說：時候近了；你們不要

跟從他們。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著眼觀看， 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被有迷途錯謬； (他們)許多的 因為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到來前往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它)那 在對(它)名字 從屬我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我 我現在持續是； 並且， (他)那 (他)場合時節

他/她/它現在已經靠近； 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被行去 向在後面地 從屬(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著眼觀看， 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被有迷途錯謬； (他們)許多的 因為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到來前往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它)那 在對(它)名字 從屬我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是這樣 我 我現在持續是； 並且， (他)那 (他)場合時節

他/她/它現在已經靠近； 不會/不要 這樣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被行去 向在後面地 從屬(他們)同一者。

路 21:9 o[tan de. avkou,shte pole,mouj kai. avkatastasi,aj( mh. ptohqh/te\ dei/ ga.r tau/ta gene,sqai prw/ton( avllV ouvk
euvqe,wj to. te,lojÅ
But when ye shall hear of wars and commotions, be not terrified: for these things must first come to pass; but
the end is not by and by.
你們聽見打仗和擾亂的事，不要驚惶；因為這些事必須先有；只是末期不能立時就到。

但凡當這時 然而也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聲聞耳聽 到於(他們)戰爭打仗 並且 到於(她們)混亂不安， 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被有驚嚇恐嚇；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因為 (它們)那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生發成為 首先地； 但乃是 不是/不 平直直接地[同#2117] (它)那

(它)終結/貨物或旅行之終結稅。

路 21:10 To,te e;legen auvtoi/j( VEgerqh,setai e;qnoj evpV e;qnoj kai. basilei,a evpi. basilei,an(
Then said he unto them, Nation shall rise against nation, and kingdom against kingdom:
當時耶穌對他們說：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

當那時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喚醒起來 (它)種族邦國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種族邦國， 並且 (她)王權國度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王權國度；

路 21:11 seismoi, te mega,loi kai. kata. to,pouj limoi. kai. loimoi. e;sontai( fo,bhtra, te kai. avpV ouvranou/ shmei/a
mega,la e;staiÅ
And great earthquakes shall be in divers places, and famines, and pestilences; and fearful sights and great
signs shall there be from heaven.
地要大大震動，多處必有饑荒瘟疫；又有可怕的異象，和大神蹟，從天上顯現。

(他們)搖擺震動 並/又 (他們)極大的 並且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們)地點處所 (他們)糧食缺乏 並且 (他們)瘟疫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是； (它們)恐怖畏懼之事物 並/又 並且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天空/天 (它們)識別之表記徵兆

(它們)極大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他們)搖擺震動 並/又 (他們)極大的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們)地點處所 並且 (他們)糧食缺乏 並且 (他們)瘟疫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是； (它們)恐怖畏懼之事物 並/又 並且 (它們)識別之表記徵兆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天空/天

(它們)極大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經文變異WH]

(他們)搖擺震動 並/又 (他們)極大的 並且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們)地點處所 (他們)瘟疫 並且 (他們)糧食缺乏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是； (它們)恐怖畏懼之事物 並/又 並且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天空/天 (它們)識別之表記徵兆

(它們)極大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路 21:12 pro. de. tou,twn pa,ntwn evpibalou/sin evfV ùma/j ta.j cei/raj auvtw/n kai. diw,xousin( paradido,ntej eivj ta.j
sunagwga.j kai. fulaka,j( avpagome,nouj evpi. basilei/j kai. h̀gemo,naj e[neken tou/ ovno,mato,j mou\
But before all these, they shall lay their hands on you, and persecute you, delivering you up to the synagogues,
and into prisons, being brought before kings and rulers for my name's s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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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一切的事以先，人要下手拿住你們，逼迫你們，把你們交給會堂，並且收在監裏，又為我的名拉你們到君王

諸侯面前。

在前面 然而也 從屬(它們)那同一者 從屬(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投擲在上面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你們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手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追趕迫求

(他們)現正持續交付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會堂 並且 到於(她們)夜更/監獄，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被從那裏帶領離開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君王 並且 到於(他們)領導治理之人

由于為此地 從屬(它)那 從屬(它)名字 從屬我；
[經文變異RT]

在前面 然而也 從屬(它們)那同一者 從屬(它們)同時一齊地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投擲在上面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你們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手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追趕迫求

(他們)現正持續交付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們)會堂 並且 到於(她們)夜更/監獄，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被帶領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君王 並且 到於(他們)領導治理之人 由于為此地 從屬(它)那 從屬(它)名字 從屬我；

路 21:13 avpobh,setai ùmi/n eivj martu,rionÅ
And it shall turn to you for a testimony.
但這些事終必為你們的見證。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從那裏行走移步離開 在對你們 向內進入 到於(它)見證。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從那裏行走移步離開 然而也 在對你們 向內進入 到於(它)見證。

路 21:14 qe,te ou=n evn tai/j kardi,aij ùmw/n mh. promeleta/n avpologhqh/nai\
Settle it therefore in your hearts, not to meditate before what ye shall answer:
所以你們當立定心意，不要預先思想怎樣分訴；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置放擺設 這樣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內心 從屬你們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預先謀定籌算 那時(也是)要去被以道理申辯分訴；
[經文變異RT]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置放擺設 這樣 向內進入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內心 從屬你們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預先謀定籌算 那時(也是)要去被以道理申辯分訴；

路 21:15 evgw. ga.r dw,sw ùmi/n sto,ma kai. sofi,an h-| ouv dunh,sontai avntisth/nai h' avnteipei/n a[pantej oì
avntikei,menoi ùmi/nÅ
For I will give you a mouth and wisdom, which all your adversaries shall not be able to gainsay nor resist.
因為我必賜你們口才智慧，是你們一切敵人所敵不住，駁不倒的。

我 因為 我將要(持續)給與 在對你們 到於(它)口/嘴 並且 到於(她)智慧， 在對(她)這個 不是/不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能夠可能 那時(也是)要去對立抗拒 甚或/或而 那時(也是)要去辯說對抗

(他們)同時一齊地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對峙相敵了的 在對你們。
[經文變異RT]

我 因為 我將要(持續)給與 在對你們 到於(它)口/嘴 並且 到於(她)智慧， 在對(她)這個 不是/不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能夠可能 那時(也是)要去辯說對抗 然而也不是地 那時(也是)要去對立抗拒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對峙相敵了的 在對你們。

路 21:16 paradoqh,sesqe de. kai. ùpo. gone,wn kai. avdelfw/n kai. suggenw/n kai. fi,lwn( kai. qanatw,sousin evx um̀w/n(
And ye shall be betrayed both by parents, and brethren, and kinsfolks, and friends; and some of you shall they
cause to be put to death.
連你們的父母，弟兄，親族，朋友，也要把你們交官；你們也有被他們害死的。

你們將要(持續)被交付 然而也 並且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們)父母 並且 從屬(他們)弟兄 並且 從屬(他們)親族的

並且 從屬(他們)朋友；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促使為死 向外出來 從屬你們；

路 21:17 kai. e;sesqe misou,menoi ùpo. pa,ntwn dia. to. o;noma, mouÅ
And ye shall be hated of all men for my name's sake.
你們要為我的名，被眾人恨惡；

並且 你們將要(持續)是 (他們)現正持續被恨惡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名字 從屬我。

路 21:18 kai. qri.x evk th/j kefalh/j ùmw/n ouv mh. avpo,lhtaiÅ
But there shall not an hair of your head perish.
然而你們連一根頭髮，也必不損壞。

並且 (她)毛髮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頭 從屬你們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毀掉除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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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21:19 evn th/| ùpomonh/| ùmw/n kth,sasqe ta.j yuca.j ùmw/nÅ
In your patience possess ye your souls.
你們常存忍耐，就必保全靈魂。〔或作必得生命〕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堅忍持守 從屬你們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獲得擁有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生魂意念

從屬你們。
[經文變異WH]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堅忍持守 從屬你們 你們將要(持續)讓自己獲得擁有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生魂意念

從屬你們。

路 21:20 {Otan de. i;dhte kukloume,nhn ùpo. stratope,dwn VIerousalh,m( to,te gnw/te o[ti h;ggiken h̀ evrh,mwsij
auvth/jÅ
And when ye shall see Jerusalem compassed with armies, then know that the desolation thereof is nigh.
你們看見耶路撒冷被兵圍困，就可知道他成荒場的日子近了。

但凡當這時 然而也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看見察覺 到於(她)現正持續被促使有圓圈圍繞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它們)軍隊營區 到於(她)耶陸撒冷， 當那時地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認識知道 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已經靠近 (她)那

(她)促使成孤獨荒涼 從屬(她)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但凡當這時 然而也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看見察覺 到於(她)現正持續被促使有圓圈圍繞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它們)軍隊營區 到於(她)那 到於(她)耶陸撒冷， 當那時地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認識知道 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已經靠近 (她)那 (她)促使成孤獨荒涼 從屬(她)同一者。

路 21:21 to,te oi` evn th/| VIoudai,a| feuge,twsan eivj ta. o;rh kai. oi` evn me,sw| auvth/j evkcwrei,twsan kai. oi` evn tai/j
cw,raij mh. eivserce,sqwsan eivj auvth,n(
Then let them which are in Judaea flee to the mountains; and let them which are in the midst of it depart out;
and let not them that are in the countries enter thereinto.
那時，在猶太的，應當逃到山上；在城裏的，應當出來；在鄉下的，不要進城。

當那時地 (他們)那些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猶太地方 他/她/它們現在就要持續逃離走避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高山； 並且 (他們)那些 在內 在對(它)中間當中的 從屬(她)同一者 他/她/它們現在就要持續撤出退去；

並且 (他們)那些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地域 不會/不要 他/她/它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她)同一者；

路 21:22 o[ti hm̀e,rai evkdikh,sewj au-tai, eivsin tou/ plhsqh/nai pa,nta ta. gegramme,naÅ
For these be the days of vengeance, that all things which are written may be fulfilled.
因為這是報應的日子，使經上所寫的都得應驗。

是這樣 (她們)日子/白日 從屬(她)行伸張公平正義 (她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從屬(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被充滿添足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了的。
[經文變異RT]

是這樣 (她們)日子/白日 從屬(她)行伸張公平正義 (她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從屬(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被促使成充滿添足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了的。

路 21:23 ouvai. tai/j evn gastri. evcou,saij kai. tai/j qhlazou,saij evn evkei,naij tai/j h̀me,raij\ e;stai ga.r avna,gkh
mega,lh evpi. th/j gh/j kai. ovrgh. tw/| law/| tou,tw|(
But woe unto them that are with child, and to them that give suck, in those days! for there shall be great distress
in the land, and wrath upon this people.
當那些日子，懷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禍了；因為將有大災難降在這地方，也有震怒臨到這百姓。

哀哉呀 在對(她們)那些 在內 在對(她)肚腹 在對(她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並且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現正持續哺乳了的 在內 在對(她們)在那裏的那個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日子/白日；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因為 (她)迫切需要 (她)極大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並且

(她)激動忿怒 在對(他)那 在對(他)人民百姓 在對(他)那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哀哉呀 然而也 在對(她們)那些 在內 在對(她)肚腹 在對(她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並且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現正持續哺乳了的 在內 在對(她們)在那裏的那個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日子/白日；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因為 (她)迫切需要 (她)極大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並且

(她)激動忿怒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人民百姓 在對(他)那同一者；

路 21:24 kai. pesou/ntai sto,mati macai,rhj kai. aivcmalwtisqh,sontai eivj ta. e;qnh pa,nta( kai. VIerousalh.m e;stai
patoume,nh up̀o. evqnw/n( a;cri ou- plhrwqw/sin kairoi. evqnw/nÅ
And they shall fall by the edge of the sword, and shall be led away captive into all nations: and Jerusalem s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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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trodden down of the Gentiles, until the times of the Gentiles be fulfilled.
他們要倒在刀下，又被擄到各國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踐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滿了。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被落下墜落 在對(它)口/嘴 從屬(她)兵刃，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被使成俘擄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種族邦國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並且 (她)耶陸撒冷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她)現正持續被踩踹踐踏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它們)種族邦國， 直至達到 從屬(它)這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被促使成充滿添足 (他們)場合時節 從屬(它們)種族邦國。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被落下墜落 在對(它)口/嘴 從屬(她)兵刃，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被使成俘擄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種族邦國； 並且 (她)耶陸撒冷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她)現正持續被踩踹踐踏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它們)種族邦國， 直至達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被促使成充滿添足 (他們)場合時節 從屬(它們)種族邦國。
[經文變異WH]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被落下墜落 在對(它)口/嘴 從屬(她)兵刃，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被使成俘擄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種族邦國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並且 (她)耶陸撒冷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她)現正持續被踩踹踐踏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它們)種族邦國， 直至達到 從屬(它)這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被促使成充滿添足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是 (他們)場合時節 從屬(它們)種族邦國。

路 21:25 Kai. e;sontai shmei/a evn hl̀i,w| kai. selh,nh| kai. a;stroij( kai. evpi. th/j gh/j sunoch. evqnw/n evn avpori,a| h;couj
qala,sshj kai. sa,lou(
And there shall be signs in the sun, and in the moon, and in the stars; and upon the earth distress of nations,
with perplexity; the sea and the waves roaring;
日月星辰要顯出異兆；地上的邦國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響聲，就慌慌不定；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是 (它們)識別之表記徵兆 在內 在對(他)日頭太陽 並且 在對(她)月亮 並且

在對(它們)星群； 並且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她)遏制壓抑 從屬(它們)種族邦國 在內

在對(她)慌亂無措 從屬(它)響聲回響 從屬(她)海 並且 從屬(他)搖晃擺動，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它們)識別之表記徵兆 在內 在對(他)日頭太陽 並且 在對(她)月亮 並且 在對(它們)星群；

並且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她)遏制壓抑 從屬(它們)種族邦國 在內 在對(她)慌亂無措，

從屬(她)現正持續有響聲回響了的 從屬(她)海 並且 從屬(他)搖晃擺動，

路 21:26 avpoyuco,ntwn avnqrw,pwn avpo. fo,bou kai. prosdoki,aj tw/n evpercome,nwn th/| oivkoume,nh|( aì ga.r duna,meij
tw/n ouvranw/n saleuqh,sontaiÅ
Men's hearts failing them for fear, and for looking after those things which are coming on the earth: for the
powers of heaven shall be shaken.
天勢都要震動；人想起那將要臨到世界的事，就都嚇得魂不附體。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呼出昏厥了的 從屬(他們)人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畏懼害怕 並且 從屬(她)預期展望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在上面了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全地； (她們)那些 因為 (她們)能力權能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天空/天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被行搖晃擺動。

路 21:27 kai. to,te o;yontai to.n uiò.n tou/ avnqrw,pou evrco,menon evn nefe,lh| meta. duna,mewj kai. do,xhj pollh/jÅ
And then shall they see the Son of man coming in a cloud with power and great glory.
那時，他們要看見人子，有能力，有大榮耀，駕雲降臨。

並且 當那時地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看見注目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到於(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在內 在對(她)雲團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能力權能 並且 從屬(她)榮耀

從屬(她)許多的。

路 21:28 avrcome,nwn de. tou,twn gi,nesqai avnaku,yate kai. evpa,rate ta.j kefala.j ùmw/n( dio,ti evggi,zei h̀
avpolu,trwsij ùmw/nÅ
And when these things begin to come to pass, then look up, and lift up your heads; for your redemption draweth
nigh.
一有這些事，你們就當挺身昂首；因為你們得贖的日子近了。

從屬(它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起始為首了的 然而也 從屬(它們)那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直腰挺身，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在上面提起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頭 從屬你們；

為是這樣之緣故 他/她/它現在持續靠近 (她)那 (她)解脫得贖 從屬你們。

路 21:29 Kai. ei=pen parabolh.n auvtoi/j\ :Idete th.n sukh/n kai. pa,nta ta. de,ndra\
And he spake to them a parable; Behold the fig tree, and all the trees;
耶穌又設比喻對他們說：你們看無花果樹，和各樣的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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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到於(她)比喻 在對(他們)同一者，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看見察覺 到於(她)那

到於(她)無花果樹 並且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樹木；

路 21:30 o[tan proba,lwsin h;dh( ble,pontej avfV èautw/n ginw,skete o[ti h;dh evggu.j to. qe,roj evsti,n\
When they now shoot forth, ye see and know of your own selves that summer is now nigh at hand.
他發芽的時候，你們一看見自然曉得夏天近了。

但凡當這時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投擲在前面 甚而已然如此地， (他們)現正持續著眼觀看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同一者自己 你們現在持續認識知道 是這樣 甚而已然如此地 接近地 (它)那 (它)夏天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路 21:31 ou[twj kai. um̀ei/j( o[tan i;dhte tau/ta gino,mena( ginw,skete o[ti evggu,j evstin h` basilei,a tou/ qeou/Å
So likewise ye, when ye see these things come to pass, know ye that the kingdom of God is nigh at hand.
這樣，你們看見這些事漸漸的成就，也該曉得神的國近了。

那同一樣式地 並且 你們 但凡當這時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看見察覺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到於(它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了的，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認識知道註1 是這樣 接近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註1：“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認識知道”文法上亦可以為“你們現在持續認識知道”。

路 21:32 avmh.n le,gw ùmi/n o[ti ouv mh. pare,lqh| h` genea. au[th e[wj a'n pa,nta ge,nhtaiÅ
Verily I say unto you, This generation shall not pass away, till all be fulfilled.
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世代還沒有過去，這些事都要成就。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是這樣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在旁邊過去 (她)那

(她)族類之世代 (她)那同一者， 一直直到 但凡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生發成為。

路 21:33 ò ouvrano.j kai. h` gh/ pareleu,sontai( oì de. lo,goi mou ouv mh. pareleu,sontaiÅ
Heaven and earth shall pass away: but my words shall not pass away.
天地要廢去，我的話卻不能廢去。

(他)那 (他)天空/天 並且 (她)那 (她)地土/地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在旁邊過去，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我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在旁邊過去。
[經文變異RT]

(他)那 (他)天空/天 並且 (她)那 (她)地土/地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在旁邊過去，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我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在旁邊過去。

路 21:34 Prose,cete de. èautoi/j mh,pote barhqw/sin ùmw/n aì kardi,ai evn kraipa,lh| kai. me,qh| kai. meri,mnaij
biwtikai/j kai. evpisth/| evfV ùma/j aivfni,dioj h̀ hm̀e,ra evkei,nh
And take heed to yourselves, lest at any time your hearts be overcharged with surfeiting, and drunkenness, and
cares of this life, and so that day come upon you unawares.
你們要謹慎，恐怕因貪食醉酒並今生的思慮，累住你們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網羅忽然臨到你們；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留神注意 然而也 在對(他們)同一者自己， 不會任何時候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被成沉重重壓

從屬你們 (她們)那些 (她們)內心 在內 在對(她)沉溺貪食 並且 在對(她)酒醉 並且 在對(她們)分心掛慮

在對(她們)有關今生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立定站住在上面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你們 (她)沒有意料到的

(她)那 (她)日子/白日 (她)在那裏的那個
[經文變異RT]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留神注意 然而也 在對(他們)同一者自己， 不會任何時候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被促成沉重重壓 從屬你們 (她們)那些 (她們)內心 在內 在對(她)沉溺貪食 並且 在對(她)酒醉

並且 在對(她們)分心掛慮 在對(她們)有關今生的， 並且 (她)沒有意料到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你們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立定站住在上面 (她)那 (她)日子/白日 (她)在那裏的那個；
[經文變異WH]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留神注意 然而也 在對(他們)同一者自己， 不會任何時候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被成沉重重壓

(她們)那些 (她們)內心 從屬你們 在內 在對(她)沉溺貪食 並且 在對(她)酒醉 並且 在對(她們)分心掛慮

在對(她們)有關今生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立定站住在上面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你們 (她)沒有意料到的

(她)那 (她)日子/白日 (她)在那裏的那個

路 21:35 wj̀ pagi,j\ evpeiseleu,setai ga.r evpi. pa,ntaj tou.j kaqhme,nouj evpi. pro,swpon pa,shj th/j gh/jÅ
For as a snare shall it come on all them that dwell on the face of the whole earth.
因為那日子要這樣臨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

正如地 (她)網羅；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向內到來前往進入在上面 因為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前面的臉面

從屬(她)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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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變異RT]

正如地 (她)網羅 因為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到來前往在上面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前面的臉面 從屬(她)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路 21:36 avgrupnei/te de. evn panti. kairw/| deo,menoi i[na katiscu,shte evkfugei/n tau/ta pa,nta ta. me,llonta gi,nesqai
kai. staqh/nai e;mprosqen tou/ uìou/ tou/ avnqrw,pouÅ
Watch ye therefore, and pray always, that ye may be accounted worthy to escape all these things that shall
come to pass, and to stand before the Son of man.
你們要時時儆醒，常常祈求，使你們能逃避這一切要來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警醒不眠 然而也 在內 在對(他)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場合時節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自卑乞求了的， 為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壓服勝過 那時(也是)要去向外逃離走避出來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的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被立定站住 從在其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經文變異RT]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警醒不眠 這樣 在內 在對(他)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場合時節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自卑乞求了的， 為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被斷定為相配值得

那時(也是)要去向外逃離走避出來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的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被立定站住 從在其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經文變異MT]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警醒不眠 這樣 在內 在對(他)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場合時節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自卑乞求了的， 為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被斷定為相配值得

那時(也是)要去向外逃離走避出來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的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被立定站住 從在其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路 21:37 +Hn de. ta.j hm̀e,raj evn tw/| ìerw/| dida,skwn( ta.j de. nu,ktaj evxerco,menoj huvli,zeto eivj to. o;roj to.
kalou,menon VElaiw/n\
And in the day time he was teaching in the temple; and at night he went out, and abode in the mount that is
called the mount of Olives.
耶穌每日在殿裏教訓人；每夜出城在一座山，名叫橄欖山住宿。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聖殿

(他)現正持續教導了的； 到於(她們)那些 然而也 到於(她們)夜晚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露宿過夜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高山 到於(它)那 到於(它)現正持續被促請召喚了的

從屬(她們)橄欖。

路 21:38 kai. pa/j ò lao.j w;rqrizen pro.j auvto.n evn tw/| ìerw/| avkou,ein auvtou/Å
And all the people came early in the morning to him in the temple, for to hear him.
眾百姓清早上聖殿，到耶穌那裏，要聽他講道。

並且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他)人民百姓 他/她/它當時持續黎明即起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聖殿 現要去持續聲聞耳聽 從屬(他)同一者。

路 22:1 :Hggizen de. h` eòrth. tw/n avzu,mwn h̀ legome,nh pa,scaÅ
Now the feast of unleavened bread drew nigh, which is called the Passover.
除酵節，又名逾越節，近了。

他/她/它當時持續靠近 然而也 (她)那 (她)節期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無酵的 (她)那 (她)現正持續被道說了的

(它)逾越/逾越節。

路 22:2 kai. evzh,toun oì avrcierei/j kai. oi` grammatei/j to. pw/j avne,lwsin auvto,n( evfobou/nto ga.r to.n lao,nÅ
And the chief priests and scribes sought how they might kill him; for they feared the people.
祭司長和文士，想法子怎麼纔能殺害耶穌；是因他們懼怕百姓。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探索尋求 (他們)那些 (他們)大祭司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書記文士 到於(它)那

怎樣如何地呢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挪去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成驚恐畏懼 因為

到於(他)那 到於(他)人民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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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22:3 Eivsh/lqen de. Satana/j eivj VIou,dan to.n kalou,menon VIskariw,thn( o;nta evk tou/ avriqmou/ tw/n dw,deka\
Then entered Satan into Judas surnamed Iscariot, being of the number of the twelve.
這時，撒但入了那稱為加略人猶大的心，他本是十二門徒裏的一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然而也 (他)撒但 向內進入 到於(他)猶大 到於(他)那

到於(他)現正持續被促請召喚了的 到於(他)加略人， 到於(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數目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十二個；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然而也 (他)那 (他)撒但 向內進入 到於(他)猶大 到於(他)那

到於(他)現正持續被召告稱呼了的 到於(他)加略人， 到於(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數目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十二個；

路 22:4 kai. avpelqw.n sunela,lhsen toi/j avrciereu/sin kai. strathgoi/j to. pw/j auvtoi/j paradw/| auvto,nÅ
And he went his way, and communed with the chief priests and captains, how he might betray him unto them.
他去和祭司長並守殿官商量，怎麼可以把耶穌交給他們。

並且 (他)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共同發言講說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大祭司 並且

在對(他們)軍官 到於(它)那 怎樣如何地呢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交付 到於(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共同發言講說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大祭司 並且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軍官 到於(它)那 怎樣如何地呢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交付

在對(他們)同一者。

路 22:5 kai. evca,rhsan kai. sune,qento auvtw/| avrgu,rion dou/naiÅ
And they were glad, and covenanted to give him money.
他們歡喜，就約定給他銀子。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歡喜安樂，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約定決議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它)銀錢

那時(也是)要去給與。

路 22:6 kai. evxwmolo,ghsen( kai. evzh,tei euvkairi,an tou/ paradou/nai auvto.n a;ter o;clou auvtoi/jÅ
And he promised, and sought opportunity to betray him unto them in the absence of the multitude.
他應允了，就找機會要趁眾人不在跟前的時候，把耶穌交給他們。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公開完全同意承認，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探索尋求 到於(她)好機會 從屬(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交付 到於(他)同一者 除開 從屬(他)群眾 在對(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公開完全同意承認，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探索尋求 到於(她)好機會 從屬(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交付 到於(他)同一者 在對(他們)同一者 除開 從屬(他)群眾。

路 22:7 +Hlqen de. h` h̀me,ra tw/n avzu,mwn( ÎevnÐ h-| e;dei qu,esqai to. pa,sca\
Then came the day of unleavened bread, when the passover must be killed.
除酵節，須宰逾越羊羔的那一天到了。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然而也 (她)那 (她)日子/白日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無酵的， 在內 在對(她)這個

他/她/它當時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現要去持續被宰殺獻祭 到於(它)那 到於(它)逾越/逾越節；
[經文變異WH]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然而也 (她)那 (她)日子/白日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無酵的， 在對(她)這個

他/她/它當時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現要去持續被宰殺獻祭 到於(它)那 到於(它)逾越/逾越節；

路 22:8 kai. avpe,steilen Pe,tron kai. VIwa,nnhn eivpw,n( Poreuqe,ntej ètoima,sate hm̀i/n to. pa,sca i[na fa,gwmenÅ
And he sent Peter and John, saying, Go and prepare us the passover, that we may eat.
耶穌打發彼得，約翰，說：你們去為我們預備逾越節的筵席，好叫我們喫。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到於(他)彼得 並且 到於(他)約翰 (他)那時(也是)發話言說了的，

(他們)那時(也是)被行去了的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使成妥切齊備 在對我們 到於(它)那 到於(它)逾越/逾越節， 為要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吃食。

路 22:9 oi` de. ei=pan auvtw/|( Pou/ qe,leij ètoima,swmenÈ
And they said unto him, Where wilt thou that we prepare?
他們問他說：要我們在那裏預備。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從屬某個什麼地方呢 你現在持續定意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使成妥切齊備？

路 22:10 ò de. ei=pen auvtoi/j( VIdou. eivselqo,ntwn ùmw/n eivj th.n po,lin sunanth,sei ùmi/n a;nqrwpoj kera,mion u[datoj
basta,zwn\ avkolouqh,sate auvtw/| eivj th.n oivki,an eivj h]n eivsporeu,et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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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he said unto them, Behold, when ye are entered into the city, there shall a man meet you, bearing a pitcher
of water; follow him into the house where he entereth in.
耶穌說：你們進了城，必有人拿著一瓶水迎面而來；你們就跟著他，到他所進的房子裏去；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從屬(他們)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了的 從屬你們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城邑，

他/她/它將要(持續)共同迎面相遇 在對你們 (他)人 到於(它)陶瓦罐 從屬(它)水 (他)現正持續提舉擔負了的；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跟隨 在對(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住屋家庭 向內進入 到於(她)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向內行去；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從屬(他們)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了的 從屬你們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城邑，

他/她/它將要(持續)共同迎面相遇 在對你們 (他)人 到於(它)陶瓦罐 從屬(它)水 (他)現正持續提舉擔負了的；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跟隨 在對(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住屋家庭 在這裏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向內行去；

路 22:11 kai. evrei/te tw/| oivkodespo,th| th/j oivki,aj( Le,gei soi ò dida,skaloj( Pou/ evstin to. kata,luma o[pou to.
pa,sca meta. tw/n maqhtw/n mou fa,gwÈ
And ye shall say unto the goodman of the house, The Master saith unto thee, Where is the guestchamber,
where I shall eat the passover with my disciples?
對那家的主人說：夫子說：客房在那裏，我與門徒好在那裏喫逾越節的筵席。

並且 你們將要(持續)開聲言說 在對(他)那 在對(他)住處家室主宰者 從屬(她)那 從屬(她)住屋家庭，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 (他)那 (他)老師， 從屬某個什麼地方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那 (它)客店，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到於(它)那 到於(它)逾越/逾越節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門徒 從屬我

我那時(也是)應該吃食？

路 22:12 kavkei/noj ùmi/n dei,xei avna,gaion me,ga evstrwme,non\ evkei/ ètoima,sateÅ
And he shall shew you a large upper room furnished: there make ready.
他必指給你們擺設整齊的一間大樓，你們就在那裏預備。

(他)且在那裏的那個 在對你們 他/她/它將要(持續)顯示展現 到於(它)樓房 到於(它)極大的

到於(它)現在已經被舖開攤放了的； 在那裏地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使成妥切齊備。

路 22:13 avpelqo,ntej de. eu-ron kaqw.j eivrh,kei auvtoi/j kai. ht̀oi,masan to. pa,scaÅ
And they went, and found as he had said unto them: and they made ready the passover.
他們去了，所遇見的，正如耶穌所說的；他們就預備了逾越節的筵席。

(他們)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了的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找到尋見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當時已經發表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使成妥切齊備 到於(它)那

到於(它)逾越/逾越節。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了的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找到尋見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現在已經開聲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使成妥切齊備 到於(它)那

到於(它)逾越/逾越節。

路 22:14 Kai. o[te evge,neto h̀ w[ra( avne,pesen kai. oi` avpo,stoloi su.n auvtw/|Å
And when the hour was come, he sat down, and the twelve apostles with him.
時候到了，耶穌坐席，使徒也和他同坐。

並且 當這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她)那 (她)鐘點時刻， 他/她/它那時(也是)靠後而坐，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共同一起 在對(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當這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她)那 (她)鐘點時刻， 他/她/它那時(也是)靠後而坐，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十二個 (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共同一起 在對(他)同一者。

路 22:15 kai. ei=pen pro.j auvtou,j( VEpiqumi,a| evpequ,mhsa tou/to to. pa,sca fagei/n meqV ùmw/n pro. tou/ me paqei/n\
And he said unto them, With desire I have desired to eat this passover with you before I suffer:
耶穌對他們說：我很願意在受害以先，和你們喫這逾越節的筵席。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在對(她)渴想慕戀 我那時(也是)熱戀愛慕

到於(它)那同一者 到於(它)那 到於(它)逾越/逾越節 那時(也是)要去吃食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你們 在前面

從屬(它)那 到於我 那時(也是)要去經歷承受；

路 22:16 le,gw ga.r ùmi/n o[ti ouv mh. fa,gw auvto. e[wj o[tou plhrwqh/| evn th/| basilei,a| tou/ qeou/Å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  簡易閲讀版  536

536

For I say unto you, I will not any more eat thereof, until it be fulfilled in the kingdom of God.
我告訴你們，我不再喫這筵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國裏。

我現在持續道說 因為 在對你們， 是這樣 不是/不 不會/不要 我那時(也是)應該吃食 到於(它)同一者， 一直直到

從屬(它)是這時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促使成充滿添足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經文變異RT]

我現在持續道說 因為 在對你們， 是這樣 不再地 不是/不 不會/不要 我那時(也是)應該吃食 向外出來

從屬(它)同一者， 一直直到 從屬(它)是這時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促使成充滿添足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路 22:17 kai. dexa,menoj poth,rion euvcaristh,saj ei=pen( La,bete tou/to kai. diameri,sate eivj eàutou,j\
And he took the cup, and gave thanks, and said, Take this, and divide it among yourselves:
耶穌接過杯來，祝謝了，說：你們拿這個，大家分著喝。

並且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接納領受了的 到於(它)杯， (他)那時(也是)感謝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拿取 到於(它)那同一者，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徹底地分開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接納領受了的 到於(它)杯， (他)那時(也是)感謝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拿取 到於(它)那同一者，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徹底地分開 在對(他們)同一者自己；

路 22:18 le,gw ga.r ùmi/n( Îo[tiÐ ouv mh. pi,w avpo. tou/ nu/n avpo. tou/ genh,matoj th/j avmpe,lou e[wj ou- h` basilei,a tou/
qeou/ e;lqh|Å
For I say unto you, I will not drink of the fruit of the vine, until the kingdom of God shall come.
我告訴你們，從今以後，我不再喝這葡萄汁，直等神的國來到。

我現在持續道說 因為 在對你們， 是這樣 不是/不 不會/不要 我那時(也是)應該喝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那

現在此時地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那 從屬(它)所生發成為 從屬(她)那 從屬(她)葡萄樹， 一直直到 從屬(它)這個

(她)那 (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到來前往。
[經文變異RT]

我現在持續道說 因為 在對你們， 是這樣 不是/不 不會/不要 我那時(也是)應該喝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那

從屬(它)所生發成為族類 從屬(她)那 從屬(她)葡萄樹， 一直直到 從屬(它)是這時 (她)那 (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到來前往。
[經文變異WH]

我現在持續道說 因為 在對你們， 不是/不 不會/不要 我那時(也是)應該喝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那 現在此時地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那 從屬(它)所生發成為 從屬(她)那 從屬(她)葡萄樹， 一直直到 從屬(它)這個 (她)那

(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到來前往。

路 22:19 kai. labw.n a;rton euvcaristh,saj e;klasen kai. e;dwken auvtoi/j le,gwn( Tou/to, evstin to. sw/ma, mou to. ùpe.r
um̀w/n dido,menon\ tou/to poiei/te eivj th.n evmh.n avna,mnhsinÅ
And he took bread, and gave thanks, and brake it, and gave unto them, saying, This is my body which is given
for you: this do in remembrance of me.
又拿起餅來祝謝了，就擘開遞給他們，說：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捨的；你們也應當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

並且 (他)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到於(他)麵餅， (他)那時(也是)感謝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折裂破開，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那 (它)身體

從屬我 (它)那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你們 (它)現正持續被給與了的； 到於(它)那同一者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行出作成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我之物 到於(她)再向上致使提醒記得。
[經文變異WH]

並且 (他)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到於(他)麵餅， (他)那時(也是)感謝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折裂破開，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那 (它)身體

從屬我 (它)那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你們 (它)現正持續被給與了的； 到於(它)那同一者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行出作成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我之物 到於(她)再向上致使提醒記得。

路 22:20 kai. to. poth,rion ẁsau,twj meta. to. deipnh/sai( le,gwn( Tou/to to. poth,rion h̀ kainh. diaqh,kh evn tw/|
ai[mati, mou to. ùpe.r ùmw/n evkcunno,menonÅ
Likewise also the cup after supper, saying, This cup is the new testament in my blood, which is shed for you.
飯後也照樣拿起杯來，說：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約，是為你們流出來的。

並且 到於(它)那 到於(它)杯 正如同一樣式地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用晚餐，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它)那同一者 (它)那 (它)杯 (她)那 (她)嶄新的 (她)遺囑契約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血

從屬我， (它)那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你們 (它)現正持續被向外傾注澆流了的。
[經文變異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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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同一樣式地 並且 到於(它)那 到於(它)杯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用晚餐，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它)那同一者 (它)那 (它)杯 (她)那 (她)嶄新的 (她)遺囑契約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血

從屬我， (它)那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你們 (它)現正持續被向外傾注澆流了的。
[經文變異WH]

並且 到於(它)那 到於(它)杯 正如同一樣式地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用晚餐，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它)那同一者 (它)那 (它)杯 (她)那 (她)嶄新的 (她)遺囑契約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血

從屬我， (它)那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你們 (它)現正持續被向外傾注澆流了的。

路 22:21 plh.n ivdou. h` cei.r tou/ paradido,ntoj me metV evmou/ evpi. th/j trape,zhj\
But, behold, the hand of him that betrayeth me is with me on the table.
看哪，那賣我之人的手，與我一同在桌子上。

超出之外地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她)那 (她)手 從屬(他)那 從屬(他)現正持續交付了的 到於我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我"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桌子。

路 22:22 o[ti ò uiò.j me.n tou/ avnqrw,pou kata. to. wr̀isme,non poreu,etai( plh.n ouvai. tw/| avnqrw,pw| evkei,nw| diV ou-
paradi,dotaiÅ
And truly the Son of man goeth, as it was determined: but woe unto that man by whom he is betrayed!
人子固然要照所預定的去世；但賣人子的人有禍了。

是這樣 (他)那 (他)兒子 的確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那 到於(它)現在已經被界定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超出之外地 哀哉呀 在對(他)那 在對(他)人 在對(他)在那裏的那個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交付。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 的確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那 到於(它)現在已經被界定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超出之外地 哀哉呀 在對(他)那 在對(他)人 在對(他)在那裏的那個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交付。

路 22:23 kai. auvtoi. h;rxanto suzhtei/n pro.j èautou.j to. ti,j a;ra ei;h evx auvtw/n ò tou/to me,llwn pra,sseinÅ
And they began to inquire among themselves, which of them it was that should do this thing.
他們就彼此對問，是那一個要作這事。

並且 (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 現要去持續共同探索尋求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到於(它)那 (他)任何什麼呢 果然如此 他/她/它現在可以持續是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那 到於(它)那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的 現要去持續實施行使。

路 22:24 VEge,neto de. kai. filoneiki,a evn auvtoi/j( to. ti,j auvtw/n dokei/ ei=nai mei,zwnÅ
And there was also a strife among them, which of them should be accounted the greatest.
門徒起了爭論，他們中間那一個可算為大。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然而也 並且 (她)喜好爭論吵架 在內 在對(他們)同一者， (它)那 (他)任何什麼呢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設想認為對 現要去持續是 (他)更大的。

路 22:25 ò de. ei=pen auvtoi/j( Oì basilei/j tw/n evqnw/n kurieu,ousin auvtw/n kai. oi` evxousia,zontej auvtw/n euverge,tai
kalou/ntaiÅ
And he said unto them, The kings of the Gentiles exercise lordship over them; and they that exercise authority
upon them are called benefactors.
耶穌說：外邦人有君王為主治理他們；那掌權管他們的稱為恩主；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君王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種族邦國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行主持支配 從屬(它們)同一者；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使有權柄掌握了的 從屬(它們)同一者 (他們)慈善恩人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被促請召喚。

路 22:26 um̀ei/j de. ouvc ou[twj( avllV ò mei,zwn evn ùmi/n gine,sqw wj̀ ò new,teroj kai. ò hg̀ou,menoj wj̀ ò diakonw/nÅ
But ye shall not be so: but he that is greatest among you, let him be as the younger; and he that is chief, as he
that doth serve.
但你們不可這樣；你們裏頭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為首領的，倒要像服事人的。

你們 然而也 不是/不 那同一樣式地； 但乃是 (他)那 (他)更大的 在內 在對你們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正如地 (他)那 (他)更新初年淺的； 並且 (他)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帶領引導了的 正如地 (他)那 (他)現正持續行服事了的。
[經文變異RT]

你們 然而也 不是/不 那同一樣式地； 但乃是 (他)那 (他)更大的 在內 在對你們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生發成為 正如地 (他)那 (他)更新初年淺的； 並且 (他)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帶領引導了的 正如地 (他)那 (他)現正持續行服事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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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22:27 ti,j ga.r mei,zwn( ò avnakei,menoj h' ò diakonw/nÈ ouvci. ò avnakei,menojÈ evgw. de. evn me,sw| ùmw/n eivmi ẁj ò
diakonw/nÅ
For whether is greater, he that sitteth at meat, or he that serveth? is not he that sitteth at meat? but I am among
you as he that serveth.
是誰為大，是坐席的呢；是服事人的呢；不是坐席的大麼；然而我在你們中間，如同服事人的。

(他)任何什麼呢 因為 (他)更大的， (他)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靠躺坐席了的， 甚或/或而 (他)那

(他)現正持續行服事了的？ 豈不是呢 (他)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靠躺坐席了的？ 我 然而也 在內

在對(它)中間當中的 從屬你們 我現在持續是 正如地 (他)那 (他)現正持續行服事了的。
[經文變異RT]

(他)任何什麼呢 因為 (他)更大的， (他)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靠躺坐席了的， 甚或/或而 (他)那

(他)現正持續行服事了的？ 豈不是呢 (他)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靠躺坐席了的？ 我 然而也 我現在持續是 在內

在對(它)中間當中的 從屬你們 正如地 (他)那 (他)現正持續行服事了的。

路 22:28 um̀ei/j de, evste oì diamemenhko,tej metV evmou/ evn toi/j peirasmoi/j mou\
Ye are they which have continued with me in my temptations.
我在磨煉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們；

你們 然而也 你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那些 (他們)現在已經停留持守不變了的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我"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試探試煉 從屬我；

路 22:29 kavgw. diati,qemai ùmi/n kaqw.j die,qeto, moi ò path,r mou basilei,an(
And I appoint unto you a kingdom, as my Father hath appointed unto me;
我將國賜給你們，正如我父賜給我一樣。

並且我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分置安設 在對你們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分置安設 在對我 (他)那 (他)父親

從屬我 到於(她)王權國度；

路 22:30 i[na e;sqhte kai. pi,nhte evpi. th/j trape,zhj mou evn th/| basilei,a| mou( kai. kaqh,sesqe evpi. qro,nwn ta.j
dw,deka fula.j kri,nontej tou/ VIsrah,lÅ
That ye may eat and drink at my table in my kingdom, and sit on thrones judging the twelve tribes of Israel.
叫你們在我國裏，坐在我的席上喫喝；並且坐在寶座上，審判以色列十二個支派。

為要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喫食 並且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喝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桌子 從屬我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王權國度 從屬我； 並且 你們將要(持續)讓自己坐下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他們)寶座，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十二個 到於(她們)分支族派 (他們)現正持續區別審斷了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以色列。
[經文變異RT]

為要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喫食 並且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喝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桌子 從屬我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王權國度 從屬我；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坐下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他們)寶座，

(他們)現正持續區別審斷了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十二個 到於(她們)分支族派 從屬(他)那 從屬(他)以色列。
[經文變異WH]

為要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喫食 並且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喝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桌子 從屬我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王權國度 從屬我； 並且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讓自己坐下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他們)寶座，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十二個 到於(她們)分支族派 (他們)現正持續區別審斷了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以色列。

路 22:31 Si,mwn Si,mwn( ivdou. ò Satana/j evxh|th,sato um̀a/j tou/ sinia,sai wj̀ to.n si/ton\
And the Lord said, Simon, Simon, behold, Satan hath desired to have you, that he may sift you as wheat:
主又說：西門，西門，撒但想要得著你們，好篩你們，像篩麥子一樣；

阿,(他)西門 阿,(他)西門，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那 (他)撒但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要求索取

到於你們， 從屬(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搖動篩濾 正如地 到於(他)那 到於(他)穀物麥粒；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他)那 (他)主人， 阿,(他)西門 阿,(他)西門，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那 (他)撒但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要求索取 到於你們， 從屬(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搖動篩濾 正如地

到於(他)那 到於(他)穀物麥粒；

路 22:32 evgw. de. evdeh,qhn peri. sou/ i[na mh. evkli,ph| h̀ pi,stij sou\ kai. su, pote evpistre,yaj sth,rison tou.j
avdelfou,j souÅ
But I have prayed for thee, that thy faith fail not: and when thou art converted, strengthen thy brethren.
但我已經為你祈求，叫你不至於失了信心；你回頭以後，要堅固你的弟兄。

我 然而也 我那時(也是)被自卑乞求 <在周圍>關於 從屬你， 為要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刪除消逝 (她)那

(她)信 從屬你； 並且 你 在那個時候 (他)那時(也是)在上面轉動翻轉了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堅定加固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弟兄 從屬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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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變異RT]

我 然而也 我那時(也是)被自卑乞求 <在周圍>關於 從屬你， 為要 不會/不要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刪除消逝 (她)那

(她)信 從屬你； 並且 你 在那個時候 (他)那時(也是)在上面轉動翻轉了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堅定加固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弟兄 從屬你。

路 22:33 ò de. ei=pen auvtw/|( Ku,rie( meta. sou/ e[toimo,j eivmi kai. eivj fulakh.n kai. eivj qa,naton poreu,esqaiÅ
And he said unto him, Lord, I am ready to go with thee, both into prison, and to death.
彼得說：主阿；我就是同你下監，同你受死，也是甘心。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阿,(他)主人，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你

(他)妥切齊備的 我現在持續是 並且 向內進入 到於(她)夜更/監獄 並且 向內進入 到於(他)死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路 22:34 ò de. ei=pen( Le,gw soi( Pe,tre( ouv fwnh,sei sh,meron avle,ktwr e[wj tri,j me avparnh,sh| eivde,naiÅ
And he said, I tell thee, Peter, the cock shall not crow this day, before that thou shalt thrice deny that thou
knowest me.
耶穌說：彼得，我告訴你，今日雞還沒有叫，你要三次說不認得我。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 阿,(他)彼得， 不是/不

他/她/它將要(持續)出聲叫喚 今日地 (他)公雞， 一直直到 三次地 到於我 你將要(持續)讓自己完全否認拒絕

現已經去看見察覺。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 阿,(他)彼得，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他/她/它將要(持續)出聲叫喚 今日地 (他)公雞， 在之前地 甚或/或而 三次地 你將要(持續)讓自己完全否認拒絕

不會/不要 現已經去看見察覺 到於我。
[經文變異MT]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 阿,(他)彼得，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出聲叫喚 今日地 (他)公雞， 在之前地 甚或/或而 三次地 你將要(持續)讓自己完全否認拒絕

不會/不要 現已經去看見察覺 到於我。

路 22:35 Kai. ei=pen auvtoi/j( {Ote avpe,steila ùma/j a;ter ballanti,ou kai. ph,raj kai. up̀odhma,twn( mh, tinoj
us̀terh,sateÈ oì de. ei=pan( Ouvqeno,jÅ
And he said unto them, When I sent you without purse, and scrip, and shoes, lacked ye any thing? And they
said, Nothing.
耶穌又對他們說：我差你們出去的時候，沒有錢囊，沒有口袋，沒有鞋，你們缺少甚麼沒有。他們說：沒有。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當這時地 我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到於你們 除開 從屬(它)錢袋

並且 從屬(她)皮袋行囊 並且 從屬(它們)鞋， 豈會呢 從屬(它)任何什麼 你們那時(也是)落後短缺？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從屬(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路 22:36 ei=pen de. auvtoi/j( VAlla. nu/n ò e;cwn balla,ntion avra,tw( òmoi,wj kai. ph,ran( kai. o` mh. e;cwn pwlhsa,tw
to. im̀a,tion auvtou/ kai. avgorasa,tw ma,cairanÅ
Then said he unto them, But now, he that hath a purse, let him take it, and likewise his scrip: and he that hath
no sword, let him sell his garment, and buy one.
耶穌說：但如今有錢囊的可以帶著，有口袋的也可以帶著；沒有刀的要賣衣服買刀。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在對(他們)同一者， 但乃是 現在此時地 (他)那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它)錢袋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提起， 具同樣相同地 並且 到於(她)皮袋行囊； 並且 (他)那 不會/不要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售賣 到於(它)那 到於(它)衣服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購買 到於(她)兵刃。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這樣 在對(他們)同一者， 但乃是 現在此時地 (他)那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它)錢袋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提起， 具同樣相同地 並且 到於(她)皮袋行囊； 並且 (他)那 不會/不要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售賣 到於(它)那 到於(它)衣服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購買 到於(她)兵刃。
[經文變異MT]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這樣 在對(他們)同一者， 但乃是 現在此時地 (他)那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它)錢袋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提起， 具同樣相同地 並且 到於(她)皮袋行囊； 並且 (他)那 不會/不要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售賣 到於(它)那 到於(它)衣服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購買 到於(她)兵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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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22:37 le,gw ga.r ùmi/n o[ti tou/to to. gegramme,non dei/ telesqh/nai evn evmoi,( to. Kai. meta. avno,mwn evlogi,sqh\ kai.
ga.r to. peri. evmou/ te,loj e;ceiÅ
For I say unto you, that this that is written must yet be accomplished in me, And he was reckoned among the
transgressors: for the things concerning me have an end.
我告訴你們，經上寫著說：『他被列在罪犯之中。』這話必應驗在我身上，因為那關係我的事，必然成就。

我現在持續道說 因為 在對你們， 是這樣 到於(它)那同一者 到於(它)那 到於(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那時(也是)要去被完成 在內 在對"我"， 到於(它)那 並且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沒有律法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估算； 並且 因為 (它)那 <在周圍>關於 從屬"我"

到於(它)終結/貨物或旅行之終結稅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經文變異RT]

我現在持續道說 因為 在對你們， 是這樣 依然仍舊地 到於(它)那同一者 到於(它)那

到於(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那時(也是)要去被完成 在內 在對"我"，

到於(它)那 並且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沒有律法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估算； 並且 因為 (它們)那些

<在周圍>關於 從屬"我" 到於(它)終結/貨物或旅行之終結稅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路 22:38 oi` de. ei=pan( Ku,rie( ivdou. ma,cairai w-de du,oÅ ò de. ei=pen auvtoi/j( ~Ikano,n evstinÅ
And they said, Lord, behold, here are two swords. And he said unto them, It is enough.
他們說：主阿，請看，這裏有兩把刀；耶穌說：夠了。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阿,(他)主人，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她們)兵刃

也就在此地 (她們)二個/兩個。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它)達到足夠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路 22:39 Kai. evxelqw.n evporeu,qh kata. to. e;qoj eivj to. :Oroj tw/n VElaiw/n( hvkolou,qhsan de. auvtw/| kai. oì maqhtai,Å
And he came out, and went, as he was wont, to the mount of Olives; and his disciples also followed him.
耶穌出來，照常往橄欖山去；門徒也跟隨他。

並且 (他)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行去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那 到於(它)習慣常例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高山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橄欖；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跟隨 然而也

在對(他)同一者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行去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那 到於(它)習慣常例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高山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橄欖；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跟隨 然而也

在對(他)同一者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路 22:40 geno,menoj de. evpi. tou/ to,pou ei=pen auvtoi/j( Proseu,cesqe mh. eivselqei/n eivj peirasmo,nÅ
And when he was at the place, he said unto them, Pray that ye enter not into temptation.
到了那地方，就對他們說：你們要禱告，免得入了迷惑。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然而也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他)那 從屬(他)地點處所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祈禱求告 不會/不要 那時(也是)要去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他)試探試煉。

路 22:41 kai. auvto.j avpespa,sqh avpV auvtw/n ẁsei. li,qou bolh.n kai. qei.j ta. go,nata proshu,ceto
And he was withdrawn from them about a stone's cast, and kneeled down, and prayed,
於是離開他們，約有扔一塊石頭那麼遠，跪下禱告，

並且 (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從那裏拉拔離開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同一者 正如好像地 從屬(他)石頭

到於(她)投擲扔投， 並且 (他)那時(也是)置放擺設了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膝蓋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祈禱求告

路 22:42 le,gwn( Pa,ter( eiv bou,lei pare,negke tou/to to. poth,rion avpV evmou/\ plh.n mh. to. qe,lhma, mou avlla. to. so.n
gine,sqwÅ
Saying, Father, if thou be willing, remove this cup from me: nevertheless not my will, but thine, be done.
說：父阿，你若願意，就把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阿,(他)父親， 若是 你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諮商決意， 你那時(也是)就要負載攜帶在旁邊

到於(它)那同一者 到於(它)那 到於(它)杯 從那裏離開 從屬"我"； 超出之外地 不會/不要 (它)那 (它)所定意

從屬我， 但乃是 (它)那 (它)你之物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經文變異RT]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阿,(他)父親， 若是 你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諮商決意 那時(也是)要去負載攜帶在旁邊 到於(它)那

到於(它)杯 到於(它)那同一者 從那裏離開 從屬"我"； 超出之外地 不會/不要 (它)那 (它)所定意 從屬我， 但乃是

(它)那 (它)你之物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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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22:43 ÎÎw;fqh de. auvtw/| a;ggeloj avpV ouvranou/ evniscu,wn auvto,nÅ
And there appeared an angel unto him from heaven, strengthening him.
有一位天使從天上顯現，加添他的力量。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看見注目 然而也 在對(他)同一者 (他)使者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天空/天

(他)現正持續在內有強壯大力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WH]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看見注目 然而也 在對(他)同一者 (他)使者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他)現正持續在內有強壯大力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路 22:44 kai. geno,menoj evn avgwni,a| evktene,steron proshu,ceto\ kai. evge,neto ò id̀rw.j auvtou/ ws̀ei. qro,mboi ai[matoj
katabai,nontej evpi. th.n gh/nÅÐÐ
And being in an agony he prayed more earnestly: and his sweat was as it were great drops of blood falling down
to the ground.
耶穌極其傷痛，禱告更加懇切；汗珠如大血點，滴在地上。

並且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在內 在對(她)掙扎忍痛 更專心熱切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祈禱求告；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他)那 (他)汗水排汗 從屬(他)同一者 正如好像地 (他們)凝塊大滴 從屬(它)血

(他們)現正持續向下行了的註1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註1：“(他們)現正持續向下行了的”文法上亦可以為“從屬(它)現正持續向下行了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在內 在對(她)掙扎忍痛 更專心熱切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祈禱求告；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然而也 (他)那 (他)汗水排汗 從屬(他)同一者 正如好像地 (他們)凝塊大滴

從屬(它)血 (他們)現正持續向下行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路 22:45 kai. avnasta.j avpo. th/j proseuch/j evlqw.n pro.j tou.j maqhta.j eu-ren koimwme,nouj auvtou.j avpo. th/j lu,phj(
And when he rose up from prayer, and was come to his disciples, he found them sleeping for sorrow,
禱告完了，就起來，到門徒那裏，見他們因為憂愁都睡著了；

並且 (他)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求告祈禱， (他)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門徒 他/她/它那時(也是)找到尋見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被安置入睡了的

到於(他們)同一者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憂傷愁苦；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求告祈禱， (他)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找到尋見 到於(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被安置入睡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憂傷愁苦；

路 22:46 kai. ei=pen auvtoi/j( Ti, kaqeu,deteÈ avnasta,ntej proseu,cesqe( i[na mh. eivse,lqhte eivj peirasmo,nÅ
And said unto them, Why sleep ye? rise and pray, lest ye enter into temptation.
就對他們說：你們為甚麼睡覺呢；起來禱告，免得入了迷惑。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們現在持續睡著？

(他們)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了的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祈禱求告， 為要 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他)試探試煉。

路 22:47 :Eti auvtou/ lalou/ntoj ivdou. o;cloj( kai. o` lego,menoj VIou,daj ei-j tw/n dw,deka proh,rceto auvtou.j kai.
h;ggisen tw/| VIhsou/ filh/sai auvto,nÅ
And while he yet spake, behold a multitude, and he that was called Judas, one of the twelve, went before them,
and drew near unto Jesus to kiss him.
說話之間來了許多人，那十二個門徒裏名叫猶大的，走在前頭，就近耶穌，要與他親嘴。

依然仍舊地 從屬(他)同一者 從屬(他)現正持續發言講說了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群眾； 並且

(他)那 (他)現正持續被道說了的 (他)猶大 (他)一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十二個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在前面 到於(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靠近 在對(他)那 在對(他)耶穌

那時(也是)要去喜愛/親吻 到於(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依然仍舊地 然而也 從屬(他)同一者 從屬(他)現正持續發言講說了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群眾；

並且 (他)那 (他)現正持續被道說了的 (他)猶大 (他)一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十二個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在前面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靠近 在對(他)那 在對(他)耶穌

那時(也是)要去喜愛/親吻 到於(他)同一者。

路 22:48 VIhsou/j de. ei=pen auvtw/|( VIou,da( filh,mati to.n uiò.n tou/ avnqrw,pou paradi,dwjÈ
But Jesus said unto him, Judas, betrayest thou the Son of man with a k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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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對他說：猶大，你用親嘴的暗號賣人子麼。

(他)耶穌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阿,(他)猶大， 在對(它)親吻之禮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你現在持續交付？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阿,(他)猶大， 在對(它)親吻之禮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你現在持續交付？

路 22:49 ivdo,ntej de. oi` peri. auvto.n to. evso,menon ei=pan( Ku,rie( eiv pata,xomen evn macai,rh|È
When they which were about him saw what would follow, they said unto him, Lord, shall we smite with the
sword?
左右的人見光景不好，就說：主阿，我們拿刀砍可以不可以。

(他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然而也 (他們)那些 <在周圍>在周圍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它)那

到於(它)將要(持續)是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阿,(他)主人， 若是 我們將要(持續)敲打擊中 在內

在對(她)兵刃？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然而也 (他們)那些 <在周圍>在周圍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它)那

到於(它)將要(持續)是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阿,(他)主人， 若是

我們將要(持續)敲打擊中 在內 在對(她)兵刃？

路 22:50 kai. evpa,taxen ei-j tij evx auvtw/n tou/ avrciere,wj to.n dou/lon kai. avfei/len to. ou=j auvtou/ to. dexio,nÅ
And one of them smote the servant of the high priest, and cut off his right ear.
內中有一個人，把大祭司的僕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右耳。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敲打擊中 (他)一個 (他)任何什麼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同一者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大祭司

到於(他)那 到於(他)奴僕，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分離去除 到於(它)那 到於(它)耳朵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它)那

到於(它)右手邊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敲打擊中 (他)一個 (他)任何什麼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那 到於(他)奴僕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大祭司，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分離去除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它)那 到於(它)耳朵 到於(它)那

到於(它)右手邊的。

路 22:51 avpokriqei.j de. ò VIhsou/j ei=pen( VEa/te e[wj tou,tou\ kai. aỳa,menoj tou/ wvti,ou iva,sato auvto,nÅ
And Jesus answered and said, Suffer ye thus far. And he touched his ear, and healed him.
耶穌說：到了這個地步，由他們罷；就摸那人的耳朵，把他治好了。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容許任由

一直直到 從屬(它)那同一者。 並且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觸摸連接了的 從屬(它)那 從屬(它)耳垂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醫好治癒 到於(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容許任由

一直直到 從屬(它)那同一者。 並且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觸摸連接了的 從屬(它)那 從屬(它)耳垂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醫好治癒 到於(他)同一者。

路 22:52 ei=pen de. VIhsou/j pro.j tou.j paragenome,nouj evpV auvto.n avrcierei/j kai. strathgou.j tou/ ièrou/ kai.
presbute,rouj( ~Wj evpi. lh|sth.n evxh,lqate meta. macairw/n kai. xu,lwnÈ
Then Jesus said unto the chief priests, and captains of the temple, and the elders, which were come to him, Be
ye come out, as against a thief, with swords and staves?
耶穌對那些來拿他的祭司長，和守殿官，並長老，說：你們帶著刀棒，出來拿我，如同拿強盜麼。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他)耶穌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來到旁邊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他們)大祭司 並且 到於(他們)軍官

從屬(它)那 從屬(它)聖殿 並且 到於(他們)更年長的， 正如地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強盜

你們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們)兵刃 並且 從屬(它們)木幹？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他)那 (他)耶穌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來到旁邊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他們)大祭司 並且 到於(他們)軍官

從屬(它)那 從屬(它)聖殿 並且 到於(他們)更年長的， 正如地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強盜

你們現在已經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們)兵刃 並且 從屬(它們)木幹？

路 22:53 kaqV h̀me,ran o;ntoj mou meqV ùmw/n evn tw/| ièrw/| ouvk evxetei,nate ta.j cei/raj evpV evme,( avllV au[th evsti.n
um̀w/n h` w[ra kai. h` evxousi,a tou/ sko,touj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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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I was daily with you in the temple, ye stretched forth no hands against me: but this is your hour, and the
power of darkness.
我天天同你們在殿裏，你們不下手拿我；現在卻是你們的時候，黑暗掌權了。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日子/白日 從屬(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從屬我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你們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聖殿， 不是/不 你們那時(也是)向外伸展出來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手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我"；

但乃是 (她)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從屬你們 (她)那 (她)鐘點時刻， 並且 (她)那 (她)權柄掌握 從屬(它)那

從屬(它)黑暗。
[經文變異RT]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日子/白日 從屬(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從屬我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你們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聖殿， 不是/不 你們那時(也是)向外伸展出來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手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我"；

但乃是 (她)那同一者 從屬你們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鐘點時刻， 並且 (她)那 (她)權柄掌握 從屬(它)那

從屬(它)黑暗。

路 22:54 Sullabo,ntej de. auvto.n h;gagon kai. eivsh,gagon eivj th.n oivki,an tou/ avrciere,wj\ ò de. Pe,troj hvkolou,qei
makro,qenÅ
Then took they him, and led him, and brought him into the high priest's house. And Peter followed afar off.
他們拿住耶穌，把他帶到大祭司的宅裏；彼得遠遠的跟著。

(他們)那時(也是)共同拿取/懷有/相持互助了的 然而也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帶領，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內帶領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住屋家庭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大祭司； (他)那

然而也 (他)彼得 他/她/它當時持續跟隨 從距離遠地。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時(也是)共同拿取/懷有/相持互助了的 然而也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帶領，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內帶領進入 到於(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住處家室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大祭司； (他)那 然而也 (他)彼得 他/她/它當時持續跟隨 從距離遠地。

路 22:55 periaya,ntwn de. pu/r evn me,sw| th/j auvlh/j kai. sugkaqisa,ntwn evka,qhto ò Pe,troj me,soj auvtw/nÅ
And when they had kindled a fire in the midst of the hall, and were set down together, Peter sat down among
them.
他們在院子裏生了火，一同坐著；彼得也坐在他們中間。

從屬(他們)那時(也是)在周圍連接觸動了的 然而也 到於(它)火 在內 在對(它)中間當中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天井庭院， 並且 從屬(他們)那時(也是)共同就座了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坐下 (他)那 (他)彼得

(他)中間當中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從屬(他們)那時(也是)連接觸動了的 然而也 到於(它)火 在內 在對(它)中間當中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天井庭院，

並且 從屬(他們)那時(也是)共同就座了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坐下 (他)那 (他)彼得 在內

在對(它)中間當中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路 22:56 ivdou/sa de. auvto.n paidi,skh tij kaqh,menon pro.j to. fw/j kai. avteni,sasa auvtw/| ei=pen( Kai. ou-toj su.n
auvtw/| h=n\
But a certain maid beheld him as he sat by the fire, and earnestly looked upon him, and said, This man was also
with him.
有一個使女，看見彼得坐在火光裏，就定睛看他，說：這個人素來也是同那人一夥的。

(她)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然而也 到於(他)同一者 (她)使女 (她)任何什麼 到於(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它)那 到於(它)光明 並且 (她)那時(也是)專注定睛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並且 (他)那同一者 共同一起 在對(他)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路 22:57 ò de. hvrnh,sato le,gwn( Ouvk oi=da auvto,n( gu,naiÅ
And he denied him, saying, Woman, I know him not.
彼得卻不承認，說：女子，我不認得他。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否認拒絕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不是/不 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到於(他)同一者， 阿,(她)女人。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否認拒絕 到於(他)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阿,(她)女人， 不是/不

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到於(他)同一者。

路 22:58 kai. meta. bracu. e[teroj ivdw.n auvto.n e;fh( Kai. su. evx auvtw/n ei=Å ò de. Pe,troj e;fh( :Anqrwpe( ouvk eivmi,Å
And after a little while another saw him, and said, Thou art also of them. And Peter said, Man, I am not.
過了不多的時候，又有一個人看見他，說：你也是他們一黨的；彼得說：你這個人，我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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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它)稍許的 (他)相異不同的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宣稱傳講， 並且 你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同一者 你現在持續是。 (他)那 然而也 (他)彼得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宣稱傳講， 阿,(他)人，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並且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它)稍許的 (他)相異不同的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宣稱傳講， 並且 你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同一者 你現在持續是。 (他)那 然而也 (他)彼得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阿,(他)人，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是。

路 22:59 kai. diasta,shj ws̀ei. w[raj mia/j a;lloj tij dii?scuri,zeto le,gwn( VEpV avlhqei,aj kai. ou-toj metV auvtou/ h=n(
kai. ga.r Galilai/o,j evstinÅ
And about the space of one hour after another confidently affirmed, saying, Of a truth this fellow also was with
him: for he is a Galilaean.
約過了一小時，又有一個人極力的說：他實在是同那人一夥的；因為他也是加利利人。

並且 從屬(她)那時(也是)成間距了的 正如好像地 從屬(她)鐘點時刻 從屬(她)一個/第一， (他)另外不同的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極力堅持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真情實理 並且

(他)那同一者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並且 因為 (他)加利利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路 22:60 ei=pen de. ò Pe,troj( :Anqrwpe( ouvk oi=da o] le,geijÅ kai. paracrh/ma e;ti lalou/ntoj auvtou/ evfw,nhsen
avle,ktwrÅ
And Peter said, Man, I know not what thou sayest. And immediately, while he yet spake, the cock crew.
彼得說：你這個人，我不曉得你說的是甚麼。正說話之間，雞就叫了。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他)那 (他)彼得， 阿,(他)人， 不是/不 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到於(它)這個

你現在持續道說。 並且 當場立即地 依然仍舊地 從屬(他)現正持續發言講說了的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出聲叫喚 (他)公雞。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他)那 (他)彼得， 阿,(他)人， 不是/不 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到於(它)這個

你現在持續道說。 並且 當場立即地 依然仍舊地 從屬(他)現正持續發言講說了的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出聲叫喚 (他)那 (他)公雞。

路 22:61 kai. strafei.j ò ku,rioj evne,bleyen tw/| Pe,trw|( kai. ùpemnh,sqh ò Pe,troj tou/ rh̀,matoj tou/ kuri,ou wj̀
ei=pen auvtw/| o[ti Pri.n avle,ktora fwnh/sai sh,meron avparnh,sh| me tri,jÅ
And the Lord turned, and looked upon Peter. And Peter remembered the word of the Lord, how he had said unto
him, Before the cock crow, thou shalt deny me thrice.
主轉過身來，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對他所說的話，今日雞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認我。

並且 (他)那時(也是)被轉動翻轉了的 (他)那 (他)主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用心觀看 在對(他)那 在對(他)彼得；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在底下致使提醒記得 (他)那 (他)彼得 從屬(它)那 從屬(它)所發表言說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正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是這樣 在之前地 到於(他)公雞 那時(也是)要去出聲叫喚

今日地， 你將要(持續)讓自己完全否認拒絕 到於我 三次地。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被轉動翻轉了的 (他)那 (他)主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用心觀看 在對(他)那 在對(他)彼得；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在底下致使提醒記得 (他)那 (他)彼得 從屬(他)那註1
從屬(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正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是這樣 在之前地 到於(他)公雞

那時(也是)要去出聲叫喚， 你將要(持續)讓自己完全否認拒絕 到於我 三次地。

註1：“從屬(它)那”文法上亦可以為“從屬(他)那”。

路 22:62 kai. evxelqw.n e;xw e;klausen pikrw/jÅ
And Peter went out, and wept bitterly.
他就出去痛哭。

並且 (他)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在外面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哭泣哀號 苦澀哀痛地。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在外面地 (他)那 (他)彼得 他/她/它那時(也是)哭泣哀號 苦澀哀痛地。
[經文變異WH]

並且 (他)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在外面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哭泣哀號 苦澀哀痛地。

路 22:63 Kai. oi` a;ndrej oì sune,contej auvto.n evne,paizon auvtw/| de,rontej(
And the men that held Jesus mocked him, and smote him.
看守耶穌的人戲弄他，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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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男人/丈夫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握緊擠壓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戲弄

在對(他)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抽打了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男人/丈夫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握緊擠壓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戲弄 在對(他)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抽打了的；

路 22:64 kai. perikalu,yantej auvto.n evphrw,twn le,gontej( Profh,teuson( ti,j evstin ò pai,saj seÈ
And when they had blindfolded him, they struck him on the face, and asked him, saying, Prophesy, who is it that
smote thee?
又蒙著他的眼問他說：你是先知，告訴我們，打你的是誰。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四圍蓋住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在上面查詢求問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行在前面宣稱傳講， (他)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那時(也是)敲擊打中了的

到於你？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四圍蓋住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連敲重擊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它)那

到於(它)前面的臉面，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在上面查詢求問 到於(他)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行在前面宣稱傳講， (他)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那時(也是)敲擊打中了的

到於你？

路 22:65 kai. e[tera polla. blasfhmou/ntej e;legon eivj auvto,nÅ
And many other things blasphemously spake they against him.
他們還用許多別的話辱罵他。

並且 到於(它們)相異不同的 到於(它們)許多的 (他們)現正持續謗瀆了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向內進入

到於(他)同一者。

路 22:66 Kai. wj̀ evge,neto h̀me,ra( sunh,cqh to. presbute,rion tou/ laou/( avrcierei/j te kai. grammatei/j( kai.
avph,gagon auvto.n eivj to. sune,drion auvtw/n le,gontej(
And as soon as it was day, the elders of the people and the chief priests and the scribes came together, and led
him into their council, saying,
天一亮，民間的眾長老連祭司長帶文士都聚會；把耶穌帶到他們的公會裏，

並且 正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她)日子/白日，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聚集 (它)那 (它)長老議會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民百姓， (他們)大祭司 並/又 並且 (他們)書記文士，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從那裏帶領離開 到於(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公會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正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她)日子/白日，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聚集 (它)那 (它)長老議會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民百姓， (他們)大祭司 並/又 並且 (他們)書記文士，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上帶領

到於(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公會 從屬(他們)同一者自己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路 22:67 Eiv su. ei= ò Cristo,j( eivpo.n h̀mi/nÅ ei=pen de. auvtoi/j( VEa.n ùmi/n ei;pw( ouv mh. pisteu,shte\
Art thou the Christ? tell us. And he said unto them, If I tell you, ye will not believe:
說：你若是基督，就告訴我們。耶穌說：我若告訴你們，你們也不信；

若是 你 你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基督， 你那時(也是)就要發話言說 在對我們。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在對(他們)同一者， 但凡若是 在對你們 我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置信信託；

路 22:68 eva.n de. evrwth,sw( ouv mh. avpokriqh/teÅ
And if I also ask you, ye will not answer me, nor let me go.
我若問你們，你們也不回答。

但凡若是 然而也 我那時(也是)應該查詢求問，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被生應對回答。
[經文變異RT]

但凡若是 然而也 並且 我那時(也是)應該查詢求問，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被生應對回答註1

在對我， 甚或/或而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打發離開。

註1：“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被生應對回答”文法上亦可以為“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被生應對回答”。

路 22:69 avpo. tou/ nu/n de. e;stai ò uiò.j tou/ avnqrw,pou kaqh,menoj evk dexiw/n th/j duna,mewj tou/ qeou/Å
Hereafter shall the Son of man sit on the right hand of the power of God.
從今以後，人子要坐在神權能的右邊。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那 現在此時地 然而也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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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右手邊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能力權能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經文變異RT]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那 現在此時地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右手邊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能力權能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路 22:70 ei=pan de. pa,ntej( Su. ou=n ei= ò uiò.j tou/ qeou/È ò de. pro.j auvtou.j e;fh( ~Umei/j le,gete o[ti evgw, eivmiÅ
Then said they all, Art thou then the Son of God? And he said unto them, Ye say that I am.
他們都說：這樣，你是神的兒子麼。耶穌說：你們所說的是。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你 這樣 你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那 然而也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宣稱傳講， 你們

你們現在持續道說 是這樣 我 我現在持續是。

路 22:71 oi` de. ei=pan( Ti, e;ti e;comen marturi,aj crei,anÈ auvtoi. ga.r hvkou,samen avpo. tou/ sto,matoj auvtou/Å
And they said, What need we any further witness? for we ourselves have heard of his own mouth.
他們說：何必再用見證呢；他親口所說的，我們都親自聽見了。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依然仍舊地 我們現在持續持有 從屬(她)作證

到於(她)需用？ (他們)同一者 因為 我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那 從屬(它)口/嘴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依然仍舊地 到於(她)需用 我們現在持續持有

從屬(她)作證？ (他們)同一者 因為 我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那 從屬(它)口/嘴 從屬(他)同一者。

路 23:1 Kai. avnasta.n a[pan to. plh/qoj auvtw/n h;gagon auvto.n evpi. to.n Pila/tonÅ
And the whole multitude of them arose, and led him unto Pilate.
眾人都起來，把耶穌解到彼拉多面前。

並且 (它)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了的 (它)同時一齊地所有每一個的 (它)那 (它)聚滿大群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帶領 到於(他)同一者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那 到於(他)彼拉多。

路 23:2 h;rxanto de. kathgorei/n auvtou/ le,gontej( Tou/ton eu[ramen diastre,fonta to. e;qnoj h̀mw/n kai. kwlu,onta
fo,rouj Kai,sari dido,nai kai. le,gonta èauto.n Cristo.n basile,a ei=naiÅ
And they began to accuse him, saying, We found this fellow perverting the nation, and forbidding to give tribute
to Caesar, saying that he himself is Christ a King.
就告他說：我們見這人誘惑國民，禁止納稅給該撒，並說自己是基督，是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 然而也 現要去持續行控告 從屬(他)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到於(他)那同一者 我們那時(也是)找到尋見 到於(他)現正持續翻轉扭曲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種族邦國 從屬我們，

並且 到於(他)現正持續阻攔禁止了的 到於(他們)貢稅 在對(他)該撒 現要去持續給與， 並且 到於(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到於(他)基督 到於(他)君王 現要去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 然而也 現要去持續行控告 從屬(他)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到於(他)那同一者 我們那時(也是)找到尋見 到於(他)現正持續翻轉扭曲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種族邦國， 並且

到於(他)現正持續阻攔禁止了的 在對(他)該撒 到於(他們)貢稅 現要去持續給與， 到於(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到於(他)基督 到於(他)君王 現要去持續是。

路 23:3 ò de. Pila/toj hvrw,thsen auvto.n le,gwn( Su. ei= ò basileu.j tw/n VIoudai,wnÈ ò de. avpokriqei.j auvtw/| e;fh( Su.
le,geijÅ
And Pilate asked him, saying, Art thou the King of the Jews? And he answered him and said, Thou sayest it.
彼拉多問耶穌說：你是猶太人的王麼。耶穌回答說：你說的是。

(他)那 然而也 (他)彼拉多 他/她/它那時(也是)查詢求問 到於(他)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 你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君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他)那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宣稱傳講， 你 你現在持續道說。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彼拉多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上面查詢求問 到於(他)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

你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君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他)那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宣稱傳講， 你 你現在持續道說。

路 23:4 ò de. Pila/toj ei=pen pro.j tou.j avrcierei/j kai. tou.j o;clouj( Ouvde.n eùri,skw ai;tion evn tw/| avnqrw,pw|
tou,tw|Å
Then said Pilate to the chief priests and to the people, I find no fault in this man.
彼拉多對祭司長和眾人說：我查不出這人有甚麼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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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那 然而也 (他)彼拉多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大祭司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群眾，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我現在持續找到尋見 到於(它)原因理由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人 在對(他)那同一者。

路 23:5 oi` de. evpi,scuon le,gontej o[ti VAnasei,ei to.n lao.n dida,skwn kaqV o[lhj th/j VIoudai,aj( kai. avrxa,menoj avpo.
th/j Galilai,aj e[wj w-deÅ
And they were the more fierce, saying, He stirreth up the people, teaching throughout all Jewry, beginning from
Galilee to this place.
但他們越發極力的說：他煽惑百姓，在猶太遍地傳道，從加利利起，直到這裏了。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在上面有強壯大力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持續鼓動煽惑 到於(他)那 到於(他)人民百姓， (他)現正持續教導了的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她)整個全部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猶太地方， 並且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加利利 一直直到 也就在此地。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在上面有強壯大力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持續鼓動煽惑 到於(他)那 到於(他)人民百姓， (他)現正持續教導了的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她)整個全部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猶太地方，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加利利 一直直到 也就在此地。

路 23:6 Pila/toj de. avkou,saj evphrw,thsen eiv o` a;nqrwpoj Galilai/o,j evstin(
When Pilate heard of Galilee, he asked whether the man were a Galilaean.
彼拉多一聽見，就問這人是加利利人麼。

(他)彼拉多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上面查詢求問 若是 (他)那 (他)人 (他)加利利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他)彼拉多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到於(她)加利利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上面查詢求問 若是 (他)那

(他)人 (他)加利利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路 23:7 kai. evpignou.j o[ti evk th/j evxousi,aj ~Hrw,|dou evsti.n avne,pemyen auvto.n pro.j ~Hrw,|dhn( o;nta kai. auvto.n evn
~Ierosolu,moij evn tau,taij tai/j hm̀e,raijÅ
And as soon as he knew that he belonged unto Herod's jurisdiction, he sent him to Herod, who himself also was
at Jerusalem at that time.
既曉得耶穌屬希律所管，就把他送到希律那裏去；那時希律正在耶路撒冷。

並且 (他)那時(也是)清楚認識知道了的 是這樣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權柄掌握 從屬(他)希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上差送打發 到於(他)同一者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希律，

到於(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並且 到於(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它們)耶路撒冷 在內 在對(她們)那同一者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日子/白日。

路 23:8 ò de. ~Hrw,|dhj ivdw.n to.n VIhsou/n evca,rh li,an( h=n ga.r evx ìkanw/n cro,nwn qe,lwn ivdei/n auvto.n dia. to.
avkou,ein peri. auvtou/ kai. h;lpize,n ti shmei/on ivdei/n ùpV auvtou/ gino,menonÅ
And when Herod saw Jesus, he was exceeding glad: for he was desirous to see him of a long season, because
he had heard many things of him; and he hoped to have seen some miracle done by him.
希律看見耶穌，就很歡喜；因為聽見過他的事，久已想要見他；並且指望看他行一件神蹟。

(他)那 然而也 (他)希律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歡喜安樂

極度非常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因為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達到足夠的 從屬(他們)時段期間 (他)現正持續定意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看見察覺 到於(他)同一者，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 現要去持續聲聞耳聽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有期盼指望 到於(它)任何什麼 到於(它)識別之表記徵兆

那時(也是)要去看見察覺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它)現正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了的。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希律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歡喜安樂

極度非常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因為 (他)現正持續定意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他)達到足夠的

那時(也是)要去看見察覺 到於(他)同一者，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 現要去持續聲聞耳聽 到於(它們)許多的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有期盼指望 到於(它)任何什麼 到於(它)識別之表記徵兆

那時(也是)要去看見察覺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它)現正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了的。

路 23:9 evphrw,ta de. auvto.n evn lo,goij ìkanoi/j( auvto.j de. ouvde.n avpekri,nato auvtw/|Å
Then he questioned with him in many words; but he answered him nothing.
於是問他許多的話；耶穌卻一言不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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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當時持續在上面查詢求問 然而也 到於(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在對(他們)達到足夠的； (他)同一者 然而也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在對(他)同一者。

路 23:10 eìsth,keisan de. oi` avrcierei/j kai. oi` grammatei/j euvto,nwj kathgorou/ntej auvtou/Å
And the chief priests and scribes stood and vehemently accused him.
祭司長和文士，都站著極力的告他。

他/她/它們當時已經立定站住 然而也 (他們)那些 (他們)大祭司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書記文士， 強有力地

(他們)現正持續行控告了的 從屬(他)同一者。

路 23:11 evxouqenh,saj de. auvto.n Îkai.Ð ò ~Hrw,|dhj su.n toi/j strateu,masin auvtou/ kai. evmpai,xaj peribalw.n evsqh/ta
lampra.n avne,pemyen auvto.n tw/| Pila,tw|Å
And Herod with his men of war set him at nought, and mocked him, and arrayed him in a gorgeous robe, and
sent him again to Pilate.
希律和他的兵丁就藐視耶穌，戲弄他，給他穿上華麗衣服，把他送回彼拉多那裏去。

(他)那時(也是)輕視了的 然而也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他)那 (他)希律 共同一起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隊伍軍兵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那時(也是)戲弄了的， (他)那時(也是)披蓋穿裹了的 到於(她)衣著 到於(她)光耀華麗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上差送打發 到於(他)同一者 在對(他)那 在對(他)彼拉多。
[經文變異RT]

(他)那時(也是)輕視了的 然而也 到於(他)同一者 (他)那 (他)希律 共同一起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隊伍軍兵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那時(也是)戲弄了的， (他)那時(也是)披蓋穿裹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她)衣著

到於(她)光耀華麗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上差送打發 到於(他)同一者 在對(他)那 在對(他)彼拉多。
[經文變異WH]

(他)那時(也是)輕視了的 然而也 到於(他)同一者 (他)那 (他)希律 共同一起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隊伍軍兵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那時(也是)戲弄了的， (他)那時(也是)披蓋穿裹了的 到於(她)衣著 到於(她)光耀華麗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上差送打發 到於(他)同一者 在對(他)那 在對(他)彼拉多。

路 23:12 evge,nonto de. fi,loi o[ te ~Hrw,|dhj kai. ò Pila/toj evn auvth/| th/| hm̀e,ra| metV avllh,lwn\ prou?ph/rcon ga.r evn
e;cqra| o;ntej pro.j auvtou,jÅ
And the same day Pilate and Herod were made friends together: for before they were at enmity between
themselves.
從前希律和彼拉多彼此有仇；在那一天就成了朋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然而也 (他們)朋友 (他)那 並/又 (他)希律 並且 (他)那 (他)彼拉多 在內

在對(她)同一者 在對(她)那 在對(她)日子/白日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彼此；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先前源屬具有

因為 在內 在對(她)仇意敵視 (他們)現正持續是了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然而也 (他們)朋友 (他)那 並/又 (他)希律 並且 (他)那 (他)彼拉多 在內

在對(她)同一者 在對(她)那 在對(她)日子/白日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彼此；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先前源屬具有

因為 在內 在對(她)仇意敵視 (他們)現正持續是了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路 23:13 Pila/toj de. sugkalesa,menoj tou.j avrcierei/j kai. tou.j a;rcontaj kai. to.n lao.n
And Pilate, when he had called together the chief priests and the rulers and the people,
彼拉多傳齊了祭司長，和官府，並百姓，

(他)彼拉多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促請召喚到一起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大祭司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首領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人民百姓，

路 23:14 ei=pen pro.j auvtou,j( Proshne,gkate, moi to.n a;nqrwpon tou/ton wj̀ avpostre,fonta to.n lao,n( kai. ivdou. evgw.
evnw,pion ùmw/n avnakri,naj ouvqe.n eu-ron evn tw/| avnqrw,pw| tou,tw| ai;tion w-n kathgorei/te katV auvtou/Å
Said unto them, Ye have brought this man unto me, as one that perverteth the people: and, behold, I, having
examined him before you, have found no fault in this man touching those things whereof ye accuse him:
就對他們說：你們解這人到我這裏，說他是誘惑百姓的；看哪，我也曾將你們告他的事，在你們面前審問他，並

沒有查出他甚麼罪來；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你們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負載攜帶 在對我

到於(他)那 到於(他)人 到於(他)那同一者 正如地 到於(他)現正持續從那裏轉動翻轉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人民百姓；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我 在面前地 從屬你們 (他)那時(也是)詳細審察了的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我那時(也是)找到尋見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人 在對(他)那同一者 到於(它)原因理由

從屬(它們)這些個 你們現在持續行控告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他)同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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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23:15 avllV ouvde. ~Hrw,|dhj( avne,pemyen ga.r auvto.n pro.j hm̀a/j( kai. ivdou. ouvde.n a;xion qana,tou evsti.n
pepragme,non auvtw/|\
No, nor yet Herod: for I sent you to him; and, lo, nothing worthy of death is done unto him.
就是希律也是如此，所以把他送回來；可見他沒有作甚麼該死的事。

但乃是 然而也不是地 (他)希律；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上差送打發 因為 到於(他)同一者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我們；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它)相配值得的 從屬(他)死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現在已經被實施行使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但乃是 然而也不是地 (他)希律； 我那時(也是)向上差送打發 因為 到於你們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它)相配值得的 從屬(他)死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現在已經被實施行使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路 23:16 paideu,saj ou=n auvto.n avpolu,swÅ
I will therefore chastise him, and release him.
故此我要責打他，把他釋放了。

(他)那時(也是)訓練管教了的 這樣 到於(他)同一者 我將要(持續)打發離開。

路 23:17 avna,gkhn de, ei=cen avpolu,ein auvtoi/j kata. èorth.n e[naÅ
(For of necessity he must release one unto them at the feast.)
〔有古卷在此有：每逢這節期巡撫必須釋放一個囚犯給他們〕

註：Nestle-Aland 26/27版本無此節。

[經文變異RT]

到於(她)迫切需要 然而也 他/她/它當時持續持有 現要去持續打發離開 在對(他們)同一者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節期 到於(他)一個。

路 23:18 avne,kragon de. pamplhqei. le,gontej( Ai=re tou/ton( avpo,luson de. hm̀i/n to.n Barabba/n\
And they cried out all at once, saying, Away with this man, and release unto us Barabbas:
眾人卻一齊喊著說：除掉這個人，釋放巴拉巴給我們。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上嘶聲吶喊 然而也 大家一齊地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現在就要持續提起

到於(他)那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就要打發離開 然而也 在對我們 到於(他)那 到於(他)巴拉巴；

路 23:19 o[stij h=n dia. sta,sin tina. genome,nhn evn th/| po,lei kai. fo,non blhqei.j evn th/| fulakh/|Å
(Who for a certain sedition made in the city, and for murder, was cast into prison.)
這巴拉巴是因在城裏作亂殺人下在監裏的。

(他)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她)站定對立 到於(她)任何什麼

到於(她)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城邑 並且 到於(他)謀害凶殺

(他)那時(也是)被投擲了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夜更/監獄。
[經文變異RT]

(他)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她)站定對立 到於(她)任何什麼

到於(她)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城邑 並且 到於(他)謀害凶殺 (他)現在已經被投擲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夜更/監獄。

路 23:20 pa,lin de. ò Pila/toj prosefw,nhsen auvtoi/j qe,lwn avpolu/sai to.n VIhsou/nÅ
Pilate therefore, willing to release Jesus, spake again to them.
彼拉多願意釋放耶穌，就又勸解他們；

重新又再地 然而也 (他)那 (他)彼拉多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出聲叫喚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定意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打發離開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經文變異RT]

重新又再地 這樣 (他)那 (他)彼拉多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出聲叫喚， (他)現正持續定意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打發離開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路 23:21 oi` de. evpefw,noun le,gontej( Stau,rou stau,rou auvto,nÅ
But they cried, saying, Crucify him, crucify him.
無奈他們喊著說：釘他十字架，釘他十字架。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在上面出聲叫喚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現在就要持續釘十字架，

你現在就要持續釘十字架 到於(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在上面出聲叫喚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釘十字架，

你那時(也是)就要釘十字架 到於(他)同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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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23:22 ò de. tri,ton ei=pen pro.j auvtou,j( Ti, ga.r kako.n evpoi,hsen ou-tojÈ ouvde.n ai;tion qana,tou eu-ron evn auvtw/|\
paideu,saj ou=n auvto.n avpolu,swÅ
And he said unto them the third time, Why, what evil hath he done? I have found no cause of death in him: I will
therefore chastise him, and let him go.
彼拉多第三次對他們說：為甚麼呢，這人作了甚麼惡事呢，我並沒有查出他甚麼該死的罪來；所以我要責打他，

把他釋放了。

(他)那 然而也 到於(它)第三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因為 到於(它)卑劣不好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他)那同一者？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到於(它)原因理由 從屬(他)死 我那時(也是)找到尋見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訓練管教了的 這樣 到於(他)同一者 我將要(持續)打發離開。

路 23:23 oi` de. evpe,keinto fwnai/j mega,laij aivtou,menoi auvto.n staurwqh/nai( kai. kati,scuon aì fwnai. auvtw/nÅ
And they were instant with loud voices, requiring that he might be crucified. And the voices of them and of the
chief priests prevailed.
他們大聲催逼彼拉多，求他把耶穌釘在十字架上。他們的聲音就得了勝，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壓放在上面 在對(她們)聲音 在對(她們)極大的，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索問要求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被釘十字架；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壓服勝過

(她們)那些 (她們)聲音 從屬(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壓放在上面 在對(她們)聲音 在對(她們)極大的，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索問要求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被釘十字架；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壓服勝過

(她們)那些 (她們)聲音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大祭司。

路 23:24 kai. Pila/toj evpe,krinen gene,sqai to. ai;thma auvtw/n\
And Pilate gave sentence that it should be as they required.
彼拉多這纔照他們所求的定案；

並且 (他)彼拉多 他/她/它那時(也是)宣判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生發成為 到於(它)那 到於(它)所索問要求

從屬(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彼拉多 他/她/它那時(也是)宣判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生發成為 到於(它)那 到於(它)所索問要求

從屬(他們)同一者；

路 23:25 avpe,lusen de. to.n dia. sta,sin kai. fo,non beblhme,non eivj fulakh.n o]n hv|tou/nto( to.n de. VIhsou/n pare,dwken
tw/| qelh,mati auvtw/nÅ
And he released unto them him that for sedition and murder was cast into prison, whom they had desired; but
he delivered Jesus to their will.
把他們所求的那作亂殺人下在監裏的，釋放了；把耶穌交給他們，任憑他們的意思行。

他/她/它那時(也是)打發離開 然而也 到於(他)那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她)站定對立 並且 到於(他)謀害凶殺

到於(他)現在已經被投擲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夜更/監獄， 到於(他)這個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索問要求；

到於(他)那 然而也 到於(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交付 在對(它)那 在對(它)所定意 從屬(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打發離開 然而也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那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她)站定對立 並且

到於(他)謀害凶殺 到於(他)現在已經被投擲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夜更/監獄， 到於(他)這個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索問要求； 到於(他)那 然而也 到於(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交付 在對(它)那

在對(它)所定意 從屬(他們)同一者。

路 23:26 Kai. wj̀ avph,gagon auvto,n( evpilabo,menoi Si,mwna, tina Kurhnai/on evrco,menon avpV avgrou/ evpe,qhkan auvtw/|
to.n stauro.n fe,rein o;pisqen tou/ VIhsou/Å
And as they led him away, they laid hold upon one Simon, a Cyrenian, coming out of the country, and on him
they laid the cross, that he might bear it after Jesus.
帶耶穌去的時候，有一個古利奈人西門，從鄉下來；他們就抓住他，把十字架擱在他身上，叫他背著跟隨耶穌。

並且 正如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從那裏帶領離開 到於(他)同一者，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拿取到了的 到於(他)西門

到於(他)任何什麼 到於(他)古利奈人 到於(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田野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置放擺設在上面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他)那 到於(他)十字架 現要去持續負載攜帶 從在後面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耶穌。
[經文變異RT]

並且 正如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從那裏帶領離開 到於(他)同一者，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拿取到了的 從屬(他)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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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屬(他)任何什麼 從屬(他)古利奈人 從屬(他)那 從屬(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田野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置放擺設在上面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他)那 到於(他)十字架 現要去持續負載攜帶 從在後面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耶穌。

路 23:27 VHkolou,qei de. auvtw/| polu. plh/qoj tou/ laou/ kai. gunaikw/n ai] evko,ptonto kai. evqrh,noun auvto,nÅ
And there followed him a great company of people, and of women, which also bewailed and lamented him.
有許多百姓，跟隨耶穌，內中有好些婦女，婦女們為他號咷痛哭。

他/她/它當時持續跟隨 然而也 在對(他)同一者 (它)許多的 (它)聚滿大群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民百姓 並且

從屬(她們)女人， (她們)這些個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切砍擊打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有悲鳴哀悼

到於(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當時持續跟隨 然而也 在對(他)同一者 (它)許多的 (它)聚滿大群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民百姓 並且

從屬(她們)女人， (她們)這些個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切砍擊打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有悲鳴哀悼

到於(他)同一者。

路 23:28 strafei.j de. pro.j auvta.j ÎòÐ VIhsou/j ei=pen( Qugate,rej VIerousalh,m( mh. klai,ete evpV evme,\ plh.n evfV èauta.j
klai,ete kai. evpi. ta. te,kna ùmw/n(
But Jesus turning unto them said, Daughters of Jerusalem, weep not for me, but weep for yourselves, and for
your children.
耶穌轉身對他們說：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為我哭，當為自己和自己的兒女哭。

(他)那時(也是)被轉動翻轉了的 然而也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們)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阿,(她們)女兒 從屬(她)耶陸撒冷，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哭泣哀號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我"， 超出之外地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們)同一者自己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哭泣哀號， 並且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孩子 從屬你們；
[經文變異WH]

(他)那時(也是)被轉動翻轉了的 然而也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們)同一者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阿,(她們)女兒 從屬(她)耶陸撒冷，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哭泣哀號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我"， 超出之外地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們)同一者自己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哭泣哀號， 並且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孩子 從屬你們；

路 23:29 o[ti ivdou. e;rcontai hm̀e,rai evn ai-j evrou/sin( Maka,riai aì stei/rai kai. aì koili,ai ai] ouvk evge,nnhsan kai.
mastoi. oi] ouvk e;qreyanÅ
For, behold, the days are coming, in the which they shall say, Blessed are the barren, and the wombs that never
bare, and the paps which never gave suck.
因為日子要到，人必說：不生育的，和未曾懷胎的，未曾乳養嬰孩的，有福了。

是這樣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她們)日子/白日， 在內

在對(她們)這些個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開聲言說， (她們)蒙至高褔的 (她們)那些 (她們)僵硬不孕， 並且 (她們)那些

(她們)腹腔 (她們)這些個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生發成為族類， 並且 (他們)乳部前胸 (他們)這些個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滋養強健。
[經文變異RT]

是這樣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她們)日子/白日， 在內

在對(她們)這些個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開聲言說， (她們)蒙至高褔的 (她們)那些 (她們)僵硬不孕， 並且 (她們)腹腔

(她們)這些個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生發成為族類， 並且 (他們)乳部前胸 (他們)這些個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哺乳。

路 23:30 to,te a;rxontai le,gein toi/j o;resin( Pe,sete evfV hm̀a/j( kai. toi/j bounoi/j( Kalu,yate hm̀a/j\
Then shall they begin to say to the mountains, Fall on us; and to the hills, Cover us.
那時，人要向大山說：倒在我們身上；向小山說：遮蓋我們。

當那時地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起始為首 現要去持續道說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高山，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落下墜落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我們； 並且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土丘，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遮蓋隱藏 到於我們；

路 23:31 o[ti eiv evn tw/| ùgrw/| xu,lw| tau/ta poiou/sin( evn tw/| xhrw/| ti, ge,nhtaiÈ
For if they do these things in a green tree, what shall be done in the dry?
這些事既行在有汁水的樹上，那枯乾的樹，將來怎麼樣呢。

是這樣 若是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有汁液的 在對(它)木幹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枯乾的 (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生發成為？
[經文變異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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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這樣 若是 在內 在對(它)有汁液的 在對(它)木幹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枯乾的 (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生發成為？

路 23:32 :Hgonto de. kai. e[teroi kakou/rgoi du,o su.n auvtw/| avnaireqh/naiÅ
And there were also two other, malefactors, led with him to be put to death.
又有兩個犯人，和耶穌一同帶來處死。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被帶領 然而也 並且 (他們)相異不同的 (他們)作惡的 (他們)二個/兩個 共同一起 在對(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被挪去。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被帶領 然而也 並且 (他們)相異不同的 (他們)二個/兩個 (他們)作惡的 共同一起 在對(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被挪去。

路 23:33 kai. o[te h=lqon evpi. to.n to,pon to.n kalou,menon Krani,on( evkei/ evstau,rwsan auvto.n kai. tou.j kakou,rgouj(
o]n me.n evk dexiw/n o]n de. evx avristerw/nÅ
And when they were come to the place, which is called Calvary, there they crucified him, and the malefactors,
one on the right hand, and the other on the left.
到了一個地方，名叫髑髏地，就在那裏把耶穌釘在十字架上，又釘了兩個犯人，一個在左邊，一個在右邊。

並且 當這時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那 到於(他)地點處所 到於(他)那

到於(他)現正持續被促請召喚了的 到於(它)髑髏， 在那裏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釘十字架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作惡的， 到於(他)這個 的確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右手邊的， 到於(他)這個 然而也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左手邊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當這時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那 到於(他)地點處所 到於(他)那

到於(他)現正持續被促請召喚了的 到於(它)髑髏， 在那裏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釘十字架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作惡的， 到於(他)這個 的確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右手邊的， 到於(他)這個 然而也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左手邊的。

路 23:34 ÎÎò de. VIhsou/j e;legen( Pa,ter( a;fej auvtoi/j( ouv ga.r oi;dasin ti, poiou/sinÅÐÐ diamerizo,menoi de. ta. ìma,tia
auvtou/ e;balon klh,roujÅ
Then said Jesus, Father, forgive them; for they know not what they do. And they parted his raiment, and cast
lots.
當下耶穌說：父阿，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作的，他們不曉得。兵丁就拈鬮分他的衣服。

(他)那 然而也 (他)耶穌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阿,(他)父親， 你那時(也是)就要任憑釋放離開 在對(他們)同一者；

不是/不 因為 他/她/它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徹底地分開了的 然而也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衣服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投擲 到於(他們)骰子籤份。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耶穌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阿,(他)父親， 你那時(也是)就要任憑釋放離開 在對(他們)同一者；

不是/不 因為 他/她/它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徹底地分開了的 然而也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衣服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投擲 到於(他)骰子籤份。
[經文變異WH]

(他)那 然而也 (他)耶穌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阿,(他)父親， 你那時(也是)就要任憑釋放離開 在對(他們)同一者；

不是/不 因為 他/她/它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徹底地分開了的 然而也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衣服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投擲 到於(他)骰子籤份。

路 23:35 kai. eis̀th,kei ò lao.j qewrw/nÅ evxemukth,rizon de. kai. oi` a;rcontej le,gontej( :Allouj e;swsen( swsa,tw
eàuto,n( eiv ou-to,j evstin ò Cristo.j tou/ qeou/ ò evklekto,jÅ
And the people stood beholding. And the rulers also with them derided him, saying, He saved others; let him
save himself, if he be Christ, the chosen of God.
百姓站在那裏觀看。官府也嗤笑他說：他救了別人；他若是基督，神所揀選的，可以救自己罷。

並且 他/她/它當時已經立定站住 (他)那 (他)人民百姓 (他)現正持續行定睛觀看了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向外輕慢

然而也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首領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到於(他們)另外不同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拯救；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拯救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若是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基督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那 (他)乃挑選的。
[經文變異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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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 他/她/它當時已經立定站住 (他)那 (他)人民百姓 (他)現正持續行定睛觀看了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向外輕慢

然而也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首領 共同一起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到於(他們)另外不同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拯救；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拯救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若是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基督 (他)那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乃挑選的。

路 23:36 evne,paixan de. auvtw/| kai. oi` stratiw/tai proserco,menoi( o;xoj prosfe,rontej auvtw/|
And the soldiers also mocked him, coming to him, and offering him vinegar,
兵丁也戲弄他，上前拿醋送給他喝，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戲弄 然而也 在對(他)同一者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士兵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了的， 到於(它)醋 (他們)現正持續在前面向著負載攜帶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戲弄 然而也 在對(他)同一者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士兵，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了的 並且 到於(它)醋 (他們)現正持續在前面向著負載攜帶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路 23:37 kai. le,gontej( Eiv su. ei= ò basileu.j tw/n VIoudai,wn( sw/son seauto,nÅ
And saying, If thou be the king of the Jews, save thyself.
說：你若是猶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罷。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若是 你 你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君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拯救 到於(他)你自己。

路 23:38 h=n de. kai. evpigrafh. evpV auvtw/|( ~O basileu.j tw/n VIoudai,wn ou-tojÅ
And a superscription also was written over him in letters of Greek, and Latin, and Hebrew, THIS IS THE KING
OF THE JEWS.
在耶穌以上有一個牌子，〔有古卷在此有：用希利尼羅馬希伯來的文字〕寫著，這是猶太人的王。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並且 (她)題字名號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君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他)那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並且 (她)題字名號 (她)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了的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同一者

在對(它們)所刻寫記載 在對(它們)屬希利尼人的 並且 在對(它們)屬羅馬的 並且 在對(它們)屬希伯來的，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君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路 23:39 Ei-j de. tw/n kremasqe,ntwn kakou,rgwn evblasfh,mei auvto.n le,gwn( Ouvci. su. ei= ò Cristo,jÈ sw/son seauto.n
kai. hm̀a/jÅ
And one of the malefactors which were hanged railed on him, saying, If thou be Christ, save thyself and us.
那同釘的兩個犯人，有一個譏誚他說：你不是基督麼；可以救自己和我們罷。

(他)一個 然而也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那時(也是)被懸掛垂吊了的 從屬(他們)作惡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謗瀆

到於(他)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豈不是呢 你 你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基督？ 你那時(也是)就要拯救

到於(他)你自己 並且 到於我們。
[經文變異RT]

(他)一個 然而也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那時(也是)被懸掛垂吊了的 從屬(他們)作惡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謗瀆

到於(他)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若是 你 你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基督， 你那時(也是)就要拯救

到於(他)你自己 並且 到於我們。
[經文變異WH]

(他)一個 然而也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那時(也是)被懸掛垂吊了的 從屬(他們)作惡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謗瀆

到於(他)同一者， 豈不是呢 你 你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基督？ 你那時(也是)就要拯救 到於(他)你自己 並且

到於我們。

路 23:40 avpokriqei.j de. ò e[teroj evpitimw/n auvtw/| e;fh( Ouvde. fobh/| su. to.n qeo,n( o[ti evn tw/| auvtw/| kri,mati ei=È
But the other answering rebuked him, saying, Dost not thou fear God, seeing thou art in the same
condemnation?
那一個就應聲責備他說：你既是一樣受刑的，還不怕神麼。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相異不同的 (他)現正持續評斷申誡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宣稱傳講， 然而也不是地 你現在持續讓自己/被成驚恐畏懼 你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是這樣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同一者 在對(它)審案判決 你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相異不同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評斷申誡 在對(他)同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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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然而也不是地 你現在持續讓自己/被成驚恐畏懼 你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是這樣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同一者 在對(它)審案判決 你現在持續是？

路 23:41 kai. hm̀ei/j me.n dikai,wj( a;xia ga.r w-n evpra,xamen avpolamba,nomen\ ou-toj de. ouvde.n a;topon e;praxenÅ
And we indeed justly; for we receive the due reward of our deeds: but this man hath done nothing amiss.
我們是應該的；因我們所受的，與我們所作的相稱；但這個人沒有作過一件不好的事。

並且 我們 的確 具公平正義地； 到於(它們)相配值得的 因為 從屬(它們)這些個 我們那時(也是)實施行使

我們現在持續從那裏拿取； (他)那同一者 然而也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到於(它)不恰當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實施行使。

路 23:42 kai. e;legen( VIhsou/( mnh,sqhti, mou o[tan e;lqh|j eivj th.n basilei,an souÅ
And he said unto Jesus, Lord, remember me when thou comest into thy kingdom.
就說：耶穌阿，你得國降臨的時候，求你記念我。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在對(他)耶穌， 你那時(也是)就要被提醒記得 從屬我， 但凡當這時

你那時(也是)應該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王權國度 從屬你。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在對(他)那 在對(他)耶穌， 你那時(也是)就要被提醒記得 從屬我， 阿,(他)主人，

但凡當這時 你那時(也是)應該到來前往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王權國度 從屬你。

路 23:43 kai. ei=pen auvtw/|( VAmh,n soi le,gw( sh,meron metV evmou/ e;sh| evn tw/| paradei,sw|Å
And Jesus said unto him, Verily I say unto thee, To day shalt thou be with me in paradise.
耶穌對他說：我實在告訴你，今日你要同我在樂園裏了。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阿們 在對你 我現在持續道說， 今日地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我" 你將要(持續)是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樂園。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 今日地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我" 你將要(持續)是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樂園。

路 23:44 Kai. h=n h;dh ẁsei. w[ra e[kth kai. sko,toj evge,neto evfV o[lhn th.n gh/n e[wj w[raj evna,thj
And it was about the sixth hour, and there was a darkness over all the earth until the ninth hour.
那時約有午正，遍地都黑暗了，直到申初，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甚而已然如此地 正如好像地 (她)鐘點時刻 (她)第六的， 並且 (它)黑暗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整個全部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一直直到

從屬(她)鐘點時刻 從屬(她)第九的，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正如好像地 (她)鐘點時刻 (她)第六的， 並且 (它)黑暗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整個全部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一直直到

從屬(她)鐘點時刻 從屬(她)第九的；

路 23:45 tou/ hl̀i,ou evklipo,ntoj( evsci,sqh de. to. katape,tasma tou/ naou/ me,sonÅ
And the sun was darkened, and the veil of the temple was rent in the midst.
日頭變黑了；殿裏的幔子從當中裂為兩半。

從屬(他)那 從屬(他)日頭太陽 從屬(他)那時(也是)刪除消逝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分裂斷開 然而也 (它)那

(它)幔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殿宇 到於(它)中間當中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蔽以黑暗 (他)那 (他)日頭太陽，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分裂斷開 (它)那 (它)幔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殿宇 到於(它)中間當中的。
[經文變異WH]

從屬(他)那 從屬(他)日頭太陽 從屬(他)現正持續刪除消逝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分裂斷開 然而也 (它)那 (它)幔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殿宇 到於(它)中間當中的。

路 23:46 kai. fwnh,saj fwnh/| mega,lh| ò VIhsou/j ei=pen( Pa,ter( eivj cei/ra,j sou parati,qemai to. pneu/ma, mouÅ tou/to
de. eivpw.n evxe,pneusenÅ
And when Jesus had cried with a loud voice, he said, Father, into thy hands I commend my spirit: and having
said thus, he gave up the ghost.
耶穌大聲喊著說：父阿，我將我的靈魂交在你手裏；說了這話，氣就斷了。

並且 (他)那時(也是)出聲叫喚了的 在對(她)聲音 在對(她)極大的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阿,(他)父親， 向內進入 到於(她們)手 從屬你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置放擺設在旁邊 到於(它)那 到於(它)靈/風 從屬我。

到於(它)那同一者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發話言說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斷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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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出聲叫喚了的 在對(她)聲音 在對(她)極大的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阿,(他)父親， 向內進入 到於(她們)手 從屬你 我將要(持續)讓自己置放擺設在旁邊 到於(它)那 到於(它)靈/風 從屬我。

並且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發話言說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斷氣。

路 23:47 VIdw.n de. ò ek̀atonta,rchj to. geno,menon evdo,xazen to.n qeo.n le,gwn( :Ontwj ò a;nqrwpoj ou-toj di,kaioj
h=nÅ
Now when the centurion saw what was done, he glorified God, saying, Certainly this was a righteous man.
百夫長看見所成的事，就歸榮耀與神說：這真是個義人。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百夫長 到於(它)那 到於(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歸榮耀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真正是地 (他)那 (他)人 (他)那同一者

(他)具公平正義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百夫長 到於(它)那 到於(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歸榮耀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真正是地 (他)那 (他)人 (他)那同一者

(他)具公平正義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路 23:48 kai. pa,ntej oi` sumparageno,menoi o;cloi evpi. th.n qewri,an tau,thn( qewrh,santej ta. geno,mena( tu,ptontej
ta. sth,qh up̀e,strefonÅ
And all the people that came together to that sight, beholding the things which were done, smote their breasts,
and returned.
聚集觀看的眾人，見了這所成的事，都捶著胸回去了。

並且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那些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一起來到旁邊了的 (他們)群眾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景觀場面 到於(她)那同一者， (他們)那時(也是)行定睛觀看了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他們)現正持續連敲重擊了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胸膛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翻轉轉回。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那些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一起來到旁邊了的 (他們)群眾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景觀場面 到於(她)那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行定睛觀看了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他們)現正持續連敲重擊了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自己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胸膛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翻轉轉回。

路 23:49 eìsth,keisan de. pa,ntej oì gnwstoi. auvtw/| avpo. makro,qen kai. gunai/kej aì sunakolouqou/sai auvtw/| avpo.
th/j Galilai,aj òrw/sai tau/taÅ
And all his acquaintance, and the women that followed him from Galilee, stood afar off, beholding these things.
還有一切與耶穌熟識的人，和從加利利跟著他來的婦女們，都遠遠的站著，看這些事。

他/她/它們當時已經立定站住 然而也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那些 (他們)乃認識知道的 在對(他)同一者

從那裏離開 從距離遠地， 並且 (她們)女人 (她們)那些 (她們)現正持續共同跟隨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加利利， (她們)現正持續看見清楚了的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當時已經立定站住 然而也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那些 (他們)乃認識知道的 從屬(他)同一者

從距離遠地， 並且 (她們)女人 (她們)那些 (她們)那時(也是)共同跟隨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加利利， (她們)現正持續看見清楚了的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路 23:50 Kai. ivdou. avnh.r ovno,mati VIwsh.f bouleuth.j up̀a,rcwn Îkai.Ð avnh.r avgaqo.j kai. di,kaioj
And, behold, there was a man named Joseph, a counseller; and he was a good man, and a just:
有一個人名叫約瑟，是個議士，為人善良公義；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男人/丈夫 在對(它)名字 (他)約瑟 (他)議士 (他)現正持續源屬具有了的，

並且 (他)男人/丈夫 (他)良善的 並且 (他)具公平正義的；
[經文變異RT][經文變異WH]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男人/丈夫 在對(它)名字 (他)約瑟 (他)議士 (他)現正持續源屬具有了的，

(他)男人/丈夫 (他)良善的 並且 (他)具公平正義的；

路 23:51 & ou-toj ouvk h=n sugkatateqeime,noj th/| boulh/| kai. th/| pra,xei auvtw/n & avpo. ~Arimaqai,aj po,lewj tw/n
VIoudai,wn( o]j prosede,ceto th.n basilei,an tou/ qeou/(
(The same had not consented to the counsel and deed of them;) he was of Arimathaea, a city of the Jews: who

also himself waited for the kingdom of God.
眾人所謀所為，他並沒有附從；他本是猶太亞利馬太城裏素常盼望神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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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那同一者 不是/不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現在已經讓自己/被附議贊同了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打算意圖 並且

在對(她)那 在對(她)實施行使 從屬(他們)同一者；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亞利馬太 從屬(她)城邑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他)這個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在前面向著接納領受 到於(她)那 到於(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經文變異RT]

(他)那同一者 不是/不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現在已經讓自己/被附議贊同了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打算意圖 並且

在對(她)那 在對(她)實施行使 從屬(他們)同一者；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亞利馬太 從屬(她)城邑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他)這個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在前面向著接納領受 並且 (他)同一者 到於(她)那

到於(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路 23:52 ou-toj proselqw.n tw/| Pila,tw| hv|th,sato to. sw/ma tou/ VIhsou/
This man went unto Pilate, and begged the body of Jesus.
這人去見彼拉多，求耶穌的身體；

(他)那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了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彼拉多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索問要求

到於(它)那 到於(它)身體 從屬(他)那 從屬(他)耶穌；

路 23:53 kai. kaqelw.n evnetu,lixen auvto. sindo,ni kai. e;qhken auvto.n evn mnh,mati laxeutw/| ou- ouvk h=n ouvdei.j ou;pw
kei,menojÅ
And he took it down, and wrapped it in linen, and laid it in a sepulchre that was hewn in stone, wherein never
man before was laid.
就取下來用細麻布裹好，安放在石頭鑿成的墳墓裏，那裏頭從來沒有葬過人。

並且 (他)那時(也是)拆開卸下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捲繞纏裹在內 到於(它)同一者 在對(她)細白亞麻布，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置放擺設 到於(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它)靈堂墓地 在對(它)乃石塊鑿成的， 在這裏地 不是/不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尚未地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安置了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拆開卸下了的 到於(它)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捲繞纏裹在內 到於(它)同一者

在對(她)細白亞麻布，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置放擺設 到於(它)同一者 在內 在對(它)靈堂墓地

在對(它)乃石塊鑿成的， 從屬(它)這個註1 不是/不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尚未地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安置了的。

註1：“在這裏地” 字形上亦可以為“從屬(它)這個”。

路 23:54 kai. hm̀e,ra h=n paraskeuh/j kai. sa,bbaton evpe,fwskenÅ
And that day was the preparation, and the sabbath drew on.
那日是預備日，安息日也快到了。

並且 (她)日子/白日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從屬(她)預備日， 並且 (它)安息 他/她/它當時持續致使在上面照亮顯明。
[經文變異MT]

並且 (她)日子/白日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從屬(她)預備日， (它)安息 他/她/它當時持續致使在上面照亮顯明。

路 23:55 Katakolouqh,sasai de. ai` gunai/kej( ai[tinej h=san sunelhluqui/ai evk th/j Galilai,aj auvtw/|( evqea,santo to.
mnhmei/on kai. wj̀ evte,qh to. sw/ma auvtou/(
And the women also, which came with him from Galilee, followed after, and beheld the sepulchre, and how his
body was laid.
那些從加利利和耶穌同來的婦女，跟在後面，看見了墳墓，和他的身體怎樣安放。

(她們)那時(也是)緊緊跟隨了的 然而也 (她們)那些 (她們)女人， (她們)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她們)現在已經共同到來前往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加利利 在對(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定睛觀看 到於(它)那 到於(它)墳墓， 並且 正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置放擺設 (它)那

(它)身體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她們)那時(也是)緊緊跟隨了的 然而也 並且 (她們)女人， (她們)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她們)現在已經共同到來前往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加利利，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定睛觀看 到於(它)那 到於(它)墳墓， 並且 正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置放擺設 (它)那

(它)身體 從屬(他)同一者。

路 23:56 up̀ostre,yasai de. ht̀oi,masan avrw,mata kai. mu,raÅ Kai. to. me.n sa,bbaton hs̀u,casan kata. th.n evntolh,nÅ
And they returned, and prepared spices and ointments; and rested the sabbath day according to the
commandment.
他們就回去，預備了香料香膏。他們在安息日，便遵著誡命安息了。

(她們)那時(也是)翻轉轉回了的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使成妥切齊備 到於(它們)芬芳香料 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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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於(它們)沒藥香膏； 並且 到於(它)那 的確 到於(它)安息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使成沉寂安靜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那 到於(她)誡律命令。

路 24:1 th/| de. mia/| tw/n sabba,twn o;rqrou baqe,wj evpi. to. mnh/ma h=lqon fe,rousai a] ht̀oi,masan avrw,mataÅ
Now upon the first day of the week, very early in the morning, they came unto the sepulchre, bringing the spices
which they had prepared, and certain others with them.
七日的頭一日，黎明的時候，那些婦女帶著所預備的香料，來到墳墓前。

在對(她)那 然而也 在對(她)一個/第一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安息， 從屬(他)黎明 從屬(他)深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那 到於(它)靈堂墓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她們)現正持續負載攜帶了的

到於(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使成妥切齊備 到於(它們)芬芳香料。
[經文變異RT]

在對(她)那 然而也 在對(她)一個/第一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安息， 從屬(他)黎明 從屬(他)深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那 到於(它)靈堂墓地， (她們)現正持續負載攜帶了的

到於(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使成妥切齊備 到於(它們)芬芳香料， 並且 (她們)任何什麼 共同一起

在對(她們)同一者。

路 24:2 eu-ron de. to.n li,qon avpokekulisme,non avpo. tou/ mnhmei,ou(
And they found the stone rolled away from the sepulchre.
看見石頭已經從墳墓滾開了；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找到尋見 然而也 到於(他)那 到於(他)石頭 到於(他)現在已經被從那裏滾動離開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那 從屬(它)墳墓；

路 24:3 eivselqou/sai de. ouvc eu-ron to. sw/ma tou/ kuri,ou VIhsou/Å
And they entered in, and found not the body of the Lord Jesus.
他們就進去，只是不見主耶穌的身體。

(她們)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了的 然而也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找到尋見 到於(它)那 到於(它)身體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他)耶穌。
[經文變異RT]

並且 (她們)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了的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找到尋見 到於(它)那 到於(它)身體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他)耶穌。
[經文變異WH]

(她們)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了的 然而也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找到尋見 到於(它)那 到於(它)身體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他)耶穌。

路 24:4 kai. evge,neto evn tw/| avporei/sqai auvta.j peri. tou,tou kai. ivdou. a;ndrej du,o evpe,sthsan auvtai/j evn evsqh/ti
avstraptou,sh|Å
And it came to pass, as they were much perplexed thereabout, behold, two men stood by them in shining
garments:
正在猜疑之間，忽然有兩個人站在旁邊；衣服放光。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內 在對(它)那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成不知所措 到於(她們)同一者

<在周圍>關於 從屬(它)那同一者，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們)男人/丈夫 (他們)二個/兩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立定站住在上面 在對(她們)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衣著 在對(她)現正持續閃亮放光了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內 在對(它)那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成完全不知所措 到於(她們)同一者

<在周圍>關於 從屬(它)那同一者，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們)二個/兩個 (他們)男人/丈夫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立定站住在上面 在對(她們)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們)穿著 在對(她們)現正持續閃亮放光了的。

路 24:5 evmfo,bwn de. genome,nwn auvtw/n kai. klinousw/n ta. pro,swpa eivj th.n gh/n ei=pan pro.j auvta,j( Ti, zhtei/te
to.n zw/nta meta. tw/n nekrw/n\
And as they were afraid, and bowed down their faces to the earth, they said unto them, Why seek ye the living
among the dead?
婦女們驚怕，將臉伏地；那兩個人就對他們說：為甚麼在死人中找活人呢。

從屬(她們)在內驚恐畏懼的 然而也 從屬(她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從屬(她們)同一者， 並且

從屬(她們)現正持續傾斜了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前面的臉面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們)同一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們現在持續探索尋求

到於(他)那 到於(他)現正持續活了的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死掉的？
[經文變異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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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屬(她們)在內驚恐畏懼的 然而也 從屬(她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從屬(她們)同一者， 並且

從屬(她們)現正持續傾斜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前面的臉面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們)同一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們現在持續探索尋求

到於(他)那 到於(他)現正持續活了的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死掉的？

路 24:6 ouvk e;stin w-de( avlla. hvge,rqhÅ mnh,sqhte ẁj evla,lhsen ùmi/n e;ti w'n evn th/| Galilai,a|
He is not here, but is risen: remember how he spake unto you when he was yet in Galilee,
他不在這裏，已經復活了；當記念他還在加利利的時候，怎樣告訴你們，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也就在此地， 但乃是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喚醒起來。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被提醒記得

正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言講說 在對你們 依然仍舊地 (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加利利，
[經文變異WH]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也就在此地， 但乃是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喚醒起來。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被提醒記得

正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言講說 在對你們 依然仍舊地 (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加利利，

路 24:7 le,gwn to.n uiò.n tou/ avnqrw,pou o[ti dei/ paradoqh/nai eivj cei/raj avnqrw,pwn am̀artwlw/n kai. staurwqh/nai
kai. th/| tri,th| h̀me,ra| avnasth/naiÅ
Saying, The Son of man must be delivered into the hands of sinful men, and be crucified, and the third day rise
again.
說：人子必須被交在罪人手裏，釘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復活。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那時(也是)要去被交付 向內進入 到於(她們)手 從屬(他們)人

從屬(他們)犯罪的，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被釘十字架， 並且 在對(她)那 在對(她)第三的 在對(她)日子/白日

那時(也是)要去再站立起來。
[經文變異RT]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那時(也是)要去被交付 向內進入 到於(她們)手 從屬(他們)人 從屬(他們)犯罪的，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被釘十字架， 並且 在對(她)那 在對(她)第三的 在對(她)日子/白日 那時(也是)要去再站立起來。

路 24:8 kai. evmnh,sqhsan tw/n rh̀ma,twn auvtou/Å
And they remembered his words,
他們就想起耶穌的話來，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提醒記得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所發表言說 從屬(他)同一者。

路 24:9 kai. ùpostre,yasai avpo. tou/ mnhmei,ou avph,ggeilan tau/ta pa,nta toi/j e[ndeka kai. pa/sin toi/j loipoi/jÅ
And returned from the sepulchre, and told all these things unto the eleven, and to all the rest.
便從墳墓那裏回去，把這一切事告訴十一個使徒和其餘的人。

並且 (她們)那時(也是)翻轉轉回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那 從屬(它)墳墓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從那裏報信通告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十一個 並且 在對(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其餘的。
[經文變異WH]

並且 (她們)那時(也是)翻轉轉回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那 從屬(它)墳墓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從那裏報信通告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十一個 並且 在對(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其餘的。

路 24:10 h=san de. h̀ Magdalhnh. Mari,a kai. VIwa,nna kai. Mari,a h` VIakw,bou kai. ai` loipai. su.n auvtai/jÅ e;legon
pro.j tou.j avposto,louj tau/ta(
It was Mary Magdalene, and Joanna, and Mary the mother of James, and other women that were with them,
which told these things unto the apostles.
那告訴使徒的，就是抹大拉的馬利亞，和約亞拿，並雅各的母親馬利亞，還有與他們在一處的婦女。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她)那 (她)抹大拉 (她)馬利亞 並且 (她)約雅拿 並且 (她)馬利亞 (她)那

從屬(他)雅各； 並且 (她們)那些 (她們)其餘的 共同一起 在對(她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不同標點]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她)那 (她)抹大拉 (她)馬利亞 並且 (她)約雅拿 並且 (她)馬利亞 (她)那 從屬(他)雅各

並且 (她們)那些 (她們)其餘的 共同一起 在對(她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她)那 (她)抹大拉 (她)馬利亞 並且 (她)約雅拿 並且 (她)馬利亞 從屬(他)雅各， 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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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們)那些 (她們)其餘的 共同一起 在對(她們)同一者； (她們)這些個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路 24:11 kai. evfa,nhsan evnw,pion auvtw/n ws̀ei. lh/roj ta. r̀h,mata tau/ta( kai. hvpi,stoun auvtai/jÅ
And their words seemed to them as idle tales, and they believed them not.
他們這些話，使徒以為是胡言，就不相信。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促為照亮顯明 在面前地 從屬(他們)同一者 正如好像地 (他)胡扯瞎說 (它們)那些

(它們)所發表言說 (它們)那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缺誠不信 在對(她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促為照亮顯明 在面前地 從屬(他們)同一者 正如好像地 (他)胡扯瞎說 (它們)那些

(它們)所發表言說 從屬(她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缺誠不信 在對(她們)同一者。

路 24:12 ~O de. Pe,troj avnasta.j e;dramen evpi. to. mnhmei/on kai. paraku,yaj ble,pei ta. ovqo,nia mo,na( kai. avph/lqen
pro.j èauto.n qauma,zwn to. gegono,jÅ
Then arose Peter, and ran unto the sepulchre; and stooping down, he beheld the linen clothes laid by
themselves, and departed, wondering in himself at that which was come to pass.
彼得起來，跑到墳墓前，低頭往裏看，見細麻布獨在一處，就回去了，心裏希奇所成的事。

(他)那 然而也 (他)彼得 (他)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奔跑疾行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那

到於(它)墳墓； 並且 (他)那時(也是)彎腰屈身察看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著眼觀看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小亞麻布片 到於(它們)僅有單獨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他)現正持續希奇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現在已經生發成為了的。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彼得 (他)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奔跑疾行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那

到於(它)墳墓； 並且 (他)那時(也是)彎腰屈身察看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著眼觀看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小亞麻布片 到於(它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安置了的 到於(它們)僅有單獨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他)現正持續希奇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現在已經生發成為了的。
[經文變異WH]

(他)那 然而也 (他)彼得 (他)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奔跑疾行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那

到於(它)墳墓； 並且 (他)那時(也是)彎腰屈身察看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著眼觀看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小亞麻布片 到於(它們)僅有單獨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他)現正持續希奇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現在已經生發成為了的。

路 24:13 Kai. ivdou. du,o evx auvtw/n evn auvth/| th/| hm̀e,ra| h=san poreuo,menoi eivj kw,mhn avpe,cousan stadi,ouj èxh,konta
avpo. VIerousalh,m( h-| o;noma VEmmaou/j(
And, behold, two of them went that same day to a village called Emmaus, which was from Jerusalem about
threescore furlongs.
正當那日，門徒中有兩個人往一個村子去，這村子名叫以馬忤斯，離耶路撒冷約有二十五里。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們)二個/兩個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同一者 在對(她)那

在對(她)日子/白日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行去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鄉村

到於(她)現正持續從那裏有足夠了的 到於(他們)具606.75英尺長的賽跑道 到於(他們)六十個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耶陸撒冷， 在對(她)這個 (它)名字 (她)以馬忤斯；
[經文變異RT]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們)二個/兩個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行去了的 在內 在對(她)同一者 在對(她)那 在對(她)日子/白日 向內進入 到於(她)鄉村

到於(她)現正持續從那裏有足夠了的 到於(他們)具606.75英尺長的賽跑道 到於(他們)六十個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耶陸撒冷， 在對(她)這個 (它)名字 (她)以馬忤斯；

路 24:14 kai. auvtoi. ẁmi,loun pro.j avllh,louj peri. pa,ntwn tw/n sumbebhko,twn tou,twnÅ
And they talked together of all these things which had happened.
他們彼此談論所遇見的這一切事。

並且 (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聯絡交通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彼此 <在周圍>關於

從屬(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現在已經發生遭遇了的 從屬(它們)那同一者。

路 24:15 kai. evge,neto evn tw/| òmilei/n auvtou.j kai. suzhtei/n kai. auvto.j VIhsou/j evggi,saj suneporeu,eto auvtoi/j(
And it came to pass, that, while they communed together and reasoned, Jesus himself drew near, and went with
them.
正談論相問的時候，耶穌親自就近他們，和他們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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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內 在對(它)那 現要去持續聯絡交通 到於(他們)同一者 並且

現要去持續共同探索尋求， 並且 (他)同一者 (他)耶穌 (他)那時(也是)靠近了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共同行去

在對(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內 在對(它)那 現要去持續聯絡交通 到於(他們)同一者 並且

現要去持續共同探索尋求， 並且 (他)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他)那時(也是)靠近了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共同行去 在對(他們)同一者；

路 24:16 oi` de. ovfqalmoi. auvtw/n evkratou/nto tou/ mh. evpignw/nai auvto,nÅ
But their eyes were holden that they should not know him.
只是他們的眼睛迷糊了，不認識他。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眼睛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被掌控抓住， 從屬(它)那 不會/不要

那時(也是)要去清楚認識知道 到於(他)同一者。

路 24:17 ei=pen de. pro.j auvtou,j( Ti,nej oì lo,goi ou-toi ou]j avntiba,llete pro.j avllh,louj peripatou/ntejÈ kai.
evsta,qhsan skuqrwpoi,Å
And he said unto them, What manner of communications are these that ye have one to another, as ye walk, and
are sad?
耶穌對他們說：你們走路彼此談論的是甚麼事呢。他們就站住，臉上帶著愁容。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們)任何什麼呢 (他們)那些

(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他們)那同一者 到於(他們)這些個 你們現在持續相互交談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彼此 (他們)現正持續來往昂然踏行了的？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立定站住 (他們)面貌鬱鬱愁悶的。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們)任何什麼呢 (他們)那些

(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他們)那同一者 到於(他們)這些個 你們現在持續相互交談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彼此 (他們)現正持續來往昂然踏行了的， 並且 你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面貌鬱鬱愁悶的？

路 24:18 avpokriqei.j de. ei-j ovno,mati Kleopa/j ei=pen pro.j auvto,n( Su. mo,noj paroikei/j VIerousalh.m kai. ouvk e;gnwj
ta. geno,mena evn auvth/| evn tai/j h̀me,raij tau,taijÈ
And the one of them, whose name was Cleopas, answering said unto him, Art thou only a stranger in
Jerusalem, and hast not known the things which are come to pass therein these days?
二人中有一個名叫革流巴的，回答說：你在耶路撒冷作客，還不知道這幾天在那裏所出的事麼。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然而也 (他)一個 在對(它)名字 (他)革流巴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你 (他)僅有單獨的 你現在持續客住旅居 到於(她)耶陸撒冷， 並且 不是/不

你那時(也是)認識知道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在內 在對(她)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日子/白日 在對(她們)那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一個 在對(他)這個 (它)名字 (他)革流巴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你 (他)僅有單獨的 你現在持續客住旅居 在內

在對(她)耶陸撒冷註1， 並且 不是/不 你那時(也是)認識知道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在內 在對(她)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日子/白日 在對(她們)那同一者？

註1：“到於(她)耶陸撒冷”文法上亦可以為“在對(她)耶陸撒冷”。

路 24:19 kai. ei=pen auvtoi/j( Poi/aÈ oi` de. ei=pan auvtw/|( Ta. peri. VIhsou/ tou/ Nazarhnou/( o]j evge,neto avnh.r profh,thj
dunato.j evn e;rgw| kai. lo,gw| evnanti,on tou/ qeou/ kai. panto.j tou/ laou/(
And he said unto them, What things? And they said unto him, Concerning Jesus of Nazareth, which was a
prophet mighty in deed and word before God and all the people:
耶穌說：甚麼事呢。他們說：就是拿撒勒人耶穌的事；他是個先知，在神和眾百姓面前，說話行事都有大能。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們)什麼樣呢？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它們)那些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那

從屬(他)拿撒勒的， (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他)男人/丈夫 (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他)乃能夠可能的 在內 在對(它)工作 並且 在對(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在當面於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從屬(他)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民百姓；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們)什麼樣呢？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它們)那些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那

從屬(他)拿撒勒人， (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他)男人/丈夫 (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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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乃能夠可能的 在內 在對(它)工作 並且 在對(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在當面於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從屬(他)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民百姓；

路 24:20 o[pwj te pare,dwkan auvto.n oi` avrcierei/j kai. oi` a;rcontej h̀mw/n eivj kri,ma qana,tou kai. evstau,rwsan
auvto,nÅ
And how the chief priests and our rulers delivered him to be condemned to death, and have crucified him.
祭司長和我們的官府，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釘在十字架上。

這怎樣如何地 並/又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交付 到於(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大祭司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首領

從屬我們 向內進入 到於(它)審案判決 從屬(他)死，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釘十字架 到於(他)同一者。

路 24:21 hm̀ei/j de. hvlpi,zomen o[ti auvto,j evstin ò me,llwn lutrou/sqai to.n VIsrah,l\ avlla, ge kai. su.n pa/sin
tou,toij tri,thn tau,thn hm̀e,ran a;gei avfV ou- tau/ta evge,netoÅ
But we trusted that it had been he which should have redeemed Israel: and beside all this, to day is the third day
since these things were done.
但我們素來所盼望要贖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這事成就，現在已經三天了。

我們 然而也 我們當時持續有期盼指望 是這樣 (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的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救贖 到於(他)那 到於(他)以色列； 但乃是 確實 並且 共同一起 在對(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它們)那同一者， 到於(她)第三的 到於(她)那同一者 到於(她)日子/白日 他/她/它現在持續帶領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這個 (它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經文變異RT]

我們 然而也 我們當時持續有期盼指望 是這樣 (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的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救贖 到於(他)那 到於(他)以色列； 但乃是 確實 共同一起 在對(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它們)那同一者， 到於(她)第三的 到於(她)那同一者 到於(她)日子/白日 他/她/它現在持續帶領 今日地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這個 (它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路 24:22 avlla. kai. gunai/ke,j tinej evx hm̀w/n evxe,sthsan h̀ma/j\ geno,menai ovrqrinai. evpi. to. mnhmei/on(
Yea, and certain women also of our company made us astonished, which were early at the sepulchre;
再者，我們中間有幾個婦女使我們驚奇，他們清早到了墳墓那裏；

但乃是 並且 (她們)女人 (她們)任何什麼 向外出來 從屬我們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驚異失定 到於我們；

(她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她們)為黎明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那 到於(它)墳墓，
[不同標點]

但乃是 並且 (她們)女人 (她們)任何什麼 向外出來 從屬我們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驚異失定 到於我們，

(她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她們)為黎明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那 到於(它)墳墓；

路 24:23 kai. mh. eùrou/sai to. sw/ma auvtou/ h=lqon le,gousai kai. ovptasi,an avgge,lwn eẁrake,nai( oi] le,gousin auvto.n
zh/nÅ
And when they found not his body, they came, saying, that they had also seen a vision of angels, which said
that he was alive.
不見他的身體，就回來告訴我們說，看見了天使顯現，說他活了。

並且 不會/不要 (她們)那時(也是)找到尋見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身體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她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並且 到於(她)顯現異象 從屬(他們)使者 現已經去看見清楚，

(他們)這些個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到於(他)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活。

路 24:24 kai. avph/lqo,n tinej tw/n su.n hm̀i/n evpi. to. mnhmei/on kai. eu-ron ou[twj kaqw.j kai. ai` gunai/kej ei=pon(
auvto.n de. ouvk ei=donÅ
And certain of them which were with us went to the sepulchre, and found it even so as the women had said: but
him they saw not.
又有我們的幾個人，往墳墓那裏去，所遇見的，正如婦女們所說的，只是沒有看見他。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他們)任何什麼 從屬(他們)那些 共同一起 在對我們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那 到於(它)墳墓，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找到尋見 那同一樣式地 按照正如地 並且 (她們)那些

(她們)女人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到於(他)同一者 然而也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經文變異WH]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他們)任何什麼 從屬(他們)那些 共同一起 在對我們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那 到於(它)墳墓，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找到尋見 那同一樣式地 按照正如地 (她們)那些 (她們)女人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到於(他)同一者 然而也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路 24:25 kai. auvto.j ei=pen pro.j auvtou,j( +W avno,htoi kai. bradei/j th/| kardi,a| tou/ pisteu,ein evpi. pa/sin oi-j
evla,lhsan oì profh/tai\
Then he said unto them, O fools, and slow of heart to believe all that the prophets have spo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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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對他們說：無知的人哪；先知所說的一切話，你們的心，信得太遲鈍了。

並且 (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哦呀 阿,(他們)乃不領悟認知的

並且 阿,(他們)緩慢遲鈍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內心 從屬(它)那 現要去持續置信信託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言講說 (他們)那些 (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不同讀法]

並且 (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哦呀 阿,(他們)乃不領悟認知的

並且 (他們)緩慢遲鈍的註1
在對(她)那 在對(她)內心 從屬(它)那 現要去持續置信信託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言講說 (他們)那些 (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註1：“阿,(他們)緩慢遲鈍的”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們)緩慢遲鈍的”。

路 24:26 ouvci. tau/ta e;dei paqei/n to.n Cristo.n kai. eivselqei/n eivj th.n do,xan auvtou/È
Ought not Christ to have suffered these things, and to enter into his glory?
基督這樣受害，又進入他的榮耀，豈不是應當的麼。

豈不是呢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那時(也是)要去經歷承受 到於(他)那

到於(他)基督，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榮耀 從屬(他)同一者？

路 24:27 kai. avrxa,menoj avpo. Mwu?se,wj kai. avpo. pa,ntwn tw/n profhtw/n diermh,neusen auvtoi/j evn pa,saij tai/j
grafai/j ta. peri. èautou/Å
And beginning at Moses and all the prophets, he expounded unto them in all the scriptures the things
concerning himself.
於是從摩西和眾先知起，凡經上所指著自己的話，都給他們講解明白了。

並且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摩西 並且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徹底地行解釋翻譯 在對(他們)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經文 到於(它們)那些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同一者自己。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摩西 並且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徹底地行解釋翻譯 在對(他們)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經文 到於(它們)那些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同一者自己。

路 24:28 Kai. h;ggisan eivj th.n kw,mhn ou- evporeu,onto( kai. auvto.j prosepoih,sato porrw,teron poreu,esqaiÅ
And they drew nigh unto the village, whither they went: and he made as though he would have gone further.
將近他們所去的村子，耶穌好像還要往前行。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靠近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鄉村， 在這裏地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並且 (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作態佯裝 更在遠處地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靠近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鄉村， 在這裏地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並且 (他)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作態佯裝 更在遠處地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路 24:29 kai. parebia,santo auvto.n le,gontej( Mei/non meqV h̀mw/n( o[ti pro.j es̀pe,ran evsti.n kai. ke,kliken h;dh h`
hm̀e,raÅ kai. eivsh/lqen tou/ mei/nai su.n auvtoi/jÅ
But they constrained him, saying, Abide with us: for it is toward evening, and the day is far spent. And he went in
to tarry with them.
他們卻強留他說：時候晚了，日頭已經平西了，請你同我們住下罷。耶穌就進去，要同他們住下。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施壓勉強 到於(他)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停留持守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我們； 是這樣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黃昏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並且

他/她/它現在已經傾斜 甚而已然如此地 (她)那 (她)日子/白日。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從屬(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停留持守 共同一起 在對(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施壓勉強 到於(他)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停留持守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我們； 是這樣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黃昏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並且

他/她/它現在已經傾斜 (她)那 (她)日子/白日。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從屬(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停留持守 共同一起 在對(他們)同一者。

路 24:30 kai. evge,neto evn tw/| katakliqh/nai auvto.n metV auvtw/n labw.n to.n a;rton euvlo,ghsen kai. kla,saj evpedi,dou
auvtoi/j\
And it came to pass, as he sat at meat with them, he took bread, and blessed it, and brake, and gave to them.
到了坐席的時候，耶穌拿起餅來，祝謝了，擘開，遞給他們。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內 在對(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被使斜靠臥下 到於(他)同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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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麵餅 他/她/它那時(也是)祝福稱讚，

並且 (他)那時(也是)折裂破開了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交給 在對(他們)同一者；

路 24:31 auvtw/n de. dihnoi,cqhsan oi` ovfqalmoi. kai. evpe,gnwsan auvto,n\ kai. auvto.j a;fantoj evge,neto avpV auvtw/nÅ
And their eyes were opened, and they knew him; and he vanished out of their sight.
他們的眼睛明亮了，這纔認出他來；忽然耶穌不見了。

從屬(他們)同一者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徹底地向上開啟打開 (他們)那些 (他們)眼睛，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清楚認識知道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他)同一者 (他)隱形不見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同一者。

路 24:32 kai. ei=pan pro.j avllh,louj( Ouvci. h` kardi,a hm̀w/n kaiome,nh h=n Îevn h̀mi/nÐ ẁj evla,lei h̀mi/n evn th/| òdw/|( wj̀
dih,noigen h̀mi/n ta.j grafa,jÈ
And they said one to another, Did not our heart burn within us, while he talked with us by the way, and while he
opened to us the scriptures?
他們彼此說：在路上，他和我們說話，給我們講解聖經的時候，我們的心豈不是火熱的麼。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彼此， 豈不是呢 (她)那 (她)內心 從屬我們

(她)現正持續被點燃焚燒了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在內 在對我們， 正如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發言講說 在對我們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道路途徑， 正如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徹底地向上開啟打開 在對我們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經文？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彼此， 豈不是呢 (她)那 (她)內心 從屬我們

(她)現正持續被點燃焚燒了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在內 在對我們， 正如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發言講說 在對我們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道路途徑， 並且 正如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徹底地向上開啟打開 在對我們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經文？
[經文變異WH]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彼此， 豈不是呢 (她)那 (她)內心 從屬我們

(她)現正持續被點燃焚燒了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正如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發言講說 在對我們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道路途徑， 正如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徹底地向上開啟打開 在對我們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經文？

路 24:33 kai. avnasta,ntej auvth/| th/| w[ra| ùpe,streyan eivj VIerousalh.m kai. eu-ron hvqroisme,nouj tou.j e[ndeka kai.
tou.j su.n auvtoi/j(
And they rose up the same hour, and returned to Jerusalem, and found the eleven gathered together, and them
that were with them,
他們就立時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見十一個使徒，和他們的同人，聚集在一處；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了的 在對(她)同一者 在對(她)那 在對(她)鐘點時刻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翻轉轉回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陸撒冷，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找到尋見 到於(他們)現在已經被會集聚合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十一個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共同一起 在對(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了的 在對(她)同一者 在對(她)那 在對(她)鐘點時刻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翻轉轉回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陸撒冷，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找到尋見 到於(他們)現在已經被共同會集聚合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十一個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共同一起 在對(他們)同一者，

路 24:34 le,gontaj o[ti o;ntwj hvge,rqh ò ku,rioj kai. w;fqh Si,mwniÅ
Saying, The Lord is risen indeed, and hath appeared to Simon.
說：主果然復活，已經現給西門看了。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是這樣 真正是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喚醒起來 (他)那 (他)主人，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看見注目 在對(他)西門。
[經文變異RT]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是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喚醒起來 (他)那 (他)主人 真正是地，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看見注目 在對(他)西門。

路 24:35 kai. auvtoi. evxhgou/nto ta. evn th/| òdw/| kai. ẁj evgnw,sqh auvtoi/j evn th/| kla,sei tou/ a;rtouÅ
And they told what things were done in the way, and how he was known of them in breaking of bread.
兩個人就把路上所遇見，和擘餅的時候怎麼被他們認出來的事，都述說了一遍。

並且 (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向外敘述出來 到於(它們)那些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道路途徑，

並且 正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認識知道 在對(他們)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折裂破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麵餅。

路 24:36 Tau/ta de. auvtw/n lalou,ntwn auvto.j e;sth evn me,sw| auvtw/n kai. le,gei auvtoi/j( Eivrh,nh ùmi/n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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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as they thus spake, Jesus himself stood in the midst of them, and saith unto them, Peace be unto you.
正說這話的時候，耶穌親自站在他們當中，說：願你們平安。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然而也 從屬(他們)同一者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發言講說了的， (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立定站住 在內 在對(它)中間當中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她)和平安寧 在對你們。
[經文變異RT]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然而也 從屬(他們)同一者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發言講說了的， (他)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立定站住 在內 在對(它)中間當中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她)和平安寧 在對你們。
[經文變異WH]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然而也 從屬(他們)同一者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發言講說了的， (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立定站住 在內 在對(它)中間當中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她)和平安寧 在對你們。

路 24:37 ptohqe,ntej de. kai. e;mfoboi geno,menoi evdo,koun pneu/ma qewrei/nÅ
But they were terrified and affrighted, and supposed that they had seen a spirit.
他們卻驚慌害怕，以為所看見的是魂。

(他們)那時(也是)被有驚嚇恐嚇了的 然而也 並且 (他們)在內驚恐畏懼的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設想認為對 到於(它)靈/風 現要去持續行定睛觀看。

路 24:38 kai. ei=pen auvtoi/j( Ti, tetaragme,noi evste. kai. dia. ti, dialogismoi. avnabai,nousin evn th/| kardi,a| ùmw/nÈ
And he said unto them, Why are ye troubled? and why do thoughts arise in your hearts?
耶穌說：你們為甚麼愁煩；為甚麼心裏起疑念呢。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他們)現在已經被攪動擾亂了的

你們現在持續是？ 並且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他們)思量議論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向上行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內心 從屬你們？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他們)現在已經被攪動擾亂了的

你們現在持續是？ 並且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他們)思量議論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向上行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內心 從屬你們？

路 24:39 i;dete ta.j cei/ra,j mou kai. tou.j po,daj mou o[ti evgw, eivmi auvto,j\ yhlafh,sate, me kai. i;dete( o[ti pneu/ma
sa,rka kai. ovste,a ouvk e;cei kaqw.j evme. qewrei/te e;contaÅ
Behold my hands and my feet, that it is I myself: handle me, and see; for a spirit hath not flesh and bones, as ye
see me have.
你們看我的手，我的腳，就知道實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無骨無肉，你們看我是有的。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看見察覺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手 從屬我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腳 從屬我，

是這樣 我 我現在持續是 (他)同一者；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搓摸操弄 到於我，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看見察覺；

是這樣 (它)靈/風 到於(她)肉體 並且 到於(它們)骨頭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按照正如地 到於"我"

你們現在持續行定睛觀看 到於(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經文變異RT]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看見察覺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手 從屬我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腳 從屬我，

是這樣 (他)同一者 我 我現在持續是；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搓摸操弄 到於我，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看見察覺；

是這樣 (它)靈/風 到於(她)肉體 並且 到於(它們)骨頭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按照正如地 到於"我"

你們現在持續行定睛觀看 到於(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路 24:40 kai. tou/to eivpw.n e;deixen auvtoi/j ta.j cei/raj kai. tou.j po,dajÅ
And when he had thus spoken, he shewed them his hands and his feet.
說了這話，就把手和腳給他們看。

並且 到於(它)那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發話言說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顯示展現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手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腳。
[經文變異WH]

並且 到於(它)那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發話言說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顯示展現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手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腳。

路 24:41 e;ti de. avpistou,ntwn auvtw/n avpo. th/j cara/j kai. qaumazo,ntwn ei=pen auvtoi/j( :Ecete, ti brw,simon evnqa,deÈ
And while they yet believed not for joy, and wondered, he said unto them, Have ye here any meat?
他們正喜得不敢信，並且希奇，耶穌就說：你們這裏有甚麼喫的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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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仍舊地 然而也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缺誠不信了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歡喜快樂，

並且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希奇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你們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它)任何什麼 到於(它)合食用的 在此處地？

路 24:42 oi` de. evpe,dwkan auvtw/| ivcqu,oj ovptou/ me,roj\
And they gave him a piece of a broiled fish, and of an honeycomb.
他們便給他一片燒魚。〔有古卷在此有：和一塊蜜房〕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交給 在對(他)同一者 從屬(他)魚 從屬(他)乃烘烤燒煮的 到於(它)部分；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交給 在對(他)同一者 從屬(他)魚 從屬(他)乃烘烤燒煮的 到於(它)部分， 並且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具蜂蜜的 從屬(它)蜂巢；

路 24:43 kai. labw.n evnw,pion auvtw/n e;fagenÅ
And he took it, and did eat before them.
他接過來，在他們面前喫了。

並且 (他)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在面前地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吃食。

路 24:44 Ei=pen de. pro.j auvtou,j( Ou-toi oì lo,goi mou ou]j evla,lhsa pro.j ùma/j e;ti w'n su.n ùmi/n( o[ti dei/
plhrwqh/nai pa,nta ta. gegramme,na evn tw/| no,mw| Mwu?se,wj kai. toi/j profh,taij kai. yalmoi/j peri. evmou/Å
And he said unto them, These are the words which I spake unto you, while I was yet with you, that all things
must be fulfilled, which were written in the law of Moses, and in the prophets, and in the psalms, concerning me.
耶穌對他們說：這就是我從前與你們同在之時，所告訴你們的話，說：摩西的律法，先知的書，和詩篇上所記的

，凡指著我的話，都必須應驗。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們)那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我， 到於(他們)這些個 我那時(也是)發言講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依然仍舊地 (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共同一起 在對你們， 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那時(也是)要去被促使成充滿添足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了的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律法 從屬(他)摩西 並且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並且 在對(他們)樂章詩篇

<在周圍>關於 從屬"我"。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們)那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到於(他們)這些個 我那時(也是)發言講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依然仍舊地 (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共同一起

在對你們， 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那時(也是)要去被促使成充滿添足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了的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律法

從屬(他)摩西 並且 在對(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並且 在對(他們)樂章詩篇 <在周圍>關於 從屬"我"。

路 24:45 to,te dih,noixen auvtw/n to.n nou/n tou/ sunie,nai ta.j grafa,j\
Then opened he their understanding, that they might understand the scriptures,
於是耶穌開他們的心竅，使他們能明白聖經；

當那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徹底地向上開啟打開 從屬(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那 到於(他)悟念知性， 從屬(它)那

現要去持續貫通理解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經文；

路 24:46 kai. ei=pen auvtoi/j o[ti Ou[twj ge,graptai paqei/n to.n Cristo.n kai. avnasth/nai evk nekrw/n th/| tri,th|
hm̀e,ra|(
And said unto them, Thus it is written, and thus it behoved Christ to suffer, and to rise from the dead the third
day:
又對他們說：照經上所寫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從死裏復活；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是這樣 那同一樣式地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那時(也是)要去經歷承受 到於(他)那 到於(他)基督，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再站立起來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死掉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第三的 在對(她)日子/白日；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是這樣 那同一樣式地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並且

那同一樣式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那時(也是)要去經歷承受 到於(他)那 到於(他)基督，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再站立起來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死掉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第三的 在對(她)日子/白日；

路 24:47 kai. khrucqh/nai evpi. tw/| ovno,mati auvtou/ meta,noian eivj a;fesin am̀artiw/n eivj pa,nta ta. e;qnhÅ avrxa,menoi
avpo. VIerousalh.m
And that repentance and remission of sins should be preached in his name among all nations, beginning at
Jerusa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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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人要奉他的名傳悔改赦罪的道，從耶路撒冷起直傳到萬邦。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被傳達宣講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它)那 在對(它)名字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她)轉悟悔改

向內進入 到於(她)赦免釋放 從屬(她們)罪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種族邦國，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耶陸撒冷。
[不同標點]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被傳達宣講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它)那 在對(它)名字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她)轉悟悔改

向內進入 到於(她)赦免釋放 從屬(她們)罪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種族邦國。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耶陸撒冷，
[經文變異RT]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被傳達宣講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它)那 在對(它)名字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她)轉悟悔改 並且

到於(她)赦免釋放 從屬(她們)罪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種族邦國，

(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耶陸撒冷。

路 24:48 um̀ei/j ma,rturej tou,twnÅ
And ye are witnesses of these things.
你們就是這些事的見證。

你們 (他們)見證人 從屬(它們)那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你們 然而也 你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見證人 從屬(它們)那同一者。

路 24:49 kai. Îivdou.Ð evgw. avposte,llw th.n evpaggeli,an tou/ patro,j mou evfV ùma/j\ ùmei/j de. kaqi,sate evn th/| po,lei
e[wj ou- evndu,shsqe evx u[youj du,naminÅ
And, behold, I send the promise of my Father upon you: but tarry ye in the city of Jerusalem, until ye be endued
with power from on high.
我要將我父所應許的降在你們身上；你們要在城裏等候，直到你們領受從上頭來的能力。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我 我現在持續分派差遣 到於(她)那 到於(她)應許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從屬我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你們； 你們 然而也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就座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城邑，

一直直到 從屬(它)這個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穿著 向外出來 從屬(它)高度 到於(她)能力權能。
[經文變異RT]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我 我現在持續分派差遣 到於(她)那 到於(她)應許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從屬我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你們； 你們 然而也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就座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城邑

在對(她)耶陸撒冷， 一直直到 從屬(它)這個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穿著 到於(她)能力權能 向外出來

從屬(它)高度。
[經文變異WH]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我 我現在持續向外分派差遣 到於(她)那 到於(她)應許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從屬我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你們； 你們 然而也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就座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城邑，

一直直到 從屬(它)這個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穿著 向外出來 從屬(它)高度 到於(她)能力權能。

路 24:50 VExh,gagen de. auvtou.j Îe;xwÐ e[wj pro.j Bhqani,an( kai. evpa,raj ta.j cei/raj auvtou/ euvlo,ghsen auvtou,jÅ
And he led them out as far as to Bethany, and he lifted up his hands, and blessed them.
耶穌領他們到伯大尼的對面，就舉手給他們祝福。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帶領出來 然而也 到於(他們)同一者 在外面地 一直直到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伯大尼，

並且 (他)那時(也是)在上面提起了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手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祝福稱讚

到於(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帶領出來 然而也 到於(他們)同一者 在外面地 一直直到 向內進入 到於(她)伯大尼， 並且

(他)那時(也是)在上面提起了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手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祝福稱讚

到於(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WH]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帶領出來 然而也 到於(他們)同一者 一直直到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伯大尼， 並且

(他)那時(也是)在上面提起了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手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祝福稱讚

到於(他們)同一者。

路 24:51 kai. evge,neto evn tw/| euvlogei/n auvto.n auvtou.j die,sth avpV auvtw/n kai. avnefe,reto eivj to.n ouvrano,nÅ
And it came to pass, while he blessed them, he was parted from them, and carried up into heaven.
正祝福的時候，他就離開他們，被帶到天上去了。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內 在對(它)那 現要去持續祝福稱讚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他們)同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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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那時(也是)成間距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被向上負載攜帶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天空/天。
[經文變異WH]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內 在對(它)那 現要去持續祝福稱讚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成間距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被向上負載攜帶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天空/天。

路 24:52 kai. auvtoi. proskunh,santej auvto.n up̀e,streyan eivj VIerousalh.m meta. cara/j mega,lhj
And they worshipped him, and returned to Jerusalem with great joy:
他們就拜他，大大的歡喜，回耶路撒冷去；

並且 (他們)同一者 (他們)那時(也是)敬拜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翻轉轉回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陸撒冷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歡喜快樂 從屬(她)極大的；
[經文變異WH]

並且 (他們)同一者 (他們)那時(也是)敬拜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翻轉轉回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陸撒冷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歡喜快樂 從屬(她)極大的；

路 24:53 kai. h=san dia. panto.j evn tw/| ìerw/| euvlogou/ntej to.n qeo,nÅ
And were continually in the temple, praising and blessing God. Amen.
常在殿裏稱頌神。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所有每一個的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聖殿

(他們)現正持續祝福稱讚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所有每一個的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聖殿

(他們)現正持續頌揚讚美了的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祝福稱讚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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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福音 // John

約 1:1 VEn avrch/| h=n ò lo,goj( kai. ò lo,goj h=n pro.j to.n qeo,n( kai. qeo.j h=n ò lo,gojÅ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and the Word was with God, and the Word was God.
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

在內 在對(她)為起始為首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那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並且 (他)那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並且 (他)神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那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約 1:2 ou-toj h=n evn avrch/| pro.j to.n qeo,nÅ
The same was in the beginning with God.
這道太初與神同在。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在內 在對(她)為起始為首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約 1:3 pa,nta diV auvtou/ evge,neto( kai. cwri.j auvtou/ evge,neto ouvde. e[nÅ o] ge,gonen
All things were made by him; and without him was not any thing made that was made.
萬物是藉著他造的；凡被造的，沒有一樣不是藉著他造的。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並且 脫離開地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然而也不是地 (它)一個 (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已經生發成為。

約 1:4 evn auvtw/| zwh. h=n( kai. h` zwh. h=n to. fw/j tw/n avnqrw,pwn\
In him was life; and the life was the light of men.
生命在他裏頭；這生命就是人的光。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她)生命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並且 (她)那 (她)生命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它)那 (它)光明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人；

約 1:5 kai. to. fw/j evn th/| skoti,a| fai,nei( kai. h` skoti,a auvto. ouv kate,labenÅ
And the light shineth in darkness; and the darkness comprehended it not.
光照在黑暗裏，黑暗卻不接受光。

並且 (它)那 (它)光明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漆黑 他/她/它現在持續促為照亮顯明， 並且 (她)那 (她)漆黑

到於(它)同一者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拿取住。

約 1:6 VEge,neto a;nqrwpoj( avpestalme,noj para. qeou/( o;noma auvtw/| VIwa,nnhj\
There was a man sent from God, whose name was John.
有一個人，是從神那裏差來的，名叫約翰。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他)人 (他)現在已經被分派差遣了的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神， (它)名字

在對(他)同一者 (他)約翰；

約 1:7 ou-toj h=lqen eivj marturi,an i[na marturh,sh| peri. tou/ fwto,j( i[na pa,ntej pisteu,swsin diV auvtou/Å
The same came for a witness, to bear witness of the Light, that all men through him might believe.
這人來，為要作見證，就是為光作見證，叫眾人因他可以信。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她)作證，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作見證人

<在周圍>關於 從屬(它)那 從屬(它)光明， 為要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置信信託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同一者。

約 1:8 ouvk h=n evkei/noj to. fw/j( avllV i[na marturh,sh| peri. tou/ fwto,jÅ
He was not that Light, but was sent to bear witness of that Light.
他不是那光，乃是要為光作見證。

不是/不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在那裏的那個 (它)那 (它)光明， 但乃是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作見證人

<在周圍>關於 從屬(它)那 從屬(它)光明。

約 1:9 +Hn to. fw/j to. avlhqino,n( o] fwti,zei pa,nta a;nqrwpon( evrco,menon eivj to.n ko,smonÅ
That was the true Light, which lighteth every man that cometh into the world.
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它)那 (它)光明 (它)那 (它)真正實在的， (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光照 到於(他)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人， (它)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美容妝束/世界。
[不同標點][不同讀法]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它)那 (它)光明 (它)那 (它)真正實在的， (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光照 到於(他)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人 到於(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註1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美容妝束/世界。

註1：“(它)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文法上亦可以為“到於(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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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1:10 evn tw/| ko,smw| h=n( kai. ò ko,smoj diV auvtou/ evge,neto( kai. ò ko,smoj auvto.n ouvk e;gnwÅ
He was in the world, and the world was made by him, and the world knew him not.
他在世界，世界也是藉著他造的，世界卻不認識他。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美容妝束/世界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並且 (他)那 (他)美容妝束/世界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並且 (他)那 (他)美容妝束/世界 到於(他)同一者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認識知道。

約 1:11 eivj ta. i;dia h=lqen( kai. oi` i;dioi auvto.n ouv pare,labonÅ
He came unto his own, and his own received him not.
他到自己的地方來，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私人個別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私人個別的

到於(他)同一者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拿取在旁邊。

約 1:12 o[soi de. e;labon auvto,n( e;dwken auvtoi/j evxousi,an te,kna qeou/ gene,sqai( toi/j pisteu,ousin eivj to. o;noma
auvtou/(
But as many as received him, to them gave he power to become the sons of God, even to them that believe on
his name: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賜他們權柄，作神的兒女。

(他們)這每一切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拿取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她)權柄掌握 到於(它們)孩子 從屬(他)神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名字 從屬(他)同一者；

約 1:13 oi] ouvk evx aìma,twn ouvde. evk qelh,matoj sarko.j ouvde. evk qelh,matoj avndro.j avllV evk qeou/ evgennh,qhsanÅ
Which were born, not of blood, nor of the will of the flesh, nor of the will of man, but of God.
這等人不是從血氣生的，不是從情慾生的，也不是從人意生的，乃是從神生的。

(他們)這些個 不是/不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血， 然而也不是地 向外出來 從屬(它)所定意 從屬(她)肉體，

然而也不是地 向外出來 從屬(它)所定意 從屬(他)男人/丈夫， 但乃是 向外出來 從屬(他)神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生發成為族類。

約 1:14 Kai. ò lo,goj sa.rx evge,neto kai. evskh,nwsen evn hm̀i/n( kai. evqeasa,meqa th.n do,xan auvtou/( do,xan ẁj
monogenou/j para. patro,j( plh,rhj ca,ritoj kai. avlhqei,ajÅ
And the Word was made flesh, and dwelt among us, (and we beheld his glory, the glory as of the only begotten
of the Father,) full of grace and truth.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我們也見過他的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

並且 (他)那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她)肉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搭帳棚居所 在內 在對我們， 並且 我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定睛觀看 到於(她)那 到於(她)榮耀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她)榮耀 正如地 從屬(他)獨生的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父親， (他)充滿添足的註1

從屬(她)恩典惠意 並且 從屬(她)真情實理。

註1：“(他)充滿添足的”文法上亦可以為“從屬(他)充滿添足的”或“到於(她)充滿添足的”。

約 1:15 VIwa,nnhj marturei/ peri. auvtou/ kai. ke,kragen le,gwn( Ou-toj h=n o]n ei=pon( ~O ovpi,sw mou evrco,menoj
e;mprosqe,n mou ge,gonen( o[ti prw/to,j mou h=nÅ
John bare witness of him, and cried, saying, This was he of whom I spake, He that cometh after me is preferred
before me: for he was before me.
約翰為他作見證，喊著說：這就是我曾說：那在我以後來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來在我以前。

(他)約翰 他/她/它現在持續作見證人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現在已經嘶聲吶喊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到於(他)這個 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那 向在後面地

從屬我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從在其前地 從屬我 他/她/它現在已經生發成為； 是這樣 (他)首先的

從屬我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經文變異WH]

(他)約翰 他/她/它現在持續作見證人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現在已經嘶聲吶喊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那 (他)那時(也是)發話言說了的， (他)那 向在後面地

從屬我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從在其前地 從屬我 他/她/它現在已經生發成為； 是這樣 (他)首先的

從屬我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約 1:16 o[ti evk tou/ plhrw,matoj auvtou/ hm̀ei/j pa,ntej evla,bomen kai. ca,rin avnti. ca,ritoj\
And of his fulness have all we received, and grace for grace.
從他豐滿的恩典裏我們都領受了，而且恩上加恩。

是這樣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所用以充滿添足/所被充滿添足 從屬(他)同一者 我們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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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那時(也是)拿取， 並且 到於(她)恩典惠意 相對對應 從屬(她)恩典惠意；
[經文變異RT]

並且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所用以充滿添足/所被充滿添足 從屬(他)同一者 我們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我們那時(也是)拿取， 並且 到於(她)恩典惠意 相對對應 從屬(她)恩典惠意；

約 1:17 o[ti ò no,moj dia. Mwu?se,wj evdo,qh( h` ca,rij kai. h̀ avlh,qeia dia. VIhsou/ Cristou/ evge,netoÅ
For the law was given by Moses, but grace and truth came by Jesus Christ.
律法本是藉著摩西傳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穌基督來的。

是這樣 (他)那 (他)律法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摩西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給與； (她)那 (她)恩典惠意 並且 (她)那

(她)真情實理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約 1:18 qeo.n ouvdei.j eẁ,raken pw,pote\ monogenh.j qeo.j ò w'n eivj to.n ko,lpon tou/ patro.j evkei/noj evxhgh,satoÅ
No man hath seen God at any time; the only begotten Son, which is in the bosom of the Father, he hath
declared him.
從來沒有人看見神；只有在父懷裏的獨生子將他表明出來。

到於(他)神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已經看見清楚 從來地； (他)獨生的 (他)神 (他)那 (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胸腹懷灣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他)在那裏的那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向外敘述出來。
[經文變異RT]

到於(他)神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已經看見清楚 從來地； (他)那 (他)獨生的 (他)兒子 (他)那

(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胸腹懷灣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他)在那裏的那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向外敘述出來。

約 1:19 Kai. au[th evsti.n h` marturi,a tou/ VIwa,nnou( o[te avpe,steilan Îpro.j auvto.nÐ oì VIoudai/oi evx ~Ierosolu,mwn
ièrei/j kai. Leui,taj i[na evrwth,swsin auvto,n( Su. ti,j ei=È
And this is the record of John, when the Jews sent priests and Levites from Jerusalem to ask him, Who art
thou?
約翰所作的見證，記在下面；猶太人從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約翰那裏，問他說：你是誰。

並且 (她)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作證 從屬(他)那 從屬(他)約翰， 當這時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猶太人的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耶路撒冷 到於(他們)祭司 並且 到於(他們)利未人， 為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查詢求問

到於(他)同一者， 你 (他)任何什麼呢 你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並且 (她)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作證 從屬(他)那 從屬(他)約翰， 當這時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他們)那些 (他們)猶太人的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耶路撒冷 到於(他們)祭司 並且

到於(他們)利未人， 為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查詢求問 到於(他)同一者， 你 (他)任何什麼呢 你現在持續是？

約 1:20 kai. wm̀olo,ghsen kai. ouvk hvrnh,sato( kai. ẁmolo,ghsen o[ti VEgw. ouvk eivmi. ò Cristo,jÅ
And he confessed, and denied not; but confessed, I am not the Christ.
他就明說，並不隱瞞；明說：我不是基督。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同意承認，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否認拒絕；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同意承認， 是這樣 我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基督。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同意承認，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否認拒絕；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同意承認， 是這樣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是 我 (他)那 (他)基督。

約 1:21 kai. hvrw,thsan auvto,n( Ti, ou=nÈ Su. VHli,aj ei=È kai. le,gei( Ouvk eivmi,Å ~O profh,thj ei= su,È kai. avpekri,qh(
Ou;Å
And they asked him, What then? Art thou Elias? And he saith, I am not. Art thou that prophet? And he
answered, No.
他們又問他說：這樣你是誰呢，是以利亞麼；他說：我不是；是那先知麼；他回答說：不是。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查詢求問 到於(他)同一者， (它)任何什麼呢 這樣？ 你 (他)以利亞 你現在持續是？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你現在持續是 你？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 不是/不。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查詢求問 到於(他)同一者， (它)任何什麼呢 這樣？ (他)以利亞 你現在持續是 你？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你現在持續是 你？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註1， 不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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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約 1:22 ei=pan ou=n auvtw/|( Ti,j ei=È i[na avpo,krisin dw/men toi/j pe,myasin h̀ma/j\ ti, le,geij peri. seautou/È
Then said they unto him, Who art thou? that we may give an answer to them that sent us. What sayest thou of
thyself?
於是他們說：你到底是誰，叫我們好回覆差我們來的人；你自己說，你是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這樣 在對(他)同一者， (他)任何什麼呢 你現在持續是？ 為要 到於(她)生應對回答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給與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那時(也是)差送打發了的 到於我們；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現在持續道說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你自己？

約 1:23 e;fh( VEgw. fwnh. bow/ntoj evn th/| evrh,mw|( Euvqu,nate th.n òdo.n kuri,ou( kaqw.j ei=pen VHsai<aj ò profh,thjÅ
He said, I am the voice of one crying in the wilderness, Make straight the way of the Lord, as said the prophet
Esaias.
他說：我就是那在曠野有人聲喊著說：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賽亞所說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宣稱傳講， 我 (她)聲音 從屬(他)現正持續高呼喊叫了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孤獨荒涼的，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促成為平直直接 到於(她)那 到於(她)道路途徑 從屬(他)主人，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以賽亞 (他)那 (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約 1:24 Kai. avpestalme,noi h=san evk tw/n Farisai,wnÅ
And they which were sent were of the Pharisees.
那些人是法利賽人差來的。〔或作那差來的是法利賽人〕

並且 (他們)現在已經被分派差遣了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法利賽人。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現在已經被分派差遣了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法利賽人。

約 1:25 kai. hvrw,thsan auvto.n kai. ei=pan auvtw/|( Ti, ou=n bapti,zeij eiv su. ouvk ei= ò Cristo.j ouvde. VHli,aj ouvde. ò
profh,thjÈ
And they asked him, and said unto him, Why baptizest thou then, if thou be not that Christ, nor Elias, neither
that prophet?
他們就問他說：你既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亞，也不是那先知，為甚麼施洗呢。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查詢求問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這樣 你現在持續浸洗， 若是 你 不是/不 你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基督， 然而也不是地

(他)以利亞， 然而也不是地 (他)那 (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約 1:26 avpekri,qh auvtoi/j ò VIwa,nnhj le,gwn( VEgw. bapti,zw evn u[dati\ me,soj um̀w/n e[sthken o]n ùmei/j ouvk oi;date(
John answered them, saying, I baptize with water: but there standeth one among you, whom ye know not;
約翰回答說：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們中間，是你們不認識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約翰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我 我現在持續浸洗 在內

在對(它)水； (他)中間當中的 從屬你們 他/她/它現在已經立定站住， 到於(他)這個 你們 不是/不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註1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約翰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我 我現在持續浸洗

在內 在對(它)水； (他)中間當中的 然而也 從屬你們 他/她/它現在已經立定站住， 到於(他)這個 你們 不是/不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註1：“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經文變異WH]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約翰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我 我現在持續浸洗 在內

在對(它)水； (他)中間當中的 從屬你們 他/她/它現在持續站立不動， 到於(他)這個 你們 不是/不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約 1:27 ò ovpi,sw mou evrco,menoj( ou- ouvk eivmi. Îevgw.Ð a;xioj i[na lu,sw auvtou/ to.n ìma,nta tou/ ùpodh,matojÅ
He it is, who coming after me is preferred before me, whose shoe's latchet I am not worthy to unloose.
就是那在我以後來的，我給他解鞋帶，也不配。

(他)那 向在後面地 從屬我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從屬(他)這個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是 我

(他)相配值得的 為要 我那時(也是)應該鬆綁脫解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他)那 到於(他)皮帶 從屬(它)那 從屬(它)鞋。
[經文變異RT]

(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向在後面地 從屬我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他)這個

從在其前地 從屬我 他/她/它現在已經生發成為， 從屬(他)這個 我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是 (他)相配值得的 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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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時(也是)應該鬆綁脫解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他)那 到於(他)皮帶 從屬(它)那 從屬(它)鞋。
[經文變異WH]

向在後面地 從屬我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從屬(他)這個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是 我 (他)相配值得的

為要 我那時(也是)應該鬆綁脫解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他)那 到於(他)皮帶 從屬(它)那 從屬(它)鞋。

約 1:28 Tau/ta evn Bhqani,a| evge,neto pe,ran tou/ VIorda,nou( o[pou h=n ò VIwa,nnhj bapti,zwnÅ
These things were done in Bethabara beyond Jordan, where John was baptizing.
這是在約但河外伯大尼，〔有古卷作伯大巴喇〕約翰施洗的地方作的見證。

(它們)那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伯大尼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於那邊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約但河，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那 (他)約翰 (他)現正持續浸洗了的。
[經文變異RT]

(它們)那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伯大巴喇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於那邊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約但河，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約翰 (他)現正持續浸洗了的。

約 1:29 Th/| evpau,rion ble,pei to.n VIhsou/n evrco,menon pro.j auvto.n kai. le,gei( :Ide ò avmno.j tou/ qeou/ ò ai;rwn th.n
am̀arti,an tou/ ko,smouÅ
The next day John seeth Jesus coming unto him, and saith, Behold the Lamb of God, which taketh away the sin
of the world.
次日，約翰看見耶穌來到他那裏，就說：看哪，神的羔羊，除去〔或作背負〕世人罪孽的。

在對(她)那 在次日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著眼觀看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到於(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你那時(也是)就要看哪， (他)那 (他)羔羊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那 (他)現正持續提起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罪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經文變異RT]

在對(她)那 在次日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著眼觀看 (他)那 (他)約翰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到於(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你那時(也是)就要看哪， (他)那 (他)羔羊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那 (他)現正持續提起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罪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約 1:30 ou-to,j evstin ùpe.r ou- evgw. ei=pon( VOpi,sw mou e;rcetai avnh.r o]j e;mprosqe,n mou ge,gonen( o[ti prw/to,j mou
h=nÅ
This is he of whom I said, After me cometh a man which is preferred before me: for he was before me.
這就是我曾說：有一位在我以後來，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來在我以前。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他)這個 我 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向在後面地

從屬我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他)男人/丈夫， (他)這個 從在其前地 從屬我

他/她/它現在已經生發成為； 是這樣 (他)首先的 從屬我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這個 我 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向在後面地 從屬我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他)男人/丈夫， (他)這個 從在其前地 從屬我 他/她/它現在已經生發成為；

是這樣 (他)首先的 從屬我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約 1:31 kavgw. ouvk h;|dein auvto,n( avllV i[na fanerwqh/| tw/| VIsrah.l dia. tou/to h=lqon evgw. evn u[dati bapti,zwnÅ
And I knew him not: but that he should be made manifest to Israel, therefore am I come baptizing with water.
我先前不認識他；如今我來用水施洗，為要叫他顯明給以色列人。

並且我 不是/不 我當時已經看見察覺 到於(他)同一者； 但乃是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促使成促為照亮顯明

在對(他)那 在對(他)以色列，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同一者 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我 在內 在對(它)水

(他)現正持續浸洗了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我 不是/不 我當時已經看見察覺 到於(他)同一者； 但乃是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促使成促為照亮顯明

在對(他)那 在對(他)以色列，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同一者 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我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水 (他)現正持續浸洗了的。

約 1:32 Kai. evmartu,rhsen VIwa,nnhj le,gwn o[ti Teqe,amai to. pneu/ma katabai/non wj̀ peristera.n evx ouvranou/ kai.
e;meinen evpV auvto,nÅ
And John bare record, saying, I saw the Spirit descending from heaven like a dove, and it abode upon him.
約翰又作見證說：我曾看見聖靈彷彿鴿子，從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作見證人 (他)約翰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是這樣 我現在已經讓自己/被定睛觀看 到於(它)那

到於(它)靈/風 到於(它)現正持續向下行了的 正如地 到於(她)鴿子 向外出來 從屬(他)天空/天，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停留持守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同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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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作見證人 (他)約翰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是這樣 我現在已經讓自己/被定睛觀看 到於(它)那

到於(它)靈/風 到於(它)現正持續向下行了的 正如好像地 到於(她)鴿子 向外出來 從屬(他)天空/天，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停留持守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同一者。

約 1:33 kavgw. ouvk h;|dein auvto,n( avllV ò pe,myaj me bapti,zein evn u[dati evkei/no,j moi ei=pen( VEfV o]n a'n i;dh|j to.
pneu/ma katabai/non kai. me,non evpV auvto,n( ou-to,j evstin ò bapti,zwn evn pneu,mati àgi,w|Å
And I knew him not: but he that sent me to baptize with water, the same said unto me, Upon whom thou shalt
see the Spirit descending, and remaining on him, the same is he which baptizeth with the Holy Ghost.
我先前不認識他；只是那差我來用水施洗的，對我說：你看見聖靈降下來，住在誰的身上，誰就是用聖靈施洗的

。

並且我 不是/不 我當時已經看見察覺 到於(他)同一者； 但乃是 (他)那 (他)那時(也是)差送打發了的 到於我

現要去持續浸洗 在內 在對(它)水， (他)在那裏的那個 在對我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這個 但凡 你那時(也是)應該看見察覺 到於(它)那 到於(它)靈/風 到於(它)現正持續向下行了的 並且

到於(它)現正持續停留持守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同一者，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現正持續浸洗了的 在內 在對(它)靈/風 在對(它)聖的。

約 1:34 kavgw. èw,raka kai. memartu,rhka o[ti ou-to,j evstin ò uiò.j tou/ qeou/Å
And I saw, and bare record that this is the Son of God.
我看見了，就證明這是神的兒子。

並且我 我現在已經看見清楚， 並且 我現在已經作見證人， 是這樣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約 1:35 Th/| evpau,rion pa,lin eìsth,kei ò VIwa,nnhj kai. evk tw/n maqhtw/n auvtou/ du,o
Again the next day after John stood, and two of his disciples;
再次日，約翰同兩個門徒站在那裏。

在對(她)那 在次日地 重新又再地 他/她/它當時已經立定站住 (他)那 (他)約翰， 並且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他們)二個/兩個；
[經文變異WH]

在對(她)那 在次日地 重新又再地 他/她/它當時已經立定站住 (他)約翰， 並且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他們)二個/兩個；

約 1:36 kai. evmble,yaj tw/| VIhsou/ peripatou/nti le,gei( :Ide ò avmno.j tou/ qeou/Å
And looking upon Jesus as he walked, he saith, Behold the Lamb of God!
他見耶穌行走，就說：看哪，這是神的羔羊。

並且 (他)那時(也是)用心觀看了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耶穌 在對(他)現正持續來往昂然踏行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你那時(也是)就要看哪， (他)那 (他)羔羊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約 1:37 kai. h;kousan oì du,o maqhtai. auvtou/ lalou/ntoj kai. hvkolou,qhsan tw/| VIhsou/Å
And the two disciples heard him speak, and they followed Jesus.
兩個門徒聽見他的話，就跟從了耶穌。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他們)那些 (他們)二個/兩個 (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從屬(他)現正持續發言講說了的，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跟隨 在對(他)那 在對(他)耶穌。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從屬(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二個/兩個 (他們)門徒

從屬(他)現正持續發言講說了的，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跟隨 在對(他)那 在對(他)耶穌。

約 1:38 strafei.j de. ò VIhsou/j kai. qeasa,menoj auvtou.j avkolouqou/ntaj le,gei auvtoi/j( Ti, zhtei/teÈ oi` de. ei=pan
auvtw/|( ~Rabbi,( o] le,getai meqermhneuo,menon Dida,skale( pou/ me,neijÈ
Then Jesus turned, and saw them following, and saith unto them, What seek ye? They said unto him, Rabbi,
(which is to say, being interpreted, Master,) where dwellest thou?
耶穌轉過身來，看見他們跟著，就問他們說：你們要甚麼。他們說：拉比，在那裏住。（拉比翻出來，就是夫子

。）

(他)那時(也是)被轉動翻轉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耶穌 並且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定睛觀看了的 到於(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跟隨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們現在持續探索尋求？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阿,(他)拉比， (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道說

(它)現正持續被行解釋翻譯轉換了的， 阿,(他)老師， 從屬某個什麼地方呢 你現在持續停留持守？
[經文變異RT]

(他)那時(也是)被轉動翻轉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耶穌 並且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定睛觀看了的 到於(他們)同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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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跟隨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們現在持續探索尋求？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阿,(他)拉比， (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道說

(它)現正持續被行解釋翻譯了的， 阿,(他)老師， 從屬某個什麼地方呢 你現在持續停留持守？

約 1:39 le,gei auvtoi/j( :Ercesqe kai. o;yesqeÅ h=lqan ou=n kai. ei=dan pou/ me,nei kai. parV auvtw/| e;meinan th.n hm̀e,ran
evkei,nhn\ w[ra h=n wj̀ deka,thÅ
He saith unto them, Come and see. They came and saw where he dwelt, and abode with him that day: for it was
about the tenth hour.
耶穌說：你們來看。他們就去看他在那裏住，這一天便與他同住，那時約有申正了。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並且

你們將要(持續)讓自己看見注目。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這樣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看見清楚

從屬某個什麼地方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停留持守， 並且 <在旁邊>在旁邊 在對(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停留持守 到於(她)那 到於(她)日子/白日 到於(她)在那裏的那個； (她)鐘點時刻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正如地 (她)第十的。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看見察覺。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看見清楚 從屬某個什麼地方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停留持守，

並且 <在旁邊>在旁邊 在對(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停留持守 到於(她)那 到於(她)日子/白日

到於(她)在那裏的那個； (她)鐘點時刻 然而也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正如地 (她)第十的。

約 1:40 +Hn VAndre,aj ò avdelfo.j Si,mwnoj Pe,trou ei-j evk tw/n du,o tw/n avkousa,ntwn para. VIwa,nnou kai.
avkolouqhsa,ntwn auvtw/|\
One of the two which heard John speak, and followed him, was Andrew, Simon Peter's brother.
聽見約翰的話，跟從耶穌的那兩個人，一個是西門彼得的兄弟安得烈。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安得烈 (他)那 (他)弟兄 從屬(他)西門 從屬(他)彼得 (他)一個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二個/兩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約翰 並且

從屬(他們)那時(也是)跟隨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約 1:41 eùri,skei ou-toj prw/ton to.n avdelfo.n to.n i;dion Si,mwna kai. le,gei auvtw/|( Eùrh,kamen to.n Messi,an( o[
evstin meqermhneuo,menon Cristo,j\
He first findeth his own brother Simon, and saith unto him, We have found the Messias, which is, being
interpreted, the Christ.
他先找著自己的哥哥西門，對他說：我們遇見彌賽亞了，（彌賽亞翻出來，就是基督）

他/她/它現在持續找到尋見 (他)那同一者 首先地 到於(他)那 到於(他)弟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私人個別的

到於(他)西門，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我們現在已經找到尋見 到於(他)那 到於(他)彌賽亞，

(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現正持續被行解釋翻譯轉換了的， (他)基督；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現在持續找到尋見 (他)那同一者 (他)首先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弟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私人個別的

到於(他)西門，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我們現在已經找到尋見 到於(他)那 到於(他)彌賽亞，

(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現正持續被行解釋翻譯轉換了的， (他)那 (他)基督；

約 1:42 h;gagen auvto.n pro.j to.n VIhsou/nÅ evmble,yaj auvtw/| o` VIhsou/j ei=pen( Su. ei= Si,mwn ò uìo.j VIwa,nnou( su.
klhqh,sh| Khfa/j( o] èrmhneu,etai Pe,trojÅ
And he brought him to Jesus. And when Jesus beheld him, he said, Thou art Simon the son of Jona: thou shalt
be called Cephas, which is by interpretation, A stone.
於是領他去見耶穌。耶穌看著他說：你是約翰的兒子西門，〔約翰馬太十六章十七節稱約拿〕你要稱為磯法；（

磯法翻出來，就是彼得。）

他/她/它那時(也是)帶領 到於(他)同一者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他)那時(也是)用心觀看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你 你現在持續是 (他)西門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約翰； 你 你將要(持續)被促請召喚 (他)磯法； (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行解釋翻譯， (他)彼得。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帶領 到於(他)同一者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他)那時(也是)用心觀看了的 然而也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你 你現在持續是

(他)西門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約拿； 你 你將要(持續)被促請召喚 (他)磯法； (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行解釋翻譯， (他)彼得。

約 1:43 Th/| evpau,rion hvqe,lhsen evxelqei/n eivj th.n Galilai,an kai. eùri,skei Fi,lipponÅ kai. le,gei auvtw/| ò VIhsou/j(
VAkolou,qei moi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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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ay following Jesus would go forth into Galilee, and findeth Philip, and saith unto him, Follow me.
又次日，耶穌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見腓力，就對他說：來跟從我罷。

在對(她)那 在次日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定意 那時(也是)要去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加利利，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找到尋見 到於(他)腓利，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你現在就要持續跟隨 在對我。
[經文變異RT]

在對(她)那 在次日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定意 (他)那 (他)耶穌 那時(也是)要去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加利利，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找到尋見 到於(他)腓利，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你現在就要持續跟隨 在對我。

約 1:44 h=n de. ò Fi,lippoj avpo. Bhqsai?da,( evk th/j po,lewj VAndre,ou kai. Pe,trouÅ
Now Philip was of Bethsaida, the city of Andrew and Peter.
這腓力是伯賽大人，和安得烈，彼得同城。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他)那 (他)腓利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伯賽大，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城邑

從屬(他)安得烈 並且 從屬(他)彼得。

約 1:45 eùri,skei Fi,lippoj to.n Naqanah.l kai. le,gei auvtw/|( }On e;grayen Mwu?sh/j evn tw/| no,mw| kai. oi` profh/tai
eùrh,kamen( VIhsou/n uìo.n tou/ VIwsh.f to.n avpo. Nazare,tÅ
Philip findeth Nathanael, and saith unto him, We have found him, of whom Moses in the law, and the prophets,
did write, Jesus of Nazareth, the son of Joseph.
腓力找著拿但業，對他說：摩西在律法上所寫的，和眾先知所記的那一位，我們遇見了，就是約瑟的兒子拿撒勒

人耶穌。

他/她/它現在持續找到尋見 (他)腓利 到於(他)那 到於(他)拿但業，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刻寫記載 (他)摩西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律法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我們現在已經找到尋見， 到於(他)耶穌 到於(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約瑟 到於(他)那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拿撒勒。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現在持續找到尋見 (他)腓利 到於(他)那 到於(他)拿但業，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刻寫記載 (他)摩西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律法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我們現在已經找到尋見， 到於(他)耶穌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約瑟

到於(他)那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拿撒勒。

約 1:46 kai. ei=pen auvtw/| Naqanah,l( VEk Nazare.t du,natai, ti avgaqo.n ei=naiÈ le,gei auvtw/| ÎòÐ Fi,lippoj( :Ercou
kai. i;deÅ
And Nathanael said unto him, Can there any good thing come out of Nazareth? Philip saith unto him, Come and
see.
拿但業對他說：拿撒勒還能出甚麼好的麼。腓力說：你來看。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拿但業， 向外出來 從屬(她)拿撒勒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它)任何什麼呢 (它)良善的 現要去持續是？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腓利，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註1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看見察覺。

註1：“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文法上亦可以為“你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拿但業， 向外出來 從屬(她)拿撒勒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它)任何什麼呢 (它)良善的 現要去持續是？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腓利，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看見察覺。

約 1:47 ei=den ò VIhsou/j to.n Naqanah.l evrco,menon pro.j auvto.n kai. le,gei peri. auvtou/( :Ide avlhqw/j VIsrahli,thj evn
w-| do,loj ouvk e;stinÅ
Jesus saw Nathanael coming to him, and saith of him, Behold an Israelite indeed, in whom is no guile!
耶穌看見拿但業來，就指著他說：看哪，這是個真以色列人，他心裏是沒有詭詐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他)那 (他)耶穌 到於(他)那 到於(他)拿但業 到於(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就要看哪， 誠正真實地 (他)以色列人， 在內 在對(他)這個 (他)餌誘詭詐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WH]

他/她/它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他)耶穌 到於(他)那 到於(他)拿但業 到於(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同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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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那時(也是)就要看哪， 誠正真實地 (他)以色列人， 在內 在對(他)這個 (他)餌誘詭詐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約 1:48 le,gei auvtw/| Naqanah,l( Po,qen me ginw,skeijÈ avpekri,qh VIhsou/j kai. ei=pen auvtw/|( Pro. tou/ se Fi,lippon
fwnh/sai o;nta ùpo. th.n sukh/n ei=do,n seÅ
Nathanael saith unto him, Whence knowest thou me? Jesus answered and said unto him, Before that Philip
called thee, when thou wast under the fig tree, I saw thee.
拿但業對耶穌說：你從那裏知道我呢。耶穌回答說：腓力還沒有招呼你，你在無花果樹底下，我就看見你了。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拿但業， 從那裏地呢 到於我 你現在持續認識知道？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 (他)耶穌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在前面 從屬(它)那

到於你 到於(他)腓利 那時(也是)要去出聲叫喚 到於(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在底下>在底下 到於(她)那

到於(她)無花果樹，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你。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拿但業， 從那裏地呢 到於我 你現在持續認識知道？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註1
(他)那 (他)耶穌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在前面

從屬(它)那 到於你 到於(他)腓利 那時(也是)要去出聲叫喚 到於(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在底下>在底下 到於(她)那

到於(她)無花果樹，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你。

註1：“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約 1:49 avpekri,qh auvtw/| Naqanah,l( ~Rabbi,( su. ei= o` uìo.j tou/ qeou/( su. basileu.j ei= tou/ VIsrah,lÅ
Nathanael answered and saith unto him, Rabbi, thou art the Son of God; thou art the King of Israel.
拿但業說：拉比，你是神的兒子，你是以色列的王。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 在對(他)同一者 (他)拿但業， 阿,(他)拉比， 你 你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你 (他)君王 你現在持續是 從屬(他)那 從屬(他)以色列。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註1
(他)拿但業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阿,(他)拉比， 你

你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你 你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君王 從屬(他)那

從屬(他)以色列。

註1：“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約 1:50 avpekri,qh VIhsou/j kai. ei=pen auvtw/|( {Oti ei=po,n soi o[ti ei=do,n se ùpoka,tw th/j sukh/j( pisteu,eijÈ mei,zw
tou,twn o;yh|Å
Jesus answered and said unto him, Because I said unto thee, I saw thee under the fig tree, believest thou? thou
shalt see greater things than these.
耶穌對他說：因為我說在無花果樹底下看見你，你就信麼；你將要看見比這更大的事。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 (他)耶穌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是這樣

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你， 是這樣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你 在下面地 從屬(她)那 從屬(她)無花果樹，

你現在持續置信信託？ 到於(它們)更大的 從屬(它們)那同一者 你將要(持續)讓自己看見清楚。
[不同標點]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 (他)耶穌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是這樣

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你， 是這樣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你 在下面地 從屬(她)那 從屬(她)無花果樹，

你現在持續置信信託； 到於(它們)更大的 從屬(它們)那同一者 你將要(持續)讓自己看見清楚。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註1
(他)耶穌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是這樣

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你，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你 在下面地 從屬(她)那 從屬(她)無花果樹，

你現在持續置信信託？ 到於(它們)更大的 從屬(它們)那同一者 你將要(持續)讓自己看見清楚。

註1：“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約 1:51 kai. le,gei auvtw/|( VAmh.n avmh.n le,gw ùmi/n( o;yesqe to.n ouvrano.n avnew|go,ta kai. tou.j avgge,louj tou/ qeou/
avnabai,nontaj kai. katabai,nontaj evpi. to.n uìo.n tou/ avnqrw,pouÅ
And he saith unto him, Verily, verily, I say unto you, Hereafter ye shall see heaven open, and the angels of God
ascending and descending upon the Son of man.
又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你們將要看見天開了，神的使者上去下來在人子身上。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阿們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你們將要(持續)讓自己看見注目

到於(他)那 到於(他)天空/天 到於(他)現在已經向上開啟打開了的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使者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向上行了的 並且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向下行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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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阿們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從那裏離開 現今地

你們將要(持續)讓自己看見注目 到於(他)那 到於(他)天空/天 到於(他)現在已經向上開啟打開了的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使者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向上行了的 並且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向下行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約 2:1 Kai. th/| hm̀e,ra| th/| tri,th| ga,moj evge,neto evn Kana. th/j Galilai,aj( kai. h=n h̀ mh,thr tou/ VIhsou/ evkei/\
And the third day there was a marriage in Cana of Galilee; and the mother of Jesus was there:
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親的筵席；耶穌的母親在那裏。

並且 在對(她)那 在對(她)日子/白日 在對(她)那 在對(她)第三的 (他)婚禮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內

在對(她)迦拿 從屬(她)那 從屬(她)加利利，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她)那 (她)母親 從屬(他)那 從屬(他)耶穌

在那裏地；

約 2:2 evklh,qh de. kai. ò VIhsou/j kai. oi` maqhtai. auvtou/ eivj to.n ga,monÅ
And both Jesus was called, and his disciples, to the marriage.
耶穌和他的門徒也被請去赴席。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促請召喚 然而也 並且 (他)那 (他)耶穌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婚禮。

約 2:3 kai. ùsterh,santoj oi;nou le,gei h̀ mh,thr tou/ VIhsou/ pro.j auvto,n( Oi=non ouvk e;cousinÅ
And when they wanted wine, the mother of Jesus saith unto him, They have no wine.
酒用盡了，耶穌的母親對他說：他們沒有酒了。

並且 從屬(他)那時(也是)落後短缺了的 從屬(他)酒，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她)那 (她)母親 從屬(他)那 從屬(他)耶穌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他)酒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持有。

約 2:4 Îkai.Ð le,gei auvth/| ò VIhsou/j( Ti, evmoi. kai. soi,( gu,naiÈ ou;pw h[kei h` w[ra mouÅ
Jesus saith unto her, Woman, what have I to do with thee? mine hour is not yet come.
耶穌說：母親，〔原文作婦人〕我與你有甚麼相干；我的時候還沒有到。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她)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它)任何什麼呢 在對"我" 並且 在對你，

阿,(她)女人？ 尚未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到達來臨 (她)那 (她)鐘點時刻 從屬我。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她)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它)任何什麼呢 在對"我" 並且 在對你， 阿,(她)女人？

尚未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到達來臨 (她)那 (她)鐘點時刻 從屬我。

約 2:5 le,gei h̀ mh,thr auvtou/ toi/j diako,noij( {O ti a'n le,gh| ùmi/n poih,sateÅ
His mother saith unto the servants, Whatsoever he saith unto you, do it.
他母親對用人說：他告訴你們甚麼，你們就作甚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她)那 (她)母親 從屬(他)同一者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僕工執事， 到於(它)這個

到於(它)任何什麼 但凡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行出作成。

約 2:6 h=san de. evkei/ li,qinai ùdri,ai e]x kata. to.n kaqarismo.n tw/n VIoudai,wn kei,menai( cwrou/sai avna. metrhta.j
du,o h' trei/jÅ
And there were set there six waterpots of stone, after the manner of the purifying of the Jews, containing two or
three firkins apiece.
照猶太人潔淨的規矩，有六口石缸擺在那裏，每口可以盛兩三桶水。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在那裏地 (她們)石頭作的 (她們)水之容器 (她們)六個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那

到於(他)潔淨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她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安置了的， (她們)現正持續裝填容納了的

向上到/各向上到 到於(他們)量桶 到於(他們)二個/兩個 甚或/或而 到於(他們)三個。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在那裏地 (她們)水之容器 (她們)石頭作的 (她們)六個 (她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安置了的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那 到於(他)潔淨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她們)現正持續裝填容納了的

向上到/各向上到 到於(他們)量桶 到於(他們)二個/兩個 甚或/或而 到於(他們)三個。

約 2:7 le,gei auvtoi/j ò VIhsou/j( Gemi,sate ta.j ud̀ri,aj u[datojÅ kai. evge,misan auvta.j e[wj a;nwÅ
Jesus saith unto them, Fill the waterpots with water. And they filled them up to the brim.
耶穌對用人說：把缸倒滿了水；他們就倒滿了，直到缸口。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使為鼓起滿載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水之容器 從屬(它)水。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使為鼓起滿載 到於(她們)同一者 一直直到 上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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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2:8 kai. le,gei auvtoi/j( VAntlh,sate nu/n kai. fe,rete tw/| avrcitrikli,nw|\ oi` de. h;negkanÅ
And he saith unto them, Draw out now, and bear unto the governor of the feast. And they bare it.
耶穌又說：現在可以舀出來，送給管筵席的；他們就送了去。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汲取舀起 現在此時地， 並且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負載攜帶 在對(他)那 在對(他)宴會總管。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負載攜帶。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汲取舀起 現在此時地， 並且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負載攜帶 在對(他)那 在對(他)宴會總管。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負載攜帶。

約 2:9 wj̀ de. evgeu,sato ò avrcitri,klinoj to. u[dwr oi=non gegenhme,non kai. ouvk h;|dei po,qen evsti,n( oì de. dia,konoi
h;|deisan oì hvntlhko,tej to. u[dwr( fwnei/ to.n numfi,on ò avrcitri,klinoj
When the ruler of the feast had tasted the water that was made wine, and knew not whence it was: (but the
servants which drew the water knew;) the governor of the feast called the bridegroom,
管筵席的嘗了那水變的酒，並不知道是那裏來的，只有舀水的用人知道；管筵席的便叫新郎來，

正如地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品嘗 (他)那 (他)宴會總管 到於(它)那 到於(它)水 到於(他)酒

到於(它)現在已經被生發成為了的，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當時已經看見察覺 從那裏地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僕工執事 他/她/它們當時已經看見察覺 (他們)那些 (他們)現在已經汲取舀起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水； 他/她/它現在持續出聲叫喚 到於(他)那 到於(他)新郎 (他)那 (他)宴會總管，

約 2:10 kai. le,gei auvtw/|( Pa/j a;nqrwpoj prw/ton to.n kalo.n oi=non ti,qhsin kai. o[tan mequsqw/sin to.n evla,ssw\ su.
teth,rhkaj to.n kalo.n oi=non e[wj a;rtiÅ
And saith unto him, Every man at the beginning doth set forth good wine; and when men have well drunk, then
that which is worse: but thou hast kept the good wine until now.
對他說：人都是先擺上好酒；等客喝足了，纔擺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人 首先地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美好適當的

到於(他)酒 他/她/它現在持續置放擺設； 並且 但凡當這時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被成醉酒， 到於(他)那

到於(他)更微小低下的； 你 你現在已經行看護守衛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美好適當的 到於(他)酒 一直直到 現今地。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人 首先地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美好適當的

到於(他)酒 他/她/它現在持續置放擺設； 並且 但凡當這時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被成醉酒， 當那時地 到於(他)那

到於(他)更微小低下的； 你 你現在已經行看護守衛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美好適當的 到於(他)酒 一直直到 現今地。

約 2:11 Tau,thn evpoi,hsen avrch.n tw/n shmei,wn ò VIhsou/j evn Kana. th/j Galilai,aj kai. evfane,rwsen th.n do,xan
auvtou/( kai. evpi,steusan eivj auvto.n oì maqhtai. auvtou/Å
This beginning of miracles did Jesus in Cana of Galilee, and manifested forth his glory; and his disciples
believed on him.
這是耶穌所行的頭一件神蹟，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顯出他的榮耀來；他的門徒就信他了。

到於(她)那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到於(她)為起始為首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識別之表記徵兆 (他)那

(他)耶穌 在內 在對(她)迦拿 從屬(她)那 從屬(她)加利利，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促使成促為照亮顯明 到於(她)那

到於(她)榮耀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置信信託 向內進入 到於(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到於(她)那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到於(她)那 到於(她)為起始為首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識別之表記徵兆 (他)那 (他)耶穌 在內 在對(她)迦拿 從屬(她)那 從屬(她)加利利，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促使成促為照亮顯明 到於(她)那 到於(她)榮耀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置信信託 向內進入 到於(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約 2:12 Meta. tou/to kate,bh eivj Kafarnaou.m auvto.j kai. h̀ mh,thr auvtou/ kai. oi` avdelfoi. Îauvtou/Ð kai. oi` maqhtai.
auvtou/ kai. evkei/ e;meinan ouv polla.j hm̀e,rajÅ
After this he went down to Capernaum, he, and his mother, and his brethren, and his disciples: and they
continued there not many days.
這事以後，耶穌與他的母親弟兄和門徒，都下迦百農去；在那裏住了不多幾日。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下行 向內進入 到於(她)迦百農 (他)同一者 並且 (她)那

(她)母親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弟兄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在那裏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停留持守 不是/不 到於(她們)許多的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經文變異WH]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下行 向內進入 到於(她)迦百農 (他)同一者 並且 (她)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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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母親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弟兄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在那裏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停留持守 不是/不 到於(她們)許多的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約 2:13 Kai. evggu.j h=n to. pa,sca tw/n VIoudai,wn( kai. avne,bh eivj ~Ieroso,luma ò VIhsou/jÅ
And the Jews' passover was at hand, and Jesus went up to Jerusalem,
猶太人的逾越節近了，耶穌就上耶路撒冷去。

並且 接近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它)那 (它)逾越/逾越節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上行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路撒冷 (他)那 (他)耶穌。

約 2:14 kai. eu-ren evn tw/| ìerw/| tou.j pwlou/ntaj bo,aj kai. pro,bata kai. peristera.j kai. tou.j kermatista.j
kaqhme,nouj(
And found in the temple those that sold oxen and sheep and doves, and the changers of money sitting:
看見殿裏有賣牛羊鴿子的，並有兌換銀錢的人，坐在那裏；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找到尋見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聖殿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售賣了的

到於(他們)牛 並且 到於(它們)綿羊 並且 到於(她們)鴿子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兌換零錢者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約 2:15 kai. poih,saj frage,llion evk scoini,wn pa,ntaj evxe,balen evk tou/ ìerou/ ta, te pro,bata kai. tou.j bo,aj( kai.
tw/n kollubistw/n evxe,ceen to. ke,rma kai. ta.j trape,zaj avne,treyen(
And when he had made a scourge of small cords, he drove them all out of the temple, and the sheep, and the
oxen; and poured out the changers' money, and overthrew the tables;
耶穌就拿繩子作成鞭子，把牛羊都趕出殿去；倒出兌換銀錢之人的銀錢，推翻他們的桌子。

並且 (他)那時(也是)行出作成了的 到於(它)鞭子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草繩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投擲出來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聖殿， 到於(它們)那些 並/又 到於(它們)綿羊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牛； 並且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兌換硬幣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傾注澆流

到於(它)那 到於(它)兌換用之零錢， 並且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桌子 他/她/它那時(也是)推翻顛覆；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行出作成了的 到於(它)鞭子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草繩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投擲出來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聖殿， 到於(它們)那些 並/又 到於(它們)綿羊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牛； 並且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兌換硬幣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傾注澆流

到於(它)那 到於(它)兌換用之零錢， 並且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桌子 他/她/它那時(也是)翻轉折返/往返行事；
[經文變異WH]

並且 (他)那時(也是)行出作成了的 到於(它)鞭子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草繩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投擲出來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聖殿， 到於(它們)那些 並/又 到於(它們)綿羊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牛； 並且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兌換硬幣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傾注澆流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兌換用之零錢， 並且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桌子 他/她/它那時(也是)推翻顛覆；

約 2:16 kai. toi/j ta.j peristera.j pwlou/sin ei=pen( :Arate tau/ta evnteu/qen( mh. poiei/te to.n oi=kon tou/ patro,j mou
oi=kon evmpori,ouÅ
And said unto them that sold doves, Take these things hence; make not my Father's house an house of
merchandise.
又對賣鴿子的說：把這些東西拿去；不要將我父的殿，當作買賣的地方。

並且 在對(他們)那些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鴿子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售賣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提起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從在此處地；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行出作成 到於(他)那

到於(他)住處家室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從屬我 到於(他)住處家室 從屬(它)買賣市場。

約 2:17 VEmnh,sqhsan oì maqhtai. auvtou/ o[ti gegramme,non evsti,n( ~O zh/loj tou/ oi;kou sou katafa,getai, meÅ
And his disciples remembered that it was written, The zeal of thine house hath eaten me up.
他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說：『我為你的殿，心裏焦急，如同火燒。』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提醒記得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是這樣 (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火熱激昂 從屬(他)那 從屬(他)住處家室 從屬你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吞喫

到於我。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提醒記得 然而也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是這樣

(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火熱激昂 從屬(他)那 從屬(他)住處家室 從屬你

他/她/它那時(也是)吞喫 到於我。

約 2:18 avpekri,qhsan ou=n oi` VIoudai/oi kai. ei=pan auvtw/|( Ti, shmei/on deiknu,eij h̀mi/n o[ti tau/ta poiei/jÈ
Then answered the Jews and said unto him, What sign shewest thou unto us, seeing that thou doest th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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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gs?
因此猶太人問他說：你既作這些事，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呢。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註1 這樣 (他們)那些 (他們)猶太人的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到於(它)識別之表記徵兆 你現在持續顯示展現 在對我們， 是這樣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你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註1：“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約 2:19 avpekri,qh VIhsou/j kai. ei=pen auvtoi/j( Lu,sate to.n nao.n tou/ton kai. evn trisi.n hm̀e,raij evgerw/ auvto,nÅ
Jesus answered and said unto them, Destroy this temple, and in three days I will raise it up.
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 (他)耶穌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鬆綁脫解 到於(他)那 到於(他)殿宇 到於(他)那同一者， 並且 在內 在對(她們)三個

在對(她們)日子/白日 我將要(持續)喚醒起來 到於(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註1
(他)那 (他)耶穌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鬆綁脫解 到於(他)那 到於(他)殿宇 到於(他)那同一者， 並且 在內 在對(她們)三個

在對(她們)日子/白日 我將要(持續)喚醒起來 到於(他)同一者。

註1：“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約 2:20 ei=pan ou=n oì VIoudai/oi( Tessera,konta kai. e]x e;tesin oivkodomh,qh ò nao.j ou-toj( kai. su. evn trisi.n
hm̀e,raij evgerei/j auvto,nÈ
Then said the Jews, Forty and six years was this temple in building, and wilt thou rear it up in three days?
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纔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麼。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這樣 (他們)那些 (他們)猶太人的， 在對(它們)四十個 並且 在對(它們)六個

在對(它們)年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營建修造 (他)那 (他)殿宇 (他)那同一者， 並且 你 在內 在對(她們)三個

在對(她們)日子/白日 你將要(持續)喚醒起來 到於(他)同一者？

約 2:21 evkei/noj de. e;legen peri. tou/ naou/ tou/ sw,matoj auvtou/Å
But he spake of the temple of his body.
但耶穌這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

(他)在那裏的那個 然而也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那 從屬(他)殿宇 從屬(它)那 從屬(它)身體

從屬(他)同一者。

約 2:22 o[te ou=n hvge,rqh evk nekrw/n( evmnh,sqhsan oì maqhtai. auvtou/ o[ti tou/to e;legen( kai. evpi,steusan th/| grafh/|
kai. tw/| lo,gw| o]n ei=pen ò VIhsou/jÅ
When therefore he was risen from the dead, his disciples remembered that he had said this unto them; and they
believed the scripture, and the word which Jesus had said.
所以到他從死裏復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的。

當這時地 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喚醒起來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死掉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提醒記得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是這樣 到於(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置信信託 在對(她)那 在對(她)經文 並且 在對(他)那 在對(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到於(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那 (他)耶穌。
[經文變異RT]

當這時地 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喚醒起來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死掉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提醒記得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是這樣 到於(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置信信託 在對(她)那 在對(她)經文 並且 在對(他)那 在對(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在對(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那 (他)耶穌。

約 2:23 ~Wj de. h=n evn toi/j ~Ierosolu,moij evn tw/| pa,sca evn th/| eòrth/|( polloi. evpi,steusan eivj to. o;noma auvtou/
qewrou/ntej auvtou/ ta. shmei/a a] evpoi,ei\
Now when he was in Jerusalem at the passover, in the feast day, many believed in his name, when they saw
the miracles which he did.
當耶穌在耶路撒冷過逾越節的時候，有許多人看見他所行的神蹟，就信了他的名。

正如地 然而也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在內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耶路撒冷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逾越/逾越節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節期， (他們)許多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置信信託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名字

從屬(他)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行定睛觀看了的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識別之表記徵兆

到於(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當時持續行出作成。
[經文變異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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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地 然而也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在內 在對(它們)耶路撒冷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逾越/逾越節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節期， (他們)許多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置信信託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名字

從屬(他)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行定睛觀看了的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識別之表記徵兆

到於(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當時持續行出作成。

約 2:24 auvto.j de. VIhsou/j ouvk evpi,steuen auvto.n auvtoi/j dia. to. auvto.n ginw,skein pa,ntaj
But Jesus did not commit himself unto them, because he knew all men,
耶穌卻不將自己交託他們，因為他知道萬人；

(他)同一者 然而也 (他)耶穌 不是/不 他/她/它當時持續置信信託 到於(他)同一者 在對(他們)同一者，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 到於(他)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認識知道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經文變異RT]

(他)同一者 然而也 (他)那 (他)耶穌 不是/不 他/她/它當時持續置信信託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在對(他們)同一者，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 到於(他)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認識知道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約 2:25 kai. o[ti ouv crei,an ei=cen i[na tij marturh,sh| peri. tou/ avnqrw,pou\ auvto.j ga.r evgi,nwsken ti, h=n evn tw/|
avnqrw,pw|Å
And needed not that any should testify of man: for he knew what was in man.
也用不著誰見證人怎樣；因他知道人心裏所存的。

並且 是這樣 不是/不 到於(她)需用 他/她/它當時持續持有 為要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作見證人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他)同一者 因為 他/她/它當時持續認識知道 (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人。

約 3:1 +Hn de. a;nqrwpoj evk tw/n Farisai,wn( Niko,dhmoj o;noma auvtw/|( a;rcwn tw/n VIoudai,wn\
There was a man of the Pharisees, named Nicodemus, a ruler of the Jews:
有一個法利賽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猶太人的官。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他)人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法利賽人， (他)尼哥底母 (它)名字

在對(他)同一者， (他)首領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約 3:2 ou-toj h=lqen pro.j auvto.n nukto.j kai. ei=pen auvtw/|( ~Rabbi,( oi;damen o[ti avpo. qeou/ evlh,luqaj dida,skaloj\
ouvdei.j ga.r du,natai tau/ta ta. shmei/a poiei/n a] su. poiei/j( eva.n mh. h=| ò qeo.j metV auvtou/Å
The same came to Jesus by night, and said unto him, Rabbi, we know that thou art a teacher come from God:
for no man can do these miracles that thou doest, except God be with him.
這人夜裏來見耶穌，說：拉比，我們知道你是由神那裏來作師傅的；因為你所行的神蹟，若沒有神同在，無人能

行。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從屬(她)夜晚，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阿,(他)拉比， 我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神

你現在已經到來前往 (他)老師；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識別之表記徵兆 現要去持續行出作成 到於(它們)這些個 你

你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但凡若是 不會/不要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是 (他)那 (他)神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從屬(她)夜晚，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阿,(他)拉比， 我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神

你現在已經到來前往 (他)老師；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因為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識別之表記徵兆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現要去持續行出作成 到於(它們)這些個 你

你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但凡若是 不會/不要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是 (他)那 (他)神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同一者。

約 3:3 avpekri,qh VIhsou/j kai. ei=pen auvtw/|( VAmh.n avmh.n le,gw soi( eva.n mh, tij gennhqh/| a;nwqen( ouv du,natai ivdei/n
th.n basilei,an tou/ qeou/Å
Jesus answered and said unto him, Verily, verily, I say unto thee, Except a man be born again, he cannot see
the kingdom of God.
耶穌回答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見神的國。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 (他)耶穌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阿們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 但凡若是 不會/不要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生發成為族類 從上頭地，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那時(也是)要去看見察覺 到於(她)那 到於(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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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屬(他)神。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註1
(他)那 (他)耶穌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阿們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 但凡若是 不會/不要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生發成為族類

從上頭地，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那時(也是)要去看見察覺 到於(她)那 到於(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註1：“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約 3:4 le,gei pro.j auvto.n ÎòÐ Niko,dhmoj( Pw/j du,natai a;nqrwpoj gennhqh/nai ge,rwn w;nÈ mh. du,natai eivj th.n
koili,an th/j mhtro.j auvtou/ deu,teron eivselqei/n kai. gennhqh/naiÈ
Nicodemus saith unto him, How can a man be born when he is old? can he enter the second time into his
mother's womb, and be born?
尼哥底母說：人已經老了，如何能重生呢；豈能再進母腹生出來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他)那 (他)尼哥底母， 怎樣如何地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他)人 那時(也是)要去被生發成為族類 (他)年老高齡 (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豈會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腹腔 從屬(她)那 從屬(她)母親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它)第二的 那時(也是)要去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被生發成為族類？

約 3:5 avpekri,qh VIhsou/j( VAmh.n avmh.n le,gw soi( eva.n mh, tij gennhqh/| evx u[datoj kai. pneu,matoj( ouv du,natai
eivselqei/n eivj th.n basilei,an tou/ qeou/Å
Jesus answered, Verily, verily, I say unto thee, Except a man be born of water and of the Spirit, he cannot enter
into the kingdom of God.
耶穌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人若不是從水和聖靈生的，就不能進神的國。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 (他)耶穌， 阿們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 但凡若是 不會/不要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生發成為族類 向外出來 從屬(它)水 並且 從屬(它)靈/風，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那時(也是)要去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註1
(他)那 (他)耶穌， 阿們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 但凡若是 不會/不要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生發成為族類 向外出來 從屬(它)水 並且 從屬(它)靈/風，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那時(也是)要去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註1：“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經文變異WH]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 (他)那 (他)耶穌， 阿們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 但凡若是 不會/不要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生發成為族類 向外出來 從屬(它)水 並且 從屬(它)靈/風，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那時(也是)要去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約 3:6 to. gegennhme,non evk th/j sarko.j sa,rx evstin( kai. to. gegennhme,non evk tou/ pneu,matoj pneu/ma, evstinÅ
That which is born of the flesh is flesh; and that which is born of the Spirit is spirit.
從肉身生的，就是肉身；從靈生的，就是靈。

(它)那 (它)現在已經被生發成為族類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肉體 (她)肉體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並且

(它)那 (它)現在已經被生發成為族類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靈/風 (它)靈/風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約 3:7 mh. qauma,sh|j o[ti ei=po,n soi( Dei/ ùma/j gennhqh/nai a;nwqenÅ
Marvel not that I said unto thee, Ye must be born again.
我說，你們必須重生，你不要以為希奇。

不會/不要 你那時(也是)應該希奇 是這樣 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你，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到於你們 那時(也是)要去被生發成為族類 從上頭地。

約 3:8 to. pneu/ma o[pou qe,lei pnei/ kai. th.n fwnh.n auvtou/ avkou,eij( avllV ouvk oi=daj po,qen e;rcetai kai. pou/
up̀a,gei\ ou[twj evsti.n pa/j ò gegennhme,noj evk tou/ pneu,matojÅ
The wind bloweth where it listeth, and thou hearest the sound thereof, but canst not tell whence it cometh, and
whither it goeth: so is every one that is born of the Spirit.
風隨著意思吹，你聽見風的響聲，卻不曉得從那裏來，往那裏去；凡從聖靈生的，也是如此。

(它)那 (它)靈/風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定意 他/她/它現在持續吹氣吐風，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聲音 從屬(它)同一者 你現在持續聲聞耳聽， 但乃是 不是/不 你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從那裏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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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並且 從屬某個什麼地方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退開去； 那同一樣式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他)現在已經被生發成為族類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靈/風。

約 3:9 avpekri,qh Niko,dhmoj kai. ei=pen auvtw/|( Pw/j du,natai tau/ta gene,sqaiÈ
Nicodemus answered and said unto him, How can these things be?
尼哥底母問他說：怎能有這事呢。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註1
(他)尼哥底母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怎樣如何地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它們)那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生發成為？

註1：“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約 3:10 avpekri,qh VIhsou/j kai. ei=pen auvtw/|( Su. ei= ò dida,skaloj tou/ VIsrah.l kai. tau/ta ouv ginw,skeijÈ
Jesus answered and said unto him, Art thou a master of Israel, and knowest not these things?
耶穌回答說：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還不明白這事麼。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 (他)耶穌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你 你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老師 從屬(他)那 從屬(他)以色列， 並且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不是/不 你現在持續認識知道？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註1
(他)那 (他)耶穌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你

你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老師 從屬(他)那 從屬(他)以色列， 並且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不是/不

你現在持續認識知道？

註1：“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約 3:11 avmh.n avmh.n le,gw soi o[ti o] oi;damen lalou/men kai. o] èwra,kamen marturou/men( kai. th.n marturi,an hm̀w/n
ouv lamba,neteÅ
Verily, verily, I say unto thee, We speak that we do know, and testify that we have seen; and ye receive not our
witness.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我們所說的，是我們知道的，我們所見證的，是我們見過的；你們卻不領受我們的見證。

阿們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 是這樣 到於(它)這個 我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我們現在持續發言講說， 並且

到於(它)這個 我們現在已經看見清楚 我們現在持續作見證人；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作證 從屬我們 不是/不

你們現在持續拿取。

約 3:12 eiv ta. evpi,geia ei=pon ùmi/n kai. ouv pisteu,ete( pw/j eva.n ei;pw ùmi/n ta. evpoura,nia pisteu,seteÈ
If I have told you earthly things, and ye believe not, how shall ye believe, if I tell you of heavenly things?
我對你們說地上的事，你們尚且不信，若說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

若是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在地上的 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你們， 並且 不是/不 你們現在持續置信信託，

怎樣如何地呢 但凡若是 我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在對你們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在天上的，

你們將要(持續)置信信託？

約 3:13 kai. ouvdei.j avnabe,bhken eivj to.n ouvrano.n eiv mh. o` evk tou/ ouvranou/ kataba,j( ò uìo.j tou/ avnqrw,pouÅ
And no man hath ascended up to heaven, but he that came down from heaven, even the Son of man which is in
heaven.
除了從天降下仍舊在天的人子，沒有人升過天。

並且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已經向上行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天空/天， 若是 不會/不要

(他)那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他)那時(也是)向下行了的，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已經向上行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天空/天， 若是 不會/不要

(他)那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他)那時(也是)向下行了的，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他)那 (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天空/天。

約 3:14 kai. kaqw.j Mwu?sh/j u[ywsen to.n o;fin evn th/| evrh,mw|( ou[twj ùywqh/nai dei/ to.n uìo.n tou/ avnqrw,pou(
And as Moses lifted up the serpent in the wilderness, even so must the Son of man be lifted up:
摩西在曠野怎樣舉蛇，人子也必照樣被舉起來；

並且 按照正如地 (他)摩西 他/她/它那時(也是)升高 到於(他)那 到於(他)蛇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孤獨荒涼的，

那同一樣式地 那時(也是)要去被升高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約 3:15 i[na pa/j ò pisteu,wn evn auvtw/| e;ch| zwh.n aivw,nionÅ
That whosoever believeth in him should not perish, but have eternal life.
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或作叫一切信的人在他裏面得永生〕

為要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他)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持有

到於(她)生命 到於(她)時世恆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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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變異RT]

為要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他)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同一者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毀掉除滅， 但乃是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持有 到於(她)生命 到於(她)時世恆久的。

約 3:16 Ou[twj ga.r hvga,phsen ò qeo.j to.n ko,smon( w[ste to.n uiò.n to.n monogenh/ e;dwken( i[na pa/j ò pisteu,wn eivj
auvto.n mh. avpo,lhtai avllV e;ch| zwh.n aivw,nionÅ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that he gave his only begotten Son, that whosoever believeth in him should not
perish, but have everlasting life.
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

那同一樣式地 因為 他/她/它那時(也是)愛 (他)那 (他)神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美容妝束/世界， 以致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到於(他)那 到於(他)獨生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為要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他)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同一者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毀掉除滅， 但乃是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持有 到於(她)生命 到於(她)時世恆久的。
[經文變異RT]

那同一樣式地 因為 他/她/它那時(也是)愛 (他)那 (他)神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美容妝束/世界， 以致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他)那 到於(他)獨生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為要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他)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同一者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毀掉除滅， 但乃是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持有 到於(她)生命 到於(她)時世恆久的。

約 3:17 ouv ga.r avpe,steilen ò qeo.j to.n uiò.n eivj to.n ko,smon i[na kri,nh| to.n ko,smon( avllV i[na swqh/| ò ko,smoj diV
auvtou/Å
For God sent not his Son into the world to condemn the world; but that the world through him might be saved.
因為神差他的兒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或作審判世人下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不是/不 因為 他/她/它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他)那 (他)神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美容妝束/世界 為要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區別審斷註1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美容妝束/世界； 但乃是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拯救 (他)那 (他)美容妝束/世界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同一者。

註1：“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區別審斷”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區別審斷”。

[經文變異RT]

不是/不 因為 他/她/它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他)那 (他)神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從屬(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美容妝束/世界 為要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區別審斷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美容妝束/世界； 但乃是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拯救 (他)那 (他)美容妝束/世界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同一者。

約 3:18 ò pisteu,wn eivj auvto.n ouv kri,netai\ ò de. mh. pisteu,wn h;dh ke,kritai( o[ti mh. pepi,steuken eivj to. o;noma
tou/ monogenou/j uiòu/ tou/ qeou/Å
He that believeth on him is not condemned: but he that believeth not is condemned already, because he hath
not believed in the name of the only begotten Son of God.
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經定了，因為他不信神獨生子的名。

(他)那 (他)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同一者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區別審斷； (他)那 然而也

不會/不要 (他)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甚而已然如此地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區別審斷， 是這樣 不會/不要

他/她/它現在已經置信信託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名字 從屬(他)那 從屬(他)獨生的 從屬(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經文變異WH]

(他)那 (他)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同一者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區別審斷； (他)那

不會/不要 (他)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甚而已然如此地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區別審斷， 是這樣 不會/不要

他/她/它現在已經置信信託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名字 從屬(他)那 從屬(他)獨生的 從屬(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約 3:19 au[th de, evstin h̀ kri,sij o[ti to. fw/j evlh,luqen eivj to.n ko,smon kai. hvga,phsan oi` a;nqrwpoi ma/llon to.
sko,toj h' to. fw/j\ h=n ga.r auvtw/n ponhra. ta. e;rgaÅ
And this is the condemnation, that light is come into the world, and men loved darkness rather than light,
because their deeds were evil.
光來到世間，世人因自己的行為是惡的，不愛光倒愛黑暗，定他們的罪就是在此。

(她)那同一者 然而也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區別審斷， 是這樣 (它)那 (它)光明 他/她/它現在已經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美容妝束/世界，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愛 (他們)那些 (他們)人 更特別尤其地

到於(它)那 到於(它)黑暗 甚或/或而 到於(它)那 到於(它)光明，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因為 從屬(他們)同一者

(它們)惡的 (它們)那些 (它們)工作。
[經文變異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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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那同一者 然而也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區別審斷， 是這樣 (它)那 (它)光明 他/她/它現在已經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美容妝束/世界，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愛 (他們)那些 (他們)人 更特別尤其地

到於(它)那 到於(它)黑暗 甚或/或而 到於(它)那 到於(它)光明，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因為 (它們)惡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它們)那些 (它們)工作。

約 3:20 pa/j ga.r ò fau/la pra,sswn misei/ to. fw/j kai. ouvk e;rcetai pro.j to. fw/j( i[na mh. evlegcqh/| ta. e;rga auvtou/\
For every one that doeth evil hateth the light, neither cometh to the light, lest his deeds should be reproved.
凡作惡的便恨光，並不來就光，恐怕他的行為受責備。

(他)所有每一個的 因為 (他)那 到於(它們)低俗缺德的 (他)現正持續實施行使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恨惡 到於(它)那

到於(它)光明，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它)那 到於(它)光明，

為要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指證駁斥 (它們)那些 (它們)工作 從屬(他)同一者；

約 3:21 ò de. poiw/n th.n avlh,qeian e;rcetai pro.j to. fw/j( i[na fanerwqh/| auvtou/ ta. e;rga o[ti evn qew/| evstin
eivrgasme,naÅ
But he that doeth truth cometh to the light, that his deeds may be made manifest, that they are wrought in God.
但行真理的必來就光，要顯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

(他)那 然而也 (他)現正持續行出作成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真情實理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它)那 到於(它)光明，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促使成促為照亮顯明 從屬(他)同一者

(它們)那些 (它們)工作 是這樣 在內 在對(他)神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們)現在已經被作工作了的。

約 3:22 Meta. tau/ta h=lqen ò VIhsou/j kai. oì maqhtai. auvtou/ eivj th.n VIoudai,an gh/n kai. evkei/ die,triben metV
auvtw/n kai. evba,ptizenÅ
After these things came Jesus and his disciples into the land of Judaea; and there he tarried with them, and
baptized.
這事以後，耶穌和門徒到了猶太地，在那裏居住施洗。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他)那 (他)耶穌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猶太人的 到於(她)地土/地； 並且 在那裏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消磨停留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浸洗。

約 3:23 h=n de. kai. ò VIwa,nnhj bapti,zwn evn Aivnw.n evggu.j tou/ Salei,m( o[ti u[data polla. h=n evkei/( kai.
paregi,nonto kai. evbapti,zonto\
And John also was baptizing in Aenon near to Salim, because there was much water there: and they came, and
were baptized.
約翰在靠近撒冷的哀嫩也施洗，因為那裏水多；眾人都去受洗。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並且 (他)那 (他)約翰 (他)現正持續浸洗了的 在內 在對(她)哀嫩 接近地 從屬(它)那

從屬(它)撒令， 是這樣 (它們)水 (它們)許多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在那裏地；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來到旁邊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被浸洗；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並且 (他)約翰 (他)現正持續浸洗了的 在內 在對(她)哀嫩 接近地 從屬(它)那

從屬(它)撒令， 是這樣 (它們)水 (它們)許多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在那裏地；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來到旁邊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被浸洗；

約 3:24 ou;pw ga.r h=n beblhme,noj eivj th.n fulakh.n ò VIwa,nnhjÅ
For John was not yet cast into prison.
那時約翰還沒有下在監裏。

尚未地 因為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現在已經被投擲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夜更/監獄 (他)那 (他)約翰。
[經文變異WH]

尚未地 因為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現在已經被投擲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夜更/監獄 (他)約翰。

約 3:25 VEge,neto ou=n zh,thsij evk tw/n maqhtw/n VIwa,nnou meta. VIoudai,ou peri. kaqarismou/Å
Then there arose a question between some of John's disciples and the Jews about purifying.
約翰的門徒，和一個猶太人辯論潔淨的禮。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這樣 (她)查問辯論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門徒 從屬(他)約翰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猶太人的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潔淨。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這樣 (她)查問辯論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門徒 從屬(他)約翰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潔淨。

約 3:26 kai. h=lqon pro.j to.n VIwa,nnhn kai. ei=pan auvtw/|( ~Rabbi,( o]j h=n meta. sou/ pe,ran tou/ VIorda,nou( w-| su.
memartu,rhkaj( i;de ou-toj bapti,zei kai. pa,ntej e;rcontai pro.j auvto,n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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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y came unto John, and said unto him, Rabbi, he that was with thee beyond Jordan, to whom thou barest
witness, behold, the same baptizeth, and all men come to him.
就來見約翰說：拉比，從前同你在約但河外，你所見證的那位，現在施洗，眾人都往他那裏去了。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約翰，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阿,(他)拉比， (他)這個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你 於那邊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約但河， 在對(他)這個 你 你現在已經作見證人， 你那時(也是)就要看哪，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浸洗， 並且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約 3:27 avpekri,qh VIwa,nnhj kai. ei=pen( Ouv du,natai a;nqrwpoj lamba,nein ouvde. e]n eva.n mh. h=| dedome,non auvtw/| evk
tou/ ouvranou/Å
John answered and said, A man can receive nothing, except it be given him from heaven.
約翰說：若不是從天上賜的，人就不能得甚麼。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 (他)約翰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他)人 現要去持續拿取 然而也不是地 到於(它)一個， 但凡若是 不會/不要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是 (它)現在已經被給與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經文變異RT][經文變異WH]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註1
(他)約翰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他)人 現要去持續拿取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但凡若是 不會/不要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是 (它)現在已經被給與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註1：“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約 3:28 auvtoi. ùmei/j moi marturei/te o[ti ei=pon Îo[tiÐ Ouvk eivmi. evgw. ò Cristo,j( avllV o[ti VApestalme,noj eivmi.
e;mprosqen evkei,nouÅ
Ye yourselves bear me witness, that I said, I am not the Christ, but that I am sent before him.
我曾說，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你們自己可以給我作見證。

(他們)同一者 你們 在對我 你們現在持續作見證人， 是這樣 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是這樣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是

我 (他)那 (他)基督， 但乃是 是這樣 (他)現在已經被分派差遣了的 我現在持續是 從在其前地

從屬(他)在那裏的那個。
[經文變異RT]

(他們)同一者 你們 在對我 你們現在持續作見證人， 是這樣 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是 我

(他)那 (他)基督， 但乃是 是這樣 (他)現在已經被分派差遣了的 我現在持續是 從在其前地 從屬(他)在那裏的那個。
[經文變異WH]

(他們)同一者 你們 在對我 你們現在持續作見證人， 是這樣 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我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是 我

(他)那 (他)基督， 但乃是 是這樣 (他)現在已經被分派差遣了的 我現在持續是 從在其前地 從屬(他)在那裏的那個。
[經文變異MT]

(他們)同一者 你們 你們現在持續作見證人， 是這樣 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是 我 (他)那

(他)基督， 但乃是 是這樣 (他)現在已經被分派差遣了的 我現在持續是 從在其前地 從屬(他)在那裏的那個。

約 3:29 ò e;cwn th.n nu,mfhn numfi,oj evsti,n\ ò de. fi,loj tou/ numfi,ou ò èsthkw.j kai. avkou,wn auvtou/ cara/| cai,rei
dia. th.n fwnh.n tou/ numfi,ouÅ au[th ou=n h` cara. h` evmh. peplh,rwtaiÅ
He that hath the bride is the bridegroom: but the friend of the bridegroom, which standeth and heareth him,
rejoiceth greatly because of the bridegroom's voice: this my joy therefore is fulfilled.
娶新婦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著聽見新郎的聲音就甚喜樂；故此我這喜樂滿足了。

(他)那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新婦 (他)新郎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然而也 (他)朋友

從屬(他)那 從屬(他)新郎， (他)那 (他)現在已經立定站住了的 並且 (他)現正持續聲聞耳聽了的 從屬(他)同一者，

在對(她)歡喜快樂 他/她/它現在持續歡喜安樂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她)那 到於(她)聲音 從屬(他)那

從屬(他)新郎； (她)那同一者 這樣 (她)那 (她)歡喜快樂 (她)那 (她)我之物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促使成充滿添足。

約 3:30 evkei/non dei/ auvxa,nein( evme. de. evlattou/sqaiÅ
He must increase, but I must decrease.
他必興旺，我必衰微。

到於(他)在那裏的那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現要去持續成長變大， 到於"我" 然而也

現要去持續被促使為更微小低下。

約 3:31 ~O a;nwqen evrco,menoj evpa,nw pa,ntwn evsti,n\ ò w'n evk th/j gh/j evk th/j gh/j evstin kai. evk th/j gh/j lalei/Å ò
evk tou/ ouvranou/ evrco,menoj Îevpa,nw pa,ntwn evsti,n\Ð
He that cometh from above is above all: he that is of the earth is earthly, and speaketh of the earth: he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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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eth from heaven is above all.
從天上來的，是在萬有之上；從地上來的，是屬乎地，他所說的，也是屬乎地；從天上來的，是在萬有之上。

(他)那 從上頭地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在上面上頭地 從屬(它們)所有每一個的註1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並且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發言講說。 (他)那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在上面上頭地 從屬(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註1：“從屬(它們)所有每一個的”文法上亦可以為“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約 3:32 o] eẁ,raken kai. h;kousen tou/to marturei/( kai. th.n marturi,an auvtou/ ouvdei.j lamba,neiÅ
And what he hath seen and heard, that he testifieth; and no man receiveth his testimony.
他將所見所聞的見證出來，只是沒有人領受他的見證。

到於(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已經看見清楚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到於(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作見證人；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作證 從屬(他)同一者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拿取。
[經文變異RT]

並且 到於(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已經看見清楚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到於(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作見證人；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作證 從屬(他)同一者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拿取。

約 3:33 ò labw.n auvtou/ th.n marturi,an evsfra,gisen o[ti ò qeo.j avlhqh,j evstinÅ
He that hath received his testimony hath set to his seal that God is true.
那領受他見證的，就印上印，證明神是真的。

(他)那 (他)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她)那 到於(她)作證 他/她/它那時(也是)蓋圖章封印 是這樣 (他)那

(他)神 (他)誠正真實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約 3:34 o]n ga.r avpe,steilen ò qeo.j ta. rh̀,mata tou/ qeou/ lalei/( ouv ga.r evk me,trou di,dwsin to. pneu/maÅ
For he whom God hath sent speaketh the words of God: for God giveth not the Spirit by measure unto him.
神所差來的，就說神的話；因為神賜聖靈給他，是沒有限量的。

到於(他)這個 因為 他/她/它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他)那 (他)神，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所發表言說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她/它現在持續發言講說； 不是/不 因為 向外出來 從屬(它)量器量度 他/她/它現在持續給與 到於(它)那

到於(它)靈/風。
[經文變異RT]

到於(他)這個 因為 他/她/它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他)那 (他)神，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所發表言說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她/它現在持續發言講說； 不是/不 因為 向外出來 從屬(它)量器量度 他/她/它現在持續給與 (他)那

(他)神 到於(它)那 到於(它)靈/風。

約 3:35 ò path.r avgapa/| to.n uiò.n kai. pa,nta de,dwken evn th/| ceiri. auvtou/Å
The Father loveth the Son, and hath given all things into his hand.
父愛子，已將萬有交在他手裏。

(他)那 (他)父親 他/她/它現在持續愛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並且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已經給與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手 從屬(他)同一者。

約 3:36 ò pisteu,wn eivj to.n uiò.n e;cei zwh.n aivw,nion\ ò de. avpeiqw/n tw/| uiẁ/| ouvk o;yetai zwh,n( avllV h̀ ovrgh. tou/
qeou/ me,nei evpV auvto,nÅ
He that believeth on the Son hath everlasting life: and he that believeth not the Son shall not see life; but the
wrath of God abideth on him.
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著永生，〔原文作不得見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

(他)那 (他)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生命

到於(她)時世恆久的； (他)那 然而也 (他)現正持續成頑固不信了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兒子 不是/不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看見注目 到於(她)生命； 但乃是 (她)那 (她)激動忿怒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她/它現在持續停留持守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MT]

(他)那 (他)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生命

到於(她)時世恆久的； (他)那 然而也 (他)現正持續成頑固不信了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兒子 不是/不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看見注目 到於(她)那 到於(她)生命； 但乃是 (她)那 (她)激動忿怒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她/它現在持續停留持守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同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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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4:1 ~Wj ou=n e;gnw ò VIhsou/j o[ti h;kousan oi` Farisai/oi o[ti VIhsou/j plei,onaj maqhta.j poiei/ kai. bapti,zei h'
VIwa,nnhj
When therefore the Lord knew how the Pharisees had heard that Jesus made and baptized more disciples than
John,
主知道法利賽人聽見他收門徒施洗比約翰還多，

正如地 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認識知道 (他)那 (他)耶穌 是這樣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他們)那些

(他們)法利賽人， 是這樣 (他)耶穌 到於(他們)更多的 到於(他們)門徒 他/她/它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浸洗 甚或/或而 (他)約翰，
[經文變異RT]

正如地 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認識知道 (他)那 (他)主人 是這樣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他們)那些

(他們)法利賽人， 是這樣 (他)耶穌 到於(他們)更多的 到於(他們)門徒 他/她/它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浸洗 甚或/或而 (他)約翰，
[經文變異WH]

正如地 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認識知道 (他)那 (他)主人 是這樣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他們)那些

(他們)法利賽人， 是這樣 (他)耶穌 到於(他們)更多的 到於(他們)門徒 他/她/它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浸洗 甚或/或而 (他)約翰，

約 4:2 & kai,toige VIhsou/j auvto.j ouvk evba,ptizen avllV oì maqhtai. auvtou/ &
(Though Jesus himself baptized not, but his disciples,)
（其實不是耶穌親自施洗，乃是他的門徒施洗）

且其實確實 (他)耶穌 (他)同一者 不是/不 他/她/它當時持續浸洗， 但乃是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約 4:3 avfh/ken th.n VIoudai,an kai. avph/lqen pa,lin eivj th.n Galilai,anÅ
He left Judaea, and departed again into Galilee.
他就離了猶太，又往加利利去；

他/她/它那時(也是)任憑釋放離開 到於(她)那 到於(她)猶太地方，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重新又再地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加利利。
[經文變異MT]

他/她/它那時(也是)任憑釋放離開 到於(她)那 到於(她)猶太地方，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加利利。

約 4:4 e;dei de. auvto.n die,rcesqai dia. th/j Samarei,ajÅ
And he must needs go through Samaria.
必須經過撒瑪利亞。

他/她/它當時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然而也 到於(他)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橫過穿越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撒瑪利亞。

約 4:5 e;rcetai ou=n eivj po,lin th/j Samarei,aj legome,nhn Suca.r plhsi,on tou/ cwri,ou o] e;dwken VIakw.b Îtw/|Ð
VIwsh.f tw/| uiẁ/| auvtou/\
Then cometh he to a city of Samaria, which is called Sychar, near to the parcel of ground that Jacob gave to his
son Joseph.
於是到了撒瑪利亞的一座城，名叫敘加，靠近雅各給他兒子約瑟的那塊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這樣 向內進入 到於(她)城邑 從屬(她)那 從屬(她)撒瑪利亞

到於(她)現正持續被道說了的 到於(她)敘加， 在鄰近之處地 從屬(它)那 從屬(它)小塊地域 到於(它)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他)雅各 在對(他)那 在對(他)約瑟 在對(他)那 在對(他)兒子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這樣 向內進入 到於(她)城邑 從屬(她)那 從屬(她)撒瑪利亞

到於(她)現正持續被道說了的 到於(她)敘加， 在鄰近之處地 從屬(它)那 從屬(它)小塊地域 到於(它)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他)雅各 在對(他)約瑟 在對(他)那 在對(他)兒子 從屬(他)同一者；

約 4:6 h=n de. evkei/ phgh. tou/ VIakw,bÅ ò ou=n VIhsou/j kekopiakw.j evk th/j òdoipori,aj evkaqe,zeto ou[twj evpi. th/| phgh/|\
w[ra h=n wj̀ e[kthÅ
Now Jacob's well was there. Jesus therefore, being wearied with his journey, sat thus on the well: and it was
about the sixth hour.
在那裏有雅各井。耶穌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時約有午正。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在那裏地 (她)湧泉泉源 從屬(他)那 從屬(他)雅各。 (他)那 這樣 (他)耶穌

(他)現在已經有勞碌疲累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徒步旅行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坐定下來

那同一樣式地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那 在對(她)湧泉泉源； (她)鐘點時刻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正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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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第六的。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在那裏地 (她)湧泉泉源 從屬(他)那 從屬(他)雅各。 (他)那 這樣 (他)耶穌

(他)現在已經有勞碌疲累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徒步旅行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坐定下來

那同一樣式地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那 在對(她)湧泉泉源； (她)鐘點時刻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正如好像地

(她)第六的。

約 4:7 :Ercetai gunh. evk th/j Samarei,aj avntlh/sai u[dwrÅ le,gei auvth/| o` VIhsou/j( Do,j moi pei/n\
There cometh a woman of Samaria to draw water: Jesus saith unto her, Give me to drink.
有一個撒瑪利亞的婦人來打水；耶穌對他說：請你給我水喝。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她)女人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撒瑪利亞 那時(也是)要去汲取舀起

到於(它)水；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她)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你那時(也是)就要給與 在對我

那時(也是)要去喝；

約 4:8 oì ga.r maqhtai. auvtou/ avpelhlu,qeisan eivj th.n po,lin i[na trofa.j avgora,swsinÅ
(For his disciples were gone away unto the city to buy meat.)
那時門徒進城買食物去了。

(他們)那些 因為 (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當時已經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城邑， 為要 到於(她們)食品營養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購買。

約 4:9 le,gei ou=n auvtw/| h` gunh. h` Samari/tij( Pw/j su. VIoudai/oj w'n parV evmou/ pei/n aivtei/j gunaiko.j Samari,tidoj
ou;shjÈ ouv ga.r sugcrw/ntai VIoudai/oi Samari,taijÅ
Then saith the woman of Samaria unto him, How is it that thou, being a Jew, askest drink of me, which am a
woman of Samaria? for the Jews have no dealings with the Samaritans.
撒瑪利亞的婦人對他說：你既是猶太人，怎麼向我一個撒瑪利亞婦人要水喝呢。原來猶太人和撒瑪利亞人沒有來

往。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這樣 在對(他)同一者 (她)那 (她)女人 (她)那 (她)女撒瑪利亞人， 怎樣如何地呢 你

(他)猶太人的 (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我" 那時(也是)要去喝 你現在持續索問要求 從屬(她)女人

從屬(她)女撒瑪利亞人 從屬(她)現正持續是了的？ 不是/不 因為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交際往來

(他們)猶太人的 在對(他們)撒瑪利亞人。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這樣 在對(他)同一者 (她)那 (她)女人 (她)那 (她)女撒瑪利亞人， 怎樣如何地呢 你

(他)猶太人的 (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我" 那時(也是)要去喝 你現在持續索問要求

從屬(她)現正持續是了的 從屬(她)女人 從屬(她)女撒瑪利亞人？ 不是/不 因為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交際往來

(他們)猶太人的 在對(他們)撒瑪利亞人。
[經文變異Tischendorph]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她)那 (她)女人 (她)那 (她)女撒瑪利亞人， 怎樣如何地呢 你 (他)猶太人的

(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我" 那時(也是)要去喝 你現在持續索問要求 從屬(她)女人

從屬(她)女撒瑪利亞人 從屬(她)現正持續是了的 ？

約 4:10 avpekri,qh VIhsou/j kai. ei=pen auvth/|( Eiv h;|deij th.n dwrea.n tou/ qeou/ kai. ti,j evstin ò le,gwn soi( Do,j moi
pei/n( su. a'n h;|thsaj auvto.n kai. e;dwken a;n soi u[dwr zw/nÅ
Jesus answered and said unto her, If thou knewest the gift of God, and who it is that saith to thee, Give me to
drink; thou wouldest have asked of him, and he would have given thee living water.
耶穌回答說：你若知道神的恩賜，和對你說給我水喝的是誰，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給了你活水。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註1
(他)耶穌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她)同一者， 若是

你當時已經看見察覺 到於(她)那 到於(她)賞賜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他)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在對你， 你那時(也是)就要給與 在對我 那時(也是)要去喝， 你 但凡

你那時(也是)索問要求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但凡 在對你 到於(它)水

到於(它)現正持續活了的。

註1：“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約 4:11 le,gei auvtw/| Îh` gunh,Ð( Ku,rie( ou;te a;ntlhma e;ceij kai. to. fre,ar evsti.n baqu,\ po,qen ou=n e;ceij to. u[dwr to.
zw/nÈ
The woman saith unto him, Sir, thou hast nothing to draw with, and the well is deep: from whence then hast thou
that living water?
婦人說：先生沒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從那裏得活水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她)那 (她)女人， 阿,(他)主人， 並不/又不 到於(它)舀水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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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現在持續持有， 並且 (它)那 (它)坑洞井穴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深的； 從那裏地呢 這樣 你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它)那 到於(它)水 到於(它)那 到於(它)現正持續活了的？
[經文變異WH]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阿,(他)主人， 並不/又不 到於(它)舀水器具 你現在持續持有， 並且 (它)那

(它)坑洞井穴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深的； 從那裏地呢 這樣 你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它)那 到於(它)水 到於(它)那

到於(它)現正持續活了的？

約 4:12 mh. su. mei,zwn ei= tou/ patro.j hm̀w/n VIakw,b( o]j e;dwken h̀mi/n to. fre,ar kai. auvto.j evx auvtou/ e;pien kai. oi`
uiòi. auvtou/ kai. ta. qre,mmata auvtou/È
Art thou greater than our father Jacob, which gave us the well, and drank thereof himself, and his children, and
his cattle?
我們的祖宗雅各，將這井留給我們；他自己和兒子並牲畜，也都喝這井裏的水，難道你比他還大麼。

豈會呢 你 (他)更大的 你現在持續是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從屬我們 從屬(他)雅各， (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在對我們 到於(它)那 到於(它)坑洞井穴， 並且 (他)同一者 向外出來 從屬(它)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喝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兒子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它們)那些 (它們)牲口家畜 從屬(他)同一者？

約 4:13 avpekri,qh VIhsou/j kai. ei=pen auvth/|( Pa/j ò pi,nwn evk tou/ u[datoj tou,tou diyh,sei pa,lin\
Jesus answered and said unto her, Whosoever drinketh of this water shall thirst again:
耶穌回答說：凡喝這水的，還要再渴；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 (他)耶穌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她)同一者，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他)現正持續喝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水 從屬(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有乾渴

重新又再地；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註1
(他)那 (他)耶穌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她)同一者，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他)現正持續喝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水 從屬(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有乾渴 重新又再地；

註1：“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約 4:14 o]j dV a'n pi,h| evk tou/ u[datoj ou- evgw. dw,sw auvtw/|( ouv mh. diyh,sei eivj to.n aivw/na( avlla. to. u[dwr o] dw,sw
auvtw/| genh,setai evn auvtw/| phgh. u[datoj àllome,nou eivj zwh.n aivw,nionÅ
But whosoever drinketh of the water that I shall give him shall never thirst; but the water that I shall give him
shall be in him a well of water springing up into everlasting life.
人若喝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渴；我所賜的水，要在他裏頭成為泉源，直湧到永生。

(他)這個 然而也 但凡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喝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水 從屬(它)這個 我 我將要(持續)給與

在對(他)同一者，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他/她/它將要(持續)有乾渴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世紀時代； 但乃是

(它)那 (它)水 到於(它)這個 我將要(持續)給與 在對(他)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她)湧泉泉源 從屬(它)水 從屬(它)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踴跳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生命

到於(她)時世恆久的。
[經文變異RT]

(他)這個 然而也 但凡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喝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水 從屬(它)這個 我 我將要(持續)給與

在對(他)同一者，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有乾渴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世紀時代；

但乃是 (它)那 (它)水 到於(它)這個 我將要(持續)給與 在對(他)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她)湧泉泉源 從屬(它)水 從屬(它)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踴跳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生命

到於(她)時世恆久的。

約 4:15 le,gei pro.j auvto.n h` gunh,( Ku,rie( do,j moi tou/to to. u[dwr( i[na mh. diyw/ mhde. die,rcwmai evnqa,de avntlei/nÅ
The woman saith unto him, Sir, give me this water, that I thirst not, neither come hither to draw.
婦人說：先生，請把這水賜給我，叫我不渴，也不用來這麼遠打水。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她)那 (她)女人， 阿,(他)主人， 你那時(也是)就要給與

在對我 到於(它)那同一者 到於(它)那 到於(它)水， 為要 不會/不要 我現在應該持續有乾渴， 然而也不要

我現在應該持續讓自己/被橫過穿越 在此處地 現要去持續汲取舀起。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她)那 (她)女人， 阿,(他)主人， 你那時(也是)就要給與

在對我 到於(它)那同一者 到於(它)那 到於(它)水， 為要 不會/不要 我現在應該持續有乾渴， 然而也不要

我現在應該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在此處地 現要去持續汲取舀起。

約 4:16 Le,gei auvth/|( {Upage fw,nhson to.n a;ndra sou kai. evlqe. evnqa,deÅ
Jesus saith unto her, Go, call thy husband, and come hi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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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說：你去叫你丈夫也到這裏來。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她)同一者， 你現在就要持續退開去； 你那時(也是)就要出聲叫喚 到於(他)那

到於(他)男人/丈夫 從屬你，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到來前往 在此處地。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她)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你現在就要持續退開去； 你那時(也是)就要出聲叫喚

到於(他)那 到於(他)男人/丈夫 從屬你，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到來前往 在此處地。
[經文變異WH]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她)同一者， 你現在就要持續退開去； 你那時(也是)就要出聲叫喚 從屬你 到於(他)那

到於(他)男人/丈夫，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到來前往 在此處地。

約 4:17 avpekri,qh h` gunh. kai. ei=pen auvtw/|( Ouvk e;cw a;ndraÅ le,gei auvth/| ò VIhsou/j( Kalw/j ei=paj o[ti :Andra ouvk
e;cw\
The woman answered and said, I have no husband. Jesus said unto her, Thou hast well said, I have no
husband:
婦人說：我沒有丈夫。耶穌說：你說沒有丈夫，是不錯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 (她)那 (她)女人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他)男人/丈夫。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她)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美好適當地

你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是這樣 到於(他)男人/丈夫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持有；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註1
(她)那 (她)女人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他)男人/丈夫。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她)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美好適當地 你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是這樣 到於(他)男人/丈夫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持有；

註1：“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約 4:18 pe,nte ga.r a;ndraj e;scej kai. nu/n o]n e;ceij ouvk e;stin sou avnh,r\ tou/to avlhqe.j ei;rhkajÅ
For thou hast had five husbands; and he whom thou now hast is not thy husband: in that saidst thou truly.
你已經有五個丈夫；你現在有的，並不是你的丈夫；你這話是真的；

到於(他們)五個 因為 到於(他們)男人/丈夫 你那時(也是)持有； 並且 現在此時地 到於(他)這個 你現在持續持有，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從屬你 (他)男人/丈夫； 到於(它)那同一者 到於(它)誠正真實的 你現在已經開聲言說。

約 4:19 le,gei auvtw/| h` gunh,( Ku,rie( qewrw/ o[ti profh,thj ei= su,Å
The woman saith unto him, Sir, I perceive that thou art a prophet.
婦人說：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她)那 (她)女人， 阿,(他)主人， 我現在持續行定睛觀看 是這樣

(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你現在持續是 你。

約 4:20 oi` pate,rej h̀mw/n evn tw/| o;rei tou,tw| proseku,nhsan\ kai. ùmei/j le,gete o[ti evn ~Ierosolu,moij evsti.n ò to,poj
o[pou proskunei/n dei/Å
Our fathers worshipped in this mountain; and ye say, that in Jerusalem is the place where men ought to
worship.
我們的祖宗在這山上禮拜；你們倒說，應當禮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

(他們)那些 (他們)父親 從屬我們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高山 在對(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敬拜； 並且

你們 你們現在持續道說， 是這樣 在內 在對(它們)耶路撒冷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地點處所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現要去持續敬拜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些 (他們)父親 從屬我們 在內 在對(它)那同一者 在對(它)那 在對(它)高山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敬拜； 並且

你們 你們現在持續道說， 是這樣 在內 在對(它們)耶路撒冷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地點處所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現要去持續敬拜。

約 4:21 le,gei auvth/| ò VIhsou/j( Pi,steue, moi( gu,nai( o[ti e;rcetai w[ra o[te ou;te evn tw/| o;rei tou,tw| ou;te evn
~Ierosolu,moij proskunh,sete tw/| patri,Å
Jesus saith unto her, Woman, believe me, the hour cometh, when ye shall neither in this mountain, nor yet at
Jerusalem, worship the Father.
耶穌說：婦人，你當信我，時候將到，你們拜父，也不在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她)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你現在就要持續置信信託 在對我， 阿,(她)女人， 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她)鐘點時刻， 當這時地 並不/又不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高山

在對(它)那同一者， 並不/又不 在內 在對(它們)耶路撒冷， 你們將要(持續)敬拜 在對(他)那 在對(他)父親。
[經文變異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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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她)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阿,(她)女人， 你那時(也是)就要置信信託 在對我， 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她)鐘點時刻， 當這時地 並不/又不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高山

在對(它)那同一者， 並不/又不 在內 在對(它們)耶路撒冷， 你們將要(持續)敬拜 在對(他)那 在對(他)父親。

約 4:22 ùmei/j proskunei/te o] ouvk oi;date\ hm̀ei/j proskunou/men o] oi;damen( o[ti h` swthri,a evk tw/n VIoudai,wn
evsti,nÅ
Ye worship ye know not what: we know what we worship: for salvation is of the Jews.
你們所拜的，你們不知道；我們所拜的，我們知道；因為救恩是從猶太人出來的。

你們 你們現在持續敬拜 到於(它)這個 不是/不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我們 我們現在持續敬拜 到於(它)這個

我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她)那 (她)拯救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約 4:23 avlla. e;rcetai w[ra kai. nu/n evstin( o[te oì avlhqinoi. proskunhtai. proskunh,sousin tw/| patri. evn pneu,mati
kai. avlhqei,a|\ kai. ga.r ò path.r toiou,touj zhtei/ tou.j proskunou/ntaj auvto,nÅ
But the hour cometh, and now is, when the true worshippers shall worship the Father in spirit and in truth: for the
Father seeketh such to worship him.
時候將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靈和誠實拜他，因為父要這樣的人拜他。

但乃是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她)鐘點時刻， 並且 現在此時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當這時地

(他們)那些 (他們)真正實在的 (他們)敬拜者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敬拜 在對(他)那 在對(他)父親 在內 在對(它)靈/風

並且 在對(她)真情實理； 並且 因為 (他)那 (他)父親 到於(他們)那種樣 他/她/它現在持續探索尋求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敬拜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約 4:24 pneu/ma ò qeo,j( kai. tou.j proskunou/ntaj auvto.n evn pneu,mati kai. avlhqei,a| dei/ proskunei/nÅ
God is a Spirit: and they that worship him must worship him in spirit and in truth.
神是個靈；〔或無個字〕所以拜他的，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他。

(它)靈/風 (他)那 (他)神；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敬拜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它)靈/風

並且 在對(她)真情實理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現要去持續敬拜。

約 4:25 le,gei auvtw/| h` gunh,( Oi=da o[ti Messi,aj e;rcetai ò lego,menoj Cristo,j\ o[tan e;lqh| evkei/noj( avnaggelei/
hm̀i/n a[pantaÅ
The woman saith unto him, I know that Messias cometh, which is called Christ: when he is come, he will tell us
all things.
婦人說：我知道彌賽亞，（就是那稱為基督的）要來；他來了，必將一切的事都告訴我們。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她)那 (她)女人， 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他)彌賽亞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他)那 (他)現正持續被道說了的 (他)基督； 但凡當這時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到來前往 (他)在那裏的那個， 他/她/它將要(持續)向上報信通告 在對我們

到於(它們)同時一齊地所有每一個的。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她)那 (她)女人， 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他)彌賽亞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他)那 (他)現正持續被道說了的 (他)基督； 但凡當這時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到來前往 (他)在那裏的那個， 他/她/它將要(持續)向上報信通告 在對我們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約 4:26 le,gei auvth/| ò VIhsou/j( VEgw, eivmi( ò lalw/n soiÅ
Jesus saith unto her, I that speak unto thee am he.
耶穌說：這和你說話的就是他。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她)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我 我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現正持續發言講說了的

在對你。

約 4:27 Kai. evpi. tou,tw| h=lqan oì maqhtai. auvtou/ kai. evqau,mazon o[ti meta. gunaiko.j evla,lei\ ouvdei.j me,ntoi ei=pen(
Ti, zhtei/j h; Ti, lalei/j metV auvth/jÈ
And upon this came his disciples, and marvelled that he talked with the woman: yet no man said, What seekest
thou? or, Why talkest thou with her?
當下門徒回來，就希奇耶穌和一個婦人說話；只是沒有人說：你是要甚麼；或說：你為甚麼和他說話。

並且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希奇 是這樣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女人 他/她/它當時持續發言講說；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縱然如此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現在持續探索尋求？

甚或/或而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現在持續發言講說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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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希奇 是這樣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女人 他/她/它當時持續發言講說；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縱然如此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現在持續探索尋求？

甚或/或而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現在持續發言講說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同一者？

約 4:28 avfh/ken ou=n th.n ud̀ri,an auvth/j h̀ gunh. kai. avph/lqen eivj th.n po,lin kai. le,gei toi/j avnqrw,poij(
The woman then left her waterpot, and went her way into the city, and saith to the men,
那婦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裏去，對眾人說：

他/她/它那時(也是)任憑釋放離開 這樣 到於(她)那 到於(她)水之容器 從屬(她)同一者 (她)那 (她)女人，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城邑，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人，

約 4:29 Deu/te i;dete a;nqrwpon o]j ei=pe,n moi pa,nta o[sa evpoi,hsa( mh,ti ou-to,j evstin ò Cristo,jÈ
Come, see a man, which told me all things that ever I did: is not this the Christ?
你們來看，有一個人將我素來所行的一切事，都給我說出來了；莫非這就是基督麼。

你們就要到這裏來；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看見察覺 到於(他)人， (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我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這每一切 我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豈會是呢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基督？
[經文變異WH]

你們就要到這裏來；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看見察覺 到於(他)人， (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我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這些個 我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豈會是呢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基督？

約 4:30 evxh/lqon evk th/j po,lewj kai. h;rconto pro.j auvto,nÅ
Then they went out of the city, and came unto him.
眾人就出城往耶穌那裏去。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城邑，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這樣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城邑，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約 4:31 VEn tw/| metaxu. hvrw,twn auvto.n oì maqhtai. le,gontej( ~Rabbi,( fa,geÅ
In the mean while his disciples prayed him, saying, Master, eat.
這其間，門徒對耶穌說：拉比，請喫。

在內 在對(它)那 共同轉接之間地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查詢求問 到於(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阿,(他)拉比， 你那時(也是)就要吃食。
[經文變異RT]

在內 然而也 在對(它)那 共同轉接之間地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查詢求問 到於(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阿,(他)拉比， 你那時(也是)就要吃食。

約 4:32 ò de. ei=pen auvtoi/j( VEgw. brw/sin e;cw fagei/n h]n ùmei/j ouvk oi;dateÅ
But he said unto them, I have meat to eat that ye know not of.
耶穌說：我有食物喫，是你們不知道的。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我 到於(她)食用 我現在持續持有

那時(也是)要去吃食， 到於(她)這個 你們 不是/不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約 4:33 e;legon ou=n oì maqhtai. pro.j avllh,louj( Mh, tij h;negken auvtw/| fagei/nÈ
Therefore said the disciples one to another, Hath any man brought him ought to eat?
門徒就彼此對問說：莫非有人拿甚麼給他喫麼。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這樣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彼此， 豈會呢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那時(也是)負載攜帶 在對(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吃食？

約 4:34 le,gei auvtoi/j ò VIhsou/j( VEmo.n brw/ma, evstin i[na poih,sw to. qe,lhma tou/ pe,myanto,j me kai. teleiw,sw
auvtou/ to. e;rgonÅ
Jesus saith unto them, My meat is to do the will of him that sent me, and to finish his work.
耶穌說：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來者的旨意，作成他的工。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它)我之物 (它)食物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為要

我那時(也是)應該行出作成 到於(它)那 到於(它)所定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那時(也是)差送打發了的 到於我， 並且

我那時(也是)應該促使成完滿成全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它)那 到於(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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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它)我之物 (它)食物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為要

我現在應該持續行出作成 到於(它)那 到於(它)所定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那時(也是)差送打發了的 到於我， 並且

我那時(也是)應該促使成完滿成全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它)那 到於(它)工作。

約 4:35 ouvc ùmei/j le,gete o[ti :Eti tetra,mhno,j evstin kai. ò qerismo.j e;rcetaiÈ ivdou. le,gw ùmi/n( evpa,rate tou.j
ovfqalmou.j ùmw/n kai. qea,sasqe ta.j cw,raj o[ti leukai, eivsin pro.j qerismo,nÅ h;dh
Say not ye, There are yet four months, and then cometh harvest? behold, I say unto you, Lift up your eyes, and
look on the fields; for they are white already to harvest.
你們豈不說，到收割的時候，還有四個月麼；我告訴你們，舉目向田觀看，莊稼已經熟了，〔原文作發白〕可以

收割了。

豈非呢 你們 你們現在持續道說， 是這樣 依然仍舊地 (他)四個月之久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並且 (他)那

(他)莊稼收成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在上面提起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眼睛 從屬你們，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定睛觀看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地域， 是這樣 (她們)亮光潔白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莊稼收成 甚而已然如此地。
[不同標點]

豈非呢 你們 你們現在持續道說， 是這樣 依然仍舊地 (他)四個月之久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並且 (他)那

(他)莊稼收成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在上面提起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眼睛 從屬你們，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定睛觀看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地域， 是這樣 (她們)亮光潔白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莊稼收成。 甚而已然如此地

約 4:36 ò qeri,zwn misqo.n lamba,nei kai. suna,gei karpo.n eivj zwh.n aivw,nion( i[na ò spei,rwn òmou/ cai,rh| kai. ò
qeri,zwnÅ
And he that reapeth receiveth wages, and gathereth fruit unto life eternal: that both he that soweth and he that
reapeth may rejoice together.
收割的人得工價，積蓄五穀到永生；叫撒種的和收割的一同快樂。

(他)那 (他)現正持續收取莊稼了的 到於(他)工價報酬 他/她/它現在持續拿取，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聚集 到於(他)果實

向內進入 到於(她)生命 到於(她)時世恆久的； 為要 (他)那 (他)現正持續散佈播撒了的 同時同地一齊地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歡喜安樂 並且 (他)那 (他)現正持續收取莊稼了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 (他)現正持續收取莊稼了的 到於(他)工價報酬 他/她/它現在持續拿取，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聚集

到於(他)果實 向內進入 到於(她)生命 到於(她)時世恆久的； 為要 並且 (他)那 (他)現正持續散佈播撒了的

同時同地一齊地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歡喜安樂 並且 (他)那 (他)現正持續收取莊稼了的。

約 4:37 evn ga.r tou,tw| ò lo,goj evsti.n avlhqino.j o[ti :Alloj evsti.n ò spei,rwn kai. a;lloj ò qeri,zwnÅ
And herein is that saying true, One soweth, and another reapeth.
俗語說，那人撒種，這人收割，這話可見是真的。

在內 因為 在對(它)那同一者 (他)那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真正實在的， 是這樣

(他)另外不同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現正持續散佈播撒了的， 並且 (他)另外不同的 (他)那

(他)現正持續收取莊稼了的。
[經文變異RT]

在內 因為 在對(它)那同一者 (他)那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真正實在的， 是這樣

(他)另外不同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現正持續散佈播撒了的， 並且 (他)另外不同的 (他)那

(他)現正持續收取莊稼了的。

約 4:38 evgw. avpe,steila ùma/j qeri,zein o] ouvc ùmei/j kekopia,kate\ a;lloi kekopia,kasin kai. ùmei/j eivj to.n ko,pon
auvtw/n eivselhlu,qateÅ
I sent you to reap that whereon ye bestowed no labour: other men laboured, and ye are entered into their
labours.
我差你們去收你們所沒有勞苦的；別人勞苦，你們享受他們所勞苦的。

我 我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到於你們 現要去持續收取莊稼 到於(它)這個 不是/不 你們 你們現在已經有勞碌疲累；

(他們)另外不同的 他/她/它們現在已經有勞碌疲累， 並且 你們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勞碌疲累

從屬(他們)同一者 你們現在已經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約 4:39 VEk de. th/j po,lewj evkei,nhj polloi. evpi,steusan eivj auvto.n tw/n Samaritw/n dia. to.n lo,gon th/j gunaiko.j
marturou,shj o[ti Ei=pe,n moi pa,nta a] evpoi,hsa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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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many of the Samaritans of that city believed on him for the saying of the woman, which testified, He told me
all that ever I did.
那城裏有好些撒瑪利亞人信了耶穌，因為那婦人作見證說：他將我素來所行的一切事，都給我說出來了；

向外出來 然而也 從屬(她)那 從屬(她)城邑 從屬(她)在那裏的那個 (他們)許多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置信信託

向內進入 到於(他)同一者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撒瑪利亞人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她)那 從屬(她)女人 從屬(她)現正持續作見證人了的， 是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我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這些個 我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經文變異RT]

向外出來 然而也 從屬(她)那 從屬(她)城邑 從屬(她)在那裏的那個 (他們)許多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置信信託

向內進入 到於(他)同一者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撒瑪利亞人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她)那 從屬(她)女人 從屬(她)現正持續作見證人了的， 是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我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這每一切 我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約 4:40 wj̀ ou=n h=lqon pro.j auvto.n oì Samari/tai( hvrw,twn auvto.n mei/nai parV auvtoi/j\ kai. e;meinen evkei/ du,o
hm̀e,rajÅ
So when the Samaritans were come unto him, they besought him that he would tarry with them: and he abode
there two days.
於是撒瑪利亞人來見耶穌，求他在他們那裏住下；他便在那裏住了兩天。

正如地 這樣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撒瑪利亞人，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查詢求問 到於(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停留持守 <在旁邊>在旁邊 在對(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停留持守 在那裏地 到於(她們)二個/兩個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約 4:41 kai. pollw/| plei,ouj evpi,steusan dia. to.n lo,gon auvtou/(
And many more believed because of his own word;
因耶穌的話，信的人就更多了；

並且 在對(它)許多的 (他們)更多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置信信託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同一者；

約 4:42 th/| te gunaiki. e;legon o[ti Ouvke,ti dia. th.n sh.n lalia.n pisteu,omen\ auvtoi. ga.r avkhko,amen kai. oi;damen
o[ti ou-to,j evstin avlhqw/j ò swth.r tou/ ko,smouÅ
And said unto the woman, Now we believe, not because of thy saying: for we have heard him ourselves, and
know that this is indeed the Christ, the Saviour of the world.
便對婦人說：現在我們信，不是因為你的話，是我們親自聽見了，知道這真是救世主。

在對(她)那 並/又 在對(她)女人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是這樣 不再地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她)那

到於(她)你之物 到於(她)談話 我們現在持續置信信託； (他們)同一者 因為 我們現在已經聲聞耳聽， 並且

我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誠正真實地 (他)那 (他)救主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經文變異RT]

在對(她)那 並/又 在對(她)女人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是這樣 不再地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她)那

到於(她)你之物 到於(她)談話 我們現在持續置信信託； (他們)同一者 因為 我們現在已經聲聞耳聽， 並且

我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誠正真實地 (他)那 (他)救主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他)那 (他)基督。

約 4:43 Meta. de. ta.j du,o h̀me,raj evxh/lqen evkei/qen eivj th.n Galilai,an\
Now after two days he departed thence, and went into Galilee.
過了那兩天，耶穌離了那地方，往加利利去。

<轉換其中>隨到後 然而也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二個/兩個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從那裏地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加利利。
[經文變異RT]

<轉換其中>隨到後 然而也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二個/兩個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從那裏地，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加利利。

約 4:44 auvto.j ga.r VIhsou/j evmartu,rhsen o[ti profh,thj evn th/| ivdi,a| patri,di timh.n ouvk e;ceiÅ
For Jesus himself testified, that a prophet hath no honour in his own country.
因為耶穌自己作過見證說，先知在本地是沒有人尊敬的。

(他)同一者 因為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作見證人， 是這樣 (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私人個別的 在對(她)父鄉祖籍 到於(她)珍貴價值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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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變異RT]

(他)同一者 因為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作見證人， 是這樣 (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私人個別的 在對(她)父鄉祖籍 到於(她)珍貴價值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約 4:45 o[te ou=n h=lqen eivj th.n Galilai,an( evde,xanto auvto.n oi` Galilai/oi pa,nta eẁrako,tej o[sa evpoi,hsen evn
~Ierosolu,moij evn th/| eòrth/|( kai. auvtoi. ga.r h=lqon eivj th.n eòrth,nÅ
Then when he was come into Galilee, the Galilaeans received him, having seen all the things that he did at
Jerusalem at the feast: for they also went unto the feast.
到了加利利，加利利人既然看見他在耶路撒冷過節所行的一切事，就接待他；因為他們也是上去過節。

當這時地 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加利利，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接納領受 到於(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加利利人，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現在已經看見清楚了的 到於(它們)這每一切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在內 在對(它們)耶路撒冷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節期； 並且 (他們)同一者 因為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節期。
[經文變異RT]

當這時地 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加利利，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接納領受 到於(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加利利人，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現在已經看見清楚了的 到於(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在內 在對(它們)耶路撒冷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節期； 並且 (他們)同一者 因為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節期。

約 4:46 +Hlqen ou=n pa,lin eivj th.n Kana. th/j Galilai,aj( o[pou evpoi,hsen to. u[dwr oi=nonÅ kai. h=n tij basiliko.j
ou- ò uiò.j hvsqe,nei evn Kafarnaou,mÅ
So Jesus came again into Cana of Galilee, where he made the water wine. And there was a certain nobleman,
whose son was sick at Capernaum.
耶穌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就是他從前變水為酒的地方；有一個大臣，他的兒子在迦百農患病。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這樣 重新又再地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迦拿 從屬(她)那 從屬(她)加利利，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到於(它)那 到於(它)水 到於(他)酒。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任何什麼 (他)屬君王的， 從屬(他)這個 (他)那 (他)兒子 他/她/它當時持續成軟弱無力 在內 在對(她)迦百農。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這樣 (他)那 (他)耶穌 重新又再地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迦拿 從屬(她)那

從屬(她)加利利，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到於(它)那 到於(它)水 到於(他)酒。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任何什麼 (他)屬君王的， 從屬(他)這個 (他)那 (他)兒子 他/她/它當時持續成軟弱無力 在內

在對(她)迦百農。

約 4:47 ou-toj avkou,saj o[ti VIhsou/j h[kei evk th/j VIoudai,aj eivj th.n Galilai,an avph/lqen pro.j auvto.n kai. hvrw,ta i[na
katabh/| kai. iva,shtai auvtou/ to.n uìo,n( h;mellen ga.r avpoqnh,|skeinÅ
When he heard that Jesus was come out of Judaea into Galilee, he went unto him, and besought him that he
would come down, and heal his son: for he was at the point of death.
他聽見耶穌從猶太到了加利利，就來見他，求他下去醫治他的兒子；因為他兒子快要死了。

(他)那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是這樣 (他)耶穌 他/她/它現在持續到達來臨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猶太地方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加利利，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查詢求問，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向下行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醫好治癒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他/她/它當時持續準備快要 因為

現要去持續死去。
[經文變異RT]

(他)那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是這樣 (他)耶穌 他/她/它現在持續到達來臨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猶太地方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加利利，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查詢求問 到於(他)同一者，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向下行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醫好治癒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他/她/它當時持續準備快要 因為

現要去持續死去。

約 4:48 ei=pen ou=n ò VIhsou/j pro.j auvto,n( VEa.n mh. shmei/a kai. te,rata i;dhte( ouv mh. pisteu,shteÅ
Then said Jesus unto him, Except ye see signs and wonders, ye will not believe.
耶穌就對他說：若不看見神蹟奇事，你們總是不信。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這樣 (他)那 (他)耶穌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但凡若是 不會/不要

到於(它們)識別之表記徵兆 並且 到於(它們)奇事預兆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看見察覺， 不是/不 不會/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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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那時(也是)應該置信信託。

約 4:49 le,gei pro.j auvto.n ò basiliko,j( Ku,rie( kata,bhqi pri.n avpoqanei/n to. paidi,on mouÅ
The nobleman saith unto him, Sir, come down ere my child die.
那大臣說：先生，求你趁著我的孩子還沒有死，就下去。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他)那 (他)屬君王的， 阿,(他)主人，

你那時(也是)就要向下行 在之前地 那時(也是)要去死去 到於(它)那 到於(它)小孩童 從屬我。

約 4:50 le,gei auvtw/| ò VIhsou/j( Poreu,ou( ò uìo,j sou zh/|Å evpi,steusen ò a;nqrwpoj tw/| lo,gw| o]n ei=pen auvtw/| ò
VIhsou/j kai. evporeu,etoÅ
Jesus saith unto him, Go thy way; thy son liveth. And the man believed the word that Jesus had spoken unto
him, and he went his way.
耶穌對他說：回去罷；你的兒子活了。那人信耶穌所說的話，就回去了。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你

他/她/它現在持續活。 他/她/它那時(也是)置信信託 (他)那 (他)人 在對(他)那 在對(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到於(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你

他/她/它現在持續活。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置信信託 (他)那 (他)人 在對(他)那 在對(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在對(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耶穌，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約 4:51 h;dh de. auvtou/ katabai,nontoj oì dou/loi auvtou/ ùph,nthsan auvtw/| le,gontej o[ti ò pai/j auvtou/ zh/|Å
And as he was now going down, his servants met him, and told him, saying, Thy son liveth.
正下去的時候，他的僕人迎見他，說他的兒子活了。

甚而已然如此地 然而也 從屬(他)同一者 從屬(他)現正持續向下行了的， (他們)那些 (他們)奴僕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在底下迎面相遇 在對(他)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是這樣 (他)那 (他)孩童/下屬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活。
[經文變異RT]

甚而已然如此地 然而也 從屬(他)同一者 從屬(他)現正持續向下行了的， (他們)那些 (他們)奴僕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從那裏迎面相遇 在對(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從那裏報信通告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是這樣 (他)那 (他)孩童/下屬 從屬你 他/她/它現在持續活。

約 4:52 evpu,qeto ou=n th.n w[ran parV auvtw/n evn h-| komyo,teron e;scen\ ei=pan ou=n auvtw/| o[ti VEcqe.j w[ran èbdo,mhn
avfh/ken auvto.n ò pureto,jÅ
Then inquired he of them the hour when he began to amend. And they said unto him, Yesterday at the seventh
hour the fever left him.
他就問甚麼時候見好的。他們說：昨日未時熱就退了。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詢問查證 這樣 到於(她)那 到於(她)鐘點時刻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們)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這個 更妥適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持有；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這樣 在對(他)同一者， 是這樣

昨日地 到於(她)鐘點時刻 到於(她)第七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任憑釋放離開 到於(他)同一者 (他)那 (他)高燒。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詢問查證 這樣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們)同一者 到於(她)那 到於(她)鐘點時刻 在內

在對(她)這個 更妥適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持有；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是這樣

昨日地 到於(她)鐘點時刻 到於(她)第七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任憑釋放離開 到於(他)同一者 (他)那 (他)高燒。

約 4:53 e;gnw ou=n ò path.r o[ti ÎevnÐ evkei,nh| th/| w[ra| evn h-| ei=pen auvtw/| ò VIhsou/j( ~O uiò,j sou zh/|( kai. evpi,steusen
auvto.j kai. h` oivki,a auvtou/ o[lhÅ
So the father knew that it was at the same hour, in the which Jesus said unto him, Thy son liveth: and himself
believed, and his whole house.
他便知道這正是耶穌對他說你兒子活了的時候，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

他/她/它那時(也是)認識知道 這樣 (他)那 (他)父親， 是這樣 在內 在對(她)在那裏的那個 在對(她)那

在對(她)鐘點時刻， 在內 在對(她)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你 他/她/它現在持續活；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置信信託 (他)同一者 並且 (她)那 (她)住屋家庭

從屬(他)同一者 (她)整個全部的。
[經文變異WH]

他/她/它那時(也是)認識知道 這樣 (他)那 (他)父親， 是這樣 在內 在對(她)在那裏的那個 在對(她)那

在對(她)鐘點時刻， 在對(她)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你 他/她/它現在持續活；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置信信託 (他)同一者 並且 (她)那 (她)住屋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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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屬(他)同一者 (她)整個全部的。

約 4:54 Tou/to Îde.Ð pa,lin deu,teron shmei/on evpoi,hsen ò VIhsou/j evlqw.n evk th/j VIoudai,aj eivj th.n Galilai,anÅ
This is again the second miracle that Jesus did, when he was come out of Judaea into Galilee.
這是耶穌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件神蹟，是他從猶太回去以後行的。

到於(它)那同一者 然而也 重新又再地 到於(它)第二的 到於(它)識別之表記徵兆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他)那

(他)耶穌， (他)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猶太地方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加利利。
[經文變異RT]

到於(它)那同一者 重新又再地 到於(它)第二的 到於(它)識別之表記徵兆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他)那

(他)耶穌， (他)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猶太地方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加利利。

約 5:1 Meta. tau/ta h=n èorth. tw/n VIoudai,wn kai. avne,bh VIhsou/j eivj ~Ieroso,lumaÅ
After this there was a feast of the Jews; and Jesus went up to Jerusalem.
這事以後，到了猶太人的一個節期；耶穌就上耶路撒冷去。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她)節期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上行 (他)耶穌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路撒冷。
[經文變異RT]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她)節期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上行 (他)那 (他)耶穌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路撒冷。
[經文變異MT]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她)那 (她)節期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上行 (他)那 (他)耶穌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路撒冷。

約 5:2 e;stin de. evn toi/j ~Ierosolu,moij evpi. th/| probatikh/| kolumbh,qra h̀ evpilegome,nh ~Ebrai?sti. Bhqzaqa. pe,nte
stoa.j e;cousaÅ
Now there is at Jerusalem by the sheep market a pool, which is called in the Hebrew tongue Bethesda, having
five porches.
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門有一個池子，希伯來話叫作畢士大，旁邊有五個廊子。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然而也 在內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耶路撒冷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那 在對(她)屬綿羊的

(她)池塘水池， (她)那 (她)現正持續被指名了的 以希伯來語文地 (她)畢士大， 到於(她們)五個 到於(她們)柱廊

(她)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約 5:3 evn tau,taij kate,keito plh/qoj tw/n avsqenou,ntwn( tuflw/n( cwlw/n( xhrw/nÅ
In these lay a great multitude of impotent folk, of blind, halt, withered, waiting for the moving of the water.
裏面躺著瞎眼的，瘸腿的，血氣枯乾的，許多病人。〔有古卷在此有：等候水動〕

在內 在對(她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向下靠躺 (它)聚滿大群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成軟弱無力了的， 從屬(他們)瞎眼的， 從屬(他們)瘸腿跛腳的， 從屬(他們)枯乾的。
[經文變異RT]

在內 在對(她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向下靠躺 (它)聚滿大群 (它)許多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成軟弱無力了的， 從屬(他們)瞎眼的， 從屬(他們)瘸腿跛腳的， 從屬(他們)枯乾的，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期望等候了的 到於(她)那 從屬(它)那 從屬(它)水 到於(她)移動。

約 5:4 a;ggeloj ga.r kata. kairo.n kate,bainen evn th/| kolumbh,qra|( kai. evta,rassen to. u[dwr\ ò ou=n prw/toj evmba.j
meta. th.n tarach.n tou/ u[datoj( ùgih.j evgi,neto( w-| dh,pote kateiceto nosh,matiÅ
For an angel went down at a certain season into the pool, and troubled the water: whosoever then first after the
troubling of the water stepped in was made whole of whatsoever disease he had.
〔有古卷在此有：因為有天使按時下池子攪動那水，水動之後，誰先下去，無論害甚麼病就痊愈了〕

註：Nestle-Aland 26/27版本無此節。

[經文變異RT]

(他)使者 因為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場合時節 他/她/它當時持續向下行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池塘水池，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攪動擾亂 到於(它)那 到於(它)水； (他)那 這樣 (他)首先的 (他)那時(也是)步入了的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她)那 到於(她)攪動攪擾 從屬(它)那 從屬(它)水， (他)成長健全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在對(它)這個 任何時候必然如此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被持住 在對(它)所生疾病。

約 5:5 h=n de, tij a;nqrwpoj evkei/ tria,konta Îkai.Ð ovktw. e;th e;cwn evn th/| avsqenei,a| auvtou/\
And a certain man was there, which had an infirmity thirty and eight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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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裏有一個人，病了三十八年。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他)任何什麼 (他)人 在那裏地 到於(它們)三十個 並且 到於(它們)八個 到於(它們)年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無力軟弱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他)任何什麼 (他)人 在那裏地 到於(它們)三十個 到於(它們)八個 到於(它們)年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無力軟弱 ；

約 5:6 tou/ton ivdw.n ò VIhsou/j katakei,menon kai. gnou.j o[ti polu.n h;dh cro,non e;cei( le,gei auvtw/|( Qe,leij ùgih.j
gene,sqaiÈ
When Jesus saw him lie, and knew that he had been now a long time in that case, he saith unto him, Wilt thou
be made whole?
耶穌看見他躺著，知道他病了許久，就問他說：你要痊愈麼。

到於(他)那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他)那 (他)耶穌 到於(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向下靠躺了的， 並且

(他)那時(也是)認識知道了的 是這樣 到於(他)許多的 甚而已然如此地 到於(他)時段期間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你現在持續定意 (他)成長健全的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生發成為？

約 5:7 avpekri,qh auvtw/| ò avsqenw/n( Ku,rie( a;nqrwpon ouvk e;cw i[na o[tan taracqh/| to. u[dwr ba,lh| me eivj th.n
kolumbh,qran\ evn w-| de. e;rcomai evgw,( a;lloj pro. evmou/ katabai,neiÅ
The impotent man answered him, Sir, I have no man, when the water is troubled, to put me into the pool: but
while I am coming, another steppeth down before me.
病人回答說：先生，水動的時候，沒有人把我放在池子裏；我正去的時候，就有別人比我先下去。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現正持續成軟弱無力了的， 阿,(他)主人， 到於(他)人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持有， 為要 但凡當這時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攪動擾亂 (它)那 (它)水，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投擲 到於我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池塘水池； 在內 在對(它)這個 然而也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我， (他)另外不同的 在前面 從屬"我" 他/她/它現在持續向下行。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註1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現正持續成軟弱無力了的， 阿,(他)主人，

到於(他)人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持有， 為要 但凡當這時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攪動擾亂 (它)那 (它)水，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投擲 到於我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池塘水池； 在內 在對(它)這個 然而也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我， (他)另外不同的 在前面 從屬"我" 他/她/它現在持續向下行。

註1：“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約 5:8 le,gei auvtw/| ò VIhsou/j( :Egeire a=ron to.n kra,batto,n sou kai. peripa,teiÅ
Jesus saith unto him, Rise, take up thy bed, and walk.
耶穌對他說：起來，拿你的褥子走罷。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你現在就要持續喚醒起來， 你那時(也是)就要提起 到於(他)那

到於(他)蓆墊褥子 從屬你， 並且 你現在就要持續來往昂然踏行。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喚醒起來， 你那時(也是)就要提起

到於(他)那 到於(他)蓆墊褥子 從屬你， 並且 你現在就要持續來往昂然踏行。

約 5:9 kai. euvqe,wj evge,neto ùgih.j ò a;nqrwpoj kai. h=ren to.n kra,batton auvtou/ kai. periepa,teiÅ +Hn de. sa,bbaton
evn evkei,nh| th/| hm̀e,ra|Å
And immediately the man was made whole, and took up his bed, and walked: and on the same day was the
sabbath.
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來走了。

並且 平直直接地[同#2117]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他)成長健全的 (他)那 (他)人，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提起 到於(他)那 到於(他)蓆墊褥子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來往昂然踏行。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它)安息 在內 在對(她)在那裏的那個 在對(她)那 在對(她)日子/白日。

約 5:10 e;legon ou=n oì VIoudai/oi tw/| teqerapeume,nw|( Sa,bbato,n evstin( kai. ouvk e;xesti,n soi a=rai to.n kra,batto,n
souÅ
The Jews therefore said unto him that was cured, It is the sabbath day: it is not lawful for thee to carry thy bed.
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猶太人對那醫好的人說：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這樣 (他們)那些 (他們)猶太人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在已經被行侍候紓解了的， (它)安息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合乎法理[非人稱用法] 在對你 那時(也是)要去提起 到於(他)那

到於(他)蓆墊褥子 從屬你。
[經文變異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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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這樣 (他們)那些 (他們)猶太人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在已經被行侍候紓解了的， (它)安息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合乎法理[非人稱用法] 在對你 那時(也是)要去提起 到於(他)那

到於(他)蓆墊褥子 。
[經文變異WH]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這樣 (他們)那些 (他們)猶太人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在已經被行侍候紓解了的， (它)安息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合乎法理[非人稱用法] 在對你 那時(也是)要去提起 到於(他)那

到於(他)蓆墊褥子 。

約 5:11 ò de. avpekri,qh auvtoi/j( ~O poih,saj me ùgih/ evkei/no,j moi ei=pen( +Aron to.n kra,batto,n sou kai. peripa,teiÅ
He answered them, He that made me whole, the same said unto me, Take up thy bed, and walk.
他卻回答說：那使我痊愈的，對我說：拿你的褥子走罷。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那時(也是)行出作成了的 到於我

到於(他)成長健全的， (他)在那裏的那個 在對我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你那時(也是)就要提起 到於(他)那

到於(他)蓆墊褥子 從屬你， 並且 你現在就要持續來往昂然踏行。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註1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那時(也是)行出作成了的 到於我

到於(他)成長健全的， (他)在那裏的那個 在對我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你那時(也是)就要提起 到於(他)那

到於(他)蓆墊褥子 從屬你， 並且 你現在就要持續來往昂然踏行。

註1：“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經文變異WH]

(他)這個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那時(也是)行出作成了的 到於我

到於(他)成長健全的， (他)在那裏的那個 在對我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你那時(也是)就要提起 到於(他)那

到於(他)蓆墊褥子 從屬你， 並且 你現在就要持續來往昂然踏行。

約 5:12 hvrw,thsan auvto,n( Ti,j evstin ò a;nqrwpoj ò eivpw,n soi( +Aron kai. peripa,teiÈ
Then asked they him, What man is that which said unto thee, Take up thy bed, and walk?
他們問他說：對你說拿褥子走的，是甚麼人。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查詢求問 到於(他)同一者， (他)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人 (他)那

(他)那時(也是)發話言說了的 在對你， 你那時(也是)就要提起 並且 你現在就要持續來往昂然踏行？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查詢求問 這樣 到於(他)同一者， (他)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人 (他)那

(他)那時(也是)發話言說了的 在對你， 你那時(也是)就要提起 到於(他)那 到於(他)蓆墊褥子 從屬你， 並且

你現在就要持續來往昂然踏行？

約 5:13 ò de. ivaqei.j ouvk h;|dei ti,j evstin( ò ga.r VIhsou/j evxe,neusen o;clou o;ntoj evn tw/| to,pw|Å
And he that was healed wist not who it was: for Jesus had conveyed himself away, a multitude being in that
place.
那醫好的人不知道是誰；因為那裏的人多，耶穌已經躲開了。

(他)那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被醫好治癒了的 不是/不 他/她/它當時已經看見察覺 (他)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因為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不聲張地向外出來， 從屬(他)群眾

從屬(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地點處所。

約 5:14 meta. tau/ta eùri,skei auvto.n ò VIhsou/j evn tw/| ièrw/| kai. ei=pen auvtw/|( :Ide ùgih.j ge,gonaj( mhke,ti àma,rtane(
i[na mh. cei/ro,n soi, ti ge,nhtaiÅ
Afterward Jesus findeth him in the temple, and said unto him, Behold, thou art made whole: sin no more, lest a
worse thing come unto thee.
後來耶穌在殿裏遇見他，對他說：你已經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利害。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找到尋見 到於(他)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聖殿，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就要看哪， (他)成長健全的

你現在已經生發成為； 不再可以地 你現在就要持續犯罪， 為要 不會/不要 (它)更卑劣不好的 在對你 (它)任何什麼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生發成為。
[經文變異RT]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找到尋見 到於(他)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聖殿，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就要看哪， (他)成長健全的

你現在已經生發成為； 不再可以地 你現在就要持續犯罪， 為要 不會/不要 (它)更卑劣不好的 (它)任何什麼 在對你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生發成為。

約 5:15 avph/lqen ò a;nqrwpoj kai. avnh,ggeilen toi/j VIoudai,oij o[ti VIhsou/j evstin ò poih,saj auvto.n ug̀ih/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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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n departed, and told the Jews that it was Jesus, which had made him whole.
那人就去告訴猶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他)那 (他)人，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上報信通告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猶太人的， 是這樣 (他)耶穌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那時(也是)行出作成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他)成長健全的。
[經文變異WH]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他)那 (他)人，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猶太人的， 是這樣 (他)耶穌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那時(也是)行出作成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他)成長健全的。

約 5:16 kai. dia. tou/to evdi,wkon oi` VIoudai/oi to.n VIhsou/n( o[ti tau/ta evpoi,ei evn sabba,tw|Å
And therefore did the Jews persecute Jesus, and sought to slay him, because he had done these things on the
sabbath day.
所以猶太人逼迫耶穌，因為他在安息日作了這事。

並且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追趕迫求 (他們)那些 (他們)猶太人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是這樣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行出作成 在內 在對(它)安息。
[經文變異RT]

並且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追趕迫求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他們)那些

(他們)猶太人的，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探索尋求 到於(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殺害除掉， 是這樣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行出作成 在內 在對(它)安息。

約 5:17 ò de. Îvihsou/jÐ avpekri,nato auvtoi/j( ~O path,r mou e[wj a;rti evrga,zetai kavgw. evrga,zomaiÅ
But Jesus answered them, My Father worketh hitherto, and I work.
耶穌就對他們說：我父作事直到如今，我也作事。

(他)那 然而也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父親 從屬我 一直直到

現今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作工作， 並且我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作工作。
[經文變異WH]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父親 從屬我 一直直到 現今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作工作， 並且我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作工作。

約 5:18 dia. tou/to ou=n ma/llon evzh,toun auvto.n oì VIoudai/oi avpoktei/nai( o[ti ouv mo,non e;luen to. sa,bbaton( avlla.
kai. pate,ra i;dion e;legen to.n qeo.n i;son eàuto.n poiw/n tw/| qew/|Å
Therefore the Jews sought the more to kill him, because he not only had broken the sabbath, but said also that
God was his Father, making himself equal with God.
所以猶太人越發想要殺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並且稱神為他的父，將自己和神當作平等。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同一者 這樣 更特別尤其地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探索尋求 到於(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猶太人的 那時(也是)要去殺害除掉， 是這樣 不是/不 僅有單獨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鬆綁脫解 到於(它)那

到於(它)安息， 但乃是 並且 到於(他)父親 到於(他)私人個別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到於(他)相似等同的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他)現正持續行出作成了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約 5:19 VApekri,nato ou=n ò VIhsou/j kai. e;legen auvtoi/j( VAmh.n avmh.n le,gw ùmi/n( ouv du,natai ò uiò.j poiei/n avfV
eàutou/ ouvde.n eva.n mh, ti ble,ph| to.n pate,ra poiou/nta\ a] ga.r a'n evkei/noj poih/|( tau/ta kai. ò uìo.j òmoi,wj poiei/Å
Then answered Jesus and said unto them, Verily, verily, I say unto you, The Son can do nothing of himself, but
what he seeth the Father do: for what things soever he doeth, these also doeth the Son likewise.
耶穌對他們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子憑著自己不能作甚麼，惟有看見父所作的，子纔能作；父所作的事，

子也照樣作。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這樣 (他)那 (他)耶穌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阿們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他)那 (他)兒子 現要去持續行出作成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同一者自己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但凡若是 不會/不要 到於(它)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著眼觀看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到於(他)現正持續行出作成了的； 到於(它們)這些個 因為

但凡 (他)在那裏的那個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行出作成，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並且 (他)那 (他)兒子 具同樣相同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這樣 (他)那 (他)耶穌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阿們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他)那 (他)兒子

現要去持續行出作成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同一者自己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但凡若是 不會/不要

到於(它)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著眼觀看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到於(他)現正持續行出作成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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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於(它們)這些個 因為 但凡 (他)在那裏的那個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行出作成，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並且 (他)那

(他)兒子 具同樣相同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約 5:20 ò ga.r path.r filei/ to.n uìo.n kai. pa,nta dei,knusin auvtw/| a] auvto.j poiei/( kai. mei,zona tou,twn dei,xei auvtw/|
e;rga( i[na ùmei/j qauma,zhteÅ
For the Father loveth the Son, and sheweth him all things that himself doeth: and he will shew him greater works
than these, that ye may marvel.
父愛子，將自己所作的一切事指給他看；還要將比這更大的事指給他看，叫你們希奇。

(他)那 因為 (他)父親 他/她/它現在持續喜愛/親吻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並且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顯示展現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它們)這些個 (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並且

到於(它們)更大的 從屬(它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顯示展現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它們)工作， 為要 你們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希奇。

約 5:21 w[sper ga.r ò path.r evgei,rei tou.j nekrou.j kai. zw|opoiei/( ou[twj kai. ò uiò.j ou]j qe,lei zw|opoiei/Å
For as the Father raiseth up the dead, and quickeneth them; even so the Son quickeneth whom he will.
父怎樣叫死人起來，使他們活著，子也照樣隨自己的意思使人活著。

甚至正如地 因為 (他)那 (他)父親 他/她/它現在持續喚醒起來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死掉的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行出作成活活生動， 那同一樣式地 並且 (他)那 (他)兒子 到於(他們)這些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定意

他/她/它現在持續行出作成活活生動。

約 5:22 ouvde. ga.r ò path.r kri,nei ouvde,na( avlla. th.n kri,sin pa/san de,dwken tw/| uiẁ/|(
For the Father judgeth no man, but hath committed all judgment unto the Son:
父不審判甚麼人，乃將審判的事全交與子。

然而也不是地 因為 (他)那 (他)父親 他/她/它現在持續區別審斷 到於(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但乃是 到於(她)那

到於(她)區別審斷 到於(她)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已經給與 在對(他)那 在對(他)兒子；

約 5:23 i[na pa,ntej timw/si to.n uìo.n kaqw.j timw/si to.n pate,raÅ ò mh. timw/n to.n uiò.n ouv tima/| to.n pate,ra to.n
pe,myanta auvto,nÅ
That all men should honour the Son, even as they honour the Father. He that honoureth not the Son honoureth
not the Father which hath sent him.
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樣。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來的父。

為要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評價珍視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評價珍視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他)那 不會/不要 (他)現正持續評價珍視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評價珍視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到於(他)那 到於(他)那時(也是)差送打發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約 5:24 VAmh.n avmh.n le,gw ùmi/n o[ti ò to.n lo,gon mou avkou,wn kai. pisteu,wn tw/| pe,myanti, me e;cei zwh.n aivw,nion
kai. eivj kri,sin ouvk e;rcetai( avlla. metabe,bhken evk tou/ qana,tou eivj th.n zwh,nÅ
Verily, verily, I say unto you, He that heareth my word, and believeth on him that sent me, hath everlasting life,
and shall not come into condemnation; but is passed from death unto life.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那聽我話，又信差我來者的，就有永生，不至於定罪，是已經出死入生了。

阿們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是這樣 (他)那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我

(他)現正持續聲聞耳聽了的 並且 (他)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那時(也是)差送打發了的 到於我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生命 到於(她)時世恆久的， 並且 向內進入 到於(她)區別審斷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但乃是 他/她/它現在已經更換地方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死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生命。

約 5:25 avmh.n avmh.n le,gw ùmi/n o[ti e;rcetai w[ra kai. nu/n evstin o[te oi` nekroi. avkou,sousin th/j fwnh/j tou/ uiòu/
tou/ qeou/ kai. oi` avkou,santej zh,sousinÅ
Verily, verily, I say unto you, The hour is coming, and now is, when the dead shall hear the voice of the Son of
God: and they that hear shall live.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時候將到，現在就是了，死人要聽見神兒子的聲音；聽見的人就要活了。

阿們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她)鐘點時刻， 並且

現在此時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當這時地 (他們)那些 (他們)死掉的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聲聞耳聽 從屬(她)那

從屬(她)聲音 從屬(他)那 從屬(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活。
[經文變異RT]

阿們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她)鐘點時刻， 並且

現在此時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當這時地 (他們)那些 (他們)死掉的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聲聞耳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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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屬(她)那 從屬(她)聲音 從屬(他)那 從屬(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活。

約 5:26 w[sper ga.r ò path.r e;cei zwh.n evn eàutw/|( ou[twj kai. tw/| uiẁ/| e;dwken zwh.n e;cein evn eàutw/|Å
For as the Father hath life in himself; so hath he given to the Son to have life in himself;
因為父怎樣在自己有生命，就賜給他兒子也照樣在自己有生命；

甚至正如地 因為 (他)那 (他)父親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生命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自己， 那同一樣式地

並且 在對(他)那 在對(他)兒子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到於(她)生命 現要去持續持有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自己；
[經文變異RT]

甚至正如地 因為 (他)那 (他)父親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生命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自己， 那同一樣式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並且 在對(他)那 在對(他)兒子 到於(她)生命 現要去持續持有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自己；

約 5:27 kai. evxousi,an e;dwken auvtw/| kri,sin poiei/n( o[ti uiò.j avnqrw,pou evsti,nÅ
And hath given him authority to execute judgment also, because he is the Son of man.
並且因為他是人子，就賜給他行審判的權柄。

並且 到於(她)權柄掌握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她)區別審斷 現要去持續行出作成， 是這樣

(他)兒子 從屬(他)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並且 到於(她)權柄掌握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在對(他)同一者 並且 到於(她)區別審斷 現要去持續行出作成，

是這樣 (他)兒子 從屬(他)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約 5:28 mh. qauma,zete tou/to( o[ti e;rcetai w[ra evn h-| pa,ntej oi` evn toi/j mnhmei,oij avkou,sousin th/j fwnh/j auvtou/
Marvel not at this: for the hour is coming, in the which all that are in the graves shall hear his voice,
你們不要把這事看作希奇；時候要到，凡在墳墓裏的，都要聽見他的聲音，就出來；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希奇 到於(它)那同一者， 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她)鐘點時刻，

在內 在對(她)這個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那些 在內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墳墓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聲聞耳聽 從屬(她)那 從屬(她)聲音 從屬(他)同一者，
[不同標點]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希奇 到於(它)那同一者， 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她)鐘點時刻，

在內 在對(她)這個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那些 在內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墳墓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聲聞耳聽 從屬(她)那 從屬(她)聲音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希奇 到於(它)那同一者， 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她)鐘點時刻，

在內 在對(她)這個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那些 在內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墳墓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聲聞耳聽 從屬(她)那 從屬(她)聲音 從屬(他)同一者，

約 5:29 kai. evkporeu,sontai oi` ta. avgaqa. poih,santej eivj avna,stasin zwh/j( oi` de. ta. fau/la pra,xantej eivj
avna,stasin kri,sewjÅ
And shall come forth; they that have done good, unto the resurrection of life; and they that have done evil, unto
the resurrection of damnation.
行善的復活得生，作惡的復活定罪。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向外行去 (他們)那些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良善的 (他們)那時(也是)行出作成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再站立起來 從屬(她)生命， (他們)那些 然而也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低俗缺德的

(他們)那時(也是)實施行使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再站立起來 從屬(她)區別審斷。
[經文變異WH]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向外行去 (他們)那些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良善的 (他們)那時(也是)行出作成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再站立起來 從屬(她)生命， (他們)那些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低俗缺德的

(他們)那時(也是)實施行使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再站立起來 從屬(她)區別審斷。

約 5:30 Ouv du,namai evgw. poiei/n avpV evmautou/ ouvde,n\ kaqw.j avkou,w kri,nw( kai. h` kri,sij h̀ evmh. dikai,a evsti,n( o[ti
ouv zhtw/ to. qe,lhma to. evmo.n avlla. to. qe,lhma tou/ pe,myanto,j meÅ
I can of mine own self do nothing: as I hear, I judge: and my judgment is just; because I seek not mine own will,
but the will of the Father which hath sent me.
我憑著自己不能作甚麼；我怎麼聽見，就怎麼審判；我的審判也是公平的；因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

來者的意思。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我 現要去持續行出作成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我自己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按照正如地 我現在持續聲聞耳聽， 我現在持續區別審斷； 並且 (她)那 (她)區別審斷

(她)那 (她)我之物 (她)具公平正義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是這樣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探索尋求 到於(它)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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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於(它)所定意 到於(它)那 到於(它)我之物， 但乃是 到於(它)那 到於(它)所定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那時(也是)差送打發了的 到於我。
[經文變異RT]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我 現要去持續行出作成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我自己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按照正如地 我現在持續聲聞耳聽， 我現在持續區別審斷； 並且 (她)那 (她)區別審斷

(她)那 (她)我之物 (她)具公平正義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是這樣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探索尋求 到於(它)那

到於(它)所定意 到於(它)那 到於(它)我之物， 但乃是 到於(它)那 到於(它)所定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那時(也是)差送打發了的 到於我 從屬(他)父親。

約 5:31 eva.n evgw. marturw/ peri. evmautou/( h̀ marturi,a mou ouvk e;stin avlhqh,j\
If I bear witness of myself, my witness is not true.
我若為自己作見證，我的見證就不真。

但凡若是 我 我現在應該持續作見證人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我自己， (她)那 (她)作證 從屬我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誠正真實的；

約 5:32 a;lloj evsti.n ò marturw/n peri. evmou/( kai. oi=da o[ti avlhqh,j evstin h̀ marturi,a h]n marturei/ peri. evmou/Å
There is another that beareth witness of me; and I know that the witness which he witnesseth of me is true.
另有一位給我作見證；我也知道他給我作的見證是真的。

(他)另外不同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現正持續作見證人了的 <在周圍>關於 從屬"我"； 並且

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她)誠正真實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作證 到於(她)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作見證人 <在周圍>關於 從屬"我"。

約 5:33 ùmei/j avpesta,lkate pro.j VIwa,nnhn( kai. memartu,rhken th/| avlhqei,a|\
Ye sent unto John, and he bare witness unto the truth.
你們曾差人到約翰那裏，他為真理作過見證。

你們 你們現在已經分派差遣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約翰， 並且 他/她/它現在已經作見證人 在對(她)那

在對(她)真情實理；

約 5:34 evgw. de. ouv para. avnqrw,pou th.n marturi,an lamba,nw( avlla. tau/ta le,gw i[na ùmei/j swqh/teÅ
But I receive not testimony from man: but these things I say, that ye might be saved.
其實我所受的見證，不是從人來的；然而我說這些話，為要叫你們得救。

我 然而也 不是/不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人 到於(她)那 到於(她)作證 我現在持續拿取； 但乃是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我現在持續道說， 為要 你們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被拯救。

約 5:35 evkei/noj h=n ò lu,cnoj ò kaio,menoj kai. fai,nwn( ùmei/j de. hvqelh,sate avgalliaqh/nai pro.j w[ran evn tw/|
fwti. auvtou/Å
He was a burning and a shining light: and ye were willing for a season to rejoice in his light.
約翰是點著的明燈；你們情願暫時喜歡他的光。

(他)在那裏的那個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那 (他)燈火 (他)那 (他)現正持續被點燃焚燒了的 並且

(他)現正持續促為照亮顯明了的； 你們 然而也 你們那時(也是)定意 那時(也是)要去被踴躍歡騰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鐘點時刻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光明 從屬(他)同一者。

約 5:36 evgw. de. e;cw th.n marturi,an mei,zw tou/ VIwa,nnou\ ta. ga.r e;rga a] de,dwke,n moi ò path.r i[na teleiw,sw
auvta,( auvta. ta. e;rga a] poiw/ marturei/ peri. evmou/ o[ti ò path,r me avpe,stalken\
But I have greater witness than that of John: for the works which the Father hath given me to finish, the same
works that I do, bear witness of me, that the Father hath sent me.
但我有比約翰更大的見證；因為父交給我要我成就的事，就是我所作的事，這便見證我是父所差來的。

我 然而也 我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那 到於(她)作證 到於(她)更大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約翰； (它們)那些 因為

(它們)工作 到於(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現在已經給與 在對我 (他)那 (他)父親 為要 我那時(也是)應該促使成完滿成全

到於(它們)同一者， (它們)同一者 (它們)那些 (它們)工作 到於(它們)這些個 我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他/她/它現在持續作見證人 <在周圍>關於 從屬"我"， 是這樣 (他)那 (他)父親 到於我 他/她/它現在已經分派差遣。
[經文變異RT]

我 然而也 我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那 到於(她)作證 到於(她)更大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約翰； (它們)那些 因為

(它們)工作 到於(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在對我 (他)那 (他)父親 為要 我那時(也是)應該促使成完滿成全

到於(它們)同一者， (它們)同一者 (它們)那些 (它們)工作 到於(它們)這些個 我 我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他/她/它現在持續作見證人 <在周圍>關於 從屬"我"， 是這樣 (他)那 (他)父親 到於我 他/她/它現在已經分派差遣。

約 5:37 kai. ò pe,myaj me path.r evkei/noj memartu,rhken peri. evmou/Å ou;te fwnh.n auvtou/ pw,pote avkhko,ate ou;te
ei=doj auvtou/ eẁra,kate(
And the Father himself, which hath sent me, hath borne witness of me. Ye have neither heard his voice at 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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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nor seen his shape.
差我來的父也為我作過見證。你們從來沒有聽見他的聲音，也沒有看見他的形像。

並且 (他)那 (他)那時(也是)差送打發了的 到於我 (他)父親， (他)在那裏的那個 他/她/它現在已經作見證人

<在周圍>關於 從屬"我"。 並不/又不 到於(她)聲音 從屬(他)同一者 從來地 你們現在已經聲聞耳聽， 並不/又不

到於(它)形像 從屬(他)同一者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清楚；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 (他)那時(也是)差送打發了的 到於我 (他)父親， (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已經作見證人 <在周圍>關於

從屬"我"。 並不/又不 到於(她)聲音 從屬(他)同一者 你們現在已經聲聞耳聽 從來地， 並不/又不 到於(它)形像

從屬(他)同一者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清楚；

約 5:38 kai. to.n lo,gon auvtou/ ouvk e;cete evn um̀i/n me,nonta( o[ti o]n avpe,steilen evkei/noj( tou,tw| ùmei/j ouv pisteu,eteÅ
And ye have not his word abiding in you: for whom he hath sent, him ye believe not.
你們並沒有他的道存在心裏；因為他所差來的，你們不信。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同一者 不是/不 你們現在持續持有 在內 在對你們

到於(他)現正持續停留持守了的； 是這樣 到於(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他)在那裏的那個，

在對(他)那同一者 你們 不是/不 你們現在持續置信信託。
[經文變異RT]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同一者 不是/不 你們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他)現正持續停留持守了的 在內 在對你們； 是這樣 到於(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他)在那裏的那個， 在對(他)那同一者 你們 不是/不 你們現在持續置信信託。

約 5:39 evrauna/te ta.j grafa,j( o[ti ùmei/j dokei/te evn auvtai/j zwh.n aivw,nion e;cein\ kai. evkei/nai, eivsin ai`
marturou/sai peri. evmou/\
Search the scriptures; for in them ye think ye have eternal life: and they are they which testify of me.
你們查考聖經；〔或作應當查考聖經〕因你們以為內中有永生；給我作見證的就是這經。

你們現在持續詢求查考註1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經文， 是這樣 你們 你們現在持續設想認為對 在內

在對(她們)同一者 到於(她)生命 到於(她)時世恆久的 現要去持續持有； 並且 (她們)在那裏的那個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她們)那些 (她們)現正持續作見證人了的 <在周圍>關於 從屬"我"；

註1：“你們現在持續詢求查考”文法上亦可以為“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詢求查考”。

約 5:40 kai. ouv qe,lete evlqei/n pro,j me i[na zwh.n e;chteÅ
And ye will not come to me, that ye might have life.
然而你們不肯到我這裏來得生命。

並且 不是/不 你們現在持續定意 那時(也是)要去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我， 為要 到於(她)生命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持有。

約 5:41 Do,xan para. avnqrw,pwn ouv lamba,nw(
I receive not honour from men.
我不受從人來的榮耀。

到於(她)榮耀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們)人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拿取；

約 5:42 avlla. e;gnwka ùma/j o[ti th.n avga,phn tou/ qeou/ ouvk e;cete evn èautoi/jÅ
But I know you, that ye have not the love of God in you.
但我知道你們心裏，沒有神的愛。

但乃是 我現在已經認識知道 到於你們， 是這樣 到於(她)那 到於(她)愛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不是/不

你們現在持續持有 在內 在對(他們)同一者自己。

約 5:43 evgw. evlh,luqa evn tw/| ovno,mati tou/ patro,j mou( kai. ouv lamba,nete, me\ eva.n a;lloj e;lqh| evn tw/| ovno,mati tw/|
ivdi,w|( evkei/non lh,myesqeÅ
I am come in my Father's name, and ye receive me not: if another shall come in his own name, him ye will
receive.
我奉我父的名來，你們並不接待我；若有別人奉自己的名來，你們倒要接待他。

我 我現在已經到來前往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名字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從屬我， 並且 不是/不

你們現在持續拿取 到於我； 但凡若是 (他)另外不同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到來前往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名字 在對(它)那 在對(它)私人個別的， 到於(他)在那裏的那個 你們將要(持續)讓自己拿取。

約 5:44 pw/j du,nasqe ùmei/j pisteu/sai do,xan para. avllh,lwn lamba,nontej( kai. th.n do,xan th.n para. tou/ mo,nou
qeou/ ouv zhtei/teÈ
How can ye believe, which receive honour one of another, and seek not the honour that cometh from God only?
你們互相受榮耀，卻不求從獨一之神來的榮耀，怎能信我呢。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  簡易閲讀版  606

606

怎樣如何地呢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你們 那時(也是)要去置信信託， 到於(她)榮耀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們)彼此 (他們)現正持續拿取了的，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榮耀 到於(她)那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那

從屬(他)僅有單獨的 從屬(他)神 不是/不 你們現在持續探索尋求？

約 5:45 mh. dokei/te o[ti evgw. kathgorh,sw ùmw/n pro.j to.n pate,ra\ e;stin ò kathgorw/n um̀w/n Mwu?sh/j( eivj o]n
um̀ei/j hvlpi,kateÅ
Do not think that I will accuse you to the Father: there is one that accuseth you, even Moses, in whom ye trust.
不要想我在父面前要告你們；有一位告你們的，就是你們所仰賴的摩西。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設想認為對 是這樣 我 我將要(持續)行控告 從屬你們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現正持續行控告了的 從屬你們 (他)摩西， 向內進入 到於(他)這個

你們 你們現在已經有期盼指望。

約 5:46 eiv ga.r evpisteu,ete Mwu?sei/( evpisteu,ete a'n evmoi,\ peri. ga.r evmou/ evkei/noj e;grayenÅ
For had ye believed Moses, ye would have believed me: for he wrote of me.
你們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為他書上有指著我寫的話。

若是 因為 你們當時持續置信信託 在對(他)摩西， 你們當時持續置信信託 但凡 在對"我"； <在周圍>關於 因為

從屬"我" (他)在那裏的那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刻寫記載。

約 5:47 eiv de. toi/j evkei,nou gra,mmasin ouv pisteu,ete( pw/j toi/j evmoi/j rh̀,masin pisteu,seteÈ
But if ye believe not his writings, how shall ye believe my words?
你們若不信他的書，怎能信我的話呢。

若是 然而也 在對(它們)那些 從屬(他)在那裏的那個 在對(它們)所刻寫記載 不是/不 你們現在持續置信信託，

怎樣如何地呢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我之物 在對(它們)所發表言說 你們將要(持續)置信信託？

約 6:1 Meta. tau/ta avph/lqen ò VIhsou/j pe,ran th/j qala,sshj th/j Galilai,aj th/j Tiberia,dojÅ
After these things Jesus went over the sea of Galilee, which is the sea of Tiberias.
這事以後，耶穌渡過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哩亞海。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他)那 (他)耶穌 於那邊地 從屬(她)那

從屬(她)海 從屬(她)那 從屬(她)加利利， 從屬(她)那 從屬(她)提庇哩亞。

約 6:2 hvkolou,qei de. auvtw/| o;cloj polu,j( o[ti evqew,roun ta. shmei/a a] evpoi,ei evpi. tw/n avsqenou,ntwnÅ
And a great multitude followed him, because they saw his miracles which he did on them that were diseased.
有許多人，因為看見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蹟，就跟隨他。

他/她/它當時持續跟隨 然而也 在對(他)同一者 (他)群眾 (他)許多的， 是這樣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行定睛觀看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識別之表記徵兆 到於(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當時持續行出作成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成軟弱無力了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跟隨 在對(他)同一者 (他)群眾 (他)許多的， 是這樣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看見清楚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識別之表記徵兆 到於(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當時持續行出作成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成軟弱無力了的。

約 6:3 avnh/lqen de. eivj to. o;roj VIhsou/j kai. evkei/ evka,qhto meta. tw/n maqhtw/n auvtou/Å
And Jesus went up into a mountain, and there he sat with his disciples.
耶穌上了山，和門徒一同坐在那裏。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上到來前往 然而也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高山 (他)耶穌， 並且 在那裏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坐下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上到來前往 然而也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高山 (他)那 (他)耶穌， 並且 在那裏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坐下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約 6:4 h=n de. evggu.j to. pa,sca( h` èorth. tw/n VIoudai,wnÅ
And the passover, a feast of the Jews, was nigh.
那時猶太人的逾越節近了。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接近地 (它)那 (它)逾越/逾越節 (她)那 (她)節期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約 6:5 evpa,raj ou=n tou.j ovfqalmou.j ò VIhsou/j kai. qeasa,menoj o[ti polu.j o;cloj e;rcetai pro.j auvto.n le,gei pro.j
Fi,lippon( Po,qen avgora,swmen a;rtouj i[na fa,gwsin ou-toiÈ
When Jesus then lifted up his eyes, and saw a great company come unto him, he saith unto Philip, Whence
shall we buy bread, that these may eat?
耶穌舉目看見許多人來，就對腓力說：我們從那裏買餅叫這些人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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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那時(也是)在上面提起了的 這樣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眼睛 (他)那 (他)耶穌 並且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定睛觀看了的 是這樣 (他)許多的 (他)群眾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腓利， 從那裏地呢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購買 到於(他們)麵餅， 為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吃食 (他們)那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那時(也是)在上面提起了的 這樣 (他)那 (他)耶穌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眼睛 並且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定睛觀看了的 是這樣 (他)許多的 (他)群眾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腓利， 從那裏地呢

我們將要(持續)購買 到於(他們)麵餅， 為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吃食 (他們)那同一者？

約 6:6 tou/to de. e;legen peira,zwn auvto,n\ auvto.j ga.r h;|dei ti, e;mellen poiei/nÅ
And this he said to prove him: for he himself knew what he would do.
他說這話，是要試驗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樣行。

到於(它)那同一者 然而也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他)現正持續使有探測試驗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他)同一者 因為

他/她/它當時已經看見察覺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當時持續準備快要 現要去持續行出作成。

約 6:7 avpekri,qh auvtw/| ÎoÐ̀ Fi,lippoj( Diakosi,wn dhnari,wn a;rtoi ouvk avrkou/sin auvtoi/j i[na e[kastoj bracu, ÎtiÐ
la,bh|Å
Philip answered him, Two hundred pennyworth of bread is not sufficient for them, that every one of them may
take a little.
腓力回答說：就是二十兩銀子的餅，叫他們各人喫一點，也是不夠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腓利， 從屬(它們)二百個 從屬(它們)十分銀錢之便士

(他們)麵餅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捍衛滿足 在對(他們)同一者， 為要 (他)各個的 到於(它)稍許的

到於(它)任何什麼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拿取。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註1
在對(他)同一者 (他)腓利， 從屬(它們)二百個 從屬(它們)十分銀錢之便士

(他們)麵餅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捍衛滿足 在對(他們)同一者， 為要 (他)各個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稍許的 到於(它)任何什麼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拿取。

註1：“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經文變異WH]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 在對(他)同一者 (他)腓利， 從屬(它們)二百個 從屬(它們)十分銀錢之便士 (他們)麵餅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捍衛滿足 在對(他們)同一者， 為要 (他)各個的 到於(它)稍許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拿取。

約 6:8 le,gei auvtw/| ei-j evk tw/n maqhtw/n auvtou/( VAndre,aj ò avdelfo.j Si,mwnoj Pe,trou(
One of his disciples, Andrew, Simon Peter's brother, saith unto him,
有一個門徒，就是西門彼得的兄弟安得烈，對耶穌說：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一個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他)安得烈

(他)那 (他)弟兄 從屬(他)西門 從屬(他)彼得，

約 6:9 :Estin paida,rion w-de o]j e;cei pe,nte a;rtouj kriqi,nouj kai. du,o ovya,ria\ avlla. tau/ta ti, evstin eivj
tosou,toujÈ
There is a lad here, which hath five barley loaves, and two small fishes: but what are they among so many?
在這裏有一個孩童，帶著五個大麥餅，兩條魚；只是分給這許多人，還算甚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小男孩童 也就在此地， (他)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他們)五個 到於(他們)麵餅

到於(他們)大麥製的 並且 到於(它們)二個/兩個 到於(它們)小的配食之魚； 但乃是 (它們)那同一者 (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這麼樣大/那這麼樣多？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小男孩童 在內 也就在此地， (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他們)五個 到於(他們)麵餅

到於(他們)大麥製的 並且 到於(它們)二個/兩個 到於(它們)小的配食之魚； 但乃是 (它們)那同一者 (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這麼樣大/那這麼樣多？

約 6:10 ei=pen ò VIhsou/j( Poih,sate tou.j avnqrw,pouj avnapesei/nÅ h=n de. co,rtoj polu.j evn tw/| to,pw|Å avne,pesan ou=n
oi` a;ndrej to.n avriqmo.n ẁj pentakisci,lioiÅ
And Jesus said, Make the men sit down. Now there was much grass in the place. So the men sat down, in
number about five thousand.
耶穌說：你們叫眾人坐下。原來那地方的草多，眾人就坐下，數目約有五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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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那 (他)耶穌，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行出作成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人

那時(也是)要去靠後而坐。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他)草場禾草 (他)許多的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地點處所。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靠後而坐 這樣 (他們)那些 (他們)男人/丈夫 到於(他)那 到於(他)數目

正如地 (他們)五千個。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他)那 (他)耶穌，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行出作成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人

那時(也是)要去靠後而坐。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他)草場禾草 (他)許多的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地點處所。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靠後而坐 這樣 (他們)那些 (他們)男人/丈夫 到於(他)那 到於(他)數目

正如好像地 (他們)五千個。

約 6:11 e;laben ou=n tou.j a;rtouj ò VIhsou/j kai. euvcaristh,saj die,dwken toi/j avnakeime,noij òmoi,wj kai. evk tw/n
ovyari,wn o[son h;qelonÅ
And Jesus took the loaves; and when he had given thanks, he distributed to the disciples, and the disciples to
them that were set down; and likewise of the fishes as much as they would.
耶穌拿起餅來，祝謝了，就分給那坐著的人；分魚也是這樣，都隨著他們所要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拿取 這樣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麵餅 (他)那 (他)耶穌， 並且 (他)那時(也是)感謝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分給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靠躺坐席了的； 具同樣相同地 並且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小的配食之魚 到於(它)這每一切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定意。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拿取 然而也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麵餅 (他)那 (他)耶穌， 並且 (他)那時(也是)感謝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分給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門徒，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門徒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靠躺坐席了的； 具同樣相同地 並且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小的配食之魚

到於(它)這每一切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定意。

約 6:12 wj̀ de. evneplh,sqhsan( le,gei toi/j maqhtai/j auvtou/( Sunaga,gete ta. perisseu,santa kla,smata( i[na mh, ti
avpo,lhtaiÅ
When they were filled, he said unto his disciples, Gather up the fragments that remain, that nothing be lost.
他們喫飽了，耶穌對門徒說：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來，免得有蹧蹋的。

正如地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致使填飽滿足，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聚集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那時(也是)成格外多了的 到於(它們)碎片， 為要

不會/不要 (它)任何什麼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毀掉除滅。

約 6:13 sunh,gagon ou=n kai. evge,misan dw,deka kofi,nouj klasma,twn evk tw/n pe,nte a;rtwn tw/n kriqi,nwn a]
evperi,sseusan toi/j bebrwko,sinÅ
Therefore they gathered them together, and filled twelve baskets with the fragments of the five barley loaves,
which remained over and above unto them that had eaten.
他們便將那五個大麥餅的零碎，就是眾人喫了剩下的，收拾起來，裝滿了十二個籃子。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聚集 這樣，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使為鼓起滿載 到於(他們)十二個 到於(他們)柳條籃子

從屬(它們)碎片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五個 從屬(他們)麵餅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大麥製的，

(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成格外多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在已經食用了的。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聚集 這樣，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使為鼓起滿載 到於(他們)十二個 到於(他們)柳條籃子

從屬(它們)碎片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五個 從屬(他們)麵餅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大麥製的，

(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成格外多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在已經食用了的。

約 6:14 Oi` ou=n a;nqrwpoi ivdo,ntej o] evpoi,hsen shmei/on e;legon o[ti Ou-to,j evstin avlhqw/j ò profh,thj ò evrco,menoj
eivj to.n ko,smonÅ
Then those men, when they had seen the miracle that Jesus did, said, This is of a truth that prophet that should
come into the world.
眾人看見耶穌所行的神蹟，就說：這真是那要到世間來的先知。

(他們)那些 這樣 (他們)人 (他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到於(它)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到於(它)識別之表記徵兆，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是這樣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誠正真實地 (他)那

(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他)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美容妝束/世界。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些 這樣 (他們)人 (他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到於(它)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到於(它)識別之表記徵兆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是這樣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誠正真實地 (他)那 (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他)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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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於(他)美容妝束/世界。
[經文變異WH]

(他們)那些 這樣 (他們)人 (他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到於(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到於(它們)識別之表記徵兆，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是這樣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誠正真實地

(他)那 (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他)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美容妝束/世界。

約 6:15 VIhsou/j ou=n gnou.j o[ti me,llousin e;rcesqai kai. ar̀pa,zein auvto.n i[na poih,swsin basile,a( avnecw,rhsen
pa,lin eivj to. o;roj auvto.j mo,nojÅ
When Jesus therefore perceived that they would come and take him by force, to make him a king, he departed
again into a mountain himself alone.
耶穌既知道眾人要來強逼他作王，就獨自又退到山上去了。

(他)耶穌 這樣 (他)那時(也是)認識知道了的 是這樣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準備快要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並且

現要去持續強取劫奪 到於(他)同一者 為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行出作成 到於(他)君王，

他/她/它那時(也是)撤空退回 重新又再地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高山 (他)同一者 (他)僅有單獨的。
[經文變異RT]

(他)耶穌 這樣 (他)那時(也是)認識知道了的 是這樣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準備快要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並且

現要去持續強取劫奪 到於(他)同一者 為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行出作成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他)君王，

他/她/它那時(也是)撤空退回 重新又再地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高山 (他)同一者 (他)僅有單獨的。
[經文變異MT]

(他)耶穌 這樣 (他)那時(也是)認識知道了的 是這樣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準備快要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並且

現要去持續強取劫奪 到於(他)同一者 為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行出作成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他)君王，

他/她/它那時(也是)撤空退回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高山 (他)同一者 (他)僅有單獨的。

約 6:16 ~Wj de. ovyi,a evge,neto kate,bhsan oi` maqhtai. auvtou/ evpi. th.n qa,lassan
And when even was now come, his disciples went down unto the sea,
到了晚上，他的門徒下海邊去，

正如地 然而也 (她)具將近晚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下行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海，

約 6:17 kai. evmba,ntej eivj ploi/on h;rconto pe,ran th/j qala,sshj eivj Kafarnaou,mÅ kai. skoti,a h;dh evgego,nei kai.
ou;pw evlhlu,qei pro.j auvtou.j ò VIhsou/j(
And entered into a ship, and went over the sea toward Capernaum. And it was now dark, and Jesus was not
come to them.
上了船，要過海往迦百農去。天已經黑了，耶穌還沒有來到他們那裏。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步入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它)船隻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於那邊地 從屬(她)那

從屬(她)海 向內進入 到於(她)迦百農。 並且 (她)漆黑 甚而已然如此地 他/她/它當時已經生發成為， 並且 尚未地

他/她/它當時已經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步入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船隻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於那邊地

從屬(她)那 從屬(她)海 向內進入 到於(她)迦百農。 並且 (她)漆黑 甚而已然如此地 他/她/它當時已經生發成為，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當時已經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約 6:18 h[ te qa,lassa avne,mou mega,lou pne,ontoj diegei,retoÅ
And the sea arose by reason of a great wind that blew.
忽然狂風大作，海就翻騰起來。

(她)那 並/又 (她)海， 從屬(他)風 從屬(他)極大的 從屬(他)現正持續吹氣吐風了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被徹底地喚醒起來。

約 6:19 evlhlako,tej ou=n wj̀ stadi,ouj ei;kosi pe,nte h' tria,konta qewrou/sin to.n VIhsou/n peripatou/nta evpi. th/j
qala,sshj kai. evggu.j tou/ ploi,ou gino,menon( kai. evfobh,qhsanÅ
So when they had rowed about five and twenty or thirty furlongs, they see Jesus walking on the sea, and
drawing nigh unto the ship: and they were afraid.
門徒搖櫓約行了十里多路，看見耶穌在海面上走，漸漸近了船，他們就害怕。

(他們)現在已經促成推動驅使了的 這樣 正如地 到於(他們)具606.75英尺長的賽跑道 到於(他們)二十 到於(他們)五個

甚或/或而 到於(他們)三十個，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行定睛觀看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到於(他)現正持續來往昂然踏行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海 並且 接近地 從屬(它)那 從屬(它)船隻

到於(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了的；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成驚恐畏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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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6:20 ò de. le,gei auvtoi/j( VEgw, eivmi( mh. fobei/sqeÅ
But he saith unto them, It is I; be not afraid.
耶穌對他們說：是我；不要怕。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我 我現在持續是；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成驚恐畏懼。

約 6:21 h;qelon ou=n labei/n auvto.n eivj to. ploi/on( kai. euvqe,wj evge,neto to. ploi/on evpi. th/j gh/j eivj h]n ùph/gonÅ
Then they willingly received him into the ship: and immediately the ship was at the land whither they went.
門徒就喜歡接他上船，船立時到了他們所要去的地方。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定意 這樣 那時(也是)要去拿取 到於(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船隻； 並且

平直直接地[同#2117]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它)那 (它)船隻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向內進入 到於(她)這個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退開去。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定意 這樣 那時(也是)要去拿取 到於(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船隻； 並且

平直直接地[同#2117] (它)那 (它)船隻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向內進入 到於(她)這個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退開去。

約 6:22 Th/| evpau,rion ò o;cloj ò èsthkw.j pe,ran th/j qala,sshj ei=don o[ti ploia,rion a;llo ouvk h=n evkei/ eiv mh. e]n
kai. o[ti ouv suneish/lqen toi/j maqhtai/j auvtou/ ò VIhsou/j eivj to. ploi/on avlla. mo,noi oì maqhtai. auvtou/ avph/lqon\
The day following, when the people which stood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sea saw that there was none other boat
there, save that one whereinto his disciples were entered, and that Jesus went not with his disciples into the
boat, but that his disciples were gone away alone;
第二日，站在海那邊的眾人，知道那裏沒有別的船，只有一隻小船，又知道耶穌沒有同他的門徒上船，乃是門徒

自己去的；

在對(她)那 在次日地 (他)那 (他)群眾 (他)那 (他)現在已經立定站住了的 於那邊地 從屬(她)那 從屬(她)海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是這樣 (它)小船隻 (它)另外不同的 不是/不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在那裏地， 若是

不會/不要 (它)一個， 並且 是這樣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共同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船隻， 但乃是 (他們)僅有單獨的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經文變異RT]

在對(她)那 在次日地 (他)那 (他)群眾 (他)那 (他)現在已經立定站住了的 於那邊地 從屬(她)那 從屬(她)海，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是這樣 (它)小船隻 (它)另外不同的 不是/不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在那裏地， 若是

不會/不要 (它)一個 (它)在那裏的那個 向內進入 到於(它)這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步入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是這樣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共同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小船隻， 但乃是 (他們)僅有單獨的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約 6:23 a;lla h=lqen ploia,ÎriaÐ evk Tiberia,doj evggu.j tou/ to,pou o[pou e;fagon to.n a;rton euvcaristh,santoj tou/
kuri,ouÅ
(Howbeit there came other boats from Tiberias nigh unto the place where they did eat bread, after that the Lord

had given thanks:)
然而有幾隻小船從提比哩亞來，靠近主祝謝後分餅給人喫的地方。

(它們)另外不同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它們)小船隻 [或=(它們)船隻] 向外出來 從屬(她)提庇哩亞 接近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地點處所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吃食 到於(他)那 到於(他)麵餅，

從屬(他)那時(也是)感謝了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經文變異RT]

(它們)另外不同的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它們)小船隻 向外出來 從屬(她)提庇哩亞 接近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地點處所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吃食 到於(他)那 到於(他)麵餅，

從屬(他)那時(也是)感謝了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經文變異WH]

但乃是註1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它們)船隻 向外出來 從屬(她)提庇哩亞 接近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地點處所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吃食 到於(他)那 到於(他)麵餅， 從屬(他)那時(也是)感謝了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註1：“(它們)另外不同的”文法上亦可以為“但乃是”[字形相同,意義不同]。

約 6:24 o[te ou=n ei=den ò o;cloj o[ti VIhsou/j ouvk e;stin evkei/ ouvde. oi` maqhtai. auvtou/( evne,bhsan auvtoi. eivj ta.
ploia,ria kai. h=lqon eivj Kafarnaou.m zhtou/ntej to.n VIhsou/n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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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the people therefore saw that Jesus was not there, neither his disciples, they also took shipping, and
came to Capernaum, seeking for Jesus.
眾人見耶穌和門徒都不在那裏，就上了船，往迦百農去找耶穌。

當這時地 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他)那 (他)群眾 是這樣 (他)耶穌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那裏地， 然而也不是地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步入 (他們)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小船隻，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她)迦百農

(他們)現正持續探索尋求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經文變異RT]

當這時地 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他)那 (他)群眾 是這樣 (他)耶穌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那裏地， 然而也不是地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步入 並且 (他們)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船隻，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她)迦百農

(他們)現正持續探索尋求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約 6:25 kai. eùro,ntej auvto.n pe,ran th/j qala,sshj ei=pon auvtw/|( ~Rabbi,( po,te w-de ge,gonajÈ
And when they had found him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sea, they said unto him, Rabbi, when camest thou hither?
既在海那邊找著了，就對他說：拉比，是幾時到這裏來的。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找到尋見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於那邊地 從屬(她)那 從屬(她)海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阿,(他)拉比， 何時呢 也就在此地 你現在已經生發成為？

約 6:26 avpekri,qh auvtoi/j ò VIhsou/j kai. ei=pen( VAmh.n avmh.n le,gw ùmi/n( zhtei/te, me ouvc o[ti ei;dete shmei/a( avllV
o[ti evfa,gete evk tw/n a;rtwn kai. evcorta,sqhteÅ
Jesus answered them and said, Verily, verily, I say unto you, Ye seek me, not because ye saw the miracles, but
because ye did eat of the loaves, and were filled.
耶穌回答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你們找我，並不是因見了神蹟，乃是因喫餅得飽。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註1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阿們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你們現在持續探索尋求 到於我 不是/不 是這樣 你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它們)識別之表記徵兆， 但乃是 是這樣 你們那時(也是)吃食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麵餅，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被餵飽。

註1：“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約 6:27 evrga,zesqe mh. th.n brw/sin th.n avpollume,nhn avlla. th.n brw/sin th.n me,nousan eivj zwh.n aivw,nion( h]n ò
uiò.j tou/ avnqrw,pou ùmi/n dw,sei\ tou/ton ga.r o` path.r evsfra,gisen ò qeo,jÅ
Labour not for the meat which perisheth, but for that meat which endureth unto everlasting life, which the Son of
man shall give unto you: for him hath God the Father sealed.
不要為那必壞的食物勞力，要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勞力，就是人子要賜給你們的；因為人子是父神所印證的。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作工作 不會/不要 到於(她)那 到於(她)食用 到於(她)那

到於(她)現正持續讓自己毀掉除滅了的， 但乃是 到於(她)那 到於(她)食用 到於(她)那 到於(她)現正持續停留持守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生命 到於(她)時世恆久的， 到於(她)這個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在對你們

他/她/它將要(持續)給與； 到於(他)那同一者 因為 (他)那 (他)父親 他/她/它那時(也是)蓋圖章封印 (他)那 (他)神。

約 6:28 ei=pon ou=n pro.j auvto,n( Ti, poiw/men i[na evrgazw,meqa ta. e;rga tou/ qeou/È
Then said they unto him, What shall we do, that we might work the works of God?
眾人問他說：我們當行甚麼，纔算作神的工呢。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這樣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行出作成， 為要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讓自己/被作工作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工作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約 6:29 avpekri,qh ÎòÐ VIhsou/j kai. ei=pen auvtoi/j( Tou/to, evstin to. e;rgon tou/ qeou/( i[na pisteu,hte eivj o]n
avpe,steilen evkei/nojÅ
Jesus answered and said unto them, This is the work of God, that ye believe on him whom he hath sent.
耶穌回答說：信神所差來的，這就是作神的工。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 (他)那 (他)耶穌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那 (它)工作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為要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置信信託 向內進入

到於(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他)在那裏的那個。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註1
(他)那 (他)耶穌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那 (它)工作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為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置信信託

向內進入 到於(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他)在那裏的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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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約 6:30 ei=pon ou=n auvtw/|( Ti, ou=n poiei/j su. shmei/on( i[na i;dwmen kai. pisteu,swme,n soiÈ ti, evrga,zh|È
They said therefore unto him, What sign shewest thou then, that we may see, and believe thee? what dost thou
work?
他們又說：你行甚麼神蹟，叫我們看見就信你；你到底作甚麼事呢。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這樣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這樣 你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你

到於(它)識別之表記徵兆， 為要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看見察覺， 並且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置信信託 在對你？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現在持續讓自己/被作工作？

約 6:31 oi` pate,rej h̀mw/n to. ma,nna e;fagon evn th/| evrh,mw|( kaqw,j evstin gegramme,non( :Arton evk tou/ ouvranou/
e;dwken auvtoi/j fagei/nÅ
Our fathers did eat manna in the desert; as it is written, He gave them bread from heaven to eat.
我們的祖宗在曠野喫過嗎哪，如經上寫著說：『他從天上賜下糧來給他們喫。』

(他們)那些 (他們)父親 從屬我們 到於(它)那 到於(它)嗎哪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吃食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孤獨荒涼的；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了的， 到於(他)麵餅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在對(他們)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吃食。

約 6:32 ei=pen ou=n auvtoi/j ò VIhsou/j( VAmh.n avmh.n le,gw um̀i/n( ouv Mwu?sh/j de,dwken um̀i/n to.n a;rton evk tou/
ouvranou/( avllV ò path,r mou di,dwsin ùmi/n to.n a;rton evk tou/ ouvranou/ to.n avlhqino,n\
Then Jesus said unto them, Verily, verily, I say unto you, Moses gave you not that bread from heaven; but my
Father giveth you the true bread from heaven.
耶穌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那從天上來的糧，不是摩西賜給你們的，乃是我父將天上來的真糧賜給你們。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這樣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阿們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不是/不 (他)摩西 他/她/它現在已經給與 在對你們 到於(他)那 到於(他)麵餅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但乃是 (他)那 (他)父親 從屬我 他/她/它現在持續給與 在對你們 到於(他)那 到於(他)麵餅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到於(他)那 到於(他)真正實在的；
[經文變異WH]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這樣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阿們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不是/不 (他)摩西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在對你們 到於(他)那 到於(他)麵餅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但乃是 (他)那 (他)父親 從屬我 他/她/它現在持續給與 在對你們 到於(他)那 到於(他)麵餅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到於(他)那 到於(他)真正實在的；

約 6:33 ò ga.r a;rtoj tou/ qeou/ evstin ò katabai,nwn evk tou/ ouvranou/ kai. zwh.n didou.j tw/| ko,smw|Å
For the bread of God is he which cometh down from heaven, and giveth life unto the world.
因為神的糧，就是那從天上降下來賜生命給世界的。

(他)那 因為 (他)麵餅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現正持續向下行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並且 到於(她)生命 (他)現正持續給與了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美容妝束/世界。

約 6:34 Ei=pon ou=n pro.j auvto,n( Ku,rie( pa,ntote do.j hm̀i/n to.n a;rton tou/tonÅ
Then said they unto him, Lord, evermore give us this bread.
他們說：主阿，常將這糧賜給我們。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這樣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阿,(他)主人， 總是地 你那時(也是)就要給與

在對我們 到於(他)那 到於(他)麵餅 到於(他)那同一者。

約 6:35 ei=pen auvtoi/j ò VIhsou/j( VEgw, eivmi ò a;rtoj th/j zwh/j\ ò evrco,menoj pro.j evme. ouv mh. peina,sh|( kai. ò
pisteu,wn eivj evme. ouv mh. diyh,sei pw,poteÅ
And Jesus said unto them, I am the bread of life: he that cometh to me shall never hunger; and he that believeth
on me shall never thirst.
耶穌說：我就是生命的糧；到我這裏來的，必定不餓；信我的，永遠不渴。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我 我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麵餅 從屬(她)那

從屬(她)生命； (他)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我"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有飢餓， 並且 (他)那 (他)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我"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他/她/它將要(持續)有乾渴 從來地。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我 我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麵餅

從屬(她)那 從屬(她)生命； (他)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我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有飢餓， 並且 (他)那 (他)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我"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有乾渴 從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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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6:36 avllV ei=pon ùmi/n o[ti kai. eẁra,kate, ÎmeÐ kai. ouv pisteu,eteÅ
But I said unto you, That ye also have seen me, and believe not.
只是我對你們說過，你們已經看見我，還是不信。

但乃是 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你們， 是這樣 並且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清楚 到於我， 並且 不是/不

你們現在持續置信信託。

約 6:37 Pa/n o] di,dwsi,n moi ò path.r pro.j evme. h[xei( kai. to.n evrco,menon pro.j evme. ouv mh. evkba,lw e;xw(
All that the Father giveth me shall come to me; and him that cometh to me I will in no wise cast out.
凡父所賜給我的人，必到我這裏來；到我這裏來的，我總不丟棄他。

(它)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給與 在對我 (他)那 (他)父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我"

他/她/它將要(持續)到達來臨；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我"

不是/不 不會/不要 我那時(也是)應該向外投擲出來 在外面地；
[經文變異RT][經文變異WH]

(它)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給與 在對我 (他)那 (他)父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我"

他/她/它將要(持續)到達來臨；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我

不是/不 不會/不要 我那時(也是)應該向外投擲出來 在外面地；

約 6:38 o[ti katabe,bhka avpo. tou/ ouvranou/ ouvc i[na poiw/ to. qe,lhma to. evmo.n avlla. to. qe,lhma tou/ pe,myanto,j meÅ
For I came down from heaven, not to do mine own will, but the will of him that sent me.
因為我從天上降下來，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來者的意思行。

是這樣 我現在已經向下行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不是/不 為要 我現在應該持續行出作成

到於(它)那 到於(它)所定意 到於(它)那 到於(它)我之物， 但乃是 到於(它)那 到於(它)所定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那時(也是)差送打發了的 到於我。
[經文變異RT]

是這樣 我現在已經向下行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不是/不 為要 我現在應該持續行出作成

到於(它)那 到於(它)所定意 到於(它)那 到於(它)我之物， 但乃是 到於(它)那 到於(它)所定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那時(也是)差送打發了的 到於我。

約 6:39 tou/to de, evstin to. qe,lhma tou/ pe,myanto,j me( i[na pa/n o] de,dwke,n moi mh. avpole,sw evx auvtou/( avlla.
avnasth,sw auvto. ÎevnÐ th/| evsca,th| hm̀e,ra|Å
And this is the Father's will which hath sent me, that of all which he hath given me I should lose nothing, but
should raise it up again at the last day.
差我來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賜給我的，叫我一個也不失落，在末日卻叫他復活。

(它)那同一者 然而也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那 (它)所定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那時(也是)差送打發了的 到於我，

為要 到於(它)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已經給與 在對我， 不會/不要 我那時(也是)應該毀掉除滅註1

向外出來 從屬(它)同一者， 但乃是 我將要(持續)再站立起來 到於(它)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最末後的

在對(她)日子/白日。

註1：“我那時(也是)應該毀掉除滅”文法上亦可以為“我將要(持續)毀掉除滅”。

[經文變異RT]

(它)那同一者 然而也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那 (它)所定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那時(也是)差送打發了的 到於我

從屬(他)父親， 為要 到於(它)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已經給與 在對我， 不會/不要

我那時(也是)應該毀掉除滅 向外出來 從屬(它)同一者， 但乃是 我那時(也是)應該再站立起來註1
到於(它)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最末後的 在對(她)日子/白日。

註1：“我將要(持續)再站立起來”文法上亦可以為“我那時(也是)應該再站立起來”。

[經文變異WH]

(它)那同一者 然而也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那 (它)所定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那時(也是)差送打發了的 到於我，

為要 到於(它)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已經給與 在對我， 不會/不要 我那時(也是)應該毀掉除滅

向外出來 從屬(它)同一者， 但乃是 我將要(持續)再站立起來 到於(它)同一者 在對(她)那 在對(她)最末後的

在對(她)日子/白日。

約 6:40 tou/to ga,r evstin to. qe,lhma tou/ patro,j mou( i[na pa/j ò qewrw/n to.n uiò.n kai. pisteu,wn eivj auvto.n e;ch|
zwh.n aivw,nion( kai. avnasth,sw auvto.n evgw. ÎevnÐ th/| evsca,th| hm̀e,ra|Å
And this is the will of him that sent me, that every one which seeth the Son, and believeth on him, may have
everlasting life: and I will raise him up at the last day.
因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見子而信的人得永生；並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復活。

(它)那同一者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那 (它)所定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從屬我， 為要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他)現正持續行定睛觀看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並且 (他)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向內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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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持有 到於(她)生命 到於(她)時世恆久的； 並且 我將要(持續)再站立起來

到於(他)同一者 我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最末後的 在對(她)日子/白日。
[經文變異RT]

(它)那同一者 然而也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那 (它)所定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那時(也是)差送打發了的 到於我，

為要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他)現正持續行定睛觀看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並且

(他)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持有 到於(她)生命 到於(她)時世恆久的；

並且 我將要(持續)再站立起來 到於(他)同一者 我 在對(她)那 在對(她)最末後的 在對(她)日子/白日。
[經文變異WH]

(它)那同一者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那 (它)所定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從屬我， 為要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他)現正持續行定睛觀看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並且 (他)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持有 到於(她)生命 到於(她)時世恆久的； 並且 我將要(持續)再站立起來

到於(他)同一者 我 在對(她)那 在對(她)最末後的 在對(她)日子/白日。

約 6:41 VEgo,gguzon ou=n oì VIoudai/oi peri. auvtou/ o[ti ei=pen( VEgw, eivmi ò a;rtoj ò kataba.j evk tou/ ouvranou/(
The Jews then murmured at him, because he said, I am the bread which came down from heaven.
猶太人因為耶穌說：我是從天上降下來的糧，就私下議論他；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嘟噥嘀咕 這樣 (他們)那些 (他們)猶太人的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同一者， 是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我 我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麵餅 (他)那 (他)那時(也是)向下行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約 6:42 kai. e;legon( Ouvc ou-to,j evstin VIhsou/j ò uìo.j VIwsh,f( ou- h̀mei/j oi;damen to.n pate,ra kai. th.n mhte,raÈ pw/j
nu/n le,gei o[ti VEk tou/ ouvranou/ katabe,bhkaÈ
And they said, Is not this Jesus, the son of Joseph, whose father and mother we know? how is it then that he
saith, I came down from heaven?
說：這不是約瑟的兒子耶穌麼；他的父母我們豈不認得麼；他如今怎麼說：我是從天上降下來的呢。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豈非呢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耶穌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約瑟，

從屬(他)這個 我們 我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母親？ 怎樣如何地呢

現在此時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是這樣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我現在已經向下行？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豈非呢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耶穌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約瑟，

從屬(他)這個 我們 我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母親？ 怎樣如何地呢

這樣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他)那同一者， 是這樣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我現在已經向下行？
[經文變異WH]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豈不是呢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耶穌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約瑟， 從屬(他)這個 我們 我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母親？

怎樣如何地呢 現在此時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是這樣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我現在已經向下行？

約 6:43 avpekri,qh VIhsou/j kai. ei=pen auvtoi/j( Mh. goggu,zete metV avllh,lwnÅ
Jesus therefore answered and said unto them, Murmur not among yourselves.
耶穌回答說：你們不要大家議論。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 (他)耶穌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嘟噥嘀咕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彼此。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註1 這樣 (他)那 (他)耶穌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嘟噥嘀咕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彼此。

註1：“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約 6:44 ouvdei.j du,natai evlqei/n pro,j me eva.n mh. ò path.r ò pe,myaj me èlku,sh| auvto,n( kavgw. avnasth,sw auvto.n evn
th/| evsca,th| hm̀e,ra|Å
No man can come to me, except the Father which hath sent me draw him: and I will raise him up at the last day.
若不是差我來的父吸引人，就沒有能到我這裏來的；到我這裏來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復活。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那時(也是)要去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我，

但凡若是 不會/不要 (他)那 (他)父親 (他)那 (他)那時(也是)差送打發了的 到於我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拽拉牽引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我 我將要(持續)再站立起來 到於(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最末後的

在對(她)日子/白日。
[經文變異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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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那時(也是)要去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我，

但凡若是 不會/不要 (他)那 (他)父親 (他)那 (他)那時(也是)差送打發了的 到於我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拽拉牽引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我 我將要(持續)再站立起來 到於(他)同一者 在對(她)那 在對(她)最末後的

在對(她)日子/白日。

約 6:45 e;stin gegramme,non evn toi/j profh,taij( Kai. e;sontai pa,ntej didaktoi. qeou/\ pa/j ò avkou,saj para. tou/
patro.j kai. maqw.n e;rcetai pro.j evme,Å
It is written in the prophets, And they shall be all taught of God. Every man therefore that hath heard, and hath
learned of the Father, cometh unto me.
在先知書上寫著說：『他們都要蒙神的教訓。』凡聽見父之教訓又學習的，就到我這裏來。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了的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是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乃教導的 從屬(他)神。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他)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並且 (他)那時(也是)學習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我"。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了的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是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乃教導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所有每一個的 這樣 (他)那

(他)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並且 (他)那時(也是)學習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我。
[經文變異MT]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了的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是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乃教導的 從屬(他)神。 (他)所有每一個的 這樣 (他)那

(他)現正持續聲聞耳聽了的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並且 (他)那時(也是)學習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我。

約 6:46 ouvc o[ti to.n pate,ra eẁ,rake,n tij eiv mh. ò w'n para. tou/ qeou/( ou-toj eẁ,raken to.n pate,raÅ
Not that any man hath seen the Father, save he which is of God, he hath seen the Father.
這不是說，有人看見過父，惟獨從神來的，他看見過父。

不是/不 是這樣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他/她/它現在已經看見清楚 (他)任何什麼， 若是 不會/不要 (他)那

(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已經看見清楚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經文變異RT]

不是/不 是這樣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已經看見清楚， 若是 不會/不要 (他)那

(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已經看見清楚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約 6:47 avmh.n avmh.n le,gw ùmi/n( ò pisteu,wn e;cei zwh.n aivw,nionÅ
Verily, verily, I say unto you, He that believeth on me hath everlasting life.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信的人有永生。

阿們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他)那 (他)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生命

到於(她)時世恆久的。
[經文變異RT]

阿們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他)那 (他)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我"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生命 到於(她)時世恆久的。

約 6:48 evgw, eivmi ò a;rtoj th/j zwh/jÅ
I am that bread of life.
我就是生命的糧。

我 我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麵餅 從屬(她)那 從屬(她)生命。

約 6:49 oi` pate,rej ùmw/n e;fagon evn th/| evrh,mw| to. ma,nna kai. avpe,qanon\
Your fathers did eat manna in the wilderness, and are dead.
你們的祖宗在曠野喫過嗎哪，還是死了。

(他們)那些 (他們)父親 從屬你們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吃食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孤獨荒涼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嗎哪，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死去；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些 (他們)父親 從屬你們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吃食 到於(它)那 到於(它)嗎哪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孤獨荒涼的，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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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6:50 ou-to,j evstin ò a;rtoj ò evk tou/ ouvranou/ katabai,nwn( i[na tij evx auvtou/ fa,gh| kai. mh. avpoqa,nh|Å
This is the bread which cometh down from heaven, that a man may eat thereof, and not die.
這是從天上降下來的糧，叫人喫了就不死。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麵餅 (他)那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他)現正持續向下行了的， 為要 (他)任何什麼 向外出來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吃食， 並且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死去。

約 6:51 evgw, eivmi ò a;rtoj ò zw/n ò evk tou/ ouvranou/ kataba,j\ eva,n tij fa,gh| evk tou,tou tou/ a;rtou zh,sei eivj to.n
aivw/na( kai. ò a;rtoj de. o]n evgw. dw,sw h̀ sa,rx mou, evstin ùpe.r th/j tou/ ko,smou zwh/jÅ
I am the living bread which came down from heaven: if any man eat of this bread, he shall live for ever: and the
bread that I will give is my flesh, which I will give for the life of the world.
我是從天上降下來生命的糧；人若喫這糧，就必永遠活著；我所要賜的糧，就是我的肉，為世人之生命所賜的。

我 我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麵餅 (他)那 (他)現正持續活了的 (他)那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他)那時(也是)向下行了的； 但凡若是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吃食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同一者

從屬(他)那 從屬(他)麵餅， 他/她/它將要(持續)活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世紀時代； 並且 (他)那 (他)麵餅

然而也 到於(他)這個 我 我將要(持續)給與， (她)那 (她)肉體 從屬我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她)那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從屬(她)生命。
[經文變異RT]

我 我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麵餅 (他)那 (他)現正持續活了的 (他)那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他)那時(也是)向下行了的； 但凡若是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吃食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同一者

從屬(他)那 從屬(他)麵餅，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活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世紀時代； 並且 (他)那

(他)麵餅 然而也 到於(他)這個 我 我將要(持續)給與， (她)那 (她)肉體 從屬我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到於(她)這個

我 我將要(持續)給與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她)那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從屬(她)生命。

約 6:52 VEma,conto ou=n pro.j avllh,louj oi` VIoudai/oi le,gontej( Pw/j du,natai ou-toj hm̀i/n dou/nai th.n sa,rka
Îauvtou/Ð fagei/nÈ
The Jews therefore strove among themselves, saying, How can this man give us his flesh to eat?
因此，猶太人彼此爭論說：這個人怎能把他的肉，給我們喫呢。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爭戰搏鬥 這樣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彼此 (他們)那些 (他們)猶太人的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怎樣如何地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他)那同一者 在對我們

那時(也是)要去給與 到於(她)那 到於(她)肉體 從屬(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吃食？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爭戰搏鬥 這樣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彼此 (他們)那些 (他們)猶太人的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怎樣如何地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他)那同一者 在對我們

那時(也是)要去給與 到於(她)那 到於(她)肉體 那時(也是)要去吃食？

約 6:53 ei=pen ou=n auvtoi/j ò VIhsou/j( VAmh.n avmh.n le,gw um̀i/n( eva.n mh. fa,ghte th.n sa,rka tou/ uiòu/ tou/ avnqrw,pou
kai. pi,hte auvtou/ to. ai-ma( ouvk e;cete zwh.n evn èautoi/jÅ
Then Jesus said unto them, Verily, verily, I say unto you, Except ye eat the flesh of the Son of man, and drink
his blood, ye have no life in you.
耶穌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你們若不喫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沒有生命在你們裏面。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這樣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阿們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但凡若是 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吃食 到於(她)那 到於(她)肉體 從屬(他)那 從屬(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喝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它)那 到於(它)血， 不是/不 你們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生命 在內 在對(他們)同一者自己。

約 6:54 ò trw,gwn mou th.n sa,rka kai. pi,nwn mou to. ai-ma e;cei zwh.n aivw,nion( kavgw. avnasth,sw auvto.n th/| evsca,th|
hm̀e,ra|Å
Whoso eateth my flesh, and drinketh my blood, hath eternal life; and I will raise him up at the last day.
喫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復活。

(他)那 (他)現正持續吃了的 從屬我 到於(她)那 到於(她)肉體 並且 (他)現正持續喝了的 從屬我 到於(它)那 到於(它)血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生命 到於(她)時世恆久的； 並且我 我將要(持續)再站立起來 到於(他)同一者

在對(她)那 在對(她)最末後的 在對(她)日子/白日。
[經文變異RT]

(他)那 (他)現正持續吃了的 從屬我 到於(她)那 到於(她)肉體 並且 (他)現正持續喝了的 從屬我 到於(它)那 到於(它)血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生命 到於(她)時世恆久的； 並且 我 我將要(持續)再站立起來 到於(他)同一者

在對(她)那 在對(她)最末後的 在對(她)日子/白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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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變異MT]

(他)那 (他)現正持續吃了的 從屬我 到於(她)那 到於(她)肉體 並且 (他)現正持續喝了的 從屬我 到於(它)那 到於(它)血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生命 到於(她)時世恆久的； 並且 我 我將要(持續)再站立起來 到於(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最末後的 在對(她)日子/白日。

約 6:55 h` ga.r sa,rx mou avlhqh,j evstin brw/sij( kai. to. ai-ma, mou avlhqh,j evstin po,sijÅ
For my flesh is meat indeed, and my blood is drink indeed.
我的肉真是可喫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

(她)那 因為 (她)肉體 從屬我 (她)誠正真實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食用， 並且 (它)那 (它)血 從屬我

(她)誠正真實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喝。
[經文變異RT]

(她)那 因為 (她)肉體 從屬我 誠正真實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食用， 並且 (它)那 (它)血 從屬我 誠正真實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喝。

約 6:56 ò trw,gwn mou th.n sa,rka kai. pi,nwn mou to. ai-ma evn evmoi. me,nei kavgw. evn auvtw/|Å
He that eateth my flesh, and drinketh my blood, dwelleth in me, and I in him.
喫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裏面，我也常在他裏面。

(他)那 (他)現正持續吃了的 從屬我 到於(她)那 到於(她)肉體 並且 (他)現正持續喝了的 從屬我 到於(它)那 到於(它)血

在內 在對"我" 他/她/它現在持續停留持守， 並且我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約 6:57 kaqw.j avpe,steile,n me ò zw/n path.r kavgw. zw/ dia. to.n pate,ra( kai. ò trw,gwn me kavkei/noj zh,sei diV evme,Å
As the living Father hath sent me, and I live by the Father: so he that eateth me, even he shall live by me.
永活的父怎樣差我來，我又因父活著，照樣，喫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著。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到於我 (他)那 (他)現正持續活了的 (他)父親， 並且我 我現在持續活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並且 (他)那 (他)現正持續吃了的 到於我， (他)且在那裏的那個

他/她/它將要(持續)活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我"。
[經文變異RT]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到於我 (他)那 (他)現正持續活了的 (他)父親， 並且我 我現在持續活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並且 (他)那 (他)現正持續吃了的 到於我， (他)且在那裏的那個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活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我"。

約 6:58 ou-to,j evstin ò a;rtoj ò evx ouvranou/ kataba,j( ouv kaqw.j e;fagon oì pate,rej kai. avpe,qanon\ ò trw,gwn
tou/ton to.n a;rton zh,sei eivj to.n aivw/naÅ
This is that bread which came down from heaven: not as your fathers did eat manna, and are dead: he that
eateth of this bread shall live for ever.
這就是從天上降下來的糧；喫這糧的人，就永遠活著，不像你們的祖宗喫過嗎哪，還是死了。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麵餅 (他)那 向外出來 從屬(他)天空/天 (他)那時(也是)向下行了的；

不是/不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吃食 (他們)那些 (他們)父親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死去； (他)那

(他)現正持續吃了的 到於(他)那同一者 到於(他)那 到於(他)麵餅 他/她/它將要(持續)活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世紀時代。
[經文變異RT]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麵餅 (他)那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他)那時(也是)向下行了的； 不是/不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吃食 (他們)那些 (他們)父親 從屬你們

到於(它)那 到於(它)嗎哪，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死去； (他)那 (他)現正持續吃了的 到於(他)那同一者 到於(他)那

到於(他)麵餅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活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世紀時代。

約 6:59 Tau/ta ei=pen evn sunagwgh/| dida,skwn evn Kafarnaou,mÅ
These things said he in the synagogue, as he taught in Capernaum.
這些話是耶穌在迦百農會堂裏教訓人說的。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內 在對(她)會堂 (他)現正持續教導了的 在內 在對(她)迦百農。

約 6:60 Polloi. ou=n avkou,santej evk tw/n maqhtw/n auvtou/ ei=pan( Sklhro,j evstin ò lo,goj ou-toj\ ti,j du,natai auvtou/
avkou,einÈ
Many therefore of his disciples, when they had heard this, said, This is an hard saying; who can hear it?
他的門徒中有好些人聽見了，就說：這話甚難，誰能聽呢。

(他們)許多的 這樣 (他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剛硬艱澀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他)那同一者；

(他)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從屬(他)同一者註
現要去持續聲聞耳聽？

註﹕有學者認爲“從屬(他)同一者”可以指前面的“(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也可以指“耶穌”。動詞“聲聞耳聽”接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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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從屬”可以參照約翰福音10：3，16，27的用法。

[經文變異RT]

(他們)許多的 這樣 (他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剛硬艱澀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同一者 (他)那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他)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從屬(他)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聲聞耳聽？

約 6:61 eivdw.j de. ò VIhsou/j evn èautw/| o[ti goggu,zousin peri. tou,tou oì maqhtai. auvtou/ ei=pen auvtoi/j( Tou/to ùma/j
skandali,zeiÈ
When Jesus knew in himself that his disciples murmured at it, he said unto them, Doth this offend you?
耶穌心裏知道門徒為這話議論，就對他們說：這話是叫你們厭棄麼。〔厭棄原文作跌倒〕

(他)現在已經看見察覺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耶穌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自己 是這樣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嘟噥嘀咕

<在周圍>關於 從屬(它)那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它)那同一者 到於你們 他/她/它現在持續誘陷絆倒？

約 6:62 eva.n ou=n qewrh/te to.n uiò.n tou/ avnqrw,pou avnabai,nonta o[pou h=n to. pro,teronÈ
What and if ye shall see the Son of man ascend up where he was before?
倘或你們看見人子升到他原來所在之處，怎麼樣呢。

但凡若是 這樣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行定睛觀看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到於(他)現正持續向上行了的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到於(它)那 到於(它)更先前的？

約 6:63 to. pneu/ma, evstin to. zw|opoiou/n( h` sa.rx ouvk wvfelei/ ouvde,n\ ta. rh̀,mata a] evgw. lela,lhka ùmi/n pneu/ma,
evstin kai. zwh, evstinÅ
It is the spirit that quickeneth; the flesh profiteth nothing: the words that I speak unto you, they are spirit, and
they are life.
叫人活著的乃是靈，肉體是無益的；我對你們所說的話，就是靈，就是生命。

(它)那 (它)靈/風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那 (它)現正持續行出作成活活生動了的； (她)那 (她)肉體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利益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它們)那些 (它們)所發表言說 到於(它們)這些個 我

我現在已經發言講說 在對你們， (它)靈/風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並且 (她)生命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它)那 (它)靈/風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那 (它)現正持續行出作成活活生動了的； (她)那 (她)肉體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利益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它們)那些 (它們)所發表言說 到於(它們)這些個 我

我現在持續發言講說 在對你們， (它)靈/風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並且 (她)生命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約 6:64 avllV eivsi.n evx ùmw/n tinej oi] ouv pisteu,ousinÅ h;|dei ga.r evx avrch/j ò VIhsou/j ti,nej eivsi.n oì mh.
pisteu,ontej kai. ti,j evstin ò paradw,swn auvto,nÅ
But there are some of you that believe not. For Jesus knew from the beginning who they were that believed not,
and who should betray him.
只是你們中間有不信的人。耶穌從起頭就知道，誰不信他，誰要賣他。

但乃是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向外出來 從屬你們 (他們)任何什麼 (他們)這些個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置信信託。 他/她/它當時已經看見察覺 因為 向外出來 從屬(她)為起始為首 (他)那 (他)耶穌

(他們)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那些 不會/不要 (他們)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並且 (他)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將要(持續)交付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約 6:65 kai. e;legen( Dia. tou/to ei;rhka ùmi/n o[ti ouvdei.j du,natai evlqei/n pro,j me eva.n mh. h=| dedome,non auvtw/| evk tou/
patro,jÅ
And he said, Therefore said I unto you, that no man can come unto me, except it were given unto him of my
Father.
耶穌又說：所以我對你們說過，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賜，沒有人能到我這裏來。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同一者 我現在已經開聲言說 在對你們， 是這樣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那時(也是)要去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我，

但凡若是 不會/不要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是 (它)現在已經被給與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同一者 我現在已經開聲言說 在對你們， 是這樣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那時(也是)要去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我，

但凡若是 不會/不要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是 (它)現在已經被給與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從屬我。

約 6:66 VEk tou,tou polloi. ÎevkÐ tw/n maqhtw/n auvtou/ avph/lqon eivj ta. ovpi,sw kai. ouvke,ti metV auvtou/ periepa,toun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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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at time many of his disciples went back, and walked no more with him.
從此他門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同一者 (他們)許多的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那些 向在後面地， 並且 不再地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來往昂然踏行。
[經文變異RT][不同讀法]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同一者 (他們)許多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那些 向在後面地， 並且 不是/不 依然仍舊地註1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來往昂然踏行。

註1：“不再地[不是依然仍舊地(不再地)]”文法上亦可以為“不是/不 依然仍舊地”[字形分開,意義不同]。

約 6:67 ei=pen ou=n ò VIhsou/j toi/j dw,deka( Mh. kai. ùmei/j qe,lete ùpa,geinÈ
Then said Jesus unto the twelve, Will ye also go away?
耶穌就對那十二個門徒說：你們也要去麼。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這樣 (他)那 (他)耶穌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十二個， 豈會呢 並且 你們

你們現在持續定意 現要去持續退開去？

約 6:68 avpekri,qh auvtw/| Si,mwn Pe,troj( Ku,rie( pro.j ti,na avpeleuso,meqaÈ rh̀,mata zwh/j aivwni,ou e;ceij(
Then Simon Peter answered him, Lord, to whom shall we go? thou hast the words of eternal life.
西門彼得回答說：主阿，你有永生之道，我們還歸從誰呢。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 在對(他)同一者 (他)西門 (他)彼得， 阿,(他)主人，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任何什麼呢 我們將要(持續)讓自己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到於(它們)所發表言說 從屬(她)生命

從屬(她)時世恆久的 你現在持續持有；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註1 這樣 在對(他)同一者 (他)西門 (他)彼得， 阿,(他)主人，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任何什麼呢 我們將要(持續)讓自己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到於(它們)所發表言說 從屬(她)生命

從屬(她)時世恆久的 你現在持續持有；

註1：“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約 6:69 kai. h̀mei/j pepisteu,kamen kai. evgnw,kamen o[ti su. ei= ò a[gioj tou/ qeou/Å
And we believe and are sure that thou art that Christ, the Son of the living God.
我們已經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聖者。

並且 我們 我們現在已經置信信託 並且 我們現在已經認識知道 是這樣 你 你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聖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經文變異RT]

並且 我們 我們現在已經置信信託 並且 我們現在已經認識知道 是這樣 你 你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基督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從屬(他)那 從屬(他)現正持續活了的。

約 6:70 avpekri,qh auvtoi/j ò VIhsou/j( Ouvk evgw. ùma/j tou.j dw,deka evxelexa,mhnÈ kai. evx ùmw/n ei-j dia,bolo,j evstinÅ
Jesus answered them, Have not I chosen you twelve, and one of you is a devil?
耶穌說：我不是揀選了你們十二個門徒麼；但你們中間有一個是魔鬼。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註1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豈非呢 我 到於你們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十二個 我那時(也是)讓自己挑選？ 並且 向外出來 從屬你們 (他)一個 (他)詆辱中傷的[常指魔鬼]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註1：“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約 6:71 e;legen de. to.n VIou,dan Si,mwnoj VIskariw,tou\ ou-toj ga.r e;mellen paradido,nai auvto,n( ei-j evk tw/n dw,dekaÅ
He spake of Judas Iscariot the son of Simon: for he it was that should betray him, being one of the twelve.
耶穌這話是指著加略人西門的兒子猶大說的；他本是十二個門徒裏的一個，後來要賣耶穌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然而也 到於(他)那 到於(他)猶大 從屬(他)西門 從屬(他)加略人； (他)那同一者 因為

他/她/它當時持續準備快要 現要去持續交付 到於(他)同一者， (他)一個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十二個。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然而也 到於(他)那 到於(他)猶大 從屬(他)西門 到於(他)加略人； (他)那同一者 因為

他/她/它當時持續準備快要 到於(他)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交付， (他)一個 (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十二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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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7:1 Kai. meta. tau/ta periepa,tei ò VIhsou/j evn th/| Galilai,a|\ ouv ga.r h;qelen evn th/| VIoudai,a| peripatei/n( o[ti
evzh,toun auvto.n oi` VIoudai/oi avpoktei/naiÅ
After these things Jesus walked in Galilee: for he would not walk in Jewry, because the Jews sought to kill him.
這事以後，耶穌在加利利遊行，不願在猶太遊行；因為猶太人想要殺他。

並且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來往昂然踏行 (他)那 (他)耶穌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加利利； 不是/不 因為 他/她/它當時持續定意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猶太地方

現要去持續來往昂然踏行， 是這樣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探索尋求 到於(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猶太人的

那時(也是)要去殺害除掉。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來往昂然踏行 (他)那 (他)耶穌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加利利； 不是/不 因為 他/她/它當時持續定意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猶太地方

現要去持續來往昂然踏行， 是這樣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探索尋求 到於(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猶太人的

那時(也是)要去殺害除掉。

約 7:2 h=n de. evggu.j h` èorth. tw/n VIoudai,wn h̀ skhnophgi,aÅ
Now the Jews' feast of tabernacles was at hand.
當時猶太人的住棚節近了。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接近地 (她)那 (她)節期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她)那 (她)住棚節。

約 7:3 ei=pon ou=n pro.j auvto.n oì avdelfoi. auvtou/( Meta,bhqi evnteu/qen kai. u[page eivj th.n VIoudai,an( i[na kai. oi`
maqhtai, sou qewrh,sousin sou/ ta. e;rga a] poiei/j\
His brethren therefore said unto him, Depart hence, and go into Judaea, that thy disciples also may see the
works that thou doest.
耶穌的弟兄就對他說：你離開這裏上猶太去罷，叫你的門徒也看見你所行的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這樣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弟兄 從屬(他)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就要更換地方 從在此處地， 並且 你現在就要持續退開去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猶太地方，

為要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從屬你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行定睛觀看 從屬你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工作

到於(它們)這些個 你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這樣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弟兄 從屬(他)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就要更換地方 從在此處地， 並且 你現在就要持續退開去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猶太地方，

為要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從屬你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行定睛觀看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工作

從屬你 到於(它們)這些個 你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約 7:4 ouvdei.j ga,r ti evn kruptw/| poiei/ kai. zhtei/ auvto.j evn parrhsi,a| ei=naiÅ eiv tau/ta poiei/j( fane,rwson seauto.n
tw/| ko,smw|Å
For there is no man that doeth any thing in secret, and he himself seeketh to be known openly. If thou do these
things, shew thyself to the world.
人要顯揚名聲，沒有在暗處行事的；你如果行這些事，就當將自己顯明給世人看。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因為 到於(它)任何什麼 在內 在對(它)乃隱藏遮掩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探索尋求 (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放膽公開直言 現要去持續是。 若是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你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你那時(也是)就要促使成促為照亮顯明 到於(他)你自己 在對(他)那 在對(他)美容妝束/世界。
[經文變異RT]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因為 在內 在對(它)乃隱藏遮掩的 到於(它)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探索尋求 (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放膽公開直言 現要去持續是。 若是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你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你那時(也是)就要促使成促為照亮顯明 到於(他)你自己 在對(他)那 在對(他)美容妝束/世界。

約 7:5 ouvde. ga.r oi` avdelfoi. auvtou/ evpi,steuon eivj auvto,nÅ
For neither did his brethren believe in him.
因為連他的弟兄說這話，是因為不信他。

然而也不是地 因為 (他們)那些 (他們)弟兄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置信信託 向內進入 到於(他)同一者。

約 7:6 le,gei ou=n auvtoi/j ò VIhsou/j( ~O kairo.j ò evmo.j ou;pw pa,restin( ò de. kairo.j ò ùme,teroj pa,ntote, evstin
e[toimojÅ
Then Jesus said unto them, My time is not yet come: but your time is alway ready.
耶穌就對他們說：我的時候還沒有到；你們的時候常是方便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這樣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他)那 (他)場合時節 (他)那 (他)我之物 尚未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是在旁邊； (他)那 然而也 (他)場合時節 (他)那 (他)你們之物 總是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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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妥切齊備的。

約 7:7 ouv du,natai ò ko,smoj misei/n ùma/j( evme. de. misei/( o[ti evgw. marturw/ peri. auvtou/ o[ti ta. e;rga auvtou/ ponhra,
evstinÅ
The world cannot hate you; but me it hateth, because I testify of it, that the works thereof are evil.
世人不能恨你們，卻是恨我；因為我指證他們所作的事是惡的。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他)那 (他)美容妝束/世界 現要去持續恨惡 到於你們； 到於"我" 然而也

他/她/它現在持續恨惡， 是這樣 我 我現在持續作見證人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同一者， 是這樣 (它們)那些

(它們)工作 從屬(他)同一者 (它們)惡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約 7:8 ùmei/j avna,bhte eivj th.n eòrth,n\ evgw. ouvk avnabai,nw eivj th.n èorth.n tau,thn( o[ti ò evmo.j kairo.j ou;pw
peplh,rwtaiÅ
Go ye up unto this feast: I go not up yet unto this feast; for my time is not yet full come.
你們上去過節罷；我現在不上去過這節；因為我的時候還沒有滿。

你們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向上行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節期； 我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向上行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節期 到於(她)那同一者； 是這樣 (他)那 (他)我之物 (他)場合時節 尚未地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促使成充滿添足。
[經文變異RT]

你們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向上行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節期 到於(她)那同一者； 我 尚未地

我現在持續向上行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節期 到於(她)那同一者； 是這樣 (他)那 (他)場合時節 (他)那

(他)我之物 尚未地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促使成充滿添足。
[經文變異WH]

你們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向上行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節期； 我 尚未地 我現在持續向上行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節期 到於(她)那同一者； 是這樣 (他)那 (他)我之物 (他)場合時節 尚未地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促使成充滿添足。

約 7:9 tau/ta de. eivpw.n auvto.j e;meinen evn th/| Galilai,a|Å
When he had said these words unto them, he abode still in Galilee.
耶穌說了這話，仍舊住在加利利。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發話言說了的 (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停留持守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加利利。
[經文變異RT][經文變異WH]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發話言說了的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停留持守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加利利。

約 7:10 ~Wj de. avne,bhsan oì avdelfoi. auvtou/ eivj th.n eòrth,n( to,te kai. auvto.j avne,bh ouv fanerw/j avlla. Îwj̀Ð evn
kruptw/|Å
But when his brethren were gone up, then went he also up unto the feast, not openly, but as it were in secret.
但他弟兄上去以後，他也上去過節，不是明去，似乎是暗去的。

正如地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上行 (他們)那些 (他們)弟兄 從屬(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節期， 當那時地 並且 (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上行， 不是/不 促為照亮顯明地， 但乃是 正如地

在內 在對(它)乃隱藏遮掩的。
[經文變異RT]

正如地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上行 (他們)那些 (他們)弟兄 從屬(他)同一者， 當那時地 並且 (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上行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節期， 不是/不 促為照亮顯明地， 但乃是 正如地 在內

在對(它)乃隱藏遮掩的。

約 7:11 oi` ou=n VIoudai/oi evzh,toun auvto.n evn th/| èorth/| kai. e;legon( Pou/ evstin evkei/nojÈ
Then the Jews sought him at the feast, and said, Where is he?
正在節期，猶太人尋找耶穌說：他在那裏。

(他們)那些 這樣 (他們)猶太人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探索尋求 到於(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節期，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從屬某個什麼地方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在那裏的那個？

約 7:12 kai. goggusmo.j peri. auvtou/ h=n polu.j evn toi/j o;cloij\ oì me.n e;legon o[ti VAgaqo,j evstin( a;lloi Îde.Ð
e;legon( Ou;( avlla. plana/| to.n o;clonÅ
And there was much murmuring among the people concerning him: for some said, He is a good man: others
said, Nay; but he deceiveth the people.
眾人為他紛紛議論；有的說：他是好人；有的說：不然，他是迷惑眾人的。

並且 (他)發嘟噥嘀咕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許多的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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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他們)群眾； (他們)那些 的確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是這樣 (他)良善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們)另外不同的 然而也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不是/不， 但乃是 他/她/它現在持續有迷途錯謬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群眾。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發嘟噥嘀咕 (他)許多的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群眾； (他們)那些 的確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是這樣 (他)良善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們)另外不同的 然而也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不是/不， 但乃是 他/她/它現在持續有迷途錯謬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群眾。

約 7:13 ouvdei.j me,ntoi parrhsi,a| evla,lei peri. auvtou/ dia. to.n fo,bon tw/n VIoudai,wnÅ
Howbeit no man spake openly of him for fear of the Jews.
只是沒有人明明的講論他，因為怕猶太人。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縱然如此 在對(她)放膽公開直言 他/她/它當時持續發言講說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同一者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他)那 到於(他)畏懼害怕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約 7:14 :Hdh de. th/j eòrth/j mesou,shj avne,bh VIhsou/j eivj to. ìero.n kai. evdi,daskenÅ
Now about the midst of the feast Jesus went up into the temple, and taught.
到了節期，耶穌上殿裏去教訓人。

甚而已然如此地 然而也 從屬(她)那 從屬(她)節期 從屬(她)現正持續到中間當中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上行

(他)耶穌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聖殿，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教導。
[經文變異RT]

甚而已然如此地 然而也 從屬(她)那 從屬(她)節期 從屬(她)現正持續到中間當中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上行

(他)那 (他)耶穌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聖殿，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教導。

約 7:15 evqau,mazon ou=n oì VIoudai/oi le,gontej( Pw/j ou-toj gra,mmata oi=den mh. memaqhkw,jÈ
And the Jews marvelled, saying, How knoweth this man letters, having never learned?
猶太人就希奇說：這個人沒有學過，怎麼明白書呢。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希奇 這樣 (他們)那些 (他們)猶太人的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怎樣如何地呢 (他)那同一者

到於(它們)所刻寫記載 他/她/它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不會/不要 (他)現在已經學習了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希奇 (他們)那些 (他們)猶太人的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怎樣如何地呢 (他)那同一者

到於(它們)所刻寫記載 他/她/它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不會/不要 (他)現在已經學習了的？

約 7:16 avpekri,qh ou=n auvtoi/j ÎòÐ VIhsou/j kai. ei=pen( ~H evmh. didach. ouvk e;stin evmh. avlla. tou/ pe,myanto,j me\
Jesus answered them, and said, My doctrine is not mine, but his that sent me.
耶穌說：我的教訓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來者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 這樣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她)那

(她)我之物 (她)教授講訓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我之物， 但乃是 從屬(他)那

從屬(他)那時(也是)差送打發了的 到於我；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註1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她)那

(她)我之物 (她)教授講訓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我之物， 但乃是 從屬(他)那

從屬(他)那時(也是)差送打發了的 到於我；

註1：“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經文變異WH]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 這樣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耶穌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她)那

(她)我之物 (她)教授講訓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我之物， 但乃是 從屬(他)那

從屬(他)那時(也是)差送打發了的 到於我；

約 7:17 eva,n tij qe,lh| to. qe,lhma auvtou/ poiei/n( gnw,setai peri. th/j didach/j po,teron evk tou/ qeou/ evstin h' evgw. avpV
evmautou/ lalw/Å
If any man will do his will, he shall know of the doctrine, whether it be of God, or whether I speak of myself.
人若立志遵著他的旨意行，就必曉得這教訓或是出於神，或是我憑著自己說的。

但凡若是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定意 到於(它)那 到於(它)所定意 從屬(他)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行出作成，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認識知道 <在周圍>關於 從屬(她)那 從屬(她)教授講訓， 那一個更是地呢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甚或/或而 我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我自己 我現在持續發言講說。

約 7:18 ò avfV èautou/ lalw/n th.n do,xan th.n ivdi,an zhtei/\ ò de. zhtw/n th.n do,xan tou/ pe,myantoj auvto.n ou-toj
avlhqh,j evstin kai. avdiki,a evn auvtw/| ouvk e;stin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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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that speaketh of himself seeketh his own glory: but he that seeketh his glory that sent him, the same is true,
and no unrighteousness is in him.
人憑著自己說，是求自己的榮耀；惟有求那差他來者的榮耀，這人是真的，在他心裏沒有不義。

(他)那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同一者自己 (他)現正持續發言講說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榮耀 到於(她)那

到於(她)私人個別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探索尋求； (他)那 然而也 (他)現正持續探索尋求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榮耀

從屬(他)那 從屬(他)那時(也是)差送打發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他)那同一者 (他)誠正真實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並且 (她)不義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約 7:19 ouv Mwu?sh/j de,dwken ùmi/n to.n no,monÈ kai. ouvdei.j evx ùmw/n poiei/ to.n no,monÅ ti, me zhtei/te avpoktei/naiÈ
Did not Moses give you the law, and yet none of you keepeth the law? Why go ye about to kill me?
摩西豈不是傳律法給你們麼；你們卻沒有一個人守律法。為甚麼想要殺我呢。

豈非呢 (他)摩西 他/她/它現在已經給與 在對你們 到於(他)那 到於(他)律法？ 並且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向外出來

從屬你們 他/她/它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到於(他)那 到於(他)律法。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到於我 你們現在持續探索尋求

那時(也是)要去殺害除掉？
[不同標點]

豈非呢 (他)摩西 他/她/它現在已經給與 在對你們 到於(他)那 到於(他)律法， 並且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向外出來

從屬你們 他/她/它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到於(他)那 到於(他)律法？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到於我 你們現在持續探索尋求

那時(也是)要去殺害除掉？
[經文變異WH]

豈非呢 (他)摩西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在對你們 到於(他)那 到於(他)律法？ 並且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向外出來 從屬你們 他/她/它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到於(他)那 到於(他)律法。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到於我

你們現在持續探索尋求 那時(也是)要去殺害除掉？

約 7:20 avpekri,qh ò o;cloj( Daimo,nion e;ceij\ ti,j se zhtei/ avpoktei/naiÈ
The people answered and said, Thou hast a devil: who goeth about to kill thee?
眾人回答說，你是被鬼附著了；誰想要殺你。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 (他)那 (他)群眾， 到於(它)鬼魔 你現在持續持有； (他)任何什麼呢 到於你

他/她/它現在持續探索尋求 那時(也是)要去殺害除掉？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註1
(他)那 (他)群眾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到於(它)鬼魔

你現在持續持有； (他)任何什麼呢 到於你 他/她/它現在持續探索尋求 那時(也是)要去殺害除掉？

註1：“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約 7:21 avpekri,qh VIhsou/j kai. ei=pen auvtoi/j( }En e;rgon evpoi,hsa kai. pa,ntej qauma,zeteÅ
Jesus answered and said unto them, I have done one work, and ye all marvel.
耶穌說：我作了一件事，你們都以為希奇。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 (他)耶穌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一個

到於(它)工作 我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並且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你們現在持續希奇。
[不同標點]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 (他)耶穌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一個

到於(它)工作 我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並且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你們現在持續希奇，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註1 (他)那 (他)耶穌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一個 到於(它)工作 我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並且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你們現在持續希奇。

註1：“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約 7:22 dia. tou/to Mwu?sh/j de,dwken ùmi/n th.n peritomh,n & ouvc o[ti evk tou/ Mwu?se,wj evsti.n avllV evk tw/n pate,rwn
& kai. evn sabba,tw| perite,mnete a;nqrwponÅ
Moses therefore gave unto you circumcision; (not because it is of Moses, but of the fathers;) and ye on the
sabbath day circumcise a man.
摩西傳割禮給你們，（其實不是從摩西起的，乃是從祖先起的）因此你們也在安息日給人行割禮。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同一者 (他)摩西 他/她/它現在已經給與 在對你們 到於(她)那 到於(她)割禮； 不是/不

是這樣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摩西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但乃是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父親； 並且 在內 在對(它)安息 你們現在持續行割禮 到於(他)人。
[不同標點]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同一者。 (他)摩西 他/她/它現在已經給與 在對你們 到於(她)那 到於(她)割禮；

不是/不 是這樣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摩西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但乃是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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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屬(他們)父親； 並且 在內 在對(它)安息 你們現在持續行割禮 到於(他)人。

約 7:23 eiv peritomh.n lamba,nei a;nqrwpoj evn sabba,tw| i[na mh. luqh/| ò no,moj Mwu?se,wj( evmoi. cola/te o[ti o[lon
a;nqrwpon ùgih/ evpoi,hsa evn sabba,tw|È
If a man on the sabbath day receive circumcision, that the law of Moses should not be broken; are ye angry at
me, because I have made a man every whit whole on the sabbath day?
人若在安息日受割禮，免得違背摩西的律法，我在安息日叫一個人全然好了，你們就向我生氣麼。

若是 到於(她)割禮 他/她/它現在持續拿取 (他)人 在內 在對(它)安息， 為要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鬆綁脫解 (他)那 (他)律法 從屬(他)摩西， 在對"我" 你們現在持續動怒生氣 是這樣

到於(他)整個全部的 到於(他)人 到於(他)成長健全的 我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在內 在對(它)安息？
[經文變異WH]

若是 到於(她)割禮 他/她/它現在持續拿取 (他)那 (他)人 在內 在對(它)安息， 為要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鬆綁脫解 (他)那 (他)律法 從屬(他)摩西， 在對"我" 你們現在持續動怒生氣 是這樣

到於(他)整個全部的 到於(他)人 到於(他)成長健全的 我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在內 在對(它)安息？

約 7:24 mh. kri,nete katV o;yin( avlla. th.n dikai,an kri,sin kri,neteÅ
Judge not according to the appearance, but judge righteous judgment.
不可按外貌斷定是非，總要按公平斷定是非。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區別審斷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外觀， 但乃是 到於(她)那 到於(她)具公平正義的

到於(她)區別審斷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區別審斷。

約 7:25 :Elegon ou=n tinej evk tw/n ~Ierosolumitw/n( Ouvc ou-to,j evstin o]n zhtou/sin avpoktei/naiÈ
Then said some of them of Jerusalem, Is not this he, whom they seek to kill?
耶路撒冷人中有的說：這不是他們想要殺的人麼。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這樣 (他們)任何什麼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耶路撒冷人， 豈非呢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到於(他)這個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探索尋求 那時(也是)要去殺害除掉？

約 7:26 kai. i;de parrhsi,a| lalei/ kai. ouvde.n auvtw/| le,gousinÅ mh,pote avlhqw/j e;gnwsan oì a;rcontej o[ti ou-to,j
evstin ò Cristo,jÈ
But, lo, he speaketh boldly, and they say nothing unto him. Do the rulers know indeed that this is the very
Christ?
你看他還明明的講道，他們也不向他說甚麼，難道官長真知道這是基督麼。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看哪， 在對(她)放膽公開直言 他/她/它現在持續發言講說， 並且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在對(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不會任何時候地呢 誠正真實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認識知道 (他們)那些

(他們)首領 是這樣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基督？
[經文變異RT]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看哪， 在對(她)放膽公開直言 他/她/它現在持續發言講說， 並且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在對(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不會任何時候地呢 誠正真實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認識知道 (他們)那些

(他們)首領 是這樣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誠正真實地 (他)那 (他)基督？

約 7:27 avlla. tou/ton oi;damen po,qen evsti,n\ ò de. Cristo.j o[tan e;rchtai ouvdei.j ginw,skei po,qen evsti,nÅ
Howbeit we know this man whence he is: but when Christ cometh, no man knoweth whence he is.
然而我們知道這個人從那裏來；只是基督來的時候，沒有人知道他從那裏來。

但乃是 到於(他)那同一者 我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從那裏地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然而也 (他)基督

但凡當這時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認識知道

從那裏地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約 7:28 e;kraxen ou=n evn tw/| ìerw/| dida,skwn ò VIhsou/j kai. le,gwn( Kavme. oi;date kai. oi;date po,qen eivmi,\ kai. avpV
evmautou/ ouvk evlh,luqa( avllV e;stin avlhqino.j ò pe,myaj me( o]n ùmei/j ouvk oi;date\
Then cried Jesus in the temple as he taught, saying, Ye both know me, and ye know whence I am: and I am not
come of myself, but he that sent me is true, whom ye know not.
那時耶穌在殿裏教訓人，大聲說：你們也知道我，也知道我從那裏來；我來並不是由於自己，但那差我來的是真

的；你們不認識他。

他/她/它那時(也是)嘶聲吶喊 這樣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聖殿 (他)現正持續教導了的 (他)那 (他)耶穌 並且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到於並且我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並且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從那裏地呢

我現在持續是； 並且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我自己 不是/不 我現在已經到來前往， 但乃是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真正實在的 (他)那 (他)那時(也是)差送打發了的 到於我， 到於(他)這個 你們 不是/不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約 7:29 evgw. oi=da auvto,n( o[ti parV auvtou/ eivmi kavkei/no,j me avpe,steilenÅ
But I know him: for I am from him, and he hath sent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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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卻認識他；因為我是從他來的，他也是差了我來。

我 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到於(他)同一者； 是這樣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同一者 我現在持續是，

(他)且在那裏的那個 到於我 他/她/它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經文變異RT]

我 然而也 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到於(他)同一者； 是這樣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同一者 我現在持續是，

(他)且在那裏的那個 到於我 他/她/它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約 7:30 VEzh,toun ou=n auvto.n pia,sai( kai. ouvdei.j evpe,balen evpV auvto.n th.n cei/ra( o[ti ou;pw evlhlu,qei h̀ w[ra auvtou/Å
Then they sought to take him: but no man laid hands on him, because his hour was not yet come.
他們就想要捉拿耶穌；只是沒有人下手，因為他的時候還沒有到。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探索尋求 這樣 到於(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握住捉拿； 並且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投擲在上面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她)那 到於(她)手， 是這樣 尚未地

他/她/它當時已經到來前往 (她)那 (她)鐘點時刻 從屬(他)同一者。

約 7:31 VEk tou/ o;clou de. polloi. evpi,steusan eivj auvto.n kai. e;legon( ~O Cristo.j o[tan e;lqh| mh. plei,ona shmei/a
poih,sei w-n ou-toj evpoi,hsenÈ
And many of the people believed on him, and said, When Christ cometh, will he do more miracles than these
which this man hath done?
但眾人中間有好些信他的，說：基督來的時候，他所行的神蹟，豈能比這人所行的更多麼。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群眾 然而也 (他們)許多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置信信託 向內進入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他)那 (他)基督 但凡當這時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到來前往， 豈會呢

到於(它們)更多的 到於(它們)識別之表記徵兆 他/她/它將要(持續)行出作成 從屬(它們)這些個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經文變異RT]

(他們)許多的 然而也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群眾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置信信託 向內進入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是這樣 (他)那 (他)基督 但凡當這時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到來前往， 豈會是呢

到於(它們)更多的 到於(它們)識別之表記徵兆 從屬(它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行出作成 從屬(它們)這些個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約 7:32 :Hkousan oi` Farisai/oi tou/ o;clou goggu,zontoj peri. auvtou/ tau/ta( kai. avpe,steilan oì avrcierei/j kai. oi`
Farisai/oi ùphre,taj i[na pia,swsin auvto,nÅ
The Pharisees heard that the people murmured such things concerning him; and the Pharisees and the chief
priests sent officers to take him.
法利賽人聽見眾人為耶穌這樣紛紛議論，祭司長和法利賽人，就打發差役去捉拿他。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他們)那些 (他們)法利賽人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群眾 從屬(他)現正持續嘟噥嘀咕了的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他們)那些 (他們)大祭司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法利賽人 到於(他們)差役 為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握住捉拿 到於(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他們)那些 (他們)法利賽人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群眾 從屬(他)現正持續嘟噥嘀咕了的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他們)那些 (他們)法利賽人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大祭司 到於(他們)差役 為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握住捉拿 到於(他)同一者。

約 7:33 ei=pen ou=n ò VIhsou/j( :Eti cro,non mikro.n meqV ùmw/n eivmi kai. ùpa,gw pro.j to.n pe,myanta, meÅ
Then said Jesus unto them, Yet a little while am I with you, and then I go unto him that sent me.
於是耶穌說：我還有不多的時候和你們同在，以後就回到差我來的那裏去。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這樣 (他)那 (他)耶穌， 依然仍舊地 到於(他)時段期間 到於(他)細微極小的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你們 我現在持續是， 並且 我現在持續退開去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那時(也是)差送打發了的 到於我。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這樣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依然仍舊地 到於(他)細微極小的

到於(他)時段期間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你們 我現在持續是， 並且 我現在持續退開去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那時(也是)差送打發了的 到於我。

約 7:34 zhth,sete, me kai. ouvc eùrh,sete, ÎmeÐ( kai. o[pou eivmi. evgw. ùmei/j ouv du,nasqe evlqei/nÅ
Ye shall seek me, and shall not find me: and where I am, thither ye cannot come.
你們要找我，卻找不著；我所在的地方你們不能到。

你們將要(持續)探索尋求 到於我， 並且 不是/不 你們將要(持續)找到尋見 到於我； 並且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我現在持續是 我， 你們 不是/不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那時(也是)要去到來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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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變異RT]

你們將要(持續)探索尋求 到於我， 並且 不是/不 你們將要(持續)找到尋見； 並且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我現在持續是

我， 你們 不是/不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那時(也是)要去到來前往。

約 7:35 ei=pon ou=n oi` VIoudai/oi pro.j eàutou,j( Pou/ ou-toj me,llei poreu,esqai o[ti h̀mei/j ouvc eur̀h,somen auvto,nÈ mh.
eivj th.n diaspora.n tw/n ~Ellh,nwn me,llei poreu,esqai kai. dida,skein tou.j {EllhnajÈ
Then said the Jews among themselves, Whither will he go, that we shall not find him? will he go unto the
dispersed among the Gentiles, and teach the Gentiles?
猶太人就彼此對問說：這人要往那裏去，叫我們找不著呢；難道他要往散住希利尼中的猶太人那裏去教訓希利尼

人麼。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這樣 (他們)那些 (他們)猶太人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從屬某個什麼地方呢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準備快要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是這樣 我們 不是/不

我們將要(持續)找到尋見 到於(他)同一者？ 豈會呢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四散分佈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希利尼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準備快要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並且 現要去持續教導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希利尼人？

約 7:36 ti,j evstin ò lo,goj ou-toj o]n ei=pen( Zhth,sete, me kai. ouvc eùrh,sete, ÎmeÐ( kai. o[pou eivmi. evgw. ùmei/j ouv
du,nasqe evlqei/nÈ
What manner of saying is this that he said, Ye shall seek me, and shall not find me: and where I am, thither ye
cannot come?
他說：你們要找我，卻找不著，我所在的地方，你們不能到；這話是甚麼意思呢。

(他)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他)那同一者 到於(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你們將要(持續)探索尋求 到於我， 並且 不是/不 你們將要(持續)找到尋見 到於我；

並且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我現在持續是 我， 你們 不是/不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那時(也是)要去到來前往？
[經文變異RT]

(他)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同一者 (他)那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到於(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你們將要(持續)探索尋求 到於我， 並且 不是/不 你們將要(持續)找到尋見； 並且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我現在持續是 我， 你們 不是/不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那時(也是)要去到來前往？

約 7:37 VEn de. th/| evsca,th| hm̀e,ra| th/| mega,lh| th/j èorth/j eìsth,kei ò VIhsou/j kai. e;kraxen le,gwn( VEa,n tij diya/|
evrce,sqw pro,j me kai. pine,twÅ
In the last day, that great day of the feast, Jesus stood and cried, saying, If any man thirst, let him come unto
me, and drink.
節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穌站著高聲說：人若渴了，可以到我這裏來喝。

在內 然而也 在對(她)那 在對(她)最末後的 在對(她)日子/白日 在對(她)那 在對(她)極大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節期

他/她/它當時已經立定站住 (他)那 (他)耶穌，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嘶聲吶喊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但凡若是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有乾渴，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我，

並且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喝。
[不同標點]

在內 然而也 在對(她)那 在對(她)最末後的 在對(她)日子/白日 在對(她)那 在對(她)極大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節期

他/她/它當時已經立定站住 (他)那 (他)耶穌，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嘶聲吶喊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但凡若是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有乾渴，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我，

並且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喝，

約 7:38 ò pisteu,wn eivj evme,( kaqw.j ei=pen h` grafh,( potamoi. evk th/j koili,aj auvtou/ r̀eu,sousin u[datoj zw/ntojÅ
He that believeth on me, as the scripture hath said, out of his belly shall flow rivers of living water.
信我的人，就如經上所說：從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來。

(他)那 (他)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我"，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她)那 (她)經文，

(他們)河流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腹腔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湧流 從屬(它)水

從屬(它)現正持續活了的。
[不同標點]

(他)那 (他)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我"。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她)那 (她)經文，

(他們)河流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腹腔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湧流 從屬(它)水

從屬(它)現正持續活了的。

約 7:39 tou/to de. ei=pen peri. tou/ pneu,matoj o] e;mellon lamba,nein oì pisteu,santej eivj auvto,n\ ou;pw ga.r h=n
pneu/ma( o[ti VIhsou/j ouvde,pw evdoxa,sqhÅ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  簡易閲讀版  627

627

(But this spake he of the Spirit, which they that believe on him should receive: for the Holy Ghost was not yet
given; because that Jesus was not yet glorified.)
耶穌這話是指著信他之人，要受聖靈說的，那時還沒有賜下聖靈來；因為耶穌尚未得著榮耀。

到於(它)那同一者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周圍>關於 從屬(它)那 從屬(它)靈/風， 到於(它)這個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準備快要 現要去持續拿取 (他們)那些 (他們)那時(也是)置信信託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同一者；

尚未地 因為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它)靈/風； 是這樣 (他)耶穌 然而也尚未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歸榮耀。
[經文變異RT]

到於(它)那同一者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周圍>關於 從屬(它)那 從屬(它)靈/風， 從屬(它)這個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準備快要 現要去持續拿取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同一者；

尚未地 因為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它)靈/風 (它)聖的； 是這樣 (他)那 (他)耶穌 然而也尚未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歸榮耀。
[經文變異WH]

到於(它)那同一者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周圍>關於 從屬(它)那 從屬(它)靈/風， 從屬(它)這個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準備快要 現要去持續拿取 (他們)那些 (他們)那時(也是)置信信託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同一者；

尚未地 因為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它)靈/風； 是這樣 (他)耶穌 尚未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歸榮耀。

約 7:40 VEk tou/ o;clou ou=n avkou,santej tw/n lo,gwn tou,twn e;legon( Ou-to,j evstin avlhqw/j ò profh,thj\
Many of the people therefore, when they heard this saying, said, Of a truth this is the Prophet.
眾人聽見這話，有的說：這真是那先知。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群眾 這樣 (他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誠正真實地 (他)那

(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經文變異RT]

(他們)許多的 這樣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群眾 (他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誠正真實地 (他)那

(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經文變異WH]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群眾 這樣 (他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是這樣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誠正真實地 (他)那

(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約 7:41 a;lloi e;legon( Ou-to,j evstin ò Cristo,j( oì de. e;legon( Mh. ga.r evk th/j Galilai,aj ò Cristo.j e;rcetaiÈ
Others said, This is the Christ. But some said, Shall Christ come out of Galilee?
有的說：這是基督；但也有的說：基督豈是從加利利出來的麼。

(他們)另外不同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基督。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豈會呢 因為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加利利 (他)那 (他)基督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經文變異RT]

(他們)另外不同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基督。 (他們)另外不同的

然而也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豈會呢 因為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加利利 (他)那 (他)基督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約 7:42 ouvc h` grafh. ei=pen o[ti evk tou/ spe,rmatoj Daui.d kai. avpo. Bhqle,em th/j kw,mhj o[pou h=n Daui.d e;rcetai ò
Cristo,jÈ
Hath not the scripture said, That Christ cometh of the seed of David, and out of the town of Bethlehem, where
David was?
經上豈不是說：基督是大衛的後裔，從大衛本鄉伯利恆出來的麼。

豈非呢 (她)那 (她)經文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是這樣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種裔 從屬(他)大衛

並且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伯利恆 從屬(她)那 從屬(她)鄉村，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大衛，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他)那 (他)基督？
[經文變異RT]

豈非呢 (她)那 (她)經文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是這樣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種裔 從屬(他)大衛

並且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伯利恆 從屬(她)那 從屬(她)鄉村，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大衛，

(他)那 (他)基督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約 7:43 sci,sma ou=n evge,neto evn tw/| o;clw| diV auvto,n\
So there was a division among the people because of h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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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眾人因著耶穌起了分爭。

(它)裂口間隙 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群眾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它)裂口間隙 這樣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群眾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他)同一者。

約 7:44 tine.j de. h;qelon evx auvtw/n pia,sai auvto,n( avllV ouvdei.j evpe,balen evpV auvto.n ta.j cei/rajÅ
And some of them would have taken him; but no man laid hands on him.
其中有人要捉拿他；只是無人下手。

(他們)任何什麼 然而也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定意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握住捉拿

到於(他)同一者； 但乃是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投擲在上面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手。
[經文變異WH]

(他們)任何什麼 然而也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定意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握住捉拿

到於(他)同一者； 但乃是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投擲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手。

約 7:45 +Hlqon ou=n oi` ùphre,tai pro.j tou.j avrcierei/j kai. Farisai,ouj( kai. ei=pon auvtoi/j evkei/noi( Dia. ti, ouvk
hvga,gete auvto,nÈ
Then came the officers to the chief priests and Pharisees; and they said unto them, Why have ye not brought
him?
差役回到祭司長和法利賽人那裏；他們對差役說：你們為甚麼沒有帶他來呢。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這樣 (他們)那些 (他們)差役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大祭司 並且

到於(他們)法利賽人；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們)在那裏的那個，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不是/不 你們那時(也是)帶領 到於(他)同一者？

約 7:46 avpekri,qhsan oì ùphre,tai( Ouvde,pote evla,lhsen ou[twj a;nqrwpojÅ
The officers answered, Never man spake like this man.
差役回答說：從來沒有像他這樣說話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 (他們)那些 (他們)差役， 然而也不是任何時候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言講說

那同一樣式地 (他)人。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註1
(他們)那些 (他們)差役， 然而也不是任何時候地 那同一樣式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言講說 (他)人 正如地 (他)那同一者 (他)那 (他)人。

註1：“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約 7:47 avpekri,qhsan ou=n auvtoi/j oì Farisai/oi( Mh. kai. ùmei/j pepla,nhsqeÈ
Then answered them the Pharisees, Are ye also deceived?
法利賽人說：你們也受了迷惑麼。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註1 這樣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法利賽人， 豈會呢 並且 你們

你們現在已經被有迷途錯謬？

註1：“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經文變異Tischendorph]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法利賽人， 豈會呢 並且 你們

你們現在已經被有迷途錯謬？

約 7:48 mh, tij evk tw/n avrco,ntwn evpi,steusen eivj auvto.n h' evk tw/n Farisai,wnÈ
Have any of the rulers or of the Pharisees believed on him?
官長或是法利賽人，豈有信他的呢。

豈會呢 (他)任何什麼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首領 他/她/它那時(也是)置信信託 向內進入

到於(他)同一者， 甚或/或而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法利賽人？

約 7:49 avlla. ò o;cloj ou-toj ò mh. ginw,skwn to.n no,mon evpa,ratoi, eivsinÅ
But this people who knoweth not the law are cursed.
但這些不明白律法的百姓，是被咒詛的。

但乃是 (他)那 (他)群眾 (他)那同一者 (他)那 不會/不要 (他)現正持續認識知道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律法

(他們)乃在上面有禱告咒詛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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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乃是 (他)那 (他)群眾 (他)那同一者 (他)那 不會/不要 (他)現正持續認識知道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律法

(他們)乃在上面有向下禱告咒詛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約 7:50 le,gei Niko,dhmoj pro.j auvtou,j( ò evlqw.n pro.j auvto.n Îto.Ð pro,teron( ei-j w'n evx auvtw/n(
Nicodemus saith unto them, (he that came to Jesus by night, being one of them,)
內中有尼哥底母，就是從前去見耶穌的，對他們說：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他)尼哥底母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它)那 到於(它)更先前的 (他)一個 (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他)尼哥底母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從屬(她)夜晚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他)一個 (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WH]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他)尼哥底母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它)更先前的 (他)一個 (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同一者，

約 7:51 Mh. o` no,moj hm̀w/n kri,nei to.n a;nqrwpon eva.n mh. avkou,sh| prw/ton parV auvtou/ kai. gnw/| ti, poiei/È
Doth our law judge any man, before it hear him, and know what he doeth?
不先聽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作的事，難道我們的律法還定他的罪麼。

豈會呢 (他)那 (他)律法 從屬我們 他/她/它現在持續區別審斷 到於(他)那 到於(他)人， 但凡若是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聲聞耳聽 首先地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認識知道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經文變異RT]

豈會呢 (他)那 (他)律法 從屬我們 他/她/它現在持續區別審斷 到於(他)那 到於(他)人， 但凡若是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聲聞耳聽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同一者 更先前地，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認識知道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約 7:52 avpekri,qhsan kai. ei=pan auvtw/|( Mh. kai. su. evk th/j Galilai,aj ei=È evrau,nhson kai. i;de o[ti evk th/j
Galilai,aj profh,thj ouvk evgei,retaiÅ
They answered and said unto him, Art thou also of Galilee? Search, and look: for out of Galilee ariseth no
prophet.
他們回答說：你也是出於加利利麼；你且去查考，就可知道加利利沒有出過先知。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豈會呢 並且 你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加利利 你現在持續是？ 你那時(也是)就要詢求查考，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看見察覺 是這樣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加利利 (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喚醒起來。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註1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豈會呢 並且 你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加利利 你現在持續是？ 你那時(也是)就要詢求查考，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看見察覺

是這樣 (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加利利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喚醒起來。

註1：“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約 7:53 ÎÎkai. evporeu,qhsan e[kastoj eivj to.n oi=kon auvtou/(
And every man went unto his own house.
註：和合本無此節，經文合併於8:1。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行去 (他)各個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住處家室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行去 (他)各個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住處家室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Tischendorph]

註：Tischendorph版本無7:53~8:11節。而Nestle-Aland26/27版本及Westcot-Hort Text版本則為不確定型。

約 8:1 VIhsou/j de. evporeu,qh eivj to. :Oroj tw/n VElaiw/nÅ
Jesus went unto the mount of Olives.
於是各人都回家去了；耶穌卻往橄欖山去。

(他)耶穌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行去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高山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橄欖。

約 8:2 :Orqrou de. pa,lin parege,neto eivj to. ièro.n kai. pa/j ò lao.j h;rceto pro.j auvto,n( kai. kaqi,saj evdi,dasken
auvtou,jÅ
And early in the morning he came again into the temple, and all the people came unto him; and he sat 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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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aught them.
清早又回到殿裏；眾百姓都到他那裏去，他就坐下教訓他們。

從屬(他)黎明 然而也 重新又再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來到旁邊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聖殿， 並且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他)人民百姓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他)那時(也是)就座了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教導 到於(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WH]

從屬(他)黎明 然而也 重新又再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來到旁邊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聖殿， 並且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他)人民百姓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他)那時(也是)就座了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教導 到於(他們)同一者。

約 8:3 a;gousin de. oi` grammatei/j kai. oi` Farisai/oi gunai/ka evpi. moicei,a| kateilhmme,nhn kai. sth,santej auvth.n
evn me,sw|
And the scribes and Pharisees brought unto him a woman taken in adultery; and when they had set her in the
midst,
文士和法利賽人，帶著一個行淫時被拿的婦人來，叫他站在當中。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帶領 然而也 (他們)那些 (他們)書記文士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法利賽人 到於(她)女人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淫亂姦淫 到於(她)現在已經被拿取住了的；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立定站住了的

到於(她)同一者 在內 在對(它)中間當中的，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帶領 然而也 (他們)那些 (他們)書記文士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法利賽人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她)女人 在內 在對(她)淫亂姦淫 到於(她)現在已經被拿取住了的；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立定站住了的 到於(她)同一者 在內 在對(它)中間當中的，

約 8:4 le,gousin auvtw/|( Dida,skale( au[th h` gunh. katei,lhptai evpV auvtofw,rw| moiceuome,nh\
They say unto him, Master, this woman was taken in adultery, in the very act.
就對耶穌說：夫子，這婦人是正行淫之時被拿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阿,(他)老師， (她)那同一者 (她)那 (她)女人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拿取住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它)當場人贓俱獲的 (她)現正持續被行姦淫了的；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阿,(他)老師， (她)那同一者 (她)那 (她)女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拿取住

在對(它)在上面當場人贓俱獲的 (她)現正持續被行姦淫了的；
[經文變異MT]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使有探測試驗了的， 阿,(他)老師， 到於(她)那同一者

我們那時(也是)找到尋見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它)當場人贓俱獲的 到於(她)現正持續被行姦淫了的
註1；

註1：“(她)現正持續被行姦淫了的”文法上亦可以為“到於(她)現正持續被行姦淫了的”。

約 8:5 evn de. tw/| no,mw| hm̀i/n Mwu?sh/j evnetei,lato ta.j toiau,taj liqa,zeinÅ su. ou=n ti, le,geijÈ
Now Moses in the law commanded us, that such should be stoned: but what sayest thou?
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們，把這樣的婦人用石頭打死；你說該把他怎麼樣呢。

在內 然而也 在對(他)那 在對(他)律法 在對我們 (他)摩西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督促責成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那種樣 現要去持續扔石頭打； 你 這樣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現在持續道說？
[經文變異RT]

在內 然而也 在對(他)那 在對(他)律法 (他)摩西 在對我們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督促責成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那種樣 現要去持續以投擲石頭打死； 你 這樣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現在持續道說？
[經文變異MT]

在內 然而也 在對(他)那 在對(他)律法 從屬我們 (他)摩西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督促責成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那種樣 現要去持續以投擲石頭打死； 你 這樣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現在持續道說 <在周圍>關於

從屬(她)同一者？

約 8:6 tou/to de. e;legon peira,zontej auvto,n( i[na e;cwsin kathgorei/n auvtou/Å ò de. VIhsou/j ka,tw ku,yaj tw/| daktu,lw|
kate,grafen eivj th.n gh/nÅ
This they said, tempting him, that they might have to accuse him. But Jesus stooped down, and with his finger
wrote on the ground, as though he heard them not.
他們說這話，乃試探耶穌，要得著告他的把柄。耶穌卻彎著腰用指頭在地上畫字。

到於(它)那同一者 然而也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他們)現正持續使有探測試驗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為要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持有 現要去持續行控告 從屬(他)同一者。 (他)那 然而也 (他)耶穌 向下地

(他)那時(也是)彎腰屈身了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手指 他/她/它當時持續向下刻寫記載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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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於(她)地土/地。
[經文變異RT]

到於(它)那同一者 然而也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他們)現正持續使有探測試驗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為要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持有 現要去持續行控告 從屬(他)同一者。 (他)那 然而也 (他)耶穌 向下地

(他)那時(也是)彎腰屈身了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手指 他/她/它當時持續刻寫記載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不會/不要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佯作了的。
[經文變異MT]

到於(它)那同一者 然而也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他們)現正持續使有探測試驗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為要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持有 到於(她)控告指控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他)同一者。 (他)那 然而也 (他)耶穌 向下地

(他)那時(也是)彎腰屈身了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手指 他/她/它當時持續刻寫記載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不會/不要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佯作了的。

約 8:7 wj̀ de. evpe,menon evrwtw/ntej auvto,n( avne,kuyen kai. ei=pen auvtoi/j( ~O avnama,rthtoj um̀w/n prw/toj evpV auvth.n
bale,tw li,qonÅ
So when they continued asking him, he lifted up himself, and said unto them, He that is without sin among you,
let him first cast a stone at her.
他們還是不住的問他，耶穌就直起腰來，對他們說：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他；

正如地 然而也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在上面停留持守 (他們)現正持續查詢求問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直腰挺身，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不會犯罪的

從屬你們 (他)首先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投擲 到於(他)石頭。
[經文變異RT]

正如地 然而也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在上面停留持守 (他們)現正持續查詢求問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直腰挺身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不會犯罪的 從屬你們 (他)首先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石頭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投擲。
[經文變異MT]

正如地 然而也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在上面停留持守 (他們)現正持續查詢求問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直腰挺身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不會犯罪的 從屬你們 (他)首先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同一者 到於(他)那 到於(他)石頭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投擲。

約 8:8 kai. pa,lin kataku,yaj e;grafen eivj th.n gh/nÅ
And again he stooped down, and wrote on the ground.
於是又彎著腰用指頭在地上畫字。

並且 重新又再地 (他)那時(也是)向下彎腰屈身了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刻寫記載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經文變異RT]

並且 重新又再地 向下地 (他)那時(也是)彎腰屈身了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刻寫記載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約 8:9 oì de. avkou,santej evxh,rconto ei-j kaqV ei-j avrxa,menoi avpo. tw/n presbute,rwn kai. katelei,fqh mo,noj kai. h`
gunh. evn me,sw| ou=saÅ
And they which heard it, being convicted by their own conscience, went out one by one, beginning at the eldest,
even unto the last: and Jesus was left alone, and the woman standing in the midst.
他們聽見這話，就從老到少一個一個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穌一人，還有那婦人仍然站在當中。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他)一個

向下[副詞性用法] (他)一個，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更年長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遺留下 (他)僅有單獨的 並且 (她)那 (她)女人 在內 在對(它)中間當中的

(她)現正持續是了的。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並且 <在底下>被從 從屬(她)那 從屬(她)良心

(他們)現正持續被指證駁斥了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他)一個 向下[副詞性用法] (他)一個，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更年長的 一直直到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最末後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遺留下 (他)僅有單獨的 (他)那 (他)耶穌 並且 (她)那 (她)女人 在內

在對(它)中間當中的 (她)現在已經立定站住了的。
[經文變異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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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並且 <在底下>被從 從屬(她)那 從屬(她)良心

(他們)現正持續被指證駁斥了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他)一個 向下[副詞性用法] (他)一個，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更年長的 一直直到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最末後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遺留下 (他)僅有單獨的 (他)那 (他)耶穌 並且 (她)那 (她)女人 在內

在對(它)中間當中的 (她)現正持續是了的。

約 8:10 avnaku,yaj de. ò VIhsou/j ei=pen auvth/|( Gu,nai( pou/ eivsinÈ ouvdei,j se kate,krinenÈ
When Jesus had lifted up himself, and saw none but the woman, he said unto her, Woman, where are those
thine accusers? hath no man condemned thee?
耶穌就直起腰來，對他說：婦人，那些人在哪裏呢；沒有人定你的罪麼。

(他)那時(也是)直腰挺身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她)同一者， 阿,(她)女人，

從屬某個什麼地方呢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到於你 他/她/它那時(也是)斷定有罪？
[經文變異RT]

(他)那時(也是)直腰挺身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耶穌 並且 到於(他)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定睛觀看了的 超出之外地 從屬(她)那 從屬(她)女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她)同一者， (她)那 (她)女人， 從屬某個什麼地方呢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在那裏的那個 (他們)那些

(他們)控告之人 從屬你？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到於你 他/她/它那時(也是)斷定有罪？
[經文變異MT]

(他)那時(也是)直腰挺身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耶穌 並且 到於(他)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定睛觀看了的 超出之外地 從屬(她)那 從屬(她)女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她)同一者， 阿,(她)女人， 從屬某個什麼地方呢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在那裏的那個 (他們)那些

(他們)控告之人 從屬你？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到於你 他/她/它那時(也是)斷定有罪？

約 8:11 h` de. ei=pen( Ouvdei,j( ku,rieÅ ei=pen de. ò VIhsou/j( Ouvde. evgw, se katakri,nw\ poreu,ou( Îkai.Ð avpo. tou/ nu/n
mhke,ti àma,rtaneÅÐÐ
She said, No man, Lord. And Jesus said unto her, Neither do I condemn thee: go, and sin no more.
他說：主阿，沒有。耶穌說：我也不定你的罪；去罷；從此不要再犯罪了。

(她)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阿,(他)主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他)那 (他)耶穌， 然而也不是地 我 到於你 我現在持續斷定有罪；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並且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那 現在此時地 不再可以地 你現在就要持續犯罪。
[經文變異RT]

(她)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阿,(他)主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在對(她)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然而也不是地 我 到於你 我現在持續斷定有罪；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並且 不再可以地 你現在就要持續犯罪。
[經文變異WH]

(她)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阿,(他)主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他)那 (他)耶穌， 然而也不是地 我 到於你 我現在持續斷定有罪；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那 現在此時地 不再可以地 你現在就要持續犯罪。

約 8:12 Pa,lin ou=n auvtoi/j evla,lhsen ò VIhsou/j le,gwn( VEgw, eivmi to. fw/j tou/ ko,smou\ ò avkolouqw/n evmoi. ouv mh.
peripath,sh| evn th/| skoti,a|( avllV e[xei to. fw/j th/j zwh/jÅ
Then spake Jesus again unto them, saying, I am the light of the world: he that followeth me shall not walk in
darkness, but shall have the light of life.
耶穌又對眾人說：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就不在黑暗裏走，必要得著生命的光。

重新又再地 這樣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言講說 (他)那 (他)耶穌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我

我現在持續是 (它)那 (它)光明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他)那 (他)現正持續跟隨了的 在對"我"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來往昂然踏行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漆黑， 但乃是 他/她/它將要(持續)持有

到於(它)那 到於(它)光明 從屬(她)那 從屬(她)生命。
[經文變異RT]

重新又再地 這樣 (他)那 (他)耶穌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言講說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我

我現在持續是 (它)那 (它)光明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他)那 (他)現正持續跟隨了的 在對"我"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他/她/它將要(持續)來往昂然踏行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漆黑， 但乃是 他/她/它將要(持續)持有

到於(它)那 到於(它)光明 從屬(她)那 從屬(她)生命。
[經文變異WH]

重新又再地 這樣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言講說 (他)那 (他)耶穌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我

我現在持續是 (它)那 (它)光明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他)那 (他)現正持續跟隨了的 在對我 不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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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來往昂然踏行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漆黑， 但乃是 他/她/它將要(持續)持有

到於(它)那 到於(它)光明 從屬(她)那 從屬(她)生命。

約 8:13 ei=pon ou=n auvtw/| oì Farisai/oi( Su. peri. seautou/ marturei/j\ h̀ marturi,a sou ouvk e;stin avlhqh,jÅ
The Pharisees therefore said unto him, Thou bearest record of thyself; thy record is not true.
法利賽人對他說：你是為自己作見證；你的見證不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這樣 在對(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法利賽人， 你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你自己

你現在持續作見證人； (她)那 (她)作證 從屬你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誠正真實的。

約 8:14 avpekri,qh VIhsou/j kai. ei=pen auvtoi/j( Ka'n evgw. marturw/ peri. evmautou/( avlhqh,j evstin h̀ marturi,a mou( o[ti
oi=da po,qen h=lqon kai. pou/ up̀a,gw\ ùmei/j de. ouvk oi;date po,qen e;rcomai h' pou/ ùpa,gwÅ
Jesus answered and said unto them, Though I bear record of myself, yet my record is true: for I know whence I
came, and whither I go; but ye cannot tell whence I come, and whither I go.
耶穌說：我雖然為自己作見證，我的見證還是真的；因我知道我從那裏來，往那裏去；你們卻不知道我從那裏來

，往那裏去。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 (他)耶穌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且但凡若是 我

我現在應該持續作見證人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我自己， (她)誠正真實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作證

從屬我； 是這樣 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從那裏地呢 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並且 從屬某個什麼地方呢

我現在持續退開去； 你們 然而也 不是/不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從那裏地呢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甚或/或而 從屬某個什麼地方呢 我現在持續退開去。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註1
(他)耶穌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且但凡若是

我 我現在應該持續作見證人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我自己， (她)誠正真實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作證

從屬我； 是這樣 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從那裏地呢 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並且 從屬某個什麼地方呢

我現在持續退開去； 你們 然而也 不是/不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從那裏地呢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並且 從屬某個什麼地方呢 我現在持續退開去。

註1：“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約 8:15 ùmei/j kata. th.n sa,rka kri,nete( evgw. ouv kri,nw ouvde,naÅ
Ye judge after the flesh; I judge no man.
你們是以外貌〔原文作憑肉身〕判斷人；我卻不判斷人。

你們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那 到於(她)肉體 你們現在持續區別審斷； 我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區別審斷

到於(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約 8:16 kai. eva.n kri,nw de. evgw,( h` kri,sij h` evmh. avlhqinh, evstin( o[ti mo,noj ouvk eivmi,( avllV evgw. kai. ò pe,myaj me
path,rÅ
And yet if I judge, my judgment is true: for I am not alone, but I and the Father that sent me.
就是判斷人，我的判斷也是真的；因為不是我獨自在這裏，還有差我來的父與我同在。

並且 但凡若是 我現在應該持續區別審斷註1 然而也 我， (她)那 (她)區別審斷 (她)那 (她)我之物 (她)真正實在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是這樣 (他)僅有單獨的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是， 但乃是 我 並且 (他)那

(他)那時(也是)差送打發了的 到於我 (他)父親。

註1：“我現在應該持續區別審斷”文法上亦可以為“我那時(也是)區別審斷”。

[經文變異RT]

並且 但凡若是 我現在應該持續區別審斷 然而也 我， (她)那 (她)區別審斷 (她)那 (她)我之物 (她)誠正真實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是這樣 (他)僅有單獨的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是， 但乃是 我 並且 (他)那

(他)那時(也是)差送打發了的 到於我 (他)父親。

約 8:17 kai. evn tw/| no,mw| de. tw/| ùmete,rw| ge,graptai o[ti du,o avnqrw,pwn h̀ marturi,a avlhqh,j evstinÅ
It is also written in your law, that the testimony of two men is true.
你們的律法上也記著說，兩個人的見證是真的。

並且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律法 然而也 在對(他)那 在對(他)你們之物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是這樣

從屬(他們)二個/兩個 從屬(他們)人 (她)那 (她)作證 (她)誠正真實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約 8:18 evgw, eivmi ò marturw/n peri. evmautou/ kai. marturei/ peri. evmou/ ò pe,myaj me path,rÅ
I am one that bear witness of myself, and the Father that sent me beareth witness of me.
我是為自己作見證，還有差我來的父，也是為我作見證。

我 我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現正持續作見證人了的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我自己，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作見證人

<在周圍>關於 從屬"我" (他)那 (他)那時(也是)差送打發了的 到於我 (他)父親。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  簡易閲讀版  634

634

約 8:19 e;legon ou=n auvtw/|( Pou/ evstin ò path,r souÈ avpekri,qh VIhsou/j( Ou;te evme. oi;date ou;te to.n pate,ra mou\ eiv
evme. h;|deite( kai. to.n pate,ra mou a'n h;|deiteÅ
Then said they unto him, Where is thy Father? Jesus answered, Ye neither know me, nor my Father: if ye had
known me, ye should have known my Father also.
他們就問他說：你的父在那裏。耶穌回答說：你們不認識我，也不認識我的父；若是認識我，也就認識我的父。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這樣 在對(他)同一者， 從屬某個什麼地方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父親 從屬你？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 (他)耶穌， 並不/又不 到於"我"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並不/又不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從屬我； 若是 到於"我" 你們當時已經看見察覺，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從屬我 但凡

你們當時已經看見察覺。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這樣 在對(他)同一者， 從屬某個什麼地方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父親 從屬你？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註1
(他)那 (他)耶穌， 並不/又不 到於"我"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並不/又不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從屬我； 若是 到於"我" 你們當時已經看見察覺，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從屬我

你們當時已經看見察覺 但凡。

註1：“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約 8:20 Tau/ta ta. rh̀,mata evla,lhsen evn tw/| gazofulaki,w| dida,skwn evn tw/| ièrw/|\ kai. ouvdei.j evpi,asen auvto,n( o[ti
ou;pw evlhlu,qei h̀ w[ra auvtou/Å
These words spake Jesus in the treasury, as he taught in the temple: and no man laid hands on him; for his
hour was not yet come.
這些話是耶穌在殿裏的庫房，教訓人時所說的；也沒有人拿他，因為他的時候還沒有到。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所發表言說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言講說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收銀公庫， (他)現正持續教導了的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聖殿； 並且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握住捉拿 到於(他)同一者； 是這樣 尚未地 他/她/它當時已經到來前往 (她)那 (她)鐘點時刻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所發表言說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言講說 (他)那 (他)耶穌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收銀公庫， (他)現正持續教導了的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聖殿； 並且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握住捉拿 到於(他)同一者； 是這樣 尚未地 他/她/它當時已經到來前往 (她)那 (她)鐘點時刻

從屬(他)同一者。

約 8:21 Ei=pen ou=n pa,lin auvtoi/j( VEgw. ùpa,gw kai. zhth,sete, me( kai. evn th/| am̀arti,a| ùmw/n avpoqanei/sqe\ o[pou
evgw. up̀a,gw ùmei/j ouv du,nasqe evlqei/nÅ
Then said Jesus again unto them, I go my way, and ye shall seek me, and shall die in your sins: whither I go, ye
cannot come.
耶穌又對他們說：我要去了，你們要找我，並且你們要死在罪中；我所去的地方，你們不能到。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這樣 重新又再地 在對(他們)同一者， 我 我現在持續退開去， 並且

你們將要(持續)探索尋求 到於我， 並且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罪 從屬你們 你們將要(持續)讓自己死去；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我 我現在持續退開去， 你們 不是/不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那時(也是)要去到來前往。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這樣 重新又再地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我 我現在持續退開去， 並且

你們將要(持續)探索尋求 到於我， 並且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罪 從屬你們 你們將要(持續)讓自己死去；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我 我現在持續退開去， 你們 不是/不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那時(也是)要去到來前往。

約 8:22 e;legon ou=n oì VIoudai/oi( Mh,ti avpoktenei/ èauto,n( o[ti le,gei( {Opou evgw. ùpa,gw ùmei/j ouv du,nasqe
evlqei/nÈ
Then said the Jews, Will he kill himself? because he saith, Whither I go, ye cannot come.
猶太人說：他說：我所去的地方，你們不能到；難道他要自盡麼。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這樣 (他們)那些 (他們)猶太人的， 豈會是呢 他/她/它將要(持續)殺害除掉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我 我現在持續退開去， 你們 不是/不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那時(也是)要去到來前往？

約 8:23 kai. e;legen auvtoi/j( ~Umei/j evk tw/n ka,tw evste,( evgw. evk tw/n a;nw eivmi,\ um̀ei/j evk tou,tou tou/ ko,smou evste,(
evgw. ouvk eivmi. evk tou/ ko,smou tou,touÅ
And he said unto them, Ye are from beneath; I am from above: ye are of this world; I am not of this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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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對他們說：你們是從下頭來的，我是從上頭來的；你們是屬這世界的，我不是屬這世界的。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你們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註1 向下地 你們現在持續是； 我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註1 上頭地 我現在持續是； 你們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同一者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你們現在持續是； 我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是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從屬(他)那同一者。

註1：“從屬(他們)那些”文法上亦可以為“從屬(它們)那些”。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你們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向下地 你們現在持續是； 我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上頭地 我現在持續是； 你們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從屬(他)那同一者 你們現在持續是； 我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是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從屬(他)那同一者。

約 8:24 ei=pon ou=n ùmi/n o[ti avpoqanei/sqe evn tai/j àmarti,aij ùmw/n\ eva.n ga.r mh. pisteu,shte o[ti evgw, eivmi(
avpoqanei/sqe evn tai/j àmarti,aij ùmw/nÅ
I said therefore unto you, that ye shall die in your sins: for if ye believe not that I am he, ye shall die in your sins.
所以我對你們說：你們要死在罪中，你們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

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這樣 在對你們， 是這樣 你們將要(持續)讓自己死去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罪

從屬你們； 但凡若是 因為 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置信信託 是這樣 我 我現在持續是，

你們將要(持續)讓自己死去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罪 從屬你們。

約 8:25 e;legon ou=n auvtw/|( Su. ti,j ei=È ei=pen auvtoi/j ò VIhsou/j( Th.n avrch.n o[ ti kai. lalw/ ùmi/nÈ
Then said they unto him, Who art thou? And Jesus saith unto them, Even the same that I said unto you from the
beginning.
他們就問他說：你是誰。耶穌對他們說：就是我從起初所告訴你們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這樣 在對(他)同一者， 你 (他)任何什麼呢 你現在持續是？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到於(她)那 到於(她)為起始為首 到於(它)這個 到於(它)任何什麼 並且

我現在持續發言講說 在對你們。
[不同標點][不同讀法]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這樣 在對(他)同一者， 你 (他)任何什麼呢 你現在持續是？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到於(她)那 到於(她)為起始為首 到於(它)這個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註1 並且

我現在持續發言講說 在對你們？

註1：“到於(它)任何什麼”文法上亦可以為“到於(它)任何什麼呢”[字形相同,意義不同]。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這樣 在對(他)同一者， 你 (他)任何什麼呢 你現在持續是？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到於(她)那 到於(她)為起始為首 到於(它)這個

到於(它)任何什麼 並且 我現在持續發言講說 在對你們。

約 8:26 polla. e;cw peri. ùmw/n lalei/n kai. kri,nein( avllV ò pe,myaj me avlhqh,j evstin( kavgw. a] h;kousa parV auvtou/
tau/ta lalw/ eivj to.n ko,smonÅ
I have many things to say and to judge of you: but he that sent me is true; and I speak to the world those things
which I have heard of him.
我有許多事講論你們，判斷你們，但那差我來的是真的；我在他那裏所聽見的，我就傳給世人。

到於(它們)許多的 我現在持續持有 <在周圍>關於 從屬你們 現要去持續發言講說 並且 現要去持續區別審斷；

但乃是 (他)那 (他)那時(也是)差送打發了的 到於我 (他)誠正真實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並且我 到於(它們)這些個

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我現在持續發言講說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美容妝束/世界。
[經文變異RT]

到於(它們)許多的 我現在持續持有 <在周圍>關於 從屬你們 現要去持續發言講說 並且 現要去持續區別審斷；

但乃是 (他)那 (他)那時(也是)差送打發了的 到於我 (他)誠正真實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並且我 到於(它們)這些個

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我現在持續道說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美容妝束/世界。

約 8:27 ouvk e;gnwsan o[ti to.n pate,ra auvtoi/j e;legenÅ
They understood not that he spake to them of the Father.
他們不明白耶穌是指著父說的。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認識知道 是這樣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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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8:28 ei=pen ou=n Îauvtoi/jÐ ò VIhsou/j( {Otan ùyw,shte to.n uiò.n tou/ avnqrw,pou( to,te gnw,sesqe o[ti evgw, eivmi( kai.
avpV evmautou/ poiw/ ouvde,n( avlla. kaqw.j evdi,daxe,n me ò path.r tau/ta lalw/Å
Then said Jesus unto them, When ye have lifted up the Son of man, then shall ye know that I am he, and that I
do nothing of myself; but as my Father hath taught me, I speak these things.
所以耶穌說：你們舉起人子以後，必知道我是基督，並且知道我沒有一件事，是憑著自己作的；我說這些話，乃

是照著父所教訓我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這樣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但凡當這時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升高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當那時地 你們將要(持續)讓自己認識知道 是這樣 我

我現在持續是， 並且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我自己 我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但乃是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教導 到於我 (他)那 (他)父親，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我現在持續發言講說。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這樣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但凡當這時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升高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當那時地 你們將要(持續)讓自己認識知道 是這樣 我

我現在持續是， 並且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我自己 我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但乃是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教導 到於我 (他)那 (他)父親 從屬我，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我現在持續發言講說。
[經文變異WH]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這樣 (他)那 (他)耶穌， 但凡當這時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升高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當那時地 你們將要(持續)讓自己認識知道 是這樣 我 我現在持續是， 並且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我自己 我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但乃是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教導

到於我 (他)那 (他)父親，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我現在持續發言講說。

約 8:29 kai. ò pe,myaj me metV evmou/ evstin\ ouvk avfh/ke,n me mo,non( o[ti evgw. ta. avresta. auvtw/| poiw/ pa,ntoteÅ
And he that sent me is with me: the Father hath not left me alone; for I do always those things that please him.
那差我來的，是與我同在；他沒有撇下我獨自在這裏，因為我常作他所喜悅的事。

並且 (他)那 (他)那時(也是)差送打發了的 到於我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我"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任憑釋放離開 到於我 到於(他)僅有單獨的； 是這樣 我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可取悅的

在對(他)同一者 我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總是地。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 (他)那時(也是)差送打發了的 到於我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我"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任憑釋放離開 到於我 到於(他)僅有單獨的 (他)那 (他)父親； 是這樣 我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可取悅的 在對(他)同一者 我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總是地。

約 8:30 Tau/ta auvtou/ lalou/ntoj polloi. evpi,steusan eivj auvto,nÅ
As he spake these words, many believed on him.
耶穌說這話的時候，就有許多人信他。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從屬(他)同一者 從屬(他)現正持續發言講說了的， (他們)許多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置信信託

向內進入 到於(他)同一者。

約 8:31 :Elegen ou=n ò VIhsou/j pro.j tou.j pepisteuko,taj auvtw/| VIoudai,ouj( VEa.n ùmei/j mei,nhte evn tw/| lo,gw| tw/|
evmw/|( avlhqw/j maqhtai, mou, evste
Then said Jesus to those Jews which believed on him, If ye continue in my word, then are ye my disciples
indeed;
耶穌對信他的猶太人說：你們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門徒。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這樣 (他)那 (他)耶穌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在已經置信信託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他們)猶太人的， 但凡若是 你們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停留持守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在對(他)那 在對(他)我之物， 誠正真實地 (他們)門徒 從屬我 你們現在持續是；

約 8:32 kai. gnw,sesqe th.n avlh,qeian( kai. h` avlh,qeia evleuqerw,sei ùma/jÅ
And ye shall know the truth, and the truth shall make you free.
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

並且 你們將要(持續)讓自己認識知道 到於(她)那 到於(她)真情實理， 並且 (她)那 (她)真情實理

他/她/它將要(持續)促使成自由自主 到於你們。

約 8:33 avpekri,qhsan pro.j auvto,n( Spe,rma VAbraa,m evsmen kai. ouvdeni. dedouleu,kamen pw,pote\ pw/j su. le,geij o[ti
VEleu,qeroi genh,sesqeÈ
They answered him, We be Abraham's seed, and were never in bondage to any man: how sayest thou, Ye shall
be made free?
他們回答說：我們是亞伯拉罕的後裔，從來沒有作過誰的奴僕；你怎麼說：你們必得自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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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它)種裔 從屬(他)亞伯拉罕 我們現在持續是，

並且 在對(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我們現在已經作奴僕 從來地； 怎樣如何地呢 你 你現在持續道說， 是這樣

(他們)自由自主的 你們將要(持續)讓自己生發成為？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註1
在對(他)同一者， (它)種裔 從屬(他)亞伯拉罕 我們現在持續是， 並且

在對(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我們現在已經作奴僕 從來地； 怎樣如何地呢 你 你現在持續道說， 是這樣

(他們)自由自主的 你們將要(持續)讓自己生發成為？

註1：“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約 8:34 avpekri,qh auvtoi/j ò VIhsou/j( VAmh.n avmh.n le,gw ùmi/n o[ti pa/j ò poiw/n th.n am̀arti,an dou/lo,j evstin th/j
am̀arti,ajÅ
Jesus answered them, Verily, verily, I say unto you, Whosoever committeth sin is the servant of sin.
耶穌回答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僕。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註1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阿們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是這樣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他)現正持續行出作成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罪 (他)奴僕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從屬(她)那 從屬(她)罪。

註1：“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經文變異WH]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阿們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是這樣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他)現正持續行出作成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罪 (他)奴僕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從屬(她)那 從屬(她)罪。

約 8:35 ò de. dou/loj ouv me,nei evn th/| oivki,a| eivj to.n aivw/na( ò uiò.j me,nei eivj to.n aivw/naÅ
And the servant abideth not in the house for ever: but the Son abideth ever.
奴僕不能永遠住在家裏，兒子是永遠住在家裏。

(他)那 然而也 (他)奴僕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停留持守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住屋家庭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世紀時代； (他)那 (他)兒子 他/她/它現在持續停留持守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世紀時代。

約 8:36 eva.n ou=n ò uiò.j ùma/j evleuqerw,sh|( o;ntwj evleu,qeroi e;sesqeÅ
If the Son therefore shall make you free, ye shall be free indeed.
所以天父的兒子若叫你們自由，你們就真自由了。

但凡若是 這樣 (他)那 (他)兒子 到於你們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促使成自由自主， 真正是地 (他們)自由自主的

你們將要(持續)是。

約 8:37 oi=da o[ti spe,rma VAbraa,m evste\ avlla. zhtei/te, me avpoktei/nai( o[ti ò lo,goj ò evmo.j ouv cwrei/ evn um̀i/nÅ
I know that ye are Abraham's seed; but ye seek to kill me, because my word hath no place in you.
我知道你們是亞伯拉罕的子孫，你們卻想要殺我；因為你們心裏容不下我的道。

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它)種裔 從屬(他)亞伯拉罕 你們現在持續是； 但乃是 你們現在持續探索尋求 到於我

那時(也是)要去殺害除掉， 是這樣 (他)那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他)那 (他)我之物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裝填容納 在內 在對你們。

約 8:38 a] evgw. eẁ,raka para. tw/| patri. lalw/\ kai. ùmei/j ou=n a] hvkou,sate para. tou/ patro.j poiei/teÅ
I speak that which I have seen with my Father: and ye do that which ye have seen with your father.
我所說的，是在我父那裏看見的；你們所行的，是在你們的父那裏聽見的。

到於(它們)這些個 我 我現在已經看見清楚 <在旁邊>在旁邊 在對(他)那 在對(他)父親 我現在持續發言講說； 並且

你們 這樣 到於(它們)這些個 你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你們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經文變異RT]

我 到於(它)這個 我現在已經看見清楚 <在旁邊>在旁邊 在對(他)那 在對(他)父親 從屬我 我現在持續發言講說； 並且

你們 這樣 到於(它)這個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清楚 <在旁邊>在旁邊 在對(他)那 在對(他)父親 從屬你們

你們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約 8:39 VApekri,qhsan kai. ei=pan auvtw/|( ~O path.r hm̀w/n VAbraa,m evstinÅ le,gei auvtoi/j ò VIhsou/j( Eiv te,kna tou/
VAbraa,m evste( ta. e;rga tou/ VAbraa.m evpoiei/te\
They answered and said unto him, Abraham is our father. Jesus saith unto them, If ye were Abraham's children,
ye would do the works of Abraham.
他們說：我們的父就是亞伯拉罕。耶穌說：你們若是亞伯拉罕的兒子，就必行亞伯拉罕所行的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父親 從屬我們

(他)亞伯拉罕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若是 (它們)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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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屬(他)那 從屬(他)亞伯拉罕 你們現在持續是，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工作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亞伯拉罕

你們當時持續行出作成。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註1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父親

從屬我們 (他)亞伯拉罕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若是

(它們)孩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亞伯拉罕 你們當時持續是，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工作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亞伯拉罕 你們當時持續行出作成 但凡。

註1：“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經文變異WH]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父親 從屬我們

(他)亞伯拉罕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若是 (它們)孩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亞伯拉罕 你們現在持續是，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工作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亞伯拉罕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行出作成。

約 8:40 nu/n de. zhtei/te, me avpoktei/nai a;nqrwpon o]j th.n avlh,qeian ùmi/n lela,lhka h]n h;kousa para. tou/ qeou/\
tou/to VAbraa.m ouvk evpoi,hsenÅ
But now ye seek to kill me, a man that hath told you the truth, which I have heard of God: this did not Abraham.
我將在神那裏所聽見的真理，告訴了你們，現在你們卻想要殺我；這不是亞伯拉罕所行的事；

現在此時地 然而也 你們現在持續探索尋求 到於我 那時(也是)要去殺害除掉 到於(他)人 (他)這個 到於(她)那

到於(她)真情實理 在對你們 我現在已經發言講說， 到於(她)這個 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到於(它)那同一者 (他)亞伯拉罕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約 8:41 ùmei/j poiei/te ta. e;rga tou/ patro.j ùmw/nÅ ei=pan Îou=nÐ auvtw/|( ~Hmei/j evk pornei,aj ouv gegennh,meqa\ e[na
pate,ra e;comen to.n qeo,nÅ
Ye do the deeds of your father. Then said they to him, We be not born of fornication; we have one Father, even
God.
你們是行你們父所行的事。他們說：我們不是從淫亂生的；我們只有一位父，就是神。

你們 你們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工作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從屬你們。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這樣 在對(他)同一者， 我們 向外出來 從屬(她)通奸淫行 不是/不

我們現在已經被生發成為族類； 到於(他)一個 到於(他)父親 我們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經文變異WH]

你們 你們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工作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從屬你們。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我們 向外出來 從屬(她)通奸淫行 不是/不

我們那時(也是)被生發成為族類； 到於(他)一個 到於(他)父親 我們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約 8:42 ei=pen auvtoi/j ò VIhsou/j( Eiv ò qeo.j path.r um̀w/n h=n hvgapa/te a'n evme,( evgw. ga.r evk tou/ qeou/ evxh/lqon kai.
h[kw\ ouvde. ga.r avpV evmautou/ evlh,luqa( avllV evkei/no,j me avpe,steilenÅ
Jesus said unto them, If God were your Father, ye would love me: for I proceeded forth and came from God;
neither came I of myself, but he sent me.
耶穌說：倘若神是你們的父，你們就必愛我；因為我本是出於神，也是從神而來，並不是由著自己來，乃是他差

我來。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若是 (他)那 (他)神 (他)父親 從屬你們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你們當時持續愛 但凡 到於"我"； 我 因為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我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並且 我現在持續到達來臨； 然而也不是地 因為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我自己

我現在已經到來前往， 但乃是 (他)在那裏的那個 到於我 他/她/它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這樣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若是 (他)那 (他)神 (他)父親 從屬你們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你們當時持續愛 但凡 到於"我"； 我 因為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我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並且 我現在持續到達來臨； 然而也不是地 因為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我自己

我現在已經到來前往， 但乃是 (他)在那裏的那個 到於我 他/她/它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約 8:43 dia. ti, th.n lalia.n th.n evmh.n ouv ginw,sketeÈ o[ti ouv du,nasqe avkou,ein to.n lo,gon to.n evmo,nÅ
Why do ye not understand my speech? even because ye cannot hear my word.
你們為甚麼不明白我的話呢，無非是因你們不能聽我的道。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到於(她)那 到於(她)談話 到於(她)那 到於(她)我之物 不是/不

你們現在持續認識知道？ 是這樣 不是/不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現要去持續聲聞耳聽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到於(他)那 到於(他)我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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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8:44 ùmei/j evk tou/ patro.j tou/ diabo,lou evste. kai. ta.j evpiqumi,aj tou/ patro.j ùmw/n qe,lete poiei/nÅ evkei/noj
avnqrwpokto,noj h=n avpV avrch/j kai. evn th/| avlhqei,a| ouvk e;sthken( o[ti ouvk e;stin avlh,qeia evn auvtw/|Å o[tan lalh/| to.
yeu/doj( evk tw/n ivdi,wn lalei/( o[ti yeu,sthj evsti.n kai. ò path.r auvtou/Å
Ye are of your father the devil, and the lusts of your father ye will do. He was a murderer from the beginning,
and abode not in the truth, because there is no truth in him. When he speaketh a lie, he speaketh of his own: for
he is a liar, and the father of it.
你們是出於你們的父魔鬼，你們父的私慾，你們偏要行，他從起初是殺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裏沒有真理，他

說謊是出於自己，因他本來是說謊的，也是說謊之人的父。

你們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從屬(他)那 從屬(他)詆辱中傷的[常指魔鬼] 你們現在持續是； 並且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渴想慕戀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從屬你們 你們現在持續定意 現要去持續行出作成。

(他)在那裏的那個 (他)殺人之人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為起始為首， 並且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真情實理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已經立定站住註1， 是這樣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真情實理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但凡當這時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發言講說 到於(它)那 到於(它)虛假欺謊，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私人個別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發言講說； 是這樣 (他)說謊作假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並且 (他)那 (他)父親 從屬(它)同一者註2。

註1：“他/她/它現在已經立定站住”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當時持續立定站住”。

註2：“從屬(它)同一者”文法上亦可以為“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你們 向外出來 從屬(他)父親 從屬(他)那 從屬(他)詆辱中傷的[常指魔鬼] 你們現在持續是； 並且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渴想慕戀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從屬你們 你們現在持續定意 現要去持續行出作成。 (他)在那裏的那個

(他)殺人之人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為起始為首， 並且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真情實理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已經立定站住， 是這樣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真情實理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但凡當這時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發言講說 到於(它)那 到於(它)虛假欺謊，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私人個別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發言講說； 是這樣 (他)說謊作假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並且 (他)那

(他)父親 從屬(它)同一者。

約 8:45 evgw. de. o[ti th.n avlh,qeian le,gw( ouv pisteu,ete, moiÅ
And because I tell you the truth, ye believe me not.
我將真理告訴你們，你們就因此不信我。

我 然而也 是這樣 到於(她)那 到於(她)真情實理 我現在持續道說， 不是/不 你們現在持續置信信託 在對我。

約 8:46 ti,j evx ùmw/n evle,gcei me peri. àmarti,ajÈ eiv avlh,qeian le,gw( dia. ti, um̀ei/j ouv pisteu,ete, moiÈ
Which of you convinceth me of sin? And if I say the truth, why do ye not believe me?
你們中間誰能指證我有罪呢。我既然將真理告訴你們，為甚麼不信我呢。

(他)任何什麼呢 向外出來 從屬你們 他/她/它現在持續指證駁斥 到於我 <在周圍>關於 從屬(她)罪？ 若是

到於(她)真情實理 我現在持續道說，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們 不是/不 你們現在持續置信信託

在對我？
[經文變異RT]

(他)任何什麼呢 向外出來 從屬你們 他/她/它現在持續指證駁斥 到於我 <在周圍>關於 從屬(她)罪？ 若是 然而也

到於(她)真情實理 我現在持續道說，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們 不是/不 你們現在持續置信信託

在對我？

約 8:47 ò w'n evk tou/ qeou/ ta. rh̀,mata tou/ qeou/ avkou,ei\ dia. tou/to um̀ei/j ouvk avkou,ete( o[ti evk tou/ qeou/ ouvk evste,Å
He that is of God heareth God's words: ye therefore hear them not, because ye are not of God.
出於神的，必聽神的話；你們不聽，因為你們不是出於神。

(他)那 (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所發表言說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她/它現在持續聲聞耳聽；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同一者 你們 不是/不

你們現在持續聲聞耳聽， 是這樣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不是/不 你們現在持續是。

約 8:48 VApekri,qhsan oì VIoudai/oi kai. ei=pan auvtw/|( Ouv kalw/j le,gomen hm̀ei/j o[ti Samari,thj ei= su. kai.
daimo,nion e;ceijÈ
Then answered the Jews, and said unto him, Say we not well that thou art a Samaritan, and hast a devil?
猶太人回答說：我們說你是撒瑪利亞人，並且是鬼附著的，這話豈不正對麼。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 (他們)那些 (他們)猶太人的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豈非呢 美好適當地 我們現在持續道說 我們 是這樣 (他)撒瑪利亞人 你現在持續是 你， 並且 到於(它)鬼魔

你現在持續持有？
[經文變異RT]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  簡易閲讀版  640

640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註1 這樣 (他們)那些 (他們)猶太人的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豈非呢 美好適當地 我們現在持續道說 我們 是這樣 (他)撒瑪利亞人 你現在持續是 你， 並且

到於(它)鬼魔 你現在持續持有？

註1：“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約 8:49 avpekri,qh VIhsou/j( VEgw. daimo,nion ouvk e;cw( avlla. timw/ to.n pate,ra mou( kai. ùmei/j avtima,zete, meÅ
Jesus answered, I have not a devil; but I honour my Father, and ye do dishonour me.
耶穌說：我不是鬼附著的；我尊敬我的父，你們倒輕慢我。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註1
(他)耶穌， 我 到於(它)鬼魔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持有； 但乃是

我現在持續評價珍視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從屬我， 並且 你們 你們現在持續凌辱羞賤 到於我。

註1：“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約 8:50 evgw. de. ouv zhtw/ th.n do,xan mou\ e;stin ò zhtw/n kai. kri,nwnÅ
And I seek not mine own glory: there is one that seeketh and judgeth.
我不求自己的榮耀；有一位為我求榮耀定是非的。

我 然而也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探索尋求 到於(她)那 到於(她)榮耀 從屬我；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現正持續探索尋求了的 並且 (他)現正持續區別審斷了的。

約 8:51 avmh.n avmh.n le,gw ùmi/n( eva,n tij to.n evmo.n lo,gon thrh,sh|( qa,naton ouv mh. qewrh,sh| eivj to.n aivw/naÅ
Verily, verily, I say unto you, If a man keep my saying, he shall never see death.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遠不見死。

阿們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但凡若是 (他)任何什麼 到於(他)那 到於(他)我之物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行看護守衛， 到於(他)死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行定睛觀看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世紀時代。
[經文變異RT]

阿們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但凡若是 (他)任何什麼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到於(他)那

到於(他)我之物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行看護守衛， 到於(他)死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行定睛觀看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世紀時代。

約 8:52 ei=pon Îou=nÐ auvtw/| oi` VIoudai/oi( Nu/n evgnw,kamen o[ti daimo,nion e;ceijÅ VAbraa.m avpe,qanen kai. oì
profh/tai( kai. su. le,geij( VEa,n tij to.n lo,gon mou thrh,sh|( ouv mh. geu,shtai qana,tou eivj to.n aivw/naÅ
Then said the Jews unto him, Now we know that thou hast a devil. Abraham is dead, and the prophets; and thou
sayest, If a man keep my saying, he shall never taste of death.
猶太人對他說：現在我們知道你是鬼附著的。亞伯拉罕死了，眾先知也死了；你還說：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遠

不嘗死味。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這樣 在對(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猶太人的， 現在此時地

我們現在已經認識知道 是這樣 到於(它)鬼魔 你現在持續持有。 (他)亞伯拉罕 他/她/它那時(也是)死去，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並且 你 你現在持續道說， 但凡若是 (他)任何什麼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我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行看護守衛，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品嘗 從屬(他)死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世紀時代。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這樣 在對(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猶太人的， 現在此時地

我們現在已經認識知道 是這樣 到於(它)鬼魔 你現在持續持有。 (他)亞伯拉罕 他/她/它那時(也是)死去，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並且 你 你現在持續道說， 但凡若是 (他)任何什麼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我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行看護守衛，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品嘗 從屬(他)死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世紀時代。
[經文變異WH]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猶太人的， 現在此時地 我們現在已經認識知道

是這樣 到於(它)鬼魔 你現在持續持有。 (他)亞伯拉罕 他/她/它那時(也是)死去，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並且 你 你現在持續道說， 但凡若是 (他)任何什麼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我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行看護守衛，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品嘗 從屬(他)死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世紀時代。

約 8:53 mh. su. mei,zwn ei= tou/ patro.j hm̀w/n VAbraa,m( o[stij avpe,qanenÈ kai. oi` profh/tai avpe,qanon\ ti,na seauto.n
poiei/jÈ
Art thou greater than our father Abraham, which is dead? and the prophets are dead: whom makest thou
thyself?
難道你比我們的祖宗亞伯拉罕還大麼。他死了，眾先知也死了；你將自己當作甚麼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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豈會呢 你 (他)更大的 你現在持續是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從屬我們 從屬(他)亞伯拉罕， (他)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那時(也是)死去？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死去。 到於(他)任何什麼呢

到於(他)你自己 你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經文變異RT]

豈會呢 你 (他)更大的 你現在持續是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從屬我們 從屬(他)亞伯拉罕， (他)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那時(也是)死去？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死去。 到於(他)任何什麼呢

到於(他)你自己 你 你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約 8:54 avpekri,qh VIhsou/j( VEa.n evgw. doxa,sw evmauto,n( h` do,xa mou ouvde,n evstin\ e;stin ò path,r mou ò doxa,zwn me(
o]n um̀ei/j le,gete o[ti qeo.j hm̀w/n evstin(
Jesus answered, If I honour myself, my honour is nothing: it is my Father that honoureth me; of whom ye say,
that he is your God:
耶穌回答說：我若榮耀自己，我的榮耀就算不得甚麼；榮耀我的乃是我的父，就是你們所說是你們的神。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 (他)耶穌， 但凡若是 我 我那時(也是)應該歸榮耀 到於(他)我自己， (她)那 (她)榮耀

從屬我 (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父親 從屬我 (他)那

(他)現正持續歸榮耀了的 到於我， 到於(他)這個 你們 你們現在持續道說， 是這樣 (他)神 從屬我們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註1
(他)耶穌， 但凡若是 我 我現在持續歸榮耀 到於(他)我自己， (她)那 (她)榮耀

從屬我 (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父親 從屬我 (他)那

(他)現正持續歸榮耀了的 到於我， 到於(他)這個 你們 你們現在持續道說， 是這樣 (他)神 從屬我們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註1：“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經文變異WH]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 (他)耶穌， 但凡若是 我 我那時(也是)應該歸榮耀 到於(他)我自己， (她)那 (她)榮耀

從屬我 (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父親 從屬我 (他)那

(他)現正持續歸榮耀了的 到於我， 到於(他)這個 你們 你們現在持續道說， 是這樣 (他)神 從屬你們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約 8:55 kai. ouvk evgnw,kate auvto,n( evgw. de. oi=da auvto,nÅ ka'n ei;pw o[ti ouvk oi=da auvto,n( e;somai o[moioj ùmi/n
yeu,sthj\ avlla. oi=da auvto.n kai. to.n lo,gon auvtou/ thrw/Å
Yet ye have not known him; but I know him: and if I should say, I know him not, I shall be a liar like unto you: but
I know him, and keep his saying.
你們未曾認識他；我卻認識他；我若說不認識他，我就是說謊的，像你們一樣，但我認識他，也遵守他的道。

並且 不是/不 你們現在已經認識知道 到於(他)同一者； 我 然而也 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到於(他)同一者。

且但凡若是 我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是這樣 不是/不 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到於(他)同一者， 我將要(持續)是

(他)具同樣相同的 在對你們 (他)說謊作假者； 但乃是 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同一者 我現在持續行看護守衛。
[經文變異RT]

並且 不是/不 你們現在已經認識知道 到於(他)同一者； 我 然而也 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但凡若是 我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是這樣 不是/不 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到於(他)同一者， 我將要(持續)是

(他)具同樣相同的 從屬你們 (他)說謊作假者； 但乃是 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同一者 我現在持續行看護守衛。

約 8:56 VAbraa.m o` path.r um̀w/n hvgallia,sato i[na i;dh| th.n h̀me,ran th.n evmh,n( kai. ei=den kai. evca,rhÅ
Your father Abraham rejoiced to see my day: and he saw it, and was glad.
你們的祖宗亞伯拉罕歡歡喜喜的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見了，就快樂。

(他)亞伯拉罕 (他)那 (他)父親 從屬你們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踴躍歡騰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看見察覺

到於(她)那 到於(她)日子/白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我之物；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歡喜安樂。

約 8:57 ei=pon ou=n oi` VIoudai/oi pro.j auvto,n( Penth,konta e;th ou;pw e;ceij kai. VAbraa.m eẁ,rakajÈ
Then said the Jews unto him, Thou art not yet fifty years old, and hast thou seen Abraham?
猶太人說：你還沒有五十歲，豈見過亞伯拉罕呢。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這樣 (他們)那些 (他們)猶太人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它們)五十個 到於(它們)年 尚未地 你現在持續持有， 並且 到於(他)亞伯拉罕 你現在已經看見清楚？

約 8:58 ei=pen auvtoi/j VIhsou/j( VAmh.n avmh.n le,gw ùmi/n( pri.n VAbraa.m gene,sqai evgw. eivmi,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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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sus said unto them, Verily, verily, I say unto you, Before Abraham was, I am.
耶穌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還沒有亞伯拉罕，就有了我。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耶穌， 阿們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在之前地

到於(他)亞伯拉罕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生發成為， 我 我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阿們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在之前地

到於(他)亞伯拉罕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生發成為， 我 我現在持續是。

約 8:59 h=ran ou=n li,qouj i[na ba,lwsin evpV auvto,n\ VIhsou/j de. evkru,bh kai. evxh/lqen evk tou/ ìerou/Å
Then took they up stones to cast at him: but Jesus hid himself, and went out of the temple, going through the
midst of them, and so passed by.
於是他們拿石頭要打他；耶穌卻躲藏，從殿裏出去了。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提起 這樣 到於(他們)石頭 為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投擲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同一者；

(他)耶穌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隱藏遮掩，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聖殿。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提起 這樣 到於(他們)石頭 為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投擲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同一者；

(他)耶穌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隱藏遮掩，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聖殿 (他)那時(也是)橫過穿越了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中間當中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在旁邊經過 那同一樣式地。

約 9:1 Kai. para,gwn ei=den a;nqrwpon tuflo.n evk geneth/jÅ
And as Jesus passed by, he saw a man which was blind from his birth.
耶穌過去的時候，看見一個人生來是瞎眼的。

並且 (他)現正持續在旁邊經過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他)人 到於(他)瞎眼的 向外出來 從屬(她)出生。

約 9:2 kai. hvrw,thsan auvto.n oi` maqhtai. auvtou/ le,gontej( ~Rabbi,( ti,j h[marten( ou-toj h' oi` gonei/j auvtou/( i[na
tuflo.j gennhqh/|È
And his disciples asked him, saying, Master, who did sin, this man, or his parents, that he was born blind?
門徒問耶穌說：拉比，這人生來是瞎眼的，是誰犯了罪；是這人呢，是他父母呢。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查詢求問 到於(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阿,(他)拉比， (他)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那時(也是)犯罪， (他)那同一者 甚或/或而 (他們)那些 (他們)父母

從屬(他)同一者， 為要 (他)瞎眼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生發成為族類？

約 9:3 avpekri,qh VIhsou/j( Ou;te ou-toj h[marten ou;te oì gonei/j auvtou/( avllV i[na fanerwqh/| ta. e;rga tou/ qeou/ evn
auvtw/|Å
Jesus answered, Neither hath this man sinned, nor his parents: but that the works of God should be made
manifest in him.
耶穌回答說：也不是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顯出神的作為來。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 (他)耶穌， 並不/又不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犯罪， 並不/又不 (他們)那些

(他們)父母 從屬(他)同一者； 但乃是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促使成促為照亮顯明 (它們)那些 (它們)工作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註1
(他)那 (他)耶穌， 並不/又不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犯罪，

並不/又不 (他們)那些 (他們)父母 從屬(他)同一者； 但乃是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促使成促為照亮顯明

(它們)那些 (它們)工作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註1：“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約 9:4 hm̀a/j dei/ evrga,zesqai ta. e;rga tou/ pe,myanto,j me e[wj hm̀e,ra evsti,n\ e;rcetai nu.x o[te ouvdei.j du,natai
evrga,zesqaiÅ
I must work the works of him that sent me, while it is day: the night cometh, when no man can work.
趁著白日，我們必須作那差我來者的工；黑夜將到，就沒有人能作工了。

到於我們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作工作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工作

從屬(他)那 從屬(他)那時(也是)差送打發了的 到於我 一直直到 (她)日子/白日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她)夜晚， 當這時地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作工作。
[經文變異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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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於"我"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作工作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工作

從屬(他)那 從屬(他)那時(也是)差送打發了的 到於我 一直直到 (她)日子/白日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她)夜晚， 當這時地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作工作。

約 9:5 o[tan evn tw/| ko,smw| w=( fw/j eivmi tou/ ko,smouÅ
As long as I am in the world, I am the light of the world.
我在世上的時候，是世上的光。

但凡當這時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美容妝束/世界 我現在應該持續是， (它)光明 我現在持續是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約 9:6 tau/ta eivpw.n e;ptusen camai. kai. evpoi,hsen phlo.n evk tou/ ptu,smatoj kai. evpe,crisen auvtou/ to.n phlo.n evpi.
tou.j ovfqalmou.j
When he had thus spoken, he spat on the ground, and made clay of the spittle, and he anointed the eyes of the
blind man with the clay,
耶穌說了這話，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發話言說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吐唾沫 朝向地面地，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到於(他)黏土濕泥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所吐唾沫，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上面膏抹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他)那 到於(他)黏土濕泥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眼睛，
[經文變異RT]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發話言說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吐唾沫 朝向地面地，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到於(他)黏土濕泥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所吐唾沫，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上面膏抹 到於(他)那 到於(他)黏土濕泥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眼睛

從屬(他)那 從屬(他)瞎眼的，
[經文變異WH]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發話言說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吐唾沫 朝向地面地，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到於(他)黏土濕泥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所吐唾沫，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置放擺設在上面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他)那 到於(他)黏土濕泥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眼睛，

約 9:7 kai. ei=pen auvtw/|( {Upage ni,yai eivj th.n kolumbh,qran tou/ Silwa,m ¿o] èrmhneu,etai VApestalme,nojÀÅ
avph/lqen ou=n kai. evni,yato kai. h=lqen ble,pwnÅ
And said unto him, Go, wash in the pool of Siloam, (which is by interpretation, Sent.) He went his way therefore,
and washed, and came seeing.
對他說：你往西羅亞池子裏去洗，（西羅亞翻出來，就是奉差遣）他去一洗，回頭就看見了。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你現在就要持續退開去，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清潔洗淨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池塘水池 從屬(他)那 從屬(他)西羅亞； (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行解釋翻譯，

(他)現在已經被分派差遣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這樣，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清潔洗淨，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他)現正持續著眼觀看了的。

約 9:8 Oi` ou=n gei,tonej kai. oi` qewrou/ntej auvto.n to. pro,teron o[ti prosai,thj h=n e;legon( Ouvc ou-to,j evstin ò
kaqh,menoj kai. prosaitw/nÈ
The neighbours therefore, and they which before had seen him that he was blind, said, Is not this he that sat
and begged?
他的鄰舍和那素常見他是討飯的，就說：這不是那從前坐著討飯的人麼。

(他們)那些 這樣 (他們)鄰居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行定睛觀看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它)那

到於(它)更先前的 是這樣 (他)求乞索討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豈非呢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並且 (他)現正持續求乞索討了的？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些 這樣 (他們)鄰居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行定睛觀看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它)那

到於(它)更先前的 是這樣 (他)瞎眼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豈非呢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並且 (他)現正持續求乞索討了的？

約 9:9 a;lloi e;legon o[ti Ou-to,j evstin( a;lloi e;legon( Ouvci,( avlla. o[moioj auvtw/| evstinÅ evkei/noj e;legen o[ti VEgw,
eivmiÅ
Some said, This is he: others said, He is like him: but he said, I am he.
有人說：是他；又有人說：不是，卻是像他；他自己說：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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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另外不同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是這樣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們)另外不同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真不是， 但乃是 (他)具同樣相同的 在對(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在那裏的那個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是這樣 我 我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他們)另外不同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是這樣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們)另外不同的

然而也， 是這樣 (他)具同樣相同的 在對(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在那裏的那個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是這樣 我 我現在持續是。

約 9:10 e;legon ou=n auvtw/|( Pw/j Îou=nÐ hvnew,|cqhsa,n sou oi` ovfqalmoi,È
Therefore said they unto him, How were thine eyes opened?
他們對他說：你的眼睛是怎麼開的呢。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這樣 在對(他)同一者， 怎樣如何地呢 這樣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向上開啟打開 從屬你

(他們)那些 (他們)眼睛？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這樣 在對(他)同一者， 怎樣如何地呢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向上開啟打開 從屬你

(他們)那些 (他們)眼睛？

約 9:11 avpekri,qh evkei/noj( ~O a;nqrwpoj ò lego,menoj VIhsou/j phlo.n evpoi,hsen kai. evpe,crise,n mou tou.j ovfqalmou.j
kai. ei=pe,n moi o[ti {Upage eivj to.n Silwa.m kai. ni,yai\ avpelqw.n ou=n kai. niya,menoj avne,bleyaÅ
He answered and said, A man that is called Jesus made clay, and anointed mine eyes, and said unto me, Go to
the pool of Siloam, and wash: and I went and washed, and I received sight.
他回答說：有一個人名叫耶穌；他和泥抹我的眼睛，對我說：你往西羅亞池子去洗；我去一洗，就看見了。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 (他)在那裏的那個， (他)那 (他)人 (他)那 (他)現正持續被道說了的 (他)耶穌

到於(他)黏土濕泥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上面膏抹 從屬我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眼睛，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我， 是這樣 你現在就要持續退開去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西羅亞，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清潔洗淨； (他)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了的 這樣 並且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清潔洗淨了的 我那時(也是)再向上著眼觀看。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註1
(他)在那裏的那個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人

(他)現正持續被道說了的 (他)耶穌 到於(他)黏土濕泥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上面膏抹 從屬我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眼睛，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我，

你現在就要持續退開去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池塘水池 從屬(他)那 從屬(他)西羅亞註2，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清潔洗淨； (他)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了的 然而也 並且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清潔洗淨了的 我那時(也是)再向上著眼觀看。

註1：“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註2：“到於(他)西羅亞”文法上亦可以為“從屬(他)西羅亞”。

約 9:12 kai. ei=pan auvtw/|( Pou/ evstin evkei/nojÈ le,gei( Ouvk oi=daÅ
Then said they unto him, Where is he? He said, I know not.
他們說：那個人在那裏。他說：我不知道。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從屬某個什麼地方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在那裏的那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不是/不 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這樣 在對(他)同一者， 從屬某個什麼地方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在那裏的那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不是/不 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約 9:13 :Agousin auvto.n pro.j tou.j Farisai,ouj to,n pote tuflo,nÅ
They brought to the Pharisees him that aforetime was blind.
他們把從前瞎眼的人，帶到法利賽人那裏。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帶領 到於(他)同一者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法利賽人 到於(他)那

在那個時候 到於(他)瞎眼的。

約 9:14 h=n de. sa,bbaton evn h-| hm̀e,ra| to.n phlo.n evpoi,hsen ò VIhsou/j kai. avne,w|xen auvtou/ tou.j ovfqalmou,jÅ
And it was the sabbath day when Jesus made the clay, and opened his eyes.
耶穌和泥開他眼睛的日子是安息日。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它)安息 在內 在對(她)這個 在對(她)日子/白日 到於(他)那 到於(他)黏土濕泥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他)那 (他)耶穌，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上開啟打開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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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它)安息 當這時地 到於(他)那 到於(他)黏土濕泥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他)那

(他)耶穌，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上開啟打開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眼睛。

約 9:15 pa,lin ou=n hvrw,twn auvto.n kai. oi` Farisai/oi pw/j avne,bleyenÅ ò de. ei=pen auvtoi/j( Phlo.n evpe,qhke,n mou evpi.
tou.j ovfqalmou.j( kai. evniya,mhn kai. ble,pwÅ
Then again the Pharisees also asked him how he had received his sight. He said unto them, He put clay upon
mine eyes, and I washed, and do see.
法利賽人也問他是怎麼得看見的。瞎子對他們說：他把泥抹在我的眼睛上，我去一洗，就看見了。

重新又再地 這樣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查詢求問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法利賽人 怎樣如何地呢

他/她/它那時(也是)再向上著眼觀看。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黏土濕泥 他/她/它那時(也是)置放擺設在上面 從屬我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眼睛， 並且

我那時(也是)讓自己清潔洗淨， 並且 我現在持續著眼觀看。
[經文變異RT]

重新又再地 這樣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查詢求問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法利賽人 怎樣如何地呢

他/她/它那時(也是)再向上著眼觀看。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黏土濕泥 他/她/它那時(也是)置放擺設在上面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眼睛 從屬我， 並且

我那時(也是)讓自己清潔洗淨， 並且 我現在持續著眼觀看。

約 9:16 e;legon ou=n evk tw/n Farisai,wn tine,j( Ouvk e;stin ou-toj para. qeou/ ò a;nqrwpoj( o[ti to. sa,bbaton ouv
threi/Å a;lloi Îde.Ð e;legon( Pw/j du,natai a;nqrwpoj àmartwlo.j toiau/ta shmei/a poiei/nÈ kai. sci,sma h=n evn auvtoi/jÅ
Therefore said some of the Pharisees, This man is not of God, because he keepeth not the sabbath day. Others
said, How can a man that is a sinner do such miracles? And there was a division among them.
法利賽人中有的說：這個人不是從神來的，因為他不守安息日。又有人說：一個罪人怎能行這樣的神蹟呢。他們

就起了分爭。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這樣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法利賽人 (他們)任何什麼，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同一者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神 (他)那 (他)人， 是這樣 到於(它)那 到於(它)安息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行看護守衛。 (他們)另外不同的 然而也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怎樣如何地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他)人 (他)犯罪的 到於(它們)那種樣 到於(它們)識別之表記徵兆

現要去持續行出作成？ 並且 (它)裂口間隙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在內 在對(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這樣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法利賽人 (他們)任何什麼， (他)那同一者 (他)那

(他)人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是這樣 到於(它)那 到於(它)安息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行看護守衛。 (他們)另外不同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怎樣如何地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他)人 (他)犯罪的 到於(它們)那種樣 到於(它們)識別之表記徵兆

現要去持續行出作成？ 並且 (它)裂口間隙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在內 在對(他們)同一者。

約 9:17 le,gousin ou=n tw/| tuflw/| pa,lin( Ti, su. le,geij peri. auvtou/( o[ti hvne,w|xe,n sou tou.j ovfqalmou,jÈ ò de. ei=pen
o[ti Profh,thj evsti,nÅ
They say unto the blind man again, What sayest thou of him, that he hath opened thine eyes? He said, He is a
prophet.
他們又對瞎子說：他既然開了你的眼睛，你說他是怎樣的人呢。他說：是個先知。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這樣 在對(他)那 在對(他)瞎眼的 重新又再地，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 你現在持續道說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同一者， 是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上開啟打開 從屬你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眼睛？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是這樣 (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那 在對(他)瞎眼的 重新又再地， 你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現在持續道說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同一者， 是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上開啟打開 從屬你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眼睛？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是這樣 (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約 9:18 Ouvk evpi,steusan ou=n oi` VIoudai/oi peri. auvtou/ o[ti h=n tuflo.j kai. avne,bleyen e[wj o[tou evfw,nhsan tou.j
gonei/j auvtou/ tou/ avnable,yantoj
But the Jews did not believe concerning him, that he had been blind, and received his sight, until they called the
parents of him that had received his sight.
猶太人不信他從前是瞎眼，後來能看見的，等到叫了他的父母來，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置信信託 這樣 (他們)那些 (他們)猶太人的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同一者， 是這樣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瞎眼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再向上著眼觀看， 一直直到 從屬(它)是這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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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出聲叫喚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父母 從屬(他)同一者 從屬(他)那

從屬(他)那時(也是)再向上著眼觀看了的，
[經文變異RT]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置信信託 這樣 (他們)那些 (他們)猶太人的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同一者， 是這樣

(他)瞎眼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再向上著眼觀看， 一直直到 從屬(它)是這時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出聲叫喚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父母 從屬(他)同一者 從屬(他)那

從屬(他)那時(也是)再向上著眼觀看了的，

約 9:19 kai. hvrw,thsan auvtou.j le,gontej( Ou-to,j evstin ò uiò.j ùmw/n( o]n ùmei/j le,gete o[ti tuflo.j evgennh,qhÈ pw/j
ou=n ble,pei a;rtiÈ
And they asked them, saying, Is this your son, who ye say was born blind? how then doth he now see?
問他們說：這是你們的兒子麼；你們說他生來是瞎眼的，如今怎麼能看見了呢。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查詢求問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你們， 到於(他)這個 你們 你們現在持續道說 是這樣 (他)瞎眼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發成為族類？ 怎樣如何地呢 這樣 他/她/它現在持續著眼觀看 現今地？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查詢求問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你們， 到於(他)這個 你們 你們現在持續道說 是這樣 (他)瞎眼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發成為族類？ 怎樣如何地呢 這樣 現今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著眼觀看？

約 9:20 avpekri,qhsan ou=n oi` gonei/j auvtou/ kai. ei=pan( Oi;damen o[ti ou-to,j evstin ò uiò.j hm̀w/n kai. o[ti tuflo.j
evgennh,qh\
His parents answered them and said, We know that this is our son, and that he was born blind:
他父母回答說：他是我們的兒子，生來就瞎眼，這是我們知道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 這樣 (他們)那些 (他們)父母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我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兒子 從屬我們， 並且 是這樣

(他)瞎眼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發成為族類；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註1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父母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我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兒子

從屬我們， 並且 是這樣 (他)瞎眼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發成為族類；

註1：“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經文變異MT]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 然而也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父母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我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兒子

從屬我們， 並且 是這樣 (他)瞎眼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發成為族類；

約 9:21 pw/j de. nu/n ble,pei ouvk oi;damen( h' ti,j h;noixen auvtou/ tou.j ovfqalmou.j hm̀ei/j ouvk oi;damen\ auvto.n
evrwth,sate( h̀liki,an e;cei( auvto.j peri. èautou/ lalh,seiÅ
But by what means he now seeth, we know not; or who hath opened his eyes, we know not: he is of age; ask
him: he shall speak for himself.
至於他如今怎麼能看見，我們卻不知道；是誰開了他的眼睛，我們也不知道；他已經成了人，你們問他罷；他自

己必能說。

怎樣如何地呢 然而也 現在此時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著眼觀看， 不是/不 我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甚或/或而

(他)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上開啟打開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眼睛， 我們 不是/不

我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到於(他)同一者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查詢求問； 到於(她)發育身量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他)同一者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同一者自己 他/她/它將要(持續)發言講說。
[經文變異RT]

怎樣如何地呢 然而也 現在此時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著眼觀看， 不是/不 我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甚或/或而

(他)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上開啟打開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眼睛， 我們 不是/不

我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他)同一者 到於(她)發育身量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他)同一者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查詢求問； (他)同一者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發言講說。
[經文變異MT]

怎樣如何地呢 然而也 現在此時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著眼觀看， 不是/不 我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甚或/或而

(他)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上開啟打開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眼睛， 我們 不是/不

我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他)同一者 到於(她)發育身量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他)同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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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那時(也是)就要查詢求問； (他)同一者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同一者自己 他/她/它將要(持續)發言講說。

約 9:22 tau/ta ei=pan oi` gonei/j auvtou/ o[ti evfobou/nto tou.j VIoudai,ouj\ h;dh ga.r sunete,qeinto oì VIoudai/oi i[na eva,n
tij auvto.n òmologh,sh| Cristo,n( avposuna,gwgoj ge,nhtaiÅ
These words spake his parents, because they feared the Jews: for the Jews had agreed already, that if any man
did confess that he was Christ, he should be put out of the synagogue.
他父母說這話，是怕猶太人，因為猶太人已經商議定了，若有認耶穌是基督的，要把他趕出會堂。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們)那些 (他們)父母 從屬(他)同一者， 是這樣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成驚恐畏懼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猶太人的； 甚而已然如此地 因為

他/她/它們當時已經讓自己約定決議 (他們)那些 (他們)猶太人的， 為要 但凡若是 (他)任何什麼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同意承認 到於(他)基督， (他)逐離會堂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生發成為。

約 9:23 dia. tou/to oi` gonei/j auvtou/ ei=pan o[ti ~Hliki,an e;cei( auvto.n evperwth,sateÅ
Therefore said his parents, He is of age; ask him.
因此他父母說：他已經成了人，你們問他罷。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父母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是這樣 到於(她)發育身量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他)同一者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在上面查詢求問。

約 9:24 VEfw,nhsan ou=n to.n a;nqrwpon evk deute,rou o]j h=n tuflo.j kai. ei=pan auvtw/|( Do.j do,xan tw/| qew/|\ h̀mei/j
oi;damen o[ti ou-toj ò a;nqrwpoj àmartwlo,j evstinÅ
Then again called they the man that was blind, and said unto him, Give God the praise: we know that this man
is a sinner.
所以法利賽人第二次叫了那從前瞎眼的人來，對他說：你該將榮耀歸給神；我們知道這人是個罪人。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出聲叫喚 這樣 到於(他)那 到於(他)人 向外出來 從屬(它)第二的 (他)這個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瞎眼的，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就要給與 到於(她)榮耀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我們 我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他)那同一者 (他)那 (他)人 (他)犯罪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出聲叫喚 這樣 向外出來 從屬(它)第二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人 (他)這個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瞎眼的，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就要給與 到於(她)榮耀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我們 我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他)那 (他)人 (他)那同一者 (他)犯罪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約 9:25 avpekri,qh ou=n evkei/noj( Eiv àmartwlo,j evstin ouvk oi=da\ e]n oi=da o[ti tuflo.j w'n a;rti ble,pwÅ
He answered and said, Whether he be a sinner or no, I know not: one thing I know, that, whereas I was blind,
now I see.
他說：他是個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從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見了。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 這樣 (他)在那裏的那個， 若是 (他)犯罪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不是/不

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到於(它)一個 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他)瞎眼的 (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現今地

我現在持續著眼觀看。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註1 這樣 (他)在那裏的那個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若是 (他)犯罪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不是/不 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到於(它)一個 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他)瞎眼的

(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現今地 我現在持續著眼觀看。

註1：“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約 9:26 ei=pon ou=n auvtw/|( Ti, evpoi,hse,n soiÈ pw/j h;noixe,n sou tou.j ovfqalmou,jÈ
Then said they to him again, What did he to thee? how opened he thine eyes?
他們就問他說：他向你作甚麼，是怎麼開了你的眼睛呢。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這樣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在對你？

怎樣如何地呢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上開啟打開 從屬你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眼睛？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在對(他)同一者 重新又再地，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在對你？ 怎樣如何地呢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上開啟打開 從屬你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眼睛？

約 9:27 avpekri,qh auvtoi/j( Ei=pon ùmi/n h;dh kai. ouvk hvkou,sate\ ti, pa,lin qe,lete avkou,einÈ mh. kai. ùmei/j qe,lete
auvtou/ maqhtai. gene,sqaiÈ
He answered them, I have told you already, and ye did not hear: wherefore would ye hear it again? will ye also
be his disciples?
他回答說：我方纔告訴你們，你們不聽；為甚麼又要聽呢；莫非你們也要作他的門徒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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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註1
在對(他們)同一者， 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你們 甚而已然如此地， 並且

不是/不 你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重新又再地 你們現在持續定意 現要去持續聲聞耳聽？

豈會呢 並且 你們 你們現在持續定意 從屬(他)同一者 (他們)門徒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生發成為？

註1：“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約 9:28 kai. evloido,rhsan auvto.n kai. ei=pon( Su. maqhth.j ei= evkei,nou( h̀mei/j de. tou/ Mwu?se,wj evsme.n maqhtai,\
Then they reviled him, and said, Thou art his disciple; but we are Moses' disciples.
他們就罵他說：你是他的門徒；我們是摩西的門徒。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行漫罵斥責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你 (他)門徒

你現在持續是 從屬(他)在那裏的那個； 我們 然而也 從屬(他)那 從屬(他)摩西 我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門徒。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行漫罵斥責 這樣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你 你現在持續是

(他)門徒 從屬(他)在那裏的那個； 我們 然而也 從屬(他)那 從屬(他)摩西 我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門徒。
[經文變異MT]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行漫罵斥責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你 你現在持續是 (他)門徒

從屬(他)在那裏的那個； 我們 然而也 從屬(他)那 從屬(他)摩西 我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門徒。

約 9:29 hm̀ei/j oi;damen o[ti Mwu?sei/ lela,lhken ò qeo,j( tou/ton de. ouvk oi;damen po,qen evsti,nÅ
We know that God spake unto Moses: as for this fellow, we know not from whence he is.
神對摩西說話，是我們知道的；只是這個人，我們不知道他從那裏來。

我們 我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在對(他)摩西 他/她/它現在已經發言講說 (他)那 (他)神； 到於(他)那同一者

然而也 不是/不 我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從那裏地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約 9:30 avpekri,qh ò a;nqrwpoj kai. ei=pen auvtoi/j( VEn tou,tw| ga.r to. qaumasto,n evstin( o[ti ùmei/j ouvk oi;date
po,qen evsti,n( kai. h;noixe,n mou tou.j ovfqalmou,jÅ
The man answered and said unto them, Why herein is a marvellous thing, that ye know not from whence he is,
and yet he hath opened mine eyes.
那人回答說：他開了我的眼睛，你們竟不知道他從那裏來，這真是奇怪。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 (他)那 (他)人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在內

在對(它)那同一者 因為 (它)那 (它)乃希奇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是這樣 你們 不是/不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從那裏地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上開啟打開 從屬我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眼睛。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註1
(他)那 (他)人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在內

因為 在對(它)那同一者 (它)乃希奇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是這樣 你們 不是/不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從那裏地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上開啟打開 從屬我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眼睛。

註1：“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約 9:31 oi;damen o[ti àmartwlw/n ò qeo.j ouvk avkou,ei( avllV eva,n tij qeosebh.j h=| kai. to. qe,lhma auvtou/ poih/| tou,tou
avkou,eiÅ
Now we know that God heareth not sinners: but if any man be a worshipper of God, and doeth his will, him he
heareth.
我們知道神不聽罪人；惟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纔聽他。

我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從屬(他們)犯罪的 (他)那 (他)神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聲聞耳聽； 但乃是

但凡若是 (他)任何什麼 (他)尊崇敬愛神的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是， 並且 到於(它)那 到於(它)所定意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行出作成， 從屬(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聲聞耳聽。
[經文變異RT]

我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然而也 是這樣 從屬(他們)犯罪的 (他)那 (他)神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聲聞耳聽；

但乃是 但凡若是 (他)任何什麼 (他)尊崇敬愛神的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是， 並且 到於(它)那 到於(它)所定意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行出作成， 從屬(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聲聞耳聽。
[經文變異WH]

我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他)那 (他)神 從屬(他們)犯罪的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聲聞耳聽； 但乃是

但凡若是 (他)任何什麼 (他)尊崇敬愛神的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是， 並且 到於(它)那 到於(它)所定意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行出作成， 從屬(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聲聞耳聽。

約 9:32 evk tou/ aivw/noj ouvk hvkou,sqh o[ti hvne,w|xe,n tij ovfqalmou.j tuflou/ gegennhme,nou\
Since the world began was it not heard that any man opened the eyes of one that was born blind.
從創世以來，未曾聽見有人把生來是瞎子的眼睛開了。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世紀時代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聲聞耳聽 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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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上開啟打開 (他)任何什麼 到於(他們)眼睛 從屬(他)瞎眼的

從屬(他)現在已經被生發成為族類了的。

約 9:33 eiv mh. h=n ou-toj para. qeou/( ouvk hvdu,nato poiei/n ouvde,nÅ
If this man were not of God, he could do nothing.
這人若不是從神來的，甚麼也不能作。

若是 不會/不要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那同一者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神， 不是/不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現要去持續行出作成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約 9:34 avpekri,qhsan kai. ei=pan auvtw/|( VEn àmarti,aij su. evgennh,qhj o[loj kai. su. dida,skeij h̀ma/jÈ kai. evxe,balon
auvto.n e;xwÅ
They answered and said unto him, Thou wast altogether born in sins, and dost thou teach us? And they cast
him out.
他們回答說：你全然生在罪孽中，還要教訓我們麼。於是把他趕出去了。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註1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們)罪 你

你那時(也是)被生發成為族類 (他)整個全部的， 並且 你 你現在持續教導 到於我們？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外投擲出來 到於(他)同一者 在外面地。

註1：“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約 9:35 :Hkousen VIhsou/j o[ti evxe,balon auvto.n e;xw kai. eùrw.n auvto.n ei=pen( Su. pisteu,eij eivj to.n uiò.n tou/
avnqrw,pouÈ
Jesus heard that they had cast him out; and when he had found him, he said unto him, Dost thou believe on the
Son of God?
耶穌聽說他們把他趕出去；後來遇見他，就說：你信神的兒子麼。

他/她/它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他)耶穌 是這樣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外投擲出來 到於(他)同一者 在外面地； 並且

(他)那時(也是)找到尋見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你 你現在持續置信信託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他)那 (他)耶穌 是這樣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外投擲出來 到於(他)同一者 在外面地；

並且 (他)那時(也是)找到尋見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你

你現在持續置信信託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約 9:36 avpekri,qh evkei/noj kai. ei=pen( Kai. ti,j evstin( ku,rie( i[na pisteu,sw eivj auvto,nÈ
He answered and said, Who is he, Lord, that I might believe on him?
他回答說：主阿，誰是神的兒子，叫我信他呢。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 (他)在那裏的那個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並且 (他)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阿,(他)主人， 為要 我那時(也是)應該置信信託 向內進入 到於(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註1
(他)在那裏的那個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阿,(他)主人， 為要 我那時(也是)應該置信信託 向內進入 到於(他)同一者？

註1：“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約 9:37 ei=pen auvtw/| ò VIhsou/j( Kai. èw,rakaj auvto.n kai. ò lalw/n meta. sou/ evkei/no,j evstinÅ
And Jesus said unto him, Thou hast both seen him, and it is he that talketh with thee.
耶穌說：你已經看見他，現在和你說話的就是他。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並且 你現在已經看見清楚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他)那 (他)現正持續發言講說了的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你 (他)在那裏的那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並且 你現在已經看見清楚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他)那 (他)現正持續發言講說了的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你 (他)在那裏的那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約 9:38 ò de. e;fh( Pisteu,w( ku,rie\ kai. proseku,nhsen auvtw/|Å
And he said, Lord, I believe. And he worshipped him.
他說：主阿，我信；就拜耶穌。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宣稱傳講， 我現在持續置信信託， 阿,(他)主人。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敬拜

在對(他)同一者。

約 9:39 kai. ei=pen ò VIhsou/j( Eivj kri,ma evgw. eivj to.n ko,smon tou/ton h=lqon( i[na oì mh. ble,pontej ble,pwsin kai.
oi` ble,pontej tufloi. ge,nwntaiÅ
And Jesus said, For judgment I am come into this world, that they which see not might see; and that they wh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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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might be made blind.
耶穌說：我為審判到這世上來，叫不能看見的，可以看見；能看見的，反瞎了眼。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那 (他)耶穌， 向內進入 到於(它)審案判決 我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美容妝束/世界 到於(他)那同一者 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為要 (他們)那些 不會/不要

(他們)現正持續著眼觀看了的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著眼觀看；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著眼觀看了的

(他們)瞎眼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生發成為。

約 9:40 :Hkousan evk tw/n Farisai,wn tau/ta oi` metV auvtou/ o;ntej kai. ei=pon auvtw/|( Mh. kai. hm̀ei/j tufloi, evsmenÈ
And some of the Pharisees which were with him heard these words, and said unto him, Are we blind also?
同他在那裏的法利賽人，聽見這話，就說：難道我們也瞎了眼麼。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法利賽人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他們)那些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是了的，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豈會呢 並且 我們 (他們)瞎眼的 我們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法利賽人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是了的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豈會呢 並且 我們 (他們)瞎眼的 我們現在持續是？

約 9:41 ei=pen auvtoi/j ò VIhsou/j( Eiv tufloi. h=te( ouvk a'n ei;cete am̀arti,an\ nu/n de. le,gete o[ti Ble,pomen( h̀
am̀arti,a ùmw/n me,neiÅ
Jesus said unto them, If ye were blind, ye should have no sin: but now ye say, We see; therefore your sin
remaineth.
耶穌對他們說：你們若瞎了眼，就沒有罪了；但如今你們說：我們能看見；所以你們的罪還在。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若是 (他們)瞎眼的 你們當時持續是， 不是/不 但凡

你們當時持續持有 到於(她)罪。 現在此時地 然而也 你們現在持續道說， 是這樣 我們現在持續著眼觀看， (她)那

(她)罪 從屬你們 他/她/它現在持續停留持守。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若是 (他們)瞎眼的 你們當時持續是， 不是/不 但凡

你們當時持續持有 到於(她)罪。 現在此時地 然而也 你們現在持續道說， 是這樣 我們現在持續著眼觀看， (她)那

這樣 (她)罪 從屬你們 他/她/它現在持續停留持守。

約 10:1 VAmh.n avmh.n le,gw um̀i/n( ò mh. eivserco,menoj dia. th/j qu,raj eivj th.n auvlh.n tw/n proba,twn avlla.
avnabai,nwn avllaco,qen evkei/noj kle,pthj evsti.n kai. lh|sth,j\
Verily, verily, I say unto you, He that entereth not by the door into the sheepfold, but climbeth up some other
way, the same is a thief and a robber.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人進羊圈，不從門進去，倒從別處爬進去，那人就是賊，就是強盜。

阿們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他)那 不會/不要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向內到來前往進入了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門戶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天井庭院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綿羊，

但乃是 (他)現正持續向上行了的 從在別處地， (他)在那裏的那個 (他)竊賊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並且 (他)強盜；

約 10:2 ò de. eivserco,menoj dia. th/j qu,raj poimh,n evstin tw/n proba,twnÅ
But he that entereth in by the door is the shepherd of the sheep.
從門進去的，纔是羊的牧人。

(他)那 然而也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向內到來前往進入了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門戶 (他)牧養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綿羊。

約 10:3 tou,tw| ò qurwro.j avnoi,gei( kai. ta. pro,bata th/j fwnh/j auvtou/ avkou,ei kai. ta. i;dia pro,bata fwnei/ katV
o;noma kai. evxa,gei auvta,Å
To him the porter openeth; and the sheep hear his voice: and he calleth his own sheep by name, and leadeth
them out.
看門的就給他開門；羊也聽他的聲音；他按著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領出來。

在對(他)那同一者 (他)那 (他)看門之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向上開啟打開； 並且 (它們)那些 (它們)綿羊 從屬(她)那

從屬(她)聲音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聲聞耳聽；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私人個別的

到於(它們)綿羊 他/她/它現在持續出聲叫喚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名字，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向外帶領出來

到於(它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在對(他)那同一者 (他)那 (他)看門之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向上開啟打開； 並且 (它們)那些 (它們)綿羊 從屬(她)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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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屬(她)聲音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聲聞耳聽；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私人個別的

到於(它們)綿羊 他/她/它現在持續促請召喚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名字，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向外帶領出來

到於(它們)同一者。

約 10:4 o[tan ta. i;dia pa,nta evkba,lh|( e;mprosqen auvtw/n poreu,etai( kai. ta. pro,bata auvtw/| avkolouqei/( o[ti oi;dasin
th.n fwnh.n auvtou/\
And when he putteth forth his own sheep, he goeth before them, and the sheep follow him: for they know his
voice.
既放出自己的羊來，就在前頭走，羊也跟著他，因為認得他的聲音。

但凡當這時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私人個別的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向外投擲出來，

從在其前地 從屬(它們)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並且 (它們)那些 (它們)綿羊 在對(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跟隨； 是這樣 他/她/它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到於(她)那 到於(她)聲音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但凡當這時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私人個別的 到於(它們)綿羊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向外投擲出來，

從在其前地 從屬(它們)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並且 (它們)那些 (它們)綿羊 在對(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跟隨； 是這樣 他/她/它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到於(她)那 到於(她)聲音 從屬(他)同一者。

約 10:5 avllotri,w| de. ouv mh. avkolouqh,sousin( avlla. feu,xontai avpV auvtou/( o[ti ouvk oi;dasin tw/n avllotri,wn th.n
fwnh,nÅ
And a stranger will they not follow, but will flee from him: for they know not the voice of strangers.
羊不跟著生人，因為不認得他的聲音；必要逃跑。

在對(他)別人的 然而也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跟隨， 但乃是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逃離走避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同一者； 是這樣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別人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聲音。
[經文變異RT]

在對(他)別人的 然而也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跟隨， 但乃是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逃離走避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同一者； 是這樣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別人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聲音。

約 10:6 Tau,thn th.n paroimi,an ei=pen auvtoi/j ò VIhsou/j( evkei/noi de. ouvk e;gnwsan ti,na h=n a] evla,lei auvtoi/jÅ
This parable spake Jesus unto them: but they understood not what things they were which he spake unto them.
耶穌將這比喻告訴他們；但他們不明白所說的是甚麼意思。

到於(她)那同一者 到於(她)那 到於(她)比方諺語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他們)在那裏的那個 然而也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認識知道 (它們)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到於(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當時持續發言講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約 10:7 Ei=pen ou=n pa,lin ò VIhsou/j( VAmh.n avmh.n le,gw ùmi/n o[ti evgw, eivmi h` qu,ra tw/n proba,twnÅ
Then said Jesus unto them again, Verily, verily, I say unto you, I am the door of the sheep.
所以耶穌又對他們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我就是羊的門。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這樣 重新又再地 (他)那 (他)耶穌， 阿們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是這樣

我 我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門戶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綿羊。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這樣 重新又再地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阿們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是這樣 我 我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門戶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綿羊。
[經文變異WH]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這樣 重新又再地 (他)那 (他)耶穌， 阿們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我

我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門戶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綿羊。

約 10:8 pa,ntej o[soi h=lqon Îpro. evmou/Ð kle,ptai eivsi.n kai. lh|stai,( avllV ouvk h;kousan auvtw/n ta. pro,bataÅ
All that ever came before me are thieves and robbers: but the sheep did not hear them.
凡在我以先來的，都是賊，是強盜；羊卻不聽他們。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這每一切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在前面 從屬"我"， (他們)竊賊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並且 (他們)強盜； 但乃是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從屬(他們)同一者

(它們)那些 (它們)綿羊。
[經文變異RT]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這每一切 在前面 從屬"我"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他們)竊賊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並且 (他們)強盜； 但乃是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從屬(他們)同一者

(它們)那些 (它們)綿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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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變異MT]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這每一切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他們)竊賊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並且

(他們)強盜； 但乃是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從屬(他們)同一者 (它們)那些 (它們)綿羊。

約 10:9 evgw, eivmi h̀ qu,ra\ diV evmou/ eva,n tij eivse,lqh| swqh,setai kai. eivseleu,setai kai. evxeleu,setai kai. nomh.n
eùrh,seiÅ
I am the door: by me if any man enter in, he shall be saved, and shall go in and out, and find pasture.
我就是門；凡從我進來的，必然得救，並且出入得草喫。

我 我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門戶；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我" 但凡若是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拯救，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並且

到於(她)牧場食料 他/她/它將要(持續)找到尋見。

約 10:10 ò kle,pthj ouvk e;rcetai eiv mh. i[na kle,yh| kai. qu,sh| kai. avpole,sh|\ evgw. h=lqon i[na zwh.n e;cwsin kai.
perisso.n e;cwsinÅ
The thief cometh not, but for to steal, and to kill, and to destroy: I am come that they might have life, and that
they might have it more abundantly.
盜賊來，無非要偷竊，殺害，毀壞；我來了，是要叫羊〔或作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

(他)那 (他)竊賊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若是 不會/不要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偷竊盜取，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宰殺獻祭，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毀掉除滅；

我 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為要 到於(她)生命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持有， 並且 到於(它)格外多的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持有。

約 10:11 VEgw, eivmi ò poimh.n ò kalo,j\ ò poimh.n ò kalo.j th.n yuch.n auvtou/ ti,qhsin ùpe.r tw/n proba,twn\
I am the good shepherd: the good shepherd giveth his life for the sheep.
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捨命。

我 我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牧養者 (他)那 (他)美好適當的； (他)那 (他)牧養者 (他)那 (他)美好適當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生魂意念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置放擺設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綿羊。

約 10:12 ò misqwto.j kai. ouvk w'n poimh,n( ou- ouvk e;stin ta. pro,bata i;dia( qewrei/ to.n lu,kon evrco,menon kai.
avfi,hsin ta. pro,bata kai. feu,gei & kai. ò lu,koj àrpa,zei auvta. kai. skorpi,zei &
But he that is an hireling, and not the shepherd, whose own the sheep are not, seeth the wolf coming, and
leaveth the sheep, and fleeth: and the wolf catcheth them, and scattereth the sheep.
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見狼來，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趕散了羊群。

(他)那 (他)受僱用之人 並且 不是/不 (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他)牧養者， 從屬(他)這個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們)那些 (它們)綿羊 (它們)私人個別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行定睛觀看 到於(他)那 到於(他)狼

到於(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任憑釋放離開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綿羊，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逃離走避； 並且 (他)那 (他)狼 他/她/它現在持續強取劫奪 到於(它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驅離分散；
[經文變異RT]

(他)那 (他)受僱用之人 然而也 並且 不是/不 (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他)牧養者， 從屬(他)這個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它們)那些 (它們)綿羊 (它們)私人個別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行定睛觀看 到於(他)那 到於(他)狼

到於(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任憑釋放離開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綿羊，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逃離走避； 並且 (他)那 (他)狼 他/她/它現在持續強取劫奪 到於(它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驅離分散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綿羊。

約 10:13 o[ti misqwto,j evstin kai. ouv me,lei auvtw/| peri. tw/n proba,twnÅ
The hireling fleeth, because he is an hireling, and careth not for the sheep.
雇工逃走，因他是雇工，並不顧念羊。

是這樣 (他)受僱用之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留意顧念[非人稱用法] 在對(他)同一者

<在周圍>關於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綿羊。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受僱用之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逃離走避， 是這樣 (他)受僱用之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留意顧念[非人稱用法] 在對(他)同一者 <在周圍>關於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綿羊。

約 10:14 VEgw, eivmi ò poimh.n ò kalo.j kai. ginw,skw ta. evma. kai. ginw,skousi, me ta. evma,(
I am the good shepherd, and know my sheep, and am known of mine.
我是好牧人；我認識我的羊，我的羊也認識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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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我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牧養者 (他)那 (他)美好適當的； 並且 我現在持續認識知道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我之物，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認識知道 到於我 (它們)那些 (它們)我之物，
[經文變異RT]

我 我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牧養者 (他)那 (他)美好適當的； 並且 我現在持續認識知道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我之物， 並且 我現在持續被認識知道 <在底下>被從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我之物。

約 10:15 kaqw.j ginw,skei me ò path.r kavgw. ginw,skw to.n pate,ra( kai. th.n yuch,n mou ti,qhmi ùpe.r tw/n
proba,twnÅ
As the Father knoweth me, even so know I the Father: and I lay down my life for the sheep.
正如父認識我，我也認識父一樣；並且我為羊捨命。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認識知道 到於我 (他)那 (他)父親， 並且我 我現在持續認識知道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生魂意念 從屬我 我現在持續置放擺設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綿羊。

約 10:16 kai. a;lla pro,bata e;cw a] ouvk e;stin evk th/j auvlh/j tau,thj\ kavkei/na dei/ me avgagei/n kai. th/j fwnh/j mou
avkou,sousin( kai. genh,sontai mi,a poi,mnh( ei-j poimh,nÅ
And other sheep I have, which are not of this fold: them also I must bring, and they shall hear my voice; and
there shall be one fold, and one shepherd.
我另外有羊，不是這圈裏的；我必須領他們來，他們也要聽我的聲音；並且要合成一群，歸一個牧人了。

並且 到於(它們)另外不同的 到於(它們)綿羊 我現在持續持有， (它們)這些個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天井庭院 從屬(她)那同一者； 到於(它們)且在那裏的那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到於我 那時(也是)要去帶領， 並且 從屬(她)那 從屬(她)聲音 從屬我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聲聞耳聽；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生發成為 (她)一個/第一 (她)牧群， (他)一個

(他)牧養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到於(它們)另外不同的 到於(它們)綿羊 我現在持續持有， (它們)這些個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天井庭院 從屬(她)那同一者； 到於(它們)且在那裏的那個 到於我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那時(也是)要去帶領， 並且 從屬(她)那 從屬(她)聲音 從屬我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聲聞耳聽；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生發成為 (她)一個/第一 (她)牧群， (他)一個

(他)牧養者。

約 10:17 dia. tou/to, me ò path.r avgapa/| o[ti evgw. ti,qhmi th.n yuch,n mou( i[na pa,lin la,bw auvth,nÅ
Therefore doth my Father love me, because I lay down my life, that I might take it again.
我父愛我，因我將命捨去，好再取回來。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同一者 到於我 (他)那 (他)父親 他/她/它現在持續愛， 是這樣 我

我現在持續置放擺設 到於(她)那 到於(她)生魂意念 從屬我， 為要 重新又再地 我那時(也是)應該拿取

到於(她)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同一者 (他)那 (他)父親 到於我 他/她/它現在持續愛， 是這樣 我

我現在持續置放擺設 到於(她)那 到於(她)生魂意念 從屬我， 為要 重新又再地 我那時(也是)應該拿取

到於(她)同一者。

約 10:18 ouvdei.j ai;rei auvth.n avpV evmou/( avllV evgw. ti,qhmi auvth.n avpV evmautou/Å evxousi,an e;cw qei/nai auvth,n( kai.
evxousi,an e;cw pa,lin labei/n auvth,n\ tau,thn th.n evntolh.n e;labon para. tou/ patro,j mouÅ
No man taketh it from me, but I lay it down of myself. I have power to lay it down, and I have power to take it
again. This commandment have I received of my Father.
沒有人奪我的命去，是我自己捨的。我有權柄捨了，也有權柄取回來；這是我從我父所受的命令。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提起 到於(她)同一者 從那裏離開 從屬"我"， 但乃是 我

我現在持續置放擺設 到於(她)同一者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我自己。 到於(她)權柄掌握 我現在持續持有

那時(也是)要去置放擺設 到於(她)同一者， 並且 到於(她)權柄掌握 我現在持續持有 重新又再地 那時(也是)要去拿取

到於(她)同一者； 到於(她)那同一者 到於(她)那 到於(她)誡律命令 我那時(也是)拿取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從屬我。
[經文變異WH]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提起 到於(她)同一者 從那裏離開 從屬"我"， 但乃是 我

我現在持續置放擺設 到於(她)同一者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我自己。 到於(她)權柄掌握 我現在持續持有

那時(也是)要去置放擺設 到於(她)同一者， 並且 到於(她)權柄掌握 我現在持續持有 重新又再地 那時(也是)要去拿取

到於(她)同一者； 到於(她)那同一者 到於(她)那 到於(她)誡律命令 我那時(也是)拿取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那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  簡易閲讀版  654

654

從屬(他)父親 從屬我。

約 10:19 Sci,sma pa,lin evge,neto evn toi/j VIoudai,oij dia. tou.j lo,gouj tou,toujÅ
There was a division therefore again among the Jews for these sayings.
猶太人為這些話，又起了分爭。

(它)裂口間隙 重新又再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猶太人的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到於(他們)那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它)裂口間隙 這樣 重新又再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猶太人的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到於(他們)那同一者。

約 10:20 e;legon de. polloi. evx auvtw/n( Daimo,nion e;cei kai. mai,netai\ ti, auvtou/ avkou,eteÈ
And many of them said, He hath a devil, and is mad; why hear ye him?
內中有好些人說：他是被鬼附著，而且瘋了；為甚麼聽他呢。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然而也 (他們)許多的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鬼魔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熱望瘋狂；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從屬(他)同一者 你們現在持續聲聞耳聽？

約 10:21 a;lloi e;legon( Tau/ta ta. rh̀,mata ouvk e;stin daimonizome,nou\ mh. daimo,nion du,natai tuflw/n ovfqalmou.j
avnoi/xaiÈ
Others said, These are not the words of him that hath a devil. Can a devil open the eyes of the blind?
又有人說：這不是鬼附之人所說的話。鬼豈能叫瞎子的眼睛開了呢。

(他們)另外不同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它們)那同一者 (它們)那些 (它們)所發表言說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從屬(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鬼附了的； 豈會呢 (它)鬼魔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從屬(他們)瞎眼的 到於(他們)眼睛 那時(也是)要去向上開啟打開？
[經文變異RT]

(他們)另外不同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它們)那同一者 (它們)那些 (它們)所發表言說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從屬(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鬼附了的； 豈會呢 (它)鬼魔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從屬(他們)瞎眼的 到於(他們)眼睛 現要去持續向上開啟打開？

約 10:22 VEge,neto to,te ta. evgkai,nia evn toi/j ~Ierosolu,moij( ceimw.n h=n(
And it was at Jerusalem the feast of the dedication, and it was winter.
在耶路撒冷有修殿節；是冬天的時候。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當那時地 (它們)那些 (它們)修殿節 在內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耶路撒冷；

(他)冬天暴風雨氣候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然而也 (它們)那些 (它們)修殿節 在內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耶路撒冷，

並且 (他)冬天暴風雨氣候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經文變異MT]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然而也 (它們)那些 (它們)修殿節 在內 在對(它們)耶路撒冷， 並且

(他)冬天暴風雨氣候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約 10:23 kai. periepa,tei ò VIhsou/j evn tw/| ìerw/| evn th/| stoa/| tou/ Solomw/nojÅ
And Jesus walked in the temple in Solomon's porch.
耶穌在殿裏所羅門的廊下行走。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來往昂然踏行 (他)那 (他)耶穌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聖殿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柱廊

從屬(他)那 從屬(他)所羅門。

約 10:24 evku,klwsan ou=n auvto.n oi` VIoudai/oi kai. e;legon auvtw/|( {Ewj po,te th.n yuch.n hm̀w/n ai;reijÈ eiv su. ei= ò
Cristo,j( eivpe. h̀mi/n parrhsi,a|Å
Then came the Jews round about him, and said unto him, How long dost thou make us to doubt? If thou be the
Christ, tell us plainly.
猶太人圍著他，說：你叫我們猶疑不定到幾時呢；你若是基督，就明明的告訴我們。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促使有圓圈圍繞 這樣 到於(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猶太人的，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一直直到 何時呢 到於(她)那 到於(她)生魂意念 從屬我們

你現在持續提起？ 若是 你 你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基督， 你那時(也是)就要發話言說 在對我們

在對(她)放膽公開直言。

約 10:25 avpekri,qh auvtoi/j ò VIhsou/j( Ei=pon ùmi/n kai. ouv pisteu,ete\ ta. e;rga a] evgw. poiw/ evn tw/| ovno,mati tou/
patro,j mou tau/ta marturei/ peri. evmou/\
Jesus answered them, I told you, and ye believed not: the works that I do in my Father's name, they bear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  簡易閲讀版  655

655

witness of me.
耶穌回答說：我已經告訴你們，你們不信；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為我作見證。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註1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你們， 並且

不是/不 你們現在持續置信信託； (它們)那些 (它們)工作 到於(它們)這些個 我 我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名字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從屬我， (它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作見證人 <在周圍>關於 從屬"我"；

註1：“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約 10:26 avlla. ùmei/j ouv pisteu,ete( o[ti ouvk evste. evk tw/n proba,twn tw/n evmw/nÅ
But ye believe not, because ye are not of my sheep, as I said unto you.
只是你們不信，因為你們不是我的羊。

但乃是 你們 不是/不 你們現在持續置信信託， 是這樣 不是/不 你們現在持續是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綿羊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我之物。
[經文變異RT]

但乃是 你們 不是/不 你們現在持續置信信託， 不是/不 因為 你們現在持續是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綿羊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我之物， 按照正如地 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你們。

約 10:27 ta. pro,bata ta. evma. th/j fwnh/j mou avkou,ousin( kavgw. ginw,skw auvta. kai. avkolouqou/si,n moi(
My sheep hear my voice, and I know them, and they follow me:
我的羊聽我的聲音，我也認識他們，他們也跟著我。

(它們)那些 (它們)綿羊 (它們)那些 (它們)我之物 從屬(她)那 從屬(她)聲音 從屬我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聲聞耳聽，

並且我 我現在持續認識知道 到於(它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跟隨 在對我；
[經文變異RT]

(它們)那些 (它們)綿羊 (它們)那些 (它們)我之物 從屬(她)那 從屬(她)聲音 從屬我 他/她/它現在持續聲聞耳聽，

並且我 我現在持續認識知道 到於(它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跟隨 在對我；

約 10:28 kavgw. di,dwmi auvtoi/j zwh.n aivw,nion kai. ouv mh. avpo,lwntai eivj to.n aivw/na kai. ouvc ar̀pa,sei tij auvta. evk
th/j ceiro,j mouÅ
And I give unto them eternal life; and they shall never perish, neither shall any man pluck them out of my hand.
我又賜給他們永生；他們永不滅亡，誰也不能從我手裏把他們奪去。

並且我 我現在持續給與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她)生命 到於(她)時世恆久的； 並且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毀掉除滅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世紀時代，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將要(持續)強取劫奪 (他)任何什麼 到於(它們)同一者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手 從屬我。
[經文變異RT]

並且我 到於(她)生命 到於(她)時世恆久的 我現在持續給與 在對(他們)同一者； 並且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毀掉除滅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世紀時代，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將要(持續)強取劫奪 (他)任何什麼 到於(它們)同一者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手 從屬我。

約 10:29 ò path,r mou o] de,dwke,n moi pa,ntwn mei/zo,n evstin( kai. ouvdei.j du,natai àrpa,zein evk th/j ceiro.j tou/
patro,jÅ
My Father, which gave them me, is greater than all; and no man is able to pluck them out of my Father's hand.
我父把羊賜給我，他比萬有都大；誰也不能從我父手裏把他們奪去。

(他)那 (他)父親 從屬我， 到於(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已經給與 在對我， 從屬(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它)更大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並且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現要去持續強取劫奪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手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經文變異RT]

(他)那 (他)父親 從屬我， (他)這個 他/她/它現在已經給與 在對我， (他)更大的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註1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並且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現要去持續強取劫奪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手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從屬我。

註1：“從屬(它們)所有每一個的”文法上亦可以為“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經文變異Tischendorph]

(他)那 (他)父親， 到於(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已經給與 在對我， 從屬(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它)更大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並且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現要去持續強取劫奪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手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約 10:30 evgw. kai. ò path.r e[n evsmenÅ
I and my Father are one.
我與父原為一。

我 並且 (他)那 (他)父親 (它)一個 我們現在持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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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10:31 VEba,stasan pa,lin li,qouj oì VIoudai/oi i[na liqa,swsin auvto,nÅ
Then the Jews took up stones again to stone him.
猶太人又拿起石頭來要打他。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提舉擔負 重新又再地 到於(他們)石頭 (他們)那些 (他們)猶太人的 為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扔石頭打 到於(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提舉擔負 這樣 重新又再地 到於(他們)石頭 (他們)那些 (他們)猶太人的 為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扔石頭打 到於(他)同一者。

約 10:32 avpekri,qh auvtoi/j ò VIhsou/j( Polla. e;rga kala. e;deixa ùmi/n evk tou/ patro,j\ dia. poi/on auvtw/n e;rgon evme.
liqa,zeteÈ
Jesus answered them, Many good works have I shewed you from my Father; for which of those works do ye
stone me?
耶穌對他們說：我從父顯出許多善事給你們看，你們是為那一件拿石頭打我呢。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到於(它們)許多的 到於(它們)工作

到於(它們)美好適當的 我那時(也是)顯示展現 在對你們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什麼樣呢 從屬(它們)同一者 到於(它)工作 到於"我" 你們現在持續扔石頭打？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註1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到於(它們)許多的 到於(它們)美好適當的

到於(它們)工作 我那時(也是)顯示展現 在對你們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從屬我；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什麼樣呢 從屬(它們)同一者 到於(它)工作 你們現在持續扔石頭打 到於我？

註1：“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經文變異WH]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到於(它們)許多的 到於(它們)工作

我那時(也是)顯示展現 在對你們 到於(它們)美好適當的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什麼樣呢 從屬(它們)同一者 到於(它)工作 到於"我" 你們現在持續扔石頭打？

約 10:33 avpekri,qhsan auvtw/| oi` VIoudai/oi( Peri. kalou/ e;rgou ouv liqa,zome,n se avlla. peri. blasfhmi,aj( kai. o[ti su.
a;nqrwpoj w'n poiei/j seauto.n qeo,nÅ
The Jews answered him, saying, For a good work we stone thee not; but for blasphemy; and because that thou,
being a man, makest thyself God.
猶太人回答說：我們不是為善事拿石頭打你，是為你說僭妄的話；又為你是個人，反將自己當作神。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 在對(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猶太人的， <在周圍>關於 從屬(它)美好適當的

從屬(它)工作 不是/不 我們現在持續扔石頭打 到於你， 但乃是 <在周圍>關於 從屬(她)褻瀆； 並且 是這樣 你

(他)人 (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你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到於(他)你自己 到於(他)神。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註1
在對(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猶太人的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在周圍>關於 從屬(它)美好適當的 從屬(它)工作 不是/不 我們現在持續扔石頭打 到於你， 但乃是 <在周圍>關於

從屬(她)褻瀆； 並且 是這樣 你 (他)人 (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你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到於(他)你自己 到於(他)神。

註1：“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約 10:34 avpekri,qh auvtoi/j ÎòÐ VIhsou/j( Ouvk e;stin gegramme,non evn tw/| no,mw| ùmw/n o[ti VEgw. ei=pa( Qeoi, evsteÈ
Jesus answered them, Is it not written in your law, I said, Ye are gods?
耶穌說：你們的律法上豈不是寫著：『我曾說你們是神』麼。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豈非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了的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律法 從屬你們， 是這樣 我 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們)神

你們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註1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豈非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了的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律法 從屬你們， 我 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們)神

你們現在持續是？

註1：“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約 10:35 eiv evkei,nouj ei=pen qeou.j pro.j ou]j ò lo,goj tou/ qeou/ evge,neto( kai. ouv du,natai luqh/nai h̀ grafh,(
If he called them gods, unto whom the word of God came, and the scripture cannot be broken;
經上的話是不能廢的；若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尚且稱為神，

若是 到於(他們)在那裏的那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到於(他們)神，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這些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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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那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那時(也是)要去被鬆綁脫解 (她)那 (她)經文，

約 10:36 o]n ò path.r hg̀i,asen kai. avpe,steilen eivj to.n ko,smon ùmei/j le,gete o[ti Blasfhmei/j( o[ti ei=pon( Uìo.j tou/
qeou/ eivmiÈ
Say ye of him, whom the Father hath sanctified, and sent into the world, Thou blasphemest; because I said, I
am the Son of God?
父所分別為聖，又差到世間來的，他自稱是神的兒子，你們還向他說：你說僭妄的話麼。

到於(他)這個 (他)那 (他)父親 他/她/它那時(也是)使成聖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美容妝束/世界， 你們 你們現在持續道說， 是這樣 你現在持續謗瀆； 是這樣 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我現在持續是？

約 10:37 eiv ouv poiw/ ta. e;rga tou/ patro,j mou( mh. pisteu,ete, moi\
If I do not the works of my Father, believe me not.
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們就不必信我。

若是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工作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從屬我，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置信信託 在對我；

約 10:38 eiv de. poiw/( ka'n evmoi. mh. pisteu,hte( toi/j e;rgoij pisteu,ete( i[na gnw/te kai. ginw,skhte o[ti evn evmoi. ò
path.r kavgw. evn tw/| patri,Å
But if I do, though ye believe not me, believe the works: that ye may know, and believe, that the Father is in me,
and I in him.
我若行了，你們縱然不信我，也當信這些事；叫你們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裏面，我也在父裏面。

若是 然而也 我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且但凡若是 在對"我"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置信信託，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工作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置信信託； 為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認識知道 並且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認識知道，

是這樣 在內 在對"我" (他)那 (他)父親， 並且我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父親。
[經文變異RT]

若是 然而也 我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且但凡若是 在對"我"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置信信託，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工作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置信信託； 為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認識知道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置信信託， 是這樣 在內 在對"我" (他)那 (他)父親， 並且我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約 10:39 VEzh,toun Îou=nÐ auvto.n pa,lin pia,sai( kai. evxh/lqen evk th/j ceiro.j auvtw/nÅ
Therefore they sought again to take him: but he escaped out of their hand,
他們又要拿他；他卻逃出他們的手走了。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探索尋求 這樣 到於(他)同一者 重新又再地 那時(也是)要去握住捉拿；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手 從屬(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探索尋求 這樣 重新又再地 到於(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握住捉拿；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手 從屬(他們)同一者。

約 10:40 Kai. avph/lqen pa,lin pe,ran tou/ VIorda,nou eivj to.n to,pon o[pou h=n VIwa,nnhj to. prw/ton bapti,zwn kai.
e;meinen evkei/Å
And went away again beyond Jordan into the place where John at first baptized; and there he abode.
耶穌又往約但河外去，到了約翰起初施洗的地方，就住在那裏。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重新又再地 於那邊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約但河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地點處所，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約翰 到於(它)那 到於(它)首先的

(他)現正持續浸洗了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停留持守 在那裏地。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重新又再地 於那邊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約但河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地點處所，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約翰 到於(它)那 到於(它)首先的

(他)現正持續浸洗了的，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停留持守 在那裏地。

約 10:41 kai. polloi. h=lqon pro.j auvto.n kai. e;legon o[ti VIwa,nnhj me.n shmei/on evpoi,hsen ouvde,n( pa,nta de. o[sa
ei=pen VIwa,nnhj peri. tou,tou avlhqh/ h=nÅ
And many resorted unto him, and said, John did no miracle: but all things that John spake of this man were true.
有許多人來到他那裏；他們說：約翰一件神蹟沒有行過；但約翰指著這人所說的一切話都是真的。

並且 (他們)許多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是這樣 (他)約翰 的確 到於(它)識別之表記徵兆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然而也 到於(它們)這每一切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約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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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那同一者， (它們)誠正真實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約 10:42 kai. polloi. evpi,steusan eivj auvto.n evkei/Å
And many believed on him there.
在那裏信耶穌的人就多了。

並且 (他們)許多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置信信託 向內進入 到於(他)同一者 在那裏地。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置信信託 (他們)許多的 在那裏地 向內進入 到於(他)同一者。

約 11:1 +Hn de, tij avsqenw/n( La,zaroj avpo. Bhqani,aj( evk th/j kw,mhj Mari,aj kai. Ma,rqaj th/j avdelfh/j auvth/jÅ
Now a certain man was sick, named Lazarus, of Bethany, the town of Mary and her sister Martha.
有一個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馬利亞和他姐姐馬大的村莊。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他)任何什麼 (他)現正持續成軟弱無力了的， (他)拉撒路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伯大尼，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鄉村 從屬(她)馬利亞 並且 從屬(她)馬大 從屬(她)那 從屬(她)姊妹 從屬(她)同一者。

約 11:2 h=n de. Maria.m h` avlei,yasa to.n ku,rion mu,rw| kai. evkma,xasa tou.j po,daj auvtou/ tai/j qrixi.n auvth/j( h-j ò
avdelfo.j La,zaroj hvsqe,neiÅ
(It was that Mary which anointed the Lord with ointment, and wiped his feet with her hair, whose brother

Lazarus was sick.)
這馬利亞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頭髮擦他腳的；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她)馬利亞 (她)那 (她)那時(也是)塗抹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主人 在對(它)沒藥香膏

並且 (她)那時(也是)擦乾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腳 從屬(他)同一者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毛髮

從屬(她)同一者， 從屬(她)這個 (他)那 (他)弟兄 (他)拉撒路 他/她/它當時持續成軟弱無力。

約 11:3 avpe,steilan ou=n ai` avdelfai. pro.j auvto.n le,gousai( Ku,rie( i;de o]n filei/j avsqenei/Å
Therefore his sisters sent unto him, saying, Lord, behold, he whom thou lovest is sick.
他姊妹兩個就打發人去見耶穌說：主阿，你所愛的人病了。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這樣 (她們)那些 (她們)姊妹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她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阿,(他)主人， 你那時(也是)就要看哪， 到於(他)這個 你現在持續喜愛/親吻，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軟弱無力。

約 11:4 avkou,saj de. ò VIhsou/j ei=pen( Au[th h` avsqe,neia ouvk e;stin pro.j qa,naton avllV ùpe.r th/j do,xhj tou/ qeou/(
i[na doxasqh/| ò uiò.j tou/ qeou/ diV auvth/jÅ
When Jesus heard that, he said, This sickness is not unto death, but for the glory of God, that the Son of God
might be glorified thereby.
耶穌聽見就說：這病不至於死，乃是為神的榮耀，叫神的兒子因此得榮耀。

(他)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她)那同一者 (她)那

(她)無力軟弱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死， 但乃是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她)那 從屬(她)榮耀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歸榮耀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同一者。

約 11:5 hvga,pa de. ò VIhsou/j th.n Ma,rqan kai. th.n avdelfh.n auvth/j kai. to.n La,zaronÅ
Now Jesus loved Martha, and her sister, and Lazarus.
耶穌素來愛馬大，和他妹子，並拉撒路。

他/她/它當時持續愛 然而也 (他)那 (他)耶穌 到於(她)那 到於(她)馬大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姊妹 從屬(她)同一者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拉撒路。

約 11:6 wj̀ ou=n h;kousen o[ti avsqenei/( to,te me.n e;meinen evn w-| h=n to,pw| du,o hm̀e,raj(
When he had heard therefore that he was sick, he abode two days still in the same place where he was.
聽見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兩天。

正如地 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軟弱無力， 當那時地 的確

他/她/它那時(也是)停留持守 在內 在對(他)這個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在對(他)地點處所 到於(她們)二個/兩個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約 11:7 e;peita meta. tou/to le,gei toi/j maqhtai/j( :Agwmen eivj th.n VIoudai,an pa,linÅ
Then after that saith he to his disciples, Let us go into Judaea again.
然後對門徒說：我們再往猶太去罷。

在其後地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門徒，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帶領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猶太地方 重新又再地。

約 11:8 le,gousin auvtw/| oì maqhtai,( ~Rabbi,( nu/n evzh,toun se liqa,sai oi` VIoudai/oi( kai. pa,lin ùpa,geij evkei/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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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 disciples say unto him, Master, the Jews of late sought to stone thee; and goest thou thither again?
門徒說：拉比，猶太人近來要拿石頭打你，你還往那裏去麼。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阿,(他)拉比， 現在此時地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探索尋求 到於你 那時(也是)要去扔石頭打 (他們)那些 (他們)猶太人的； 並且 重新又再地

你現在持續退開去 在那裏地？

約 11:9 avpekri,qh VIhsou/j( Ouvci. dw,deka w-rai, eivsin th/j h̀me,rajÈ eva,n tij peripath/| evn th/| hm̀e,ra|( ouv prosko,ptei(
o[ti to. fw/j tou/ ko,smou tou,tou ble,pei\
Jesus answered, Are there not twelve hours in the day? If any man walk in the day, he stumbleth not, because
he seeth the light of this world.
耶穌回答說：白日不是有十二小時麼。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至跌倒，因為看見這世上的光。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 (他)耶穌， 豈不是呢 (她們)十二個 (她們)鐘點時刻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從屬(她)那

從屬(她)日子/白日？ 但凡若是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來往昂然踏行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日子/白日，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撞擊絆跌， 是這樣 到於(它)那 到於(它)光明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從屬(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著眼觀看；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註1
(他)那 (他)耶穌， 豈不是呢 (她們)十二個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她們)鐘點時刻 從屬(她)那 從屬(她)日子/白日？ 但凡若是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來往昂然踏行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日子/白日，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撞擊絆跌， 是這樣 到於(它)那 到於(它)光明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從屬(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著眼觀看；

註1：“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約 11:10 eva.n de, tij peripath/| evn th/| nukti,( prosko,ptei( o[ti to. fw/j ouvk e;stin evn auvtw/|Å
But if a man walk in the night, he stumbleth, because there is no light in him.
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為他沒有光。

但凡若是 然而也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來往昂然踏行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夜晚，

他/她/它現在持續撞擊絆跌， 是這樣 (它)那 (它)光明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約 11:11 tau/ta ei=pen( kai. meta. tou/to le,gei auvtoi/j( La,zaroj ò fi,loj h̀mw/n kekoi,mhtai\ avlla. poreu,omai i[na
evxupni,sw auvto,nÅ
These things said he: and after that he saith unto them, Our friend Lazarus sleepeth; but I go, that I may awake
him out of sleep.
耶穌說了這話，隨後對他們說：我們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並且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拉撒路 (他)那 (他)朋友 從屬我們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安置入睡； 但乃是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為要 我那時(也是)應該叫醒 到於(他)同一者。

約 11:12 ei=pan ou=n oì maqhtai. auvtw/|( Ku,rie( eiv kekoi,mhtai swqh,setaiÅ
Then said his disciples, Lord, if he sleep, he shall do well.
門徒說：主阿，他若睡了，就必好了。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這樣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在對(他)同一者， 阿,(他)主人， 若是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安置入睡，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拯救。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這樣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阿,(他)主人， 若是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安置入睡，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拯救。

約 11:13 eivrh,kei de. ò VIhsou/j peri. tou/ qana,tou auvtou/( evkei/noi de. e;doxan o[ti peri. th/j koimh,sewj tou/ u[pnou
le,geiÅ
Howbeit Jesus spake of his death: but they thought that he had spoken of taking of rest in sleep.
耶穌這話是指著他死說的；他們卻以為是說照常睡了。

他/她/它當時已經開聲言說 然而也 (他)那 (他)耶穌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那 從屬(他)死 從屬(他)同一者；

(他們)在那裏的那個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設想認為對 是這樣 <在周圍>關於 從屬(她)那 從屬(她)安置入睡

從屬(他)那 從屬(他)睡眠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約 11:14 to,te ou=n ei=pen auvtoi/j ò VIhsou/j parrhsi,a|( La,zaroj avpe,qanen(
Then said Jesus unto them plainly, Lazarus is dead.
耶穌就明明的告訴他們說：拉撒路死了。

當那時地 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在對(她)放膽公開直言， (他)拉撒路

他/她/它那時(也是)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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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11:15 kai. cai,rw diV ùma/j i[na pisteu,shte( o[ti ouvk h;mhn evkei/\ avlla. a;gwmen pro.j auvto,nÅ
And I am glad for your sakes that I was not there, to the intent ye may believe; nevertheless let us go unto him.
我沒有在那裏就歡喜，這是為你們的緣故，好叫你們相信；如今我們可以往他那裏去罷。

並且 我現在持續歡喜安樂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你們， 為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置信信託， 是這樣 不是/不

我當時持續是 在那裏地； 但乃是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帶領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約 11:16 ei=pen ou=n Qwma/j ò lego,menoj Di,dumoj toi/j summaqhtai/j( :Agwmen kai. h̀mei/j i[na avpoqa,nwmen metV
auvtou/Å
Then said Thomas, which is called Didymus, unto his fellowdisciples, Let us also go, that we may die with him.
多馬，又稱為低土馬，就對那同作門徒的說：我們也去和他同死罷。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這樣 (他)多馬 (他)那 (他)現正持續被道說了的 (他)低土馬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同學門徒，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帶領 並且 我們， 為要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死去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同一者。

約 11:17 VElqw.n ou=n ò VIhsou/j eu-ren auvto.n te,ssaraj h;dh hm̀e,raj e;conta evn tw/| mnhmei,w|Å
Then when Jesus came, he found that he had lain in the grave four days already.
耶穌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墳墓裏，已經四天了。

(他)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這樣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找到尋見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她們)四個

甚而已然如此地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到於(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墳墓。
[經文變異RT]

(他)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這樣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找到尋見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她們)四個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甚而已然如此地 到於(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墳墓。

約 11:18 h=n de. h` Bhqani,a evggu.j tw/n ~Ierosolu,mwn ẁj avpo. stadi,wn dekape,nteÅ
Now Bethany was nigh unto Jerusalem, about fifteen furlongs off:
伯大尼離耶路撒冷不遠，約有六里路。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她)那 (她)伯大尼 接近地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耶路撒冷 正如地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具606.75英尺長的賽跑道 從屬(他們)十五個；
[經文變異WH]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她)伯大尼 接近地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耶路撒冷 正如地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具606.75英尺長的賽跑道 從屬(他們)十五個；

約 11:19 polloi. de. evk tw/n VIoudai,wn evlhlu,qeisan pro.j th.n Ma,rqan kai. Maria.m i[na paramuqh,swntai auvta.j
peri. tou/ avdelfou/Å
And many of the Jews came to Martha and Mary, to comfort them concerning their brother.
有好些猶太人來看馬大和馬利亞，要為他們的兄弟安慰他們。

(他們)許多的 然而也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他/她/它們當時已經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那 到於(她)馬大 並且 到於(她)馬利亞， 為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安撫慰藉 到於(她們)同一者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那 從屬(他)弟兄。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們)許多的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他/她/它們當時已經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們)那些 <在周圍>在周圍 到於(她)馬大 並且 到於(她)馬利亞， 為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安撫慰藉

到於(她們)同一者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那 從屬(他)弟兄 從屬(她們)同一者。

約 11:20 h` ou=n Ma,rqa wj̀ h;kousen o[ti VIhsou/j e;rcetai ùph,nthsen auvtw/|\ Maria.m de. evn tw/| oi;kw| evkaqe,zetoÅ
Then Martha, as soon as she heard that Jesus was coming, went and met him: but Mary sat still in the house.
馬大聽見耶穌來了，就出去迎接他；馬利亞卻仍然坐在家裏。

(她)那 這樣 (她)馬大 正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是這樣 (他)耶穌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底下迎面相遇 在對(他)同一者； (她)馬利亞 然而也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住處家室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坐定下來。
[經文變異RT]

(她)那 這樣 (她)馬大 正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是這樣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底下迎面相遇 在對(他)同一者； (她)馬利亞 然而也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住處家室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坐定下來。

約 11:21 ei=pen ou=n h̀ Ma,rqa pro.j to.n VIhsou/n( Ku,rie( eiv h=j w-de ouvk a'n avpe,qanen ò avdelfo,j mou\
Then said Martha unto Jesus, Lord, if thou hadst been here, my brother had not died.
馬大對耶穌說：主阿，你若早在這裏，我兄弟必不死。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這樣 (她)那 (她)馬大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阿,(他)主人， 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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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當時持續是 也就在此地， 不是/不 但凡 他/她/它那時(也是)死去 (他)那 (他)弟兄 從屬我。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這樣 (她)那 (她)馬大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阿,(他)主人， 若是

你當時持續是 也就在此地， (他)那 (他)弟兄 從屬我 不是/不 但凡 他/她/它當時已經死亡。
[經文變異WH]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這樣 (她)那 (她)馬大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耶穌， 阿,(他)主人， 若是

你當時持續是 也就在此地， 不是/不 但凡 他/她/它那時(也是)死去 (他)那 (他)弟兄 從屬我。

約 11:22 Îavlla.Ð kai. nu/n oi=da o[ti o[sa a'n aivth,sh| to.n qeo.n dw,sei soi ò qeo,jÅ
But I know, that even now, whatsoever thou wilt ask of God, God will give it thee.
就是現在，我也知道，你無論向神求甚麼，神也必賜給你。

但乃是 並且 現在此時地 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到於(它們)這每一切 但凡 你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索問要求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他/她/它將要(持續)給與 在對你 (他)那 (他)神。
[經文變異WH]

並且 現在此時地 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到於(它們)這每一切 但凡 你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索問要求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他/她/它將要(持續)給與 在對你 (他)那 (他)神。

約 11:23 le,gei auvth/| ò VIhsou/j( VAnasth,setai ò avdelfo,j souÅ
Jesus saith unto her, Thy brother shall rise again.
耶穌說：你兄弟必然復活。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她)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再站立起來 (他)那 (他)弟兄

從屬你。

約 11:24 le,gei auvtw/| h` Ma,rqa( Oi=da o[ti avnasth,setai evn th/| avnasta,sei evn th/| evsca,th| hm̀e,ra|Å
Martha saith unto him, I know that he shall rise again in the resurrection at the last day.
馬大說：我知道在末日復活的時候，他必復活。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她)那 (她)馬大， 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再站立起來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再站立起來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最末後的

在對(她)日子/白日。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她)馬大， 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再站立起來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再站立起來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最末後的 在對(她)日子/白日。

約 11:25 ei=pen auvth/| ò VIhsou/j( VEgw, eivmi h̀ avna,stasij kai. h` zwh,\ ò pisteu,wn eivj evme. ka'n avpoqa,nh| zh,setai(
Jesus said unto her, I am the resurrection, and the life: he that believeth in me, though he were dead, yet shall
he live:
耶穌對他說：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她)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我 我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再站立起來 並且 (她)那

(她)生命； (他)那 (他)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我" 且但凡若是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死去，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活；

約 11:26 kai. pa/j ò zw/n kai. pisteu,wn eivj evme. ouv mh. avpoqa,nh| eivj to.n aivw/na\ pisteu,eij tou/toÈ
And whosoever liveth and believeth in me shall never die. Believest thou this?
凡活著信我的人，必永遠不死。你信這話麼。

並且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他)現正持續活了的 並且 (他)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我"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死去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世紀時代。 你現在持續置信信託

到於(它)那同一者？

約 11:27 le,gei auvtw/|( Nai. ku,rie( evgw. pepi,steuka o[ti su. ei= ò Cristo.j ò uiò.j tou/ qeou/ ò eivj to.n ko,smon
evrco,menojÅ
She saith unto him, Yea, Lord: I believe that thou art the Christ, the Son of God, which should come into the
world.
馬大說：主阿，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兒子，就是那要臨到世界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誠然為是， 阿,(他)主人； 我 我現在已經置信信託 是這樣 你

你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基督，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那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美容妝束/世界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約 11:28 Kai. tou/to eivpou/sa avph/lqen kai. evfw,nhsen Maria.m th.n avdelfh.n auvth/j la,qra| eivpou/sa( ~O dida,skaloj
pa,restin kai. fwnei/ seÅ
And when she had so said, she went her way, and called Mary her sister secretly, saying, The Master is 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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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calleth for thee.
馬大說了這話，就回去暗暗的叫他妹子馬利亞說：夫子來了，叫你。

並且 到於(它)那同一者 (她)那時(也是)發話言說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出聲叫喚 到於(她)馬利亞 到於(她)那 到於(她)姊妹 從屬(她)同一者 暗暗地

(她)那時(也是)發話言說了的， (他)那 (他)老師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是在旁邊，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出聲叫喚

到於你。
[經文變異RT]

並且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她)那時(也是)發話言說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出聲叫喚 到於(她)馬利亞 到於(她)那 到於(她)姊妹 從屬(她)同一者 暗暗地

(她)那時(也是)發話言說了的， (他)那 (他)老師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是在旁邊，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出聲叫喚

到於你。

約 11:29 evkei,nh de. ẁj h;kousen hvge,rqh tacu. kai. h;rceto pro.j auvto,n\
As soon as she heard that, she arose quickly, and came unto him.
馬利亞聽見了，就急忙起來，到耶穌那裏去。

(她)在那裏的那個 然而也 正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喚醒起來 很快地，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她)在那裏的那個 正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喚醒起來 很快地，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約 11:30 ou;pw de. evlhlu,qei ò VIhsou/j eivj th.n kw,mhn( avllV h=n e;ti evn tw/| to,pw| o[pou ùph,nthsen auvtw/| h` Ma,rqaÅ
Now Jesus was not yet come into the town, but was in that place where Martha met him.
那時，耶穌還沒有進村子，仍在馬大迎接他的地方。

尚未地 然而也 他/她/它當時已經到來前往 (他)那 (他)耶穌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鄉村， 但乃是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依然仍舊地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地點處所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底下迎面相遇 在對(他)同一者 (她)那 (她)馬大。
[經文變異RT]

尚未地 然而也 他/她/它當時已經到來前往 (他)那 (他)耶穌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鄉村， 但乃是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地點處所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底下迎面相遇

在對(他)同一者 (她)那 (她)馬大。

約 11:31 oi` ou=n VIoudai/oi oì o;ntej metV auvth/j evn th/| oivki,a| kai. paramuqou,menoi auvth,n( ivdo,ntej th.n Maria.m o[ti
tace,wj avne,sth kai. evxh/lqen( hvkolou,qhsan auvth/| do,xantej o[ti ùpa,gei eivj to. mnhmei/on i[na klau,sh| evkei/Å
The Jews then which were with her in the house, and comforted her, when they saw Mary, that she rose up
hastily and went out, followed her, saying, She goeth unto the grave to weep there.
那些同馬利亞在家裏安慰他的猶太人，見他急忙起來出去，就跟著他；以為他要往墳墓那裏去哭。

(他們)那些 這樣 (他們)猶太人的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是了的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住屋家庭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安撫慰藉了的 到於(她)同一者，

(他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馬利亞 是這樣 快快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跟隨 在對(她)同一者 (他們)那時(也是)設想認為對了的

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持續退開去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墳墓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哭泣哀號

在那裏地。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些 這樣 (他們)猶太人的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是了的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住屋家庭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安撫慰藉了的 到於(她)同一者，

(他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馬利亞 是這樣 快快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跟隨 在對(她)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持續退開去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墳墓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哭泣哀號 在那裏地。

約 11:32 h` ou=n Maria.m wj̀ h=lqen o[pou h=n VIhsou/j ivdou/sa auvto.n e;pesen auvtou/ pro.j tou.j po,daj le,gousa auvtw/|(
Ku,rie( eiv h=j w-de ouvk a;n mou avpe,qanen ò avdelfo,jÅ
Then when Mary was come where Jesus was, and saw him, she fell down at his feet, saying unto him, Lord, if
thou hadst been here, my brother had not died.
馬利亞到了耶穌那裏，看見他，就俯伏在他腳前，說：主阿，你若早在這裏，我兄弟必不死。

(她)那 這樣 (她)馬利亞 正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耶穌，

(她)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落下墜落 從屬(他)同一者 <在前面向著>向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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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腳 (她)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阿,(他)主人， 若是 你當時持續是

也就在此地， 不是/不 但凡 從屬我 他/她/它那時(也是)死去 (他)那 (他)弟兄。
[經文變異RT]

(她)那 這樣 (她)馬利亞 正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那

(他)耶穌， (她)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落下墜落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腳 從屬(他)同一者 (她)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阿,(他)主人， 若是 你當時持續是

也就在此地， 不是/不 但凡 他/她/它那時(也是)死去 從屬我 (他)那 (他)弟兄。

約 11:33 VIhsou/j ou=n ẁj ei=den auvth.n klai,ousan kai. tou.j sunelqo,ntaj auvth/| VIoudai,ouj klai,ontaj( evnebrimh,sato
tw/| pneu,mati kai. evta,raxen eàuto.n
When Jesus therefore saw her weeping, and the Jews also weeping which came with her, he groaned in the
spirit, and was troubled,
耶穌看見他哭，並看見與他同來的猶太人也哭，就心裏悲歎，又甚憂愁；

(他)耶穌 這樣 正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她)同一者 到於(她)現正持續哭泣哀號了的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那時(也是)共同到來前往了的 在對(她)同一者 到於(他們)猶太人的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哭泣哀號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嚴峻肅穆 在對(它)那 在對(它)靈/風，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攪動擾亂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約 11:34 kai. ei=pen( Pou/ teqei,kate auvto,nÈ le,gousin auvtw/|( Ku,rie( e;rcou kai. i;deÅ
And said, Where have ye laid him? They said unto him, Lord, come and see.
便說：你們把他安放在那裏。他們回答說：請主來看。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從屬某個什麼地方呢 你們現在已經置放擺設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阿,(他)主人，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註1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看見察覺。

註1：“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文法上亦可以為“你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約 11:35 evda,krusen ò VIhsou/jÅ
Jesus wept.
耶穌哭了。

他/她/它那時(也是)流眼淚 (他)那 (他)耶穌。

約 11:36 e;legon ou=n oì VIoudai/oi( :Ide pw/j evfi,lei auvto,nÅ
Then said the Jews, Behold how he loved him!
猶太人就說：你看他愛這人是何等懇切。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這樣 (他們)那些 (他們)猶太人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看哪， 怎樣如何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喜愛/親吻 到於(他)同一者。

約 11:37 tine.j de. evx auvtw/n ei=pan( Ouvk evdu,nato ou-toj ò avnoi,xaj tou.j ovfqalmou.j tou/ tuflou/ poih/sai i[na kai.
ou-toj mh. avpoqa,nh|È
And some of them said, Could not this man, which opened the eyes of the blind, have caused that even this
man should not have died?
其中有人說：他既然開了瞎子的眼睛，豈不能叫這人不死麼。

(他們)任何什麼 然而也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豈非呢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他)那同一者 (他)那 (他)那時(也是)向上開啟打開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眼睛 從屬(他)那 從屬(他)瞎眼的 那時(也是)要去行出作成 為要 並且 (他)那同一者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死去？

約 11:38 tine.j de. evx auvtw/n ei=pan( Ouvk evdu,nato ou-toj ò avnoi,xaj tou.j ovfqalmou.j tou/ tuflou/ poih/sai i[na kai.
ou-toj mh. avpoqa,nh|È
Jesus therefore again groaning in himself cometh to the grave. It was a cave, and a stone lay upon it.
耶穌又心裏悲歎，來到墳墓前；那墳墓是個洞，有一塊石頭擋著。

(他)耶穌 這樣 重新又再地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嚴峻肅穆了的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自己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墳墓；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它)石窟洞穴，

並且 (他)石頭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壓放在上面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它)同一者。

約 11:39 le,gei ò VIhsou/j( :Arate to.n li,qonÅ le,gei auvtw/| h` avdelfh. tou/ teteleuthko,toj Ma,rqa( Ku,rie( h;dh o;zei(
tetartai/oj ga,r evstinÅ
Jesus said, Take ye away the stone. Martha, the sister of him that was dead, saith unto him, Lord, by this time
he stinketh: for he hath been dead four days.
耶穌說：你們把石頭挪開。那死人的姐姐馬大對他說：主阿，他現在必是臭了，因為他死了已經四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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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他)那 (他)耶穌，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提起 到於(他)那 到於(他)石頭。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她)那 (她)姊妹 從屬(他)那 從屬(他)現在已經命終了的 (她)馬大， 阿,(他)主人， 甚而已然如此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散發氣味； (他)到四天的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他)那 (他)耶穌，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提起 到於(他)那 到於(他)石頭。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她)那 (她)姊妹 從屬(他)那 從屬(他)現在已經死亡了的 (她)馬大， 阿,(他)主人， 甚而已然如此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散發氣味； (他)到四天的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約 11:40 le,gei auvth/| ò VIhsou/j( Ouvk ei=po,n soi o[ti eva.n pisteu,sh|j o;yh| th.n do,xan tou/ qeou/È
Jesus saith unto her, Said I not unto thee, that, if thou wouldest believe, thou shouldest see the glory of God?
耶穌說：我不是對你說過，你若信，就必看見神的榮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她)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豈非呢 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你， 是這樣 但凡若是

你那時(也是)應該置信信託， 你將要(持續)讓自己看見清楚 到於(她)那 到於(她)榮耀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約 11:41 h=ran ou=n to.n li,qonÅ ò de. VIhsou/j h=ren tou.j ovfqalmou.j a;nw kai. ei=pen( Pa,ter( euvcaristw/ soi o[ti
h;kousa,j mouÅ
Then they took away the stone from the place where the dead was laid. And Jesus lifted up his eyes, and said,
Father, I thank thee that thou hast heard me.
他們就把石頭挪開；耶穌舉目望天說：父阿，我感謝你，因為你已經聽我。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提起 這樣 到於(他)那 到於(他)石頭。 (他)那 然而也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提起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眼睛 上頭地，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阿,(他)父親， 我現在持續感謝

在對你， 是這樣 你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從屬我。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提起 這樣 到於(他)那 到於(他)石頭， 在這裏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那 (他)現在已經死亡了的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安置了的。 (他)那 然而也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提起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眼睛

上頭地，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阿,(他)父親， 我現在持續感謝 在對你， 是這樣

你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從屬我。

約 11:42 evgw. de. h;|dein o[ti pa,ntote, mou avkou,eij( avlla. dia. to.n o;clon to.n periestw/ta ei=pon( i[na pisteu,swsin
o[ti su, me avpe,steilajÅ
And I knew that thou hearest me always: but because of the people which stand by I said it, that they may
believe that thou hast sent me.
我也知道你常聽我，但我說這話，是為周圍站著的眾人，叫他們信是你差了我來。

我 然而也 我當時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總是地 從屬我 你現在持續聲聞耳聽； 但乃是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群眾 到於(他)那 到於(他)現在已經立定站住在周圍了的 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為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置信信託 是這樣 你 到於我 你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約 11:43 kai. tau/ta eivpw.n fwnh/| mega,lh| evkrau,gasen( La,zare( deu/ro e;xwÅ
And when he thus had spoken, he cried with a loud voice, Lazarus, come forth.
說了這話，就大聲呼叫說：拉撒路出來。

並且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發話言說了的 在對(她)聲音 在對(她)極大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喊嚷叫，

阿,(他)拉撒路， 你就要到這裏 在外面地。

約 11:44 evxh/lqen ò teqnhkw.j dedeme,noj tou.j po,daj kai. ta.j cei/raj keiri,aij kai. h` o;yij auvtou/ soudari,w|
periede,detoÅ le,gei auvtoi/j ò VIhsou/j( Lu,sate auvto.n kai. a;fete auvto.n ùpa,geinÅ
And he that was dead came forth, bound hand and foot with graveclothes: and his face was bound about with a
napkin. Jesus saith unto them, Loose him, and let him go.
那死人就出來了，手腳裹著布，臉上包著手巾。耶穌對他們說：解開，叫他走。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他)那 (他)現在已經死亡了的， (他)現在已經被拴綁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腳 並且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手 在對(她們)繃帶布條； 並且 (她)那 (她)外觀 從屬(他)同一者

在對(它)手帕 他/她/它當時已經被包裹。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鬆綁脫解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任憑釋放離開 到於(他)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退開去。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他)那 (他)現在已經死亡了的， (他)現在已經被拴綁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腳 並且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手 在對(她們)繃帶布條； 並且 (她)那 (她)外觀 從屬(他)同一者

在對(它)手帕 他/她/它當時已經被包裹。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鬆綁脫解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任憑釋放離開 現要去持續退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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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變異WH]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他)那 (他)現在已經死亡了的， (他)現在已經被拴綁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腳 並且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手 在對(她們)繃帶布條； 並且 (她)那 (她)外觀 從屬(他)同一者

在對(它)手帕 他/她/它當時已經被包裹。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他)那 (他)耶穌 在對(他們)同一者，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鬆綁脫解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任憑釋放離開 到於(他)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退開去。

約 11:45 Polloi. ou=n evk tw/n VIoudai,wn oi` evlqo,ntej pro.j th.n Maria.m kai. qeasa,menoi a] evpoi,hsen evpi,steusan
eivj auvto,n\
Then many of the Jews which came to Mary, and had seen the things which Jesus did, believed on him.
那些來看馬利亞的猶太人，見了耶穌所作的事，就多有信他的；

(他們)許多的 這樣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他們)那些 (他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那 到於(她)馬利亞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定睛觀看了的 到於(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置信信託 向內進入 到於(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們)許多的 這樣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他們)那些 (他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那 到於(她)馬利亞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定睛觀看了的 到於(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置信信託 向內進入 到於(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WH]

(他們)許多的 這樣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他們)那些 (他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那 到於(她)馬利亞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定睛觀看了的 到於(它)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置信信託 向內進入 到於(他)同一者。

約 11:46 tine.j de. evx auvtw/n avph/lqon pro.j tou.j Farisai,ouj kai. ei=pan auvtoi/j a] evpoi,hsen VIhsou/jÅ
But some of them went their ways to the Pharisees, and told them what things Jesus had done.
但其中也有去見法利賽人的，將耶穌所作的事告訴他們。

(他們)任何什麼 然而也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法利賽人，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他)耶穌。
[經文變異RT]

(他們)任何什麼 然而也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法利賽人，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他)那 (他)耶穌。

約 11:47 sunh,gagon ou=n oì avrcierei/j kai. oi` Farisai/oi sune,drion kai. e;legon( Ti, poiou/men o[ti ou-toj ò
a;nqrwpoj polla. poiei/ shmei/aÈ
Then gathered the chief priests and the Pharisees a council, and said, What do we? for this man doeth many
miracles.
祭司長和法利賽人聚集公會，說：這人行好些神蹟，我們怎麼辦呢。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聚集 這樣 (他們)那些 (他們)大祭司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法利賽人 到於(它)公會，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我們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是這樣 (他)那同一者 (他)那 (他)人

到於(它們)許多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到於(它們)識別之表記徵兆？
[經文變異RT][不同標點]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聚集 這樣 (他們)那些 (他們)大祭司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法利賽人 到於(它)公會，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我們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是這樣 (他)那同一者 (他)那 (他)人

到於(它們)許多的 到於(它們)識別之表記徵兆 他/她/它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約 11:48 eva.n avfw/men auvto.n ou[twj( pa,ntej pisteu,sousin eivj auvto,n( kai. evleu,sontai oì ~Rwmai/oi kai. avrou/sin
hm̀w/n kai. to.n to,pon kai. to. e;qnojÅ
If we let him thus alone, all men will believe on him: and the Romans shall come and take away both our place
and nation.
若這樣由著他，人人都要信他；羅馬人也要來奪我們的地土，和我們的百姓。

但凡若是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任憑釋放離開 到於(他)同一者 那同一樣式地，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置信信託 向內進入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到來前往 (他們)那些

(他們)羅馬人的，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提起 從屬我們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地點處所 並且 到於(它)那

到於(它)種族邦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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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11:49 ei-j de, tij evx auvtw/n Kai?a,faj( avrciereu.j w'n tou/ evniautou/ evkei,nou( ei=pen auvtoi/j( ~Umei/j ouvk oi;date
ouvde,n(
And one of them, named Caiaphas, being the high priest that same year, said unto them, Ye know nothing at all,
內中有一個人，名叫該亞法，本年作大祭司，對他們說：你們不知道甚麼。

(他)一個 然而也 (他)任何什麼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該亞法， (他)大祭司 (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年度 從屬(他)在那裏的那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你們 不是/不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約 11:50 ouvde. logi,zesqe o[ti sumfe,rei ùmi/n i[na ei-j a;nqrwpoj avpoqa,nh| ùpe.r tou/ laou/ kai. mh. o[lon to. e;qnoj
avpo,lhtaiÅ
Nor consider that it is expedient for us, that one man should die for the people, and that the whole nation perish
not.
獨不想一個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國滅亡，就是你們的益處。

然而也不是地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估算 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持續一起負載攜帶/輕省有益 在對你們， 為要

(他)一個 (他)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死去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民百姓， 並且

不會/不要 (它)整個全部的 (它)那 (它)種族邦國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毀掉除滅。
[經文變異RT]

然而也不是地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思量議論 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持續一起負載攜帶/輕省有益 在對我們， 為要

(他)一個 (他)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死去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民百姓， 並且

不會/不要 (它)整個全部的 (它)那 (它)種族邦國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毀掉除滅。

約 11:51 tou/to de. avfV eàutou/ ouvk ei=pen( avlla. avrciereu.j w'n tou/ evniautou/ evkei,nou evprofh,teusen o[ti e;mellen
VIhsou/j avpoqnh,|skein ùpe.r tou/ e;qnouj(
And this spake he not of himself: but being high priest that year, he prophesied that Jesus should die for that
nation;
他這話不是出於自己，是因他本年作大祭司，所以預言耶穌將要替這一國死。

到於(它)那同一者 然而也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同一者自己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但乃是

(他)大祭司 (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年度 從屬(他)在那裏的那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在前面宣稱傳講， 是這樣 他/她/它當時持續準備快要 (他)耶穌 現要去持續死去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它)那 從屬(它)種族邦國；

約 11:52 kai. ouvc ùpe.r tou/ e;qnouj mo,non avllV i[na kai. ta. te,kna tou/ qeou/ ta. dieskorpisme,na sunaga,gh| eivj e[nÅ
And not for that nation only, but that also he should gather together in one the children of God that were
scattered abroad.
也不但替這一國死，並要將神四散的子民，都聚集歸一。

並且 不是/不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它)那 從屬(它)種族邦國 僅有單獨地， 但乃是 為要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孩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現在已經被徹底地驅離分散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聚集 向內進入 到於(它)一個。

約 11:53 avpV evkei,nhj ou=n th/j hm̀e,raj evbouleu,santo i[na avpoktei,nwsin auvto,nÅ
Then from that day forth they took counsel together for to put him to death.
從那日起他們就商議要殺耶穌。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在那裏的那個 這樣 從屬(她)那 從屬(她)日子/白日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行打算意圖 為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殺害除掉註1
到於(他)同一者。

註1：“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殺害除掉”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殺害除掉”。

[經文變異RT]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在那裏的那個 這樣 從屬(她)那 從屬(她)日子/白日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商議建言 為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殺害除掉 到於(他)同一者。

約 11:54 ~O ou=n VIhsou/j ouvke,ti parrhsi,a| periepa,tei evn toi/j VIoudai,oij( avlla. avph/lqen evkei/qen eivj th.n cw,ran
evggu.j th/j evrh,mou( eivj VEfrai.m legome,nhn po,lin( kavkei/ e;meinen meta. tw/n maqhtw/nÅ
Jesus therefore walked no more openly among the Jews; but went thence unto a country near to the wilderness,
into a city called Ephraim, and there continued with his disciples.
所以耶穌不再顯然行在猶太人中間，就離開那裏往靠近曠野的地方去；到了一座城，名叫以法蓮，就在那裏和門

徒同住。

(他)那 這樣 (他)耶穌 不再地 在對(她)放膽公開直言 他/她/它當時持續來往昂然踏行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猶太人的； 但乃是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從那裏地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域

接近地 從屬(她)那 從屬(她)孤獨荒涼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以法蓮 到於(她)現正持續被道說了的 到於(她)城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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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那裏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停留持守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門徒。
[經文變異RT]

(他)耶穌 這樣 不是/不 依然仍舊地註1
在對(她)放膽公開直言 他/她/它當時持續來往昂然踏行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猶太人的； 但乃是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從那裏地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域

接近地 從屬(她)那 從屬(她)孤獨荒涼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以法蓮 到於(她)現正持續被道說了的 到於(她)城邑，

且在那裏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消磨停留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註1：“不再地”字形上亦可以為“不是/不 依然仍舊地”。

約 11:55 +Hn de. evggu.j to. pa,sca tw/n VIoudai,wn( kai. avne,bhsan polloi. eivj ~Ieroso,luma evk th/j cw,raj pro. tou/
pa,sca i[na ag̀ni,swsin èautou,jÅ
And the Jews' passover was nigh at hand: and many went out of the country up to Jerusalem before the
passover, to purify themselves.
猶太人的逾越節近了；有許多人從鄉下上耶路撒冷去，要在節前潔淨自己。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接近地 (它)那 (它)逾越/逾越節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上行 (他們)許多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路撒冷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域 在前面

從屬(它)那 從屬(它)逾越/逾越節， 為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使成聖潔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約 11:56 evzh,toun ou=n to.n VIhsou/n kai. e;legon metV avllh,lwn evn tw/| ìerw/| es̀thko,tej( Ti, dokei/ ùmi/nÈ o[ti ouv mh.
e;lqh| eivj th.n èorth,nÈ
Then sought they for Jesus, and spake among themselves, as they stood in the temple, What think ye, that he
will not come to the feast?
他們就尋找耶穌，站在殿裏彼此說：你們的意思如何，他不來過節麼。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探索尋求 這樣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彼此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聖殿 (他們)現在已經立定站住了的， (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設想認為對 在對你們， 是這樣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節期？

約 11:57 dedw,keisan de. oi` avrcierei/j kai. oi` Farisai/oi evntola.j i[na eva,n tij gnw/| pou/ evstin mhnu,sh|( o[pwj
pia,swsin auvto,nÅ
Now both the chief priests and the Pharisees had given a commandment, that, if any man knew where he were,
he should shew it, that they might take him.
那時，祭司長和法利賽人早已吩咐說，若有人知道耶穌在那裏，就要報明，好去拿他。

他/她/它們當時已經給與 然而也 (他們)那些 (他們)大祭司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法利賽人 到於(她們)誡律命令，

為要 但凡若是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認識知道 從屬某個什麼地方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透露告訴， 這怎樣如何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握住捉拿 到於(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當時已經給與 然而也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大祭司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法利賽人 到於(她)誡律命令，

為要 但凡若是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認識知道 從屬某個什麼地方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透露告訴， 這怎樣如何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握住捉拿 到於(他)同一者。

約 12:1 ~O ou=n VIhsou/j pro. e]x hm̀erw/n tou/ pa,sca h=lqen eivj Bhqani,an( o[pou h=n La,zaroj( o]n h;geiren evk
nekrw/n VIhsou/jÅ
Then Jesus six days before the passover came to Bethany, where Lazarus was which had been dead, whom he
raised from the dead.
逾越節前六日，耶穌來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從死裏復活之處。

(他)那 這樣 (他)耶穌 在前面 從屬(她們)六個 從屬(她們)日子/白日 從屬(它)那 從屬(它)逾越/逾越節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她)伯大尼，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拉撒路，

到於(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喚醒起來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死掉的 (他)耶穌。
[經文變異RT]

(他)那 這樣 (他)耶穌 在前面 從屬(她們)六個 從屬(她們)日子/白日 從屬(它)那 從屬(它)逾越/逾越節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她)伯大尼，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拉撒路 (他)那

(他)現在已經死亡了的， 到於(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喚醒起來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死掉的 。

約 12:2 evpoi,hsan ou=n auvtw/| dei/pnon evkei/( kai. h` Ma,rqa dihko,nei( ò de. La,zaroj ei-j h=n evk tw/n avnakeime,nwn
su.n auvtw/|Å
There they made him a supper; and Martha served: but Lazarus was one of them that sat at the table with him.
有人在那裏給耶穌預備筵席；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穌坐席的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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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這樣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它)晚餐 在那裏地， 並且 (她)那 (她)馬大

他/她/它當時持續行服事； (他)那 然而也 (他)拉撒路 (他)一個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靠躺坐席了的 共同一起 在對(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這樣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它)晚餐 在那裏地， 並且 (她)那 (她)馬大

他/她/它當時持續行服事； (他)那 然而也 (他)拉撒路 (他)一個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共同靠躺坐席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約 12:3 h` ou=n Maria.m labou/sa li,tran mu,rou na,rdou pistikh/j poluti,mou h;leiyen tou.j po,daj tou/ VIhsou/ kai.
evxe,maxen tai/j qrixi.n auvth/j tou.j po,daj auvtou/\ h` de. oivki,a evplhrw,qh evk th/j ovsmh/j tou/ mu,rouÅ
Then took Mary a pound of ointment of spikenard, very costly, and anointed the feet of Jesus, and wiped his feet
with her hair: and the house was filled with the odour of the ointment.
馬利亞就拿著一斤極貴的真哪噠香膏，抹耶穌的腳，又用自己頭髮去擦；屋裏就滿了膏的香氣。

(她)那 這樣 (她)馬利亞 (她)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到於(她)磅 從屬(它)沒藥香膏 從屬(她)甘松香 從屬(她)忠實可信的

從屬(她)價值極貴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塗抹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腳 從屬(他)那 從屬(他)耶穌，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擦乾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毛髮 從屬(她)同一者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腳 從屬(他)同一者；

(她)那 然而也 (她)住屋家庭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促使成充滿添足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香氣 從屬(它)那

從屬(它)沒藥香膏。

約 12:4 le,gei de. VIou,daj ò VIskariw,thj ei-j ÎevkÐ tw/n maqhtw/n auvtou/( ò me,llwn auvto.n paradido,nai(
Then saith one of his disciples, Judas Iscariot, Simon's son, which should betray him,
有一個門徒，就是那將要賣耶穌的加略人猶大，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然而也 (他)猶大 (他)那 (他)加略人 (他)一個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他)那 (他)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交付，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這樣 (他)一個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他)猶大

從屬(他)西門 (他)加略人 (他)那 (他)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交付，
[經文變異WH]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然而也 (他)猶大 (他)那 (他)加略人 (他)一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他)那 (他)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交付，

約 12:5 Dia. ti, tou/to to. mu,ron ouvk evpra,qh triakosi,wn dhnari,wn kai. evdo,qh ptwcoi/jÈ
Why was not this ointment sold for three hundred pence, and given to the poor?
說：這香膏為甚麼不賣三十兩銀子賙濟窮人呢。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它)那同一者 (它)那 (它)沒藥香膏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出售變賣

從屬(它們)三百個 從屬(它們)十分銀錢之便士，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給與 在對(他們)貧苦窮困的？

約 12:6 ei=pen de. tou/to ouvc o[ti peri. tw/n ptwcw/n e;melen auvtw/|( avllV o[ti kle,pthj h=n kai. to. glwsso,komon e;cwn
ta. ballo,mena evba,stazenÅ
This he said, not that he cared for the poor; but because he was a thief, and had the bag, and bare what was
put therein.
他說這話，並不是掛念窮人，乃因他是個賊，又帶著錢囊，常取其中所存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到於(它)那同一者， 不是/不 是這樣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貧苦窮困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留意顧念[非人稱用法] 在對(他)同一者； 但乃是 是這樣 (他)竊賊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並且 到於(它)那 到於(它)錢盒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現正持續被投擲了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提舉擔負。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到於(它)那同一者， 不是/不 是這樣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貧苦窮困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留意顧念[非人稱用法] 在對(他)同一者； 但乃是 是這樣 (他)竊賊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並且 到於(它)那 到於(它)錢盒 他/她/它當時持續持有，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現正持續被投擲了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提舉擔負。

約 12:7 ei=pen ou=n ò VIhsou/j( :Afej auvth,n( i[na eivj th.n hm̀e,ran tou/ evntafiasmou/ mou thrh,sh| auvto,\
Then said Jesus, Let her alone: against the day of my burying hath she kept this.
耶穌說：由他罷，他是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這樣 (他)那 (他)耶穌， 你那時(也是)就要任憑釋放離開 到於(她)同一者； 為要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日子/白日 從屬(他)那 從屬(他)入殮安葬 從屬我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行看護守衛

到於(它)同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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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這樣 (他)那 (他)耶穌， 你那時(也是)就要任憑釋放離開 到於(她)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日子/白日 從屬(他)那 從屬(他)入殮安葬 從屬我 他/她/它現在已經行看護守衛 到於(它)同一者；

約 12:8 tou.j ptwcou.j ga.r pa,ntote e;cete meqV eàutw/n( evme. de. ouv pa,ntote e;ceteÅ
For the poor always ye have with you; but me ye have not always.
因為常有窮人和你們同在；只是你們不常有我。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貧苦窮困的 因為 總是地 你們現在持續持有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同一者自己；

到於"我" 然而也 不是/不 總是地 你們現在持續持有。

約 12:9 :Egnw ou=n ÎòÐ o;cloj polu.j evk tw/n VIoudai,wn o[ti evkei/ evstin kai. h=lqon ouv dia. to.n VIhsou/n mo,non( avllV
i[na kai. to.n La,zaron i;dwsin o]n h;geiren evk nekrw/nÅ
Much people of the Jews therefore knew that he was there: and they came not for Jesus' sake only, but that
they might see Lazarus also, whom he had raised from the dead.
有許多猶太人知道耶穌在那裏，就來了，不但是為耶穌的緣故，也是要看他從死裏所復活的拉撒路。

他/她/它那時(也是)認識知道 這樣 (他)那 (他)群眾 (他)許多的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是這樣

在那裏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不是/不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僅有單獨地， 但乃是 為要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拉撒路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看見察覺，

到於(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喚醒起來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死掉的。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認識知道 這樣 (他)群眾 (他)許多的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是這樣

在那裏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不是/不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僅有單獨地， 但乃是 為要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拉撒路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看見察覺，

到於(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喚醒起來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死掉的。

約 12:10 evbouleu,santo de. oì avrcierei/j i[na kai. to.n La,zaron avpoktei,nwsin(
But the chief priests consulted that they might put Lazarus also to death;
但祭司長商議連拉撒路也要殺了；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行打算意圖 然而也 (他們)那些 (他們)大祭司 為要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拉撒路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殺害除掉註1；

註1：“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殺害除掉”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殺害除掉”。

約 12:11 o[ti polloi. diV auvto.n up̀h/gon tw/n VIoudai,wn kai. evpi,steuon eivj to.n VIhsou/nÅ
Because that by reason of him many of the Jews went away, and believed on Jesus.
因有好些猶太人，為拉撒路的緣故，回去信了耶穌。

是這樣 (他們)許多的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退開去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置信信託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約 12:12 Th/| evpau,rion ò o;cloj polu.j ò evlqw.n eivj th.n eòrth,n( avkou,santej o[ti e;rcetai ò VIhsou/j eivj
~Ieroso,luma
On the next day much people that were come to the feast, when they heard that Jesus was coming to
Jerusalem,
第二天有許多上來過節的人，聽見耶穌將到耶路撒冷，

在對(她)那 在次日地 (他)那 (他)群眾 (他)許多的 (他)那 (他)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節期， (他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他)那 (他)耶穌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路撒冷，
[經文變異RT]

在對(她)那 在次日地 (他)群眾 (他)許多的 (他)那 (他)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節期，

(他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他)那 (他)耶穌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路撒冷，
[經文變異WH]

在對(她)那 在次日地 (他)那 (他)群眾 (他)許多的 (他)那 (他)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節期， (他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他)耶穌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路撒冷，

約 12:13 e;labon ta. bai<a tw/n foini,kwn kai. evxh/lqon eivj ùpa,nthsin auvtw/| kai. evkrau,gazon( ~Wsanna,\ euvloghme,noj
ò evrco,menoj evn ovno,mati kuri,ou( Îkai.Ð ò basileu.j tou/ VIsrah,lÅ
Took branches of palm trees, and went forth to meet him, and cried, Hosanna: Blessed is the King of Israel that
cometh in the name of the L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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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拿著棕樹枝，出去迎接他，喊著說：和散那，奉主名來的以色列王，是應當稱頌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拿取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小棕樹枝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棕櫚樹，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向內進入 到於(她)在底下迎面相遇 在對(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發喊嚷叫， 和散那； (他)現在已經被祝福稱讚了的 (他)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在內 在對(它)名字 從屬(他)主人 並且 (他)那 (他)君王 從屬(他)那 從屬(他)以色列。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拿取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小棕樹枝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棕櫚樹，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向內進入 到於(她)在底下迎面相遇 在對(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嘶聲吶喊， 和散那； (他)現在已經被祝福稱讚了的 (他)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在內 在對(它)名字 從屬(他)主人， (他)那 (他)君王 從屬(他)那 從屬(他)以色列。

約 12:14 eùrw.n de. ò VIhsou/j ovna,rion evka,qisen evpV auvto,( kaqw,j evstin gegramme,non(
And Jesus, when he had found a young ass, sat thereon; as it is written,
耶穌得了一個驢駒，就騎上；如經上所記的說：

(他)那時(也是)找到尋見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耶穌 到於(它)小驢子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座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同一者；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了的，

約 12:15 Mh. fobou/( quga,thr Siw,n\ ivdou. ò basileu,j sou e;rcetai( kaqh,menoj evpi. pw/lon o;nouÅ
Fear not, daughter of Sion: behold, thy King cometh, sitting on an ass's colt.
『錫安的民哪，〔民原文作女子〕不要懼怕，你的王騎著驢駒來了。』

不會/不要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成驚恐畏懼， 阿,(她)女兒 從屬(她)錫安；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那

(他)君王 從屬你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幼馬驢駒 從屬(她)驢子。

約 12:16 tau/ta ouvk e;gnwsan auvtou/ oi` maqhtai. to. prw/ton( avllV o[te evdoxa,sqh VIhsou/j to,te evmnh,sqhsan o[ti
tau/ta h=n evpV auvtw/| gegramme,na kai. tau/ta evpoi,hsan auvtw/|Å
These things understood not his disciples at the first: but when Jesus was glorified, then remembered they that
these things were written of him, and that they had done these things unto him.
這些事門徒起先不明白；等到耶穌得了榮耀以後，纔想起這話是指著他寫的，並且眾人果然向他這樣行了。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認識知道 從屬(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到於(它)那

到於(它)首先的； 但乃是 當這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歸榮耀 (他)耶穌， 當那時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提醒記得， 是這樣 (它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同一者

(它們)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了的， 並且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在對(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然而也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認識知道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它)那

到於(它)首先的； 但乃是 當這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歸榮耀 (他)那 (他)耶穌， 當那時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提醒記得， 是這樣 (它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同一者

(它們)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了的， 並且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在對(他)同一者。

約 12:17 evmartu,rei ou=n ò o;cloj ò w'n metV auvtou/ o[te to.n La,zaron evfw,nhsen evk tou/ mnhmei,ou kai. h;geiren
auvto.n evk nekrw/nÅ
The people therefore that was with him when he called Lazarus out of his grave, and raised him from the dead,
bare record.
當耶穌呼喚拉撒路叫他從死復活出墳墓的時候，同耶穌在那裏的眾人，就作見證。

他/她/它當時持續作見證人 這樣 (他)那 (他)群眾 (他)那 (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同一者

當這時地 到於(他)那 到於(他)拉撒路 他/她/它那時(也是)出聲叫喚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墳墓，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喚醒起來 到於(他)同一者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死掉的。

約 12:18 dia. tou/to Îkai.Ð ùph,nthsen auvtw/| ò o;cloj( o[ti h;kousan tou/to auvto.n pepoihke,nai to. shmei/onÅ
For this cause the people also met him, for that they heard that he had done this miracle.
眾人因聽見耶穌行了這神蹟，就去迎接他。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底下迎面相遇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群眾，

是這樣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到於(它)那同一者 到於(他)同一者 現已經去行出作成 到於(它)那

到於(它)識別之表記徵兆。
[經文變異RT]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底下迎面相遇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群眾，

是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到於(它)那同一者 到於(他)同一者 現已經去行出作成 到於(它)那

到於(它)識別之表記徵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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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12:19 oi` ou=n Farisai/oi ei=pan pro.j eàutou,j( Qewrei/te o[ti ouvk wvfelei/te ouvde,n\ i;de ò ko,smoj ovpi,sw auvtou/
avph/lqenÅ
The Pharisees therefore said among themselves, Perceive ye how ye prevail nothing? behold, the world is gone
after him.
法利賽人彼此說：看哪，你們是徒勞無益，世人都隨從他去了。

(他們)那些 這樣 (他們)法利賽人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你們現在持續行定睛觀看註1 是這樣 不是/不 你們現在持續成利益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看哪， (他)那 (他)美容妝束/世界 向在後面地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註1：“你們現在持續行定睛觀看”文法上亦可以為“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行定睛觀看”。

約 12:20 +Hsan de. {Ellhne,j tinej evk tw/n avnabaino,ntwn i[na proskunh,swsin evn th/| eòrth/|\
And there were certain Greeks among them that came up to worship at the feast:
那時，上來過節禮拜的人中，有幾個希利尼人。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他們)希利尼人 (他們)任何什麼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向上行了的 為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敬拜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節期；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他們)任何什麼 (他們)希利尼人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向上行了的 為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敬拜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節期；

約 12:21 ou-toi ou=n prosh/lqon Fili,ppw| tw/| avpo. Bhqsai?da. th/j Galilai,aj kai. hvrw,twn auvto.n le,gontej( Ku,rie(
qe,lomen to.n VIhsou/n ivdei/nÅ
The same came therefore to Philip, which was of Bethsaida of Galilee, and desired him, saying, Sir, we would
see Jesus.
他們來見加利利伯賽大的腓力，求他說：先生，我們願意見耶穌。

(他們)那同一者 這樣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 在對(他)腓利 在對(他)那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伯賽大

從屬(她)那 從屬(她)加利利，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查詢求問 到於(他)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阿,(他)主人， 我們現在持續定意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那時(也是)要去看見察覺。

約 12:22 e;rcetai ò Fi,lippoj kai. le,gei tw/| VAndre,a|( e;rcetai VAndre,aj kai. Fi,lippoj kai. le,gousin tw/| VIhsou/Å
Philip cometh and telleth Andrew: and again Andrew and Philip tell Jesus.
腓力去告訴安得烈，安得烈同腓力去告訴耶穌。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他)那 (他)腓利，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那 在對(他)安得烈；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他)安得烈 並且 (他)腓利，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那

在對(他)耶穌。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他)腓利，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那 在對(他)安得烈； 並且

重新又再地 (他)安得烈 並且 (他)腓利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那 在對(他)耶穌。

約 12:23 ò de. VIhsou/j avpokri,netai auvtoi/j le,gwn( VElh,luqen h` w[ra i[na doxasqh/| ò uiò.j tou/ avnqrw,pouÅ
And Jesus answered them, saying, The hour is come, that the Son of man should be glorified.
耶穌說：人子得榮耀的時候到了。

(他)那 然而也 (他)耶穌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生應對回答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他/她/它現在已經到來前往 (她)那 (她)鐘點時刻，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歸榮耀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他/她/它現在已經到來前往 (她)那 (她)鐘點時刻，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歸榮耀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約 12:24 avmh.n avmh.n le,gw ùmi/n( eva.n mh. ò ko,kkoj tou/ si,tou pesw.n eivj th.n gh/n avpoqa,nh|( auvto.j mo,noj me,nei\
eva.n de. avpoqa,nh|( polu.n karpo.n fe,reiÅ
Verily, verily, I say unto you, Except a corn of wheat fall into the ground and die, it abideth alone: but if it die, it
bringeth forth much fruit.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

阿們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但凡若是 不會/不要 (他)那 (他)種核顆粒 從屬(他)那 從屬(他)穀物麥粒

(他)那時(也是)落下墜落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死去， (他)同一者

(他)僅有單獨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停留持守； 但凡若是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死去， 到於(他)許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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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於(他)果實 他/她/它現在持續負載攜帶。

約 12:25 ò filw/n th.n yuch.n auvtou/ avpollu,ei auvth,n( kai. ò misw/n th.n yuch.n auvtou/ evn tw/| ko,smw| tou,tw| eivj
zwh.n aivw,nion fula,xei auvth,nÅ
He that loveth his life shall lose it; and he that hateth his life in this world shall keep it unto life eternal.
愛惜自己生命的，就失喪生命；在這世上恨惡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

(他)那 (他)現正持續喜愛/親吻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生魂意念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毀掉除滅

到於(她)同一者； 並且 (他)那 (他)現正持續恨惡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生魂意念 從屬(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美容妝束/世界 在對(他)那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生命 到於(她)時世恆久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看管守護

到於(她)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那 (他)現正持續喜愛/親吻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生魂意念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毀掉除滅

到於(她)同一者； 並且 (他)那 (他)現正持續恨惡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生魂意念 從屬(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美容妝束/世界 在對(他)那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生命 到於(她)時世恆久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看管守護

到於(她)同一者。

約 12:26 eva.n evmoi, tij diakonh/|( evmoi. avkolouqei,tw( kai. o[pou eivmi. evgw. evkei/ kai. ò dia,konoj ò evmo.j e;stai\ eva,n
tij evmoi. diakonh/| timh,sei auvto.n ò path,rÅ
If any man serve me, let him follow me; and where I am, there shall also my servant be: if any man serve me,
him will my Father honour.
若有人服事我，就當跟從我；我在那裏，服事我的人，也要在那裏；若有人服事我，我父必尊重他。

但凡若是 在對"我"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行服事， 在對"我"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跟隨； 並且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我現在持續是 我， 在那裏地 並且 (他)那 (他)僕工執事 (他)那 (他)我之物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但凡若是 (他)任何什麼 在對"我"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行服事， 他/她/它將要(持續)評價珍視

到於(他)同一者 (他)那 (他)父親。
[經文變異RT]

但凡若是 在對"我"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行服事 (他)任何什麼， 在對"我"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跟隨； 並且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我現在持續是 我， 在那裏地 並且 (他)那 (他)僕工執事 (他)那 (他)我之物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並且 但凡若是 (他)任何什麼 在對"我"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行服事，

他/她/它將要(持續)評價珍視 到於(他)同一者 (他)那 (他)父親。

約 12:27 Nu/n h` yuch, mou teta,raktai( kai. ti, ei;pwÈ Pa,ter( sw/so,n me evk th/j w[raj tau,thjÈ avlla. dia. tou/to
h=lqon eivj th.n w[ran tau,thnÅ
Now is my soul troubled; and what shall I say? Father, save me from this hour: but for this cause came I unto
this hour.
我現在心裏憂愁，我說甚麼纔好呢；父阿，救我脫離這時候；但我原是為這時候來的。

現在此時地 (她)那 (她)生魂意念 從屬我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攪動擾亂； 並且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我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阿,(他)父親， 你那時(也是)就要拯救 到於我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鐘點時刻

從屬(她)那同一者； 但乃是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同一者 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鐘點時刻 到於(她)那同一者。
[不同標點]

現在此時地 (她)那 (她)生魂意念 從屬我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攪動擾亂； 並且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我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阿,(他)父親， 你那時(也是)就要拯救 到於我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鐘點時刻

從屬(她)那同一者？ 但乃是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同一者 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鐘點時刻 到於(她)那同一者。

約 12:28 pa,ter( do,xaso,n sou to. o;nomaÅ h=lqen ou=n fwnh. evk tou/ ouvranou/( Kai. evdo,xasa kai. pa,lin doxa,swÅ
Father, glorify thy name. Then came there a voice from heaven, saying, I have both glorified it, and will glorify it
again.
父阿，願你榮耀你的名；當時就有聲音從天上來說：我已經榮耀了我的名，還要再榮耀。

阿,(他)父親， 你那時(也是)就要歸榮耀 從屬你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名字。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這樣 (她)聲音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並且 我那時(也是)歸榮耀， 並且 重新又再地 我將要(持續)歸榮耀。

約 12:29 ò ou=n o;cloj ò es̀tw.j kai. avkou,saj e;legen bronth.n gegone,nai( a;lloi e;legon( :Aggeloj auvtw/|
lela,lhkenÅ
The people therefore, that stood by, and heard it, said that it thundered: others said, An angel spake to him.
站在旁邊的眾人聽見，就說：打雷了；還有人說：有天使對他說話。

(他)那 這樣 (他)群眾 (他)那 (他)現在已經立定站住了的 並且 (他)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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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於(她)打雷 現已經去生發成為； (他們)另外不同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他)使者 在對(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已經發言講說。

約 12:30 avpekri,qh VIhsou/j kai. ei=pen( Ouv diV evme. h̀ fwnh. au[th ge,gonen avlla. diV ùma/jÅ
Jesus answered and said, This voice came not because of me, but for your sakes.
耶穌說：這聲音不是為我，是為你們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 (他)耶穌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不是/不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我"

(她)那 (她)聲音 (她)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已經生發成為， 但乃是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你們。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註1
(他)那 (他)耶穌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不是/不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我" (她)那同一者 (她)那 (她)聲音 他/她/它現在已經生發成為， 但乃是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你們。

註1：“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經文變異WH]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耶穌， 不是/不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我"

(她)那 (她)聲音 (她)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已經生發成為， 但乃是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你們。

約 12:31 nu/n kri,sij evsti.n tou/ ko,smou tou,tou( nu/n ò a;rcwn tou/ ko,smou tou,tou evkblhqh,setai e;xw\
Now is the judgment of this world: now shall the prince of this world be cast out.
現在這世界受審判；這世界的王要被趕出去。

現在此時地 (她)區別審斷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從屬(他)那同一者； 現在此時地

(他)那 (他)首領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從屬(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向外投擲出來 在外面地。

約 12:32 kavgw. eva.n ùywqw/ evk th/j gh/j( pa,ntaj el̀ku,sw pro.j evmauto,nÅ
And I, if I be lifted up from the earth, will draw all men unto me.
我若從地上被舉起來，就要吸引萬人來歸我。

並且我 但凡若是 我那時(也是)應該被升高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我將要(持續)拽拉牽引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我自己。

約 12:33 tou/to de. e;legen shmai,nwn poi,w| qana,tw| h;mellen avpoqnh,|skeinÅ
This he said, signifying what death he should die
耶穌這話原是指著自己將要怎樣死說的。

到於(它)那同一者 然而也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他)現正持續以標誌記號指示了的 在對(他)什麼樣呢 在對(他)死

他/她/它當時持續準備快要 現要去持續死去。

約 12:34 avpekri,qh ou=n auvtw/| ò o;cloj( ~Hmei/j hvkou,samen evk tou/ no,mou o[ti ò Cristo.j me,nei eivj to.n aivw/na( kai.
pw/j le,geij su. o[ti dei/ ùywqh/nai to.n uiò.n tou/ avnqrw,pouÈ ti,j evstin ou-toj ò uiò.j tou/ avnqrw,pouÈ
The people answered him, We have heard out of the law that Christ abideth for ever: and how sayest thou, The
Son of man must be lifted up? who is this Son of man?
眾人回答說：我們聽見律法上有話說基督是永存的；你怎麼說人子必須被舉起來呢；這人子是誰呢。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 這樣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群眾， 我們 我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律法 是這樣 (他)那 (他)基督 他/她/它現在持續停留持守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世紀時代； 並且 怎樣如何地呢 你現在持續道說 你， 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那時(也是)要去被升高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他)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同一者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註1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群眾， 我們 我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律法 是這樣 (他)那 (他)基督 他/她/它現在持續停留持守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世紀時代； 並且 怎樣如何地呢 你 你現在持續道說， 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那時(也是)要去被升高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他)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同一者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註1：“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約 12:35 ei=pen ou=n auvtoi/j ò VIhsou/j( :Eti mikro.n cro,non to. fw/j evn ùmi/n evstinÅ peripatei/te ẁj to. fw/j e;cete(
i[na mh. skoti,a ùma/j katala,bh|\ kai. ò peripatw/n evn th/| skoti,a| ouvk oi=den pou/ ùpa,geiÅ
Then Jesus said unto them, Yet a little while is the light with you. Walk while ye have the light, lest darkness
come upon you: for he that walketh in darkness knoweth not whither he goeth.
耶穌對他們說：光在你們中間，還有不多的時候，應當趁著有光行走，免得黑暗臨到你們；那在黑暗裏行走的，

不知道往何處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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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這樣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依然仍舊地 到於(他)細微極小的

到於(他)時段期間 (它)那 (它)光明 在內 在對你們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來往昂然踏行 正如地

到於(它)那 到於(它)光明 你們現在持續持有， 為要 不會/不要 (她)漆黑 到於你們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拿取住；

並且 (他)那 (他)現正持續來往昂然踏行了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漆黑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從屬某個什麼地方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退開去。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這樣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依然仍舊地 到於(他)細微極小的

到於(他)時段期間 (它)那 (它)光明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你們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來往昂然踏行

一直直到 到於(它)那 到於(它)光明 你們現在持續持有， 為要 不會/不要 (她)漆黑 到於你們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拿取住； 並且 (他)那 (他)現正持續來往昂然踏行了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漆黑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從屬某個什麼地方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退開去。

約 12:36 wj̀ to. fw/j e;cete( pisteu,ete eivj to. fw/j( i[na uiòi. fwto.j ge,nhsqeÅ Tau/ta evla,lhsen VIhsou/j( kai.
avpelqw.n evkru,bh avpV auvtw/nÅ
While ye have light, believe in the light, that ye may be the children of light. These things spake Jesus, and
departed, and did hide himself from them.
你們應當趁著有光，信從這光，使你們成為光明之子。耶穌說了這話，就離開他們，隱藏了。

正如地 到於(它)那 到於(它)光明 你們現在持續持有，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置信信託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光明， 為要 (他們)兒子 從屬(它)光明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生發成為。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言講說 (他)耶穌， 並且 (他)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隱藏遮掩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一直直到 到於(它)那 到於(它)光明 你們現在持續持有，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置信信託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光明， 為要 (他們)兒子 從屬(它)光明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生發成為。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言講說 (他)那 (他)耶穌， 並且 (他)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隱藏遮掩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同一者。

約 12:37 Tosau/ta de. auvtou/ shmei/a pepoihko,toj e;mprosqen auvtw/n ouvk evpi,steuon eivj auvto,n(
But though he had done so many miracles before them, yet they believed not on him:
他雖然在他們面前行了許多神蹟，他們還是不信他。

到於(它們)那這麼樣大/那這麼樣多 然而也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它們)識別之表記徵兆 從屬(他)現在已經行出作成了的

從在其前地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不是/不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置信信託 向內進入 到於(他)同一者；

約 12:38 i[na ò lo,goj VHsai<ou tou/ profh,tou plhrwqh/| o]n ei=pen( Ku,rie( ti,j evpi,steusen th/| avkoh/| hm̀w/nÈ kai. ò
braci,wn kuri,ou ti,ni avpekalu,fqhÈ
That the saying of Esaias the prophet might be fulfilled, which he spake, Lord, who hath believed our report?
and to whom hath the arm of the Lord been revealed?
這是要應驗先知以賽亞的話，說：『主阿，我們所傳的，有誰信呢；主的膀臂向誰顯露呢。』

為要 (他)那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以賽亞 從屬(他)那 從屬(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促使成充滿添足， 到於(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阿,(他)主人，

(他)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那時(也是)置信信託 在對(她)那 在對(她)聽聞 從屬我們？ 並且 (他)那 (他)膀臂 從屬(他)主人

在對(他)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啟示揭露？

約 12:39 dia. tou/to ouvk hvdu,nanto pisteu,ein( o[ti pa,lin ei=pen VHsai<aj(
Therefore they could not believe, because that Esaias said again,
他們所以不能信，因為以賽亞又說：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同一者 不是/不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現要去持續置信信託，

是這樣 重新又再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以賽亞，

約 12:40 Tetu,flwken auvtw/n tou.j ovfqalmou.j kai. evpw,rwsen auvtw/n th.n kardi,an( i[na mh. i;dwsin toi/j ovfqalmoi/j
kai. noh,swsin th/| kardi,a| kai. strafw/sin( kai. iva,somai auvtou,jÅ
He hath blinded their eyes, and hardened their heart; that they should not see with their eyes, nor understand
with their heart, and be converted, and I should heal them.
『主叫他們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們眼睛看見，心裏明白，回轉過來，我就醫治他們。』

他/她/它現在已經促使為瞎眼 從屬(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眼睛，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結趼硬化

從屬(他們)同一者 到於(她)那 到於(她)內心； 為要 不會/不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看見察覺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眼睛，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領悟認知 在對(她)那 在對(她)內心，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被轉動翻轉， 並且 我將要(持續)讓自己醫好治癒 到於(他們)同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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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現在已經促使為瞎眼 從屬(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眼睛， 並且 他/她/它現在已經結趼硬化

從屬(他們)同一者 到於(她)那 到於(她)內心； 為要 不會/不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看見察覺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眼睛，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領悟認知 在對(她)那 在對(她)內心，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被在上面轉動翻轉， 並且 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醫好治癒 到於(他們)同一者。

約 12:41 tau/ta ei=pen VHsai<aj o[ti ei=den th.n do,xan auvtou/( kai. evla,lhsen peri. auvtou/Å
These things said Esaias, when he saw his glory, and spake of him.
以賽亞因為看見他的榮耀，就指著他說這話。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以賽亞， 是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她)那

到於(她)榮耀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言講說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以賽亞， 當這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她)那

到於(她)榮耀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言講說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同一者。

約 12:42 o[mwj me,ntoi kai. evk tw/n avrco,ntwn polloi. evpi,steusan eivj auvto,n( avlla. dia. tou.j Farisai,ouj ouvc
wm̀olo,goun i[na mh. avposuna,gwgoi ge,nwntai\
Nevertheless among the chief rulers also many believed on him; but because of the Pharisees they did not
confess him, lest they should be put out of the synagogue:
雖然如此，官長中卻有好些信他的；只因法利賽人的緣故，就不承認，恐怕被趕出會堂。

同樣相同地 縱然如此 並且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首領 (他們)許多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置信信託

向內進入 到於(他)同一者； 但乃是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法利賽人 不是/不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同意承認， 為要 不會/不要 (他們)逐離會堂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生發成為；

約 12:43 hvga,phsan ga.r th.n do,xan tw/n avnqrw,pwn ma/llon h;per th.n do,xan tou/ qeou/Å
For they loved the praise of men more than the praise of God.
這是因他們愛人的榮耀，過於愛神的榮耀。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愛 因為 到於(她)那 到於(她)榮耀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人 更特別尤其地 甚或甚至

到於(她)那 到於(她)榮耀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約 12:44 VIhsou/j de. e;kraxen kai. ei=pen( ~O pisteu,wn eivj evme. ouv pisteu,ei eivj evme. avlla. eivj to.n pe,myanta, me(
Jesus cried and said, He that believeth on me, believeth not on me, but on him that sent me.
耶穌大聲說：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信那差我來的。

(他)耶穌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嘶聲吶喊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那 (他)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我"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置信信託 向內進入 到於"我"， 但乃是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那時(也是)差送打發了的 到於我；

約 12:45 kai. ò qewrw/n evme. qewrei/ to.n pe,myanta, meÅ
And he that seeth me seeth him that sent me.
人看見我，就是看見那差我來的。

並且 (他)那 (他)現正持續行定睛觀看了的 到於"我" 他/她/它現在持續行定睛觀看 到於(他)那

到於(他)那時(也是)差送打發了的 到於我。

約 12:46 evgw. fw/j eivj to.n ko,smon evlh,luqa( i[na pa/j ò pisteu,wn eivj evme. evn th/| skoti,a| mh. mei,nh|Å
I am come a light into the world, that whosoever believeth on me should not abide in darkness.
我到世上來，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裏。

我 (它)光明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美容妝束/世界 我現在已經到來前往， 為要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他)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我"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漆黑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停留持守。

約 12:47 kai. eva,n ti,j mou avkou,sh| tw/n rh̀ma,twn kai. mh. fula,xh|( evgw. ouv kri,nw auvto,n\ ouv ga.r h=lqon i[na kri,nw
to.n ko,smon( avllV i[na sw,sw to.n ko,smonÅ
And if any man hear my words, and believe not, I judge him not: for I came not to judge the world, but to save
the world.
若有人聽見我的話不遵守，我不審判他；我來本不是要審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

並且 但凡若是 (他)任何什麼 從屬我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聲聞耳聽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所發表言說 並且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看管守護， 我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區別審斷註1
到於(他)同一者； 不是/不 因為

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為要 我現在應該持續區別審斷註2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美容妝束/世界， 但乃是 為要

我那時(也是)應該拯救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美容妝束/世界。

註1：“我現在持續區別審斷”文法上亦可以為“我將要(持續)區別審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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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我現在應該持續區別審斷”文法上亦可以為“我那時(也是)應該區別審斷”。

[經文變異RT]

並且 但凡若是 (他)任何什麼 從屬我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聲聞耳聽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所發表言說 並且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置信信託， 我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區別審斷 到於(他)同一者； 不是/不 因為

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為要 我現在應該持續區別審斷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美容妝束/世界， 但乃是 為要

我那時(也是)應該拯救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美容妝束/世界。

約 12:48 ò avqetw/n evme. kai. mh. lamba,nwn ta. rh̀,mata, mou e;cei to.n kri,nonta auvto,n\ ò lo,goj o]n evla,lhsa evkei/noj
krinei/ auvto.n evn th/| evsca,th| h̀me,ra|Å
He that rejecteth me, and receiveth not my words, hath one that judgeth him: the word that I have spoken, the
same shall judge him in the last day.
棄絕我不領受我話的人，有審判他的；就是我所講的道，在末日要審判他。

(他)那 (他)現正持續廢除棄絕了的 到於"我" 並且 不會/不要 (他)現正持續拿取了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所發表言說 從屬我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他)那 到於(他)現正持續區別審斷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他)那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到於(他)這個 我那時(也是)發言講說， (他)在那裏的那個 他/她/它將要(持續)區別審斷

到於(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最末後的 在對(她)日子/白日；

約 12:49 o[ti evgw. evx evmautou/ ouvk evla,lhsa( avllV ò pe,myaj me path.r auvto,j moi evntolh.n de,dwken ti, ei;pw kai. ti,
lalh,swÅ
For I have not spoken of myself; but the Father which sent me, he gave me a commandment, what I should say,
and what I should speak.
因為我沒有憑著自己講；惟有差我來的父，已經給我命令，叫我說甚麼，講甚麼。

是這樣 我 向外出來 從屬(他)我自己 不是/不 我那時(也是)發言講說； 但乃是 (他)那 (他)那時(也是)差送打發了的

到於我 (他)父親， (他)同一者 在對我 到於(她)誡律命令 他/她/它現在已經給與，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我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並且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我那時(也是)應該發言講說。
[經文變異RT]

是這樣 我 向外出來 從屬(他)我自己 不是/不 我那時(也是)發言講說； 但乃是 (他)那 (他)那時(也是)差送打發了的

到於我 (他)父親， (他)同一者 在對我 到於(她)誡律命令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我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並且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我那時(也是)應該發言講說。

約 12:50 kai. oi=da o[ti h̀ evntolh. auvtou/ zwh. aivw,nio,j evstinÅ a] ou=n evgw. lalw/( kaqw.j ei;rhke,n moi ò path,r( ou[twj
lalw/Å
And I know that his commandment is life everlasting: whatsoever I speak therefore, even as the Father said
unto me, so I speak.
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講的話，正是照著父對我所說的。

並且 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她)那 (她)誡律命令 從屬(他)同一者 (她)生命 (她)時世恆久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到於(它們)這些個 這樣 我 我現在持續發言講說，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現在已經開聲言說

在對我 (他)那 (他)父親， 那同一樣式地 我現在持續發言講說。
[經文變異RT]

並且 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她)那 (她)誡律命令 從屬(他)同一者 (她)生命 (她)時世恆久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到於(它們)這些個 這樣 我現在持續發言講說 我，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現在已經開聲言說

在對我 (他)那 (他)父親， 那同一樣式地 我現在持續發言講說。

約 13:1 Pro. de. th/j èorth/j tou/ pa,sca eivdw.j ò VIhsou/j o[ti h=lqen auvtou/ h` w[ra i[na metabh/| evk tou/ ko,smou
tou,tou pro.j to.n pate,ra( avgaph,saj tou.j ivdi,ouj tou.j evn tw/| ko,smw| eivj te,loj hvga,phsen auvtou,jÅ
Now before the feast of the passover, when Jesus knew that his hour was come that he should depart out of this
world unto the Father, having loved his own which were in the world, he loved them unto the end.
逾越節以前，耶穌知道自己離世歸父的時候到了；他既然愛世間屬自己的人，就愛他們到底。

在前面 然而也 從屬(她)那 從屬(她)節期 從屬(它)那 從屬(它)逾越/逾越節 (他)現在已經看見察覺了的 (他)那 (他)耶穌

是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從屬(他)同一者 (她)那 (她)鐘點時刻，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更換地方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從屬(他)那同一者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他)那時(也是)愛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私人個別的 到於(他們)那些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美容妝束/世界

向內進入 到於(它)終結/貨物或旅行之終結稅 他/她/它那時(也是)愛 到於(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在前面 然而也 從屬(她)那 從屬(她)節期 從屬(它)那 從屬(它)逾越/逾越節 (他)現在已經看見察覺了的 (他)那 (他)耶穌

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已經到來前往 從屬(他)同一者 (她)那 (她)鐘點時刻，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更換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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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從屬(他)那同一者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他)那時(也是)愛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私人個別的 到於(他們)那些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美容妝束/世界

向內進入 到於(它)終結/貨物或旅行之終結稅 他/她/它那時(也是)愛 到於(他們)同一者。

約 13:2 kai. dei,pnou ginome,nou( tou/ diabo,lou h;dh beblhko,toj eivj th.n kardi,an i[na paradoi/ auvto.n VIou,daj
Si,mwnoj VIskariw,tou(
And supper being ended, the devil having now put into the heart of Judas Iscariot, Simon's son, to betray him;
喫晚飯的時候，（魔鬼已將賣耶穌的意思，放在西門的兒子加略人猶大心裏）

並且 從屬(它)晚餐 從屬(它)現正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了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詆辱中傷的[常指魔鬼]

甚而已然如此地 從屬(他)現在已經投擲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內心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交付

到於(他)同一者 (他)猶大 從屬(他)西門 從屬(他)加略人，
[經文變異RT]

並且 從屬(它)晚餐 從屬(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詆辱中傷的[常指魔鬼]

甚而已然如此地 從屬(他)現在已經投擲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內心 從屬(他)猶大註1
從屬(他)西門

從屬(他)加略人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交付 到於(他)同一者，

註1：“(他)猶大”文法上亦可以為“從屬(他)猶大”。

[經文變異WH]

並且 從屬(它)晚餐 從屬(它)現正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了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詆辱中傷的[常指魔鬼]

甚而已然如此地 從屬(他)現在已經投擲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內心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交付

到於(他)同一者 (他)猶大 從屬(他)西門 (他)加略人，

約 13:3 eivdw.j o[ti pa,nta e;dwken auvtw/| ò path.r eivj ta.j cei/raj kai. o[ti avpo. qeou/ evxh/lqen kai. pro.j to.n qeo.n
up̀a,gei(
Jesus knowing that the Father had given all things into his hands, and that he was come from God, and went to
God;
耶穌知道父已將萬有交在他手裏，且知道自己是從神出來的，又要歸到神那裏去，

(他)現在已經看見察覺了的 是這樣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父親

向內進入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手， 並且 是這樣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神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並且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他/她/它現在持續退開去，
[經文變異RT]

(他)現在已經看見察覺了的 (他)那 (他)耶穌 是這樣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已經給與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父親 向內進入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手， 並且 是這樣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神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並且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他/她/它現在持續退開去，

約 13:4 evgei,retai evk tou/ dei,pnou kai. ti,qhsin ta. ìma,tia kai. labw.n le,ntion die,zwsen èauto,n\
He riseth from supper, and laid aside his garments; and took a towel, and girded himself.
就離席站起來脫了衣服，拿一條手巾束腰。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喚醒起來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晚餐，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置放擺設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衣服； 並且 (他)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到於(它)布手巾 他/她/它那時(也是)朿緊帶子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約 13:5 ei=ta ba,llei u[dwr eivj to.n nipth/ra kai. h;rxato ni,ptein tou.j po,daj tw/n maqhtw/n kai. evkma,ssein tw/|
lenti,w| w-| h=n diezwsme,nojÅ
After that he poureth water into a bason, and began to wash the disciples' feet, and to wipe them with the towel
wherewith he was girded.
隨後把水倒在盆裏，就洗門徒的腳，並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乾。

其後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投擲 到於(它)水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盥洗盆，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 現要去持續清潔洗淨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腳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門徒， 並且 現要去持續擦乾 在對(它)那 在對(它)布手巾 在對(它)這個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現在已經被朿緊帶子了的註1。

註1：“(他)現在已經被朿緊帶子了的”文法上亦可以為“(他)現在已經讓自己朿緊帶子了的”。

約 13:6 e;rcetai ou=n pro.j Si,mwna Pe,tron\ le,gei auvtw/|( Ku,rie( su, mou ni,pteij tou.j po,dajÈ
Then cometh he to Simon Peter: and Peter saith unto him, Lord, dost thou wash my feet?
挨到西門彼得，彼得對他說：主阿，你洗我的腳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這樣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西門 到於(他)彼得；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阿,(他)主人， 你 從屬我 你現在持續清潔洗淨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腳？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這樣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西門 到於(他)彼得；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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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他)同一者 (他)在那裏的那個， 阿,(他)主人， 你 從屬我 你現在持續清潔洗淨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腳？

約 13:7 avpekri,qh VIhsou/j kai. ei=pen auvtw/|( }O evgw. poiw/ su. ouvk oi=daj a;rti( gnw,sh| de. meta. tau/taÅ
Jesus answered and said unto him, What I do thou knowest not now; but thou shalt know hereafter.
耶穌回答說：我所作的，你如今不知道，後來必明白。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註1
(他)耶穌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它)這個 我

我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你 不是/不 你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現今地； 你將要(持續)讓自己認識知道 然而也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註1：“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約 13:8 le,gei auvtw/| Pe,troj( Ouv mh. ni,yh|j mou tou.j po,daj eivj to.n aivw/naÅ avpekri,qh VIhsou/j auvtw/|( VEa.n mh. ni,yw
se( ouvk e;ceij me,roj metV evmou/Å
Peter saith unto him, Thou shalt never wash my feet. Jesus answered him, If I wash thee not, thou hast no part
with me.
彼得說：你永不可洗我的腳。耶穌說：我若不洗你，你就與我無分了。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彼得，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你那時(也是)應該清潔洗淨 從屬我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腳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世紀時代。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 (他)耶穌

在對(他)同一者， 但凡若是 不會/不要 我那時(也是)應該清潔洗淨 到於你， 不是/不 你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它)部分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我"。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彼得，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你那時(也是)應該清潔洗淨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腳 從屬我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世紀時代。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註1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但凡若是 不會/不要 我那時(也是)應該清潔洗淨 到於你， 不是/不 你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它)部分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我"。

註1：“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約 13:9 le,gei auvtw/| Si,mwn Pe,troj( Ku,rie( mh. tou.j po,daj mou mo,non avlla. kai. ta.j cei/raj kai. th.n kefalh,nÅ
Simon Peter saith unto him, Lord, not my feet only, but also my hands and my head.
西門彼得說：主阿，不但我的腳，連手和頭也要洗。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西門 (他)彼得， 阿,(他)主人， 不會/不要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腳

從屬我 僅有單獨地， 但乃是 並且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手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頭。

約 13:10 le,gei auvtw/| o` VIhsou/j( ~O leloume,noj ouvk e;cei crei,an eiv mh. tou.j po,daj ni,yasqai( avllV e;stin kaqaro.j
o[loj\ kai. ùmei/j kaqaroi, evste( avllV ouvci. pa,ntejÅ
Jesus saith to him, He that is washed needeth not save to wash his feet, but is clean every whit: and ye are
clean, but not all.
耶穌說：凡洗過澡的人，只要把腳一洗，全身就乾淨了；你們是乾淨的，然而不都是乾淨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他)那 (他)現在已經被洗滌淨身了的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需用， 若是 不會/不要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腳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清潔洗淨，

但乃是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乾淨純潔的 (他)整個全部的； 並且 你們 (他們)乾淨純潔的 你們現在持續是，

但乃是 真不是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他)那 (他)現在已經被洗滌淨身了的 不是/不 到於(她)需用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甚或/或而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腳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清潔洗淨， 但乃是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乾淨純潔的 (他)整個全部的； 並且 你們 (他們)乾淨純潔的 你們現在持續是， 但乃是

真不是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經文變異WH]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耶穌， (他)那 (他)現在已經被洗滌淨身了的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需用， 若是 不會/不要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腳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清潔洗淨， 但乃是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乾淨純潔的 (他)整個全部的； 並且 你們 (他們)乾淨純潔的 你們現在持續是， 但乃是

真不是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約 13:11 h;|dei ga.r to.n paradido,nta auvto,n\ dia. tou/to ei=pen o[ti Ouvci. pa,ntej kaqaroi, evsteÅ
For he knew who should betray him; therefore said he, Ye are not all clean.
耶穌原知道要賣他的是誰，所以說：你們不都是乾淨的。

他/她/它當時已經看見察覺 因為 到於(他)那 到於(他)現正持續交付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是這樣 真不是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乾淨純潔的

你們現在持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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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當時已經看見察覺 因為 到於(他)那 到於(他)現正持續交付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真不是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乾淨純潔的 你們現在持續是。

約 13:12 {Ote ou=n e;niyen tou.j po,daj auvtw/n Îkai.Ð e;laben ta. im̀a,tia auvtou/ kai. avne,pesen pa,lin( ei=pen auvtoi/j(
Ginw,skete ti, pepoi,hka ùmi/nÈ
So after he had washed their feet, and had taken his garments, and was set down again, he said unto them,
Know ye what I have done to you?
耶穌洗完了他們的腳，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對他們說：我向你們所作的，你們明白麼。

當這時地 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清潔洗淨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腳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拿取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衣服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靠後而坐

重新又再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你們現在持續認識知道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我現在已經行出作成 在對你們？
[經文變異RT]

當這時地 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清潔洗淨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腳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拿取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衣服 從屬(他)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靠後而坐了的 重新又再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你們現在持續認識知道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我現在已經行出作成

在對你們？

約 13:13 um̀ei/j fwnei/te, me ~O dida,skaloj kai. ~O ku,rioj( kai. kalw/j le,gete( eivmi. ga,rÅ
Ye call me Master and Lord: and ye say well; for so I am.
你們稱呼我夫子，稱呼我主，你們說的不錯；我本來是。

你們 你們現在持續出聲叫喚 到於我， (他)那 (他)老師 並且 (他)那 (他)主人； 並且 美好適當地

你們現在持續道說； 我現在持續是 因為。

約 13:14 eiv ou=n evgw. e;niya um̀w/n tou.j po,daj ò ku,rioj kai. ò dida,skaloj( kai. ùmei/j ovfei,lete avllh,lwn ni,ptein
tou.j po,daj\
If I then, your Lord and Master, have washed your feet; ye also ought to wash one another's feet.
我是你們的主，你們的夫子，尚且洗你們的腳，你們也當彼此洗腳。

若是 這樣 我 我那時(也是)清潔洗淨 從屬你們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腳 (他)那 (他)主人 並且 (他)那

(他)老師， 並且 你們 你們現在持續積欠負債 從屬(他們)彼此 現要去持續清潔洗淨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腳；

約 13:15 up̀o,deigma ga.r e;dwka ùmi/n i[na kaqw.j evgw. evpoi,hsa ùmi/n kai. ùmei/j poih/teÅ
For I have given you an example, that ye should do as I have done to you.
我給你們作了榜樣，叫你們照著我向你們所作的去作。

到於(它)典範隱喻 因為 我那時(也是)給與 在對你們， 為要 按照正如地 我 我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在對你們，

並且 你們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行出作成。

約 13:16 avmh.n avmh.n le,gw ùmi/n( ouvk e;stin dou/loj mei,zwn tou/ kuri,ou auvtou/ ouvde. avpo,stoloj mei,zwn tou/
pe,myantoj auvto,nÅ
Verily, verily, I say unto you, The servant is not greater than his lord; neither he that is sent greater than he that
sent him.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僕人不能大於主人，差人也不能大於差他的人。

阿們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奴僕 (他)更大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他)同一者； 然而也不是地 (他)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他)更大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那時(也是)差送打發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約 13:17 eiv tau/ta oi;date( maka,rioi, evste eva.n poih/te auvta,Å
If ye know these things, happy are ye if ye do them.
你們既知道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

若是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他們)蒙至高褔的 你們現在持續是， 但凡若是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行出作成 到於(它們)同一者。

約 13:18 ouv peri. pa,ntwn ùmw/n le,gw\ evgw. oi=da ti,naj evxelexa,mhn\ avllV i[na h` grafh. plhrwqh/|( ~O trw,gwn mou
to.n a;rton evph/ren evpV evme. th.n pte,rnan auvtou/Å
I speak not of you all: I know whom I have chosen: but that the scripture may be fulfilled, He that eateth bread
with me hath lifted up his heel against me.
我這話不是指著你們眾人說的；我知道我所揀選的是誰；現在要應驗經上的話，說：『同我喫飯的人，用腳踢我

。』

不是/不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你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我 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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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於(他們)任何什麼呢 我那時(也是)讓自己挑選； 但乃是 為要 (她)那 (她)經文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促使成充滿添足， (他)那 (他)現正持續吃了的 從屬我 到於(他)那 到於(他)麵餅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上面提起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我" 到於(她)那 到於(她)腳踵足跟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不是/不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你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我 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到於(他們)這些個 我那時(也是)讓自己挑選； 但乃是 為要 (她)那 (她)經文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促使成充滿添足， (他)那 (他)現正持續吃了的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我" 到於(他)那

到於(他)麵餅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上面提起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我" 到於(她)那 到於(她)腳踵足跟

從屬(他)同一者。

約 13:19 avpV a;rti le,gw ùmi/n pro. tou/ gene,sqai( i[na pisteu,shte o[tan ge,nhtai o[ti evgw, eivmiÅ
Now I tell you before it come, that, when it is come to pass, ye may believe that I am he.
如今事情還沒有成就，我要先告訴你們，叫你們到事情成就的時候，可以信我是基督。

從那裏離開 現今地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在前面 從屬(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生發成為， 為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置信信託， 但凡當這時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生發成為， 是這樣 我 我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從那裏離開 現今地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在前面 從屬(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生發成為， 為要，

但凡當這時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生發成為，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置信信託 是這樣 我 我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WH]

從那裏離開 現今地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在前面 從屬(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生發成為， 為要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置信信託， 但凡當這時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生發成為， 是這樣 我 我現在持續是。

約 13:20 avmh.n avmh.n le,gw ùmi/n( ò lamba,nwn a;n tina pe,myw evme. lamba,nei( ò de. evme. lamba,nwn lamba,nei to.n
pe,myanta, meÅ
Verily, verily, I say unto you, He that receiveth whomsoever I send receiveth me; and he that receiveth me
receiveth him that sent me.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

阿們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他)那 (他)現正持續拿取了的 但凡 到於(他)任何什麼

我那時(也是)應該差送打發， 到於"我" 他/她/它現在持續拿取； (他)那 然而也 到於"我" (他)現正持續拿取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拿取 到於(他)那 到於(他)那時(也是)差送打發了的 到於我。
[經文變異RT]

阿們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他)那 (他)現正持續拿取了的 但凡若是 到於(他)任何什麼

我那時(也是)應該差送打發， 到於"我" 他/她/它現在持續拿取； (他)那 然而也 到於"我" (他)現正持續拿取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拿取 到於(他)那 到於(他)那時(也是)差送打發了的 到於我。

約 13:21 Tau/ta eivpw.n ÎòÐ VIhsou/j evtara,cqh tw/| pneu,mati kai. evmartu,rhsen kai. ei=pen( VAmh.n avmh.n le,gw ùmi/n
o[ti ei-j evx ùmw/n paradw,sei meÅ
When Jesus had thus said, he was troubled in spirit, and testified, and said, Verily, verily, I say unto you, that
one of you shall betray me.
耶穌說了這話，心裏憂愁，就明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你們中間有一個人要賣我了。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發話言說了的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攪動擾亂 在對(它)那

在對(它)靈/風，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作見證人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阿們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是這樣 (他)一個 向外出來 從屬你們 他/她/它將要(持續)交付 到於我。
[經文變異WH]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發話言說了的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攪動擾亂 在對(它)那 在對(它)靈/風，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作見證人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阿們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是這樣 (他)一個 向外出來 從屬你們 他/她/它將要(持續)交付 到於我。

約 13:22 e;blepon eivj avllh,louj oi` maqhtai. avporou,menoi peri. ti,noj le,geiÅ
Then the disciples looked one on another, doubting of whom he spake.
門徒彼此對看，猜不透所說的是誰。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著眼觀看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彼此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成不知所措了的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著眼觀看 這樣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彼此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成不知所措了的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約 13:23 h=n avnakei,menoj ei-j evk tw/n maqhtw/n auvtou/ evn tw/| ko,lpw| tou/ VIhsou/( o]n hvga,pa ò VIhsou/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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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w there was leaning on Jesus' bosom one of his disciples, whom Jesus loved.
有一個門徒，是耶穌所愛的，側身挨近耶穌的懷裏。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靠躺坐席了的 (他)一個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胸腹懷灣 從屬(他)那 從屬(他)耶穌， 到於(他)這個 他/她/它當時持續愛

(他)那 (他)耶穌。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靠躺坐席了的 (他)一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胸腹懷灣 從屬(他)那 從屬(他)耶穌， 到於(他)這個 他/她/它當時持續愛

(他)那 (他)耶穌。

約 13:24 neu,ei ou=n tou,tw| Si,mwn Pe,troj puqe,sqai ti,j a'n ei;h peri. ou- le,geiÅ
Simon Peter therefore beckoned to him, that he should ask who it should be of whom he spake.
西門彼得點頭對他說：你告訴我們，主是指著誰說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點頭示意 這樣 在對(他)那同一者 (他)西門 (他)彼得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詢問查證 (他)任何什麼呢

但凡 他/她/它現在可以持續是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經文變異WH]

他/她/它現在持續點頭示意 這樣 在對(他)那同一者 (他)西門 (他)彼得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就要發話言說 (他)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約 13:25 avnapesw.n ou=n evkei/noj ou[twj evpi. to. sth/qoj tou/ VIhsou/ le,gei auvtw/|( Ku,rie( ti,j evstinÈ
He then lying on Jesus' breast saith unto him, Lord, who is it?
那門徒便就勢靠著耶穌的胸膛，問他說：主阿，是誰呢。

(他)那時(也是)靠後而坐了的 這樣 (他)在那裏的那個 那同一樣式地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那 到於(它)胸膛

從屬(他)那 從屬(他)耶穌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阿,(他)主人， (他)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他)那時(也是)落在其上了的 然而也 (他)在那裏的那個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那 到於(它)胸膛 從屬(他)那

從屬(他)耶穌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阿,(他)主人， (他)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WH]

(他)那時(也是)靠後而坐了的 (他)在那裏的那個 那同一樣式地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那 到於(它)胸膛 從屬(他)那

從屬(他)耶穌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阿,(他)主人， (他)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約 13:26 avpokri,netai ÎòÐ VIhsou/j( VEkei/no,j evstin w-| evgw. ba,yw to. ywmi,on kai. dw,sw auvtw/|Å ba,yaj ou=n to.
ywmi,on Îlamba,nei kai.Ð di,dwsin VIou,da| Si,mwnoj VIskariw,touÅ
Jesus answered, He it is, to whom I shall give a sop, when I have dipped it. And when he had dipped the sop,
he gave it to Judas Iscariot, the son of Simon.
耶穌回答說：我蘸一點餅給誰，就是誰。耶穌就蘸了一點餅，遞給加略人西門的兒子猶大。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生應對回答 (他)那 (他)耶穌， (他)在那裏的那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對(他)這個 我

我將要(持續)蘸浸 到於(它)那 到於(它)搓開之小量餅屑， 並且 我將要(持續)給與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蘸浸了的 這樣 到於(它)那 到於(它)搓開之小量餅屑 他/她/它現在持續拿取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給與

在對(他)猶大 從屬(他)西門 從屬(他)加略人。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生應對回答 (他)那 (他)耶穌， (他)在那裏的那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對(他)這個 我

(他)那時(也是)蘸浸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搓開之小量餅屑 我將要(持續)交給， 並且 (他)那時(也是)在內蘸浸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搓開之小量餅屑 他/她/它現在持續給與 在對(他)猶大 從屬(他)西門 從屬(他)加略人。
[經文變異WH]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生應對回答 這樣 (他)那 (他)耶穌， (他)在那裏的那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對(他)這個

我 我將要(持續)蘸浸 到於(它)那 到於(它)搓開之小量餅屑， 並且 我將要(持續)給與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蘸浸了的 這樣 到於(它)那 到於(它)搓開之小量餅屑 他/她/它現在持續拿取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給與

在對(他)猶大 從屬(他)西門 從屬(他)加略人。

約 13:27 kai. meta. to. ywmi,on to,te eivsh/lqen eivj evkei/non ò Satana/jÅ le,gei ou=n auvtw/| ò VIhsou/j( }O poiei/j
poi,hson ta,cionÅ
And after the sop Satan entered into him. Then said Jesus unto him, That thou doest, do quickly.
他喫了以後，撒但就入了他的心。耶穌便對他說：你所作的快作罷。

並且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它)那 到於(它)搓開之小量餅屑 當那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他)在那裏的那個 (他)那 (他)撒但。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這樣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到於(它)這個 你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你那時(也是)就要行出作成 更迅速快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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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變異WH]

並且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它)那 到於(它)搓開之小量餅屑 當那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他)在那裏的那個 (他)那 (他)撒但。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這樣 在對(他)同一者 (他)耶穌，

到於(它)這個 你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你那時(也是)就要行出作成 更迅速快捷地。

約 13:28 tou/to Îde.Ð ouvdei.j e;gnw tw/n avnakeime,nwn pro.j ti, ei=pen auvtw/|\
Now no man at the table knew for what intent he spake this unto him.
同席的人，沒有一個知道是為甚麼對他說這話。

到於(它)那同一者 然而也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認識知道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靠躺坐席了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約 13:29 tine.j ga.r evdo,koun( evpei. to. glwsso,komon ei=cen VIou,daj( o[ti le,gei auvtw/| ÎòÐ VIhsou/j( VAgo,rason w-n
crei,an e;comen eivj th.n eòrth,n( h' toi/j ptwcoi/j i[na ti dw/|Å
For some of them thought, because Judas had the bag, that Jesus had said unto him, Buy those things that we
have need of against the feast; or, that he should give something to the poor.
有人因猶大帶著錢囊，以為耶穌是對他說：你去買我們過節所應用的東西；或是叫他拿甚麼賙濟窮人。

(他們)任何什麼 因為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設想認為對， 在其上 到於(它)那 到於(它)錢盒 他/她/它當時持續持有

(他)猶大， 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你那時(也是)就要購買 從屬(它們)這些個

到於(她)需用 我們現在持續持有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節期； 甚或/或而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貧苦窮困的 為要 到於(它)任何什麼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給與。
[經文變異RT]

(他們)任何什麼 因為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設想認為對， 在其上 到於(它)那 到於(它)錢盒 他/她/它當時持續持有 (他)那

(他)猶大， 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你那時(也是)就要購買 從屬(它們)這些個

到於(她)需用 我們現在持續持有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節期； 甚或/或而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貧苦窮困的 為要 到於(它)任何什麼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給與。
[經文變異WH]

(他們)任何什麼 因為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設想認為對， 在其上 到於(它)那 到於(它)錢盒 他/她/它當時持續持有

(他)猶大， 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耶穌， 你那時(也是)就要購買 從屬(它們)這些個

到於(她)需用 我們現在持續持有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節期； 甚或/或而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貧苦窮困的 為要 到於(它)任何什麼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給與。

約 13:30 labw.n ou=n to. ywmi,on evkei/noj evxh/lqen euvqu,jÅ h=n de. nu,xÅ
He then having received the sop went immediately out: and it was night.
猶大受了那點餅，立刻就出去；那時候是夜間了。

(他)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這樣 到於(它)那 到於(它)搓開之小量餅屑 (他)在那裏的那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平直直接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她)夜晚。
[經文變異RT]

(他)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這樣 到於(它)那 到於(它)搓開之小量餅屑 (他)在那裏的那個 平直直接地[同#2117]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她)夜晚。

約 13:31 {Ote ou=n evxh/lqen( le,gei VIhsou/j( Nu/n evdoxa,sqh ò uiò.j tou/ avnqrw,pou( kai. ò qeo.j evdoxa,sqh evn auvtw/|\
Therefore, when he was gone out, Jesus said, Now is the Son of man glorified, and God is glorified in him.
他既出去，耶穌就說：如今人子得了榮耀，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榮耀。

當這時地 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他)耶穌， 現在此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歸榮耀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並且 (他)那 (他)神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歸榮耀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當這時地 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他)那 (他)耶穌， 現在此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歸榮耀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並且 (他)那 (他)神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歸榮耀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約 13:32 Îeiv ò qeo.j evdoxa,sqh evn auvtw/|(Ð kai. ò qeo.j doxa,sei auvto.n evn auvtw/|( kai. euvqu.j doxa,sei auvto,nÅ
If God be glorified in him, God shall also glorify him in himself, and shall straightway glorify him.
神要因自己榮耀人子，並且要快快的榮耀他。

若是 (他)那 (他)神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歸榮耀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並且 (他)那 (他)神 他/她/它將要(持續)歸榮耀

到於(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並且 平直直接地 他/她/它將要(持續)歸榮耀 到於(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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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 (他)那 (他)神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歸榮耀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並且 (他)那 (他)神 他/她/它將要(持續)歸榮耀

到於(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自己， 並且 平直直接地 他/她/它將要(持續)歸榮耀 到於(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WH]

並且 (他)那 (他)神 他/她/它將要(持續)歸榮耀 到於(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並且 平直直接地

他/她/它將要(持續)歸榮耀 到於(他)同一者。

約 13:33 tekni,a( e;ti mikro.n meqV ùmw/n eivmi\ zhth,sete, me( kai. kaqw.j ei=pon toi/j VIoudai,oij o[ti {Opou evgw.
up̀a,gw ùmei/j ouv du,nasqe evlqei/n( kai. ùmi/n le,gw a;rtiÅ
Little children, yet a little while I am with you. Ye shall seek me: and as I said unto the Jews, Whither I go, ye
cannot come; so now I say to you.
小子們，我還有不多的時候，與你們同在；後來你們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們不能到；這話我曾對猶太人

說過，如今也照樣對你們說。

阿,(它們)小孩子， 依然仍舊地 到於(它)一點點的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你們 我現在持續是。

你們將要(持續)探索尋求 到於我； 並且 按照正如地 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猶太人的，

是這樣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我 我現在持續退開去， 你們 不是/不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那時(也是)要去到來前往； 並且 在對你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現今地。
[經文變異RT]

阿,(它們)小孩子， 依然仍舊地 到於(它)一點點的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你們 我現在持續是。

你們將要(持續)探索尋求 到於我； 並且 按照正如地 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猶太人的，

是這樣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我現在持續退開去 我， 你們 不是/不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那時(也是)要去到來前往； 並且 在對你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現今地。

約 13:34 evntolh.n kainh.n di,dwmi ùmi/n( i[na avgapa/te avllh,louj( kaqw.j hvga,phsa ùma/j i[na kai. um̀ei/j avgapa/te
avllh,loujÅ
A new commandment I give unto you, That ye love one another; as I have loved you, that ye also love one
another.
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相愛。

到於(她)誡律命令 到於(她)嶄新的 我現在持續給與 在對你們， 為要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愛註1
到於(他們)彼此；

按照正如地 我那時(也是)愛 到於你們， 為要 並且 你們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愛註1
到於(他們)彼此。

註1：“你們現在應該持續愛”文法上亦可以為“你們現在就要持續愛”。

約 13:35 evn tou,tw| gnw,sontai pa,ntej o[ti evmoi. maqhtai, evste( eva.n avga,phn e;chte evn avllh,loijÅ
By this shall all men know that ye are my disciples, if ye have love one to another.
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

在內 在對(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認識知道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是這樣 在對"我" (他們)門徒

你們現在持續是， 但凡若是 到於(她)愛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持有 在內 在對(他們)彼此。

約 13:36 Le,gei auvtw/| Si,mwn Pe,troj( Ku,rie( pou/ ùpa,geijÈ avpekri,qh Îauvtw/|Ð VIhsou/j( {Opou up̀a,gw ouv du,nasai,
moi nu/n avkolouqh/sai( avkolouqh,seij de. u[steronÅ
Simon Peter said unto him, Lord, whither goest thou? Jesus answered him, Whither I go, thou canst not follow
me now; but thou shalt follow me afterwards.
西門彼得問耶穌說：主往那裏去。耶穌回答說：我所去的地方，你現在不能跟我去；後來卻要跟我去；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西門 (他)彼得， 阿,(他)主人， 從屬某個什麼地方呢 你現在持續退開去？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 在對(他)同一者 (他)耶穌，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我現在持續退開去， 不是/不

你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在對我 現在此時地 那時(也是)要去跟隨； 你將要(持續)跟隨 然而也 稍遲隨後地。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西門 (他)彼得， 阿,(他)主人， 從屬某個什麼地方呢 你現在持續退開去？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註1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我現在持續退開去，

不是/不 你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在對我 現在此時地 那時(也是)要去跟隨； 稍遲隨後地 然而也

你將要(持續)跟隨 在對我。

註1：“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經文變異WH]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西門 (他)彼得， 阿,(他)主人， 從屬某個什麼地方呢 你現在持續退開去？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 (他)耶穌，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我現在持續退開去， 不是/不

你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在對我 現在此時地 那時(也是)要去跟隨； 你將要(持續)跟隨 然而也 稍遲隨後地。

約 13:37 le,gei auvtw/| o` Pe,troj( Ku,rie( dia. ti, ouv du,namai, soi avkolouqh/sai a;rtiÈ th.n yuch,n mou up̀e.r sou/
qh,sw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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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 said unto him, Lord, why cannot I follow thee now? I will lay down my life for thy sake.
彼得說：主阿，我為甚麼現在不能跟你去；我願意為你捨命。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彼得， 阿,(他)主人，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在對你 那時(也是)要去跟隨 現今地？ 到於(她)那 到於(她)生魂意念 從屬我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你 我將要(持續)置放擺設。
[經文變異WH]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彼得， 阿,(他)主人，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在對你 現要去持續跟隨 現今地？ 到於(她)那 到於(她)生魂意念 從屬我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你 我將要(持續)置放擺設。

約 13:38 avpokri,netai VIhsou/j( Th.n yuch,n sou ùpe.r evmou/ qh,seijÈ avmh.n avmh.n le,gw soi( ouv mh. avle,ktwr fwnh,sh|
e[wj ou- avrnh,sh| me tri,jÅ
Jesus answered him, Wilt thou lay down thy life for my sake? Verily, verily, I say unto thee, The cock shall not
crow, till thou hast denied me thrice.
耶穌說：你願意為我捨命麼；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雞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認我。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生應對回答 (他)耶穌， 到於(她)那 到於(她)生魂意念 從屬你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我" 你將要(持續)置放擺設？ 阿們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他)公雞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出聲叫喚， 一直直到 從屬(它)這個 你將要(持續)讓自己否認拒絕 到於我 三次地。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註1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到於(她)那 到於(她)生魂意念 從屬你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我" 你將要(持續)置放擺設？ 阿們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他)公雞 他/她/它將要(持續)出聲叫喚， 一直直到 從屬(它)這個 你將要(持續)讓自己完全否認拒絕 到於我

三次地。

註1：“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經文變異MT]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到於(她)那 到於(她)生魂意念 從屬你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我" 你將要(持續)置放擺設？ 阿們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他)公雞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出聲叫喚， 一直直到 從屬(它)這個 你將要(持續)讓自己完全否認拒絕

到於我 三次地。

約 14:1 Mh. tarasse,sqw ùmw/n h` kardi,a\ pisteu,ete eivj to.n qeo.n kai. eivj evme. pisteu,eteÅ
Let not your heart be troubled: ye believe in God, believe also in me.
你們心裏不要憂愁；你們信神，也當信我。

不會/不要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被攪動擾亂 從屬你們 (她)那 (她)內心；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置信信託註1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並且 向內進入 到於"我"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置信信託註1。

註1：“你們現在就要持續置信信託”文法上亦可以為“你們現在持續置信信託”。

約 14:2 evn th/| oivki,a| tou/ patro,j mou monai. pollai, eivsin\ eiv de. mh,( ei=pon a'n ùmi/n o[ti poreu,omai ètoima,sai
to,pon ùmi/nÈ
In my Father's house are many mansions: if it were not so, I would have told you. I go to prepare a place for
you.
在我父的家裏，有許多住處；若是沒有，我就早已告訴你們了；我去原是為你們預備地方去。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住屋家庭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從屬我 (她們)停留住所 (她們)許多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若是 然而也 不會/不要， 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但凡 在對你們； 是這樣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那時(也是)要去使成妥切齊備 到於(他)地點處所 在對你們。
[不同標點]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住屋家庭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從屬我 (她們)停留住所 (她們)許多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若是 然而也 不會/不要， 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但凡 在對你們， 是這樣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那時(也是)要去使成妥切齊備 到於(他)地點處所 在對你們？
[經文變異RT]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住屋家庭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從屬我 (她們)停留住所 (她們)許多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若是 然而也 不會/不要， 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但凡 在對你們；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那時(也是)要去使成妥切齊備 到於(他)地點處所 在對你們。

約 14:3 kai. eva.n poreuqw/ kai. et̀oima,sw to,pon ùmi/n( pa,lin e;rcomai kai. paralh,myomai ùma/j pro.j evmauto,n( i[na
o[pou eivmi. evgw. kai. um̀ei/j h=te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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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if I go and prepare a place for you, I will come again, and receive you unto myself; that where I am, there ye
may be also.
我若去為你們預備了地方，就必再來接你們到我那裏去；我在那裏，叫你們也在那裏。

並且 但凡若是 我那時(也是)應該被行去 並且 我那時(也是)應該使成妥切齊備 到於(他)地點處所 在對你們，

重新又再地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並且 我將要(持續)讓自己拿取在旁邊 到於你們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我自己； 為要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我現在持續是 我， 並且 你們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並且 但凡若是 我那時(也是)應該被行去 並且 我那時(也是)應該使成妥切齊備 在對你們 到於(他)地點處所，

重新又再地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並且 我將要(持續)讓自己拿取在旁邊 到於你們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我自己； 為要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我現在持續是 我， 並且 你們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是。

約 14:4 kai. o[pou Îevgw.Ð ùpa,gw oi;date th.n òdo,nÅ
And whither I go ye know, and the way ye know.
我往那裏去，你們知道；那條路，你們也知道。〔有古卷作我往那裏去你們知道那條路〕

並且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我 我現在持續退開去，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到於(她)那 到於(她)道路途徑。
[經文變異RT]

並且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我 我現在持續退開去，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道路途徑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約 14:5 Le,gei auvtw/| Qwma/j( Ku,rie( ouvk oi;damen pou/ ùpa,geij\ pw/j duna,meqa th.n òdo.n eivde,naiÈ
Thomas saith unto him, Lord, we know not whither thou goest; and how can we know the way?
多馬對他說：主阿，我們不知道你往那裏去，怎麼知道那條路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多馬， 阿,(他)主人， 不是/不 我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從屬某個什麼地方呢 你現在持續退開去， 怎樣如何地呢 我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到於(她)那

到於(她)道路途徑 現已經去看見察覺？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多馬， 阿,(他)主人， 不是/不 我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從屬某個什麼地方呢 你現在持續退開去， 並且 怎樣如何地呢 我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到於(她)那

到於(她)道路途徑 現已經去看見察覺？
[經文變異WH]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多馬， 阿,(他)主人， 不是/不 我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從屬某個什麼地方呢 你現在持續退開去， 怎樣如何地呢 我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到於(她)那 到於(她)道路途徑？

約 14:6 le,gei auvtw/| ÎòÐ VIhsou/j( VEgw, eivmi h̀ od̀o.j kai. h` avlh,qeia kai. h̀ zwh,\ ouvdei.j e;rcetai pro.j to.n pate,ra eiv
mh. diV evmou/Å
Jesus saith unto him, I am the way, the truth, and the life: no man cometh unto the Father, but by me.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我 我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道路途徑 並且 (她)那

(她)真情實理 並且 (她)那 (她)生命；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若是 不會/不要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我"。
[經文變異WH]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耶穌， 我 我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道路途徑 並且 (她)那 (她)真情實理

並且 (她)那 (她)生命；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若是 不會/不要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我"。

約 14:7 eiv evgnw,kate, me( kai. to.n pate,ra mou gnw,sesqe\ kai. avpV a;rti ginw,skete auvto.n kai. eẁra,kate auvto,nÅ
If ye had known me, ye should have known my Father also: and from henceforth ye know him, and have seen
him.
你們若認識我，也就認識我的父；從今以後，你們認識他，並且已經看見他。

若是 你們現在已經認識知道 到於我，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從屬我 你們將要(持續)讓自己認識知道； 並且

從那裏離開 現今地 你們現在持續認識知道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清楚 到於(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若是 你們當時已經認識知道 到於我，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從屬我 你們當時已經認識知道 但凡； 並且

從那裏離開 現今地 你們現在持續認識知道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清楚 到於(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WH]

若是 你們當時已經認識知道 到於我，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從屬我 但凡 你們當時已經看見察覺；

從那裏離開 現今地 你們現在持續認識知道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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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14:8 le,gei auvtw/| Fi,lippoj( Ku,rie( dei/xon hm̀i/n to.n pate,ra( kai. avrkei/ hm̀i/nÅ
Philip saith unto him, Lord, shew us the Father, and it sufficeth us.
腓力對他說：求主將父顯給我們看，我們就知足了。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腓利， 阿,(他)主人， 你那時(也是)就要顯示展現 在對我們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捍衛滿足 在對我們。

約 14:9 le,gei auvtw/| ò VIhsou/j( Tosou,tw| cro,nw| meqV ùmw/n eivmi kai. ouvk e;gnwka,j me( Fi,lippeÈ ò eẁrakw.j evme.
eẁ,raken to.n pate,ra\ pw/j su. le,geij( Dei/xon hm̀i/n to.n pate,raÈ
Jesus saith unto him, Have I been so long time with you, and yet hast thou not known me, Philip? he that hath
seen me hath seen the Father; and how sayest thou then, Shew us the Father?
耶穌對他說：腓力，我與你們同在這樣長久，你還不認識我麼。人看見了我，就是看見了父；你怎麼說：將父顯

給我們看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在對(他)那這麼樣大/那這麼樣多 在對(他)時段期間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你們 我現在持續是， 並且 不是/不 你現在已經認識知道 到於我， 阿,(他)腓利？ (他)那

(他)現在已經看見清楚了的 到於"我" 他/她/它現在已經看見清楚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怎樣如何地呢 你

你現在持續道說， 你那時(也是)就要顯示展現 在對我們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到於(他)那這麼樣大/那這麼樣多 到於(他)時段期間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你們 我現在持續是， 並且 不是/不 你現在已經認識知道 到於我， 阿,(他)腓利？ (他)那

(他)現在已經看見清楚了的 到於"我" 他/她/它現在已經看見清楚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並且 怎樣如何地呢 你

你現在持續道說， 你那時(也是)就要顯示展現 在對我們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經文變異WH]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到於(他)那這麼樣大/那這麼樣多 到於(他)時段期間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你們 我現在持續是， 並且 不是/不 你現在已經認識知道 到於我， 阿,(他)腓利？ (他)那

(他)現在已經看見清楚了的 到於"我" 他/她/它現在已經看見清楚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怎樣如何地呢 你

你現在持續道說， 你那時(也是)就要顯示展現 在對我們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約 14:10 ouv pisteu,eij o[ti evgw. evn tw/| patri. kai. ò path.r evn evmoi, evstinÈ ta. rh̀,mata a] evgw. le,gw ùmi/n avpV
evmautou/ ouv lalw/( ò de. path.r evn evmoi. me,nwn poiei/ ta. e;rga auvtou/Å
Believest thou not that I am in the Father, and the Father in me? the words that I speak unto you I speak not of
myself: but the Father that dwelleth in me, he doeth the works.
我在父裏面，父在我裏面，你不信麼。我對你們所說的話，不是憑著自己說的，乃是住在我裏面的父作他自己的

事。

豈非呢 你現在持續置信信託 是這樣 我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父親， 並且 (他)那 (他)父親 在內 在對"我"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所發表言說 到於(它們)這些個 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我自己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發言講說； (他)那 然而也 (他)父親 在內 在對"我"

(他)現正持續停留持守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工作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豈非呢 你現在持續置信信託 是這樣 我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父親， 並且 (他)那 (他)父親 在內 在對"我"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所發表言說 到於(它們)這些個 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我自己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發言講說； (他)那 然而也 (他)父親 (他)那 在內 在對"我"

(他)現正持續停留持守了的， (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工作 。

約 14:11 pisteu,ete, moi o[ti evgw. evn tw/| patri. kai. ò path.r evn evmoi,\ eiv de. mh,( dia. ta. e;rga auvta. pisteu,eteÅ
Believe me that I am in the Father, and the Father in me: or else believe me for the very works' sake.
你們當信我，我在父裏面，父在我裏面；即或不信，也當因我所作的事信我。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置信信託 在對我 是這樣 我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父親， 並且 (他)那 (他)父親 在內

在對"我"； 若是 然而也 不會/不要，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工作 到於(它們)同一者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置信信託。
[經文變異RT]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置信信託 在對我 是這樣 我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父親， 並且 (他)那 (他)父親 在內

在對"我"； 若是 然而也 不會/不要，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工作 到於(它們)同一者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置信信託 在對我。

約 14:12 avmh.n avmh.n le,gw ùmi/n( ò pisteu,wn eivj evme. ta. e;rga a] evgw. poiw/ kavkei/noj poih,sei kai. mei,zona tou,twn
poih,sei( o[ti evgw. pro.j to.n pate,ra poreu,omai\
Verily, verily, I say unto you, He that believeth on me, the works that I do shall he do also; and greater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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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 these shall he do; because I go unto my Father.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我所作的事，信我的人也要作；並且要作比這更大的事；因為我往父那裏去。

阿們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他)那 (他)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我"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工作 到於(它們)這些個 我 我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他)且在那裏的那個 他/她/它將要(持續)行出作成；

並且 到於(它們)更大的 從屬(它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行出作成， 是這樣 我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經文變異RT]

阿們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他)那 (他)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我"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工作 到於(它們)這些個 我 我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他)且在那裏的那個 他/她/它將要(持續)行出作成；

並且 到於(它們)更大的 從屬(它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行出作成， 是這樣 我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從屬我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約 14:13 kai. o[ ti a'n aivth,shte evn tw/| ovno,mati, mou tou/to poih,sw( i[na doxasqh/| ò path.r evn tw/| uiẁ/|\
And whatsoever ye shall ask in my name, that will I do, that the Father may be glorified in the Son.
你們奉我的名，無論求甚麼，我必成就，叫父因兒子得榮耀。

並且 到於(它)這個 到於(它)任何什麼 但凡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索問要求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名字 從屬我，

到於(它)那同一者 我將要(持續)行出作成，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歸榮耀 (他)那 (他)父親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兒子；

約 14:14 eva,n ti aivth,shte, me evn tw/| ovno,mati, mou evgw. poih,swÅ
If ye shall ask any thing in my name, I will do it.
你們若奉我的名求甚麼，我必成就。

但凡若是 到於(它)任何什麼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索問要求 到於我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名字 從屬我， 我

我將要(持續)行出作成。
[經文變異RT]

但凡若是 到於(它)任何什麼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索問要求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名字 從屬我， 我

我將要(持續)行出作成。
[經文變異WH]

但凡若是 到於(它)任何什麼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索問要求 到於我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名字 從屬我，

到於(它)那同一者 我將要(持續)行出作成。

約 14:15 VEa.n avgapa/te, me( ta.j evntola.j ta.j evma.j thrh,sete\
If ye love me, keep my commandments.
你們若愛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但凡若是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愛 到於我，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誡律命令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我之物

你們將要(持續)行看護守衛；
[經文變異RT]

但凡若是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愛 到於我，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誡律命令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我之物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行看護守衛；

約 14:16 kavgw. evrwth,sw to.n pate,ra kai. a;llon para,klhton dw,sei ùmi/n( i[na meqV um̀w/n eivj to.n aivw/na h=|(
And I will pray the Father, and he shall give you another Comforter, that he may abide with you for ever;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賜給你們一位保惠師，〔或作訓慰師下同〕叫他永遠與你們同在，

並且我 我將要(持續)查詢求問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並且 到於(他)另外不同的 到於(他)勸勉請求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給與 在對你們， 為要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你們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世紀時代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並且 我 我將要(持續)查詢求問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並且 到於(他)另外不同的 到於(他)勸勉請求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給與 在對你們， 為要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停留持守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你們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世紀時代，
[經文變異WH]

並且我 我將要(持續)查詢求問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並且 到於(他)另外不同的 到於(他)勸勉請求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給與 在對你們， 為要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是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你們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世紀時代，

約 14:17 to. pneu/ma th/j avlhqei,aj( o] ò ko,smoj ouv du,natai labei/n( o[ti ouv qewrei/ auvto. ouvde. ginw,skei\ ùmei/j
ginw,skete auvto,( o[ti parV ùmi/n me,nei kai. evn ùmi/n e;staiÅ
Even the Spirit of truth; whom the world cannot receive, because it seeth him not, neither knoweth him: but 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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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 him; for he dwelleth with you, and shall be in you.
就是真理的聖靈，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為不見他，也不認識他；你們卻認識他；因他常與你們同在，也要在你

們裏面。

到於(它)那 到於(它)靈/風 從屬(她)那 從屬(她)真情實理； 到於(它)這個 (他)那 (他)美容妝束/世界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那時(也是)要去拿取， 是這樣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行定睛觀看

到於(它)同一者， 然而也不是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認識知道； 你們 你們現在持續認識知道 到於(它)同一者；

是這樣 <在旁邊>在旁邊 在對你們 他/她/它現在持續停留持守， 並且 在內 在對你們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到於(它)那 到於(它)靈/風 從屬(她)那 從屬(她)真情實理； 到於(它)這個 (他)那 (他)美容妝束/世界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那時(也是)要去拿取， 是這樣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行定睛觀看

到於(它)同一者， 然而也不是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認識知道 到於(它)同一者； 你們 然而也 你們現在持續認識知道

到於(它)同一者； 是這樣 <在旁邊>在旁邊 在對你們 他/她/它現在持續停留持守， 並且 在內 在對你們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經文變異WH]

到於(它)那 到於(它)靈/風 從屬(她)那 從屬(她)真情實理； 到於(它)這個 (他)那 (他)美容妝束/世界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那時(也是)要去拿取， 是這樣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行定睛觀看

到於(它)同一者， 然而也不是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認識知道； 你們 你們現在持續認識知道 到於(它)同一者；

是這樣 <在旁邊>在旁邊 在對你們 他/她/它現在持續停留持守， 並且 在內 在對你們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約 14:18 Ouvk avfh,sw ùma/j ovrfanou,j( e;rcomai pro.j um̀a/jÅ
I will not leave you comfortless: I will come to you.
我不撇下你們為孤兒，我必到你們這裏來。

不是/不 我將要(持續)任憑釋放離開 到於你們 到於(他們)失親孤兒的；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約 14:19 e;ti mikro.n kai. ò ko,smoj me ouvke,ti qewrei/( ùmei/j de. qewrei/te, me( o[ti evgw. zw/ kai. ùmei/j zh,seteÅ
Yet a little while, and the world seeth me no more; but ye see me: because I live, ye shall live also.
還有不多的時候，世人不再看見我；你們卻看見我；因為我活著，你們也要活著。

依然仍舊地 到於(它)一點點的， 並且 (他)那 (他)美容妝束/世界 到於我 不再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行定睛觀看；

你們 然而也 你們現在持續行定睛觀看 到於我； 是這樣 我 我現在持續活， 並且 你們 你們將要(持續)活。
[不同標點]

依然仍舊地 到於(它)一點點的， 並且 (他)那 (他)美容妝束/世界 到於我 不再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行定睛觀看；

你們 然而也 你們現在持續行定睛觀看 到於我， 是這樣 我 我現在持續活； 並且 你們 你們將要(持續)活。
[經文變異RT]

依然仍舊地 到於(它)一點點的， 並且 (他)那 (他)美容妝束/世界 到於我 不是/不 依然仍舊地註1

他/她/它現在持續行定睛觀看； 你們 然而也 你們現在持續行定睛觀看 到於我； 是這樣 我 我現在持續活， 並且

你們 你們將要(持續)讓自己活。

註1：“不再地”字形上亦可以為“不是/不 依然仍舊地”。

約 14:20 evn evkei,nh| th/| h̀me,ra| gnw,sesqe ùmei/j o[ti evgw. evn tw/| patri, mou kai. ùmei/j evn evmoi. kavgw. evn ùmi/nÅ
At that day ye shall know that I am in my Father, and ye in me, and I in you.
到那日你們就知道我在父裏面，你們在我裏面，我也在你們裏面。

在內 在對(她)在那裏的那個 在對(她)那 在對(她)日子/白日 你們將要(持續)讓自己認識知道 你們 是這樣 我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父親 從屬我， 並且 你們 在內 在對"我"， 並且我 在內 在對你們。
[經文變異WH]

在內 在對(她)在那裏的那個 在對(她)那 在對(她)日子/白日 你們 你們將要(持續)讓自己認識知道 是這樣 我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父親 從屬我， 並且 你們 在內 在對"我"， 並且我 在內 在對你們。

約 14:21 ò e;cwn ta.j evntola,j mou kai. thrw/n auvta.j evkei/no,j evstin ò avgapw/n me\ ò de. avgapw/n me avgaphqh,setai
up̀o. tou/ patro,j mou( kavgw. avgaph,sw auvto.n kai. evmfani,sw auvtw/| evmauto,nÅ
He that hath my commandments, and keepeth them, he it is that loveth me: and he that loveth me shall be loved
of my Father, and I will love him, and will manifest myself to him.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這人就是愛我的；愛我的必蒙我父愛他，我也要愛他，並且要向他顯現。

(他)那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誡律命令 從屬我 並且 (他)現正持續行看護守衛了的

到於(她們)同一者， (他)在那裏的那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現正持續愛了的 到於我； (他)那 然而也

(他)現正持續愛了的 到於我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愛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從屬我， 並且我

我將要(持續)愛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我將要(持續)使為在內促為照亮顯明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他)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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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變異RT]

(他)那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誡律命令 從屬我 並且 (他)現正持續行看護守衛了的

到於(她們)同一者， (他)在那裏的那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現正持續愛了的 到於我； (他)那 然而也

(他)現正持續愛了的 到於我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愛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從屬我， 並且 我

我將要(持續)愛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我將要(持續)使為在內促為照亮顯明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他)我自己。

約 14:22 Le,gei auvtw/| VIou,daj( ouvc ò VIskariw,thj( Ku,rie( Îkai.Ð ti, ge,gonen o[ti h̀mi/n me,lleij evmfani,zein seauto.n
kai. ouvci. tw/| ko,smw|È
Judas saith unto him, not Iscariot, Lord, how is it that thou wilt manifest thyself unto us, and not unto the world?
猶大（不是加略人猶大）問耶穌說：主阿，為甚麼要向我們顯現，不向世人顯現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猶大， 不是/不 (他)那 (他)加略人， 阿,(他)主人， 並且 (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已經生發成為 是這樣 在對我們 你現在持續準備快要 現要去持續使為在內促為照亮顯明

到於(他)你自己， 並且 真不是 在對(他)那 在對(他)美容妝束/世界？
[經文變異RT][經文變異WH]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猶大， 不是/不 (他)那 (他)加略人， 阿,(他)主人， (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已經生發成為 是這樣 在對我們 你現在持續準備快要 現要去持續使為在內促為照亮顯明

到於(他)你自己， 並且 真不是 在對(他)那 在對(他)美容妝束/世界？

約 14:23 avpekri,qh VIhsou/j kai. ei=pen auvtw/|( VEa,n tij avgapa/| me to.n lo,gon mou thrh,sei( kai. ò path,r mou
avgaph,sei auvto.n kai. pro.j auvto.n evleuso,meqa kai. monh.n parV auvtw/| poihso,meqaÅ
Jesus answered and said unto him, If a man love me, he will keep my words: and my Father will love him, and
we will come unto him, and make our abode with him.
耶穌回答說：人若愛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愛他，並且我們要到他那裏去，與他同住。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 (他)耶穌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但凡若是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愛 到於我，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我

他/她/它將要(持續)行看護守衛； 並且 (他)那 (他)父親 從屬我 他/她/它將要(持續)愛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我們將要(持續)讓自己到來前往， 並且 到於(她)停留住所 <在旁邊>在旁邊

在對(他)同一者 我們將要(持續)讓自己行出作成。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註1
(他)那 (他)耶穌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但凡若是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愛 到於我，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我

他/她/它將要(持續)行看護守衛； 並且 (他)那 (他)父親 從屬我 他/她/它將要(持續)愛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我們將要(持續)讓自己到來前往， 並且 到於(她)停留住所 <在旁邊>在旁邊

在對(他)同一者 我們將要(持續)行出作成。

註1：“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約 14:24 ò mh. avgapw/n me tou.j lo,gouj mou ouv threi/\ kai. ò lo,goj o]n avkou,ete ouvk e;stin evmo.j avlla. tou/
pe,myanto,j me patro,jÅ
He that loveth me not keepeth not my sayings: and the word which ye hear is not mine, but the Father's which
sent me.
不愛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們所聽見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來之父的道。

(他)那 不會/不要 (他)現正持續愛了的 到於我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我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行看護守衛； 並且 (他)那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到於(他)這個 你們現在持續聲聞耳聽，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我之物， 但乃是 從屬(他)那 從屬(他)那時(也是)差送打發了的 到於我 從屬(他)父親。

約 14:25 Tau/ta lela,lhka ùmi/n parV ùmi/n me,nwn\
These things have I spoken unto you, being yet present with you.
我還與你們同住的時候，已將這些話對你們說了。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我現在已經發言講說 在對你們， <在旁邊>在旁邊 在對你們 (他)現正持續停留持守了的；

約 14:26 ò de. para,klhtoj( to. pneu/ma to. a[gion( o] pe,myei ò path.r evn tw/| ovno,mati, mou( evkei/noj ùma/j dida,xei
pa,nta kai. ùpomnh,sei ùma/j pa,nta a] ei=pon ùmi/n Îevgw,ÐÅ
But the Comforter, which is the Holy Ghost, whom the Father will send in my name, he shall teach you all things,
and bring all things to your remembrance, whatsoever I have said unto you.
但保惠師，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來的聖靈，他要將一切的事，指教你們，並且要叫你們想起我對你們所說的一

切話。

(他)那 然而也 (他)勸勉請求者， (它)那 (它)靈/風 (它)那 (它)聖的， 到於(它)這個 他/她/它將要(持續)差送打發

(他)那 (他)父親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名字 從屬我， (他)在那裏的那個 到於你們 他/她/它將要(持續)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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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在底下致使提醒記得 到於你們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這些個 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你們 我。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勸勉請求者， (它)那 (它)靈/風 (它)那 (它)聖的， 到於(它)這個 他/她/它將要(持續)差送打發

(他)那 (他)父親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名字 從屬我， (他)在那裏的那個 到於你們 他/她/它將要(持續)教導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在底下致使提醒記得 到於你們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這些個 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你們 。

約 14:27 Eivrh,nhn avfi,hmi ùmi/n( eivrh,nhn th.n evmh.n di,dwmi ùmi/n\ ouv kaqw.j ò ko,smoj di,dwsin evgw. di,dwmi ùmi/nÅ
mh. tarasse,sqw ùmw/n h` kardi,a mhde. deilia,twÅ
Peace I leave with you, my peace I give unto you: not as the world giveth, give I unto you. Let not your heart be
troubled, neither let it be afraid.
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我所賜的，不像世人所賜的；你們心裏不要憂愁，也不要膽怯。

到於(她)和平安寧 我現在持續任憑釋放離開 在對你們； 到於(她)和平安寧 到於(她)那 到於(她)我之物

我現在持續給與 在對你們； 不是/不 按照正如地 (他)那 (他)美容妝束/世界 他/她/它現在持續給與， 我

我現在持續給與 在對你們。 不會/不要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被攪動擾亂 從屬你們 (她)那 (她)內心， 然而也不要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有膽怯恐懼。

約 14:28 hvkou,sate o[ti evgw. ei=pon ùmi/n( ~Upa,gw kai. e;rcomai pro.j ùma/jÅ eiv hvgapa/te, me evca,rhte a'n o[ti
poreu,omai pro.j to.n pate,ra( o[ti ò path.r mei,zwn mou, evstinÅ
Ye have heard how I said unto you, I go away, and come again unto you. If ye loved me, ye would rejoice,
because I said, I go unto the Father: for my Father is greater than I.
你們聽見我對你們說了，我去還要到你們這裏來。你們若愛我，因我到父那裏去，就必喜樂，因為父是比我大的

。

你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是這樣 我 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你們， 我現在持續退開去， 並且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若是 你們當時持續愛 到於我，

你們那時(也是)被歡喜安樂 但凡 是這樣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是這樣 (他)那 (他)父親 (他)更大的 從屬我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你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是這樣 我 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你們， 我現在持續退開去， 並且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若是 你們當時持續愛 到於我，

你們那時(也是)被歡喜安樂 但凡 是這樣 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是這樣 (他)那 (他)父親 從屬我 (他)更大的 從屬我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約 14:29 kai. nu/n ei;rhka ùmi/n pri.n gene,sqai( i[na o[tan ge,nhtai pisteu,shteÅ
And now I have told you before it come to pass, that, when it is come to pass, ye might believe.
現在事情還沒有成就，我預先告訴你們，叫你們到事情成就的時候，就可以信。

並且 現在此時地 我現在已經開聲言說 在對你們 在之前地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生發成為， 為要 但凡當這時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生發成為，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置信信託。

約 14:30 ouvke,ti polla. lalh,sw meqV ùmw/n( e;rcetai ga.r ò tou/ ko,smou a;rcwn\ kai. evn evmoi. ouvk e;cei ouvde,n(
Hereafter I will not talk much with you: for the prince of this world cometh, and hath nothing in me.
以後我不再和你們多說話，因為這世界的王將到；他在我裏面是毫無所有；

不再地 到於(它們)許多的 我將要(持續)發言講說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你們；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因為 (他)那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他)首領， 並且 在內 在對"我"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經文變異RT]

不是/不 依然仍舊地註1
到於(它們)許多的 我將要(持續)發言講說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你們；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因為 (他)那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從屬(他)那同一者 (他)首領，

並且 在內 在對"我"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註1：“不再地”字形上亦可以為“不是/不 依然仍舊地”。

約 14:31 avllV i[na gnw/| o` ko,smoj o[ti avgapw/ to.n pate,ra( kai. kaqw.j evnetei,lato, moi ò path,r( ou[twj poiw/Å
VEgei,resqe( a;gwmen evnteu/qenÅ
But that the world may know that I love the Father; and as the Father gave me commandment, even so I do.
Arise, let us go hence.
但要叫世人知道我愛父，並且父怎樣吩咐我，我就怎樣行。起來，我們走罷。

但乃是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認識知道 (他)那 (他)美容妝束/世界 是這樣 我現在持續愛 到於(他)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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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於(他)父親， 並且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督促責成 在對我 (他)那 (他)父親， 那同一樣式地

我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喚醒起來，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帶領 從在此處地。
[不同標點]

但乃是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認識知道 (他)那 (他)美容妝束/世界 是這樣 我現在持續愛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並且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督促責成 在對我 (他)那 (他)父親， 那同一樣式地

我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喚醒起來，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帶領 從在此處地。
[不同標點]

但乃是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認識知道 (他)那 (他)美容妝束/世界 是這樣 我現在持續愛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並且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督促責成 在對我 (他)那 (他)父親， 那同一樣式地

我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喚醒起來，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帶領 從在此處地。
[經文變異WH]

但乃是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認識知道 (他)那 (他)美容妝束/世界 是這樣 我現在持續愛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並且 按照正如地 到於(她)誡律命令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在對我 (他)那 (他)父親，

那同一樣式地 我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喚醒起來，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帶領 從在此處地。

約 15:1 VEgw, eivmi h` a;mpeloj h` avlhqinh. kai. ò path,r mou ò gewrgo,j evstinÅ
I am the true vine, and my Father is the husbandman.
我是真葡萄樹，我父是栽培的人。

我 我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葡萄樹 (她)那 (她)真正實在的， 並且 (他)那 (他)父親 從屬我 (他)那 (他)耕種之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約 15:2 pa/n klh/ma evn evmoi. mh. fe,ron karpo.n ai;rei auvto,( kai. pa/n to. karpo.n fe,ron kaqai,rei auvto. i[na karpo.n
plei,ona fe,rh|Å
Every branch in me that beareth not fruit he taketh away: and every branch that beareth fruit, he purgeth it, that
it may bring forth more fruit.
凡屬我不結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結果子的，他就修理乾淨，使枝子結果子更多。

到於(它)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分枝嫩芽 在內 在對"我" 不會/不要 到於(它)現正持續負載攜帶了的 到於(他)果實，

他/她/它現在持續提起 到於(它)同一者； 並且 到於(它)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那 到於(他)果實

到於(它)現正持續負載攜帶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淨純 到於(它)同一者， 為要 到於(他)果實 到於(他)更多的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負載攜帶。
[經文變異RT]

到於(它)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分枝嫩芽 在內 在對"我" 不會/不要 到於(它)現正持續負載攜帶了的 到於(他)果實，

他/她/它現在持續提起 到於(它)同一者； 並且 到於(它)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那 到於(他)果實

到於(它)現正持續負載攜帶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淨純 到於(它)同一者， 為要 到於(他)更多的 到於(他)果實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負載攜帶。

約 15:3 h;dh um̀ei/j kaqaroi, evste dia. to.n lo,gon o]n lela,lhka ùmi/n\
Now ye are clean through the word which I have spoken unto you.
現在你們因我講給你們的道，已經乾淨了。

甚而已然如此地 你們 (他們)乾淨純潔的 你們現在持續是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到於(他)這個 我現在已經發言講說 在對你們；

約 15:4 mei,nate evn evmoi,( kavgw. evn ùmi/nÅ kaqw.j to. klh/ma ouv du,natai karpo.n fe,rein avfV eàutou/ eva.n mh. me,nh| evn
th/| avmpe,lw|( ou[twj ouvde. ùmei/j eva.n mh. evn evmoi. me,nhteÅ
Abide in me, and I in you. As the branch cannot bear fruit of itself, except it abide in the vine; no more can ye,
except ye abide in me.
你們要常在我裏面，我也常在你們裏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樹上，自己就不能結果子；你們若不常在我裏面，也

是這樣。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停留持守 在內 在對"我"， 並且我 在內 在對你們。 按照正如地 (它)那 (它)分枝嫩芽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到於(他)果實 現要去持續負載攜帶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同一者自己， 但凡若是

不會/不要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停留持守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葡萄樹； 那同一樣式地 然而也不是地 你們，

但凡若是 不會/不要 在內 在對"我"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停留持守。
[經文變異RT]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停留持守 在內 在對"我"， 並且我 在內 在對你們。 按照正如地 (它)那 (它)分枝嫩芽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到於(他)果實 現要去持續負載攜帶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同一者自己， 但凡若是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停留持守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葡萄樹； 那同一樣式地 然而也不是地 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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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凡若是 不會/不要 在內 在對"我"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停留持守。

約 15:5 evgw, eivmi h̀ a;mpeloj( ùmei/j ta. klh,mataÅ ò me,nwn evn evmoi. kavgw. evn auvtw/| ou-toj fe,rei karpo.n polu,n( o[ti
cwri.j evmou/ ouv du,nasqe poiei/n ouvde,nÅ
I am the vine, ye are the branches: He that abideth in me, and I in him, the same bringeth forth much fruit: for
without me ye can do nothing.
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裏面的，我也常在他裏面，這人就多結果子；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作甚麼

。

我 我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葡萄樹， 你們 (它們)那些 (它們)分枝嫩芽； (他)那 (他)現正持續停留持守了的 在內

在對"我"， 並且我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負載攜帶 到於(他)果實 到於(他)許多的；

是這樣 脫離開地 從屬"我" 不是/不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現要去持續行出作成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約 15:6 eva.n mh, tij me,nh| evn evmoi,( evblh,qh e;xw ẁj to. klh/ma kai. evxhra,nqh kai. suna,gousin auvta. kai. eivj to. pu/r
ba,llousin kai. kai,etaiÅ
If a man abide not in me, he is cast forth as a branch, and is withered; and men gather them, and cast them into
the fire, and they are burned.
人若不常在我裏面，就像枝子丟在外面枯乾，人拾起來，扔在火裏燒了。

但凡若是 不會/不要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停留持守 在內 在對"我"，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投擲

在外面地 正如地 (它)那 (它)分枝嫩芽，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促為枯乾；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聚集

到於(它們)同一者， 並且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火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投擲，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點燃焚燒。
[經文變異RT]

但凡若是 不會/不要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停留持守 在內 在對"我"，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投擲

在外面地 正如地 (它)那 (它)分枝嫩芽，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促為枯乾；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聚集

到於(它們)同一者， 並且 向內進入 到於(它)火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投擲，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點燃焚燒。

約 15:7 eva.n mei,nhte evn evmoi. kai. ta. rh̀,mata, mou evn um̀i/n mei,nh|( o] eva.n qe,lhte aivth,sasqe( kai. genh,setai ùmi/nÅ
If ye abide in me, and my words abide in you, ye shall ask what ye will, and it shall be done unto you.
你們若常在我裏面，我的話也常在你們裏面，凡你們所願意的，祈求，就給你們成就。

但凡若是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停留持守 在內 在對"我"， 並且 (它們)那些 (它們)所發表言說 從屬我 在內 在對你們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停留持守， 到於(它)這個 但凡若是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定意，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索問要求，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對你們。
[經文變異RT]

但凡若是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停留持守 在內 在對"我"， 並且 (它們)那些 (它們)所發表言說 從屬我 在內 在對你們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停留持守， 到於(它)這個 但凡若是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定意， 你們將要(持續)讓自己索問要求，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對你們。

約 15:8 evn tou,tw| evdoxa,sqh ò path,r mou( i[na karpo.n polu.n fe,rhte kai. ge,nhsqe evmoi. maqhtai,Å
Herein is my Father glorified, that ye bear much fruit; so shall ye be my disciples.
你們多結果子，我父就因此得榮耀，你們也就是我的門徒了。

在內 在對(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歸榮耀 (他)那 (他)父親 從屬我， 為要 到於(他)果實 到於(他)許多的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負載攜帶，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對"我" (他們)門徒。
[經文變異RT]

在內 在對(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歸榮耀 (他)那 (他)父親 從屬我， 為要 到於(他)果實 到於(他)許多的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負載攜帶， 並且 你們將要(持續)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對"我" (他們)門徒。

約 15:9 kaqw.j hvga,phse,n me ò path,r( kavgw. ùma/j hvga,phsa\ mei,nate evn th/| avga,ph| th/| evmh/|Å
As the Father hath loved me, so have I loved you: continue ye in my love.
我愛你們，正如父愛我一樣；你們要常在我的愛裏。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愛 到於我 (他)那 (他)父親， 並且我 到於你們 我那時(也是)愛；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停留持守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愛 在對(她)那 在對(她)我之物。
[經文變異RT]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愛 到於我 (他)那 (他)父親， 並且我 我那時(也是)愛 到於你們；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停留持守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愛 在對(她)那 在對(她)我之物。

約 15:10 eva.n ta.j evntola,j mou thrh,shte( menei/te evn th/| avga,ph| mou( kaqw.j evgw. ta.j evntola.j tou/ patro,j mou
teth,rhka kai. me,nw auvtou/ evn th/| avga,ph|Å
If ye keep my commandments, ye shall abide in my love; even as I have kept my Father's commandment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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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ide in his love.
你們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愛裏；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愛裏。

但凡若是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誡律命令 從屬我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行看護守衛， 你們將要(持續)停留持守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愛 從屬我； 按照正如地 我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誡律命令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從屬我 我現在已經行看護守衛， 並且 我現在持續停留持守 從屬(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愛。
[經文變異WH]

但凡若是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誡律命令 從屬我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行看護守衛， 你們將要(持續)停留持守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愛 從屬我； 按照正如地 我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誡律命令

我現在已經行看護守衛， 並且 我現在持續停留持守 從屬(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愛。

約 15:11 Tau/ta lela,lhka ùmi/n i[na h̀ cara. h̀ evmh. evn ùmi/n h=| kai. h` cara. ùmw/n plhrwqh/|Å
These things have I spoken unto you, that my joy might remain in you, and that your joy might be full.
這些事我已經對你們說了，是要叫我的喜樂，存在你們心裏，並叫你們的喜樂可以滿足。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我現在已經發言講說 在對你們， 為要 (她)那 (她)歡喜快樂 (她)那 (她)我之物 在內 在對你們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是， 並且 (她)那 (她)歡喜快樂 從屬你們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促使成充滿添足。
[經文變異RT]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我現在已經發言講說 在對你們， 為要 (她)那 (她)歡喜快樂 (她)那 (她)我之物 在內 在對你們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停留持守， 並且 (她)那 (她)歡喜快樂 從屬你們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促使成充滿添足。

約 15:12 au[th evsti.n h` evntolh. h` evmh,( i[na avgapa/te avllh,louj kaqw.j hvga,phsa ùma/jÅ
This is my commandment, That ye love one another, as I have loved you.
你們要彼此相愛，像我愛你們一樣，這就是我的命令。

(她)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誡律命令 (她)那 (她)我之物， 為要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愛註1

到於(他們)彼此， 按照正如地 我那時(也是)愛 到於你們。

註1：“你們現在應該持續愛”文法上亦可以為“你們現在就要持續愛”。

約 15:13 mei,zona tau,thj avga,phn ouvdei.j e;cei( i[na tij th.n yuch.n auvtou/ qh/| ùpe.r tw/n fi,lwn auvtou/Å
Greater love hath no man than this, that a man lay down his life for his friends.
人為朋友捨命，人的愛心沒有比這個大的。

到於(她)更大的 從屬(她)那同一者 到於(她)愛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為要 (他)任何什麼

到於(她)那 到於(她)生魂意念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置放擺設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朋友 從屬(他)同一者。

約 15:14 um̀ei/j fi,loi mou, evste eva.n poih/te a] evgw. evnte,llomai ùmi/nÅ
Ye are my friends, if ye do whatsoever I command you.
你們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

你們 (他們)朋友 從屬我 你們現在持續是， 但凡若是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行出作成 到於(它們)這些個 我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督促責成 在對你們。
[經文變異RT]

你們 (他們)朋友 從屬我 你們現在持續是， 但凡若是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行出作成 到於(它們)這每一切 我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督促責成 在對你們。
[經文變異WH]

你們 (他們)朋友 從屬我 你們現在持續是， 但凡若是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行出作成 到於(它)這個 我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督促責成 在對你們。

約 15:15 ouvke,ti le,gw ùma/j dou,louj( o[ti ò dou/loj ouvk oi=den ti, poiei/ auvtou/ ò ku,rioj\ ùma/j de. ei;rhka fi,louj(
o[ti pa,nta a] h;kousa para. tou/ patro,j mou evgnw,risa um̀i/nÅ
Henceforth I call you not servants; for the servant knoweth not what his lord doeth: but I have called you friends;
for all things that I have heard of my Father I have made known unto you.
以後我不再稱你們為僕人；因僕人不知道主人所作的事；我乃稱你們為朋友；因我從我父所聽見的，已經都告訴

你們了。

不再地 我現在持續道說 到於你們 到於(他們)奴僕； 是這樣 (他)那 (他)奴僕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從屬(他)同一者 (他)那 (他)主人； 到於你們 然而也

我現在已經開聲言說 到於(他們)朋友； 是這樣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這些個 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從屬我， 我那時(也是)使成認識知道 在對你們。
[經文變異RT]

不再地 到於你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到於(他們)奴僕； 是這樣 (他)那 (他)奴僕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從屬(他)同一者 (他)那 (他)主人； 到於你們 然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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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現在已經開聲言說 到於(他們)朋友； 是這樣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這些個 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從屬我， 我那時(也是)使成認識知道 在對你們。

約 15:16 ouvc um̀ei/j me evxele,xasqe( avllV evgw. evxelexa,mhn um̀a/j kai. e;qhka ùma/j i[na ùmei/j ùpa,ghte kai. karpo.n
fe,rhte kai. ò karpo.j ùmw/n me,nh|( i[na o[ ti a'n aivth,shte to.n pate,ra evn tw/| ovno,mati, mou dw/| ùmi/nÅ
Ye have not chosen me, but I have chosen you, and ordained you, that ye should go and bring forth fruit, and
that your fruit should remain: that whatsoever ye shall ask of the Father in my name, he may give it you.
不是你們揀選了我，是我揀選了你們，並且分派你們去結果子，叫你們的果子常存；使你們奉我的名，無論向父

求甚麼，他就賜給你們。

不是/不 你們 到於我 你們那時(也是)讓自己挑選， 但乃是 我 我那時(也是)讓自己挑選 到於你們， 並且

我那時(也是)置放擺設 到於你們， 為要 你們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退開去 並且 到於(他)果實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負載攜帶， 並且 (他)那 (他)果實 從屬你們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停留持守； 為要 到於(它)這個

到於(它)任何什麼 但凡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索問要求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名字

從屬我，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給與 在對你們。

約 15:17 tau/ta evnte,llomai um̀i/n( i[na avgapa/te avllh,loujÅ
These things I command you, that ye love one another.
我這樣吩咐你們，是要叫你們彼此相愛。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督促責成 在對你們， 為要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愛 到於(他們)彼此。

約 15:18 Eiv ò ko,smoj ùma/j misei/( ginw,skete o[ti evme. prw/ton ùmw/n memi,shkenÅ
If the world hate you, ye know that it hated me before it hated you.
世人若恨你們，你們知道〔或作該知道〕恨你們以先，已經恨我了。

若是 (他)那 (他)美容妝束/世界 到於你們 他/她/它現在持續恨惡， 你們現在持續認識知道註1 是這樣 到於"我" 首先地

從屬你們 他/她/它現在已經恨惡。

註1：“你們現在持續認識知道”文法上亦可以為“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認識知道”。

約 15:19 eiv evk tou/ ko,smou h=te( ò ko,smoj a'n to. i;dion evfi,lei\ o[ti de. evk tou/ ko,smou ouvk evste,( avllV evgw.
evxelexa,mhn ùma/j evk tou/ ko,smou( dia. tou/to misei/ ùma/j ò ko,smojÅ
If ye were of the world, the world would love his own: but because ye are not of the world, but I have chosen you
out of the world, therefore the world hateth you.
你們若屬世界，世界必愛屬自己的；只因你們不屬世界，乃是我從世界中揀選了你們，所以世界就恨你們。

若是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你們當時持續是， (他)那 (他)美容妝束/世界 但凡 到於(它)那

到於(它)私人個別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喜愛/親吻； 是這樣 然而也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不是/不 你們現在持續是， 但乃是 我 我那時(也是)讓自己挑選 到於你們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恨惡 到於你們 (他)那

(他)美容妝束/世界。

約 15:20 mnhmoneu,ete tou/ lo,gou ou- evgw. ei=pon um̀i/n( Ouvk e;stin dou/loj mei,zwn tou/ kuri,ou auvtou/Å eiv evme.
evdi,wxan( kai. ùma/j diw,xousin\ eiv to.n lo,gon mou evth,rhsan( kai. to.n ùme,teron thrh,sousinÅ
Remember the word that I said unto you, The servant is not greater than his lord. If they have persecuted me,
they will also persecute you; if they have kept my saying, they will keep yours also.
你們要記念我從前對你們所說的話，僕人不能大於主人。他們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們；若遵守了我的話，也

要遵守你們的話。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記念想起註1
從屬(他)那 從屬(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這個 我 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你們，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奴僕 (他)更大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他)同一者。 若是

到於"我"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追趕迫求， 並且 到於你們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追趕迫求； 若是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我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行看護守衛，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你們之物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行看護守衛。

註1：“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記念想起”文法上亦可以為“你們現在持續記念想起”。

約 15:21 avlla. tau/ta pa,nta poih,sousin eivj ùma/j dia. to. o;noma, mou( o[ti ouvk oi;dasin to.n pe,myanta, meÅ
But all these things will they do unto you for my name's sake, because they know not him that sent me.
但他們因我的名，要向你們行這一切的事，因為他們不認識那差我來的。

但乃是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行出作成 向內進入 到於你們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名字 從屬我， 是這樣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到於(他)那

到於(他)那時(也是)差送打發了的 到於我。
[經文變異RT]

但乃是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行出作成 在對你們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  簡易閲讀版  695

695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名字 從屬我， 是這樣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到於(他)那

到於(他)那時(也是)差送打發了的 到於我。

約 15:22 eiv mh. h=lqon kai. evla,lhsa auvtoi/j( àmarti,an ouvk ei;cosan\ nu/n de. pro,fasin ouvk e;cousin peri. th/j
am̀arti,aj auvtw/nÅ
If I had not come and spoken unto them, they had not had sin: but now they have no cloke for their sin.
我若沒有來教訓他們，他們就沒有罪；但如今他們的罪無可推諉了。

若是 不會/不要 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並且 我那時(也是)發言講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她)罪 不是/不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持有； 現在此時地 然而也 到於(她)外表做作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持有 <在周圍>關於

從屬(她)那 從屬(她)罪 從屬(他們)同一者。

約 15:23 ò evme. misw/n kai. to.n pate,ra mou misei/Å
He that hateth me hateth my Father also.
恨我的，也恨我的父。

(他)那 到於"我" (他)現正持續恨惡了的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從屬我 他/她/它現在持續恨惡。

約 15:24 eiv ta. e;rga mh. evpoi,hsa evn auvtoi/j a] ouvdei.j a;lloj evpoi,hsen( àmarti,an ouvk ei;cosan\ nu/n de. kai.
eẁra,kasin kai. memish,kasin kai. evme. kai. to.n pate,ra mouÅ
If I had not done among them the works which none other man did, they had not had sin: but now have they
both seen and hated both me and my Father.
我若沒有在他們中間行過別人未曾行的事，他們就沒有罪；但如今連我與我的父，他們也看見也恨惡了。

若是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工作 不會/不要 我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在內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們)這些個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另外不同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到於(她)罪 不是/不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持有；

現在此時地 然而也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已經看見清楚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已經恨惡 並且 到於"我"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從屬我。
[經文變異RT]

若是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工作 不會/不要 我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在內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們)這些個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另外不同的 他/她/它現在已經行出作成， 到於(她)罪 不是/不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持有；

現在此時地 然而也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已經看見清楚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已經恨惡 並且 到於"我"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從屬我。

約 15:25 avllV i[na plhrwqh/| ò lo,goj ò evn tw/| no,mw| auvtw/n gegramme,noj o[ti VEmi,shsa,n me dwrea,nÅ
But this cometh to pass, that the word might be fulfilled that is written in their law, They hated me without a
cause.
這要應驗他們律法上所寫的話，說：『他們無故恨我。』

但乃是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促使成充滿添足 (他)那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他)那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律法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了的， 是這樣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恨惡 到於我 白白地。
[經文變異RT]

但乃是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促使成充滿添足 (他)那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他)那

(他)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了的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律法 從屬(他們)同一者， 是這樣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恨惡

到於我 白白地。

約 15:26 {Otan e;lqh| o` para,klhtoj o]n evgw. pe,myw ùmi/n para. tou/ patro,j( to. pneu/ma th/j avlhqei,aj o] para. tou/
patro.j evkporeu,etai( evkei/noj marturh,sei peri. evmou/\
But when the Comforter is come, whom I will send unto you from the Father, even the Spirit of truth, which
proceedeth from the Father, he shall testify of me:
但我要從父那裏差保惠師來，就是從父出來真理的聖靈；他來了，就要為我作見證。

但凡當這時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到來前往 (他)那 (他)勸勉請求者， 到於(他)這個 我 我將要(持續)差送打發

在對你們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它)那 (它)靈/風 從屬(她)那 從屬(她)真情實理， (它)這個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向外行去， (他)在那裏的那個

他/她/它將要(持續)作見證人 <在周圍>關於 從屬"我"；
[經文變異RT]

但凡當這時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到來前往 (他)那 (他)勸勉請求者， 到於(他)這個 我

我將要(持續)差送打發 在對你們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它)那 (它)靈/風 從屬(她)那

從屬(她)真情實理， (它)這個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向外行去，

(他)在那裏的那個 他/她/它將要(持續)作見證人 <在周圍>關於 從屬"我"；

約 15:27 kai. ùmei/j de. marturei/te( o[ti avpV avrch/j metV evmou/ evsteÅ
And ye also shall bear witness, because ye have been with me from the begi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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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也要作見證，因為你們從起頭就與我同在。

並且 你們 然而也 你們現在持續作見證人註1， 是這樣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為起始為首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我"

你們現在持續是。

註1：“你們現在持續作見證人”文法上亦可以為“你們現在就要持續作見證人”。

約 16:1 Tau/ta lela,lhka ùmi/n i[na mh. skandalisqh/teÅ
These things have I spoken unto you, that ye should not be offended.
我已將這些事告訴你們，使你們不至於跌倒。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我現在已經發言講說 在對你們， 為要 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被誘陷絆倒。

約 16:2 avposunagw,gouj poih,sousin ùma/j\ avllV e;rcetai w[ra i[na pa/j ò avpoktei,naj ùma/j do,xh| latrei,an
prosfe,rein tw/| qew/|Å
They shall put you out of the synagogues: yea, the time cometh, that whosoever killeth you will think that he
doeth God service.
人要把你們趕出會堂；並且時候將到，凡殺你們的，就以為是事奉神。

到於(他們)逐離會堂的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行出作成 到於你們； 但乃是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她)鐘點時刻， 為要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他)那時(也是)殺害除掉了的 到於你們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設想認為對 到於(她)事奉敬奉 現要去持續在前面向著負載攜帶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約 16:3 kai. tau/ta poih,sousin o[ti ouvk e;gnwsan to.n pate,ra ouvde. evme,Å
And these things will they do unto you, because they have not known the Father, nor me.
他們這樣行，是因未曾認識父，也未曾認識我。

並且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行出作成， 是這樣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認識知道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然而也不是地 到於"我"。
[經文變異RT]

並且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行出作成 在對你們， 是這樣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認識知道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然而也不是地 到於"我"。

約 16:4 avlla. tau/ta lela,lhka ùmi/n i[na o[tan e;lqh| h̀ w[ra auvtw/n mnhmoneu,hte auvtw/n o[ti evgw. ei=pon ùmi/nÅ Tau/ta
de. ùmi/n evx avrch/j ouvk ei=pon( o[ti meqV ùmw/n h;mhnÅ
But these things have I told you, that when the time shall come, ye may remember that I told you of them. And
these things I said not unto you at the beginning, because I was with you.
我將這事告訴你們，是叫你們到了時候，可以想起我對你們說過了。我起先沒有將這事告訴你們，因為我與你們

同在。

但乃是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我現在已經發言講說 在對你們， 為要 但凡當這時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到來前往

(她)那 (她)鐘點時刻 從屬(它們)同一者，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記念想起 從屬(它們)同一者， 是這樣 我

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你們。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然而也 在對你們 向外出來 從屬(她)為起始為首 不是/不

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是這樣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你們 我當時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但乃是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我現在已經發言講說 在對你們， 為要 但凡當這時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到來前往

(她)那 (她)鐘點時刻，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記念想起 從屬(它們)同一者， 是這樣 我 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你們。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然而也 在對你們 向外出來 從屬(她)為起始為首 不是/不 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是這樣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你們 我當時持續是。

約 16:5 nu/n de. ùpa,gw pro.j to.n pe,myanta, me( kai. ouvdei.j evx um̀w/n evrwta/| me( Pou/ up̀a,geijÈ
But now I go my way to him that sent me; and none of you asketh me, Whither goest thou?
現今我往差我來的父那裏去；你們中間並沒有人問我，你往那裏去。

現在此時地 然而也 我現在持續退開去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那時(也是)差送打發了的 到於我，

並且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向外出來 從屬你們 他/她/它現在持續查詢求問 到於我， 從屬某個什麼地方呢

你現在持續退開去？

約 16:6 avllV o[ti tau/ta lela,lhka ùmi/n h̀ lu,ph peplh,rwken ùmw/n th.n kardi,anÅ
But because I have said these things unto you, sorrow hath filled your heart.
只因我將這事告訴你們，你們就滿心憂愁。

但乃是 是這樣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我現在已經發言講說 在對你們， (她)那 (她)憂傷愁苦

他/她/它現在已經促使成充滿添足 從屬你們 到於(她)那 到於(她)內心。

約 16:7 avllV evgw. th.n avlh,qeian le,gw ùmi/n( sumfe,rei ùmi/n i[na evgw. avpe,lqwÅ eva.n ga.r mh. avpe,lqw( ò para,klhtoj
ouvk evleu,setai pro.j ùma/j\ eva.n de. poreuqw/( pe,myw auvto.n pro.j ùma/j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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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vertheless I tell you the truth; It is expedient for you that I go away: for if I go not away, the Comforter will not
come unto you; but if I depart, I will send him unto you.
然而我將真情告訴你們；我去是與你們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師就不到你們這裏來；我若去，就差他來。

但乃是 我 到於(她)那 到於(她)真情實理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他/她/它現在持續一起負載攜帶/輕省有益

在對你們， 為要 我 我那時(也是)應該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但凡若是 因為 不會/不要

我那時(也是)應該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他)那 (他)勸勉請求者 不是/不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但凡若是 然而也 我那時(也是)應該被行去， 我將要(持續)差送打發 到於(他)同一者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經文變異WH]

但乃是 我 到於(她)那 到於(她)真情實理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他/她/它現在持續一起負載攜帶/輕省有益

在對你們， 為要 我 我那時(也是)應該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但凡若是 因為 不會/不要

我那時(也是)應該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他)那 (他)勸勉請求者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但凡若是 然而也 我那時(也是)應該被行去， 我將要(持續)差送打發 到於(他)同一者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經文變異MT][不同標點]

但乃是 我 到於(她)那 到於(她)真情實理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他/她/它現在持續一起負載攜帶/輕省有益

在對你們， 為要 我 我那時(也是)應該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但凡若是 因為 我 不會/不要

我那時(也是)應該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他)那 (他)勸勉請求者 不是/不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但凡若是 然而也 我那時(也是)應該被行去， 我將要(持續)差送打發 到於(他)同一者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約 16:8 kai. evlqw.n evkei/noj evle,gxei to.n ko,smon peri. am̀arti,aj kai. peri. dikaiosu,nhj kai. peri. kri,sewj\
And when he is come, he will reprove the world of sin, and of righteousness, and of judgment:
他既來了，就要叫世人為罪，為義，為審判，自己責備自己；

並且 (他)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他)在那裏的那個 他/她/它將要(持續)指證駁斥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美容妝束/世界

<在周圍>關於 從屬(她)罪 並且 <在周圍>關於 從屬(她)至義 並且 <在周圍>關於 從屬(她)區別審斷；

約 16:9 peri. àmarti,aj me,n( o[ti ouv pisteu,ousin eivj evme,\
Of sin, because they believe not on me;
為罪，是因他們不信我；

<在周圍>關於 從屬(她)罪 的確， 是這樣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置信信託 向內進入 到於"我"；

約 16:10 peri. dikaiosu,nhj de,( o[ti pro.j to.n pate,ra ùpa,gw kai. ouvke,ti qewrei/te, me\
Of righteousness, because I go to my Father, and ye see me no more;
為義，是因我往父那裏去，你們就不再見我；

<在周圍>關於 從屬(她)至義 然而也， 是這樣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我現在持續退開去， 並且

不再地 你們現在持續行定睛觀看 到於我；
[經文變異RT]

<在周圍>關於 從屬(她)至義 然而也， 是這樣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從屬我

我現在持續退開去， 並且 不是/不 依然仍舊地註1
你們現在持續行定睛觀看 到於我；

註1：“不再地”字形上亦可以為“不是/不 依然仍舊地”。

約 16:11 peri. de. kri,sewj( o[ti ò a;rcwn tou/ ko,smou tou,tou ke,kritaiÅ
Of judgment, because the prince of this world is judged.
為審判，是因這世界的王受了審判。

<在周圍>關於 然而也 從屬(她)區別審斷， 是這樣 (他)那 (他)首領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從屬(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區別審斷。

約 16:12 :Eti polla. e;cw ùmi/n le,gein( avllV ouv du,nasqe basta,zein a;rti\
I have yet many things to say unto you, but ye cannot bear them now.
我還有好些事要告訴你們，但你們現在擔當不了。〔或作不能領會〕

依然仍舊地 到於(它們)許多的 我現在持續持有 在對你們 現要去持續道說， 但乃是 不是/不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現要去持續提舉擔負 現今地。
[經文變異RT]

依然仍舊地 到於(它們)許多的 我現在持續持有 現要去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但乃是 不是/不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現要去持續提舉擔負 現今地。

約 16:13 o[tan de. e;lqh| evkei/noj( to. pneu/ma th/j avlhqei,aj( òdhgh,sei ùma/j evn th/| avlhqei,a| pa,sh|\ ouv ga.r lalh,sei
avfV èautou/( avllV o[sa avkou,sei lalh,sei kai. ta. evrco,mena avnaggelei/ ùmi/n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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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beit when he, the Spirit of truth, is come, he will guide you into all truth: for he shall not speak of himself; but
whatsoever he shall hear, that shall he speak: and he will shew you things to come.
只等真理的聖靈來了，他要引導你們明白〔原文作進入〕一切的真理；因為他不是憑自己說的，乃是把他所聽見

的都說出來；並要把將來的事告訴你們。

但凡當這時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到來前往 (他)在那裏的那個 (它)那 (它)靈/風 從屬(她)那

從屬(她)真情實理， 他/她/它將要(持續)行指引道路 到於你們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真情實理

在對(她)所有每一個的； 不是/不 因為 他/她/它將要(持續)發言講說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同一者自己， 但乃是

到於(它們)這每一切 他/她/它將要(持續)聲聞耳聽， 他/她/它將要(持續)發言講說；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向上報信通告 在對你們。
[經文變異RT]

但凡當這時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到來前往 (他)在那裏的那個 (它)那 (它)靈/風 從屬(她)那

從屬(她)真情實理， 他/她/它將要(持續)行指引道路 到於你們 向內進入 到於(她)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真情實理； 不是/不 因為 他/她/它將要(持續)發言講說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同一者自己， 但乃是

到於(它們)這每一切 但凡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聲聞耳聽， 他/她/它將要(持續)發言講說；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向上報信通告 在對你們。
[經文變異WH]

但凡當這時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到來前往 (他)在那裏的那個 (它)那 (它)靈/風 從屬(她)那

從屬(她)真情實理， 他/她/它將要(持續)行指引道路 到於你們 向內進入 到於(她)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真情實理； 不是/不 因為 他/她/它將要(持續)發言講說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同一者自己， 但乃是

到於(它們)這每一切 他/她/它現在持續聲聞耳聽， 他/她/它將要(持續)發言講說；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向上報信通告 在對你們。

約 16:14 evkei/noj evme. doxa,sei( o[ti evk tou/ evmou/ lh,myetai kai. avnaggelei/ um̀i/nÅ
He shall glorify me: for he shall receive of mine, and shall shew it unto you.
他要榮耀我；因為他要將受於我的，告訴你們。

(他)在那裏的那個 到於"我" 他/她/它將要(持續)歸榮耀； 是這樣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我"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拿取，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向上報信通告 在對你們。

約 16:15 pa,nta o[sa e;cei ò path.r evma, evstin\ dia. tou/to ei=pon o[ti evk tou/ evmou/ lamba,nei kai. avnaggelei/ ùmi/nÅ
All things that the Father hath are mine: therefore said I, that he shall take of mine, and shall shew it unto you.
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說，他要將受於我的，告訴你們。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這每一切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他)那 (他)父親， (它們)我之物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同一者 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是這樣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我"

他/她/它現在持續拿取，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向上報信通告 在對你們。
[經文變異RT]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這每一切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他)那 (他)父親， (它們)我之物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同一者 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是這樣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我"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拿取，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向上報信通告 在對你們。

約 16:16 Mikro.n kai. ouvke,ti qewrei/te, me( kai. pa,lin mikro.n kai. o;yesqe, meÅ
A little while, and ye shall not see me: and again, a little while, and ye shall see me, because I go to the Father.
等不多時，你們就不得見我；再等不多時，你們還要見我。

到於(它)一點點的 並且 不再地 你們現在持續行定睛觀看 到於我； 並且 重新又再地 到於(它)一點點的 並且

你們將要(持續)讓自己看見注目 到於我。
[經文變異RT]

到於(它)一點點的 並且 不是/不 你們現在持續行定睛觀看 到於我； 並且 重新又再地 到於(它)一點點的 並且

你們將要(持續)讓自己看見注目 到於我， 是這樣 我 我現在持續退開去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約 16:17 ei=pan ou=n evk tw/n maqhtw/n auvtou/ pro.j avllh,louj( Ti, evstin tou/to o] le,gei h̀mi/n( Mikro.n kai. ouv
qewrei/te, me( kai. pa,lin mikro.n kai. o;yesqe, meÈ kai,( {Oti ùpa,gw pro.j to.n pate,raÈ
Then said some of his disciples among themselves, What is this that he saith unto us, A little while, and ye shall
not see me: and again, a little while, and ye shall see me: and, Because I go to the Father?
有幾個門徒就彼此說：他對我們說：等不多時，你們就不得見我；再等不多時，你們還要見我；又說：因我往父

那裏去；這是甚麼意思呢。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這樣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彼此， (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那同一者 到於(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我們，

到於(它)一點點的 並且 不是/不 你們現在持續行定睛觀看 到於我； 並且 重新又再地 到於(它)一點點的 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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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將要(持續)讓自己看見注目 到於我； 並且， 是這樣 我現在持續退開去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這樣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彼此， (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那同一者 到於(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我們，

到於(它)一點點的 並且 不是/不 你們現在持續行定睛觀看 到於我； 並且 重新又再地 到於(它)一點點的 並且

你們將要(持續)讓自己看見注目 到於我； 並且， 是這樣 我 我現在持續退開去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約 16:18 e;legon ou=n( Ti, evstin tou/to Îo] le,geiÐ to. mikro,nÈ ouvk oi;damen ti, lalei/Å
They said therefore, What is this that he saith, A little while? we cannot tell what he saith.
門徒彼此說：他說等不多時，到底是甚麼意思呢；我們不明白他所說的話。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這樣， (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那同一者 到於(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到於(它)那 到於(它)一點點的？ 不是/不 我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發言講說。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這樣， (它)那同一者 (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到於(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到於(它)那 到於(它)一點點的？ 不是/不 我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發言講說。
[經文變異WH]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這樣， (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那同一者 到於(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到於(它)一點點的？ 不是/不 我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發言講說。

約 16:19 e;gnw ÎòÐ VIhsou/j o[ti h;qelon auvto.n evrwta/n( kai. ei=pen auvtoi/j( Peri. tou,tou zhtei/te metV avllh,lwn o[ti
ei=pon( Mikro.n kai. ouv qewrei/te, me( kai. pa,lin mikro.n kai. o;yesqe, meÈ
Now Jesus knew that they were desirous to ask him, and said unto them, Do ye inquire among yourselves of
that I said, A little while, and ye shall not see me: and again, a little while, and ye shall see me?
耶穌看出他們要問他，就說：我說：等不多時，你們就不得見我，再等不多時，你們還要見我；你們為這話彼此

相問麼。

他/她/它那時(也是)認識知道 (他)那 (他)耶穌 是這樣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定意 到於(他)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查詢求問，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在周圍>關於 從屬(它)那同一者 你們現在持續探索尋求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彼此， 是這樣 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到於(它)一點點的 並且 不是/不

你們現在持續行定睛觀看 到於我， 並且 重新又再地 到於(它)一點點的 並且 你們將要(持續)讓自己看見注目

到於我？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認識知道 這樣 (他)那 (他)耶穌 是這樣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定意 到於(他)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查詢求問，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在周圍>關於 從屬(它)那同一者

你們現在持續探索尋求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彼此， 是這樣 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到於(它)一點點的 並且

不是/不 你們現在持續行定睛觀看 到於我， 並且 重新又再地 到於(它)一點點的 並且

你們將要(持續)讓自己看見注目 到於我？
[經文變異WH]

他/她/它那時(也是)認識知道 (他)耶穌 是這樣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定意 到於(他)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查詢求問，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在周圍>關於 從屬(它)那同一者 你們現在持續探索尋求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彼此， 是這樣 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到於(它)一點點的 並且 不是/不

你們現在持續行定睛觀看 到於我， 並且 重新又再地 到於(它)一點點的 並且 你們將要(持續)讓自己看見注目

到於我？

約 16:20 avmh.n avmh.n le,gw ùmi/n o[ti klau,sete kai. qrhnh,sete ùmei/j( ò de. ko,smoj carh,setai\ ùmei/j luphqh,sesqe(
avllV h̀ lu,ph ùmw/n eivj cara.n genh,setaiÅ
Verily, verily, I say unto you, That ye shall weep and lament, but the world shall rejoice: and ye shall be
sorrowful, but your sorrow shall be turned into joy.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你們將要痛哭，哀號，世人倒要喜樂；你們將要憂愁，然而你們的憂愁，要變為喜樂。

阿們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是這樣 你們將要(持續)哭泣哀號 並且 你們將要(持續)有悲鳴哀悼 你們，

(他)那 然而也 (他)美容妝束/世界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歡喜安樂； 你們 你們將要(持續)被致憂傷愁苦， 但乃是

(她)那 (她)憂傷愁苦 從屬你們 向內進入 到於(她)歡喜快樂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生發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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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變異RT]

阿們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是這樣 你們將要(持續)哭泣哀號 並且 你們將要(持續)有悲鳴哀悼 你們，

(他)那 然而也 (他)美容妝束/世界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歡喜安樂； 你們 然而也 你們將要(持續)被致憂傷愁苦，

但乃是 (她)那 (她)憂傷愁苦 從屬你們 向內進入 到於(她)歡喜快樂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生發成為。

約 16:21 h` gunh. o[tan ti,kth| lu,phn e;cei( o[ti h=lqen h̀ w[ra auvth/j\ o[tan de. gennh,sh| to. paidi,on( ouvke,ti
mnhmoneu,ei th/j qli,yewj dia. th.n cara.n o[ti evgennh,qh a;nqrwpoj eivj to.n ko,smonÅ
A woman when she is in travail hath sorrow, because her hour is come: but as soon as she is delivered of the
child, she remembereth no more the anguish, for joy that a man is born into the world.
婦人生產的時候，就憂愁，因為他的時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記念那苦楚，因為歡喜世上生了一個人。

(她)那 (她)女人 但凡當這時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生產帶出， 到於(她)憂傷愁苦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是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她)那 (她)鐘點時刻 從屬(她)同一者； 但凡當這時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生發成為族類 到於(它)那 到於(它)小孩童， 不再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記念想起 從屬(她)那

從屬(她)壓迫患難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她)那 到於(她)歡喜快樂， 是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發成為族類

(他)人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美容妝束/世界。
[經文變異RT]

(她)那 (她)女人 但凡當這時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生產帶出， 到於(她)憂傷愁苦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是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她)那 (她)鐘點時刻 從屬(她)同一者； 但凡當這時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生發成為族類 到於(它)那 到於(它)小孩童， 不是/不 依然仍舊地註1
他/她/它現在持續記念想起

從屬(她)那 從屬(她)壓迫患難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她)那 到於(她)歡喜快樂， 是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發成為族類 (他)人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美容妝束/世界。

註1：“不再地”字形上亦可以為“不是/不 依然仍舊地”。

約 16:22 kai. ùmei/j ou=n nu/n me.n lu,phn e;cete\ pa,lin de. o;yomai ùma/j( kai. carh,setai ùmw/n h` kardi,a( kai. th.n
cara.n um̀w/n ouvdei.j ai;rei avfV ùmw/nÅ
And ye now therefore have sorrow: but I will see you again, and your heart shall rejoice, and your joy no man
taketh from you.
你們現在也是憂愁；但我要再見你們，你們的心就喜樂了；這喜樂，也沒有人能奪去。

並且 你們 這樣 現在此時地 的確 到於(她)憂傷愁苦 你們現在持續持有； 重新又再地 然而也

我將要(持續)讓自己看見注目 到於你們，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歡喜安樂 從屬你們 (她)那 (她)內心，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歡喜快樂 從屬你們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提起 從那裏離開 從屬你們。
[經文變異RT]

並且 你們 這樣 到於(她)憂傷愁苦 的確 現在此時地 你們現在持續持有； 重新又再地 然而也

我將要(持續)讓自己看見注目 到於你們，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歡喜安樂 從屬你們 (她)那 (她)內心，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歡喜快樂 從屬你們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提起 從那裏離開 從屬你們。
[經文變異WH]

並且 你們 這樣 現在此時地 的確 到於(她)憂傷愁苦 你們現在持續持有； 重新又再地 然而也

我將要(持續)讓自己看見注目 到於你們，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歡喜安樂 從屬你們 (她)那 (她)內心，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歡喜快樂 從屬你們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提起 從那裏離開 從屬你們。

約 16:23 kai. evn evkei,nh| th/| hm̀e,ra| evme. ouvk evrwth,sete ouvde,nÅ avmh.n avmh.n le,gw ùmi/n( a;n ti aivth,shte to.n pate,ra
evn tw/| ovno,mati, mou dw,sei ùmi/nÅ
And in that day ye shall ask me nothing. Verily, verily, I say unto you, Whatsoever ye shall ask the Father in my
name, he will give it you.
到那日，你們甚麼也就不問我了；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你們若向父求甚麼，他必因我的名，賜給你們。

並且 在內 在對(她)在那裏的那個 在對(她)那 在對(她)日子/白日 到於"我" 不是/不 你們將要(持續)查詢求問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阿們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但凡 到於(它)任何什麼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索問要求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名字 從屬我， 他/她/它將要(持續)給與

在對你們。
[經文變異RT]

並且 在內 在對(她)在那裏的那個 在對(她)那 在對(她)日子/白日 到於"我" 不是/不 你們將要(持續)查詢求問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阿們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是這樣 到於(它們)這每一切 但凡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索問要求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名字 從屬我， 他/她/它將要(持續)給與

在對你們。
[經文變異WH]

並且 在內 在對(她)在那裏的那個 在對(她)那 在對(她)日子/白日 到於"我" 不是/不 你們將要(持續)查詢求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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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阿們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但凡 到於(它)任何什麼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索問要求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他/她/它將要(持續)給與 在對你們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名字 從屬我。

約 16:24 e[wj a;rti ouvk hv|th,sate ouvde.n evn tw/| ovno,mati, mou\ aivtei/te kai. lh,myesqe( i[na h̀ cara. um̀w/n h=|
peplhrwme,nhÅ
Hitherto have ye asked nothing in my name: ask, and ye shall receive, that your joy may be full.
向來你們沒有奉我的名求甚麼，如今你們求就必得著，叫你們的喜樂可以滿足。

一直直到 現今地 不是/不 你們那時(也是)索問要求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名字

從屬我；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索問要求， 並且 你們將要(持續)讓自己拿取， 為要 (她)那 (她)歡喜快樂 從屬你們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是 (她)現在已經被促使成充滿添足了的。

約 16:25 Tau/ta evn paroimi,aij lela,lhka ùmi/n\ e;rcetai w[ra o[te ouvke,ti evn paroimi,aij lalh,sw ùmi/n( avlla.
parrhsi,a| peri. tou/ patro.j avpaggelw/ um̀i/nÅ
These things have I spoken unto you in proverbs: but the time cometh, when I shall no more speak unto you in
proverbs, but I shall shew you plainly of the Father.
這些事，我是用比喻對你們說的；時候將到，我不再用比喻對你們說，乃要將父明明的告訴你們；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們)比方諺語 我現在已經發言講說 在對你們；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她)鐘點時刻， 當這時地 不再地 在內 在對(她們)比方諺語 我將要(持續)發言講說 在對你們， 但乃是

在對(她)放膽公開直言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我將要(持續)從那裏報信通告 在對你們。
[經文變異RT]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們)比方諺語 我現在已經發言講說 在對你們； 但乃是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她)鐘點時刻， 當這時地 不是/不 依然仍舊地註1 在內 在對(她們)比方諺語

我將要(持續)發言講說 在對你們， 但乃是 在對(她)放膽公開直言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我將要(持續)向上報信通告 在對你們。

註1：“不再地”字形上亦可以為“不是/不 依然仍舊地”。

約 16:26 evn evkei,nh| th/| h̀me,ra| evn tw/| ovno,mati, mou aivth,sesqe( kai. ouv le,gw ùmi/n o[ti evgw. evrwth,sw to.n pate,ra
peri. ùmw/n\
At that day ye shall ask in my name: and I say not unto you, that I will pray the Father for you:
到那日，你們要奉我的名祈求；我並不對你們說，我要為你們求父；

在內 在對(她)在那裏的那個 在對(她)那 在對(她)日子/白日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名字 從屬我

你們將要(持續)讓自己索問要求； 並且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是這樣 我 我將要(持續)查詢求問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在周圍>關於 從屬你們；

約 16:27 auvto.j ga.r ò path.r filei/ ùma/j( o[ti ùmei/j evme. pefilh,kate kai. pepisteu,kate o[ti evgw. para. Îtou/Ð qeou/
evxh/lqonÅ
For the Father himself loveth you, because ye have loved me, and have believed that I came out from God.
父自己愛你們，因為你們已經愛我，又信我是從父出來的。

(他)同一者 因為 (他)那 (他)父親 他/她/它現在持續喜愛/親吻 到於你們， 是這樣 你們 到於"我"

你們現在已經喜愛/親吻， 並且 你們現在已經置信信託 是這樣 我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我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經文變異WH]

(他)同一者 因為 (他)那 (他)父親 他/她/它現在持續喜愛/親吻 到於你們， 是這樣 你們 到於"我"

你們現在已經喜愛/親吻， 並且 你們現在已經置信信託 是這樣 我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我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約 16:28 evxh/lqon para. tou/ patro.j kai. evlh,luqa eivj to.n ko,smon\ pa,lin avfi,hmi to.n ko,smon kai. poreu,omai pro.j
to.n pate,raÅ
I came forth from the Father, and am come into the world: again, I leave the world, and go to the Father.
我從父出來，到了世界；我又離開世界，往父那裏去。

我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並且 我現在已經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美容妝束/世界； 重新又再地 我現在持續任憑釋放離開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美容妝束/世界，

並且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經文變異WH]

我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並且 我現在已經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美容妝束/世界； 重新又再地 我現在持續任憑釋放離開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美容妝束/世界，

並且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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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16:29 Le,gousin oi` maqhtai. auvtou/( :Ide nu/n evn parrhsi,a| lalei/j kai. paroimi,an ouvdemi,an le,geijÅ
His disciples said unto him, Lo, now speakest thou plainly, and speakest no proverb.
門徒說：如今你是明說，並不用比喻了。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就要看哪， 現在此時地 在內

在對(她)放膽公開直言 你現在持續發言講說， 並且 到於(她)比方諺語 到於(她)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你現在持續道說。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就要看哪，

現在此時地 在對(她)放膽公開直言 你現在持續發言講說， 並且 到於(她)比方諺語 到於(她)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你現在持續道說。

約 16:30 nu/n oi;damen o[ti oi=daj pa,nta kai. ouv crei,an e;ceij i[na ti,j se evrwta/|\ evn tou,tw| pisteu,omen o[ti avpo.
qeou/ evxh/lqejÅ
Now are we sure that thou knowest all things, and needest not that any man should ask thee: by this we believe
that thou camest forth from God.
現在我們曉得你凡事都知道，也不用人問你；因此我們信你是從神出來的。

現在此時地 我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你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並且 不是/不

到於(她)需用 你現在持續持有 為要 (他)任何什麼 到於你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查詢求問； 在內 在對(它)那同一者

我們現在持續置信信託 是這樣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神 你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約 16:31 avpekri,qh auvtoi/j VIhsou/j( :Arti pisteu,eteÈ
Jesus answered them, Do ye now believe?
耶穌說：現在你們信麼。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耶穌， 現今地 你們現在持續置信信託？
[不同標點]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耶穌， 現今地 你們現在持續置信信託。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註1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現今地 你們現在持續置信信託？

註1：“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約 16:32 ivdou. e;rcetai w[ra kai. evlh,luqen i[na skorpisqh/te e[kastoj eivj ta. i;dia kavme. mo,non avfh/te\ kai. ouvk eivmi.
mo,noj( o[ti ò path.r metV evmou/ evstinÅ
Behold, the hour cometh, yea, is now come, that ye shall be scattered, every man to his own, and shall leave
me alone: and yet I am not alone, because the Father is with me.
看哪，時候將到，且是已經到了，你們要分散，各歸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獨自一人；其實我不是獨自一人，因

為有父與我同在。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她)鐘點時刻， 並且

他/她/它現在已經到來前往， 為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被驅離分散， (他)各個的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私人個別的， 到於並且我 到於(他)僅有單獨的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任憑釋放離開； 並且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是 (他)僅有單獨的， 是這樣 (他)那 (他)父親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我"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她)鐘點時刻， 並且 現在此時地

他/她/它現在已經到來前往， 為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被驅離分散， (他)各個的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私人個別的， 並且 到於"我" 到於(他)僅有單獨的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任憑釋放離開； 並且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是 (他)僅有單獨的， 是這樣 (他)那 (他)父親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我"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約 16:33 tau/ta lela,lhka ùmi/n i[na evn evmoi. eivrh,nhn e;chte\ evn tw/| ko,smw| qli/yin e;cete( avlla. qarsei/te( evgw.
neni,khka to.n ko,smonÅ
These things I have spoken unto you, that in me ye might have peace. In the world ye shall have tribulation: but
be of good cheer; I have overcome the world.
我將這些事告訴你們，是要叫你們在我裏面有平安。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我現在已經發言講說 在對你們， 為要 在內 在對"我" 到於(她)和平安寧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持有。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美容妝束/世界 到於(她)壓迫患難 你們現在持續持有； 但乃是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具勇氣自信； 我 我現在已經獲勝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美容妝束/世界。
[經文變異Scrivener]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我現在已經發言講說 在對你們， 為要 在內 在對"我" 到於(她)和平安寧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持有。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美容妝束/世界 到於(她)壓迫患難 你們將要(持續)持有； 但乃是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具勇氣自信； 我 我現在已經獲勝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美容妝束/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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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17:1 Tau/ta evla,lhsen VIhsou/j kai. evpa,raj tou.j ovfqalmou.j auvtou/ eivj to.n ouvrano.n ei=pen( Pa,ter( evlh,luqen h`
w[ra\ do,xaso,n sou to.n uiò,n( i[na ò uiò.j doxa,sh| se,(
These words spake Jesus, and lifted up his eyes to heaven, and said, Father, the hour is come; glorify thy Son,
that thy Son also may glorify thee:
耶穌說了這話，就舉目望天說：父阿，時候到了；願你榮耀你的兒子，使兒子也榮耀你；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言講說 (他)耶穌， 並且 (他)那時(也是)在上面提起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眼睛 從屬(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天空/天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阿,(他)父親，

他/她/它現在已經到來前往 (她)那 (她)鐘點時刻； 你那時(也是)就要歸榮耀 從屬你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為要

(他)那 (他)兒子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歸榮耀 到於你；
[經文變異RT]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言講說 (他)那 (他)耶穌，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上面提起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眼睛 從屬(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天空/天，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阿,(他)父親， 他/她/它現在已經到來前往 (她)那 (她)鐘點時刻；

你那時(也是)就要歸榮耀 從屬你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為要 並且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你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歸榮耀 到於你；

約 17:2 kaqw.j e;dwkaj auvtw/| evxousi,an pa,shj sarko,j( i[na pa/n o] de,dwkaj auvtw/| dw,sh| auvtoi/j zwh.n aivw,nionÅ
As thou hast given him power over all flesh, that he should give eternal life to as many as thou hast given him.
正如你曾賜給他權柄，管理凡有血氣的，叫他將永生賜給你所賜給他的人。

按照正如地 你那時(也是)給與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她)權柄掌握 從屬(她)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她)肉體， 為要

到於(它)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這個 你現在已經給與 在對(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給與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她)生命 到於(她)時世恆久的。
[經文變異WH]

按照正如地 你那時(也是)給與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她)權柄掌握 從屬(她)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她)肉體， 為要

到於(它)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這個 你現在已經給與 在對(他)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給與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她)生命 到於(她)時世恆久的。

約 17:3 au[th de, evstin h̀ aivw,nioj zwh. i[na ginw,skwsin se. to.n mo,non avlhqino.n qeo.n kai. o]n avpe,steilaj VIhsou/n
Cristo,nÅ
And this is life eternal, that they might know thee the only true God, and Jesus Christ, whom thou hast sent.
認識你獨一的真神，並且認識你所差來的耶穌基督，這就是永生。

(她)那同一者 然而也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時世恆久的 (她)生命， 為要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認識知道

到於你 到於(他)那 到於(他)僅有單獨的 到於(他)真正實在的 到於(他)神 並且 到於(他)這個 你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到於(他)耶穌 到於(他)基督。

約 17:4 evgw, se evdo,xasa evpi. th/j gh/j to. e;rgon teleiw,saj o] de,dwka,j moi i[na poih,sw\
I have glorified thee on the earth: I have finished the work which thou gavest me to do.
我在地上已經榮耀你，你所託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

我 到於你 我那時(也是)歸榮耀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到於(它)那 到於(它)工作

(他)那時(也是)促使成完滿成全了的 到於(它)這個 你現在已經給與 在對我 為要 我那時(也是)應該行出作成；
[經文變異RT]

我 到於你 我那時(也是)歸榮耀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到於(它)那 到於(它)工作

我那時(也是)促使成完滿成全 到於(它)這個 你現在已經給與 在對我 為要 我那時(也是)應該行出作成；

約 17:5 kai. nu/n do,xaso,n me su,( pa,ter( para. seautw/| th/| do,xh| h-| ei=con pro. tou/ to.n ko,smon ei=nai para. soi,Å
And now, O Father, glorify thou me with thine own self with the glory which I had with thee before the world was.
父阿，現在求你使我同你享榮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榮耀。

並且 現在此時地 你那時(也是)就要歸榮耀 到於我 你， 阿,(他)父親， <在旁邊>在旁邊 在對(他)你自己 在對(她)那

在對(她)榮耀 在對(她)這個 我當時持續持有 在前面 從屬(它)那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美容妝束/世界 現要去持續是

<在旁邊>在旁邊 在對你。

約 17:6 VEfane,rwsa, sou to. o;noma toi/j avnqrw,poij ou]j e;dwka,j moi evk tou/ ko,smouÅ soi. h=san kavmoi. auvtou.j
e;dwkaj kai. to.n lo,gon sou teth,rhkanÅ
I have manifested thy name unto the men which thou gavest me out of the world: thine they were, and thou
gavest them me; and they have kept thy word.
你從世上賜給我的人，我已將你的名顯明與他們；他們本是你的，你將他們賜給我，他們也遵守了你的道。

我那時(也是)促使成促為照亮顯明 從屬你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名字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人 到於(他們)這些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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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那時(也是)給與 在對我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他們)你之物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在對並且我 到於(他們)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給與，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你

他/她/它們現在已經行看護守衛。
[經文變異RT]

我那時(也是)促使成促為照亮顯明 從屬你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名字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人 到於(他們)這些個

你現在已經給與 在對我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他們)你之物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並且

在對"我" 到於(他們)同一者 你現在已經給與，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你

他/她/它們現在已經行看護守衛。

約 17:7 nu/n e;gnwkan o[ti pa,nta o[sa de,dwka,j moi para. sou/ eivsin\
Now they have known that all things whatsoever thou hast given me are of thee.
如今他們知道，凡你所賜給我的，都是從你那裏來的；

現在此時地 他/她/它們現在已經認識知道 是這樣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這每一切 你現在已經給與 在對我，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你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WH]

現在此時地 他/她/它們現在已經認識知道 是這樣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這每一切 你那時(也是)給與

在對我，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你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約 17:8 o[ti ta. rh̀,mata a] e;dwka,j moi de,dwka auvtoi/j( kai. auvtoi. e;labon kai. e;gnwsan avlhqw/j o[ti para. sou/
evxh/lqon( kai. evpi,steusan o[ti su, me avpe,steilajÅ
For I have given unto them the words which thou gavest me; and they have received them, and have known
surely that I came out from thee, and they have believed that thou didst send me.
因為你所賜給我的道，我已經賜給他們；他們也領受了，又確實知道，我是從你出來的，並且信你差了我來。

是這樣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所發表言說 到於(它們)這些個 你那時(也是)給與 在對我， 我現在已經給與

在對(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拿取，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認識知道 誠正真實地

是這樣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你 我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置信信託 是這樣 你

到於我 你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經文變異RT]

是這樣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所發表言說 到於(它們)這些個 你現在已經給與 在對我， 我現在已經給與

在對(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拿取，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認識知道 誠正真實地

是這樣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你 我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置信信託 是這樣 你

到於我 你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約 17:9 evgw. peri. auvtw/n evrwtw/( ouv peri. tou/ ko,smou evrwtw/ avlla. peri. w-n de,dwka,j moi( o[ti soi, eivsin(
I pray for them: I pray not for the world, but for them which thou hast given me; for they are thine.
我為他們祈求；不為世人祈求，卻為你所賜給我的人祈求，因他們本是你的。

我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們)同一者 我現在持續查詢求問； 不是/不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我現在持續查詢求問， 但乃是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們)這些個 你現在已經給與 在對我；

是這樣 在對你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約 17:10 kai. ta. evma. pa,nta sa, evstin kai. ta. sa. evma,( kai. dedo,xasmai evn auvtoi/jÅ
And all mine are thine, and thine are mine; and I am glorified in them.
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並且我因他們得了榮耀。

並且 (它們)那些 (它們)我之物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它們)你之物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並且 (它們)那些

(它們)你之物 (它們)我之物； 並且 我現在已經被歸榮耀 在內 在對(他們)同一者註1。

註1：“在對(他們)同一者”文法上亦可以為“在對(它們)同一者”。

約 17:11 kai. ouvke,ti eivmi. evn tw/| ko,smw|( kai. auvtoi. evn tw/| ko,smw| eivsi,n( kavgw. pro.j se. e;rcomaiÅ Pa,ter a[gie(
th,rhson auvtou.j evn tw/| ovno,mati, sou w-| de,dwka,j moi( i[na w=sin e]n kaqw.j h̀mei/jÅ
And now I am no more in the world, but these are in the world, and I come to thee. Holy Father, keep through
thine own name those whom thou hast given me, that they may be one, as we are.
從今以後，我不在世上，他們卻在世上，我往你那裏去。聖父阿，求你因你所賜給我的名保守他們，叫他們合而

為一，像我們一樣。

並且 不再地 我現在持續是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美容妝束/世界， 並且 (他們)同一者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美容妝束/世界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並且我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阿,(他)父親 阿,(他)聖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行看護守衛 到於(他們)同一者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名字 從屬你

在對(它)這個 你現在已經給與 在對我， 為要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是 (它)一個 按照正如地 我們。
[經文變異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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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 不是/不 依然仍舊地註1
我現在持續是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美容妝束/世界， 並且 (他們)那同一者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美容妝束/世界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並且 我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阿,(他)父親 阿,(他)聖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行看護守衛 到於(他們)同一者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名字 從屬你 到於(他們)這些個 你現在已經給與 在對我， 為要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是

(它)一個 按照正如地 我們。

註1：“不再地”字形上亦可以為“不是/不 依然仍舊地”。

約 17:12 o[te h;mhn metV auvtw/n evgw. evth,roun auvtou.j evn tw/| ovno,mati, sou w-| de,dwka,j moi( kai. evfu,laxa( kai. ouvdei.j
evx auvtw/n avpw,leto eiv mh. ò uiò.j th/j avpwlei,aj( i[na h̀ grafh. plhrwqh/|Å
While I was with them in the world, I kept them in thy name: those that thou gavest me I have kept, and none of
them is lost, but the son of perdition; that the scripture might be fulfilled.
我與他們同在的時候，因你所賜給我的名，保守了他們，我也護衛了他們，其中除了那滅亡之子，沒有一個滅亡

的；好叫經上的話得應驗。

當這時地 我當時持續是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同一者， 我 我當時持續行看護守衛 到於(他們)同一者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它)名字 從屬你 在對(它)這個 你現在已經給與 在對我； 並且 我那時(也是)看管守護， 並且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毀掉除滅， 若是 不會/不要 (他)那

(他)兒子 從屬(她)那 從屬(她)毀壞失喪； 為要 (她)那 (她)經文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促使成充滿添足。
[經文變異RT]

當這時地 我當時持續是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同一者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美容妝束/世界， 我

我當時持續行看護守衛 到於(他們)同一者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它)名字 從屬你； 到於(他們)這些個 你現在已經給與

在對我， 我那時(也是)看管守護； 並且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毀掉除滅， 若是 不會/不要 (他)那 (他)兒子 從屬(她)那 從屬(她)毀壞失喪； 為要 (她)那

(她)經文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促使成充滿添足。

約 17:13 nu/n de. pro.j se. e;rcomai kai. tau/ta lalw/ evn tw/| ko,smw| i[na e;cwsin th.n cara.n th.n evmh.n peplhrwme,nhn
evn èautoi/jÅ
And now come I to thee; and these things I speak in the world, that they might have my joy fulfilled in
themselves.
現在我往你那裏去；我還在世上說這話，是叫他們心裏充滿我的喜樂。

現在此時地 然而也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並且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我現在持續發言講說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美容妝束/世界， 為要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持有 到於(她)那

到於(她)歡喜快樂 到於(她)那 到於(她)我之物 到於(她)現在已經被促使成充滿添足了的 在內 在對(他們)同一者自己。
[經文變異RT]

現在此時地 然而也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並且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我現在持續發言講說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美容妝束/世界， 為要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持有 到於(她)那

到於(她)歡喜快樂 到於(她)那 到於(她)我之物 到於(她)現在已經被促使成充滿添足了的 在內 在對(他們)同一者。

約 17:14 evgw. de,dwka auvtoi/j to.n lo,gon sou kai. ò ko,smoj evmi,shsen auvtou,j( o[ti ouvk eivsi.n evk tou/ ko,smou kaqw.j
evgw. ouvk eivmi. evk tou/ ko,smouÅ
have given them thy word; and the world hath hated them, because they are not of the world, even as I am not

of the world.
我已將你的道賜給他們；世界又恨他們，因為他們不屬世界，正如我不屬世界一樣。

我 我現在已經給與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你； 並且 (他)那

(他)美容妝束/世界 他/她/它那時(也是)恨惡 到於(他們)同一者， 是這樣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按照正如地 我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是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約 17:15 ouvk evrwtw/ i[na a;rh|j auvtou.j evk tou/ ko,smou( avllV i[na thrh,sh|j auvtou.j evk tou/ ponhrou/Å
I pray not that thou shouldest take them out of the world, but that thou shouldest keep them from the evil.
我不求你叫他們離開世界，只求你保守他們脫離那惡者。〔或作脫離罪惡〕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查詢求問 為要 你那時(也是)應該提起 到於(他們)同一者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但乃是 為要 你那時(也是)應該行看護守衛 到於(他們)同一者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惡的註1。

註1：“從屬(他)那 從屬(他)惡的”文法上亦可以為“從屬(它)那 從屬(它)惡的”。

約 17:16 evk tou/ ko,smou ouvk eivsi.n kaqw.j evgw. ouvk eivmi. evk tou/ ko,smouÅ
They are not of the world, even as I am not of the world.
他們不屬世界，正如我不屬世界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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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按照正如地 我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是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經文變異RT]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按照正如地 我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是。

約 17:17 ag̀i,ason auvtou.j evn th/| avlhqei,a|\ ò lo,goj ò so.j avlh,qeia, evstinÅ
Sanctify them through thy truth: thy word is truth.
求你用真理使他們成聖；你的道就是真理。

你那時(也是)就要使成聖 到於(他們)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真情實理； (他)那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他)那 (他)你之物 (她)真情實理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你那時(也是)就要使成聖 到於(他們)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真情實理 從屬你； (他)那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他)那 (他)你之物 (她)真情實理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約 17:18 kaqw.j evme. avpe,steilaj eivj to.n ko,smon( kavgw. avpe,steila auvtou.j eivj to.n ko,smon\
As thou hast sent me into the world, even so have I also sent them into the world.
你怎樣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樣差他們到世上。

按照正如地 到於"我" 你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美容妝束/世界， 並且我

我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到於(他們)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美容妝束/世界；

約 17:19 kai. ùpe.r auvtw/n evgw. ag̀ia,zw evmauto,n( i[na w=sin kai. auvtoi. hg̀iasme,noi evn avlhqei,a|Å
And for their sakes I sanctify myself, that they also might be sanctified through the truth.
我為他們的緣故，自己分別為聖，叫他們也因真理成聖。

並且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他們)同一者 我 我現在持續使成聖 到於(他)我自己， 為要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是 並且 (他們)同一者 (他們)現在已經被使成聖了的 在內 在對(她)真情實理。
[經文變異RT]

並且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他們)同一者 我 我現在持續使成聖 到於(他)我自己， 為要 並且 (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是 (他們)現在已經被使成聖了的 在內 在對(她)真情實理。

約 17:20 Ouv peri. tou,twn de. evrwtw/ mo,non( avlla. kai. peri. tw/n pisteuo,ntwn dia. tou/ lo,gou auvtw/n eivj evme,(
Neither pray I for these alone, but for them also which shall believe on me through their word;
我不但為這些人祈求，也為那些因他們的話信我的人祈求；

不是/不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們)那同一者 然而也 我現在持續查詢求問 僅有單獨地， 但乃是 並且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那 從屬(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們)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我"；
[經文變異RT]

不是/不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們)那同一者 然而也 我現在持續查詢求問 僅有單獨地， 但乃是 並且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將要(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那 從屬(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們)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我"；

約 17:21 i[na pa,ntej e]n w=sin( kaqw.j su,( pa,ter( evn evmoi. kavgw. evn soi,( i[na kai. auvtoi. evn hm̀i/n w=sin( i[na ò
ko,smoj pisteu,h| o[ti su, me avpe,steilajÅ
That they all may be one; as thou, Father, art in me, and I in thee, that they also may be one in us: that the
world may believe that thou hast sent me.
使他們都合而為一；正如你父在我裏面，我在你裏面；使他們也在我們裏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來。

為要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它)一個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是， 按照正如地 你， 阿,(他)父親， 在內 在對"我"，

並且我 在內 在對你； 為要 並且 (他們)同一者 在內 在對我們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是， 為要 (他)那

(他)美容妝束/世界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置信信託 是這樣 你 到於我 你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經文變異RT][不同標點]

為要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它)一個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是； 按照正如地 你， 阿,(他)父親， 在內 在對"我"，

並且我 在內 在對你， 為要 並且 (他們)同一者 在內 在對我們 (它)一個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是， 為要 (他)那

(他)美容妝束/世界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置信信託 是這樣 你 到於我 你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經文變異WH]

為要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它)一個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是， 按照正如地 你 (他)父親 在內 在對"我"， 並且我

在內 在對你， 為要 並且 (他們)同一者 在內 在對我們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是， 為要 (他)那

(他)美容妝束/世界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置信信託 是這樣 你 到於我 你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約 17:22 kavgw. th.n do,xan h]n de,dwka,j moi de,dwka auvtoi/j( i[na w=sin e]n kaqw.j hm̀ei/j 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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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glory which thou gavest me I have given them; that they may be one, even as we are one:
你所賜給我的榮耀，我已賜給他們，使他們合而為一，像我們合而為一。

並且我 到於(她)那 到於(她)榮耀 到於(她)這個 你現在已經給與 在對我， 我現在已經給與 在對(他們)同一者； 為要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是 (它)一個， 按照正如地 我們 (它)一個；
[經文變異RT]

並且 我 到於(她)那 到於(她)榮耀 到於(她)這個 你現在已經給與 在對我， 我現在已經給與 在對(他們)同一者； 為要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是 (它)一個， 按照正如地 我們 (它)一個 我們現在持續是；

約 17:23 evgw. evn auvtoi/j kai. su. evn evmoi,( i[na w=sin teteleiwme,noi eivj e[n( i[na ginw,skh| ò ko,smoj o[ti su, me
avpe,steilaj kai. hvga,phsaj auvtou.j kaqw.j evme. hvga,phsajÅ
I in them, and thou in me, that they may be made perfect in one; and that the world may know that thou hast
sent me, and hast loved them, as thou hast loved me.
我在他們裏面，你在我裏面，使他們完完全全的合而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來，也知道你愛他們如同愛我一

樣。

我 在內 在對(他們)同一者， 並且 你 在內 在對"我"， 為要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是

(他們)現在已經被促使成完滿成全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它)一個； 為要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認識知道 (他)那

(他)美容妝束/世界 是這樣 你 到於我 你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並且 你那時(也是)愛 到於(他們)同一者，

按照正如地 到於"我" 你那時(也是)愛。
[經文變異RT]

我 在內 在對(他們)同一者， 並且 你 在內 在對"我"， 為要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是

(他們)現在已經被促使成完滿成全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它)一個； 並且 為要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認識知道 (他)那

(他)美容妝束/世界 是這樣 你 到於我 你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並且 你那時(也是)愛 到於(他們)同一者，

按照正如地 到於"我" 你那時(也是)愛。

約 17:24 Pa,ter( o] de,dwka,j moi( qe,lw i[na o[pou eivmi. evgw. kavkei/noi w=sin metV evmou/( i[na qewrw/sin th.n do,xan
th.n evmh,n( h]n de,dwka,j moi o[ti hvga,phsa,j me pro. katabolh/j ko,smouÅ
Father, I will that they also, whom thou hast given me, be with me where I am; that they may behold my glory,
which thou hast given me: for thou lovedst me before the foundation of the world.
父阿，我在那裏，願你所賜給我的人，也同我在那裏，叫他們看見你所賜給我的榮耀；因為創立世界以前，你已

經愛我了。

阿,(他)父親， 到於(它)這個 你現在已經給與 在對我， 我現在持續定意 為要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我現在持續是 我，

(他們)且在那裏的那個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是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我"； 為要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行定睛觀看 到於(她)那 到於(她)榮耀 到於(她)那 到於(她)我之物， 到於(她)這個

你現在已經給與 在對我； 是這樣 你那時(也是)愛 到於我 在前面 從屬(她)投置奠基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經文變異RT]

阿,(他)父親， 到於(他們)這些個 你現在已經給與 在對我， 我現在持續定意 為要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我現在持續是

我， (他們)且在那裏的那個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是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我"； 為要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行定睛觀看 到於(她)那 到於(她)榮耀 到於(她)那 到於(她)我之物， 到於(她)這個

你那時(也是)給與 在對我； 是這樣 你那時(也是)愛 到於我 在前面 從屬(她)投置奠基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經文變異WH]

(他)父親， 到於(它)這個 你現在已經給與 在對我， 我現在持續定意 為要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我現在持續是 我，

(他們)且在那裏的那個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是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我"； 為要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行定睛觀看 到於(她)那 到於(她)榮耀 到於(她)那 到於(她)我之物， 到於(她)這個

你現在已經給與 在對我； 是這樣 你那時(也是)愛 到於我 在前面 從屬(她)投置奠基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約 17:25 pa,ter di,kaie( kai. ò ko,smoj se ouvk e;gnw( evgw. de, se e;gnwn( kai. ou-toi e;gnwsan o[ti su, me avpe,steilaj\
O righteous Father, the world hath not known thee: but I have known thee, and these have known that thou hast
sent me.
公義的父阿，世人未曾認識你，我卻認識你；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來。

阿,(他)父親 阿,(他)具公平正義的， 並且 (他)那 (他)美容妝束/世界 到於你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認識知道，

我 然而也 到於你 我那時(也是)認識知道； 並且 (他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認識知道 是這樣 你 到於我

你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經文變異WH]

(他)父親， 阿,(他)具公平正義的， 並且 (他)那 (他)美容妝束/世界 到於你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認識知道，

我 然而也 到於你 我那時(也是)認識知道； 並且 (他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認識知道 是這樣 你 到於我

你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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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17:26 kai. evgnw,risa auvtoi/j to. o;noma, sou kai. gnwri,sw( i[na h̀ avga,ph h]n hvga,phsa,j me evn auvtoi/j h=| kavgw. evn
auvtoi/jÅ
And I have declared unto them thy name, and will declare it: that the love wherewith thou hast loved me may be
in them, and I in them.
我已將你的名指示他們，還要指示他們，使你所愛我的愛在他們裏面，我也在他們裏面。

並且 我那時(也是)使成認識知道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名字 從屬你， 並且

我將要(持續)使成認識知道； 為要 (她)那 (她)愛 到於(她)這個 你那時(也是)愛 到於我， 在內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是， 並且我 在內 在對(他們)同一者。

約 18:1 Tau/ta eivpw.n VIhsou/j evxh/lqen su.n toi/j maqhtai/j auvtou/ pe,ran tou/ ceima,rrou tou/ Kedrw.n o[pou h=n
kh/poj( eivj o]n eivsh/lqen auvto.j kai. oì maqhtai. auvtou/Å
When Jesus had spoken these words, he went forth with his disciples over the brook Cedron, where was a
garden, into the which he entered, and his disciples.
耶穌說了這話，就同門徒出去，過了汲淪溪，在那裏有一個園子，他和門徒進去了。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發話言說了的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共同一起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於那邊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冬季急流溪 從屬(他)那

從屬(他)汲淪溪，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園子， 向內進入 到於(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他)同一者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發話言說了的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共同一起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於那邊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冬季急流溪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汲淪溪註1，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園子， 向內進入 到於(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他)同一者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註1：“從屬(他)汲淪溪”文法上亦可以為“從屬(他們)汲淪溪”。

[經文變異WH]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發話言說了的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共同一起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於那邊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冬季急流溪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汲淪溪註1，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園子， 向內進入 到於(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他)同一者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註1：“從屬(他)汲淪溪”文法上亦可以為“從屬(他們)汲淪溪”。

約 18:2 h;|dei de. kai. VIou,daj ò paradidou.j auvto.n to.n to,pon( o[ti polla,kij sunh,cqh VIhsou/j evkei/ meta. tw/n
maqhtw/n auvtou/Å
And Judas also, which betrayed him, knew the place: for Jesus ofttimes resorted thither with his disciples.
賣耶穌的猶大也知道那地方；因為耶穌和門徒屢次上那裏去聚集。

他/她/它當時已經看見察覺 然而也 並且 (他)猶大 (他)那 (他)現正持續交付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他)那

到於(他)地點處所； 是這樣 經常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聚集 (他)耶穌 在那裏地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當時已經看見察覺 然而也 並且 (他)猶大 (他)那 (他)現正持續交付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他)那

到於(他)地點處所； 是這樣 經常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聚集 (他)那 (他)耶穌 在那裏地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MT]

他/她/它當時已經看見察覺 然而也 並且 (他)猶大 (他)那 (他)現正持續交付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他)那

到於(他)地點處所； 是這樣 經常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聚集 並且 (他)那 (他)耶穌 在那裏地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約 18:3 ò ou=n VIou,daj labw.n th.n spei/ran kai. evk tw/n avrciere,wn kai. evk tw/n Farisai,wn ùphre,taj e;rcetai evkei/
meta. fanw/n kai. lampa,dwn kai. o[plwnÅ
Judas then, having received a band of men and officers from the chief priests and Pharisees, cometh thither
with lanterns and torches and weapons.
猶大領了一隊兵，和祭司長並法利賽人的差役，拿著燈籠，火把，兵器，就來到園裏。

(他)那 這樣 (他)猶大 (他)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營隊 並且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大祭司 並且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法利賽人 到於(他們)差役，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在那裏地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照明物 並且 從屬(她們)火燈/火把 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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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屬(它們)器械裝備。
[經文變異RT]

(他)那 這樣 (他)猶大 (他)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營隊 並且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大祭司 並且 從屬(他們)法利賽人 到於(他們)差役，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在那裏地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照明物 並且 從屬(她們)火燈/火把 並且 從屬(它們)器械裝備。

約 18:4 VIhsou/j ou=n eivdw.j pa,nta ta. evrco,mena evpV auvto.n evxh/lqen kai. le,gei auvtoi/j( Ti,na zhtei/teÈ
Jesus therefore, knowing all things that should come upon him, went forth, and said unto them, Whom seek ye?
耶穌知道將要臨到自己的一切事，就出來，對他們說：你們找誰。

(他)耶穌 這樣 (他)現在已經看見察覺了的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任何什麼呢 你們現在持續探索尋求？
[經文變異RT]

(他)耶穌 這樣 (他)現在已經看見察覺了的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任何什麼呢 你們現在持續探索尋求？

約 18:5 avpekri,qhsan auvtw/|( VIhsou/n to.n Nazwrai/onÅ le,gei auvtoi/j( VEgw, eivmiÅ eìsth,kei de. kai. VIou,daj ò
paradidou.j auvto.n metV auvtw/nÅ
They answered him, Jesus of Nazareth. Jesus saith unto them, I am he. And Judas also, which betrayed him,
stood with them.
他們回答說：找拿撒勒人耶穌。耶穌說：我就是。賣他的猶大也同他們站在那裏。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他)耶穌 到於(他)那 到於(他)拿撒勒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我 我現在持續是。 他/她/它當時已經立定站住 然而也 並且 (他)猶大

(他)那 (他)現正持續交付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註1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他)耶穌 到於(他)那 到於(他)拿撒勒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我 我現在持續是。 他/她/它當時已經立定站住 然而也

並且 (他)猶大 (他)那 (他)現正持續交付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同一者。

註1：“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約 18:6 wj̀ ou=n ei=pen auvtoi/j( VEgw, eivmi( avph/lqon eivj ta. ovpi,sw kai. e;pesan camai,Å
As soon then as he had said unto them, I am he, they went backward, and fell to the ground.
耶穌一說，我就是，他們就退後倒在地上。

正如地 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我 我現在持續是，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那些 向在後面地，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落下墜落 朝向地面地。
[經文變異RT]

正如地 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是這樣 我 我現在持續是，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那些 向在後面地，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落下墜落 朝向地面地。

約 18:7 pa,lin ou=n evphrw,thsen auvtou,j( Ti,na zhtei/teÈ oi` de. ei=pan( VIhsou/n to.n Nazwrai/onÅ
Then asked he them again, Whom seek ye? And they said, Jesus of Nazareth.
他又問他們說：你們找誰。他們說：找拿撒勒人耶穌。

重新又再地 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上面查詢求問 到於(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任何什麼呢

你們現在持續探索尋求？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到於(他)耶穌 到於(他)那

到於(他)拿撒勒人。
[經文變異RT]

重新又再地 這樣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上面查詢求問， 到於(他)任何什麼呢

你們現在持續探索尋求？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到於(他)耶穌 到於(他)那

到於(他)拿撒勒人。

約 18:8 avpekri,qh VIhsou/j( Ei=pon um̀i/n o[ti evgw, eivmi\ eiv ou=n evme. zhtei/te( a;fete tou,touj up̀a,gein\
Jesus answered, I have told you that I am he: if therefore ye seek me, let these go their way:
耶穌說：我已經告訴你們，我就是；你們若找我，就讓這些人去罷。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 (他)耶穌， 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你們 是這樣 我 我現在持續是； 若是 這樣

到於"我" 你們現在持續探索尋求，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任憑釋放離開 到於(他們)那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退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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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註1
(他)那 (他)耶穌， 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你們 是這樣 我 我現在持續是；

若是 這樣 到於"我" 你們現在持續探索尋求，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任憑釋放離開 到於(他們)那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退開去；

註1：“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約 18:9 i[na plhrwqh/| ò lo,goj o]n ei=pen o[ti Ou]j de,dwka,j moi ouvk avpw,lesa evx auvtw/n ouvde,naÅ
That the saying might be fulfilled, which he spake, Of them which thou gavest me have I lost none.
這要應驗耶穌從前的話，說：你所賜給我的人，我沒有失落一個。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促使成充滿添足 (他)那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到於(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是這樣 到於(他們)這些個 你現在已經給與 在對我， 不是/不 我那時(也是)毀掉除滅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約 18:10 Si,mwn ou=n Pe,troj e;cwn ma,cairan ei[lkusen auvth.n kai. e;paisen to.n tou/ avrciere,wj dou/lon kai.
avpe,koyen auvtou/ to. wvta,rion to. dexio,n\ h=n de. o;noma tw/| dou,lw| Ma,lcojÅ
Then Simon Peter having a sword drew it, and smote the high priest's servant, and cut off his right ear. The
servant's name was Malchus.
西門彼得帶著一把刀，就拔出來，將大祭司的僕人砍了一刀，削掉他的右耳；那僕人名叫馬勒古。

(他)西門 這樣 (他)彼得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兵刃 他/她/它那時(也是)拽拉牽引 到於(她)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敲擊打中 到於(他)那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大祭司 到於(他)奴僕，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砍斷切除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它)那 到於(它)外耳 到於(它)那 到於(它)右手邊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它)名字

在對(他)那 在對(他)奴僕 (他)馬勒古。
[經文變異RT]

(他)西門 這樣 (他)彼得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兵刃 他/她/它那時(也是)拽拉牽引 到於(她)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敲擊打中 到於(他)那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大祭司 到於(他)奴僕，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砍斷切除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它)那 到於(它)耳垂 到於(它)那 到於(它)右手邊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它)名字

在對(他)那 在對(他)奴僕 (他)馬勒古。

約 18:11 ei=pen ou=n ò VIhsou/j tw/| Pe,trw|( Ba,le th.n ma,cairan eivj th.n qh,khn\ to. poth,rion o] de,dwke,n moi ò
path.r ouv mh. pi,w auvto,È
Then said Jesus unto Peter, Put up thy sword into the sheath: the cup which my Father hath given me, shall I
not drink it?
耶穌就對彼得說：收刀入鞘罷；我父所給我的那杯，我豈可不喝呢。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這樣 (他)那 (他)耶穌 在對(他)那 在對(他)彼得， 你那時(也是)就要投擲 到於(她)那

到於(她)兵刃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鞘； 到於(它)那 到於(它)杯 到於(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已經給與 在對我

(他)那 (他)父親， 豈非呢 不會/不要 我那時(也是)應該喝 到於(它)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這樣 (他)那 (他)耶穌 在對(他)那 在對(他)彼得， 你那時(也是)就要投擲 到於(她)那

到於(她)兵刃 從屬你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鞘； 到於(它)那 到於(它)杯 到於(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已經給與

在對我 (他)那 (他)父親， 豈非呢 不會/不要 我那時(也是)應該喝 到於(它)同一者？

約 18:12 ~H ou=n spei/ra kai. ò cili,arcoj kai. oi` ùphre,tai tw/n VIoudai,wn sune,labon to.n VIhsou/n kai. e;dhsan
auvto.n
Then the band and the captain and officers of the Jews took Jesus, and bound him,
那隊兵和千夫長並猶太人的差役，就拿住耶穌，把他捆綁了；

(她)那 這樣 (她)營隊 並且 (他)那 (他)千夫長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差役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共同拿取/懷有/相持互助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拴綁

到於(他)同一者，

約 18:13 kai. h;gagon pro.j {Annan prw/ton\ h=n ga.r penqero.j tou/ Kai?a,fa( o]j h=n avrciereu.j tou/ evniautou/
evkei,nou\
And led him away to Annas first; for he was father in law to Caiaphas, which was the high priest that same year.
先帶到亞那面前；因為亞那是本年作大祭司該亞法的岳父。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帶領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亞那 首先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因為 (他)岳父

從屬(他)那 從屬(他)該亞法， (他)這個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大祭司 從屬(他)那 從屬(他)年度

從屬(他)在那裏的那個；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從那裏帶領離開 到於(他)同一者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亞那 首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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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因為 (他)岳父 從屬(他)那 從屬(他)該亞法， (他)這個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大祭司 從屬(他)那

從屬(他)年度 從屬(他)在那裏的那個；

約 18:14 h=n de. Kai?a,faj ò sumbouleu,saj toi/j VIoudai,oij o[ti sumfe,rei e[na a;nqrwpon avpoqanei/n ùpe.r tou/ laou/Å
Now Caiaphas was he, which gave counsel to the Jews, that it was expedient that one man should die for the
people.
這該亞法，就是從前向猶太人發議論說，一個人替百姓死是有益的那位。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他)該亞法 (他)那 (他)那時(也是)商議建言了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猶太人的，

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持續一起負載攜帶/輕省有益 到於(他)一個 到於(他)人 那時(也是)要去死去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民百姓。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他)該亞法 (他)那 (他)那時(也是)商議建言了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猶太人的，

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持續一起負載攜帶/輕省有益 到於(他)一個 到於(他)人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毀掉除滅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民百姓。

約 18:15 VHkolou,qei de. tw/| VIhsou/ Si,mwn Pe,troj kai. a;lloj maqhth,jÅ ò de. maqhth.j evkei/noj h=n gnwsto.j tw/|
avrcierei/ kai. suneish/lqen tw/| VIhsou/ eivj th.n auvlh.n tou/ avrciere,wj(
And Simon Peter followed Jesus, and so did another disciple: that disciple was known unto the high priest, and
went in with Jesus into the palace of the high priest.
西門彼得跟著耶穌，還有一個門徒跟著；那門徒是大祭司所認識的；他就同耶穌進了大祭司的院子。

他/她/它當時持續跟隨 然而也 在對(他)那 在對(他)耶穌 (他)西門 (他)彼得 並且 (他)另外不同的 (他)門徒。 (他)那

然而也 (他)門徒 (他)在那裏的那個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乃認識知道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大祭司，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共同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在對(他)那 在對(他)耶穌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天井庭院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大祭司；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當時持續跟隨 然而也 在對(他)那 在對(他)耶穌 (他)西門 (他)彼得 並且 (他)那 (他)另外不同的 (他)門徒。

(他)那 然而也 (他)門徒 (他)在那裏的那個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乃認識知道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大祭司，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共同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在對(他)那 在對(他)耶穌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天井庭院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大祭司；

約 18:16 ò de. Pe,troj eis̀th,kei pro.j th/| qu,ra| e;xwÅ evxh/lqen ou=n ò maqhth.j ò a;lloj ò gnwsto.j tou/ avrciere,wj kai.
ei=pen th/| qurwrw/| kai. eivsh,gagen to.n Pe,tronÅ
But Peter stood at the door without. Then went out that other disciple, which was known unto the high priest,
and spake unto her that kept the door, and brought in Peter.
彼得卻站在門外；大祭司所認識的那個門徒出來，和看門的使女說了一聲，就領彼得進去。

(他)那 然而也 (他)彼得 他/她/它當時已經立定站住 <在前面向著>靠近在 在對(她)那 在對(她)門戶 在外面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這樣 (他)那 (他)門徒 (他)那 (他)另外不同的 (他)那 (他)乃認識知道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大祭司，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她)那 在對(她)看門之人，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內帶領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彼得。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彼得 他/她/它當時已經立定站住 <在前面向著>靠近在 在對(她)那 在對(她)門戶 在外面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這樣 (他)那 (他)門徒 (他)那 (他)另外不同的 (他)這個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那 (他)乃認識知道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大祭司，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她)那

在對(她)看門之人，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內帶領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彼得。

約 18:17 le,gei ou=n tw/| Pe,trw| h` paidi,skh h` qurwro,j( Mh. kai. su. evk tw/n maqhtw/n ei= tou/ avnqrw,pou tou,touÈ
le,gei evkei/noj( Ouvk eivmi,Å
Then saith the damsel that kept the door unto Peter, Art not thou also one of this man's disciples? He saith, I am
not.
那看門的使女對彼得說：你不也是這人的門徒麼。他說：我不是。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這樣 在對(他)那 在對(他)彼得 (她)那 (她)使女 (她)那 (她)看門之人， 豈會呢 並且 你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門徒 你現在持續是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從屬(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他)在那裏的那個，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這樣 (她)那 (她)使女 (她)那 (她)看門之人 在對(他)那 在對(他)彼得， 豈會呢 並且 你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門徒 你現在持續是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從屬(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他)在那裏的那個，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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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18:18 eìsth,keisan de. oi` dou/loi kai. oi` ùphre,tai avnqrakia.n pepoihko,tej( o[ti yu/coj h=n( kai. evqermai,nonto\
h=n de. kai. ò Pe,troj metV auvtw/n es̀tw.j kai. qermaino,menojÅ
And the servants and officers stood there, who had made a fire of coals; for it was cold: and they warmed
themselves: and Peter stood with them, and warmed himself.
僕人和差役，因為天冷，就生了炭火，站在那裏烤火；彼得也同他們站著烤火。

他/她/它們當時已經立定站住 然而也 (他們)那些 (他們)奴僕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差役， 到於(她)一堆火炭

(他們)現在已經行出作成了的； 是這樣 (它)寒冷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取暖；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並且 (他)那 (他)彼得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現在已經立定站住了的

並且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取暖了的。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當時已經立定站住 然而也 (他們)那些 (他們)奴僕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差役， 到於(她)一堆火炭

(他們)現在已經行出作成了的； 是這樣 (它)寒冷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取暖；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彼得 (他)現在已經立定站住了的 並且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取暖了的。

約 18:19 ~O ou=n avrciereu.j hvrw,thsen to.n VIhsou/n peri. tw/n maqhtw/n auvtou/ kai. peri. th/j didach/j auvtou/Å
The high priest then asked Jesus of his disciples, and of his doctrine.
大祭司就以耶穌的門徒和他的教訓盤問他。

(他)那 這樣 (他)大祭司 他/她/它那時(也是)查詢求問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在周圍>關於 從屬(她)那 從屬(她)教授講訓 從屬(他)同一者。

約 18:20 avpekri,qh auvtw/| VIhsou/j( VEgw. parrhsi,a| lela,lhka tw/| ko,smw|( evgw. pa,ntote evdi,daxa evn sunagwgh/| kai. evn
tw/| ièrw/|( o[pou pa,ntej oì VIoudai/oi sune,rcontai( kai. evn kruptw/| evla,lhsa ouvde,nÅ
Jesus answered him, I spake openly to the world; I ever taught in the synagogue, and in the temple, whither the
Jews always resort; and in secret have I said nothing.
耶穌回答說：我從來是明明的對世人說話；我常在會堂和殿裏，就是猶太人聚集的地方，教訓人；我在暗地裏，

並沒有說甚麼。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 在對(他)同一者 (他)耶穌， 我 在對(她)放膽公開直言 我現在已經發言講說

在對(他)那 在對(他)美容妝束/世界； 我 總是地 我那時(也是)教導 在內 在對(她)會堂 並且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聖殿，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那些 (他們)猶太人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共同到來前往； 並且 在內 在對(它)乃隱藏遮掩的 我那時(也是)發言講說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註1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我 在對(她)放膽公開直言

我那時(也是)發言講說 在對(他)那 在對(他)美容妝束/世界； 我 總是地 我那時(也是)教導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會堂 並且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聖殿，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總是地 (他們)那些 (他們)猶太人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共同到來前往； 並且 在內 在對(它)乃隱藏遮掩的 我那時(也是)發言講說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註1：“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約 18:21 ti, me evrwta/|jÈ evrw,thson tou.j avkhkoo,taj ti, evla,lhsa auvtoi/j\ i;de ou-toi oi;dasin a] ei=pon evgw,Å
Why askest thou me? ask them which heard me, what I have said unto them: behold, they know what I said.
你為甚麼問我呢；可以問那聽見的人，我對他們說的是甚麼；我所說的，他們都知道。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到於我 你現在持續查詢求問？ 你那時(也是)就要查詢求問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在已經聲聞耳聽了的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我那時(也是)發言講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就要看哪， (他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到於(它們)這些個 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我。
[經文變異RT]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到於我 你現在持續在上面查詢求問？ 你那時(也是)就要在上面查詢求問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在已經聲聞耳聽了的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我那時(也是)發言講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就要看哪， (他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到於(它們)這些個 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我。

約 18:22 tau/ta de. auvtou/ eivpo,ntoj ei-j paresthkw.j tw/n up̀hretw/n e;dwken r̀a,pisma tw/| VIhsou/ eivpw,n( Ou[twj
avpokri,nh| tw/| avrcierei/È
And when he had thus spoken, one of the officers which stood by struck Jesus with the palm of his hand,
saying, Answerest thou the high priest so?
耶穌說了這話，旁邊站著的一個差役，用手掌打他說：你這樣回答大祭司麼。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然而也 從屬(他)同一者 從屬(他)那時(也是)發話言說了的， (他)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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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現在已經立定站住在旁邊了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差役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到於(它)拍擊摑掌 在對(他)那

在對(他)耶穌 (他)那時(也是)發話言說了的， 那同一樣式地 你現在持續讓自己/被生應對回答 在對(他)那

在對(他)大祭司？
[經文變異RT]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然而也 從屬(他)同一者 從屬(他)那時(也是)發話言說了的， (他)一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差役 (他)現在已經立定站住在旁邊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到於(它)拍擊摑掌 在對(他)那 在對(他)耶穌

(他)那時(也是)發話言說了的， 那同一樣式地 你現在持續讓自己/被生應對回答 在對(他)那 在對(他)大祭司？

約 18:23 avpekri,qh auvtw/| VIhsou/j( Eiv kakw/j evla,lhsa( martu,rhson peri. tou/ kakou/\ eiv de. kalw/j( ti, me de,reijÈ
Jesus answered him, If I have spoken evil, bear witness of the evil: but if well, why smitest thou me?
耶穌說：我若說的不是，你可以指證那不是；我若說的是，你為甚麼打我呢。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 在對(他)同一者 (他)耶穌， 若是 卑劣不好地 我那時(也是)發言講說，

你那時(也是)就要作見證人 <在周圍>關於 從屬(它)那 從屬(它)卑劣不好的； 若是 然而也 美好適當地，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到於我 你現在持續抽打？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註1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若是 卑劣不好地 我那時(也是)發言講說，

你那時(也是)就要作見證人 <在周圍>關於 從屬(它)那 從屬(它)卑劣不好的； 若是 然而也 美好適當地，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到於我 你現在持續抽打？

註1：“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約 18:24 avpe,steilen ou=n auvto.n ò {Annaj dedeme,non pro.j Kai?a,fan to.n avrciere,aÅ
Now Annas had sent him bound unto Caiaphas the high priest.
亞那就把耶穌解到大祭司該亞法那裏，仍是捆著解去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這樣 到於(他)同一者 (他)那 (他)亞那 到於(他)現在已經被拴綁了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該亞法 到於(他)那 到於(他)大祭司。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到於(他)同一者 (他)那 (他)亞那 到於(他)現在已經被拴綁了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該亞法 到於(他)那 到於(他)大祭司。

約 18:25 +Hn de. Si,mwn Pe,troj es̀tw.j kai. qermaino,menojÅ ei=pon ou=n auvtw/|( Mh. kai. su. evk tw/n maqhtw/n auvtou/
ei=È hvrnh,sato evkei/noj kai. ei=pen( Ouvk eivmi,Å
And Simon Peter stood and warmed himself. They said therefore unto him, Art not thou also one of his
disciples? He denied it, and said, I am not.
西門彼得正站著烤火，有人對他說：你不也是他的門徒麼。彼得不承認，說：我不是。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他)西門 (他)彼得 (他)現在已經立定站住了的 並且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取暖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這樣 在對(他)同一者， 豈會呢 並且 你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你現在持續是？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否認拒絕 (他)在那裏的那個，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是。

約 18:26 le,gei ei-j evk tw/n dou,lwn tou/ avrciere,wj( suggenh.j w'n ou- avpe,koyen Pe,troj to. wvti,on( Ouvk evgw, se
ei=don evn tw/| kh,pw| metV auvtou/È
One of the servants of the high priest, being his kinsman whose ear Peter cut off, saith, Did not I see thee in the
garden with him?
有大祭司的一個僕人，是彼得削掉耳朵那人的親屬，說：我不是看見你同他在園子裏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他)一個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奴僕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大祭司， (他)親族的

(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從屬(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砍斷切除 (他)彼得 到於(它)那 到於(它)耳垂， 豈非呢 我 到於你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園子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同一者？

約 18:27 pa,lin ou=n hvrnh,sato Pe,troj( kai. euvqe,wj avle,ktwr evfw,nhsenÅ
Peter then denied again: and immediately the cock crew.
彼得又不承認；立時雞就叫了。

重新又再地 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否認拒絕 (他)彼得； 並且 平直直接地[同#2117] (他)公雞

他/她/它那時(也是)出聲叫喚。
[經文變異RT]

重新又再地 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否認拒絕 (他)那 (他)彼得； 並且 平直直接地[同#2117] (他)公雞

他/她/它那時(也是)出聲叫喚。

約 18:28 :Agousin ou=n to.n VIhsou/n avpo. tou/ Kai?a,fa eivj to. praitw,rion\ h=n de. prwi<\ kai. auvtoi. ouvk eivsh/lqon
eivj to. praitw,rion( i[na mh. mianqw/sin avlla. fa,gwsin to. pa,sca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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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n led they Jesus from Caiaphas unto the hall of judgment: and it was early; and they themselves went not
into the judgment hall, lest they should be defiled; but that they might eat the passover.
眾人將耶穌，從該亞法那裏往衙門內解去；那時天還早；他們自己卻不進衙門，恐怕染了污穢，不能喫逾越節的

筵席。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帶領 這樣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該亞法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行營官署；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清早地； 並且 (他們)同一者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行營官署， 為要 不會/不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被沾染玷污， 但乃是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吃食 到於(它)那 到於(它)逾越/逾越節。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帶領 這樣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該亞法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行營官署；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她)清晨； 並且 (他們)同一者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行營官署， 為要 不會/不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被沾染玷污， 但乃是 為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吃食 到於(它)那 到於(它)逾越/逾越節。

約 18:29 evxh/lqen ou=n ò Pila/toj e;xw pro.j auvtou.j kai. fhsi,n( Ti,na kathgori,an fe,rete Îkata.Ð tou/ avnqrw,pou
tou,touÈ
Pilate then went out unto them, and said, What accusation bring ye against this man?
彼拉多就出來，到他們那裏，說：你們告這人是為甚麼事呢。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這樣 (他)那 (他)彼拉多 在外面地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宣稱傳講， 到於(她)任何什麼呢 到於(她)控告指控 你們現在持續負載攜帶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從屬(他)那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這樣 (他)那 (他)彼拉多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到於(她)任何什麼呢 到於(她)控告指控 你們現在持續負載攜帶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從屬(他)那同一者？
[經文變異WH]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這樣 (他)那 (他)彼拉多 在外面地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宣稱傳講， 到於(她)任何什麼呢 到於(她)控告指控 你們現在持續負載攜帶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從屬(他)那同一者？

約 18:30 avpekri,qhsan kai. ei=pan auvtw/|( Eiv mh. h=n ou-toj kako.n poiw/n( ouvk a;n soi paredw,kamen auvto,nÅ
They answered and said unto him, If he were not a malefactor, we would not have delivered him up unto thee.
他們回答說：這人若不是作惡的，我們就不把他交給你。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若是 不會/不要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那同一者 到於(它)卑劣不好的 (他)現正持續行出作成了的， 不是/不 但凡 在對你

我們那時(也是)交付 到於(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註1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若是 不會/不要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那同一者 (他)行作邪惡的， 不是/不 但凡 在對你 我們那時(也是)交付 到於(他)同一者。

註1：“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約 18:31 ei=pen ou=n auvtoi/j ò Pila/toj( La,bete auvto.n ùmei/j kai. kata. to.n no,mon um̀w/n kri,nate auvto,nÅ ei=pon
auvtw/| oi` VIoudai/oi( ~Hmi/n ouvk e;xestin avpoktei/nai ouvde,na\
Then said Pilate unto them, Take ye him, and judge him according to your law. The Jews therefore said unto
him, It is not lawful for us to put any man to death:
彼拉多說：你們自己帶他去，按著你們的律法審問他罷。猶太人說：我們沒有殺人的權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這樣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彼拉多，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拿取 到於(他)同一者

你們， 並且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那 到於(他)律法 從屬你們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區別審斷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猶太人的， 在對我們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合乎法理[非人稱用法] 那時(也是)要去殺害除掉 到於(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這樣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彼拉多，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拿取 到於(他)同一者

你們， 並且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那 到於(他)律法 從屬你們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區別審斷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這樣 在對(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猶太人的， 在對我們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合乎法理[非人稱用法] 那時(也是)要去殺害除掉 到於(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經文變異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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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這樣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彼拉多，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拿取 到於(他)同一者 你們，

並且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那 到於(他)律法 從屬你們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區別審斷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猶太人的， 在對我們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合乎法理[非人稱用法] 那時(也是)要去殺害除掉 到於(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約 18:32 i[na ò lo,goj tou/ VIhsou/ plhrwqh/| o]n ei=pen shmai,nwn poi,w| qana,tw| h;mellen avpoqnh,|skeinÅ
That the saying of Jesus might be fulfilled, which he spake, signifying what death he should die.
這要應驗耶穌所說，自己將要怎樣死的話了。

為要 (他)那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那 從屬(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促使成充滿添足，

到於(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現正持續以標誌記號指示了的 在對(他)什麼樣呢 在對(他)死

他/她/它當時持續準備快要 現要去持續死去。

約 18:33 Eivsh/lqen ou=n pa,lin eivj to. praitw,rion ò Pila/toj kai. evfw,nhsen to.n VIhsou/n kai. ei=pen auvtw/|( Su. ei= ò
basileu.j tw/n VIoudai,wnÈ
Then Pilate entered into the judgment hall again, and called Jesus, and said unto him, Art thou the King of the
Jews?
彼拉多又進了衙門，叫耶穌來，對他說：你是猶太人的王麼。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這樣 重新又再地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行營官署 (他)那 (他)彼拉多，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出聲叫喚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你

你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君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這樣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行營官署 重新又再地 (他)那 (他)彼拉多，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出聲叫喚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你

你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君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約 18:34 avpekri,qh VIhsou/j( VApo. seautou/ su. tou/to le,geij h' a;lloi ei=po,n soi peri. evmou/È
Jesus answered him, Sayest thou this thing of thyself, or did others tell it thee of me?
耶穌回答說：這話是你自己說的，還是別人論我對你說的呢。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 (他)耶穌，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你自己 你 到於(它)那同一者 你現在持續道說，

甚或/或而 (他們)另外不同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你 <在周圍>關於 從屬"我"？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註1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同一者自己 你

到於(它)那同一者 你現在持續道說， 甚或/或而 (他們)另外不同的 在對你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周圍>關於 從屬"我"？

註1：“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約 18:35 avpekri,qh ò Pila/toj( Mh,ti evgw. VIoudai/o,j eivmiÈ to. e;qnoj to. so.n kai. oì avrcierei/j pare,dwka,n se evmoi,\
ti, evpoi,hsajÈ
Pilate answered, Am I a Jew? Thine own nation and the chief priests have delivered thee unto me: what hast
thou done?
彼拉多說：我豈是猶太人呢；你本國的人和祭司長，把你交給我；你作了甚麼事呢。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註1
(他)那 (他)彼拉多， 豈會是呢 我 (他)猶太人的 我現在持續是？ (它)那

(它)種族邦國 (它)那 (它)你之物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大祭司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交付 到於你 在對"我"；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註1：“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約 18:36 avpekri,qh VIhsou/j( ~H basilei,a h` evmh. ouvk e;stin evk tou/ ko,smou tou,tou\ eiv evk tou/ ko,smou tou,tou h=n h̀
basilei,a h` evmh,( oì ùphre,tai oì evmoi. hvgwni,zonto Îa'nÐ i[na mh. paradoqw/ toi/j VIoudai,oij\ nu/n de. h̀ basilei,a h`
evmh. ouvk e;stin evnteu/qenÅ
Jesus answered, My kingdom is not of this world: if my kingdom were of this world, then would my servants
fight, that I should not be delivered to the Jews: but now is my kingdom not from hence.
耶穌回答說：我的國不屬這世界；我的國若屬這世界，我的臣僕必要爭戰，使我不至於被交給猶太人；只是我的

國不屬這世界。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 (他)耶穌， (她)那 (她)王權國度 (她)那 (她)我之物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從屬(他)那同一者； 若是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從屬(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她)那 (她)王權國度 (她)那 (她)我之物， (他們)那些 (他們)差役 (他們)那些

在對"我"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努力奮鬥 但凡， 為要 不會/不要 我那時(也是)應該被交付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猶太人的； 現在此時地 然而也 (她)那 (她)王權國度 (她)那 (她)我之物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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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在此處地。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註1
(他)那 (他)耶穌， (她)那 (她)王權國度 (她)那 (她)我之物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從屬(他)那同一者； 若是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從屬(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她)那 (她)王權國度 (她)那 (她)我之物， (他們)那些

(他們)差役 但凡 (他們)那些 在對"我"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努力奮鬥， 為要 不會/不要

我那時(也是)應該被交付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猶太人的； 現在此時地 然而也 (她)那 (她)王權國度 (她)那

(她)我之物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從在此處地。

註1：“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約 18:37 ei=pen ou=n auvtw/| ò Pila/toj( Ouvkou/n basileu.j ei= su,È avpekri,qh ò VIhsou/j( Su. le,geij o[ti basileu,j eivmiÅ
evgw. eivj tou/to gege,nnhmai kai. eivj tou/to evlh,luqa eivj to.n ko,smon( i[na marturh,sw th/| avlhqei,a|\ pa/j ò w'n evk th/j
avlhqei,aj avkou,ei mou th/j fwnh/jÅ
Pilate therefore said unto him, Art thou a king then? Jesus answered, Thou sayest that I am a king. To this end
was I born, and for this cause came I into the world, that I should bear witness unto the truth. Every one that is
of the truth heareth my voice.
彼拉多就對他說：這樣，你是王麼。耶穌回答說：你說我是王；我為此而生，也為此來到世間，特為給真理作見

證；凡屬真理的人，就聽我的話。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這樣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彼拉多， 豈非這樣地 (他)君王 你現在持續是 你？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 (他)那 (他)耶穌， 你 你現在持續道說 是這樣 (他)君王 我現在持續是。 我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同一者 我現在已經被生發成為族類， 並且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同一者 我現在已經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美容妝束/世界， 為要 我那時(也是)應該作見證人 在對(她)那 在對(她)真情實理；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真情實理 他/她/它現在持續聲聞耳聽

從屬我 從屬(她)那 從屬(她)聲音。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這樣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彼拉多， 豈非這樣地 (他)君王 你現在持續是 你？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註1
(他)那 (他)耶穌， 你 你現在持續道說 是這樣 (他)君王 我現在持續是 我。

我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同一者 我現在已經被生發成為族類， 並且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同一者

我現在已經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美容妝束/世界， 為要 我那時(也是)應該作見證人 在對(她)那

在對(她)真情實理；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真情實理

他/她/它現在持續聲聞耳聽 從屬我 從屬(她)那 從屬(她)聲音。

註1：“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約 18:38 le,gei auvtw/| o` Pila/toj( Ti, evstin avlh,qeiaÈ Kai. tou/to eivpw.n pa,lin evxh/lqen pro.j tou.j VIoudai,ouj kai.
le,gei auvtoi/j( VEgw. ouvdemi,an eùri,skw evn auvtw/| aivti,anÅ
Pilate saith unto him, What is truth? And when he had said this, he went out again unto the Jews, and saith unto
them, I find in him no fault at all.
彼拉多說：真理是甚麼呢。說了這話，又出來到猶太人那裏，對他們說：我查不出他有甚麼罪來。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彼拉多， (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真情實理？ 並且

到於(它)那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發話言說了的 重新又再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猶太人的，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我 到於(她)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我現在持續找到尋見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她)索問要求之因由。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彼拉多， (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真情實理？ 並且

到於(它)那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發話言說了的 重新又再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猶太人的，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我 到於(她)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到於(她)索問要求之因由 我現在持續找到尋見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約 18:39 e;stin de. sunh,qeia um̀i/n i[na e[na avpolu,sw ùmi/n evn tw/| pa,sca\ bou,lesqe ou=n avpolu,sw ùmi/n to.n basile,a
tw/n VIoudai,wnÈ
But ye have a custom, that I should release unto you one at the passover: will ye therefore that I release unto
you the King of the Jews?
但你們有個規矩，在逾越節要我給你們釋放一個人，你們要我給你們釋放猶太人的王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然而也 (她)習俗常規 在對你們， 為要 到於(他)一個 我那時(也是)應該打發離開 在對你們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逾越/逾越節；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諮商決意 這樣， 我那時(也是)應該打發離開 在對你們

到於(他)那 到於(他)君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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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然而也 (她)習俗常規 在對你們， 為要 到於(他)一個 在對你們 我那時(也是)應該打發離開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逾越/逾越節；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諮商決意 這樣， 在對你們 我那時(也是)應該打發離開

到於(他)那 到於(他)君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約 18:40 evkrau,gasan ou=n pa,lin le,gontej( Mh. tou/ton avlla. to.n Barabba/nÅ h=n de. ò Barabba/j lh|sth,jÅ
Then cried they all again, saying, Not this man, but Barabbas. Now Barabbas was a robber.
他們又喊著說：不要這人，要巴拉巴。這巴拉巴是個強盜。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喊嚷叫 這樣 重新又再地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不會/不要 到於(他)那同一者， 但乃是

到於(他)那 到於(他)巴拉巴。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他)那 (他)巴拉巴 (他)強盜。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喊嚷叫 這樣 重新又再地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不會/不要

到於(他)那同一者， 但乃是 到於(他)那 到於(他)巴拉巴。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他)那 (他)巴拉巴 (他)強盜。

約 19:1 To,te ou=n e;laben ò Pila/toj to.n VIhsou/n kai. evmasti,gwsenÅ
Then Pilate therefore took Jesus, and scourged him.
當下彼拉多將耶穌鞭打了。

當那時地 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拿取 (他)那 (他)彼拉多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鞭打。

約 19:2 kai. oì stratiw/tai ple,xantej ste,fanon evx avkanqw/n evpe,qhkan auvtou/ th/| kefalh/| kai. im̀a,tion porfurou/n
perie,balon auvto.n
And the soldiers platted a crown of thorns, and put it on his head, and they put on him a purple robe,
兵丁用荊棘編作冠冕，戴在他頭上，給他穿上紫袍；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士兵 (他們)那時(也是)纏繞編織了的 到於(他)花冠 向外出來 從屬(她們)荊棘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置放擺設在上面 從屬(他)同一者 在對(她)那 在對(她)頭， 並且 到於(它)衣服 到於(它)紫色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披蓋穿裹 到於(他)同一者；

約 19:3 kai. h;rconto pro.j auvto.n kai. e;legon( Cai/re ò basileu.j tw/n VIoudai,wn\ kai. evdi,dosan auvtw/| ràpi,smataÅ
And said, Hail, King of the Jews! and they smote him with their hands.
又挨近他說：恭喜猶太人的王阿；他們就用手掌打他。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你現在就要持續歡喜安樂， (他)那 (他)君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給與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它們)拍擊摑掌。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你現在就要持續歡喜安樂， (他)那 (他)君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給與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它們)拍擊摑掌。

約 19:4 Kai. evxh/lqen pa,lin e;xw ò Pila/toj kai. le,gei auvtoi/j( :Ide a;gw ùmi/n auvto.n e;xw( i[na gnw/te o[ti ouvdemi,an
aivti,an eùri,skw evn auvtw/|Å
Pilate therefore went forth again, and saith unto them, Behold, I bring him forth to you, that ye may know that I
find no fault in him.
彼拉多又出來對眾人說：我帶他出來見你們，叫你們知道我查不出他有甚麼罪來。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重新又再地 在外面地 (他)那 (他)彼拉多，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就要看哪， 我現在持續帶領 在對你們 到於(他)同一者 在外面地， 為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認識知道 是這樣 到於(她)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到於(她)索問要求之因由 我現在持續找到尋見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這樣 重新又再地 在外面地 (他)那 (他)彼拉多，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就要看哪， 我現在持續帶領 在對你們 到於(他)同一者 在外面地， 為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認識知道 是這樣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她)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到於(她)索問要求之因由

我現在持續找到尋見。

約 19:5 evxh/lqen ou=n ò VIhsou/j e;xw( forw/n to.n avka,nqinon ste,fanon kai. to. porfurou/n ìma,tionÅ kai. le,gei
auvtoi/j( VIdou. ò a;nqrwpojÅ
Then came Jesus forth, wearing the crown of thorns, and the purple robe. And Pilate saith unto them, Behold
the man!
耶穌出來，戴著荊棘冠冕，穿著紫袍。彼拉多對他們說：你們看這個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這樣 (他)那 (他)耶穌 在外面地， (他)現正持續穿佩負載了的 到於(他)那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  簡易閲讀版  718

718

到於(他)荊棘作的 到於(他)花冠 並且 到於(它)那 到於(它)紫色的 到於(它)衣服。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那 (他)人。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這樣 (他)那 (他)耶穌 在外面地， (他)現正持續穿佩負載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荊棘作的 到於(他)花冠 並且 到於(它)那 到於(它)紫色的 到於(它)衣服。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就要看哪， (他)那 (他)人。

約 19:6 o[te ou=n ei=don auvto.n oi` avrcierei/j kai. oì up̀hre,tai evkrau,gasan le,gontej( Stau,rwson stau,rwsonÅ le,gei
auvtoi/j ò Pila/toj( La,bete auvto.n ùmei/j kai. staurw,sate\ evgw. ga.r ouvc eùri,skw evn auvtw/| aivti,anÅ
When the chief priests therefore and officers saw him, they cried out, saying, Crucify him, crucify him. Pilate
saith unto them, Take ye him, and crucify him: for I find no fault in him.
祭司長和差役看見他，就喊著說：釘他十字架，釘他十字架。彼拉多說：你們自己把他釘十字架罷；我查不出他

有甚麼罪來。

當這時地 這樣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大祭司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差役，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喊嚷叫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釘十字架，

你那時(也是)就要釘十字架。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彼拉多，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拿取

到於(他)同一者 你們，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釘十字架； 我 因為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找到尋見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她)索問要求之因由。
[經文變異MT]

當這時地 這樣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大祭司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差役，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喊嚷叫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釘十字架，

你那時(也是)就要釘十字架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彼拉多，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拿取 到於(他)同一者 你們，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釘十字架； 我 因為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找到尋見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她)索問要求之因由。

約 19:7 avpekri,qhsan auvtw/| oi` VIoudai/oi( ~Hmei/j no,mon e;comen kai. kata. to.n no,mon ovfei,lei avpoqanei/n( o[ti uìo.n
qeou/ eàuto.n evpoi,hsenÅ
The Jews answered him, We have a law, and by our law he ought to die, because he made himself the Son of
God.
猶太人回答說：我們有律法，按那律法，他是該死的，因他以自己為神的兒子。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 在對(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猶太人的， 我們 到於(他)律法

我們現在持續持有， 並且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那 到於(他)律法 他/她/它現在持續積欠負債 那時(也是)要去死去，

是這樣 到於(他)兒子 從屬(他)神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註1
在對(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猶太人的， 我們 到於(他)律法

我們現在持續持有， 並且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那 到於(他)律法 從屬我們 他/她/它現在持續積欠負債

那時(也是)要去死去， 是這樣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到於(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註1：“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約 19:8 {Ote ou=n h;kousen ò Pila/toj tou/ton to.n lo,gon( ma/llon evfobh,qh(
When Pilate therefore heard that saying, he was the more afraid;
彼拉多聽見這話，越發害怕。

當這時地 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他)那 (他)彼拉多 到於(他)那同一者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更特別尤其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成驚恐畏懼；

約 19:9 kai. eivsh/lqen eivj to. praitw,rion pa,lin kai. le,gei tw/| VIhsou/( Po,qen ei= su,È ò de. VIhsou/j avpo,krisin ouvk
e;dwken auvtw/|Å
And went again into the judgment hall, and saith unto Jesus, Whence art thou? But Jesus gave him no answer.
又進衙門，對耶穌說：你是那裏來的。耶穌卻不回答。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行營官署 重新又再地，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那 在對(他)耶穌， 從那裏地呢 你現在持續是 你？ (他)那 然而也 (他)耶穌

到於(她)生應對回答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在對(他)同一者。

約 19:10 le,gei ou=n auvtw/| ò Pila/toj( VEmoi. ouv lalei/jÈ ouvk oi=daj o[ti evxousi,an e;cw avpolu/sai, se kai. evxousi,an
e;cw staurw/sai, seÈ
Then saith Pilate unto him, Speakest thou not unto me? knowest thou not that I have power to crucify thee, and
have power to release thee?
彼拉多說：你不對我說話麼；你豈不知我有權柄釋放你，也有權柄把你釘十字架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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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這樣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彼拉多， 在對"我" 豈非呢 你現在持續發言講說？ 豈非呢

你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到於(她)權柄掌握 我現在持續持有 那時(也是)要去打發離開 到於你， 並且

到於(她)權柄掌握 我現在持續持有 那時(也是)要去釘十字架 到於你？

約 19:11 avpekri,qh Îauvtw/|Ð VIhsou/j( Ouvk ei=cej evxousi,an katV evmou/ ouvdemi,an eiv mh. h=n dedome,non soi a;nwqen\ dia.
tou/to ò paradou,j me, soi mei,zona am̀arti,an e;ceiÅ
Jesus answered, Thou couldest have no power at all against me, except it were given thee from above:
therefore he that delivered me unto thee hath the greater sin.
耶穌回答說：若不是從上頭賜給你的，你就毫無權柄辦我；所以把我交給你的那人，罪更重了。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 在對(他)同一者 (他)耶穌， 不是/不 你當時持續持有 到於(她)權柄掌握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我" 到於(她)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若是 不會/不要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它)現在已經被給與了的

在對你 從上頭地；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同一者 (他)那 (他)那時(也是)交付了的 到於我 在對你

到於(她)更大的 到於(她)罪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註1
(他)那 (他)耶穌， 不是/不 你當時持續持有 到於(她)權柄掌握

到於(她)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我"， 若是 不會/不要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在對你

(它)現在已經被給與了的 從上頭地；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同一者 (他)那 (他)現正持續交付了的 到於我

在對你 到於(她)更大的 到於(她)罪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註1：“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約 19:12 evk tou,tou o` Pila/toj evzh,tei avpolu/sai auvto,n\ oi` de. VIoudai/oi evkrau,gasan le,gontej( VEa.n tou/ton
avpolu,sh|j( ouvk ei= fi,loj tou/ Kai,saroj\ pa/j ò basile,a eàuto.n poiw/n avntile,gei tw/| Kai,sariÅ
And from thenceforth Pilate sought to release him: but the Jews cried out, saying, If thou let this man go, thou
art not Caesar's friend: whosoever maketh himself a king speaketh against Caesar.
從此彼拉多想要釋放耶穌；無奈猶太人喊著說：你若釋放這個人，就不是該撒的忠臣；〔原文作朋友〕凡以自己

為王的，就是背叛該撒了。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同一者 (他)那 (他)彼拉多 他/她/它當時持續探索尋求 那時(也是)要去打發離開 到於(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猶太人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喊嚷叫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但凡若是

到於(他)那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應該打發離開， 不是/不 你現在持續是 (他)朋友 從屬(他)那 從屬(他)該撒；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到於(他)君王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他)現正持續行出作成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辯駁對抗

在對(他)那 在對(他)該撒。
[經文變異RT]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探索尋求 (他)那 (他)彼拉多 那時(也是)要去打發離開 到於(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猶太人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嘶聲吶喊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但凡若是

到於(他)那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應該打發離開， 不是/不 你現在持續是 (他)朋友 從屬(他)那 從屬(他)該撒；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到於(他)君王 到於(他)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行出作成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辯駁對抗

在對(他)那 在對(他)該撒。

約 19:13 ~O ou=n Pila/toj avkou,saj tw/n lo,gwn tou,twn h;gagen e;xw to.n VIhsou/n kai. evka,qisen evpi. bh,matoj eivj
to,pon lego,menon Liqo,strwton( ~Ebrai?sti. de. GabbaqaÅ
When Pilate therefore heard that saying, he brought Jesus forth, and sat down in the judgment seat in a place
that is called the Pavement, but in the Hebrew, Gabbatha.
彼拉多聽見這話，就帶耶穌出來，到了一個地方，名叫鋪華石處，希伯來話叫厄巴大，就在那裏坐堂。

(他)那 這樣 (他)彼拉多 (他)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帶領 在外面地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座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它)審判臺 向內進入 到於(他)地點處所 到於(他)現正持續被道說了的 到於(它)為舖設石頭的，

以希伯來語文地 然而也 到於(它)厄巴大。
[經文變異RT]

(他)那 這樣 (他)彼拉多 (他)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到於(他)那同一者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他/她/它那時(也是)帶領 在外面地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座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它)那 從屬(它)審判臺 向內進入 到於(他)地點處所 到於(他)現正持續被道說了的 到於(它)為舖設石頭的，

以希伯來語文地 然而也 到於(它)厄巴大。

約 19:14 h=n de. paraskeuh. tou/ pa,sca( w[ra h=n ẁj e[kthÅ kai. le,gei toi/j VIoudai,oij( :Ide ò basileu.j ùmw/nÅ
And it was the preparation of the passover, and about the sixth hour: and he saith unto the Jews, Behold your
King!
那日是預備逾越節的日子，約有午正。彼拉多對猶太人說：看哪，這是你們的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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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她)預備日 從屬(它)那 從屬(它)逾越/逾越節， (她)鐘點時刻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正如地

(她)第六的；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猶太人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看哪， (他)那

(他)君王 從屬你們。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她)預備日 從屬(它)那 從屬(它)逾越/逾越節， (她)鐘點時刻 然而也 正如好像地

(她)第六的；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猶太人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看哪， (他)那

(他)君王 從屬你們。

約 19:15 evkrau,gasan ou=n evkei/noi( +Aron a=ron( stau,rwson auvto,nÅ le,gei auvtoi/j ò Pila/toj( To.n basile,a ùmw/n
staurw,swÈ avpekri,qhsan oi` avrcierei/j( Ouvk e;comen basile,a eiv mh. Kai,saraÅ
But they cried out, Away with him, away with him, crucify him. Pilate saith unto them, Shall I crucify your King?
The chief priest answered, We have no king but Caesar.
他們喊著說：除掉他，除掉他，釘他在十字架上。彼拉多說：我可以把你們的王釘十字架麼。祭司長回答說：除

了該撒，我們沒有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喊嚷叫 這樣 (他們)在那裏的那個， 你那時(也是)就要提起， 你那時(也是)就要提起，

你那時(也是)就要釘十字架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彼拉多， 到於(他)那

到於(他)君王 從屬你們 我那時(也是)應該釘十字架？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 (他們)那些 (他們)大祭司，

不是/不 我們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他)君王， 若是 不會/不要 到於(他)該撒。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喊嚷叫， 你那時(也是)就要提起， 你那時(也是)就要提起，

你那時(也是)就要釘十字架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彼拉多， 到於(他)那

到於(他)君王 從屬你們 我那時(也是)應該釘十字架？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註1
(他們)那些

(他們)大祭司， 不是/不 我們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他)君王， 若是 不會/不要 到於(他)該撒。

註1：“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約 19:16 to,te ou=n pare,dwken auvto.n auvtoi/j i[na staurwqh/|Å Pare,labon ou=n to.n VIhsou/n(
Then delivered he him therefore unto them to be crucified. And they took Jesus, and led him away.
於是彼拉多將耶穌交給他們去釘十字架。

當那時地 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交付 到於(他)同一者 在對(他們)同一者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釘十字架。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拿取在旁邊 這樣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經文變異RT]

當那時地 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交付 到於(他)同一者 在對(他們)同一者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釘十字架。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拿取在旁邊 然而也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從那裏帶領離開。

約 19:17 kai. basta,zwn èautw/| to.n stauro.n evxh/lqen eivj to.n lego,menon Krani,ou To,pon( o] le,getai ~Ebrai?sti.
Golgoqa(
And he bearing his cross went forth into a place called the place of a skull, which is called in the Hebrew
Golgotha:
他們就把耶穌帶了去；耶穌背著自己的十字架出來，到了一個地方，名叫髑髏地，希伯來話叫各各他。

並且 (他)現正持續提舉擔負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自己 到於(他)那 到於(他)十字架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現正持續被道說了的 從屬(它)髑髏 到於(他)地點處所， (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道說

以希伯來語文地 (她)各各他；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現正持續提舉擔負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十字架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現正持續被道說了的 從屬(它)髑髏 到於(他)地點處所， (他)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道說

以希伯來語文地 (她)各各他；

約 19:18 o[pou auvto.n evstau,rwsan( kai. metV auvtou/ a;llouj du,o evnteu/qen kai. evnteu/qen( me,son de. to.n VIhsou/nÅ
Where they crucified him, and two other with him, on either side one, and Jesus in the midst.
他們就在那裏釘他在十字架上，還有兩個人和他一同釘著，一邊一個，耶穌在中間。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釘十字架， 並且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他們)另外不同的 到於(他們)二個/兩個 從在此處地 並且 從在此處地， 到於(它)中間當中的 然而也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約 19:19 e;grayen de. kai. ti,tlon ò Pila/toj kai. e;qhken evpi. tou/ staurou/\ h=n de. gegramme,non( VIhsou/j ò
Nazwrai/oj o` basileu.j tw/n VIoudai,wnÅ
And Pilate wrote a title, and put it on the cross. And the writing was, JESUS OF NAZARETH THE KING OF THE
J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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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拉多又用牌子寫了一個名號，安在十字架上；寫的是：猶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刻寫記載 然而也 並且 到於(他)名號頭銜 (他)那 (他)彼拉多，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置放擺設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他)那 從屬(他)十字架；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了的， (他)耶穌

(他)那 (他)拿撒勒人 (他)那 (他)君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約 19:20 tou/ton ou=n to.n ti,tlon polloi. avne,gnwsan tw/n VIoudai,wn( o[ti evggu.j h=n ò to,poj th/j po,lewj o[pou
evstaurw,qh ò VIhsou/j\ kai. h=n gegramme,non ~Ebrai?sti,( ~Rwmai?sti,( ~Ellhnisti,Å
This title then read many of the Jews: for the place where Jesus was crucified was nigh to the city: and it was
written in Hebrew, and Greek, and Latin.
有許多猶太人念這名號；因為耶穌被釘十字架的地方，與城相近，並且是用希伯來，羅馬，希利尼，三樣文字寫

的。

到於(他)那同一者 這樣 到於(他)那 到於(他)名號頭銜 (他們)許多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宣讀誦念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是這樣 接近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那 (他)地點處所 從屬(她)那 從屬(她)城邑，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釘十字架 (他)那 (他)耶穌；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了的 以希伯來語文地， 以羅馬語文地， 以希利尼語文地。
[經文變異RT]

到於(他)那同一者 這樣 到於(他)那 到於(他)名號頭銜 (他們)許多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宣讀誦念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是這樣 接近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從屬(她)那 從屬(她)城邑 (他)那 (他)地點處所，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釘十字架 (他)那 (他)耶穌；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了的 以希伯來語文地， 以希利尼語文地， 以羅馬語文地。

約 19:21 tou/ton ou=n to.n ti,tlon polloi. avne,gnwsan tw/n VIoudai,wn( o[ti evggu.j h=n ò to,poj th/j po,lewj o[pou
evstaurw,qh ò VIhsou/j\ kai. h=n gegramme,non ~Ebrai?sti,( ~Rwmai?sti,( ~Ellhnisti,Å
Then said the chief priests of the Jews to Pilate, Write not, The King of the Jews; but that he said, I am King of
the Jews.
猶太人的祭司長，就對彼拉多說：不要寫：猶太人的王；要寫：他自己說，我是猶太人的王。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這樣 在對(他)那 在對(他)彼拉多 (他們)那些 (他們)大祭司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不會/不要 你現在就要持續刻寫記載， (他)那 (他)君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但乃是 是這樣 (他)在那裏的那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君王 我現在持續是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經文變異WH]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這樣 在對(他)那 在對(他)彼拉多 (他們)那些 (他們)大祭司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不會/不要 你現在就要持續刻寫記載， (他)那 (他)君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但乃是 是這樣 (他)在那裏的那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君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我現在持續是。

約 19:22 avpekri,qh ò Pila/toj( }O ge,grafa( ge,grafaÅ
Pilate answered, What I have written I have written.
彼拉多說：我所寫的，我已經寫上了。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註1
(他)那 (他)彼拉多， 到於(它)這個 我現在已經刻寫記載， 我現在已經刻寫記載。

註1：“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約 19:23 Oì ou=n stratiw/tai( o[te evstau,rwsan to.n VIhsou/n( e;labon ta. ìma,tia auvtou/ kai. evpoi,hsan te,ssara me,rh(
ek̀a,stw| stratiw,th| me,roj( kai. to.n citw/naÅ h=n de. ò citw.n a;rafoj( evk tw/n a;nwqen ùfanto.j diV o[louÅ
Then the soldiers, when they had crucified Jesus, took his garments, and made four parts, to every soldier a
part; and also his coat: now the coat was without seam, woven from the top throughout.
兵丁既然將耶穌釘在十字架上，就拿他的衣服分為四分，每兵一分；又拿他的裏衣；這件裏衣，原來沒有縫兒，

是上下一片織成的。

(他們)那些 這樣 (他們)士兵 當這時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釘十字架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拿取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衣服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到於(它們)四個 到於(它們)部分， 在對(他)各個的 在對(他)士兵 到於(它)部分；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上衣內袍；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他)那 (他)上衣內袍 (他)沒有縫紉接縫的，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上頭地

(他)乃紡織縫製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整個全部的。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些 這樣 (他們)士兵 當這時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釘十字架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拿取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衣服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到於(它們)四個 到於(它們)部分， 在對(他)各個的 在對(他)士兵 到於(它)部分；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上衣內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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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他)那 (他)上衣內袍 (他)未經縫紉接縫的，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上頭地

(他)乃紡織縫製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整個全部的。

約 19:24 ei=pan ou=n pro.j avllh,louj( Mh. sci,swmen auvto,n( avlla. la,cwmen peri. auvtou/ ti,noj e;stai\ i[na h̀ grafh.
plhrwqh/| Îh` le,goujaÐ( Diemeri,santo ta. im̀a,tia, mou èautoi/j kai. evpi. to.n ìmatismo,n mou e;balon klh/ronÅ Oì me.n
ou=n stratiw/tai tau/ta evpoi,hsanÅ
They said therefore among themselves, Let us not rend it, but cast lots for it, whose it shall be: that the scripture
might be fulfilled, which saith, They parted my raiment among them, and for my vesture they did cast lots. These
things therefore the soldiers did.
他們就彼此說：我們不要撕開，只要拈鬮，看誰得著；這要應驗經上的話說：『他們分了我的外衣，為我的裏衣

拈鬮。』兵丁果然作了這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這樣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彼此， 不會/不要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分裂斷開

到於(他)同一者， 但乃是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抽籤定奪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同一者 從屬(他)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為要 (她)那 (她)經文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促使成充滿添足 (她)那

(她)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徹底地分開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衣服 從屬我

在對(他們)同一者自己， 並且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那 到於(他)穿衣服 從屬我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投擲

到於(他)骰子籤份。 (他們)那些 的確 這樣 (他們)士兵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經文變異WH]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這樣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彼此， 不會/不要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分裂斷開

到於(他)同一者， 但乃是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抽籤定奪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同一者 從屬(他)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為要 (她)那 (她)經文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促使成充滿添足，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徹底地分開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衣服 從屬我 在對(他們)同一者自己， 並且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那 到於(他)穿衣服 從屬我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投擲 到於(他)骰子籤份。 (他們)那些 的確

這樣 (他們)士兵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約 19:25 eìsth,keisan de. para. tw/| staurw/| tou/ VIhsou/ h` mh,thr auvtou/ kai. h̀ avdelfh. th/j mhtro.j auvtou/( Mari,a h`
tou/ Klwpa/ kai. Mari,a h` Magdalhnh,Å
Now there stood by the cross of Jesus his mother, and his mother's sister, Mary the wife of Cleophas, and Mary
Magdalene.
站在耶穌十字架旁邊的，有他母親，與他母親的姊妹，並革羅罷的妻子馬利亞，和抹大拉的馬利亞。

他/她/它們當時已經立定站住 然而也 <在旁邊>在旁邊 在對(他)那 在對(他)十字架 從屬(他)那 從屬(他)耶穌 (她)那

(她)母親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她)那 (她)姊妹 從屬(她)那 從屬(她)母親 從屬(他)同一者 (她)馬利亞 (她)那

從屬(他)那 從屬(他)革羅罷 並且 (她)馬利亞 (她)那 (她)抹大拉。

約 19:26 VIhsou/j ou=n ivdw.n th.n mhte,ra kai. to.n maqhth.n parestw/ta o]n hvga,pa( le,gei th/| mhtri,( Gu,nai( i;de ò
uiò,j souÅ
When Jesus therefore saw his mother, and the disciple standing by, whom he loved, he saith unto his mother,
Woman, behold thy son!
耶穌見母親和他所愛的那門徒站在旁邊，就對他母親說：母親，〔原文作婦人〕看你的兒子。

(他)耶穌 這樣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母親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門徒

到於(他)現在已經立定站住在旁邊了的 到於(他)這個 他/她/它當時持續愛，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她)那

在對(她)母親， 阿,(她)女人， 你那時(也是)就要看哪，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你。
[經文變異RT]

(他)耶穌 這樣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母親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門徒

到於(他)現在已經立定站住在旁邊了的 到於(他)這個 他/她/它當時持續愛，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她)那

在對(她)母親 從屬(他)同一者， 阿,(她)女人，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你。

約 19:27 ei=ta le,gei tw/| maqhth/|( :Ide h` mh,thr souÅ kai. avpV evkei,nhj th/j w[raj e;laben ò maqhth.j auvth.n eivj ta.
i;diaÅ
Then saith he to the disciple, Behold thy mother! And from that hour that disciple took her unto his own home.
又對那門徒說：看你的母親。從此那門徒就接他到自己家裏去了。

其後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那 在對(他)門徒， 你那時(也是)就要看哪， (她)那 (她)母親 從屬你。 並且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在那裏的那個 從屬(她)那 從屬(她)鐘點時刻 他/她/它那時(也是)拿取 (他)那 (他)門徒

到於(她)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私人個別的。
[經文變異RT]

其後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那 在對(他)門徒，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她)那 (她)母親 從屬你。

並且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在那裏的那個 從屬(她)那 從屬(她)鐘點時刻 他/她/它那時(也是)拿取 到於(她)同一者 (他)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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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門徒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私人個別的。

約 19:28 Meta. tou/to eivdw.j ò VIhsou/j o[ti h;dh pa,nta tete,lestai( i[na teleiwqh/| h̀ grafh,( le,gei( Diyw/Å
After this, Jesus knowing that all things were now accomplished, that the scripture might be fulfilled, saith, I
thirst.
這事以後，耶穌知道各樣的事已經成了，為要使經上的話應驗，就說：我渴了。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它)那同一者 (他)現在已經看見察覺了的 (他)那 (他)耶穌 是這樣 甚而已然如此地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完成，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促使成完滿成全 (她)那 (她)經文，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我現在持續有乾渴。
[經文變異RT]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它)那同一者 (他)現在已經看見察覺了的 (他)那 (他)耶穌 是這樣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甚而已然如此地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完成，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促使成完滿成全 (她)那 (她)經文，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我現在持續有乾渴。
[經文變異MT]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它)那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他)那 (他)耶穌 是這樣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甚而已然如此地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完成，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促使成完滿成全 (她)那 (她)經文，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我現在持續有乾渴。

約 19:29 skeu/oj e;keito o;xouj mesto,n\ spo,ggon ou=n mesto.n tou/ o;xouj ùssw,pw| periqe,ntej prosh,negkan auvtou/ tw/|
sto,matiÅ
Now there was set a vessel full of vinegar: and they filled a spunge with vinegar, and put it upon hyssop, and put
it to his mouth.
有一個器皿盛滿了醋，放在那裏；他們就拿海絨蘸滿了醋，綁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

(它)器皿用具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安置 從屬(它)醋 (它)裝滿的； 到於(他)海綿 這樣 到於(他)裝滿的 從屬(它)那

從屬(它)醋 在對(他)牛膝草 (他們)那時(也是)置放擺設在周圍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負載攜帶

從屬(他)同一者 在對(它)那 在對(它)口/嘴。
[經文變異RT]

(它)器皿用具 這樣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安置 從屬(它)醋 (它)裝滿的；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那時(也是)致使充滿添足了的 到於(他)海綿 從屬(它)醋 並且 在對(他)牛膝草

(他們)那時(也是)置放擺設在周圍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負載攜帶 從屬(他)同一者 在對(它)那

在對(它)口/嘴。

約 19:30 o[te ou=n e;laben to. o;xoj ÎòÐ VIhsou/j ei=pen( Tete,lestai( kai. kli,naj th.n kefalh.n pare,dwken to. pneu/maÅ
When Jesus therefore had received the vinegar, he said, It is finished: and he bowed his head, and gave up the
ghost.
耶穌嘗〔原文作受〕了那醋，就說：成了；便低下頭，將靈魂交付神了。

當這時地 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拿取 到於(它)那 到於(它)醋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完成； 並且 (他)那時(也是)傾斜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頭 他/她/它那時(也是)交付 到於(它)那

到於(它)靈/風。

約 19:31 Oì ou=n VIoudai/oi( evpei. paraskeuh. h=n( i[na mh. mei,nh| evpi. tou/ staurou/ ta. sw,mata evn tw/| sabba,tw|( h=n
ga.r mega,lh h` hm̀e,ra evkei,nou tou/ sabba,tou( hvrw,thsan to.n Pila/ton i[na kateagw/sin auvtw/n ta. ske,lh kai.
avrqw/sinÅ
The Jews therefore, because it was the preparation, that the bodies should not remain upon the cross on the
sabbath day, (for that sabbath day was an high day,) besought Pilate that their legs might be broken, and that
they might be taken away.
猶太人因這日是預備日，又因那安息日是個大日，就求彼拉多叫人打斷他們的腿，把他們拿去，免得屍首當安息

日留在十字架上。

(他們)那些 這樣 (他們)猶太人的 在其上 (她)預備日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為要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停留持守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他)那 從屬(他)十字架 (它們)那些 (它們)身體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安息，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因為 (她)極大的 (她)那 (她)日子/白日 從屬(它)在那裏的那個 從屬(它)那

從屬(它)安息，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查詢求問 到於(他)那 到於(他)彼拉多， 為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被碎裂

從屬(他們)同一者 (它們)那些 (它們)腿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被提起。

約 19:32 h=lqon ou=n oi` stratiw/tai kai. tou/ me.n prw,tou kate,axan ta. ske,lh kai. tou/ a;llou tou/ sustaurwqe,ntoj
auvtw/|\
Then came the soldiers, and brake the legs of the first, and of the other which was crucified with him.
於是兵丁來，把頭一個人的腿，並與耶穌同釘第二個人的腿，都打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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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這樣 (他們)那些 (他們)士兵， 並且 從屬(他)那 的確 從屬(他)首先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碎裂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腿， 並且 從屬(他)那 從屬(他)另外不同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那時(也是)被一同釘十字架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約 19:33 evpi. de. to.n VIhsou/n evlqo,ntej( ẁj ei=don h;dh auvto.n teqnhko,ta( ouv kate,axan auvtou/ ta. ske,lh(
But when they came to Jesus, and saw that he was dead already, they brake not his legs:
只是來到耶穌那裏，見他已經死了，就不打斷他的腿。

<在上面>到上面 然而也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他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正如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甚而已然如此地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他)現在已經死亡了的，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碎裂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腿；
[經文變異RT]

<在上面>到上面 然而也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他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正如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他)同一者 甚而已然如此地 到於(他)現在已經死亡了的，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碎裂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腿；

約 19:34 avllV ei-j tw/n stratiwtw/n lo,gch| auvtou/ th.n pleura.n e;nuxen( kai. evxh/lqen euvqu.j ai-ma kai. u[dwrÅ
But one of the soldiers with a spear pierced his side, and forthwith came there out blood and water.
惟有一個兵拿槍扎他的肋旁，隨即有血和水流出來。

但乃是 (他)一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士兵 在對(她)長矛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她)那 到於(她)肋旁身側

他/她/它那時(也是)戮刺，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平直直接地 (它)血 並且 (它)水。
[經文變異RT]

但乃是 (他)一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士兵 在對(她)長矛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她)那 到於(她)肋旁身側

他/她/它那時(也是)戮刺， 並且 平直直接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它)血 並且 (它)水。

約 19:35 kai. ò èwrakw.j memartu,rhken( kai. avlhqinh. auvtou/ evstin h̀ marturi,a( kai. evkei/noj oi=den o[ti avlhqh/
le,gei( i[na kai. ùmei/j pisteu,ÎsÐhteÅ
And he that saw it bare record, and his record is true: and he knoweth that he saith true, that ye might believe.
看見這事的那人就作見證，他的見證也是真的，並且他知道自己所說的是真的，叫你們也可以信。

並且 (他)那 (他)現在已經看見清楚了的 他/她/它現在已經作見證人， 並且 (她)真正實在的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作證； 並且 (他)在那裏的那個 他/她/它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到於(它們)誠正真實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為要 並且 你們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置信信託

[或=你們現在應該持續置信信託]。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 (他)現在已經看見清楚了的 他/她/它現在已經作見證人， 並且 (她)真正實在的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作證； (他)且在那裏的那個 他/她/它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到於(它們)誠正真實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為要 你們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置信信託。
[經文變異WH]

並且 (他)那 (他)現在已經看見清楚了的 他/她/它現在已經作見證人， 並且 (她)真正實在的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作證； 並且 (他)在那裏的那個 他/她/它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到於(它們)誠正真實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為要 並且 你們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置信信託 。

約 19:36 evge,neto ga.r tau/ta i[na h̀ grafh. plhrwqh/|( VOstou/n ouv suntribh,setai auvtou/Å
For these things were done, that the scripture should be fulfilled, A bone of him shall not be broken.
這些事成了，為要應驗經上的話說：『他的骨頭，一根也不可折斷。』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因為 (它們)那同一者， 為要 (她)那 (她)經文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促使成充滿添足， (它)骨頭 不是/不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完全壓碎損壞 從屬(他)同一者。

約 19:37 kai. pa,lin ète,ra grafh. le,gei( :Oyontai eivj o]n evxeke,nthsanÅ
And again another scripture saith, They shall look on him whom they pierced.
經上又有一句說：『他們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

並且 重新又再地 (她)相異不同的 (她)經文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看見注目 向內進入

到於(他)這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刺出扎穿。

約 19:38 Meta. de. tau/ta hvrw,thsen to.n Pila/ton VIwsh.f ÎòÐ avpo. ~Arimaqai,aj( w'n maqhth.j tou/ VIhsou/
kekrumme,noj de. dia. to.n fo,bon tw/n VIoudai,wn( i[na a;rh| to. sw/ma tou/ VIhsou/\ kai. evpe,treyen ò Pila/tojÅ h=lqen
ou=n kai. h=ren to. sw/ma auvtou/Å
And after this Joseph of Arimathaea, being a disciple of Jesus, but secretly for fear of the Jews, besought Pilate
that he might take away the body of Jesus: and Pilate gave him leave. He came therefore, and took the body of
Je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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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事以後，有亞利馬太人約瑟，是耶穌的門徒，只因怕猶太人，就暗暗的作門徒，他來求彼拉多，要把耶穌的

身體領去；彼拉多允准，他就把耶穌的身體領去了。

<轉換其中>隨到後 然而也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查詢求問 到於(他)那 到於(他)彼拉多 (他)約瑟

(他)那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亞利馬太 (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他)門徒 從屬(他)那 從屬(他)耶穌，

(他)現在已經被隱藏遮掩了的 然而也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他)那 到於(他)畏懼害怕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提起 到於(它)那 到於(它)身體 從屬(他)那 從屬(他)耶穌；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准許 (他)那 (他)彼拉多。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這樣，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提起

到於(它)那 到於(它)身體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轉換其中>隨到後 然而也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查詢求問 到於(他)那 到於(他)彼拉多 (他)那

(他)約瑟 (他)那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亞利馬太 (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他)門徒 從屬(他)那 從屬(他)耶穌，

(他)現在已經被隱藏遮掩了的 然而也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他)那 到於(他)畏懼害怕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提起 到於(它)那 到於(它)身體 從屬(他)那 從屬(他)耶穌；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准許 (他)那 (他)彼拉多。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這樣，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提起

到於(它)那 到於(它)身體 從屬(他)那 從屬(他)耶穌。
[經文變異WH]

<轉換其中>隨到後 然而也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查詢求問 到於(他)那 到於(他)彼拉多 (他)約瑟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亞利馬太 (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他)門徒 從屬(他)那 從屬(他)耶穌， (他)現在已經被隱藏遮掩了的

然而也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他)那 到於(他)畏懼害怕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提起 到於(它)那 到於(它)身體 從屬(他)那 從屬(他)耶穌；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准許 (他)那

(他)彼拉多。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這樣，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提起 到於(它)那 到於(它)身體

從屬(他)同一者。

約 19:39 h=lqen de. kai. Niko,dhmoj( ò evlqw.n pro.j auvto.n nukto.j to. prw/ton( fe,rwn mi,gma smu,rnhj kai. avlo,hj wj̀
li,traj èkato,nÅ
And there came also Nicodemus, which at the first came to Jesus by night, and brought a mixture of myrrh and
aloes, about an hundred pound weight.
又有尼哥底母，就是先前夜裏去見耶穌的，帶著沒藥，和沉香，約有一百斤前來。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然而也 並且 (他)尼哥底母， (他)那 (他)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從屬(她)夜晚 到於(它)那 到於(它)首先的， (他)現正持續負載攜帶了的 到於(它)混合物

從屬(她)沒藥香料 並且 從屬(她)沉香 正如地 到於(她們)磅 到於(她們)一百個。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然而也 並且 (他)尼哥底母， (他)那 (他)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從屬(她)夜晚 到於(它)那 到於(它)首先的， (他)現正持續負載攜帶了的 到於(它)混合物

從屬(她)沒藥香料 並且 從屬(她)沉香 正如好像地 到於(她們)磅 到於(她們)一百個。
[經文變異WH]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然而也 並且 (他)尼哥底母， (他)那 (他)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從屬(她)夜晚 到於(它)那 到於(它)首先的， (他)現正持續負載攜帶了的 到於(它)所旋繞盤捲

從屬(她)沒藥香料 並且 從屬(她)沉香 正如地 到於(她們)磅 到於(她們)一百個。

約 19:40 e;labon ou=n to. sw/ma tou/ VIhsou/ kai. e;dhsan auvto. ovqoni,oij meta. tw/n avrwma,twn( kaqw.j e;qoj evsti.n toi/j
VIoudai,oij evntafia,zeinÅ
Then took they the body of Jesus, and wound it in linen clothes with the spices, as the manner of the Jews is to
bury.
他們就照猶太人殯葬的規矩，把耶穌的身體，用細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拿取 這樣 到於(它)那 到於(它)身體 從屬(他)那 從屬(他)耶穌，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拴綁

到於(它)同一者 在對(它們)小亞麻布片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芬芳香料， 按照正如地

(它)習慣常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猶太人的 現要去持續入殮安葬。
[經文變異MT]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拿取 這樣 到於(它)那 到於(它)身體 從屬(他)那 從屬(他)耶穌，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拴綁

到於(它)同一者 在內 在對(它們)小亞麻布片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芬芳香料， 按照正如地

(它)習慣常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猶太人的 現要去持續入殮安葬。

約 19:41 h=n de. evn tw/| to,pw| o[pou evstaurw,qh kh/poj( kai. evn tw/| kh,pw| mnhmei/on kaino.n evn w-| ouvde,pw ouvdei.j h=n
teqeime,noj\
Now in the place where he was crucified there was a garden; and in the garden a new sepulchre, wherein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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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ver man yet laid.
在耶穌釘十字架的地方，有一個園子；園子裏有一座新墳墓，是從來沒有葬過人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地點處所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釘十字架

(他)園子； 並且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園子 (它)墳墓 (它)嶄新的， 在內 在對(它)這個 然而也尚未地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現在已經被置放擺設了的。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地點處所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釘十字架

(他)園子； 並且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園子 (它)墳墓 (它)嶄新的， 在內 在對(它)這個 然而也尚未地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置放擺設。

約 19:42 evkei/ ou=n dia. th.n paraskeuh.n tw/n VIoudai,wn( o[ti evggu.j h=n to. mnhmei/on( e;qhkan to.n VIhsou/nÅ
There laid they Jesus therefore because of the Jews' preparation day; for the sepulchre was nigh at hand.
只因是猶太人的預備日，又因那墳墓近，他們就把耶穌安放在那裏。

在那裏地 這樣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她)那 到於(她)預備日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是這樣

接近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它)那 (它)墳墓，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置放擺設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約 20:1 Th/| de. mia/| tw/n sabba,twn Mari,a h̀ Magdalhnh. e;rcetai prwi> skoti,aj e;ti ou;shj eivj to. mnhmei/on kai.
ble,pei to.n li,qon hvrme,non evk tou/ mnhmei,ouÅ
The first day of the week cometh Mary Magdalene early, when it was yet dark, unto the sepulchre, and seeth the
stone taken away from the sepulchre.
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還黑的時候，抹大拉的馬利亞來到墳墓那裏，看見石頭從墳墓挪開了；

在對(她)那 然而也 在對(她)一個/第一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安息 (她)馬利亞 (她)那 (她)抹大拉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清早地， 從屬(她)漆黑 依然仍舊地 從屬(她)現正持續是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墳墓，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著眼觀看 到於(他)那 到於(他)石頭 到於(他)現在已經被提起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墳墓。

約 20:2 tre,cei ou=n kai. e;rcetai pro.j Si,mwna Pe,tron kai. pro.j to.n a;llon maqhth.n o]n evfi,lei ò VIhsou/j kai.
le,gei auvtoi/j( +Hran to.n ku,rion evk tou/ mnhmei,ou kai. ouvk oi;damen pou/ e;qhkan auvto,nÅ
Then she runneth, and cometh to Simon Peter, and to the other disciple, whom Jesus loved, and saith unto
them, They have taken away the Lord out of the sepulchre, and we know not where they have laid him.
就跑來見西門彼得，和耶穌所愛的那個門徒，對他們說：有人把主從墳墓裏挪了去，我們不知道放在那裏。

他/她/它現在持續奔跑疾行 這樣，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西門

到於(他)彼得 並且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另外不同的 到於(他)門徒 到於(他)這個

他/她/它當時持續喜愛/親吻 (他)那 (他)耶穌，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提起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主人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墳墓， 並且 不是/不

我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從屬某個什麼地方呢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置放擺設 到於(他)同一者。

約 20:3 VExh/lqen ou=n ò Pe,troj kai. ò a;lloj maqhth.j kai. h;rconto eivj to. mnhmei/onÅ
Peter therefore went forth, and that other disciple, and came to the sepulchre.
彼得和那門徒就出來，往墳墓那裏去。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這樣 (他)那 (他)彼得 並且 (他)那 (他)另外不同的 (他)門徒，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墳墓。

約 20:4 e;trecon de. oì du,o òmou/\ kai. ò a;lloj maqhth.j proe,dramen ta,cion tou/ Pe,trou kai. h=lqen prw/toj eivj to.
mnhmei/on(
So they ran both together: and the other disciple did outrun Peter, and came first to the sepulchre.
兩個人同跑，那門徒比彼得跑得更快，先到了墳墓；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奔跑疾行 然而也 (他們)那些 (他們)二個/兩個 同時同地一齊地； 並且 (他)那 (他)另外不同的

(他)門徒 他/她/它那時(也是)超前居先 更迅速快捷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彼得，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他)首先的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墳墓；

約 20:5 kai. paraku,yaj ble,pei kei,mena ta. ovqo,nia( ouv me,ntoi eivsh/lqenÅ
And he stooping down, and looking in, saw the linen clothes lying; yet went he not in.
低頭往裏看，就見細麻布還放在那裏；只是沒有進去。

並且 (他)那時(也是)彎腰屈身察看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著眼觀看 到於(它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安置了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小亞麻布片； 不是/不 縱然如此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約 20:6 e;rcetai ou=n kai. Si,mwn Pe,troj avkolouqw/n auvtw/| kai. eivsh/lqen eivj to. mnhmei/on( kai. qewrei/ ta. ovqo,nia
kei,me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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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n cometh Simon Peter following him, and went into the sepulchre, and seeth the linen clothes lie,
西門彼得隨後也到了，進墳墓裏去，就看見細麻布還放在那裏；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這樣 並且 (他)西門 (他)彼得 (他)現正持續跟隨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墳墓，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行定睛觀看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小亞麻布片 到於(它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安置了的，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這樣 (他)西門 (他)彼得 (他)現正持續跟隨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墳墓，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行定睛觀看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小亞麻布片 到於(它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安置了的，

約 20:7 kai. to. souda,rion( o] h=n evpi. th/j kefalh/j auvtou/( ouv meta. tw/n ovqoni,wn kei,menon avlla. cwri.j
evntetuligme,non eivj e[na to,ponÅ
And the napkin, that was about his head, not lying with the linen clothes, but wrapped together in a place by
itself.
又看見耶穌的裹頭巾，沒有和細麻布放在一處，是另在一處捲著。

並且 到於(它)那 到於(它)手帕， (它)這個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頭

從屬(他)同一者， 不是/不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小亞麻布片

到於(它)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安置了的， 但乃是 脫離開地 到於(它)現在已經被捲繞纏裹在內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一個 到於(他)地點處所。

約 20:8 to,te ou=n eivsh/lqen kai. ò a;lloj maqhth.j ò evlqw.n prw/toj eivj to. mnhmei/on kai. ei=den kai. evpi,steusen\
Then went in also that other disciple, which came first to the sepulchre, and he saw, and believed.
先到墳墓的那門徒也進去，看見就信了。

當那時地 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並且 (他)那 (他)另外不同的 (他)門徒 (他)那

(他)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他)首先的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墳墓，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置信信託；

約 20:9 ouvde,pw ga.r h;|deisan th.n grafh.n o[ti dei/ auvto.n evk nekrw/n avnasth/naiÅ
For as yet they knew not the scripture, that he must rise again from the dead.
因為他們還不明白聖經的意思，就是耶穌必要從死裏復活。

然而也尚未地 因為 他/她/它們當時已經看見察覺 到於(她)那 到於(她)經文， 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到於(他)同一者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死掉的 那時(也是)要去再站立起來。

約 20:10 avph/lqon ou=n pa,lin pro.j auvtou.j oì maqhtai,Å
Then the disciples went away again unto their own home.
於是兩個門徒回自己的住處去了。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這樣 重新又再地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這樣 重新又再地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約 20:11 Mari,a de. eìsth,kei pro.j tw/| mnhmei,w| e;xw klai,ousaÅ ẁj ou=n e;klaien( pare,kuyen eivj to. mnhmei/on
But Mary stood without at the sepulchre weeping: and as she wept, she stooped down, and looked into the
sepulchre,
馬利亞卻站在墳墓外面哭；哭的時候，低頭往墳墓裏看，

(她)馬利亞 然而也 他/她/它當時已經立定站住 <在前面向著>靠近在 在對(它)那 在對(它)墳墓 在外面地

(她)現正持續哭泣哀號了的。 正如地 這樣 他/她/它當時持續哭泣哀號， 他/她/它那時(也是)彎腰屈身察看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墳墓，
[經文變異RT]

(她)馬利亞 然而也 他/她/它當時已經立定站住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它)那 到於(它)墳墓 (她)現正持續哭泣哀號了的

在外面地。 正如地 這樣 他/她/它當時持續哭泣哀號， 他/她/它那時(也是)彎腰屈身察看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墳墓，

約 20:12 kai. qewrei/ du,o avgge,louj evn leukoi/j kaqezome,nouj( e[na pro.j th/| kefalh/| kai. e[na pro.j toi/j posi,n( o[pou
e;keito to. sw/ma tou/ VIhsou/Å
And seeth two angels in white sitting, the one at the head, and the other at the feet, where the body of Jesus
had lain.
就見兩個天使，穿著白衣，在安放耶穌身體的地方坐著，一個在頭，一個在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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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行定睛觀看 到於(他們)二個/兩個 到於(他們)使者 在內 在對(它們)亮光潔白的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定下來了的， 到於(他)一個 <在前面向著>靠近在 在對(她)那 在對(她)頭 並且

到於(他)一個 <在前面向著>靠近在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腳，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安置

(它)那 (它)身體 從屬(他)那 從屬(他)耶穌。

約 20:13 kai. le,gousin auvth/| evkei/noi( Gu,nai( ti, klai,eijÈ le,gei auvtoi/j o[ti +Hran to.n ku,rio,n mou( kai. ouvk oi=da
pou/ e;qhkan auvto,nÅ
And they say unto her, Woman, why weepest thou? She saith unto them, Because they have taken away my
Lord, and I know not where they have laid him.
天使對他說：婦人，你為甚麼哭。他說：因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那裏。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她)同一者 (他們)在那裏的那個， 阿,(她)女人，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現在持續哭泣哀號？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是這樣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提起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主人 從屬我， 並且 不是/不 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從屬某個什麼地方呢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置放擺設

到於(他)同一者。

約 20:14 tau/ta eivpou/sa evstra,fh eivj ta. ovpi,sw kai. qewrei/ to.n VIhsou/n èstw/ta kai. ouvk h;|dei o[ti VIhsou/j evstinÅ
And when she had thus said, she turned herself back, and saw Jesus standing, and knew not that it was Jesus.
說了這話，就轉過身來，看見耶穌站在那裏，卻不知道是耶穌。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她)那時(也是)發話言說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轉動翻轉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那些

向在後面地，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行定睛觀看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到於(他)現在已經立定站住了的，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當時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他)耶穌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並且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她)那時(也是)發話言說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轉動翻轉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那些

向在後面地，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行定睛觀看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到於(他)現在已經立定站住了的，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當時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約 20:15 le,gei auvth/| VIhsou/j( Gu,nai( ti, klai,eijÈ ti,na zhtei/jÈ evkei,nh dokou/sa o[ti ò khpouro,j evstin le,gei auvtw/|(
Ku,rie( eiv su. evba,stasaj auvto,n( eivpe, moi pou/ e;qhkaj auvto,n( kavgw. auvto.n avrw/Å
Jesus saith unto her, Woman, why weepest thou? whom seekest thou? She, supposing him to be the gardener,
saith unto him, Sir, if thou have borne him hence, tell me where thou hast laid him, and I will take him away.
耶穌問他說：婦人，為甚麼哭，你找誰呢。馬利亞以為是看園的，就對他說：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請告訴

我，你把他放在那裏，我便去取他。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她)同一者 (他)耶穌， 阿,(她)女人，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現在持續哭泣哀號？

到於(他)任何什麼呢 你現在持續探索尋求？ (她)在那裏的那個 (她)現正持續設想認為對了的 是這樣 (他)那

(他)看守園子之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阿,(他)主人， 若是 你

你那時(也是)提舉擔負 到於(他)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就要發話言說 在對我 從屬某個什麼地方呢

你那時(也是)置放擺設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我 到於(他)同一者 我將要(持續)提起。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她)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阿,(她)女人，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現在持續哭泣哀號？

到於(他)任何什麼呢 你現在持續探索尋求？ (她)在那裏的那個 (她)現正持續設想認為對了的 是這樣 (他)那

(他)看守園子之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阿,(他)主人， 若是 你

你那時(也是)提舉擔負 到於(他)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就要發話言說 在對我 從屬某個什麼地方呢 到於(他)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置放擺設， 並且我 到於(他)同一者 我將要(持續)提起。

約 20:16 le,gei auvth/| VIhsou/j( Maria,mÅ strafei/sa evkei,nh le,gei auvtw/| ~Ebrai?sti,( Rabbouni ¿o] le,getai
Dida,skaleÀÅ
Jesus saith unto her, Mary. She turned herself, and saith unto him, Rabboni; which is to say, Master.
耶穌說：馬利亞。馬利亞就轉過來，用希伯來話對他說：拉波尼；（拉波尼就是夫子的意思。）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她)同一者 (他)耶穌， 阿,(她)馬利亞。 (她)那時(也是)被轉動翻轉了的 (她)在那裏的那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以希伯來語文地， 阿,(他)拉波尼[亞蘭文音譯=夫子]； (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道說 阿,(他)老師。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她)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阿,(她)馬利亞。 (她)那時(也是)被轉動翻轉了的

(她)在那裏的那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阿,(他)拉波尼[亞蘭文音譯=夫子]； (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道說 阿,(他)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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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20:17 le,gei auvth/| VIhsou/j( Mh, mou a[ptou( ou;pw ga.r avnabe,bhka pro.j to.n pate,ra\ poreu,ou de. pro.j tou.j
avdelfou,j mou kai. eivpe. auvtoi/j( VAnabai,nw pro.j to.n pate,ra mou kai. pate,ra ùmw/n kai. qeo,n mou kai. qeo.n
um̀w/nÅ
Jesus saith unto her, Touch me not; for I am not yet ascended to my Father: but go to my brethren, and say
unto them, I ascend unto my Father, and your Father; and to my God, and your God.
耶穌說：不要摸我；因我還沒有升上去見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裏去，告訴他們說，我要升上去，見我的父，也

是你們的父；見我的神，也是你們的神。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她)同一者 (他)耶穌， 不會/不要 從屬我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觸摸連接； 尚未地 因為

我現在已經向上行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然而也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弟兄 從屬我，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我現在持續向上行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從屬我 並且 到於(他)父親 從屬你們， 並且

到於(他)神 從屬我 並且 到於(他)神 從屬你們。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她)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不會/不要 從屬我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觸摸連接；

尚未地 因為 我現在已經向上行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從屬我；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然而也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弟兄 從屬我，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我現在持續向上行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從屬我 並且 到於(他)父親

從屬你們， 並且 到於(他)神 從屬我 並且 到於(他)神 從屬你們。

約 20:18 e;rcetai Maria.m h` Magdalhnh. avgge,llousa toi/j maqhtai/j o[ti ~Ew,raka to.n ku,rion( kai. tau/ta ei=pen
auvth/|Å
Mary Magdalene came and told the disciples that she had seen the Lord, and that he had spoken these things
unto her.
抹大拉的馬利亞就去告訴門徒說：我已經看見了主；他又將主對他說的這話告訴他們。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她)馬利亞 (她)那 (她)抹大拉 (她)現正持續報信通告了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門徒 是這樣 我現在已經看見清楚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主人， 並且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她)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她)馬利亞 (她)那 (她)抹大拉 (她)現正持續從那裏報信通告了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門徒 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已經看見清楚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主人， 並且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她)同一者。

約 20:19 Ou;shj ou=n ovyi,aj th/| hm̀e,ra| evkei,nh| th/| mia/| sabba,twn kai. tw/n qurw/n kekleisme,nwn o[pou h=san oì
maqhtai. dia. to.n fo,bon tw/n VIoudai,wn( h=lqen ò VIhsou/j kai. e;sth eivj to. me,son kai. le,gei auvtoi/j( Eivrh,nh ùmi/nÅ
Then the same day at evening, being the first day of the week, when the doors were shut where the disciples
were assembled for fear of the Jews, came Jesus and stood in the midst, and saith unto them, Peace be unto
you.
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門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猶太人，門都關了；耶穌來站在當中，對他們說：願你

們平安。

從屬(她)現正持續是了的 這樣 從屬(她)具將近晚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日子/白日 在對(她)在那裏的那個 在對(她)那

在對(她)一個/第一 從屬(它們)安息， 並且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門戶 從屬(她們)現在已經被關上鎖住了的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他)那 到於(他)畏懼害怕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他)那 (他)耶穌，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立定站住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中間當中的，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她)和平安寧 在對你們。
[經文變異RT]

從屬(她)現正持續是了的 這樣 從屬(她)具將近晚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日子/白日 在對(她)在那裏的那個 在對(她)那

在對(她)一個/第一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安息， 並且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門戶

從屬(她們)現在已經被關上鎖住了的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他們)現在已經被聚集了的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他)那 到於(他)畏懼害怕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他)那 (他)耶穌，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立定站住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中間當中的，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她)和平安寧 在對你們。

約 20:20 kai. tou/to eivpw.n e;deixen ta.j cei/raj kai. th.n pleura.n auvtoi/jÅ evca,rhsan ou=n oì maqhtai. ivdo,ntej to.n
ku,rionÅ
And when he had so said, he shewed unto them his hands and his side. Then were the disciples glad, w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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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y saw the Lord.
說了這話，就把手和肋旁，指給他們看；門徒看見主，就喜樂了。

並且 到於(它)那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發話言說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顯示展現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手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肋旁身側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歡喜安樂 這樣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他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主人。
[經文變異RT]

並且 到於(它)那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發話言說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顯示展現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手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肋旁身側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歡喜安樂 這樣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他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主人。
[經文變異WH]

並且 到於(它)那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發話言說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顯示展現 並且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手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肋旁身側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歡喜安樂 這樣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他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主人。

約 20:21 ei=pen ou=n auvtoi/j Îò VIhsou/jÐ pa,lin( Eivrh,nh ùmi/n\ kaqw.j avpe,stalke,n me ò path,r( kavgw. pe,mpw ùma/jÅ
Then said Jesus to them again, Peace be unto you: as my Father hath sent me, even so send I you.
耶穌又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父怎樣差遣了我，我也照樣差遣你們。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這樣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重新又再地， (她)和平安寧 在對你們；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現在已經分派差遣 到於我 (他)那 (他)父親， 並且我 我現在持續差送打發 到於你們。
[經文變異Tischendorph]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這樣 在對(他們)同一者 重新又再地， (她)和平安寧 在對你們；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現在已經分派差遣 到於我 (他)那 (他)父親， 並且我 我現在持續差送打發 到於你們。

約 20:22 kai. tou/to eivpw.n evnefu,shsen kai. le,gei auvtoi/j( La,bete pneu/ma a[gion\
And when he had said this, he breathed on them, and saith unto them, Receive ye the Holy Ghost:
說了這話，就向他們吹一口氣，說：你們受聖靈。

並且 到於(它)那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發話言說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內鼓氣噴吹，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拿取 到於(它)靈/風 到於(它)聖的；

約 20:23 a;n tinwn avfh/te ta.j àmarti,aj avfe,wntai auvtoi/j( a;n tinwn krath/te kekra,thntaiÅ
Whose soever sins ye remit, they are remitted unto them; and whose soever sins ye retain, they are retained.
你們赦免誰的罪，誰的罪就赦免了；你們留下誰的罪，誰的罪就留下了。

但凡 從屬(他們)任何什麼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任憑釋放離開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罪，

他/她/它們現在已經被任憑釋放離開 在對(他們)同一者； 但凡 從屬(他們)任何什麼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掌控抓住，

他/她/它們現在已經被掌控抓住。
[經文變異RT]

但凡 從屬(他們)任何什麼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任憑釋放離開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罪，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被任憑釋放離開 在對(他們)同一者； 但凡 從屬(他們)任何什麼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掌控抓住，

他/她/它們現在已經被掌控抓住。

約 20:24 Qwma/j de. ei-j evk tw/n dw,deka( ò lego,menoj Di,dumoj( ouvk h=n metV auvtw/n o[te h=lqen VIhsou/jÅ
But Thomas, one of the twelve, called Didymus, was not with them when Jesus came.
那十二個門徒中，有稱為低土馬的多馬；耶穌來的時候，他沒有和他們同在。

(他)多馬 然而也 (他)一個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十二個， (他)那 (他)現正持續被道說了的

(他)低土馬， 不是/不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同一者 當這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他)耶穌。
[經文變異RT]

(他)多馬 然而也 (他)一個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十二個， (他)那 (他)現正持續被道說了的

(他)低土馬， 不是/不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同一者 當這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他)那 (他)耶穌。

約 20:25 e;legon ou=n auvtw/| oi` a;lloi maqhtai,( ~Ewra,kamen to.n ku,rionÅ ò de. ei=pen auvtoi/j( VEa.n mh. i;dw evn tai/j
cersi.n auvtou/ to.n tu,pon tw/n h[lwn kai. ba,lw to.n da,ktulo,n mou eivj to.n tu,pon tw/n h[lwn kai. ba,lw mou th.n
cei/ra eivj th.n pleura.n auvtou/( ouv mh. pisteu,swÅ
The other disciples therefore said unto him, We have seen the Lord. But he said unto them, Except I shall see in
his hands the print of the nails, and put my finger into the print of the nails, and thrust my hand into his side, I will
not believe.
那些門徒就對他說：我們已經看見主了。多馬卻說：我非看見他手上的釘痕，用指頭探入那釘痕，又用手探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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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肋旁，我總不信。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這樣 在對(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另外不同的 (他們)門徒， 我們現在已經看見清楚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主人。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但凡若是 不會/不要

我那時(也是)應該看見察覺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手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他)那 到於(他)印模樣本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釘子， 並且 我那時(也是)應該投擲 到於(他)那 到於(他)手指 從屬我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印模樣本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釘子， 並且 我那時(也是)應該投擲 從屬我 到於(她)那 到於(她)手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肋旁身側 從屬(他)同一者， 不是/不 不會/不要 我那時(也是)應該置信信託。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這樣 在對(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另外不同的 (他們)門徒， 我們現在已經看見清楚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主人。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但凡若是 不會/不要

我那時(也是)應該看見察覺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手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他)那 到於(他)印模樣本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釘子， 並且 我那時(也是)應該投擲 到於(他)那 到於(他)手指 從屬我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印模樣本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釘子， 並且 我那時(也是)應該投擲 到於(她)那 到於(她)手 從屬我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肋旁身側 從屬(他)同一者， 不是/不 不會/不要 我將要(持續)置信信託註1。

註1：“我那時(也是)應該置信信託”文法上亦可以為“我將要(持續)置信信託”。

約 20:26 Kai. meqV h̀me,raj ovktw. pa,lin h=san e;sw oì maqhtai. auvtou/ kai. Qwma/j metV auvtw/nÅ e;rcetai ò VIhsou/j
tw/n qurw/n kekleisme,nwn kai. e;sth eivj to. me,son kai. ei=pen( Eivrh,nh ùmi/nÅ
And after eight days again his disciples were within, and Thomas with them: then came Jesus, the doors being
shut, and stood in the midst, and said, Peace be unto you.
過了八日，門徒又在屋裏，多馬也和他們同在，門都關了；耶穌來站在當中說：願你們平安。

並且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到於(她們)八個 重新又再地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入內裏面地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多馬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他)那 (他)耶穌，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門戶

從屬(她們)現在已經被關上鎖住了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立定站住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中間當中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她)和平安寧 在對你們。

約 20:27 ei=ta le,gei tw/| Qwma/|( Fe,re to.n da,ktulo,n sou w-de kai. i;de ta.j cei/ra,j mou kai. fe,re th.n cei/ra, sou kai.
ba,le eivj th.n pleura,n mou( kai. mh. gi,nou a;pistoj avlla. pisto,jÅ
Then saith he to Thomas, Reach hither thy finger, and behold my hands; and reach hither thy hand, and thrust it
into my side: and be not faithless, but believing.
就對多馬說：伸過你的指頭來，摸（摸原文作看）我的手；伸出你的手來，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總要信。

其後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那 在對(他)多馬， 你現在就要持續負載攜帶 到於(他)那 到於(他)手指 從屬你

也就在此地，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看見察覺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手 從屬我； 並且

你現在就要持續負載攜帶 到於(她)那 到於(她)手 從屬你，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投擲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肋旁身側 從屬我； 並且 不會/不要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他)不誠不信的， 但乃是

(他)誠且信的。

約 20:28 avpekri,qh Qwma/j kai. ei=pen auvtw/|( ~O ku,rio,j mou kai. ò qeo,j mouÅ
And Thomas answered and said unto him, My Lord and my God.
多馬說：我的主，我的神。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 (他)多馬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主人

從屬我 並且 (他)那 (他)神 從屬我。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註1
(他)那 (他)多馬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主人 從屬我 並且 (他)那 (他)神 從屬我。

註1：“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約 20:29 le,gei auvtw/| o` VIhsou/j( {Oti eẁ,raka,j me pepi,steukajÈ maka,rioi oì mh. ivdo,ntej kai. pisteu,santejÅ
Jesus saith unto him, Thomas, because thou hast seen me, thou hast believed: blessed are they that have not
seen, and yet have believed.
耶穌對他說：你因看見了我纔信；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是這樣 你現在已經看見清楚 到於我，

你現在已經置信信託； (他們)蒙至高褔的 (他們)那些 不會/不要 (他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置信信託了的。
[不同標點]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是這樣 你現在已經看見清楚 到於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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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現在已經置信信託？ (他們)蒙至高褔的 (他們)那些 不會/不要 (他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置信信託了的。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是這樣 你現在已經看見清楚 到於我， 阿,(他)多馬，

你現在已經置信信託； (他們)蒙至高褔的 (他們)那些 不會/不要 (他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置信信託了的。

約 20:30 Polla. me.n ou=n kai. a;lla shmei/a evpoi,hsen ò VIhsou/j evnw,pion tw/n maqhtw/n Îauvtou/Ð( a] ouvk e;stin
gegramme,na evn tw/| bibli,w| tou,tw|\
And many other signs truly did Jesus in the presence of his disciples, which are not written in this book:
耶穌在門徒面前，另外行了許多神蹟，沒有記在這書上。

到於(它們)許多的 的確 這樣 並且 到於(它們)另外不同的 到於(它們)識別之表記徵兆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他)那 (他)耶穌 在面前地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它們)這些個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們)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了的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小書卷 在對(它)那同一者；
[經文變異WH]

到於(它們)許多的 的確 這樣 並且 到於(它們)另外不同的 到於(它們)識別之表記徵兆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他)那 (他)耶穌 在面前地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門徒， (它們)這些個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們)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了的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小書卷 在對(它)那同一者；

約 20:31 tau/ta de. ge,graptai i[na pisteu,ÎsÐhte o[ti VIhsou/j evstin ò Cristo.j ò uiò.j tou/ qeou/( kai. i[na
pisteu,ontej zwh.n e;chte evn tw/| ovno,mati auvtou/Å
But these are written, that ye might believe that Jesus is the Christ, the Son of God; and that believing ye might
have life through his name.
但記這些事，要叫你們信耶穌是基督，是神的兒子；並且叫你們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它們)那同一者 然而也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為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置信信託

[或=你們現在應該持續置信信託] 是這樣 (他)耶穌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基督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為要 (他們)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到於(她)生命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持有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名字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它們)那同一者 然而也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為要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置信信託 是這樣 (他)那 (他)耶穌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基督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為要 (他們)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到於(她)生命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持有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名字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WH]

(它們)那同一者 然而也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為要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置信信託 是這樣 (他)耶穌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基督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為要 (他們)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到於(她)生命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持有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名字 從屬(他)同一者。

約 21:1 Meta. tau/ta evfane,rwsen eàuto.n pa,lin ò VIhsou/j toi/j maqhtai/j evpi. th/j qala,sshj th/j Tiberia,doj\
evfane,rwsen de. ou[twjÅ
After these things Jesus shewed himself again to the disciples at the sea of Tiberias; and on this wise shewed
he himself.
這些事以後，耶穌在提比哩亞海邊，又向門徒顯現；他怎樣顯現記在下面。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促使成促為照亮顯明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重新又再地

(他)那 (他)耶穌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門徒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海 從屬(她)那

從屬(她)提庇哩亞； 他/她/它那時(也是)促使成促為照亮顯明 然而也 那同一樣式地。
[經文變異WH]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促使成促為照亮顯明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重新又再地

(他)耶穌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門徒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海 從屬(她)那 從屬(她)提庇哩亞；

他/她/它那時(也是)促使成促為照亮顯明 然而也 那同一樣式地。

約 21:2 h=san òmou/ Si,mwn Pe,troj kai. Qwma/j ò lego,menoj Di,dumoj kai. Naqanah.l ò avpo. Kana. th/j Galilai,aj
kai. oì tou/ Zebedai,ou kai. a;lloi evk tw/n maqhtw/n auvtou/ du,oÅ
There were together Simon Peter, and Thomas called Didymus, and Nathanael of Cana in Galilee, and the sons
of Zebedee, and two other of his disciples.
有西門彼得和稱為低土馬的多馬，並加利利的迦拿人拿但業，還有西庇太的兩個兒子，又有兩個門徒，都在一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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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同時同地一齊地 (他)西門 (他)彼得 並且 (他)多馬 (他)那 (他)現正持續被道說了的 (他)低土馬

並且 (他)拿但業 (他)那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迦拿 從屬(她)那 從屬(她)加利利 並且 (他們)那些 從屬(他)那

從屬(他)西庇太 並且 (他們)另外不同的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他們)二個/兩個。

約 21:3 le,gei auvtoi/j Si,mwn Pe,troj( ~Upa,gw àlieu,einÅ le,gousin auvtw/|( VErco,meqa kai. hm̀ei/j su.n soi,Å evxh/lqon
kai. evne,bhsan eivj to. ploi/on( kai. evn evkei,nh| th/| nukti. evpi,asan ouvde,nÅ
Simon Peter saith unto them, I go a fishing. They say unto him, We also go with thee. They went forth, and
entered into a ship immediately; and that night they caught nothing.
西門彼得對他們說：我打魚去；他們說：我們也和你同去。他們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並沒有打著甚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西門 (他)彼得， 我現在持續退開去 現要去持續作漁夫。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我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並且 我們 共同一起 在對你。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步入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船隻； 並且

在內 在對(她)在那裏的那個 在對(她)那 在對(她)夜晚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握住捉拿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西門 (他)彼得， 我現在持續退開去 現要去持續作漁夫。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我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並且 我們 共同一起 在對你。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上行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船隻

平直直接地； 並且 在內 在對(她)在那裏的那個 在對(她)那 在對(她)夜晚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握住捉拿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經文變異MT]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西門 (他)彼得， 我現在持續退開去 現要去持續作漁夫。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我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並且 我們 共同一起 在對你。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步入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船隻

平直直接地； 並且 在內 在對(她)在那裏的那個 在對(她)那 在對(她)夜晚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握住捉拿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約 21:4 prwi<aj de. h;dh genome,nhj e;sth VIhsou/j eivj to.n aivgialo,n( ouv me,ntoi h;|deisan oì maqhtai. o[ti VIhsou/j
evstinÅ
But when the morning was now come, Jesus stood on the shore: but the disciples knew not that it was Jesus.
天將亮的時候，耶穌站在岸上；門徒卻不知道是耶穌。

從屬(她)清晨 然而也 甚而已然如此地 從屬(她)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立定站住 (他)耶穌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海岸； 不是/不 縱然如此 他/她/它們當時已經看見察覺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是這樣

(他)耶穌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從屬(她)清晨 然而也 甚而已然如此地 從屬(她)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立定站住 (他)那

(他)耶穌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海岸； 不是/不 縱然如此 他/她/它們當時已經看見察覺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是這樣 (他)耶穌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WH]

從屬(她)清晨 然而也 甚而已然如此地 從屬(她)現正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立定站住

(他)耶穌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海岸； 不是/不 縱然如此 他/她/它們當時已經看見察覺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是這樣 (他)耶穌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約 21:5 le,gei ou=n auvtoi/j ÎòÐ VIhsou/j( Paidi,a( mh, ti prosfa,gion e;ceteÈ avpekri,qhsan auvtw/|( Ou;Å
Then Jesus saith unto them, Children, have ye any meat? They answered him, No.
耶穌就對他們說：小子，你們有喫的沒有。他們回答說：沒有。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這樣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阿,(它們)小孩童， 豈會呢 到於(它)任何什麼

到於(它)佐食美味 你們現在持續持有？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註1
在對(他)同一者， 不是/不。

註1：“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經文變異WH]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這樣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耶穌， 阿,(它們)小孩童， 豈會呢 到於(它)任何什麼

到於(它)佐食美味 你們現在持續持有？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 在對(他)同一者， 不是/不。

約 21:6 ò de. ei=pen auvtoi/j( Ba,lete eivj ta. dexia. me,rh tou/ ploi,ou to. di,ktuon( kai. eùrh,seteÅ e;balon ou=n( kai.
ouvke,ti auvto. el̀ku,sai i;scuon avpo. tou/ plh,qouj tw/n ivcqu,wnÅ
And he said unto them, Cast the net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ship, and ye shall find. They cast therefore, and now
they were not able to draw it for the multitude of fishes.
耶穌說：你們把網撒在船的右邊，就必得著。他們便撒下網去，竟拉不上來了，因為魚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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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投擲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右手邊的 到於(它們)部分 從屬(它)那 從屬(它)船隻 到於(它)那 到於(它)漁網， 並且

你們將要(持續)找到尋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投擲 這樣， 並且 不再地 到於(它)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拽拉牽引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有強壯大力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那 從屬(它)聚滿大群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魚。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投擲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右手邊的 到於(它們)部分 從屬(它)那 從屬(它)船隻 到於(它)那 到於(它)漁網， 並且

你們將要(持續)找到尋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投擲 這樣， 並且 不是/不 依然仍舊地註1
到於(它)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拽拉牽引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有強壯大力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那 從屬(它)聚滿大群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魚。

註1：“不再地”字形上亦可以為“不是/不 依然仍舊地”。

約 21:7 le,gei ou=n ò maqhth.j evkei/noj o]n hvga,pa ò VIhsou/j tw/| Pe,trw|( ~O ku,rio,j evstinÅ Si,mwn ou=n Pe,troj
avkou,saj o[ti ò ku,rio,j evstin to.n evpendu,thn diezw,sato( h=n ga.r gumno,j( kai. e;balen èauto.n eivj th.n qa,lassan(
Therefore that disciple whom Jesus loved saith unto Peter, It is the Lord. Now when Simon Peter heard that it
was the Lord, he girt his fisher's coat unto him, (for he was naked,) and did cast himself into the sea.
耶穌所愛的那門徒對彼得說：是主。那時西門彼得赤著身子，一聽見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裏。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這樣 (他)那 (他)門徒 (他)在那裏的那個， 到於(他)這個 他/她/它當時持續愛 (他)那 (他)耶穌，

在對(他)那 在對(他)彼得， (他)那 (他)主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西門 這樣 (他)彼得

(他)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是這樣 (他)那 (他)主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到於(他)那 到於(她)穿在外面的工服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朿緊帶子，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因為 (他)赤身裸露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投擲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海；

約 21:8 oi` de. a;lloi maqhtai. tw/| ploiari,w| h=lqon( ouv ga.r h=san makra.n avpo. th/j gh/j avlla. ẁj avpo. phcw/n
diakosi,wn( su,rontej to. di,ktuon tw/n ivcqu,wnÅ
And the other disciples came in a little ship; (for they were not far from land, but as it were two hundred cubits,)
dragging the net with fishes.
其餘的門徒，（離岸不遠，約有二百肘〔古時以肘為尺一肘約有今時尺半〕）就在小船上把那網魚拉過來。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另外不同的 (他們)門徒 在對(它)那 在對(它)小船隻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不是/不 因為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遠遠地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但乃是 正如地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肘 從屬(他們)二百個， (他們)現正持續牽拉拖拽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漁網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魚。

約 21:9 wj̀ ou=n avpe,bhsan eivj th.n gh/n ble,pousin avnqrakia.n keime,nhn kai. ovya,rion evpikei,menon kai. a;rtonÅ
As soon then as they were come to land, they saw a fire of coals there, and fish laid thereon, and bread.
他們上了岸，就看見那裏有炭火，上面有魚，又有餅。

正如地 這樣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從那裏行走移步離開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著眼觀看 到於(她)一堆火炭 到於(她)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安置了的 並且 到於(它)小的配食之魚

到於(它)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壓放在上面了的 並且 到於(他)麵餅。

約 21:10 le,gei auvtoi/j ò VIhsou/j( VEne,gkate avpo. tw/n ovyari,wn w-n evpia,sate nu/nÅ
Jesus saith unto them, Bring of the fish which ye have now caught.
耶穌對他們說：把剛纔打的魚拿幾條來。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負載攜帶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小的配食之魚 從屬(它們)這些個 你們那時(也是)握住捉拿 現在此時地。

約 21:11 avne,bh ou=n Si,mwn Pe,troj kai. ei[lkusen to. di,ktuon eivj th.n gh/n mesto.n ivcqu,wn mega,lwn èkato.n
penth,konta triw/n\ kai. tosou,twn o;ntwn ouvk evsci,sqh to. di,ktuonÅ
Simon Peter went up, and drew the net to land full of great fishes, and hundred and fifty and three: and for all
there were so many, yet was not the net broken.
西門彼得就去，〔或作上船〕把網拉到岸上，那網滿了大魚，共一百五十三條；魚雖這樣多，網卻沒有破。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上行 這樣 (他)西門 (他)彼得，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拽拉牽引 到於(它)那 到於(它)漁網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到於(它)裝滿的 從屬(他們)魚 從屬(他們)極大的 從屬(他們)一百個

從屬(他們)五十個 從屬(他們)三個； 並且 從屬(他們)那這麼樣大/那這麼樣多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是了的，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分裂斷開 (它)那 (它)漁網。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上行 (他)西門 (他)彼得，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拽拉牽引 到於(它)那 到於(它)漁網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到於(它)裝滿的 從屬(他們)魚 從屬(他們)極大的 從屬(他們)一百個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  簡易閲讀版  735

735

從屬(他們)五十個 從屬(他們)三個； 並且 從屬(他們)那這麼樣大/那這麼樣多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是了的，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分裂斷開 (它)那 (它)漁網。

約 21:12 le,gei auvtoi/j ò VIhsou/j( Deu/te avristh,sateÅ ouvdei.j de. evto,lma tw/n maqhtw/n evxeta,sai auvto,n( Su. ti,j ei=È
eivdo,tej o[ti ò ku,rio,j evstinÅ
Jesus saith unto them, Come and dine. And none of the disciples durst ask him, Who art thou? knowing that it
was the Lord.
耶穌說：你們來喫早飯；門徒中沒有一個敢問他：你是誰；因為知道是主。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你們就要到這裏來，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用正餐。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然而也 他/她/它當時持續斗膽冒險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門徒 那時(也是)要去調查訊問

到於(他)同一者， 你 (他)任何什麼呢 你現在持續是？ (他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了的 是這樣 (他)那 (他)主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WH]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你們就要到這裏來，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用正餐。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斗膽冒險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門徒 那時(也是)要去調查訊問

到於(他)同一者， 你 (他)任何什麼呢 你現在持續是？ (他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了的 是這樣 (他)那 (他)主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約 21:13 e;rcetai VIhsou/j kai. lamba,nei to.n a;rton kai. di,dwsin auvtoi/j( kai. to. ovya,rion òmoi,wjÅ
Jesus then cometh, and taketh bread, and giveth them, and fish likewise.
耶穌就來拿餅和魚給他們。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他)耶穌，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拿取 到於(他)那 到於(他)麵餅，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給與 在對(他們)同一者， 並且 到於(它)那 到於(它)小的配食之魚 具同樣相同地。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這樣 (他)那 (他)耶穌，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拿取 到於(他)那 到於(他)麵餅，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給與 在對(他們)同一者， 並且 到於(它)那 到於(它)小的配食之魚 具同樣相同地。

約 21:14 tou/to h;dh tri,ton evfanerw,qh VIhsou/j toi/j maqhtai/j evgerqei.j evk nekrw/nÅ
This is now the third time that Jesus shewed himself to his disciples, after that he was risen from the dead.
耶穌從死裏復活以後，向門徒顯現，這是第三次。

到於(它)那同一者 甚而已然如此地 到於(它)第三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促使成促為照亮顯明 (他)耶穌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門徒， (他)那時(也是)被喚醒起來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死掉的。
[經文變異RT]

到於(它)那同一者 甚而已然如此地 到於(它)第三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促使成促為照亮顯明 (他)那 (他)耶穌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被喚醒起來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死掉的。

約 21:15 {Ote ou=n hvri,sthsan le,gei tw/| Si,mwni Pe,trw| ò VIhsou/j( Si,mwn VIwa,nnou( avgapa/|j me ple,on tou,twnÈ
le,gei auvtw/|( Nai. ku,rie( su. oi=daj o[ti filw/ seÅ le,gei auvtw/|( Bo,ske ta. avrni,a mouÅ
So when they had dined, Jesus saith to Simon Peter, Simon, son of Jonas, lovest thou me more than these? He
saith unto him, Yea, Lord; thou knowest that I love thee. He saith unto him, Feed my lambs.
他們喫完了早飯，耶穌對西門彼得說：約翰的兒子西門，〔約翰馬太十六章十七節稱約拿〕你愛我比這些更深麼

。彼得說：主阿，是的；你知道我愛你。耶穌對他說：你餵養我的小羊。

當這時地 這樣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用正餐，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那 在對(他)西門 在對(他)彼得 (他)那

(他)耶穌， 阿,(他)西門 從屬(他)約翰， 你現在持續愛 到於我 到於(它)更多的 從屬(他們)那同一者註1？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誠然為是， 阿,(他)主人； 你 你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我現在持續喜愛/親吻 到於你。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你現在就要持續放牧餵養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小羊羔 從屬我。

註1：“從屬(他們)那同一者”文法上亦可以為“從屬(它們)那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當這時地 這樣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用正餐，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那 在對(他)西門 在對(他)彼得 (他)那

(他)耶穌， 阿,(他)西門 從屬(他)約拿， 你現在持續愛 到於我 到於(它)更多的 從屬(他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誠然為是， 阿,(他)主人； 你 你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我現在持續喜愛/親吻 到於你。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你現在就要持續放牧餵養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小羊羔 從屬我。

約 21:16 le,gei auvtw/| pa,lin deu,teron( Si,mwn VIwa,nnou( avgapa/|j meÈ le,gei auvtw/|( Nai. ku,rie( su. oi=daj o[ti filw/
seÅ le,gei auvtw/|( Poi,maine ta. pro,bata, mouÅ
He saith to him again the second time, Simon, son of Jonas, lovest thou me? He saith unto him, Yea, Lord; t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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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est that I love thee. He saith unto him, Feed my sheep.
耶穌第二次又對他說：約翰的兒子西門，你愛我麼。彼得說：主阿，是的；你知道我愛你。耶穌說：你牧養我的

羊。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重新又再地 到於(它)第二的， 阿,(他)西門 從屬(他)約翰， 你現在持續愛

到於我？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誠然為是， 阿,(他)主人； 你 你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我現在持續喜愛/親吻 到於你。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你現在就要持續牧養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綿羊 從屬我。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重新又再地 到於(它)第二的， 阿,(他)西門 從屬(他)約拿， 你現在持續愛

到於我？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誠然為是， 阿,(他)主人； 你 你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我現在持續喜愛/親吻 到於你。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你現在就要持續牧養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綿羊 從屬我。
[經文變異WH]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重新又再地 到於(它)第二的， 阿,(他)西門 從屬(他)約翰， 你現在持續愛

到於我？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誠然為是， 阿,(他)主人； 你 你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我現在持續喜愛/親吻 到於你。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你現在就要持續牧養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小綿羊 從屬我。

約 21:17 le,gei auvtw/| to. tri,ton( Si,mwn VIwa,nnou( filei/j meÈ evluph,qh ò Pe,troj o[ti ei=pen auvtw/| to. tri,ton(
Filei/j meÈ kai. le,gei auvtw/|( Ku,rie( pa,nta su. oi=daj( su. ginw,skeij o[ti filw/ seÅ le,gei auvtw/| Îò VIhsou/jÐ( Bo,ske
ta. pro,bata, mouÅ
He saith unto him the third time, Simon, son of Jonas, lovest thou me? Peter was grieved because he said unto
him the third time, Lovest thou me? And he said unto him, Lord, thou knowest all things; thou knowest that I love
thee. Jesus saith unto him, Feed my sheep.
第三次對他說：約翰的兒子西門，你愛我麼。彼得因為耶穌第三次對他說，你愛我麼，就憂愁，對耶穌說：主阿

，你是無所不知的，你知道我愛你。耶穌說：你餵養我的羊。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它)那 到於(它)第三的， 阿,(他)西門 從屬(他)約翰， 你現在持續喜愛/親吻

到於我？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致憂傷愁苦 (他)那 (他)彼得， 是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它)那 到於(它)第三的， 你現在持續喜愛/親吻 到於我？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阿,(他)主人，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你 你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你 你現在持續認識知道 是這樣

我現在持續喜愛/親吻 到於你。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你現在就要持續放牧餵養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綿羊 從屬我。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它)那 到於(它)第三的， 阿,(他)西門 從屬(他)約拿， 你現在持續喜愛/親吻

到於我？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致憂傷愁苦 (他)那 (他)彼得， 是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它)那 到於(它)第三的， 你現在持續喜愛/親吻 到於我？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阿,(他)主人， 你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你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你 你現在持續認識知道 是這樣

我現在持續喜愛/親吻 到於你。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你現在就要持續放牧餵養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綿羊 從屬我。
[經文變異WH]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它)那 到於(它)第三的， 阿,(他)西門 從屬(他)約翰， 你現在持續喜愛/親吻

到於我？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致憂傷愁苦 (他)那 (他)彼得， 是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它)那 到於(它)第三的， 你現在持續喜愛/親吻 到於我？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阿,(他)主人，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你 你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你 你現在持續認識知道 是這樣

我現在持續喜愛/親吻 到於你。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耶穌， 你現在就要持續放牧餵養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小綿羊 從屬我。

約 21:18 avmh.n avmh.n le,gw soi( o[te h=j new,teroj( evzw,nnuej seauto.n kai. periepa,teij o[pou h;qelej\ o[tan de.
ghra,sh|j( evktenei/j ta.j cei/ra,j sou( kai. a;lloj se zw,sei kai. oi;sei o[pou ouv qe,leijÅ
Verily, verily, I say unto thee, When thou wast young, thou girdedst thyself, and walkedst whither thou wouldest:
but when thou shalt be old, thou shalt stretch forth thy hands, and another shall gird thee, and carry thee whither
thou wouldest not.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你年少的時候，自己束上帶子，隨意往來，但年老的時候，你要伸出手來，別人要把你束

上，帶你到不願意去的地方。

阿們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 當這時地 你當時持續是 (他)更新初年淺的， 你當時持續束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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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於(他)你自己， 並且 你當時持續來往昂然踏行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你當時持續定意； 但凡當這時 然而也

你那時(也是)應該成年老老邁， 你將要(持續)向外伸展出來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手 從屬你， 並且

(他)另外不同的 到於你 他/她/它將要(持續)束帶子，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負載攜帶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不是/不

你現在持續定意。
[經文變異WH]

阿們 阿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 當這時地 你當時持續是 (他)更新初年淺的， 你當時持續束帶子

到於(他)你自己， 並且 你當時持續來往昂然踏行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你當時持續定意； 但凡當這時 然而也

你那時(也是)應該成年老老邁， 你將要(持續)向外伸展出來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手 從屬你， 並且

(他)另外不同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束帶子 到於你，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負載攜帶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不是/不

你現在持續定意。

約 21:19 tou/to de. ei=pen shmai,nwn poi,w| qana,tw| doxa,sei to.n qeo,nÅ kai. tou/to eivpw.n le,gei auvtw/|( VAkolou,qei
moiÅ
This spake he, signifying by what death he should glorify God. And when he had spoken this, he saith unto him,
Follow me.
耶穌說這話，是指著彼得要怎樣死榮耀神。說了這話，就對他說：你跟從我罷。

到於(它)那同一者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現正持續以標誌記號指示了的 在對(他)什麼樣呢 在對(他)死

他/她/它將要(持續)歸榮耀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並且 到於(它)那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發話言說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你現在就要持續跟隨 在對我。

約 21:20 VEpistrafei.j ò Pe,troj ble,pei to.n maqhth.n o]n hvga,pa ò VIhsou/j avkolouqou/nta( o]j kai. avne,pesen evn tw/|
dei,pnw| evpi. to. sth/qoj auvtou/ kai. ei=pen( Ku,rie( ti,j evstin ò paradidou,j seÈ
Then Peter, turning about, seeth the disciple whom Jesus loved following; which also leaned on his breast at
supper, and said, Lord, which is he that betrayeth thee?
彼得轉過來，看見耶穌所愛的那門徒跟著，就是在晚飯的時候，靠著耶穌胸膛，說，主阿，賣你的是誰的那門徒

。

(他)那時(也是)被在上面轉動翻轉了的 (他)那 (他)彼得 他/她/它現在持續著眼觀看 到於(他)那 到於(他)門徒

到於(他)這個 他/她/它當時持續愛 (他)那 (他)耶穌 到於(他)現正持續跟隨了的， (他)這個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靠後而坐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晚餐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那 到於(它)胸膛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阿,(他)主人， (他)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現正持續交付了的 到於你？
[經文變異RT]

(他)那時(也是)被在上面轉動翻轉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彼得 他/她/它現在持續著眼觀看 到於(他)那 到於(他)門徒

到於(他)這個 他/她/它當時持續愛 (他)那 (他)耶穌 到於(他)現正持續跟隨了的， (他)這個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靠後而坐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晚餐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那 到於(它)胸膛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阿,(他)主人， (他)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現正持續交付了的 到於你？

約 21:21 tou/ton ou=n ivdw.n ò Pe,troj le,gei tw/| VIhsou/( Ku,rie( ou-toj de. ti,È
Peter seeing him saith to Jesus, Lord, and what shall this man do?
彼得看見他，就問耶穌說：主阿，這人將來如何。

到於(他)那同一者 這樣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他)那 (他)彼得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那 在對(他)耶穌，

阿,(他)主人， (他)那同一者 然而也 (它)任何什麼呢？
[經文變異RT]

到於(他)那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他)那 (他)彼得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那 在對(他)耶穌，

阿,(他)主人， (他)那同一者 然而也 (它)任何什麼呢？

約 21:22 le,gei auvtw/| o` VIhsou/j( VEa.n auvto.n qe,lw me,nein e[wj e;rcomai( ti, pro.j se,È su, moi avkolou,qeiÅ
Jesus saith unto him, If I will that he tarry till I come, what is that to thee? follow thou me.
耶穌對他說：我若要他等到我來的時候，與你何干；你跟從我罷。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但凡若是 到於(他)同一者 我現在應該持續定意

現要去持續停留持守 一直直到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它)任何什麼呢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 你

在對我 你現在就要持續跟隨。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但凡若是 到於(他)同一者 我現在應該持續定意

現要去持續停留持守 一直直到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它)任何什麼呢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 你

你現在就要持續跟隨 在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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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21:23 evxh/lqen ou=n ou-toj ò lo,goj eivj tou.j avdelfou.j o[ti ò maqhth.j evkei/noj ouvk avpoqnh,|skei\ ouvk ei=pen de.
auvtw/| ò VIhsou/j o[ti ouvk avpoqnh,|skei avllv( VEa.n auvto.n qe,lw me,nein e[wj e;rcomaiÎ( ti, pro.j se,ÐÈ
Then went this saying abroad among the brethren, that that disciple should not die: yet Jesus said not unto him,
He shall not die; but, If I will that he tarry till I come, what is that to thee?
於是這話傳在弟兄中間，說那門徒不死；其實耶穌不是說他不死；乃是說：我若要他等到我來的時候，與你何干

。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這樣 (他)那同一者 (他)那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弟兄， 是這樣 (他)那 (他)門徒 (他)在那裏的那個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死去；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是這樣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死去；

但乃是 但凡若是 到於(他)同一者 我現在應該持續定意 現要去持續停留持守 一直直到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它)任何什麼呢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這樣 (他)那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他)那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弟兄， 是這樣 (他)那 (他)門徒 (他)在那裏的那個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死去；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是這樣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死去； 但乃是

但凡若是 到於(他)同一者 我現在應該持續定意 現要去持續停留持守 一直直到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它)任何什麼呢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

約 21:24 Ou-to,j evstin ò maqhth.j ò marturw/n peri. tou,twn kai. ò gra,yaj tau/ta( kai. oi;damen o[ti avlhqh.j auvtou/
h` marturi,a evsti,nÅ
This is the disciple which testifieth of these things, and wrote these things: and we know that his testimony is
true.
為這些事作見證，並且記載這些事的，就是這門徒；我們也知道他的見證是真的。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門徒 (他)那 (他)現正持續作見證人了的 <在周圍>關於

從屬(它們)那同一者 並且 (他)那 (他)那時(也是)刻寫記載了的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並且 我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她)誠正真實的 從屬(他)同一者 (她)那 (她)作證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門徒 (他)那 (他)現正持續作見證人了的 <在周圍>關於

從屬(它們)那同一者 並且 (他)那時(也是)刻寫記載了的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並且 我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她)誠正真實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作證 從屬(他)同一者。

約 21:25 :Estin de. kai. a;lla polla. a] evpoi,hsen ò VIhsou/j( a[tina eva.n gra,fhtai kaqV e[n( ouvdV auvto.n oi=mai to.n
ko,smon cwrh/sai ta. grafo,mena bibli,aÅ
And there are also many other things which Jesus did, the which, if they should be written every one, I suppose
that even the world itself could not contain the books that should be written. Amen.
耶穌所行的事，還有許多，若是一一的都寫出來，我想所寫的書，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然而也 並且 (它們)另外不同的 (它們)許多的 到於(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他)那 (他)耶穌， (它們)這個任何什麼 但凡若是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被刻寫記載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一個，

然而也不是地 到於(他)同一者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推想以為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美容妝束/世界

那時(也是)要去裝填容納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現正持續被刻寫記載了的 到於(它們)小書卷。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然而也 並且 (它們)另外不同的 (它們)許多的 到於(它們)這每一切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他)那 (他)耶穌， (它們)這個任何什麼 但凡若是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被刻寫記載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一個，

然而也不是地 到於(他)同一者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推想以為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美容妝束/世界

那時(也是)要去裝填容納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現正持續被刻寫記載了的 到於(它們)小書卷。 阿們。
[經文變異WH]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然而也 並且 (它們)另外不同的 (它們)許多的 到於(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他)那 (他)耶穌， (它們)這個任何什麼 但凡若是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被刻寫記載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一個，

然而也不是地 到於(他)同一者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推想以為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美容妝束/世界

將要去(持續)裝填容納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現正持續被刻寫記載了的 到於(它們)小書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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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行傳 // Acts

徒 1:1 To.n me.n prw/ton lo,gon evpoihsa,mhn peri. pa,ntwn( w= Qeo,file( w-n h;rxato ò VIhsou/j poiei/n te kai.
dida,skein(
The former treatise have I made, O Theophilus, of all that Jesus began both to do and teach,
提阿非羅阿，我已經作了前書，論到耶穌開頭一切所行所教訓的，

到於(他)那 的確 到於(他)首先的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我那時(也是)讓自己行出作成 <在周圍>關於

從屬(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哦呀 阿,(他)提阿非羅， 從屬(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 (他)那

(他)耶穌 現要去持續行出作成 並/又 並且 現要去持續教導，
[經文變異WH]

到於(他)那 的確 到於(他)首先的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我那時(也是)讓自己行出作成 <在周圍>關於

從屬(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哦呀 阿,(他)提阿非羅， 從屬(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 (他)耶穌

現要去持續行出作成 並/又 並且 現要去持續教導，

徒 1:2 a;cri h-j h̀me,raj evnteila,menoj toi/j avposto,loij dia. pneu,matoj àgi,ou ou]j evxele,xato avnelh,mfqh\
Until the day in which he was taken up, after that he through the Holy Ghost had given commandments unto the
apostles whom he had chosen:
直到他藉著聖靈，吩咐所揀選的使徒，以後被接上升的日子為止。

直至達到 從屬(她)這個 從屬(她)日子/白日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被督促責成了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靈/風 從屬(它)聖的 到於(他們)這些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挑選，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向上拿取；

徒 1:3 oi-j kai. pare,sthsen eàuto.n zw/nta meta. to. paqei/n auvto.n evn polloi/j tekmhri,oij( diV h̀merw/n
tessera,konta ovptano,menoj auvtoi/j kai. le,gwn ta. peri. th/j basilei,aj tou/ qeou/\
To whom also he shewed himself alive after his passion by many infallible proofs, being seen of them forty days,
and speaking of the things pertaining to the kingdom of God:
他受害之後，用許多的憑據，將自己活活的顯給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們顯現，講說神國的事。

在對(他們)這些個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立定站住在旁邊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到於(他)現正持續活了的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經歷承受 到於(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它們)許多的 在對(它們)憑據證明，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們)日子/白日 從屬(她們)四十個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看見注目了的 在對(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到於(它們)那些 <在周圍>關於 從屬(她)那 從屬(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徒 1:4 kai. sunalizo,menoj parh,ggeilen auvtoi/j avpo. ~Ierosolu,mwn mh. cwri,zesqai avlla. perime,nein th.n
evpaggeli,an tou/ patro.j h]n hvkou,sate, mou(
And, being assembled together with them, commanded them that they should not depart from Jerusalem, but
wait for the promise of the Father, which, saith he, ye have heard of me.
耶穌和他們聚集的時候，囑咐他們說：不要離開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應許的，就是你們聽見我說過的。

並且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集合成群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命令吩咐 在對(他們)同一者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們)耶路撒冷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被分離隔開， 但乃是 現要去持續停留候守在周圍 到於(她)那

到於(她)應許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到於(她)這個 你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從屬我；
[經文變異Scrivener]

並且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集合成群了的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命令吩咐

在對(他們)同一者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們)耶路撒冷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被分離隔開， 但乃是

現要去持續停留候守在周圍 到於(她)那 到於(她)應許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到於(她)這個

你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從屬我；

徒 1:5 o[ti VIwa,nnhj me.n evba,ptisen u[dati( ùmei/j de. evn pneu,mati baptisqh,sesqe àgi,w| ouv meta. polla.j tau,taj
hm̀e,rajÅ
For John truly baptized with water; but ye shall be baptized with the Holy Ghost not many days hence.
約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幾日，你們要受聖靈的洗。

是這樣 (他)約翰 的確 他/她/它那時(也是)浸洗 在對(它)水； 你們 然而也 在內 在對(它)靈/風 你們將要(持續)被浸洗

在對(它)聖的 不是/不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她們)許多的 到於(她們)那同一者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經文變異RT]

是這樣 (他)約翰 的確 他/她/它那時(也是)浸洗 在對(它)水； 你們 然而也 你們將要(持續)被浸洗 在內 在對(它)靈/風

在對(它)聖的 不是/不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她們)許多的 到於(她們)那同一者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徒 1:6 Oi` me.n ou=n sunelqo,ntej hvrw,twn auvto.n le,gontej( Ku,rie( eiv evn tw/| cro,nw| tou,tw| avpokaqista,neij th.n
basilei,an tw/| VIsrah,l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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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they therefore were come together, they asked of him, saying, Lord, wilt thou at this time restore again
the kingdom to Israel?
他們聚集的時候，問耶穌說：主阿，你復興以色列國，就在這時候嗎。

(他們)那些 的確 這樣 (他們)那時(也是)共同到來前往了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查詢求問 到於(他)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阿,(他)主人， 若是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時段期間 在對(他)那同一者

你現在持續復位還原 到於(她)那 到於(她)王權國度 在對(他)那 在對(他)以色列？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些 的確 這樣 (他們)那時(也是)共同到來前往了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在上面查詢求問 到於(他)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阿,(他)主人， 若是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時段期間 在對(他)那同一者

你現在持續復位還原 到於(她)那 到於(她)王權國度 在對(他)那 在對(他)以色列？

徒 1:7 ei=pen de. pro.j auvtou,j( Ouvc ùmw/n evstin gnw/nai cro,nouj h' kairou.j ou]j ò path.r e;qeto evn th/| ivdi,a|
evxousi,a|(
And he said unto them, It is not for you to know the times or the seasons, which the Father hath put in his own
power.
耶穌對他們說：父憑著自己的權柄，所定的時候日期，不是你們可以知道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不是/不 從屬你們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那時(也是)要去認識知道 到於(他們)時段期間 甚或/或而 到於(他們)場合時節， 到於(他們)這些個 (他)那 (他)父親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置放擺設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私人個別的 在對(她)權柄掌握；
[經文變異WH]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不是/不 從屬你們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那時(也是)要去認識知道 到於(他們)時段期間 甚或/或而 到於(他們)場合時節， 到於(他們)這些個 (他)那 (他)父親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置放擺設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私人個別的 在對(她)權柄掌握；

徒 1:8 avlla. lh,myesqe du,namin evpelqo,ntoj tou/ àgi,ou pneu,matoj evfV ùma/j kai. e;sesqe, mou ma,rturej e;n te
VIerousalh.m kai. ÎevnÐ pa,sh| th/| VIoudai,a| kai. Samarei,a| kai. e[wj evsca,tou th/j gh/jÅ
But ye shall receive power, after that the Holy Ghost is come upon you: and ye shall be witnesses unto me both
in Jerusalem, and in all Judaea, and in Samaria, and unto the uttermost part of the earth.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

。

但乃是 你們將要(持續)讓自己拿取 到於(她)能力權能， 從屬(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在上面了的 從屬(它)那

從屬(它)聖的 從屬(它)靈/風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你們； 並且 你們將要(持續)是 從屬我 (他們)見證人 在內 並/又

在對(她)耶陸撒冷 並且 在內 在對(她)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猶太地方 並且 在對(她)撒瑪利亞 並且

一直直到 從屬(它)最末後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經文變異RT]

但乃是 你們將要(持續)讓自己拿取 到於(她)能力權能， 從屬(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在上面了的 從屬(它)那

從屬(它)聖的 從屬(它)靈/風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你們； 並且 你們將要(持續)是 在對我 (他們)見證人 在內 並/又

在對(她)耶陸撒冷 並且 在內 在對(她)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猶太地方 並且 在對(她)撒瑪利亞 並且

一直直到 從屬(它)最末後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徒 1:9 kai. tau/ta eivpw.n blepo,ntwn auvtw/n evph,rqh kai. nefe,lh up̀e,laben auvto.n avpo. tw/n ovfqalmw/n auvtw/nÅ
And when he had spoken these things, while they beheld, he was taken up; and a cloud received him out of
their sight.
說了這話，他們正看的時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雲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見他了。

並且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發話言說了的，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著眼觀看了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在上面提起； 並且 (她)雲團 他/她/它那時(也是)接起領受 到於(他)同一者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眼睛 從屬(他們)同一者。

徒 1:10 kai. wj̀ avteni,zontej h=san eivj to.n ouvrano.n poreuome,nou auvtou/( kai. ivdou. a;ndrej du,o pareisth,keisan
auvtoi/j evn evsqh,sesi leukai/j(
And while they looked stedfastly toward heaven as he went up, behold, two men stood by them in white apparel;
當他往上去，他們定睛望天的時候，忽然有兩個人，身穿白衣，站在旁邊，說：

並且 正如地 (他們)現正持續專注定睛了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天空/天，

從屬(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行去了的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們)男人/丈夫

(他們)二個/兩個 他/她/它們當時已經立定站住在旁邊 在對(他們)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們)穿著 在對(她們)亮光潔白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正如地 (他們)現正持續專注定睛了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天空/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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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屬(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行去了的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們)男人/丈夫

(他們)二個/兩個 他/她/它們當時已經立定站住在旁邊 在對(他們)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衣著 在對(她)亮光潔白的；

徒 1:11 oi] kai. ei=pan( :Andrej Galilai/oi( ti, es̀th,kate ÎevmÐble,pontej eivj to.n ouvrano,nÈ ou-toj ò VIhsou/j ò
avnalhmfqei.j avfV ùmw/n eivj to.n ouvrano.n ou[twj evleu,setai o]n tro,pon evqea,sasqe auvto.n poreuo,menon eivj to.n
ouvrano,nÅ
Which also said, Ye men of Galilee, why stand ye gazing up into heaven? this same Jesus, which is taken up
from you into heaven, shall so come in like manner as ye have seen him go into heaven.
加利利人哪，你們為甚麼站著望天呢；這離開你們被接升天的耶穌，你們見他怎樣往天上去，他還要怎樣來。

(他們)這些個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阿,(他們)男人/丈夫 阿,(他們)加利利人，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們現在已經立定站住 (他們)現正持續用心觀看了的 [或=(他們)現正持續著眼觀看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天空/天？ (他)那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他)那 (他)那時(也是)被向上拿取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你們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天空/天， 那同一樣式地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到來前往 到於(他)這個

到於(他)運轉模式 你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定睛觀看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行去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天空/天。
[經文變異WH]

(他們)這些個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阿,(他們)男人/丈夫 阿,(他們)加利利人，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們現在已經立定站住 (他們)現正持續著眼觀看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天空/天？ (他)那同一者 (他)那

(他)耶穌 (他)那 (他)那時(也是)被向上拿取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你們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天空/天，

那同一樣式地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到來前往 到於(他)這個 到於(他)運轉模式 你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定睛觀看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行去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天空/天。

徒 1:12 To,te ùpe,streyan eivj VIerousalh.m avpo. o;rouj tou/ kaloume,nou VElaiw/noj( o[ evstin evggu.j VIerousalh.m
sabba,tou e;con òdo,nÅ
Then returned they unto Jerusalem from the mount called Olivet, which is from Jerusalem a sabbath day's
journey.
有一座山名叫橄欖山，離耶路撒冷不遠，約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當下門徒從那裏回耶路撒冷去。

當那時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翻轉轉回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陸撒冷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高山 從屬(它)那

從屬(它)現正持續被促請召喚了的 從屬(他)橄欖之園， (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接近地 從屬(她)耶陸撒冷

從屬(它)安息 (它)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道路途徑。

徒 1:13 kai. o[te eivsh/lqon( eivj to. ùperw/|on avne,bhsan ou- h=san katame,nontej( o[ te Pe,troj kai. VIwa,nnhj kai.
VIa,kwboj kai. VAndre,aj( Fi,lippoj kai. Qwma/j( Barqolomai/oj kai. Maqqai/oj( VIa,kwboj ~Alfai,ou kai. Si,mwn ò
zhlwth.j kai. VIou,daj VIakw,bouÅ
And when they were come in, they went up into an upper room, where abode both Peter, and James, and John,
and Andrew, Philip, and Thomas, Bartholomew, and Matthew, James the son of Alphaeus, and Simon Zelotes,
and Judas the brother of James.
進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間樓房；在那裏有彼得，約翰，雅各，安得烈，腓力，多馬，巴多羅買，馬太，亞勒腓

的兒子雅各，奮銳黨的西門，和雅各的兒子〔或作兄弟〕猶大。

並且 當這時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樓上房間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上行 在這裏地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他們)現正持續向下停留持守了的， (他)那 並/又

(他)彼得 並且 (他)約翰 並且 (他)雅各 並且 (他)安得烈， (他)腓利 並且 (他)多馬， (他)巴多羅買 並且

(他)馬太， (他)雅各 從屬(他)亞勒腓 並且 (他)西門 (他)那 (他)奮銳黨徒 並且 (他)猶大 從屬(他)雅各。
[經文變異RT]

並且 當這時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上行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樓上房間 在這裏地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他們)現正持續向下停留持守的， (他)那 並/又 (他)彼得 並且

(他)雅各 並且 (他)約翰 並且 (他)安得烈， (他)腓利 並且 (他)多馬， (他)巴多羅買 並且 (他)馬太， (他)雅各

從屬(他)亞勒腓 並且 (他)西門 (他)那 (他)奮銳黨徒 並且 (他)猶大 從屬(他)雅各。

徒 1:14 ou-toi pa,ntej h=san proskarterou/ntej òmoqumado.n th/| proseuch/| su.n gunaixi.n kai. Maria.m th/| mhtri. tou/
VIhsou/ kai. toi/j avdelfoi/j auvtou/Å
These all continued with one accord in prayer and supplication, with the women, and Mary the mother of Jesus,
and with his brethren.
這些人，同著幾個婦人，和耶穌的母親馬利亞，並耶穌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恆切禱告。

(他們)那同一者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他們)現正持續在前面向著堅強持恆了的 同心一致地

在對(她)那 在對(她)求告祈禱 共同一起 在對(她們)女人 並且 在對(她)馬利亞 在對(她)那 在對(她)母親 從屬(他)那

從屬(他)耶穌 並且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弟兄 從屬(他)同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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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變異RT]

(他們)那同一者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他們)現正持續在前面向著堅強持恆了的 同心一致地

在對(她)那 在對(她)求告祈禱 並且 在對(她)那 在對(她)自卑乞求 共同一起 在對(她們)女人 並且 在對(她)馬利亞

在對(她)那 在對(她)母親 從屬(他)那 從屬(他)耶穌 並且 共同一起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弟兄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WH]

(他們)那同一者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他們)現正持續在前面向著堅強持恆了的 同心一致地

在對(她)那 在對(她)求告祈禱 共同一起 在對(她們)女人 並且 在對(她)馬利亞 在對(她)那 在對(她)母親 從屬(他)那

從屬(他)耶穌 並且 共同一起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弟兄 從屬(他)同一者。

徒 1:15 Kai. evn tai/j hm̀e,raij tau,taij avnasta.j Pe,troj evn me,sw| tw/n avdelfw/n ei=pen\ h=n te o;cloj ovnoma,twn evpi.
to. auvto. ẁsei. èkato.n ei;kosi\
And in those days Peter stood up in the midst of the disciples, and said, (the number of names together were
about an hundred and twenty,)
那時，有許多人聚會，約有一百二十名，彼得就在弟兄中間站起來，說：

並且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日子/白日 在對(她們)那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了的 (他)彼得 在內

在對(它)中間當中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弟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並/又 (他)群眾

從屬(它們)名字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同一者 正如好像地 (他們)一百個 (他們)二十，
[經文變異RT]

並且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日子/白日 在對(她們)那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了的 (他)彼得 在內

在對(它)中間當中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門徒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並/又 (他)群眾

從屬(它們)名字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同一者 正如地 (他們)一百個 (他們)二十，
[經文變異WH]

並且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日子/白日 在對(她們)那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了的 (他)彼得 在內

在對(它)中間當中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弟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並/又 (他)群眾

從屬(它們)名字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同一者 正如地 (他們)一百個 (他們)二十，

徒 1:16 :Andrej avdelfoi,( e;dei plhrwqh/nai th.n grafh.n h]n proei/pen to. pneu/ma to. a[gion dia. sto,matoj Daui.d
peri. VIou,da tou/ genome,nou òdhgou/ toi/j sullabou/sin VIhsou/n(
Men and brethren, this scripture must needs have been fulfilled, which the Holy Ghost by the mouth of David
spake before concerning Judas, which was guide to them that took Jesus.
弟兄們，聖靈藉大衛的口，在聖經上，預言領人捉拿耶穌的猶大；這話是必須應驗的。

阿,(他們)男人/丈夫 阿,(他們)弟兄， 他/她/它當時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那時(也是)要去被促使成充滿添足

到於(她)那 到於(她)經文， 到於(她)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預先發話言說 (它)那 (它)靈/風 (它)那 (它)聖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口/嘴 從屬(他)大衛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猶大 從屬(他)那

從屬(他)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從屬(他)指引道路之人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那時(也是)共同拿取/懷有/相持互助了的 到於(他)耶穌；
[經文變異RT]

阿,(他們)男人/丈夫 阿,(他們)弟兄， 他/她/它當時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那時(也是)要去被促使成充滿添足

到於(她)那 到於(她)經文 到於(她)那同一者， 到於(她)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預先發話言說 (它)那 (它)靈/風 (它)那

(它)聖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口/嘴 從屬(他)大衛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猶大 從屬(他)那

從屬(他)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從屬(他)指引道路之人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那時(也是)共同拿取/懷有/相持互助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徒 1:17 o[ti kathriqmhme,noj h=n evn h̀mi/n kai. e;lacen to.n klh/ron th/j diakoni,aj tau,thjÅ
For he was numbered with us, and had obtained part of this ministry.
他本來列在我們數中，並且在使徒的職任上得了一分。

是這樣 (他)現在已經被數算定了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在內 在對我們，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抽籤定奪 到於(他)那

到於(他)骰子籤份 從屬(她)那 從屬(她)職務服事 從屬(她)那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是這樣 (他)現在已經被數算定了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共同一起 在對我們，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抽籤定奪

到於(他)那 到於(他)骰子籤份 從屬(她)那 從屬(她)職務服事 從屬(她)那同一者。

徒 1:18 Ou-toj me.n ou=n evkth,sato cwri,on evk misqou/ th/j avdiki,aj kai. prhnh.j geno,menoj evla,khsen me,soj kai.
evxecu,qh pa,nta ta. spla,gcna auvtou/\
Now this man purchased a field with the reward of iniquity; and falling headlong, he burst asunder in the midst,
and all his bowels gushed out.
這人用他作惡的工價，買了一塊田，以後身子仆倒，肚腹崩裂，腸子都流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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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那同一者 的確 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獲得擁有 到於(它)小塊地域 向外出來 從屬(他)工價報酬

從屬(她)那 從屬(她)不義； 並且 (他)傾向前的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爆裂崩開

(他)中間當中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向外傾注澆流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它們)那些

(它們)腸腑內臟/憐慈心腸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那同一者 的確 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獲得擁有 到於(它)小塊地域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工價報酬 從屬(她)那 從屬(她)不義； 並且 (他)傾向前的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爆裂崩開 (他)中間當中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向外傾注澆流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它們)那些 (它們)腸腑內臟/憐慈心腸 從屬(他)同一者。

徒 1:19 kai. gnwsto.n evge,neto pa/si toi/j katoikou/sin VIerousalh,m( w[ste klhqh/nai to. cwri,on evkei/no th/| ivdi,a|
diale,ktw| auvtw/n ~Akeldama,c( tou/tV e;stin Cwri,on Ai[matojÅ
And it was known unto all the dwellers at Jerusalem; insomuch as that field is called in their proper tongue,
Aceldama, that is to say, The field of blood.
住在耶路撒冷的眾人都知道這事，所以按著他們那裏的話，給那塊田起名叫亞革大馬，就是血田的意思。

並且 (它)乃認識知道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對(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定居了的 到於(她)耶陸撒冷； 以致 那時(也是)要去被促請召喚 到於(它)那 到於(它)小塊地域

到於(它)在那裏的那個 在對(她)那 在對(她)私人個別的 在對(她)語調方言 從屬(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亞革大馬，

(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到於(它)小塊地域 從屬(它)血。
[經文變異WH]

並且 (它)乃認識知道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對(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定居了的 到於(她)耶陸撒冷； 以致 那時(也是)要去被促請召喚 到於(它)那 到於(它)小塊地域

到於(它)在那裏的那個 在對(她)那 在對(她)語調方言 從屬(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亞革大馬， (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到於(它)小塊地域 從屬(它)血。

徒 1:20 Ge,graptai ga.r evn bi,blw| yalmw/n( Genhqh,tw h` e;paulij auvtou/ e;rhmoj kai. mh. e;stw ò katoikw/n evn auvth/|(
kai,( Th.n evpiskoph.n auvtou/ labe,tw e[terojÅ
For it is written in the book of Psalms, Let his habitation be desolate, and let no man dwell therein: and his
bishoprick let another take.
因為詩篇上寫著說：『願他的住處，變為荒場，無人在內居住。』又說：『願別人得他的職分。』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因為 在內 在對(她)書卷 從屬(他們)樂章詩篇，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被生發成為

(她)那 (她)住處 從屬(他)同一者 (她)孤獨荒涼的， 並且 不會/不要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是 (他)那

(他)現正持續定居了的 在內 在對(她)同一者；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顧察眷視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拿取 (他)相異不同的。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因為 在內 在對(她)書卷 從屬(他們)樂章詩篇，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被生發成為

(她)那 (她)住處 從屬(他)同一者 (她)孤獨荒涼的， 並且 不會/不要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是 (他)那

(他)現正持續定居了的 在內 在對(她)同一者；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顧察眷視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可以拿取 (他)相異不同的。

徒 1:21 dei/ ou=n tw/n sunelqo,ntwn h̀mi/n avndrw/n evn panti. cro,nw| w-| eivsh/lqen kai. evxh/lqen evfV hm̀a/j ò ku,rioj
VIhsou/j(
Wherefore of these men which have companied with us all the time that the Lord Jesus went in and out among
us,
所以主耶穌在我們中間始終出入的時候，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這樣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那時(也是)共同到來前往了的 在對我們

從屬(他們)男人/丈夫 在內 在對(他)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時段期間 在對(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我們 (他)那

(他)主人 (他)耶穌，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這樣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那時(也是)共同到來前往了的 在對我們

從屬(他們)男人/丈夫 在內 在對(他)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時段期間 在內 在對(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我們 (他)那

(他)主人 (他)耶穌，

徒 1:22 avrxa,menoj avpo. tou/ bapti,smatoj VIwa,nnou e[wj th/j hm̀e,raj h-j avnelh,mfqh avfV hm̀w/n( ma,rtura th/j
avnasta,sewj auvtou/ su.n h̀mi/n gene,sqai e[na tou,twnÅ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  簡易閲讀版  744

744

Beginning from the baptism of John, unto that same day that he was taken up from us, must one be ordained to
be a witness with us of his resurrection.
就是從約翰施洗起，直到主離開我們被接上升的日子為止，必須從那常與我們作伴的人中，立一位與我們同作耶

穌復活的見證。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那 從屬(它)浸洗之禮 從屬(他)約翰， 一直直到 從屬(她)那

從屬(她)日子/白日 從屬(她)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向上拿取 從那裏離開 從屬我們， 到於(他)見證人 從屬(她)那

從屬(她)再站立起來 從屬(他)同一者 共同一起 在對我們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生發成為 到於(他)一個

從屬(他們)那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那 從屬(它)浸洗之禮 從屬(他)約翰， 一直直到 從屬(她)那

從屬(她)日子/白日 從屬(她)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向上拿取 從那裏離開 從屬我們， 到於(他)見證人 從屬(她)那

從屬(她)再站立起來 從屬(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生發成為 共同一起 在對我們 到於(他)一個

從屬(他們)那同一者。

徒 1:23 kai. e;sthsan du,o( VIwsh.f to.n kalou,menon Barsabba/n o]j evpeklh,qh VIou/stoj( kai. Maqqi,anÅ
And they appointed two, Joseph called Barsabas, who was surnamed Justus, and Matthias.
於是選舉兩個人，就是那叫作巴撒巴又稱呼猶士都的約瑟，和馬提亞。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立定站住 到於(他們)二個/兩個， 到於(他)約瑟 到於(他)那 到於(他)現正持續被促請召喚了的

到於(他)巴撒巴， (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召告稱呼 (他)猶士都， 並且 到於(他)馬提亞。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立定站住 到於(他們)二個/兩個， 到於(他)約瑟 到於(他)那 到於(他)現正持續被促請召喚了的

到於(他)巴撒巴， (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召告稱呼 (他)猶士都， 並且 到於(他)瑪他提亞。

徒 1:24 kai. proseuxa,menoi ei=pan( Su. ku,rie kardiognw/sta pa,ntwn( avna,deixon o]n evxele,xw evk tou,twn tw/n du,o
e[na
And they prayed, and said, Thou, Lord, which knowest the hearts of all men, shew whether of these two thou
hast chosen,
眾人就禱告說：主阿，你知道萬人的心，求你從這兩個人中，指明你所揀選的是誰，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祈禱求告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你 阿,(他)主人 阿,(他)認識知道內心者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向上顯示展現 到於(他)這個 你那時(也是)讓自己挑選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同一者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二個/兩個 到於(他)一個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祈禱求告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你 阿,(他)主人 阿,(他)認識知道內心者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向上顯示展現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同一者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二個/兩個 到於(他)一個 到於(他)這個 你那時(也是)讓自己挑選

徒 1:25 labei/n to.n to,pon th/j diakoni,aj tau,thj kai. avpostolh/j avfV h-j pare,bh VIou,daj poreuqh/nai eivj to.n to,pon
to.n i;dionÅ
That he may take part of this ministry and apostleship, from which Judas by transgression fell, that he might go
to his own place.
叫他得這使徒的位分；這位分猶大已經丟棄，往自己的地方去了。

那時(也是)要去拿取 到於(他)那 到於(他)地點處所 從屬(她)那 從屬(她)職務服事 從屬(她)那同一者 並且

從屬(她)使徒職分，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違犯 (他)猶大 那時(也是)要去被行去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地點處所 到於(他)那 到於(他)私人個別的。
[經文變異RT]

那時(也是)要去拿取 到於(他)那 到於(他)地點處所 從屬(她)那 從屬(她)骰子籤份 從屬(她)那同一者 並且

從屬(她)使徒職分， 向外出來 從屬(她)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違犯 (他)猶大 那時(也是)要去被行去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地點處所 到於(他)那 到於(他)私人個別的。

徒 1:26 kai. e;dwkan klh,rouj auvtoi/j kai. e;pesen ò klh/roj evpi. Maqqi,an kai. sugkateyhfi,sqh meta. tw/n e[ndeka
avposto,lwnÅ
And they gave forth their lots; and the lot fell upon Matthias; and he was numbered with the eleven apostles.
於是眾人為他們搖籤，搖出馬提亞來；他就和十一個使徒同列。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給與 到於(他們)骰子籤份 在對(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落下墜落 (他)那

(他)骰子籤份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馬提亞；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共同用小圓石估算審斷裁定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十一個 從屬(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經文變異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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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給與 到於(他們)骰子籤份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落下墜落 (他)那

(他)骰子籤份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瑪他提亞；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共同用小圓石估算審斷裁定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十一個 從屬(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徒 2:1 Kai. evn tw/| sumplhrou/sqai th.n hm̀e,ran th/j penthkosth/j h=san pa,ntej òmou/ evpi. to. auvto,Å
And when the day of Pentecost was fully come, they were all with one accord in one place.
五旬節到了，門徒都聚集在一處。

並且 在內 在對(它)那 現要去持續被完全促使成充滿添足 到於(她)那 到於(她)日子/白日 從屬(她)那 從屬(她)五旬節，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同時同地一齊地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在內 在對(它)那 現要去持續被完全促使成充滿添足 到於(她)那 到於(她)日子/白日 從屬(她)那 從屬(她)五旬節，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他們)同時一齊地所有每一個的 同心一致地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同一者。

徒 2:2 kai. evge,neto a;fnw evk tou/ ouvranou/ h=coj w[sper ferome,nhj pnoh/j biai,aj kai. evplh,rwsen o[lon to.n oi=kon
ou- h=san kaqh,menoi
And suddenly there came a sound from heaven as of a rushing mighty wind, and it filled all the house where
they were sitting.
忽然從天上有響聲下來，好像一陣大風吹過，充滿了他們所坐的屋子。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突然地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他)響聲回響 甚至正如地

從屬(她)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負載攜帶了的 從屬(她)呼吸氣息 從屬(她)具強勢猛力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促使成充滿添足 到於(他)整個全部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住處家室 在這裏地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徒 2:3 kai. w;fqhsan auvtoi/j diamerizo,menai glw/ssai ws̀ei. puro.j kai. evka,qisen evfV e[na e[kaston auvtw/n(
And there appeared unto them cloven tongues like as of fire, and it sat upon each of them.
又有舌頭如火焰顯現出來，分開落在他們各人頭上。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看見注目 在對(他們)同一者 (她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徹底地分開了的 (她們)舌頭/語言

正如好像地 從屬(它)火，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座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一個 到於(他)各個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看見注目 在對(他們)同一者 (她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徹底地分開了的 (她們)舌頭/語言

正如好像地 從屬(它)火，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座 並/又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一個 到於(他)各個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徒 2:4 kai. evplh,sqhsan pa,ntej pneu,matoj àgi,ou kai. h;rxanto lalei/n ète,raij glw,ssaij kaqw.j to. pneu/ma evdi,dou
avpofqe,ggesqai auvtoi/jÅ
And they were all filled with the Holy Ghost, and began to speak with other tongues, as the Spirit gave them
utterance.
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按著聖靈所賜的口才，說起別國的話來。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充滿添足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它)靈/風 從屬(它)聖的，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 現要去持續發言講說 在對(她們)相異不同的 在對(她們)舌頭/語言， 按照正如地

(它)那 (它)靈/風 他/她/它當時持續給與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從那裏揚聲聲稱 在對(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充滿添足 (他們)同時一齊地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它)靈/風 從屬(它)聖的，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 現要去持續發言講說 在對(她們)相異不同的 在對(她們)舌頭/語言， 按照正如地

(它)那 (它)靈/風 他/她/它當時持續給與 在對(他們)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從那裏揚聲聲稱。

徒 2:5 +Hsan de. eivj VIerousalh.m katoikou/ntej VIoudai/oi( a;ndrej euvlabei/j avpo. panto.j e;qnouj tw/n ùpo. to.n
ouvrano,nÅ
And there were dwelling at Jerusalem Jews, devout men, out of every nation under heaven.
那時，有虔誠的猶太人，從天下各國來，住在耶路撒冷。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陸撒冷 (他們)現正持續定居了的 (他們)猶太人的，

(他們)男人/丈夫 (他們)慎重虔敬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它)種族邦國 從屬(它們)那些

<在底下>在底下 到於(他)那 到於(他)天空/天。
[經文變異RT][經文變異WH]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在內 在對(她)耶陸撒冷註1
(他們)現正持續定居了的 (他們)猶太人的， (他們)男人/丈夫

(他們)慎重虔敬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它)種族邦國 從屬(它們)那些 <在底下>在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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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於(他)那 到於(他)天空/天。

註1：“到於(她)耶陸撒冷”文法上亦可以為“在對(她)耶陸撒冷”。

徒 2:6 genome,nhj de. th/j fwnh/j tau,thj sunh/lqen to. plh/qoj kai. sunecu,qh( o[ti h;kouon ei-j e[kastoj th/| ivdi,a|
diale,ktw| lalou,ntwn auvtw/nÅ
Now when this was noised abroad, the multitude came together, and were confounded, because that every man
heard them speak in his own language.
這聲音一響，眾人都來聚集，各人聽見門徒用眾人的鄉談說話，就甚納悶；

從屬(她)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然而也 從屬(她)那 從屬(她)聲音 從屬(她)那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共同到來前往 (它)那 (它)聚滿大群，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摻混困惑， 是這樣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聲聞耳聽 (他)一個 (他)各個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私人個別的 在對(她)語調方言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發言講說了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WH]

從屬(她)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然而也 從屬(她)那 從屬(她)聲音 從屬(她)那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共同到來前往 (它)那 (它)聚滿大群，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摻混困惑， 是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他)一個 (他)各個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私人個別的 在對(她)語調方言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發言講說了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徒 2:7 evxi,stanto de. kai. evqau,mazon le,gontej( Ouvc ivdou. a[pantej ou-toi, eivsin oì lalou/ntej Galilai/oiÈ
And they were all amazed and marvelled, saying one to another, Behold, are not all these which speak
Galilaeans?
都驚訝希奇說：看哪，這說話的不都是加利利人麼；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驚異失定 然而也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希奇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豈非呢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們)同時一齊地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發言講說了的 (他們)加利利人？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驚異失定 然而也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希奇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彼此， 豈非呢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發言講說了的 (他們)加利利人？
[經文變異WH]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驚異失定 然而也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希奇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豈不是呢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發言講說了的 (他們)加利利人？

徒 2:8 kai. pw/j hm̀ei/j avkou,omen e[kastoj th/| ivdi,a| diale,ktw| hm̀w/n evn h-| evgennh,qhmenÈ
And how hear we every man in our own tongue, wherein we were born?
我們各人，怎麼聽見他們說我們生來所用的鄉談呢。

並且 怎樣如何地呢 我們 我們現在持續聲聞耳聽 (他)各個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私人個別的 在對(她)語調方言

從屬我們 在內 在對(她)這個 我們那時(也是)被生發成為族類？

徒 2:9 Pa,rqoi kai. Mh/doi kai. VElami/tai kai. oì katoikou/ntej th.n Mesopotami,an( VIoudai,an te kai.
Kappadoki,an( Po,nton kai. th.n VAsi,an(
Parthians, and Medes, and Elamites, and the dwellers in Mesopotamia, and in Judaea, and Cappadocia, in
Pontus, and Asia,
我們帕提亞人，瑪代人，以攔人，和住在米所波大米，猶太，加帕多家，本都，亞西亞，

(他們)帕提亞人 並且 (他們)瑪代 並且 (他們)以攔人，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定居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米所波大米， 到於(她)猶太地方 並/又 並且 到於(她)多帕多家， 到於(他)本都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亞細亞，

徒 2:10 Frugi,an te kai. Pamfuli,an( Ai;gupton kai. ta. me,rh th/j Libu,hj th/j kata. Kurh,nhn( kai. oi`
evpidhmou/ntej ~Rwmai/oi(
Phrygia, and Pamphylia, in Egypt, and in the parts of Libya about Cyrene, and strangers of Rome, Jews and
proselytes,
弗呂家，旁非利亞，埃及的人，並靠近古利奈的呂彼亞一帶地方的人，從羅馬來的客旅中，或是猶太人，或是進

猶太教的人，

到於(她)弗呂家 並/又 並且 到於(她)旁非利亞， 到於(她)埃及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部分 從屬(她)那

從屬(她)呂彼亞 從屬(她)那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古利奈，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行在民中作客了的

(他們)羅馬人的， (他們)猶太人的 並/又 並且 (他們)皈依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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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 2:11 VIoudai/oi, te kai. prosh,lutoi( Krh/tej kai. :Arabej( avkou,omen lalou,ntwn auvtw/n tai/j hm̀ete,raij
glw,ssaij ta. megalei/a tou/ qeou/Å
Cretes and Arabians, we do hear them speak in our tongues the wonderful works of God.
革哩底和亞拉伯人，都聽見他們用我們的鄉談，講說神的大作為。

(他們)革哩底人 並且 (他們)阿拉伯人， 我們現在持續聲聞耳聽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發言講說了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我們之物 在對(她們)舌頭/語言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偉大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徒 2:12 evxi,stanto de. pa,ntej kai. dihpo,roun( a;lloj pro.j a;llon le,gontej( Ti, qe,lei tou/to ei=naiÈ
And they were all amazed, and were in doubt, saying one to another, What meaneth this?
眾人就都驚訝猜疑，彼此說：這是甚麼意思呢。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驚異失定 然而也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成完全不知所措，

(他)另外不同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另外不同的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定意 到於(它)那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驚異失定 然而也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成完全不知所措，

(他)另外不同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另外不同的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但凡

他/她/它現在可以持續定意 到於(它)那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是？
[經文變異WH]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驚異失定 然而也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成完全不知所措，

(他)另外不同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另外不同的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定意 到於(它)那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是？

徒 2:13 e[teroi de. diacleua,zontej e;legon o[ti Gleu,kouj memestwme,noi eivsi,nÅ
Others mocking said, These men are full of new wine.
還有人譏誚說：他們無非是新酒灌滿了。

(他們)相異不同的 然而也 (他們)現正持續徹底地揶揄嘲弄了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是這樣 從屬(它)新酒

(他們)現在已經被灌滿了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他們)相異不同的 然而也 (他們)現正持續揶揄嘲弄了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是這樣 從屬(它)新酒

(他們)現在已經被灌滿了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徒 2:14 Staqei.j de. ò Pe,troj su.n toi/j e[ndeka evph/ren th.n fwnh.n auvtou/ kai. avpefqe,gxato auvtoi/j( :Andrej
VIoudai/oi kai. oi` katoikou/ntej VIerousalh.m pa,ntej( tou/to ùmi/n gnwsto.n e;stw kai. evnwti,sasqe ta. rh̀,mata, mouÅ
But Peter, standing up with the eleven, lifted up his voice, and said unto them, Ye men of Judaea, and all ye that
dwell at Jerusalem, be this known unto you, and hearken to my words:
彼得和十一個使徒，站起，高聲說：猶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哪，這件事你們當知道，也當側耳聽我的

話。

(他)那時(也是)被立定站住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彼得 共同一起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十一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上面提起 到於(她)那 到於(她)聲音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從那裏揚聲聲稱 在對(他們)同一者， 阿,(他們)男人/丈夫 阿,(他們)猶太人的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定居了的 到於(她)耶陸撒冷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它)那同一者 在對你們 (它)乃認識知道的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是，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聽進耳朵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所發表言說 從屬我。
[經文變異RT]

(他)那時(也是)被立定站住了的 然而也 (他)彼得 共同一起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十一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上面提起 到於(她)那 到於(她)聲音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從那裏揚聲聲稱 在對(他們)同一者， 阿,(他們)男人/丈夫 阿,(他們)猶太人的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定居了的 到於(她)耶陸撒冷 (他們)同時一齊地所有每一個的， (它)那同一者 在對你們

(它)乃認識知道的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是，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聽進耳朵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所發表言說 從屬我。

徒 2:15 ouv ga.r wj̀ ùmei/j ùpolamba,nete ou-toi mequ,ousin( e;stin ga.r w[ra tri,th th/j h̀me,raj(
For these are not drunken, as ye suppose, seeing it is but the third hour of the day.
你們想這些人是醉了，其實不是醉了，因為時候剛到巳初；

不是/不 因為， 正如地 你們 你們現在持續接起領受， (他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成醉酒；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因為 (她)鐘點時刻 (她)第三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日子/白日；

徒 2:16 avlla. tou/to, evstin to. eivrhme,non dia. tou/ profh,tou VIwh,l(
But this is that which was spoken by the prophet Jo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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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正是先知約珥所說的：

但乃是 (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那 (它)現在已經被開聲言說了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那

從屬(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從屬(他)約珥：

徒 2:17 Kai. e;stai evn tai/j evsca,taij h̀me,raij( le,gei ò qeo,j( evkcew/ avpo. tou/ pneu,mato,j mou evpi. pa/san sa,rka( kai.
profhteu,sousin oi` uìoi. ùmw/n kai. aì qugate,rej ùmw/n kai. oi` neani,skoi ùmw/n òra,seij o;yontai kai. oi`
presbu,teroi ùmw/n evnupni,oij evnupniasqh,sontai\
And it shall come to pass in the last days, saith God, I will pour out of my Spirit upon all flesh: and your sons and
your daughters shall prophesy, and your young men shall see visions, and your old men shall dream dreams:
『神說：在末後的日子，我要將我的靈澆灌凡有血氣的；你們的兒女要說預言；你們的少年人要見異象；老年人

要作異夢；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最末後的 在對(她們)日子/白日，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他)那 (他)神， 我將要(持續)向外傾注澆流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那 從屬(它)靈/風 從屬我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肉體；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行在前面宣稱傳講 (他們)那些 (他們)兒子 從屬你們

並且 (她們)那些 (她們)女兒 從屬你們，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青年人[40歲以下] 從屬你們 到於(她們)看清洞察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看見注目，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更年長的 從屬你們 在對(它們)夢景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被使有夢景；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最末後的 在對(她們)日子/白日，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他)那 (他)神， 我將要(持續)向外傾注澆流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那 從屬(它)靈/風 從屬我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肉體；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行在前面宣稱傳講 (他們)那些 (他們)兒子 從屬你們

並且 (她們)那些 (她們)女兒 從屬你們，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青年人[40歲以下] 從屬你們 到於(她們)看清洞察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看見注目，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更年長的 從屬你們 到於(它們)夢景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被使有夢景；

徒 2:18 kai, ge evpi. tou.j dou,louj mou kai. evpi. ta.j dou,laj mou evn tai/j hm̀e,raij evkei,naij evkcew/ avpo. tou/
pneu,mato,j mou( kai. profhteu,sousinÅ
And on my servants and on my handmaidens I will pour out in those days of my Spirit; and they shall prophesy:
在那些日子，我要將我的靈澆灌我的僕人和使女，他們就要說預言。

並且 確實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奴僕 從屬我 並且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女奴僕 從屬我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日子/白日 在對(她們)在那裏的那個

我將要(持續)向外傾注澆流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那 從屬(它)靈/風 從屬我；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行在前面宣稱傳講。

徒 2:19 kai. dw,sw te,rata evn tw/| ouvranw/| a;nw kai. shmei/a evpi. th/j gh/j ka,tw( ai-ma kai. pu/r kai. avtmi,da kapnou/\
And I will shew wonders in heaven above, and signs in the earth beneath; blood, and fire, and vapour of smoke:
在天上我要顯出奇事，在地下我要顯出神蹟，有血，有火，有煙霧；

並且 我將要(持續)給與 到於(它們)奇事預兆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天空/天 上頭地， 並且

到於(它們)識別之表記徵兆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向下地； 到於(它)血 並且 到於(它)火 並且

到於(她)蒸氣薄霧 從屬(他)煙霧；

徒 2:20 ò h[lioj metastrafh,setai eivj sko,toj kai. h` selh,nh eivj ai-ma( pri.n evlqei/n hm̀e,ran kuri,ou th.n mega,lhn
kai. evpifanh/Å
The sun shall be turned into darkness, and the moon into blood, before that great and notable day of the Lord
come:
日頭要變為黑暗，月亮要變為血，這都在主大而明顯的日子未到以前。

(他)那 (他)日頭太陽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翻轉轉換 向內進入 到於(它)黑暗， 並且 (她)那 (她)月亮 向內進入

到於(它)血， 在之前地 那時(也是)要去到來前往 到於(她)日子/白日 從屬(他)主人 到於(她)那 到於(她)極大的 並且

到於(她)在上面促為照亮顯明的。
[經文變異RT]

(他)那 (他)日頭太陽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翻轉轉換 向內進入 到於(它)黑暗， 並且 (她)那 (她)月亮 向內進入

到於(它)血， 在之前地 甚或/或而 那時(也是)要去到來前往 到於(她)那 到於(她)日子/白日 從屬(他)主人 到於(她)那

到於(她)極大的 並且 到於(她)在上面促為照亮顯明的。

徒 2:21 kai. e;stai pa/j o]j a'n evpikale,shtai to. o;noma kuri,ou swqh,setaiÅ
And it shall come to pass, that whosoever shall call on the name of the Lord shall be saved.
到那時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這個 但凡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召告稱呼 到於(它)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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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於(它)名字 從屬(他)主人，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拯救。
[經文變異WH]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這個 但凡若是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召告稱呼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名字 從屬(他)主人，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拯救。

徒 2:22 :Andrej VIsrahli/tai( avkou,sate tou.j lo,gouj tou,touj\ VIhsou/n to.n Nazwrai/on( a;ndra avpodedeigme,non
avpo. tou/ qeou/ eivj um̀a/j duna,mesi kai. te,rasi kai. shmei,oij oi-j evpoi,hsen diV auvtou/ ò qeo.j evn me,sw| ùmw/n kaqw.j
auvtoi. oi;date(
Ye men of Israel, hear these words; Jesus of Nazareth, a man approved of God among you by miracles and
wonders and signs, which God did by him in the midst of you, as ye yourselves also know:
以色列人哪，請聽我的話；神藉著拿撒勒人耶穌，在你們中間施行異能奇事神蹟，將他證明出來，這是你們自己

知道的。

阿,(他們)男人/丈夫 阿,(他們)以色列人，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聲聞耳聽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到於(他們)那同一者： 到於(他)耶穌 到於(他)那 到於(他)拿撒勒人 到於(他)男人/丈夫

到於(他)現在已經被從那裏顯示展現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向內進入 到於你們 在對(她們)能力權能

並且 在對(它們)奇事預兆 並且 在對(它們)識別之表記徵兆， 在對(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同一者 (他)那 (他)神 在內 在對(它)中間當中的 從屬你們， 按照正如地 (他們)同一者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經文變異RT]

阿,(他們)男人/丈夫 阿,(他們)以色列人，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聲聞耳聽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到於(他們)那同一者： 到於(他)耶穌 到於(他)那 到於(他)拿撒勒人 到於(他)男人/丈夫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到於(他)現在已經被從那裏顯示展現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你們 在對(她們)能力權能 並且

在對(它們)奇事預兆 並且 在對(它們)識別之表記徵兆， 在對(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同一者 (他)那 (他)神 在內 在對(它)中間當中的 從屬你們， 按照正如地 並且

(他們)同一者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徒 2:23 tou/ton th/| ẁrisme,nh| boulh/| kai. prognw,sei tou/ qeou/ e;kdoton dia. ceiro.j avno,mwn prosph,xantej avnei,late(
Him, being delivered by the determinate counsel and foreknowledge of God, ye have taken, and by wicked
hands have crucified and slain:
他既按著神的定旨先見，被交與人，你們就藉著無法之人的手，把他釘在十字架上殺了。

到於(他)那同一者 在對(她)那 在對(她)現在已經被界定了的 在對(她)打算意圖 並且 在對(她)預先認識知道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到於(他)乃向外給與出來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手 從屬(他們)沒有律法的

(他們)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支搭了的 你們那時(也是)挪去；
[經文變異RT]

到於(他)那同一者 在對(她)那 在對(她)現在已經被界定了的 在對(她)打算意圖 並且 在對(她)預先認識知道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到於(他)乃向外給與出來的 (他們)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們)手

從屬(他們)沒有律法的 (他們)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支搭了的 你們那時(也是)挪去；

徒 2:24 o]n ò qeo.j avne,sthsen lu,saj ta.j wvdi/naj tou/ qana,tou( kaqo,ti ouvk h=n dunato.n kratei/sqai auvto.n ùpV
auvtou/\
Whom God hath raised up, having loosed the pains of death: because it was not possible that he should be
holden of it.
神卻將死的痛苦解釋了，叫他復活；因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

到於(他)這個 (他)那 (他)神 他/她/它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 (他)那時(也是)鬆綁脫解了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劇痛陣痛 從屬(他)那 從屬(他)死； 按照這任何什麼地 不是/不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它)乃能夠可能的

現要去持續被掌控抓住 到於(他)同一者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同一者。

徒 2:25 Daui.d ga.r le,gei eivj auvto,n( Proorw,mhn to.n ku,rion evnw,pio,n mou dia. panto,j( o[ti evk dexiw/n mou, evstin
i[na mh. saleuqw/Å
For David speaketh concerning him, I foresaw the Lord always before my face, for he is on my right hand, that I
should not be moved:
大衛指著他說：『我看見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邊，叫我不至於搖動；

(他)大衛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向內進入 到於(他)同一者， 我當時持續讓自己預先看見清楚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主人 在面前地 從屬我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所有每一個的； 是這樣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右手邊的

從屬我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為要 不會/不要 我那時(也是)應該被行搖晃擺動；

徒 2:26 dia. tou/to huvfra,nqh h` kardi,a mou kai. hvgallia,sato h` glw/ssa, mou( e;ti de. kai. h` sa,rx mou
kataskhnw,sei evpV evlpi,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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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fore did my heart rejoice, and my tongue was glad; moreover also my flesh shall rest in hope:
所以我心裏歡喜，我的靈〔原文作舌〕快樂；並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促為歡悅愉快 (她)那 (她)內心 從屬我，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踴躍歡騰 (她)那 (她)舌頭/語言 從屬我； 依然仍舊地 然而也 並且 (她)那 (她)肉體 從屬我

他/她/它將要(持續)搭帳棚居所住下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期盼指望；
[經文變異WH]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促為歡悅愉快 從屬我 (她)那 (她)內心，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踴躍歡騰 (她)那 (她)舌頭/語言 從屬我； 依然仍舊地 然而也 並且 (她)那 (她)肉體 從屬我

他/她/它將要(持續)搭帳棚居所住下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期盼指望；

徒 2:27 o[ti ouvk evgkatalei,yeij th.n yuch,n mou eivj a[|dhn ouvde. dw,seij to.n o[sio,n sou ivdei/n diafqora,nÅ
Because thou wilt not leave my soul in hell, neither wilt thou suffer thine Holy One to see corruption.
因你必不將我的靈魂撇在陰間，也不叫你的聖者見朽壞。

是這樣 不是/不 你將要(持續)在內遺留下 到於(她)那 到於(她)生魂意念 從屬我 向內進入 到於(他)陰間，

然而也不是地 你將要(持續)給與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具純正聖善的 從屬你 那時(也是)要去看見察覺

到於(她)徹底朽敗朽壞。

徒 2:28 evgnw,risa,j moi òdou.j zwh/j( plhrw,seij me euvfrosu,nhj meta. tou/ prosw,pou souÅ
Thou hast made known to me the ways of life; thou shalt make me full of joy with thy countenance.
你已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見你的面，〔或作叫我在你面前〕得著滿足的快樂。』

你那時(也是)使成認識知道 在對我 到於(她們)道路途徑 從屬(她)生命； 你將要(持續)促使成充滿添足 到於我

從屬(她)全然歡悅愉快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它)那 從屬(它)前面的臉面 從屬你。

徒 2:29 :Andrej avdelfoi,( evxo.n eivpei/n meta. parrhsi,aj pro.j ùma/j peri. tou/ patria,rcou Daui.d o[ti kai.
evteleu,thsen kai. evta,fh( kai. to. mnh/ma auvtou/ e;stin evn h̀mi/n a;cri th/j hm̀e,raj tau,thjÅ
Men and brethren, let me freely speak unto you of the patriarch David, that he is both dead and buried, and his
sepulchre is with us unto this day.
弟兄們，先祖大衛的事，我可以明明地對你們說，他死了，也葬埋了，並且他的墳墓，直到今日還在我們這裏。

阿,(他們)男人/丈夫 阿,(他們)弟兄， (它)現正持續合乎法理了的[非人稱用法] 那時(也是)要去發話言說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放膽公開直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那 從屬(他)始祖

從屬(他)大衛， 是這樣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命終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殯殮埋葬， 並且 (它)那

(它)靈堂墓地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內 在對我們 直至達到 從屬(她)那 從屬(她)日子/白日

從屬(她)那同一者。

徒 2:30 profh,thj ou=n ùpa,rcwn( kai. eivdw.j o[ti o[rkw| w;mosen auvtw/| ò qeo.j evk karpou/ th/j ovsfu,oj auvtou/ kaqi,sai
evpi. to.n qro,non auvtou/(
Therefore being a prophet, and knowing that God had sworn with an oath to him, that of the fruit of his loins,
according to the flesh, he would raise up Christ to sit on his throne;
大衛既是先知，又曉得神曾向他起誓，要從他的後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寶座上；

(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這樣 (他)現正持續源屬具有了的， 並且 (他)現在已經看見察覺了的 是這樣 在對(他)誓言制約

他/她/它那時(也是)起誓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神 向外出來 從屬(他)果實 從屬(她)那 從屬(她)腹腰

從屬(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就座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那 到於(他)寶座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這樣 (他)現正持續源屬具有了的， 並且 (他)現在已經看見察覺了的 是這樣 在對(他)誓言制約

他/她/它那時(也是)起誓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神 向外出來 從屬(他)果實 從屬(她)那 從屬(她)腹腰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它)那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肉體 將要去(持續)再站立起來 到於(他)那 到於(他)基督

那時(也是)要去就座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他)那 從屬(他)寶座 從屬(他)同一者，

徒 2:31 proi?dw.n evla,lhsen peri. th/j avnasta,sewj tou/ Cristou/ o[ti ou;te evgkatelei,fqh eivj a[|dhn ou;te h` sa.rx
auvtou/ ei=den diafqora,nÅ
He seeing this before spake of the resurrection of Christ, that his soul was not left in hell, neither his flesh did
see corruption.
就預先看明這事，講論基督復活說，他的靈魂，不撇在陰間，他的肉身，也不見朽壞。

(他)那時(也是)預先看見察覺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言講說 <在周圍>關於 從屬(她)那 從屬(她)再站立起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是這樣 並不/又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在內遺留下 向內進入 到於(他)陰間， 並不/又不

(她)那 (她)肉體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她)徹底朽敗朽壞。
[經文變異RT]

(他)那時(也是)預先看見察覺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言講說 <在周圍>關於 從屬(她)那 從屬(她)再站立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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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是這樣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遺留下 (她)那 (她)生魂意念 從屬(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從屬(他)陰間註1， 然而也不是地 (她)那 (她)肉體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她)徹底朽敗朽壞。
註1：“向內進入”為介係詞，一般後面接直接受格“到於(他)陰間”，但有版本此處為所有格“從屬(他)陰間”，學者沒有給

與解釋。

徒 2:32 tou/ton to.n VIhsou/n avne,sthsen ò qeo,j( ou- pa,ntej hm̀ei/j evsmen ma,rturej\
This Jesus hath God raised up, whereof we all are witnesses.
這耶穌，神已經叫他復活了，我們都為這事作見證。

到於(他)那同一者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 (他)那 (他)神， 從屬(他)這個註1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我們 我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見證人。

註1：“從屬(他)這個”文法上亦可以為“從屬(它)這個”。

徒 2:33 th/| dexia/| ou=n tou/ qeou/ ùywqei,j( th,n te evpaggeli,an tou/ pneu,matoj tou/ àgi,ou labw.n para. tou/ patro,j(
evxe,ceen tou/to o] ùmei/j Îkai.Ð ble,pete kai. avkou,eteÅ
Therefore being by the right hand of God exalted, and having received of the Father the promise of the Holy
Ghost, he hath shed forth this, which ye now see and hear.
他既被神的右手高舉，〔或作他既高舉在神的右邊〕又從父受了所應許的聖靈，就把你們所看見所聽見的，澆灌

下來。

在對(她)那 在對(她)右手邊的 這樣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那時(也是)被升高了的， 到於(她)那 並/又 到於(她)應許

從屬(它)那 從屬(它)靈/風 從屬(它)那 從屬(它)聖的 (他)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傾注澆流 到於(它)那同一者 到於(它)這個 你們 並且 你們現在持續著眼觀看 並且

你們現在持續聲聞耳聽。
[經文變異RT]

在對(她)那 在對(她)右手邊的 這樣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那時(也是)被升高了的， 到於(她)那 並/又 到於(她)應許

從屬(它)那 從屬(它)聖的 從屬(它)靈/風 (他)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傾注澆流 到於(它)那同一者 到於(它)這個 現在此時地 你們 你們現在持續著眼觀看 並且

你們現在持續聲聞耳聽。

徒 2:34 ouv ga.r Daui.d avne,bh eivj tou.j ouvranou,j( le,gei de. auvto,j( Ei=pen ÎòÐ ku,rioj tw/| kuri,w| mou( Ka,qou evk
dexiw/n mou(
For David is not ascended into the heavens: but he saith himself, The LORD said unto my Lord, Sit thou on my
right hand,
大衛並沒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說：『主對我主說：你坐在我的右邊，

不是/不 因為 (他)大衛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上行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天空/天；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然而也 (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那 (他)主人 在對(他)那 在對(他)主人

從屬我，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坐下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右手邊的 從屬我，
[經文變異WH]

不是/不 因為 (他)大衛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上行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天空/天；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然而也 (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主人 在對(他)那 在對(他)主人 從屬我，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坐下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右手邊的 從屬我，

徒 2:35 e[wj a'n qw/ tou.j evcqrou,j sou ùpopo,dion tw/n podw/n souÅ
Until I make thy foes thy footstool.
等我使你仇敵作你的腳凳。』

一直直到 但凡 我那時(也是)應該置放擺設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仇視敵對的 從屬你 到於(它)腳凳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腳 從屬你。

徒 2:36 avsfalw/j ou=n ginwske,tw pa/j oi=koj VIsrah.l o[ti kai. ku,rion auvto.n kai. Cristo.n evpoi,hsen ò qeo,j( tou/ton
to.n VIhsou/n o]n um̀ei/j evstaurw,sateÅ
Therefore let all the house of Israel know assuredly, that God hath made that same Jesus, whom ye have
crucified, both Lord and Christ.
故此，以色列全家當確實的知道，你們釘在十字架上的這位耶穌，神已經立他為主為基督了。

穩妥確實地 這樣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認識知道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住處家室 從屬(他)以色列， 是這樣 並且

到於(他)主人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到於(他)基督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他)那 (他)神， 到於(他)那同一者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到於(他)這個 你們 你們那時(也是)釘十字架。
[經文變異RT]

穩妥確實地 這樣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認識知道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住處家室 從屬(他)以色列， 是這樣 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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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於(他)主人 並且 到於(他)基督 到於(他)同一者 (他)那 (他)神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到於(他)那同一者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到於(他)這個 你們 你們那時(也是)釘十字架。

徒 2:37 VAkou,santej de. katenu,ghsan th.n kardi,an ei=po,n te pro.j to.n Pe,tron kai. tou.j loipou.j avposto,louj( Ti,
poih,swmen( a;ndrej avdelfoi,È
Now when they heard this, they were pricked in their heart, and said unto Peter and to the rest of the apostles,
Men and brethren, what shall we do?
眾人聽見這話，覺得扎心，就對彼得和其餘的使徒說：弟兄們，我們當怎樣行。

(他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向下戮刺 到於(她)那 到於(她)內心，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並/又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彼得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其餘的 到於(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行出作成，

阿,(他們)男人/丈夫 阿,(他們)弟兄？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向下戮刺 在對(她)那 在對(她)內心，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並/又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彼得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其餘的 到於(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我們將要(持續)行出作成， 阿,(他們)男人/丈夫

阿,(他們)弟兄？

徒 2:38 Pe,troj de. pro.j auvtou,j( Metanoh,sate( Îfhsi,n(Ð kai. baptisqh,tw e[kastoj ùmw/n evpi. tw/| ovno,mati VIhsou/
Cristou/ eivj a;fesin tw/n am̀artiw/n ùmw/n kai. lh,myesqe th.n dwrea.n tou/ àgi,ou pneu,matojÅ
Then Peter said unto them, Repent, and be baptized every one of you in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for the
remission of sins, and ye shall receive the gift of the Holy Ghost.
彼得說：你們各人要悔改，奉耶穌基督的名受洗，叫你們的罪得赦，就必領受所賜的聖靈；

(他)彼得 然而也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轉念悔悟，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宣稱傳講，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被浸洗 (他)各個的 從屬你們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它)那

在對(它)名字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向內進入 到於(她)赦免釋放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罪 從屬你們， 並且

你們將要(持續)讓自己拿取 到於(她)那 到於(她)賞賜 從屬(它)那 從屬(它)聖的 從屬(它)靈/風。
[經文變異RT]

(他)彼得 然而也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宣稱傳講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轉念悔悟，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被浸洗 (他)各個的 從屬你們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它)那 在對(它)名字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向內進入 到於(她)赦免釋放 從屬(她們)罪， 並且 你們將要(持續)讓自己拿取 到於(她)那 到於(她)賞賜

從屬(它)那 從屬(它)聖的 從屬(它)靈/風。
[經文變異WH]

(他)彼得 然而也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轉念悔悟，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被浸洗 (他)各個的 從屬你們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名字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向內進入 到於(她)赦免釋放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罪 從屬你們， 並且 你們將要(持續)讓自己拿取 到於(她)那

到於(她)賞賜 從屬(它)那 從屬(它)聖的 從屬(它)靈/風。

徒 2:39 ùmi/n ga,r evstin h̀ evpaggeli,a kai. toi/j te,knoij um̀w/n kai. pa/sin toi/j eivj makra,n( o[souj a'n
proskale,shtai ku,rioj ò qeo.j hm̀w/nÅ
For the promise is unto you, and to your children, and to all that are afar off, even as many as the Lord our God
shall call.
因為這應許是給你們，和你們的兒女，並一切在遠方的人，就是主我們神所召來的。

在對你們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應許 並且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孩子 從屬你們 並且

在對(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們)那些 向內進入 遠遠地， 到於(他們)這每一切 但凡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在前面向著促請召喚 (他)主人 (他)那 (他)神 從屬我們。

徒 2:40 et̀e,roij te lo,goij plei,osin diemartu,rato kai. pareka,lei auvtou.j le,gwn( Sw,qhte avpo. th/j genea/j th/j
skolia/j tau,thjÅ
And with many other words did he testify and exhort, saying, Save yourselves from this untoward generation.
彼得還用許多話作見證，勸勉他們說：你們當救自己脫離這彎曲的世代。

在對(他們)相異不同的 並/又 在對(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在對(他們)更多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誠摯地作見證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勸勉請求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被拯救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族類之世代 從屬(她)那 從屬(她)彎轉曲折的 從屬(她)那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在對(他們)相異不同的 並/又 在對(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在對(他們)更多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誠摯地作見證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勸勉請求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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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被拯救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族類之世代 從屬(她)那 從屬(她)彎轉曲折的

從屬(她)那同一者。

徒 2:41 oi` me.n ou=n avpodexa,menoi to.n lo,gon auvtou/ evbapti,sqhsan kai. prosete,qhsan evn th/| hm̀e,ra| evkei,nh| yucai.
ws̀ei. trisci,liaiÅ
Then they that gladly received his word were baptized: and the same day there were added unto them about
three thousand souls.
於是領受他話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門徒約添了三千人；

(他們)那些 的確 這樣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全心接納領受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浸洗；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加上增添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日子/白日 在對(她)在那裏的那個 (她們)生魂意念 正如好像地 (她們)三千個。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些 的確 這樣 為歡樂滿意地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全心接納領受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浸洗；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加上增添

在對(她)那 在對(她)日子/白日 在對(她)在那裏的那個 (她們)生魂意念 正如好像地 (她們)三千個。

徒 2:42 h=san de. proskarterou/ntej th/| didach/| tw/n avposto,lwn kai. th/| koinwni,a|( th/| kla,sei tou/ a;rtou kai. tai/j
proseucai/jÅ
And they continued stedfastly in the apostles' doctrine and fellowship, and in breaking of bread, and in prayers.
都恆心遵守使徒的教訓，彼此交接，擘餅，祈禱。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他們)現正持續在前面向著堅強持恆了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教授講訓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並且 在對(她)那 在對(她)共通合享， 在對(她)那 在對(她)折裂破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麵餅 並且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求告祈禱。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他們)現正持續在前面向著堅強持恆了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教授講訓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並且 在對(她)那 在對(她)共通合享， 並且 在對(她)那 在對(她)折裂破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麵餅 並且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求告祈禱。

徒 2:43 VEgi,neto de. pa,sh| yuch/| fo,boj( polla, te te,rata kai. shmei/a dia. tw/n avposto,lwn evgi,netoÅ
And fear came upon every soul: and many wonders and signs were done by the apostles.
眾人都懼怕；使徒又行了許多奇事神蹟。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然而也 在對(她)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她)生魂意念 (他)畏懼害怕； (它們)許多的

並/又 (它們)奇事預兆 並且 (它們)識別之表記徵兆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然而也 在對(她)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她)生魂意念 (他)畏懼害怕； (它們)許多的

並/又 (它們)奇事預兆 並且 (它們)識別之表記徵兆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經文變異WH]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然而也 在對(她)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她)生魂意念 (他)畏懼害怕； (它們)許多的

然而也 (它們)奇事預兆 並且 (它們)識別之表記徵兆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徒 2:44 pa,ntej de. oi` pisteu,ontej h=san evpi. to. auvto. kai. ei=con a[panta koina.
And all that believed were together, and had all things common;
信的人都在一處，凡物公用；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然而也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持有 到於(它們)同時一齊地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通俗共有的；
[經文變異WH]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然而也 (他們)那些 (他們)那時(也是)置信信託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同一者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持有 到於(它們)同時一齊地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通俗共有的；

徒 2:45 kai. ta. kth,mata kai. ta.j ùpa,rxeij evpi,praskon kai. dieme,rizon auvta. pa/sin kaqo,ti a;n tij crei,an ei=cen\
And sold their possessions and goods, and parted them to all men, as every man had need.
並且賣了田產家業，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給各人。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資產物業 並且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源屬具有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出售變賣，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徹底地分開 到於(它們)同一者 在對(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按照這任何什麼地 但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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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任何什麼 到於(她)需用 他/她/它當時持續持有。

徒 2:46 kaqV h̀me,ran te proskarterou/ntej òmoqumado.n evn tw/| ièrw/|( klw/nte,j te katV oi=kon a;rton( metela,mbanon
trofh/j evn avgallia,sei kai. avfelo,thti kardi,aj
And they, continuing daily with one accord in the temple, and breaking bread from house to house, did eat their
meat with gladness and singleness of heart,
他們天天同心合意恆切的在殿裏，且在家中擘餅，存著歡喜誠實的心用飯，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日子/白日 並/又 (他們)現正持續在前面向著堅強持恆了的 同心一致地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聖殿， (他們)現正持續折裂破開了的 並/又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住處家室 到於(他)麵餅，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參與得享 從屬(她)食品營養 在內 在對(她)踴躍歡騰 並且 在對(她)平實純樸 從屬(她)內心，

徒 2:47 aivnou/ntej to.n qeo.n kai. e;contej ca,rin pro.j o[lon to.n lao,nÅ ò de. ku,rioj proseti,qei tou.j sw|zome,nouj
kaqV h̀me,ran evpi. to. auvto,Å
Praising God, and having favour with all the people. And the Lord added to the church daily such as should be
saved.
讚美神，得眾民的喜愛。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他們。

(他們)現正持續頌揚讚美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恩典惠意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整個全部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人民百姓。 (他)那 然而也 (他)主人

他/她/它當時持續加上增添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被拯救了的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日子/白日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們)現正持續頌揚讚美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恩典惠意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整個全部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人民百姓。 (他)那 然而也 (他)主人

他/她/它當時持續加上增添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被拯救了的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日子/白日

在對(她)那 在對(她)傳召。

徒 3:1 Pe,troj de. kai. VIwa,nnhj avne,bainon eivj to. ièro.n evpi. th.n w[ran th/j proseuch/j th.n evna,thnÅ
Now Peter and John went up together into the temple at the hour of prayer, being the ninth hour.
申初禱告的時候，彼得，約翰，上聖殿去。

(他)彼得 然而也 並且 (他)約翰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向上行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聖殿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鐘點時刻 從屬(她)那 從屬(她)求告祈禱 到於(她)那 到於(她)第九的。
[經文變異RT]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同一者 然而也 (他)彼得 並且 (他)約翰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向上行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聖殿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鐘點時刻 從屬(她)那 從屬(她)求告祈禱 到於(她)那

到於(她)第九的。

徒 3:2 kai, tij avnh.r cwlo.j evk koili,aj mhtro.j auvtou/ ùpa,rcwn evbasta,zeto( o]n evti,qoun kaqV h̀me,ran pro.j th.n
qu,ran tou/ ìerou/ th.n legome,nhn ~Wrai,an tou/ aivtei/n evlehmosu,nhn para. tw/n eivsporeuome,nwn eivj to. ìero,n\
And a certain man lame from his mother's womb was carried, whom they laid daily at the gate of the temple
which is called Beautiful, to ask alms of them that entered into the temple;
有一個人，生來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來，放在殿的一個門口，那門名叫美門，要求進殿的人賙濟。

並且 (他)任何什麼 (他)男人/丈夫 (他)瘸腿跛腳的 向外出來 從屬(她)腹腔 從屬(她)母親 從屬(他)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源屬具有了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被提舉擔負， 到於(他)這個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置放擺設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日子/白日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那 到於(她)門戶 從屬(它)那 從屬(它)聖殿 到於(她)那

到於(她)現正持續被道說了的 到於(她)佳美的， 從屬(它)那 現要去持續索問要求 到於(她)憐憫賙濟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向內行去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聖殿；

徒 3:3 o]j ivdw.n Pe,tron kai. VIwa,nnhn me,llontaj eivsie,nai eivj to. ièro,n( hvrw,ta evlehmosu,nhn labei/nÅ
Who seeing Peter and John about to go into the temple asked an alms.
他看見彼得約翰將要進殿，就求他們賙濟。

(他)這個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到於(他)彼得 並且 到於(他)約翰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的

現要去持續是向內促動挪移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聖殿， 他/她/它當時持續查詢求問 到於(她)憐憫賙濟

那時(也是)要去拿取。
[經文變異MT]

(他)這個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到於(他)彼得 並且 到於(他)約翰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的

現要去持續是向內促動挪移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聖殿， 他/她/它當時持續查詢求問 到於(她)憐憫賙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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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 3:4 avteni,saj de. Pe,troj eivj auvto.n su.n tw/| VIwa,nnh| ei=pen( Ble,yon eivj hm̀a/jÅ
And Peter, fastening his eyes upon him with John, said, Look on us.
彼得約翰定睛看他；彼得說：你看我們。

(他)那時(也是)專注定睛了的 然而也 (他)彼得 向內進入 到於(他)同一者 共同一起 在對(他)那 在對(他)約翰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你那時(也是)就要著眼觀看 向內進入 到於我們。

徒 3:5 ò de. evpei/cen auvtoi/j prosdokw/n ti parV auvtw/n labei/nÅ
And he gave heed unto them, expecting to receive something of them.
那人就留意看他們，指望得著甚麼。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當時持續關注留意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預期等待了的 到於(它)任何什麼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們)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拿取。

徒 3:6 ei=pen de. Pe,troj( VArgu,rion kai. crusi,on ouvc ùpa,rcei moi( o] de. e;cw tou/to, soi di,dwmi\ evn tw/| ovno,mati
VIhsou/ Cristou/ tou/ Nazwrai,ou Îe;geire kai.Ð peripa,teiÅ
Then Peter said, Silver and gold have I none; but such as I have give I thee: In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of
Nazareth rise up and walk.
彼得說：金銀我都沒有，只把我所有的給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穌基督的名，叫你起來行走。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他)彼得， (它)銀錢 並且 (它)金子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源屬具有

在對我； 到於(它)這個 然而也 我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它)那同一者 在對你 我現在持續給與；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名字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從屬(他)那 從屬(他)拿撒勒人 你現在就要持續喚醒起來 並且

你現在就要持續來往昂然踏行。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他)彼得， (它)銀錢 並且 (它)金子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源屬具有

在對我； 到於(它)這個 然而也 我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它)那同一者 在對你 我現在持續給與；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名字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從屬(他)那 從屬(他)拿撒勒人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喚醒起來 並且

你現在就要持續來往昂然踏行。
[經文變異WH]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他)彼得， (它)銀錢 並且 (它)金子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源屬具有

在對我； 到於(它)這個 然而也 我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它)那同一者 在對你 我現在持續給與；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名字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從屬(他)那 從屬(他)拿撒勒人 你現在就要持續來往昂然踏行。

徒 3:7 kai. pia,saj auvto.n th/j dexia/j ceiro.j h;geiren auvto,n\ paracrh/ma de. evsterew,qhsan aì ba,seij auvtou/ kai. ta.
sfudra,(
And he took him by the right hand, and lifted him up: and immediately his feet and ancle bones received
strength.
於是拉著他的右手，扶他起來，他的腳和踝子骨，立刻健壯了；

並且 (他)那時(也是)握住捉拿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從屬(她)那 從屬(她)右手邊的 從屬(她)手

他/她/它那時(也是)喚醒起來 到於(他)同一者； 當場立即地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促使為堅固穩定

(她們)那些 (她們)脚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它們)那些 (它們)腳踝[同#4974]；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握住捉拿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從屬(她)那 從屬(她)右手邊的 從屬(她)手

他/她/它那時(也是)喚醒起來； 當場立即地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促使為堅固穩定 從屬(他)同一者

(她們)那些 (她們)脚 並且 (它們)那些 (它們)腳踝；

徒 3:8 kai. evxallo,menoj e;sth kai. periepa,tei kai. eivsh/lqen su.n auvtoi/j eivj to. ìero.n peripatw/n kai. àllo,menoj
kai. aivnw/n to.n qeo,nÅ
And he leaping up stood, and walked, and entered with them into the temple, walking, and leaping, and praising
God.
就跳起來，站著，又行走；同他們進了殿，走著，跳著，讚美神。

並且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向外踴跳出來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立定站住，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來往昂然踏行；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共同一起 在對(他們)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聖殿，

(他)現正持續來往昂然踏行了的 並且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踴跳了的 並且 (他)現正持續頌揚讚美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徒 3:9 kai. ei=den pa/j ò lao.j auvto.n peripatou/nta kai. aivnou/nta to.n qeo,n\
And all the people saw him walking and praising God:
百姓都看見他行走，讚美神；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他)人民百姓 到於(他)同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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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於(他)現正持續來往昂然踏行了的 並且 到於(他)現正持續頌揚讚美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他)同一者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他)人民百姓

到於(他)現正持續來往昂然踏行了的 並且 到於(他)現正持續頌揚讚美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徒 3:10 evpegi,nwskon de. auvto.n o[ti auvto.j h=n ò pro.j th.n evlehmosu,nhn kaqh,menoj evpi. th/| ~Wrai,a| Pu,lh| tou/ ièrou/
kai. evplh,sqhsan qa,mbouj kai. evksta,sewj evpi. tw/| sumbebhko,ti auvtw/|Å
And they knew that it was he which sat for alms at the Beautiful gate of the temple: and they were filled with
wonder and amazement at that which had happened unto him.
認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的美門口求賙濟的；就因他所遇著的事，滿心希奇驚訝。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清楚認識知道 然而也 到於(他)同一者， 是這樣 (他)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那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那 到於(她)憐憫賙濟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那

在對(她)佳美的 在對(她)大門 從屬(它)那 從屬(它)聖殿；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充滿添足 從屬(它)驚愕訝異之駭

並且 從屬(她)驚異失定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它)那 在對(它)現在已經發生遭遇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清楚認識知道 並/又 到於(他)同一者， 是這樣 (他)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那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那 到於(她)憐憫賙濟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那

在對(她)佳美的 在對(她)大門 從屬(它)那 從屬(它)聖殿；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充滿添足 從屬(它)驚愕訝異之駭

並且 從屬(她)驚異失定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它)那 在對(它)現在已經發生遭遇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WH]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清楚認識知道 然而也 到於(他)同一者， 是這樣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那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那 到於(她)憐憫賙濟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那

在對(她)佳美的 在對(她)大門 從屬(它)那 從屬(它)聖殿；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充滿添足 從屬(它)驚愕訝異之駭

並且 從屬(她)驚異失定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它)那 在對(它)現在已經發生遭遇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徒 3:11 Kratou/ntoj de. auvtou/ to.n Pe,tron kai. to.n VIwa,nnhn sune,dramen pa/j ò lao.j pro.j auvtou.j evpi. th/| stoa/|
th/| kaloume,nh| Solomw/ntoj e;kqamboiÅ
And as the lame man which was healed held Peter and John, all the people ran together unto them in the porch
that is called Solomon's, greatly wondering.
那人正在稱為所羅門的廊下，拉著彼得，約翰；眾百姓一齊跑到他們那裏，很覺希奇。

從屬(他)現正持續掌控抓住了的 然而也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他)那 到於(他)彼得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約翰，

他/她/它那時(也是)共同奔跑疾行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他)人民百姓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那 在對(她)柱廊 在對(她)那 在對(她)現正持續被促請召喚了的 從屬(他)所羅門

(他們)向外驚愕訝異的。
[經文變異RT]

從屬(他)現正持續掌控抓住了的 然而也 從屬(他)那 從屬(他)那時(也是)被醫好治癒了的 從屬(他)瘸腿跛腳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彼得 並且 到於(他)約翰， 他/她/它那時(也是)共同奔跑疾行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他)人民百姓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那 在對(她)柱廊 在對(她)那

在對(她)現正持續被促請召喚了的 從屬(他)所羅門 (他們)向外驚愕訝異的。

徒 3:12 ivdw.n de. ò Pe,troj avpekri,nato pro.j to.n lao,n( :Andrej VIsrahli/tai( ti, qauma,zete evpi. tou,tw| h' hm̀i/n ti,
avteni,zete wj̀ ivdi,a| duna,mei h' euvsebei,a| pepoihko,sin tou/ peripatei/n auvto,nÈ
And when Peter saw it, he answered unto the people, Ye men of Israel, why marvel ye at this? or why look ye
so earnestly on us, as though by our own power or holiness we had made this man to walk?
彼得看見，就對百姓說：以色列人哪，為甚麼把這事當作希奇呢；為甚麼定睛看我們，以為我們憑自己的能力和

虔誠，使這人行走呢。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彼得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人民百姓， 阿,(他們)男人/丈夫 阿,(他們)以色列人，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們現在持續希奇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它)那同一者註1？ 甚或/或而 在對我們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們現在持續專注定睛 正如地

在對(她)私人個別的 在對(她)能力權能 甚或/或而 在對(她)至誠敬虔 在對(他們)現在已經行出作成了的 從屬(它)那

現要去持續來往昂然踏行 到於(他)同一者？

註1：“在對(它)那同一者”文法上亦可以為“在對(他)那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然而也 (他)彼得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人民百姓， 阿,(他們)男人/丈夫 阿,(他們)以色列人，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們現在持續希奇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它)那同一者？ 甚或/或而 在對我們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們現在持續專注定睛 正如地 在對(她)私人個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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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她)能力權能 甚或/或而 在對(她)至誠敬虔 在對(他們)現在已經行出作成了的 從屬(它)那

現要去持續來往昂然踏行 到於(他)同一者？

徒 3:13 ò qeo.j VAbraa.m kai. Îò qeo.jÐ VIsaa.k kai. Îò qeo.jÐ VIakw,b( ò qeo.j tw/n pate,rwn h̀mw/n( evdo,xasen to.n pai/da
auvtou/ VIhsou/n o]n um̀ei/j me.n paredw,kate kai. hvrnh,sasqe kata. pro,swpon Pila,tou( kri,nantoj evkei,nou avpolu,ein\
The God of Abraham, and of Isaac, and of Jacob, the God of our fathers, hath glorified his Son Jesus; whom ye
delivered up, and denied him in the presence of Pilate, when he was determined to let him go.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們列祖的神，已經榮耀了他的僕人耶穌；〔僕人或作兒子〕你們卻把他交付

彼拉多；彼拉多定意要釋放他，你們竟在彼拉多面前棄絕了他；

(他)那 (他)神 從屬(他)亞伯拉罕 並且 (他)那 (他)神 從屬(他)以撒 並且 (他)那 (他)神 從屬(他)雅各， (他)那 (他)神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父親 從屬我們 他/她/它那時(也是)歸榮耀 到於(他)那 到於(他)孩童/下屬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他)耶穌， 到於(他)這個 你們 的確 你們那時(也是)交付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否認拒絕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前面的臉面 從屬(他)彼拉多， 從屬(他)那時(也是)區別審斷了的 從屬(他)在那裏的那個 現要去持續打發離開；
[經文變異RT]

(他)那 (他)神 從屬(他)亞伯拉罕 並且 從屬(他)以撒 並且 從屬(他)雅各， (他)那 (他)神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父親 從屬我們 他/她/它那時(也是)歸榮耀 到於(他)那 到於(他)孩童/下屬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他)耶穌，

到於(他)這個 你們 你們那時(也是)交付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否認拒絕 到於(他)同一者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前面的臉面 從屬(他)彼拉多， 從屬(他)那時(也是)區別審斷了的 從屬(他)在那裏的那個 現要去持續打發離開；
[經文變異WH]

(他)那 (他)神 從屬(他)亞伯拉罕 並且 從屬(他)以撒 並且 從屬(他)雅各， (他)那 (他)神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父親 從屬我們 他/她/它那時(也是)歸榮耀 到於(他)那 到於(他)孩童/下屬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他)耶穌，

到於(他)這個 你們 的確 你們那時(也是)交付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否認拒絕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前面的臉面 從屬(他)彼拉多， 從屬(他)那時(也是)區別審斷了的 從屬(他)在那裏的那個 現要去持續打發離開；

徒 3:14 ùmei/j de. to.n a[gion kai. di,kaion hvrnh,sasqe kai. hv|th,sasqe a;ndra fone,a carisqh/nai ùmi/n(
But ye denied the Holy One and the Just, and desired a murderer to be granted unto you;
你們棄絕了那聖潔公義者，反求著釋放一個兇手給你們；

你們 然而也 到於(他)那 到於(他)聖的 並且 到於(他)具公平正義的 你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否認拒絕，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索問要求 到於(他)男人/丈夫 到於(他)謀害凶殺者 那時(也是)要去被恩待 在對你們；

徒 3:15 to.n de. avrchgo.n th/j zwh/j avpektei,nate o]n ò qeo.j h;geiren evk nekrw/n( ou- hm̀ei/j ma,rture,j evsmenÅ
And killed the Prince of life, whom God hath raised from the dead; whereof we are witnesses.
你們殺了那生命的主，神卻叫他從死裏復活了；我們都是為這事作見證。

到於(他)那 然而也 到於(他)起始首要之帶領之人 從屬(她)那 從屬(她)生命 你們那時(也是)殺害除掉， 到於(他)這個

(他)那 (他)神 他/她/它那時(也是)喚醒起來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死掉的； 從屬(它)這個註1 我們 (他們)見證人

我們現在持續是。

註1：“從屬(它)這個”文法上亦可以為“從屬(他)這個”。

徒 3:16 kai. evpi. th/| pi,stei tou/ ovno,matoj auvtou/ tou/ton o]n qewrei/te kai. oi;date( evstere,wsen to. o;noma auvtou/( kai.
h` pi,stij h̀ diV auvtou/ e;dwken auvtw/| th.n òloklhri,an tau,thn avpe,nanti pa,ntwn ùmw/nÅ
And his name through faith in his name hath made this man strong, whom ye see and know: yea, the faith which
is by him hath given him this perfect soundness in the presence of you all.
我們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們所看見所認識的這人，健壯了；正是他所賜的信心，叫這人在你們眾人面前全

然好了。

並且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那 在對(她)信 從屬(它)那 從屬(它)名字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他)那同一者

到於(他)這個 你們現在持續行定睛觀看 並且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他/她/它那時(也是)促使為堅固穩定 (它)那

(它)名字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她)那 (她)信 (她)那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她)那 到於(她)完整無損 到於(她)那同一者 從那裏當面於前地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你們。
[經文變異WH]

並且 在對(她)那 在對(她)信 從屬(它)那 從屬(它)名字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他)那同一者 到於(他)這個

你們現在持續行定睛觀看 並且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他/她/它那時(也是)促使為堅固穩定 (它)那 (它)名字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她)那 (她)信 (她)那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她)那 到於(她)完整無損 到於(她)那同一者 從那裏當面於前地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你們。

徒 3:17 kai. nu/n( avdelfoi,( oi=da o[ti kata. a;gnoian evpra,xate w[sper kai. oì a;rcontej ùmw/n\
And now, brethren, I wot that through ignorance ye did it, as did also your rulers.
弟兄們，我曉得你們作這事，是出於不知，你們的官長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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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 現在此時地， 阿,(他們)弟兄， 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無知不懂

你們那時(也是)實施行使， 甚至正如地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首領 從屬你們；

徒 3:18 ò de. qeo,j( a] prokath,ggeilen dia. sto,matoj pa,ntwn tw/n profhtw/n paqei/n to.n Cristo.n auvtou/(
evplh,rwsen ou[twjÅ
But those things, which God before had shewed by the mouth of all his prophets, that Christ should suffer, he
hath so fulfilled.
但神曾藉眾先知的口，預言基督將要受害，就這樣應驗了。

(他)那 然而也 (他)神 到於(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預先發佈傳揚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口/嘴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那時(也是)要去經歷承受 到於(他)那

到於(他)基督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促使成充滿添足 那同一樣式地。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神 到於(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預先發佈傳揚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口/嘴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從屬(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經歷承受

到於(他)那 到於(他)基督， 他/她/它那時(也是)促使成充滿添足 那同一樣式地。

徒 3:19 metanoh,sate ou=n kai. evpistre,yate eivj to. evxaleifqh/nai ùmw/n ta.j àmarti,aj( o[pwj a'n e;lqwsin kairoi.
avnayu,xewj avpo. prosw,pou tou/ kuri,ou
Repent ye therefore, and be converted, that your sins may be blotted out, when the times of refreshing shall
come from the presence of the Lord;
所以你們當悔改歸正，使你們的罪得以塗抹，這樣，那安舒的日子，就必從主面前來到；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轉念悔悟 這樣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在上面轉動翻轉，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被塗抹去掉 從屬你們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罪， 這怎樣如何地 但凡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到來前往 (他們)場合時節 從屬(她)恢復舒暢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前面的臉面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經文變異WH]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轉念悔悟 這樣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在上面轉動翻轉，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被塗抹去掉 從屬你們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罪， 這怎樣如何地 但凡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到來前往 (他們)場合時節 從屬(她)恢復舒暢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前面的臉面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徒 3:20 kai. avpostei,lh| to.n prokeceirisme,non ùmi/n Cristo.n VIhsou/n(
And he shall send Jesus Christ, which before was preached unto you:
主也必差遣所預定給你們的基督耶穌降臨。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分派差遣 到於(他)那 到於(他)現在已經被預先手選了的 在對你們 到於(他)基督

到於(他)耶穌；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分派差遣 到於(他)那 到於(他)現在已經被預先傳達宣講了的 在對你們 到於(他)耶穌

到於(他)基督；

徒 3:21 o]n dei/ ouvrano.n me.n de,xasqai a;cri cro,nwn avpokatasta,sewj pa,ntwn w-n evla,lhsen ò qeo.j dia. sto,matoj
tw/n àgi,wn avpV aivw/noj auvtou/ profhtw/nÅ
Whom the heaven must receive until the times of restitution of all things, which God hath spoken by the mouth
of all his holy prophets since the world began.
天必留他，等到萬物復興的時候，就是神從創世以來，藉著聖先知的口所說的。

到於(他)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到於(他)天空/天 的確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接納領受

直至達到 從屬(他們)時段期間 從屬(她)復位還原 從屬(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言講說 (他)那 (他)神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口/嘴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聖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世紀時代 從屬(他)同一者 從屬(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經文變異RT]

到於(他)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到於(他)天空/天 的確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接納領受

直至達到 從屬(他們)時段期間 從屬(她)復位還原 從屬(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言講說 (他)那 (他)神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口/嘴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他們)聖的

從屬(他)同一者 從屬(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世紀時代。

徒 3:22 Mwu?sh/j me.n ei=pen o[ti Profh,thn um̀i/n avnasth,sei ku,rioj ò qeo.j um̀w/n evk tw/n avdelfw/n ùmw/n ẁj evme,\
auvtou/ avkou,sesqe kata. pa,nta o[sa a'n lalh,sh| pro.j um̀a/jÅ
For Moses truly said unto the fathers, A prophet shall the Lord your God raise up unto you of your brethren, l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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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to me; him shall ye hear in all things whatsoever he shall say unto you.
摩西曾說：『主神要從你們弟兄中間，給你們興起一位先知像我，凡他向你們所說的，你們都要聽從。

(他)摩西 的確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是這樣 到於(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在對你們

他/她/它將要(持續)再站立起來 (他)主人 (他)那 (他)神 從屬你們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弟兄 從屬你們

正如地 到於"我"； 從屬(他)同一者 你們將要(持續)讓自己聲聞耳聽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這每一切 但凡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發言講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經文變異RT]

(他)摩西 的確 因為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父親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是這樣

到於(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在對你們 他/她/它將要(持續)再站立起來 (他)主人 (他)那 (他)神 從屬你們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弟兄 從屬你們 正如地 到於"我"； 從屬(他)同一者 你們將要(持續)讓自己聲聞耳聽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這每一切 但凡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發言講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經文變異WH]

(他)摩西 的確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是這樣 到於(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在對你們

他/她/它將要(持續)再站立起來 (他)主人 (他)那 (他)神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弟兄 從屬你們 正如地

到於"我"； 從屬(他)同一者 你們將要(持續)讓自己聲聞耳聽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這每一切 但凡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發言講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經文變異MT]

(他)摩西 的確 因為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父親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是這樣

到於(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在對你們 他/她/它將要(持續)再站立起來 (他)主人 (他)那 (他)神 從屬我們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弟兄 從屬你們 正如地 到於"我"； 從屬(他)同一者 你們將要(持續)讓自己聲聞耳聽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這每一切 但凡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發言講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徒 3:23 e;stai de. pa/sa yuch. h[tij eva.n mh. avkou,sh| tou/ profh,tou evkei,nou evxoleqreuqh,setai evk tou/ laou/Å
And it shall come to pass, that every soul, which will not hear that prophet, shall be destroyed from among the
people.
凡不聽從那先知的，必要從民中全然滅絕。』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然而也， (她)所有每一個的 (她)生魂意念 (她)這個任何什麼 但凡若是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聲聞耳聽 從屬(他)那 從屬(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從屬(他)在那裏的那個，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向外行毀滅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民百姓。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然而也， (她)所有每一個的 (她)生魂意念 (她)這個任何什麼 但凡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聲聞耳聽 從屬(他)那 從屬(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從屬(他)在那裏的那個，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向外行毀滅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民百姓。

徒 3:24 kai. pa,ntej de. oì profh/tai avpo. Samouh.l kai. tw/n kaqexh/j o[soi evla,lhsan kai. kath,ggeilan ta.j h̀me,raj
tau,tajÅ
Yea, and all the prophets from Samuel and those that follow after, as many as have spoken, have likewise
foretold of these days.
從撒母耳以來的眾先知，凡說預言的，也都說到這些日子。

並且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然而也 (他們)那些 (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撒母耳 並且

從屬(他們)那些 向下接著有地， (他們)這每一切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言講說，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佈傳揚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到於(她們)那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然而也 (他們)那些 (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撒母耳 並且

從屬(他們)那些 向下接著有地， (他們)這每一切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言講說，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預先發佈傳揚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到於(她們)那同一者。

徒 3:25 ùmei/j evste oì uiòi. tw/n profhtw/n kai. th/j diaqh,khj h-j die,qeto ò qeo.j pro.j tou.j pate,raj ùmw/n le,gwn
pro.j VAbraa,m( Kai. evn tw/| spe,rmati, sou ÎevnÐeuloghqh,sontai pa/sai ai` patriai. th/j gh/jÅ
Ye are the children of the prophets, and of the covenant which God made with our fathers, saying unto
Abraham, And in thy seed shall all the kindreds of the earth be blessed.
你們是先知的子孫，也承受神與你們祖宗所立的約，就是對亞伯拉罕說：地上萬族，都要因你的後裔得福。

你們 你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那些 (他們)兒子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並且 從屬(她)那

從屬(她)遺囑契約 從屬(她)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分置安設 (他)那 (他)神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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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於(他們)父親 從屬你們，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亞伯拉罕， 並且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種裔 從屬你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被在內祝福稱讚 [或=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被祝福稱讚] (她們)所有每一個的

(她們)那些 (她們)父系家族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經文變異RT]

你們 你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兒子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並且 從屬(她)那 從屬(她)遺囑契約

從屬(她)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分置安設 (他)那 (他)神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父親

從屬我們，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亞伯拉罕， 並且 在對(它)那 在對(它)種裔 從屬你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被在內祝福稱讚 (她們)所有每一個的 (她們)那些 (她們)父系家族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經文變異WH]

你們 你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那些 (他們)兒子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並且 從屬(她)那

從屬(她)遺囑契約 從屬(她)這個 (他)那 (他)神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分置安設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父親 從屬你們，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亞伯拉罕， 並且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種裔 從屬你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被祝福稱讚 (她們)所有每一個的 (她們)那些 (她們)父系家族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徒 3:26 ùmi/n prw/ton avnasth,saj ò qeo.j to.n pai/da auvtou/ avpe,steilen auvto.n euvlogou/nta ùma/j evn tw/| avpostre,fein
e[kaston avpo. tw/n ponhriw/n ùmw/nÅ
Unto you first God, having raised up his Son Jesus, sent him to bless you, in turning away every one of you from
his iniquities.
神既興起他的僕人，〔或作兒子〕就先差他到你們這裏來，賜福給你們，叫你們各人回轉，離開罪惡。

在對你們 首先地 (他)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了的 (他)那 (他)神 到於(他)那 到於(他)孩童/下屬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他)現正持續祝福稱讚了的 到於你們， 在內 在對(它)那

現要去持續從那裏轉動翻轉 到於(他)各個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惡性 從屬你們。
[經文變異RT]

在對你們 首先地 (他)那 (他)神 (他)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孩童/下屬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他)現正持續祝福稱讚了的 到於你們， 在內

在對(它)那 現要去持續從那裏轉動翻轉 到於(他)各個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惡性 從屬你們。

徒 4:1 Lalou,ntwn de. auvtw/n pro.j to.n lao.n evpe,sthsan auvtoi/j oì ièrei/j kai. ò strathgo.j tou/ ìerou/ kai. oì
Saddoukai/oi(
And as they spake unto the people, the priests, and the captain of the temple, and the Sadducees, came upon
them,
使徒對百姓說話的時候，祭司們和守殿官，並撒都該人，忽然來了；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發言講說了的 然而也 從屬(他們)同一者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人民百姓，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立定站住在上面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祭司 並且 (他)那 (他)軍官 從屬(它)那

從屬(它)聖殿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撒都該人，
[經文變異WH]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發言講說了的 然而也 從屬(他們)同一者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人民百姓，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立定站住在上面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大祭司 並且 (他)那 (他)軍官 從屬(它)那

從屬(它)聖殿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撒都該人，

徒 4:2 diaponou,menoi dia. to. dida,skein auvtou.j to.n lao.n kai. katagge,llein evn tw/| VIhsou/ th.n avna,stasin th.n evk
nekrw/n(
Being grieved that they taught the people, and preached through Jesus the resurrection from the dead.
因他們教訓百姓，本著耶穌，傳說死人復活，就很煩惱；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極為苦惱了的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 現要去持續教導 到於(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那

到於(他)人民百姓， 並且 現要去持續發佈傳揚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耶穌 到於(她)那 到於(她)再站立起來

到於(她)那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死掉的；
[經文變異MT]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極為苦惱了的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 現要去持續教導 到於(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那

到於(他)人民百姓， 並且 現要去持續發佈傳揚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耶穌 到於(她)那 到於(她)再站立起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死掉的；

徒 4:3 kai. evpe,balon auvtoi/j ta.j cei/raj kai. e;qento eivj th,rhsin eivj th.n au;rion\ h=n ga.r èspe,ra h;dhÅ
And they laid hands on them, and put them in hold unto the next day: for it was now eventide.
於是下手拿住他們；因為天已經晚了，就把他們押到第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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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投擲在上面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手，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置放擺設 向內進入 到於(她)行看護守衛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明日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因為 (她)黃昏 甚而已然如此地。

徒 4:4 polloi. de. tw/n avkousa,ntwn to.n lo,gon evpi,steusan( kai. evgenh,qh ÎòÐ avriqmo.j tw/n avndrw/n Îwj̀Ð cilia,dej
pe,nteÅ
Howbeit many of them which heard the word believed; and the number of the men was about five thousand.
但聽道之人，有許多信的，男丁數目，約到五千。

(他們)許多的 然而也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置信信託；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發成為 (他)那 (他)數目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男人/丈夫 正如地 (她們)一千之數 (她們)五個。
[經文變異RT]

(他們)許多的 然而也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置信信託；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發成為 (他)那 (他)數目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男人/丈夫 正如好像地 (她們)一千之數 (她們)五個。
[經文變異WH]

(他們)許多的 然而也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置信信託；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發成為 (他)數目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男人/丈夫

正如地 (她們)一千之數 (她們)五個。

徒 4:5 VEge,neto de. evpi. th.n au;rion sunacqh/nai auvtw/n tou.j a;rcontaj kai. tou.j presbute,rouj kai. tou.j
grammatei/j evn VIerousalh,m(
And it came to pass on the morrow, that their rulers, and elders, and scribes,
第二天，官府，長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會；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然而也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明日地 那時(也是)要去被聚集

從屬(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首領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更年長的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書記文士 在內 在對(她)耶陸撒冷；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然而也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明日地 那時(也是)要去被聚集

從屬(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首領 並且 到於(他們)更年長的 並且 到於(他們)書記文士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陸撒冷註1，

註1：“在對(她)耶陸撒冷”文法上亦可以為“到於(她)耶陸撒冷”。

徒 4:6 kai. {Annaj ò avrciereu.j kai. Kai?a,faj kai. VIwa,nnhj kai. VAle,xandroj kai. o[soi h=san evk ge,nouj
avrcieratikou/(
And Annas the high priest, and Caiaphas, and John, and Alexander, and as many as were of the kindred of the
high priest, were gathered together at Jerusalem.
又有大祭司亞那，和該亞法，約翰，亞力山大，並大祭司的親族都在那裏。

並且 (他)亞那 (他)那 (他)大祭司 並且 (他)該亞法 並且 (他)約翰 並且 (他)亞力山大 並且 (他們)這每一切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向外出來 從屬(它)族類 從屬(它)屬為大祭司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到於(他)亞那 到於(他)那 到於(他)大祭司 並且 到於(他)該亞法 並且 到於(他)約翰 並且 到於(他)亞力山大，

並且 (他們)這每一切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向外出來 從屬(它)族類 從屬(它)屬為大祭司的；

徒 4:7 kai. sth,santej auvtou.j evn tw/| me,sw| evpunqa,nonto( VEn poi,a| duna,mei h' evn poi,w| ovno,mati evpoih,sate tou/to
um̀ei/jÈ
And when they had set them in the midst, they asked, By what power, or by what name, have ye done this?
叫使徒站在當中，就問他們說：你們用甚麼能力，奉誰的名，作這事呢。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立定站住了的 到於(他們)同一者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中間當中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詢問查證， 在內 在對(她)什麼樣呢 在對(她)能力權能 甚或/或而 在內

在對(它)什麼樣呢 在對(它)名字 你們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到於(它)那同一者 你們？
[經文變異MT]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立定站住了的 到於(他們)同一者 在內 在對(它)中間當中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詢問查證， 在內 在對(她)什麼樣呢 在對(她)能力權能 甚或/或而 在內

在對(它)什麼樣呢 在對(它)名字 你們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到於(它)那同一者 你們？

徒 4:8 to,te Pe,troj plhsqei.j pneu,matoj àgi,ou ei=pen pro.j auvtou,j( :Arcontej tou/ laou/ kai. presbu,teroi(
Then Peter, filled with the Holy Ghost, said unto them, Ye rulers of the people, and elders of Isra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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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彼得被聖靈充滿，對他們說：

當那時地 (他)彼得 (他)那時(也是)被充滿添足了的 從屬(它)靈/風 從屬(它)聖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阿,(他們)首領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民百姓 並且 阿,(他們)更年長的，
[經文變異RT]

當那時地 (他)彼得 (他)那時(也是)被充滿添足了的 從屬(它)靈/風 從屬(它)聖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阿,(他們)首領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民百姓 並且 阿,(他們)更年長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以色列，

徒 4:9 eiv hm̀ei/j sh,meron avnakrino,meqa evpi. euvergesi,a| avnqrw,pou avsqenou/j evn ti,ni ou-toj se,swtai(
If we this day be examined of the good deed done to the impotent man, by what means he is made whole;
治民的官府，和長老阿，倘若今日，因為在殘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問我們他是怎麼得了痊愈；

若是 我們 今日地 我們現在持續被詳細審察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慈行善舉 從屬(他)人 從屬(他)軟弱無力的

在內 在對(它)任何什麼呢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拯救；

徒 4:10 gnwsto.n e;stw pa/sin ùmi/n kai. panti. tw/| law/| VIsrah.l o[ti evn tw/| ovno,mati VIhsou/ Cristou/ tou/
Nazwrai,ou o]n ùmei/j evstaurw,sate( o]n ò qeo.j h;geiren evk nekrw/n( evn tou,tw| ou-toj pare,sthken evnw,pion ùmw/n
ug̀ih,jÅ
Be it known unto you all, and to all the people of Israel, that by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of Nazareth, whom ye
crucified, whom God raised from the dead, even by him doth this man stand here before you whole.
你們眾人，和以色列百姓，都當知道，站在你們面前的這人得痊愈，是因你們所釘十字架，神叫他從死裏復活的

，拿撒勒人耶穌基督的名。

(它)乃認識知道的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是 在對(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你們 並且 在對(他)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人民百姓 從屬(他)以色列， 是這樣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名字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從屬(他)那

從屬(他)拿撒勒人， 到於(他)這個 你們 你們那時(也是)釘十字架， 到於(他)這個 (他)那 (他)神

他/她/它那時(也是)喚醒起來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死掉的， 在內 在對(它)那同一者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已經立定站住在旁邊 在面前地 從屬你們 (他)成長健全的。

徒 4:11 ou-to,j evstin ò li,qoj( ò evxouqenhqei.j ùfV ùmw/n tw/n oivkodo,mwn( ò geno,menoj eivj kefalh.n gwni,ajÅ
This is the stone which was set at nought of you builders, which is become the head of the corner.
他是你們匠人所棄的石頭，已成了房角的頭塊石頭。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石頭 (他)那 (他)那時(也是)被輕視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你們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住家營建之人， (他)那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頭

從屬(她)基角角落。
[經文變異RT]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石頭 (他)那 (他)那時(也是)被輕視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你們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營建修造了的， (他)那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頭

從屬(她)基角角落。

徒 4:12 kai. ouvk e;stin evn a;llw| ouvdeni. h` swthri,a( ouvde. ga.r o;noma, evstin e[teron ùpo. to.n ouvrano.n to. dedome,non
evn avnqrw,poij evn w-| dei/ swqh/nai h̀ma/jÅ
Neither is there salvation in any other: for there is none other name under heaven given among men, whereby
we must be saved.
除他以外，別無拯救；因為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我們可以靠著得救。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內 在對(他)另外不同的 在對(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她)那 (她)拯救；

然而也不是地 因為 (它)名字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相異不同的 <在底下>在底下 到於(他)那 到於(他)天空/天

(它)那 (它)現在已經被給與了的 在內 在對(他們)人， 在內 在對(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那時(也是)要去被拯救 到於我們。
[經文變異RT]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內 在對(他)另外不同的 在對(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她)那 (她)拯救；

並不/又不 因為 (它)名字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相異不同的 <在底下>在底下 到於(他)那 到於(他)天空/天 (它)那

(它)現在已經被給與了的 在內 在對(他們)人， 在內 在對(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那時(也是)要去被拯救 到於我們。

徒 4:13 Qewrou/ntej de. th.n tou/ Pe,trou parrhsi,an kai. VIwa,nnou kai. katalabo,menoi o[ti a;nqrwpoi avgra,mmatoi,
eivsin kai. ivdiw/tai( evqau,mazon evpegi,nwsko,n te auvtou.j o[ti su.n tw/| VIhsou/ h=san(
Now when they saw the boldness of Peter and John, and perceived that they were unlearned and ignorant men,
they marvelled; and they took knowledge of them, that they had been with Jesus.
他們見彼得約翰的膽量，又看出他們原是沒有學問的小民，就希奇，認明他們是跟過耶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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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現正持續行定睛觀看了的 然而也 到於(她)那 從屬(他)那 從屬(他)彼得 到於(她)放膽公開直言 並且

從屬(他)約翰，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拿取住了的 是這樣 (他們)人 (他們)乃沒有受過教育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並且 (他們)普通個人，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希奇；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清楚認識知道 並/又

到於(他們)同一者， 是這樣 共同一起 在對(他)那 在對(他)耶穌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徒 4:14 to,n te a;nqrwpon ble,pontej su.n auvtoi/j èstw/ta to.n teqerapeume,non ouvde.n ei=con avnteipei/nÅ
And beholding the man which was healed standing with them, they could say nothing against it.
又看見那治好了的人，和他們一同站著，就無話可駁。

到於(他)那 並/又 到於(他)人 (他們)現正持續著眼觀看了的 共同一起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現在已經立定站住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現在已經被行侍候紓解了的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持有

那時(也是)要去辯說對抗。

徒 4:15 keleu,santej de. auvtou.j e;xw tou/ sunedri,ou avpelqei/n sune,ballon pro.j avllh,louj
But when they had commanded them to go aside out of the council, they conferred among themselves,
於是吩咐他們從公會出去，就彼此商議說：

(他們)那時(也是)出言吩咐了的 然而也 到於(他們)同一者 在外面地 從屬(它)那 從屬(它)公會

那時(也是)要去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投擲在一起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彼此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時(也是)出言吩咐了的 然而也 到於(他們)同一者 在外面地 從屬(它)那 從屬(它)公會

那時(也是)要去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投擲在一起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彼此

徒 4:16 le,gontej( Ti, poih,swmen toi/j avnqrw,poij tou,toijÈ o[ti me.n ga.r gnwsto.n shmei/on ge,gonen diV auvtw/n
pa/sin toi/j katoikou/sin VIerousalh.m fanero.n kai. ouv duna,meqa avrnei/sqai\
Saying, What shall we do to these men? for that indeed a notable miracle hath been done by them is manifest to
all them that dwell in Jerusalem; and we cannot deny it.
我們當怎樣辦這兩個人呢，因為他們誠然行了一件明顯的神蹟，凡住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我們也不能說沒有。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行出作成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人

在對(他們)那同一者？ 是這樣 的確 因為 (它)乃認識知道的 (它)識別之表記徵兆 他/她/它現在已經生發成為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們)同一者， 在對(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定居了的

到於(她)耶陸撒冷 (它)促為照亮顯明的， 並且 不是/不 我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否認拒絕；
[經文變異RT]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我們將要(持續)行出作成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人

在對(他們)那同一者？ 是這樣 的確 因為 (它)乃認識知道的 (它)識別之表記徵兆 他/她/它現在已經生發成為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們)同一者， 在對(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定居了的

到於(她)耶陸撒冷 (它)促為照亮顯明的， 並且 不是/不 我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否認拒絕；

徒 4:17 avllV i[na mh. evpi. plei/on dianemhqh/| eivj to.n lao.n avpeilhsw,meqa auvtoi/j mhke,ti lalei/n evpi. tw/| ovno,mati
tou,tw| mhdeni. avnqrw,pwnÅ
But that it spread no further among the people, let us straitly threaten them, that they speak henceforth to no
man in this name.
惟恐這事越發傳揚在民間，我們必須恐嚇他們，叫他們不再奉這名對人講論。

但乃是 為要 不會/不要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更多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傳播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人民百姓，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威脅嚇阻 在對(他們)同一者 不再可以地 現要去持續發言講說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它)那 在對(它)名字 在對(它)那同一者 在對(他)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從屬(他們)人。
[經文變異RT]

但乃是 為要 不會/不要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更多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傳播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人民百姓， 在對(她)嚇阻威脅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威脅嚇阻 在對(他們)同一者 不再可以地

現要去持續發言講說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它)那 在對(它)名字 在對(它)那同一者 在對(他)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從屬(他們)人。

徒 4:18 kai. kale,santej auvtou.j parh,ggeilan to. kaqo,lou mh. fqe,ggesqai mhde. dida,skein evpi. tw/| ovno,mati tou/
VIhsou/Å
And they called them, and commanded them not to speak at all nor teach in the name of Jesus.
於是叫了他們來，禁止他們，總不可奉耶穌的名講論教訓人。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促請召喚了的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命令吩咐 到於(它)那 向下整個全部地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揚聲聲稱， 然而也不要 現要去持續教導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它)那 在對(它)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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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屬(他)那 從屬(他)耶穌。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促請召喚了的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命令吩咐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那

向下整個全部地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揚聲聲稱， 然而也不要 現要去持續教導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它)那 在對(它)名字 從屬(他)那 從屬(他)耶穌。
[經文變異WH]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促請召喚了的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命令吩咐 向下整個全部地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揚聲聲稱， 然而也不要 現要去持續教導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它)那 在對(它)名字 從屬(他)那

從屬(他)耶穌。

徒 4:19 ò de. Pe,troj kai. VIwa,nnhj avpokriqe,ntej ei=pon pro.j auvtou,j( Eiv di,kaio,n evstin evnw,pion tou/ qeou/ ùmw/n
avkou,ein ma/llon h' tou/ qeou/( kri,nate\
But Peter and John answered and said unto them, Whether it be right in the sight of God to hearken unto you
more than unto God, judge ye.
彼得約翰說：聽從你們，不聽從神，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們自己酌量罷；

(他)那 然而也 (他)彼得 並且 (他)約翰 (他們)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若是 (它)具公平正義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面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從屬你們 現要去持續聲聞耳聽 更特別尤其地 甚或/或而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區別審斷；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彼得 並且 (他)約翰 (他們)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若是 (它)具公平正義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面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從屬你們 現要去持續聲聞耳聽 更特別尤其地 甚或/或而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區別審斷；

徒 4:20 ouv duna,meqa ga.r hm̀ei/j a] ei;damen kai. hvkou,samen mh. lalei/nÅ
For we cannot but speak the things which we have seen and heard.
我們所看見所聽見的，不能不說。

不是/不 我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因為 我們 到於(它們)這些個 我們那時(也是)看見清楚 並且

我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發言講說。

徒 4:21 oi` de. prosapeilhsa,menoi avpe,lusan auvtou,j( mhde.n eùri,skontej to. pw/j kola,swntai auvtou,j( dia. to.n
lao,n( o[ti pa,ntej evdo,xazon to.n qeo.n evpi. tw/| gegono,ti\
So when they had further threatened them, they let them go, finding nothing how they might punish them,
because of the people: for all men glorified God for that which was done.
官長為百姓的緣故，想不出法子刑罰他們，又恐嚇一番，把他們釋放了；這是因眾人為所行的奇事，都歸榮耀與

神。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進一步威脅嚇阻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打發離開 到於(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他們)現正持續找到尋見了的 到於(它)那 怎樣如何地呢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懲戒 到於(他們)同一者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他)那 到於(他)人民百姓； 是這樣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歸榮耀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它)那

在對(它)現在已經生發成為了的；

徒 4:22 evtw/n ga.r h=n pleio,nwn tessera,konta ò a;nqrwpoj evfV o]n gego,nei to. shmei/on tou/to th/j iva,sewjÅ
For the man was above forty years old, on whom this miracle of healing was shewed.
原來藉著神蹟醫好的那人，有四十多歲了。

從屬(它們)年 因為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從屬(它們)更多的 從屬(它們)四十個 (他)那 (他)人，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這個 他/她/它當時已經生發成為 (它)那 (它)識別之表記徵兆 (它)那同一者 從屬(她)那 從屬(她)醫好治癒。

徒 4:23 VApoluqe,ntej de. h=lqon pro.j tou.j ivdi,ouj kai. avph,ggeilan o[sa pro.j auvtou.j oi` avrcierei/j kai. oì
presbu,teroi ei=panÅ
And being let go, they went to their own company, and reported all that the chief priests and elders had said
unto them.
二人既被釋放，就到會友那裏去，把祭司長和長老所說的話，都告訴他們。

(他們)那時(也是)被打發離開了的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私人個別的，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從那裏報信通告 到於(它們)這每一切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大祭司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更年長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徒 4:24 oi` de. avkou,santej òmoqumado.n h=ran fwnh.n pro.j to.n qeo.n kai. ei=pan( De,spota( su. ò poih,saj to.n
ouvrano.n kai. th.n gh/n kai. th.n qa,lassan kai. pa,nta ta. evn auvtoi/j(
And when they heard that, they lifted up their voice to God with one accord, and said, Lord, thou art God, wh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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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t made heaven, and earth, and the sea, and all that in them is:
他們聽見了，就同心合意的，高聲向神說：主阿，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萬物的；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同心一致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提起 到於(她)聲音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阿,(他)主宰者， 你 (他)那

(他)那時(也是)行出作成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天空/天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海

並且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那些 在內 在對(它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同心一致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提起 到於(她)聲音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阿,(他)主宰者， 你 (他)那 (他)神

(他)那 (他)那時(也是)行出作成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天空/天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海 並且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那些 在內 在對(它們)同一者，

徒 4:25 ò tou/ patro.j h̀mw/n dia. pneu,matoj ag̀i,ou sto,matoj Daui.d paido,j sou eivpw,n( ~Inati, evfru,axan e;qnh kai.
laoi. evmele,thsan kena,È
Who by the mouth of thy servant David hast said, Why did the heathen rage, and the people imagine vain
things?
你曾藉著聖靈，託你僕人我們祖宗大衛的口，說：『外邦為甚麼爭鬧，萬民為甚麼謀算虛妄的事；

(他)那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從屬我們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靈/風 從屬(它)聖的 從屬(它)口/嘴 從屬(他)大衛

從屬(他)孩童/下屬 從屬你 (他)那時(也是)發話言說了的， 為什麼呢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喧譁爭鬧 (它們)種族邦國，

並且 (他們)人民百姓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謀定籌算 到於(它們)虛空無有的？
[經文變異RT]

(他)那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口/嘴 從屬(他)大衛 從屬(他)那 從屬(他)孩童/下屬 從屬你

(他)那時(也是)發話言說了的， 為什麼呢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喧譁爭鬧 (它們)種族邦國， 並且 (他們)人民百姓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謀定籌算 到於(它們)虛空無有的？

徒 4:26 pare,sthsan oì basilei/j th/j gh/j kai. oi` a;rcontej sunh,cqhsan evpi. to. auvto. kata. tou/ kuri,ou kai. kata.
tou/ Cristou/ auvtou/Å
The kings of the earth stood up, and the rulers were gathered together against the Lord, and against his Christ.
世上的君王一齊起來，臣宰也聚集，要敵擋主，並主的受膏者。〔或作基督〕』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立定站住在旁邊 (他們)那些 (他們)君王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首領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聚集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同一者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並且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從屬(他)同一者。

徒 4:27 sunh,cqhsan ga.r evpV avlhqei,aj evn th/| po,lei tau,th| evpi. to.n a[gion pai/da, sou VIhsou/n o]n e;crisaj( ~Hrw,|dhj
te kai. Po,ntioj Pila/toj su.n e;qnesin kai. laoi/j VIsrah,l(
For of a truth against thy holy child Jesus, whom thou hast anointed, both Herod, and Pontius Pilate, with the
Gentiles, and the people of Israel, were gathered together,
希律和本丟彼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這城裏聚集，要攻打你所膏的聖僕耶穌，〔僕或作子〕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聚集 因為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真情實理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城邑 在對(她)那同一者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那 到於(他)聖的 到於(他)孩童/下屬 從屬你 到於(他)耶穌， 到於(他)這個

你那時(也是)膏抹， (他)希律 並/又 並且 (他)本丟 (他)彼拉多 共同一起 在對(它們)種族邦國 並且

在對(他們)人民百姓 從屬(他)以色列，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聚集 因為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真情實理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那 到於(他)聖的

到於(他)孩童/下屬 從屬你 到於(他)耶穌， 到於(他)這個 你那時(也是)膏抹， (他)希律 並/又 並且 (他)本丟

(他)彼拉多 共同一起 在對(它們)種族邦國 並且 在對(他們)人民百姓 從屬(他)以色列，

徒 4:28 poih/sai o[sa h` cei,r sou kai. h` boulh, ÎsouÐ prow,risen gene,sqaiÅ
For to do whatsoever thy hand and thy counsel determined before to be done.
成就你手和你意旨所預定必有的事。

那時(也是)要去行出作成 到於(它們)這每一切 (她)那 (她)手 從屬你 並且 (她)那 (她)打算意圖 從屬你

他/她/它那時(也是)預先界定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生發成為。
[經文變異WH]

那時(也是)要去行出作成 到於(它們)這每一切 (她)那 (她)手 從屬你 並且 (她)那 (她)打算意圖

他/她/它那時(也是)預先界定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生發成為。

徒 4:29 kai. ta. nu/n( ku,rie( e;pide evpi. ta.j avpeila.j auvtw/n kai. do.j toi/j dou,loij sou meta. parrhsi,aj pa,shj
lalei/n to.n lo,gon s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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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now, Lord, behold their threatenings: and grant unto thy servants, that with all boldness they may speak thy
word,
他們恐嚇我們，現在求主鑒察；一面叫你僕人大放膽量，講你的道，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現在此時地， 阿,(他)主人， 你那時(也是)就要看顧鑒察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嚇阻威脅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給與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奴僕 從屬你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放膽公開直言 從屬(她)所有每一個的 現要去持續發言講說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你，

徒 4:30 evn tw/| th.n cei/ra, ÎsouÐ evktei,nein se eivj i;asin kai. shmei/a kai. te,rata gi,nesqai dia. tou/ ovno,matoj tou/
ag̀i,ou paido,j sou VIhsou/Å
By stretching forth thine hand to heal; and that signs and wonders may be done by the name of thy holy child
Jesus.
一面伸出你的手來，醫治疾病，並且使神蹟奇事，因著你聖僕耶穌的名行出來。〔僕或作子〕

在內 在對(它)那 到於(她)那 到於(她)手 從屬你 現要去持續向外伸展出來 到於你 向內進入 到於(她)醫好治癒，

並且 到於(它們)識別之表記徵兆 並且 到於(它們)奇事預兆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那

從屬(它)名字 從屬(他)那 從屬(他)聖的 從屬(他)孩童/下屬 從屬你 從屬(他)耶穌。
[經文變異WH]

在內 在對(它)那 到於(她)那 到於(她)手 現要去持續向外伸展出來 到於你 向內進入 到於(她)醫好治癒， 並且

到於(它們)識別之表記徵兆 並且 到於(它們)奇事預兆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那

從屬(它)名字 從屬(他)那 從屬(他)聖的 從屬(他)孩童/下屬 從屬你 從屬(他)耶穌。

徒 4:31 kai. dehqe,ntwn auvtw/n evsaleu,qh ò to,poj evn w-| h=san sunhgme,noi( kai. evplh,sqhsan a[pantej tou/ ag̀i,ou
pneu,matoj kai. evla,loun to.n lo,gon tou/ qeou/ meta. parrhsi,ajÅ
And when they had prayed, the place was shaken where they were assembled together; and they were all filled
with the Holy Ghost, and they spake the word of God with boldness.
禱告完了，聚會的地方震動；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放膽講論神的道。

並且 從屬(他們)那時(也是)被自卑乞求了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行搖晃擺動 (他)那 (他)地點處所

在內 在對(他)這個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他們)現在已經被聚集了的；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充滿添足

(他們)同時一齊地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它)那 從屬(它)聖的 從屬(它)靈/風，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發言講說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放膽公開直言。
[經文變異RT]

並且 從屬(他們)那時(也是)被自卑乞求了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行搖晃擺動 (他)那 (他)地點處所

在內 在對(他)這個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他們)現在已經被聚集了的；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充滿添足

(他們)同時一齊地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它)靈/風 從屬(它)聖的，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發言講說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放膽公開直言。

徒 4:32 Tou/ de. plh,qouj tw/n pisteusa,ntwn h=n kardi,a kai. yuch. mi,a( kai. ouvde. ei-j ti tw/n ùparco,ntwn auvtw/|
e;legen i;dion ei=nai avllV h=n auvtoi/j a[panta koina,Å
And the multitude of them that believed were of one heart and of one soul: neither said any of them that ought of
the things which he possessed was his own; but they had all things common.
那許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沒有一人說，他的東西有一樣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

從屬(它)那 然而也 從屬(它)聚滿大群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那時(也是)置信信託了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她)內心

並且 (她)生魂意念 (她)一個/第一； 並且 然而也不是地 (他)一個 到於(它)任何什麼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現正持續源屬具有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到於(它)私人個別的 現要去持續是； 但乃是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在對(他們)同一者 (它們)同時一齊地所有每一個的 (它們)通俗共有的。
[經文變異RT]

從屬(它)那 然而也 從屬(它)聚滿大群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那時(也是)置信信託了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她)那

(她)內心 並且 (她)那 (她)生魂意念 (她)一個/第一； 並且 然而也不是地 (他)一個 到於(它)任何什麼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現正持續源屬具有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到於(它)私人個別的

現要去持續是； 但乃是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在對(他們)同一者 (它們)同時一齊地所有每一個的 (它們)通俗共有的。
[經文變異WH]

從屬(它)那 然而也 從屬(它)聚滿大群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那時(也是)置信信託了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她)內心

並且 (她)生魂意念 (她)一個/第一； 並且 然而也不是地 (他)一個 到於(它)任何什麼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現正持續源屬具有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到於(它)私人個別的 現要去持續是； 但乃是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在對(他們)同一者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它們)通俗共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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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 4:33 kai. duna,mei mega,lh| avpedi,doun to. martu,rion oi` avpo,stoloi th/j avnasta,sewj tou/ kuri,ou VIhsou/( ca,rij te
mega,lh h=n evpi. pa,ntaj auvtou,jÅ
And with great power gave the apostles witness of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Lord Jesus: and great grace was upon
them all.
使徒大有能力，見證主耶穌復活；眾人也都蒙大恩。

並且 在對(她)能力權能 在對(她)極大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從那裏給與 到於(它)那 到於(它)見證 (他們)那些

(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從屬(她)那 從屬(她)再站立起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他)耶穌； (她)恩典惠意

並/又 (她)極大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在對(她)極大的 在對(她)能力權能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從那裏給與 到於(它)那 到於(它)見證 (他們)那些

(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從屬(她)那 從屬(她)再站立起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他)耶穌； (她)恩典惠意

並/又 (她)極大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WH]

並且 在對(她)能力權能 在對(她)極大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從那裏給與 到於(它)那 到於(它)見證 (他們)那些

(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他)耶穌 從屬(她)那 從屬(她)再站立起來； (她)恩典惠意

並/又 (她)極大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們)同一者。

徒 4:34 ouvde. ga.r evndeh,j tij h=n evn auvtoi/j\ o[soi ga.r kth,torej cwri,wn h' oivkiw/n ùph/rcon( pwlou/ntej e;feron
ta.j tima.j tw/n pipraskome,nwn
Neither was there any among them that lacked: for as many as were possessors of lands or houses sold them,
and brought the prices of the things that were sold,
內中也沒有一個缺乏的，因為人人將田產房屋都賣了，把所賣的價銀拿來，放在使徒腳前；

然而也不是地 因為 (他)窘迫拮据的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在內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們)這每一切

因為 (他們)業主 從屬(它們)小塊地域 甚或/或而 從屬(她們)住屋家庭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源屬具有，

(他們)現正持續售賣了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負載攜帶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珍貴價值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現正持續被出售變賣了的，
[經文變異RT]

然而也不是地 因為 (他)窘迫拮据的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當時持續源屬具有 在內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們)這每一切 因為 (他們)業主 從屬(它們)小塊地域 甚或/或而 從屬(她們)住屋家庭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源屬具有，

(他們)現正持續售賣了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負載攜帶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珍貴價值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現正持續被出售變賣了的，

徒 4:35 kai. evti,qoun para. tou.j po,daj tw/n avposto,lwn( diedi,deto de. èka,stw| kaqo,ti a;n tij crei,an ei=cenÅ
And laid them down at the apostles' feet: and distribution was made unto every man according as he had need.
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給各人。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置放擺設 <在旁邊>到旁邊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腳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他/她/它當時持續被分給 然而也 在對(他)各個的 按照這任何什麼地 但凡

(他)任何什麼 到於(她)需用 他/她/它當時持續持有。

徒 4:36 VIwsh.f de. ò evpiklhqei.j Barnaba/j avpo. tw/n avposto,lwn( o[ evstin meqermhneuo,menon uiò.j paraklh,sewj(
Leui,thj( Ku,prioj tw/| ge,nei(
And Joses, who by the apostles was surnamed Barnabas, (which is, being interpreted, The son of consolation,)
a Levite, and of the country of Cyprus,
有一個利未人，生在居比路，名叫約瑟，使徒稱他為巴拿巴。（巴拿巴翻出來，就是勸慰子）

(他)約瑟 然而也 (他)那 (他)那時(也是)被召告稱呼了的 (他)巴拿巴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現正持續被行解釋翻譯轉換了的， (他)兒子

從屬(她)勸勉請求， (他)利未人 (他)居比路人 在對(它)那 在對(它)族類，
[經文變異RT]

(他)約西 然而也 (他)那 (他)那時(也是)被召告稱呼了的 (他)巴拿巴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現正持續被行解釋翻譯轉換了的， (他)兒子

從屬(她)勸勉請求， (他)利未人 (他)居比路人 在對(它)那 在對(它)族類，

徒 4:37 ùpa,rcontoj auvtw/| avgrou/ pwlh,saj h;negken to. crh/ma kai. e;qhken pro.j tou.j po,daj tw/n avposto,lwnÅ
Having land, sold it, and brought the money, and laid it at the apostles' feet.
他有田地，也賣了，把價銀拿來，放在使徒腳前。

從屬(他)現正持續源屬具有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從屬(他)田野， (他)那時(也是)售賣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負載攜帶

到於(它)那 到於(它)物資錢財，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置放擺設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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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經文變異RT][經文變異WH]

從屬(他)現正持續源屬具有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從屬(他)田野， (他)那時(也是)售賣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負載攜帶

到於(它)那 到於(它)物資錢財，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置放擺設 <在旁邊>到旁邊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腳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徒 5:1 VAnh.r de, tij ~Anani,aj ovno,mati su.n Sapfi,rh| th/| gunaiki. auvtou/ evpw,lhsen kth/ma
But a certain man named Ananias, with Sapphira his wife, sold a possession,
有一個人，名叫亞拿尼亞，同他的妻子撒非喇，賣了田產。

(他)男人/丈夫 然而也 (他)任何什麼 (他)亞拿尼亞 在對(它)名字 共同一起 在對(她)撒非喇 在對(她)那 在對(她)女人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售賣 到於(它)資產物業，

徒 5:2 kai. evnosfi,sato avpo. th/j timh/j( suneidui,hj kai. th/j gunaiko,j( kai. evne,gkaj me,roj ti para. tou.j po,daj tw/n
avposto,lwn e;qhkenÅ
And kept back part of the price, his wife also being privy to it, and brought a certain part, and laid it at the
apostles' feet.
把價銀私自留下幾分，他的妻子也知道，其餘的幾分，拿來放在使徒腳前。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扣押挪用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珍貴價值，

從屬(她)現在已經完全意識明白了的 並且 從屬(她)那 從屬(她)女人， 並且 (他)那時(也是)負載攜帶了的 到於(它)部分

到於(它)任何什麼 <在旁邊>到旁邊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腳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他/她/它那時(也是)置放擺設。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扣押挪用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珍貴價值，

從屬(她)現在已經完全意識明白了的 並且 從屬(她)那 從屬(她)女人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那時(也是)負載攜帶了的 到於(它)部分 到於(它)任何什麼 <在旁邊>到旁邊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腳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他/她/它那時(也是)置放擺設。

徒 5:3 ei=pen de. ò Pe,troj( ~Anani,a( dia. ti, evplh,rwsen ò Satana/j th.n kardi,an sou( yeu,sasqai, se to. pneu/ma to.
a[gion kai. nosfi,sasqai avpo. th/j timh/j tou/ cwri,ouÈ
But Peter said, Ananias, why hath Satan filled thine heart to lie to the Holy Ghost, and to keep back part of the
price of the land?
彼得說：亞拿尼亞，為甚麼撒但充滿了你的心，叫你欺哄聖靈，把田地的價銀私自留下幾分呢；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他)那 (他)彼得， 阿,(他)亞拿尼亞，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那時(也是)促使成充滿添足 (他)那 (他)撒但 到於(她)那 到於(她)內心 從屬你，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說謊作假

到於你 到於(它)那 到於(它)靈/風 到於(它)那 到於(它)聖的，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扣押挪用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珍貴價值 從屬(它)那 從屬(它)小塊地域？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他)彼得， 阿,(他)亞拿尼亞，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那時(也是)促使成充滿添足 (他)那 (他)撒但 到於(她)那 到於(她)內心 從屬你，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說謊作假

到於你 到於(它)那 到於(它)靈/風 到於(它)那 到於(它)聖的，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扣押挪用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珍貴價值 從屬(它)那 從屬(它)小塊地域？

徒 5:4 ouvci. me,non soi. e;menen kai. praqe.n evn th/| sh/| evxousi,a| ùph/rcenÈ ti, o[ti e;qou evn th/| kardi,a| sou to. pra/gma
tou/toÈ ouvk evyeu,sw avnqrw,poij avlla. tw/| qew/|Å
Whiles it remained, was it not thine own? and after it was sold, was it not in thine own power? why hast thou
conceived this thing in thine heart? thou hast not lied unto men, but unto God.
田地還沒有賣，不是你自己的麼；既賣了，價銀不是你作主麼；你怎麼心裏起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

神了。

豈不是呢 (它)現正持續停留持守了的 在對你 他/她/它當時持續停留持守， 並且 (它)那時(也是)被出售變賣了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你之物 在對(她)權柄掌握 他/她/它當時持續源屬具有？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是這樣

你那時(也是)讓自己置放擺設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內心 從屬你 到於(它)那 到於(它)事務行動 到於(它)那同一者？

不是/不 你那時(也是)讓自己說謊作假 在對(他們)人， 但乃是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徒 5:5 avkou,wn de. ò ~Anani,aj tou.j lo,gouj tou,touj pesw.n evxe,yuxen( kai. evge,neto fo,boj me,gaj evpi. pa,ntaj tou.j
avkou,ontajÅ
And Ananias hearing these words fell down, and gave up the ghost: and great fear came on all them that heard
these th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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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拿尼亞聽見這話，就仆倒斷了氣；聽見的人都甚懼怕。

(他)現正持續聲聞耳聽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亞拿尼亞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到於(他們)那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落下墜落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氣絕；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他)畏懼害怕 (他)極大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聲聞耳聽了的。
[經文變異RT]

(他)現正持續聲聞耳聽了的 然而也 (他)亞拿尼亞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到於(他們)那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落下墜落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氣絕；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他)畏懼害怕

(他)極大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聲聞耳聽了的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徒 5:6 avnasta,ntej de. oì new,teroi sune,steilan auvto.n kai. evxene,gkantej e;qayanÅ
And the young men arose, wound him up, and carried him out, and buried him.
有些少年人起來，把他包裹抬出去埋葬了。

(他們)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了的 然而也 (他們)那些 (他們)更新初年淺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包裹減縮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向外負載攜帶出來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殯殮埋葬。

徒 5:7 VEge,neto de. ẁj ẁrw/n triw/n dia,sthma kai. h` gunh. auvtou/ mh. eivdui/a to. gegono.j eivsh/lqenÅ
And it was about the space of three hours after, when his wife, not knowing what was done, came in.
約過了三小時，他的妻子進來，還不知道這事。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然而也 正如地 從屬(她們)鐘點時刻 從屬(她們)三個 (它)所成間距， 並且 (她)那

(她)女人 從屬(他)同一者 不會/不要 (她)現在已經看見察覺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現在已經生發成為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徒 5:8 avpekri,qh de. pro.j auvth.n Pe,troj( Eivpe, moi( eiv tosou,tou to. cwri,on avpe,dosqeÈ h̀ de. ei=pen( Nai,( tosou,touÅ
And Peter answered unto her, Tell me whether ye sold the land for so much? And she said, Yea, for so much.
彼得對他說：你告訴我，你們賣田地的價銀，就是這些麼。他說：就是這些。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 然而也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同一者 (他)彼得， 你那時(也是)就要發話言說

在對我， 若是 從屬(它)那這麼樣大/那這麼樣多 到於(它)那 到於(它)小塊地域 你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從那裏給與？

(她)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誠然為是； 從屬(它)那這麼樣大/那這麼樣多。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註1 然而也 在對(她)同一者 (他)那 (他)彼得， 你那時(也是)就要發話言說

在對我， 若是 從屬(它)那這麼樣大/那這麼樣多 到於(它)那 到於(它)小塊地域 你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從那裏給與？

(她)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誠然為是； 從屬(它)那這麼樣大/那這麼樣多。

註1：“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徒 5:9 ò de. Pe,troj pro.j auvth,n( Ti, o[ti sunefwnh,qh ùmi/n peira,sai to. pneu/ma kuri,ouÈ ivdou. oì po,dej tw/n
qaya,ntwn to.n a;ndra sou evpi. th/| qu,ra| kai. evxoi,sousi,n seÅ
Then Peter said unto her, How is it that ye have agreed together to tempt the Spirit of the Lord? behold, the feet
of them which have buried thy husband are at the door, and shall carry thee out.
彼得說：你們為甚麼同心試探主的靈呢；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腳，已到門口，他們也要把你抬出去。

(他)那 然而也 (他)彼得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同一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是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協調一致 在對你們 那時(也是)要去使有探測試驗 到於(它)那 到於(它)靈/風 從屬(他)主人？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們)那些 (他們)腳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那時(也是)殯殮埋葬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男人/丈夫 從屬你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那 在對(她)門戶，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向外負載攜帶出來

到於你。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彼得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同一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是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協調一致 在對你們 那時(也是)要去使有探測試驗 到於(它)那 到於(它)靈/風

從屬(他)主人？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們)那些 (他們)腳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那時(也是)殯殮埋葬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男人/丈夫 從屬你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那 在對(她)門戶，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向外負載攜帶出來 到於你。

徒 5:10 e;pesen de. paracrh/ma pro.j tou.j po,daj auvtou/ kai. evxe,yuxen\ eivselqo,ntej de. oi` neani,skoi eu-ron auvth.n
nekra.n kai. evxene,gkantej e;qayan pro.j to.n a;ndra auvth/j(
Then fell she down straightway at his feet, and yielded up the ghost: and the young men came in, and found her
dead, and, carrying her forth, buried her by her husband.
婦人立刻仆倒在彼得腳前，斷了氣；那些少年人進來，見他已經死了，就抬出去，埋在他丈夫旁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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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那時(也是)落下墜落 然而也 當場立即地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腳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氣絕； (他們)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了的 然而也 (他們)那些 (他們)青年人[40歲以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找到尋見 到於(她)同一者 到於(她)死掉的，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向外負載攜帶出來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殯殮埋葬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男人/丈夫 從屬(她)同一者。

徒 5:11 kai. evge,neto fo,boj me,gaj evfV o[lhn th.n evkklhsi,an kai. evpi. pa,ntaj tou.j avkou,ontaj tau/taÅ
And great fear came upon all the church, and upon as many as heard these things.
全教會，和聽見這事的人，都甚懼怕。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他)畏懼害怕 (他)極大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整個全部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傳召 並且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聲聞耳聽了的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徒 5:12 Dia. de. tw/n ceirw/n tw/n avposto,lwn evgi,neto shmei/a kai. te,rata polla. evn tw/| law/|\ kai. h=san
òmoqumado.n a[pantej evn th/| Stoa/| Solomw/ntoj(
And by the hands of the apostles were many signs and wonders wrought among the people; (and they were all
with one accord in Solomon's porch.
主藉使徒的手，在民間行了許多神蹟奇事，（他們〔或作信的人〕都同心合意的在所羅門的廊下。

<徹底經過>經由 然而也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它們)識別之表記徵兆 並且 (它們)奇事預兆 (它們)許多的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人民百姓。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同心一致地 (他們)同時一齊地所有每一個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柱廊 從屬(他)所羅門；
[經文變異RT]

<徹底經過>經由 然而也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它們)識別之表記徵兆 並且 (它們)奇事預兆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人民百姓

(它們)許多的。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同心一致地 (他們)同時一齊地所有每一個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柱廊 從屬(他)所羅門；
[經文變異WH]

<徹底經過>經由 然而也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它們)識別之表記徵兆 並且 (它們)奇事預兆 (它們)許多的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人民百姓。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同心一致地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柱廊

從屬(他)所羅門；

徒 5:13 tw/n de. loipw/n ouvdei.j evto,lma kolla/sqai auvtoi/j( avllV evmega,lunen auvtou.j ò lao,j\
And of the rest durst no man join himself to them: but the people magnified them.
其餘的人，沒有一個敢貼近他們；百姓卻尊重他們。

從屬(他們)那些 然而也 從屬(他們)其餘的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斗膽冒險 現要去持續被貼近連合

在對(他們)同一者； 但乃是 他/她/它當時持續看重加大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人民百姓。

徒 5:14 ma/llon de. proseti,qento pisteu,ontej tw/| kuri,w|( plh,qh avndrw/n te kai. gunaikw/n(
And believers were the more added to the Lord, multitudes both of men and women.)
信而歸主的人，越發增添，連男帶女很多）

更特別尤其地 然而也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被加上增添 (他們)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主人，

(它們)聚滿大群 從屬(他們)男人/丈夫 並/又 並且 從屬(她們)女人；

徒 5:15 w[ste kai. eivj ta.j platei,aj evkfe,rein tou.j avsqenei/j kai. tiqe,nai evpi. klinari,wn kai. kraba,ttwn( i[na
evrcome,nou Pe,trou ka'n h̀ skia. evpiskia,sh| tini. auvtw/nÅ
Insomuch that they brought forth the sick into the streets, and laid them on beds and couches, that at the least
the shadow of Peter passing by might overshadow some of them.
甚至有人將病人抬到街上，放在床上，或褥子上，指望彼得過來的時候，或者得他的影兒照在甚麼人身上。

以致 並且 向內進入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廣場大街 現要去持續向外負載攜帶出來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軟弱無力的， 並且 現要去持續置放擺設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它們)小躺椅臥墊 並且

從屬(他們)蓆墊褥子， 為要 從屬(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從屬(他)彼得， 且但凡若是 (她)那 (她)蔭影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蔭庇 在對(他)任何什麼 從屬(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以致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廣場大街 現要去持續向外負載攜帶出來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軟弱無力的， 並且 現要去持續置放擺設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它們)躺椅臥墊 並且

從屬(他們)蓆墊褥子， 為要 從屬(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從屬(他)彼得， 且但凡若是 (她)那 (她)蔭影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蔭庇 在對(他)任何什麼 從屬(他們)同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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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變異WH]

以致 並且 向內進入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廣場大街 現要去持續向外負載攜帶出來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軟弱無力的， 並且 現要去持續置放擺設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它們)小躺椅臥墊 並且

從屬(他們)蓆墊褥子， 為要 從屬(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從屬(他)彼得， 且但凡若是 (她)那 (她)蔭影

他/她/它將要(持續)蔭庇 在對(他)任何什麼 從屬(他們)同一者。

徒 5:16 sunh,rceto de. kai. to. plh/qoj tw/n pe,rix po,lewn VIerousalh.m fe,rontej avsqenei/j kai. ovcloume,nouj ùpo.
pneuma,twn avkaqa,rtwn( oi[tinej evqerapeu,onto a[pantejÅ
There came also a multitude out of the cities round about unto Jerusalem, bringing sick folks, and them which
were vexed with unclean spirits: and they were healed every one.
還有許多人，帶著病人，和被污鬼纏磨的，從耶路撒冷四圍的城邑來，全都得了醫治。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共同到來前往 然而也 並且 (它)那 (它)聚滿大群 從屬(她們)那些 四圍地 從屬(她們)城邑

從屬(她)耶陸撒冷， (他們)現正持續負載攜帶了的 到於(他們)軟弱無力的 並且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被聚眾侵擾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它們)靈/風 從屬(它們)污穢的； (他們)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被行侍候紓解

(他們)同時一齊地所有每一個的。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共同到來前往 然而也 並且 (它)那 (它)聚滿大群 從屬(她們)那些 四圍地 從屬(她們)城邑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陸撒冷註1， (他們)現正持續負載攜帶了的 到於(他們)軟弱無力的 並且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被聚眾侵擾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它們)靈/風 從屬(它們)污穢的； (他們)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被行侍候紓解 (他們)同時一齊地所有每一個的。

註1：“從屬(她)耶陸撒冷”文法上亦可以為“到於(她)耶陸撒冷”。

徒 5:17 VAnasta.j de. ò avrciereu.j kai. pa,ntej oì su.n auvtw/|( h` ou=sa ai[resij tw/n Saddoukai,wn( evplh,sqhsan
zh,lou
Then the high priest rose up, and all they that were with him, (which is the sect of the Sadducees,) and were
filled with indignation,
大祭司和他的一切同人，就是撒都該教門的人，都起來，滿心忌恨。

(他)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大祭司 並且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那些 共同一起

在對(他)同一者， (她)那 (她)現正持續是了的 (她)教門黨派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撒都該人，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充滿添足 從屬(他)火熱激昂，

徒 5:18 kai. evpe,balon ta.j cei/raj evpi. tou.j avposto,louj kai. e;qento auvtou.j evn thrh,sei dhmosi,a|Å
And laid their hands on the apostles, and put them in the common prison.
就下手拿住使徒，收在外監。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投擲在上面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手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置放擺設 到於(他們)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行看護守衛 在對(她)公共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投擲在上面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手 從屬(他們)同一者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置放擺設 到於(他們)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行看護守衛 在對(她)公共的。

徒 5:19 a;ggeloj de. kuri,ou dia. nukto.j avnoi,xaj ta.j qu,raj th/j fulakh/j evxagagw,n te auvtou.j ei=pen(
But the angel of the Lord by night opened the prison doors, and brought them forth, and said,
但主的使者，夜間開了監門，領他們出來，

(他)使者 然而也 從屬(他)主人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夜晚 (他)那時(也是)向上開啟打開了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門戶 從屬(她)那 從屬(她)夜更/監獄， (他)那時(也是)向外帶領出來了的 並/又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經文變異RT]

(他)使者 然而也 從屬(他)主人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夜晚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上開啟打開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門戶 從屬(她)那 從屬(她)夜更/監獄， (他)那時(也是)向外帶領出來了的 並/又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經文變異WH]

(他)使者 然而也 從屬(他)主人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夜晚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上開啟打開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門戶 從屬(她)那 從屬(她)夜更/監獄， (他)那時(也是)向外帶領出來了的 並/又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徒 5:20 Poreu,esqe kai. staqe,ntej lalei/te evn tw/| ièrw/| tw/| law/| pa,nta ta. rh̀,mata th/j zwh/j tau,thj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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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 stand and speak in the temple to the people all the words of this life.
說：你們去站在殿裏，把這生命的道，都講給百姓聽。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被立定站住了的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發言講說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聖殿 在對(他)那 在對(他)人民百姓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所發表言說

從屬(她)那 從屬(她)生命 從屬(她)那同一者。

徒 5:21 avkou,santej de. eivsh/lqon ùpo. to.n o;rqron eivj to. ìero.n kai. evdi,daskonÅ Parageno,menoj de. ò avrciereu.j
kai. oì su.n auvtw/| suneka,lesan to. sune,drion kai. pa/san th.n gerousi,an tw/n uiẁ/n VIsrah.l kai. avpe,steilan eivj
to. desmwth,rion avcqh/nai auvtou,jÅ
And when they heard that, they entered into the temple early in the morning, and taught. But the high priest
came, and they that were with him, and called the council together, and all the senate of the children of Israel
and sent to the prison to have them brought.
使徒聽了這話，天將亮的時候，就進殿裏去教訓人。大祭司和他的同人來了，叫齊公會的人，和以色列族的眾長

老，就差人到監裏去，要把使徒提出來。

(他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在底下>在底下 到於(他)那

到於(他)黎明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聖殿，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教導。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來到旁邊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大祭司 並且 (他們)那些 共同一起 在對(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促請召喚到一起 到於(它)那 到於(它)公會 並且 到於(她)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耆老輩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兒子 從屬(他)以色列，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監牢 那時(也是)要去被帶領 到於(他們)同一者。

徒 5:22 oi` de. parageno,menoi ùphre,tai ouvc eu-ron auvtou.j evn th/| fulakh/|\ avnastre,yantej de. avph,ggeilan
But when the officers came, and found them not in the prison, they returned, and told,
但差役到了，不見他們在監裏，就回來稟報說：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來到旁邊了的 (他們)差役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找到尋見

到於(他們)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夜更/監獄； (他們)那時(也是)翻轉折返/往返行事了的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從那裏報信通告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差役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來到旁邊了的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找到尋見

到於(他們)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夜更/監獄； (他們)那時(也是)翻轉折返/往返行事了的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從那裏報信通告

徒 5:23 le,gontej o[ti To. desmwth,rion eu[romen kekleisme,non evn pa,sh| avsfalei,a| kai. tou.j fu,lakaj es̀tw/taj evpi.
tw/n qurw/n( avnoi,xantej de. e;sw ouvde,na eu[romenÅ
Saying, The prison truly found we shut with all safety, and the keepers standing without before the doors: but
when we had opened, we found no man within.
我們看見監牢關得極妥當，看守的人也站在門外，及至開了門，裏面一個人都不見。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是這樣 到於(它)那 到於(它)監牢 我們那時(也是)找到尋見 到於(它)現在已經被關上鎖住了的

在內 在對(她)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她)穩當確實，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看管守護者

到於(他們)現在已經立定站住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門戶；

(他們)那時(也是)向上開啟打開了的 然而也 入內裏面地 到於(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我們那時(也是)找到尋見。
[經文變異RT]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是這樣 到於(它)那 的確 到於(它)監牢 我們那時(也是)找到尋見

到於(它)現在已經被關上鎖住了的 在內 在對(她)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她)穩當確實，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看管守護者 在外面地 到於(他們)現在已經立定站住了的 在前面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門戶；

(他們)那時(也是)向上開啟打開了的 然而也 入內裏面地 到於(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我們那時(也是)找到尋見。

徒 5:24 wj̀ de. h;kousan tou.j lo,gouj tou,touj o[ te strathgo.j tou/ ièrou/ kai. oì avrcierei/j( dihpo,roun peri. auvtw/n
ti, a'n ge,noito tou/toÅ
Now when the high priest and the captain of the temple and the chief priests heard these things, they doubted of
them whereunto this would grow.
守殿官和祭司長聽見這話，心裏犯難，不知這事將來如何。

正如地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到於(他們)那同一者

(他)那 並/又 (他)軍官 從屬(它)那 從屬(它)聖殿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大祭司，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成完全不知所措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們)同一者 (它)任何什麼呢 但凡 他/她/它那時(也是)可以讓自己生發成為 (它)那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正如地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到於(他們)那同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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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那 並/又 (他)祭司 並且 (他)那 (他)軍官 從屬(它)那 從屬(它)聖殿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大祭司，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成完全不知所措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們)同一者 (它)任何什麼呢 但凡

他/她/它那時(也是)可以讓自己生發成為 (它)那同一者。

徒 5:25 parageno,menoj de, tij avph,ggeilen auvtoi/j o[ti VIdou. oì a;ndrej ou]j e;qesqe evn th/| fulakh/| eivsi.n evn tw/|
ièrw/| èstw/tej kai. dida,skontej to.n lao,nÅ
Then came one and told them, saying, Behold, the men whom ye put in prison are standing in the temple, and
teaching the people.
有一個人來稟報說：你們收在監裏的人，現在站在殿裏教訓百姓。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來到旁邊了的 然而也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報信通告 在對(他們)同一者，

是這樣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們)那些 (他們)男人/丈夫 到於(他們)這些個 你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置放擺設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夜更/監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聖殿

(他們)現在已經立定站住了的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教導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人民百姓。
[經文變異RT]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來到旁邊了的 然而也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報信通告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是這樣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們)那些 (他們)男人/丈夫 到於(他們)這些個

你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置放擺設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夜更/監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聖殿 (他們)現在已經立定站住了的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教導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人民百姓。

徒 5:26 to,te avpelqw.n ò strathgo.j su.n toi/j ùphre,taij h=gen auvtou.j ouv meta. bi,aj( evfobou/nto ga.r to.n lao.n mh.
liqasqw/sinÅ
Then went the captain with the officers, and brought them without violence: for they feared the people, lest they
should have been stoned.
於是守殿官和差役去帶使徒來，並沒有用強暴；因為怕百姓用石頭打他們。

當那時地 (他)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了的 (他)那 (他)軍官 共同一起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差役

他/她/它當時持續帶領 到於(他們)同一者 不是/不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強勢猛力；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成驚恐畏懼 因為 到於(他)那 到於(他)人民百姓， 不會/不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被扔石頭打。
[經文變異RT]

當那時地 (他)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了的 (他)那 (他)軍官 共同一起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差役

他/她/它那時(也是)帶領 到於(他們)同一者 不是/不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強勢猛力；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成驚恐畏懼 因為 到於(他)那 到於(他)人民百姓， 為要 不會/不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被扔石頭打。

徒 5:27 VAgago,ntej de. auvtou.j e;sthsan evn tw/| sunedri,w|Å kai. evphrw,thsen auvtou.j ò avrciereu.j
And when they had brought them, they set them before the council: and the high priest asked them,
帶到了，便叫使徒站在公會前，大祭司問他們說：

(他們)那時(也是)帶領了的 然而也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立定站住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公會；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上面查詢求問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大祭司

徒 5:28 le,gwn( ÎouvÐ paraggeli,a| parhggei,lamen ùmi/n mh. dida,skein evpi. tw/| ovno,mati tou,tw|( kai. ivdou.
peplhrw,kate th.n VIerousalh.m th/j didach/j ùmw/n kai. bou,lesqe evpagagei/n evfV hm̀a/j to. ai-ma tou/ avnqrw,pou
tou,touÅ
Saying, Did not we straitly command you that ye should not teach in this name? and, behold, ye have filled
Jerusalem with your doctrine, and intend to bring this man's blood upon us.
我們不是嚴嚴的禁止你們，不可奉這名教訓人麼；你們倒把你們的道理充滿了耶路撒冷，想要叫這人的血歸到我

們身上。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豈非呢 在對(她)命令吩咐 我們那時(也是)命令吩咐 在對你們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教導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它)那 在對(它)名字 在對(它)那同一者？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你們現在已經促使成充滿添足 到於(她)那 到於(她)耶陸撒冷 從屬(她)那 從屬(她)教授講訓 從屬你們， 並且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諮商決意 那時(也是)要去帶領在上面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我們 到於(它)那 到於(它)血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從屬(他)那同一者。
[經文變異WH]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在對(她)命令吩咐 我們那時(也是)命令吩咐 在對你們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教導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它)那 在對(它)名字 在對(它)那同一者？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你們現在已經促使成充滿添足 到於(她)那 到於(她)耶陸撒冷 從屬(她)那 從屬(她)教授講訓 從屬你們， 並且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諮商決意 那時(也是)要去帶領在上面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我們 到於(它)那 到於(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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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從屬(他)那同一者。

徒 5:29 avpokriqei.j de. Pe,troj kai. oi` avpo,stoloi ei=pan( Peiqarcei/n dei/ qew/| ma/llon h' avnqrw,poijÅ
Then Peter and the other apostles answered and said, We ought to obey God rather than men.
彼得和眾使徒回答說：順從神，不順從人，是應當的。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然而也 (他)彼得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現要去持續行聽命信從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在對(他)神

更特別尤其地 甚或/或而 在對(他們)人。
[經文變異RT]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彼得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現要去持續行聽命信從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在對(他)神

更特別尤其地 甚或/或而 在對(他們)人。

徒 5:30 ò qeo.j tw/n pate,rwn hm̀w/n h;geiren VIhsou/n o]n um̀ei/j dieceiri,sasqe krema,santej evpi. xu,lou\
The God of our fathers raised up Jesus, whom ye slew and hanged on a tree.
你們掛在木頭上殺害的耶穌，我們祖宗的神已經叫他復活。

(他)那 (他)神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父親 從屬我們 他/她/它那時(也是)喚醒起來 到於(他)耶穌， 到於(他)這個

你們 你們那時(也是)讓自己下手解決 (他們)那時(也是)懸掛垂吊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它)木幹；

徒 5:31 tou/ton ò qeo.j avrchgo.n kai. swth/ra u[ywsen th/| dexia/| auvtou/ Îtou/Ð dou/nai meta,noian tw/| VIsrah.l kai.
a;fesin àmartiw/nÅ
Him hath God exalted with his right hand to be a Prince and a Saviour, for to give repentance to Israel, and
forgiveness of sins.
神且用右手將他高舉，〔或作他就是神高舉在自己的右邊〕叫他作君王，作救主，將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賜

給以色列人。

到於(他)那同一者 (他)那 (他)神 到於(他)起始首要之帶領之人 並且 到於(他)救主 他/她/它那時(也是)升高 在對(她)那

在對(她)右手邊的 從屬(他)同一者， 從屬(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給與 到於(她)轉悟悔改 在對(他)那 在對(他)以色列

並且 到於(她)赦免釋放 從屬(她們)罪。
[經文變異RT]

到於(他)那同一者 (他)那 (他)神 到於(他)起始首要之帶領之人 並且 到於(他)救主 他/她/它那時(也是)升高 在對(她)那

在對(她)右手邊的 從屬(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給與 到於(她)轉悟悔改 在對(他)那 在對(他)以色列 並且

到於(她)赦免釋放 從屬(她們)罪。

徒 5:32 kai. h̀mei/j evsmen ma,rturej tw/n rh̀ma,twn tou,twn kai. to. pneu/ma to. a[gion o] e;dwken ò qeo.j toi/j
peiqarcou/sin auvtw/|Å
And we are his witnesses of these things; and so is also the Holy Ghost, whom God hath given to them that
obey him.
我們為這事作見證；神賜給順從之人的聖靈，也為這事作見證。

並且 我們 我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見證人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所發表言說 從屬(它們)那同一者， 並且 (它)那

(它)靈/風 (它)那 (它)聖的， 到於(它)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他)那 (他)神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行聽命信從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我們 我們現在持續是 從屬(他)同一者 (他們)見證人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所發表言說

從屬(它們)那同一者， 並且 (它)那 (它)靈/風 然而也 (它)那 (它)聖的， 到於(它)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他)那

(他)神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行聽命信從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徒 5:33 Oi` de. avkou,santej diepri,onto kai. evbou,lonto avnelei/n auvtou,jÅ
When they heard that, they were cut to the heart, and took counsel to slay them.
公會的人聽見就極其惱怒，想要殺他們。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被激發憤怒，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諮商決意 那時(也是)要去挪去 到於(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被激發憤怒，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行打算意圖 那時(也是)要去挪去 到於(他們)同一者。

徒 5:34 avnasta.j de, tij evn tw/| sunedri,w| Farisai/oj ovno,mati Gamalih,l( nomodida,skaloj ti,mioj panti. tw/| law/|(
evke,leusen e;xw bracu. tou.j avnqrw,pouj poih/sai
Then stood there up one in the council, a Pharisee, named Gamaliel, a doctor of the law, had in reputation
among all the people, and commanded to put the apostles forth a little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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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一個法利賽人，名叫迦瑪列，是眾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師，在公會中站起來，吩咐人把使徒暫且帶到外面去；

(他)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了的 然而也 (他)任何什麼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公會 (他)法利賽人 在對(它)名字

(他)迦瑪列， (他)教法師 (他)具珍貴價值的 在對(他)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人民百姓，

他/她/它那時(也是)出言吩咐 在外面地 到於(它)稍許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人 那時(也是)要去行出作成；
[經文變異RT]

(他)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了的 然而也 (他)任何什麼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公會 (他)法利賽人 在對(它)名字

(他)迦瑪列， (他)教法師 (他)具珍貴價值的 在對(他)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人民百姓，

他/她/它那時(也是)出言吩咐 在外面地 到於(它)稍許的 到於(它)任何什麼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那時(也是)要去行出作成；

徒 5:35 ei=pe,n te pro.j auvtou,j( :Andrej VIsrahli/tai( prose,cete èautoi/j evpi. toi/j avnqrw,poij tou,toij ti, me,llete
pra,sseinÅ
And said unto them, Ye men of Israel, take heed to yourselves what ye intend to do as touching these men.
就對眾人說：以色列人哪，論到這些人，你們應當小心怎樣辦理。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並/又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阿,(他們)男人/丈夫 阿,(他們)以色列人，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留神注意 在對(他們)同一者自己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人 在對(他們)那同一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們現在持續準備快要 現要去持續實施行使。

徒 5:36 pro. ga.r tou,twn tw/n h̀merw/n avne,sth Qeuda/j le,gwn ei=nai, tina èauto,n( w-| prosekli,qh avndrw/n avriqmo.j
wj̀ tetrakosi,wn\ o]j avnh|re,qh( kai. pa,ntej o[soi evpei,qonto auvtw/| dielu,qhsan kai. evge,nonto eivj ouvde,nÅ
For before these days rose up Theudas, boasting himself to be somebody; to whom a number of men, about
four hundred, joined themselves: who was slain; and all, as many as obeyed him, were scattered, and brought
to nought.
從前丟大起來，自誇為大；附從他的人約有四百；他被殺後，附從他的全都散了，歸於無有。

在前面 因為 從屬(她們)那同一者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日子/白日 他/她/它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 (他)丟大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現要去持續是 到於(他)任何什麼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在對(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偏向附和 從屬(他們)男人/丈夫 (他)數目 正如地 從屬(他們)四百個； (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挪去； 並且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這每一切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被勸信說服

在對(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徹底地解散，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向內進入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經文變異RT]

在前面 因為 從屬(她們)那同一者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日子/白日 他/她/它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 (他)丟大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現要去持續是 到於(他)任何什麼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在對(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在前面向著貼近連合 (他)數目 從屬(他們)男人/丈夫 正如好像地 從屬(他們)四百個； (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挪去； 並且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這每一切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被勸信說服

在對(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徹底地解散，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向內進入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徒 5:37 meta. tou/ton avne,sth VIou,daj ò Galilai/oj evn tai/j h̀me,raij th/j avpografh/j kai. avpe,sthsen lao.n ovpi,sw
auvtou/\ kavkei/noj avpw,leto kai. pa,ntej o[soi evpei,qonto auvtw/| dieskorpi,sqhsanÅ
After this man rose up Judas of Galilee in the days of the taxing, and drew away much people after him: he also
perished; and all, even as many as obeyed him, were dispersed.
此後報名上冊的時候，又有加利利的猶大起來，引誘些百姓跟從他，他也滅亡，附從他的人也都四散了。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 (他)猶大 (他)那 (他)加利利人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日子/白日 從屬(她)那 從屬(她)報名註冊，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站開

到於(他)人民百姓 向在後面地 從屬(他)同一者； (他)且在那裏的那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毀掉除滅； 並且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這每一切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被勸信說服 在對(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徹底地驅離分散。
[經文變異RT]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 (他)猶大 (他)那 (他)加利利人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日子/白日 從屬(她)那 從屬(她)報名註冊，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站開

到於(他)人民百姓 到於(他)達到足夠的 向在後面地 從屬(他)同一者； (他)且在那裏的那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毀掉除滅； 並且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這每一切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被勸信說服

在對(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徹底地驅離分散。

徒 5:38 kai. ta. nu/n le,gw ùmi/n( avpo,sthte avpo. tw/n avnqrw,pwn tou,twn kai. a;fete auvtou,j\ o[ti eva.n h=| evx avnqrw,pwn
h` boulh. au[th h' to. e;rgon tou/to( kataluqh,set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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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now I say unto you, Refrain from these men, and let them alone: for if this counsel or this work be of men, it
will come to nought:
現在我勸你們不要管這些人，任憑他們罷；他們所謀的，所行的，若是出於人，必要敗壞；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現在此時地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從那裏站開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人 從屬(他們)那同一者，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任憑釋放離開 到於(他們)同一者；

是這樣 但凡若是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是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人 (她)那 (她)打算意圖 (她)那同一者 甚或/或而

(它)那 (它)工作 (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拆毀/歇息；
[經文變異RT]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現在此時地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從那裏站開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人 從屬(他們)那同一者，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容許任由 到於(他們)同一者； 是這樣

但凡若是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是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人 (她)那 (她)打算意圖 (她)那同一者 甚或/或而 (它)那

(它)工作 (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拆毀/歇息；

徒 5:39 eiv de. evk qeou/ evstin( ouv dunh,sesqe katalu/sai auvtou,j( mh,pote kai. qeoma,coi eùreqh/teÅ evpei,sqhsan de.
auvtw/|
But if it be of God, ye cannot overthrow it; lest haply ye be found even to fight against God.
若是出於神，你們就不能敗壞他們；恐怕你們倒是攻擊神了。

若是 然而也 向外出來 從屬(他)神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不是/不 你們將要(持續)讓自己能夠可能

那時(也是)要去拆毀/歇息 到於(他們)同一者； 不會任何時候地 並且 (他們)爭戰搏鬥神的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被找到尋見。
[經文變異RT]

若是 然而也 向外出來 從屬(他)神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不是/不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那時(也是)要去拆毀/歇息 到於(它)同一者； 不會任何時候地 並且 (他們)爭戰搏鬥神的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被找到尋見。

徒 5:40 kai. proskalesa,menoi tou.j avposto,louj dei,rantej parh,ggeilan mh. lalei/n evpi. tw/| ovno,mati tou/ VIhsou/
kai. avpe,lusanÅ
And to him they agreed: and when they had called the apostles, and beaten them, they commanded that they
should not speak in the name of Jesus, and let them go.
公會的人聽從了他，便叫使徒來，把他們打了，又吩咐他們不可奉耶穌的名講道，就把他們釋放了。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勸信說服 然而也 在對(他)同一者；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在前面向著促請召喚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他們)那時(也是)抽打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命令吩咐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發言講說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它)那 在對(它)名字 從屬(他)那 從屬(他)耶穌，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打發離開。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勸信說服 然而也 在對(他)同一者；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在前面向著促請召喚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他們)那時(也是)抽打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命令吩咐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發言講說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它)那 在對(它)名字 從屬(他)那 從屬(他)耶穌，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打發離開 到於(他們)同一者。

徒 5:41 Oi` me.n ou=n evporeu,onto cai,rontej avpo. prosw,pou tou/ sunedri,ou( o[ti kathxiw,qhsan ùpe.r tou/ ovno,matoj
avtimasqh/nai(
And they departed from the presence of the council, rejoicing that they were counted worthy to suffer shame for
his name.
他們離開公會，心裏歡喜；因被算是配為這名受辱。

(他們)那些 的確 這樣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他們)現正持續歡喜安樂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前面的臉面 從屬(它)那 從屬(它)公會， 是這樣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斷定為相配值得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它)那 從屬(它)名字 那時(也是)要去被凌辱羞賤；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些 的確 這樣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他們)現正持續歡喜安樂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前面的臉面 從屬(它)那 從屬(它)公會， 是這樣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它)那 從屬(它)名字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斷定為相配值得 那時(也是)要去被凌辱羞賤；
[經文變異MT]

(他們)那些 的確 這樣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他們)現正持續歡喜安樂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前面的臉面 從屬(它)那 從屬(它)公會， 是這樣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它)那 從屬(它)名字

從屬(他)那 從屬(他)耶穌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斷定為相配值得 那時(也是)要去被凌辱羞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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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 5:42 pa/sa,n te h̀me,ran evn tw/| ièrw/| kai. katV oi=kon ouvk evpau,onto dida,skontej kai. euvaggelizo,menoi to.n
Cristo,n VIhsou/nÅ
And daily in the temple, and in every house, they ceased not to teach and preach Jesus Christ.
他們就每日在殿裏，在家裏，不住的教訓人，傳耶穌是基督。

到於(她)所有每一個的 並/又 到於(她)日子/白日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聖殿 並且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住處家室 不是/不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停息休止 (他們)現正持續教導了的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傳福音佳訊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基督 到於(他)耶穌。
[經文變異RT]

到於(她)所有每一個的 並/又 到於(她)日子/白日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聖殿 並且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住處家室 不是/不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停息休止 (他們)現正持續教導了的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傳福音佳訊了的 到於(他)耶穌 到於(他)那 到於(他)基督。

徒 6:1 VEn de. tai/j hm̀e,raij tau,taij plhquno,ntwn tw/n maqhtw/n evge,neto goggusmo.j tw/n ~Ellhnistw/n pro.j tou.j
~Ebrai,ouj( o[ti pareqewrou/nto evn th/| diakoni,a| th/| kaqhmerinh/| aì ch/rai auvtw/nÅ
And in those days, when the number of the disciples was multiplied, there arose a murmuring of the Grecians
against the Hebrews, because their widows were neglected in the daily ministration.
那時，門徒增多，有說希利尼話的猶太人，向希伯來人發怨言；因為在天天的供給上忽略了他們的寡婦。

在內 然而也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日子/白日 在對(她們)那同一者，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增添了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門徒，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他)發嘟噥嘀咕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希利尼化之猶太人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希伯來人， 是這樣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被疏忽漠視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職務服事 在對(她)那 在對(她)按照每日的 (她們)那些 (她們)寡婦 從屬(他們)同一者。

徒 6:2 proskalesa,menoi de. oi` dw,deka to. plh/qoj tw/n maqhtw/n ei=pan( Ouvk avresto,n evstin hm̀a/j katalei,yantaj
to.n lo,gon tou/ qeou/ diakonei/n trape,zaijÅ
Then the twelve called the multitude of the disciples unto them, and said, It is not reason that we should leave
the word of God, and serve tables.
十二使徒叫眾門徒來，對他們說：我們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飯食，原是不合宜的。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在前面向著促請召喚了的 然而也 (他們)那些 (他們)十二個 到於(它)那 到於(它)聚滿大群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門徒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不是/不 (它)可取悅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到於我們

到於(他們)那時(也是)遺留下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現要去持續行服事

在對(她們)桌子。

徒 6:3 evpiske,yasqe de,( avdelfoi,( a;ndraj evx um̀w/n marturoume,nouj èpta,( plh,reij pneu,matoj kai. sofi,aj( ou]j
katasth,somen evpi. th/j crei,aj tau,thj(
Wherefore, brethren, look ye out among you seven men of honest report, full of the Holy Ghost and wisdom,
whom we may appoint over this business.
所以弟兄們，當從你們中間選出七個有好名聲，被聖靈充滿，智慧充足的人，我們就派他們管理這事。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視察眷顧 然而也， 阿,(他們)弟兄， 到於(他們)男人/丈夫 向外出來 從屬你們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被作見證人了的 到於(他們)七個， 到於(他們)充滿添足的 從屬(它)靈/風 並且 從屬(她)智慧，

到於(他們)這些個 我們將要(持續)設立派定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需用 從屬(她)那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視察眷顧 這樣， 阿,(他們)弟兄， 到於(他們)男人/丈夫 向外出來 從屬你們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被作見證人了的 到於(他們)七個， 到於(他們)充滿添足的 從屬(它)靈/風 從屬(它)聖的 並且

從屬(她)智慧， 到於(他們)這些個 我們將要(持續)設立派定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需用

從屬(她)那同一者；
[經文變異MT]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視察眷顧 這樣， 阿,(他們)弟兄， 到於(他們)男人/丈夫 向外出來 從屬你們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被作見證人了的 到於(他們)七個， 到於(他們)充滿添足的 從屬(它)靈/風 從屬(它)聖的 並且

從屬(她)智慧， 到於(他們)這些個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設立派定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需用

從屬(她)那同一者；

徒 6:4 hm̀ei/j de. th/| proseuch/| kai. th/| diakoni,a| tou/ lo,gou proskarterh,somenÅ
But we will give ourselves continually to prayer, and to the ministry of the word.
但我們要專心以祈禱傳道為事。

我們 然而也 在對(她)那 在對(她)求告祈禱 並且 在對(她)那 在對(她)職務服事 從屬(他)那

從屬(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我們將要(持續)在前面向著堅強持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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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 6:5 kai. h;resen ò lo,goj evnw,pion panto.j tou/ plh,qouj kai. evxele,xanto Ste,fanon( a;ndra plh,rhj pi,stewj kai.
pneu,matoj ag̀i,ou( kai. Fi,lippon kai. Pro,coron kai. Nika,nora kai. Ti,mwna kai. Parmena/n kai. Niko,laon
prosh,luton VAntioce,a(
And the saying pleased the whole multitude: and they chose Stephen, a man full of faith and of the Holy Ghost,
and Philip, and Prochorus, and Nicanor, and Timon, and Parmenas, and Nicolas a proselyte of Antioch:
大眾都喜悅這話，就揀選了司提反，乃是大有信心，聖靈充滿的人，又揀選腓利，伯羅哥羅，尼迦挪，提門，巴

米拿，並進猶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拉；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取悅 (他)那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在面前地 從屬(它)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它)那

從屬(它)聚滿大群；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挑選 到於(他)司提反 到於(他)男人/丈夫 到於(他)充滿添足的

從屬(她)信 並且 從屬(它)靈/風 從屬(它)聖的， 並且 到於(他)腓利 並且 到於(他)伯羅哥羅 並且 到於(他)尼迦挪

並且 到於(他)提門 並且 到於(他)巴米拿 並且 到於(他)尼哥拉 到於(他)皈依者 到於(他)安提阿人；

徒 6:6 ou]j e;sthsan evnw,pion tw/n avposto,lwn( kai. proseuxa,menoi evpe,qhkan auvtoi/j ta.j cei/rajÅ
Whom they set before the apostles: and when they had prayed, they laid their hands on them.
叫他們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禱告了，就按手在他們頭上。

到於(他們)這些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立定站住 在面前地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祈禱求告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置放擺設在上面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手。

徒 6:7 Kai. ò lo,goj tou/ qeou/ hu;xanen kai. evplhqu,neto ò avriqmo.j tw/n maqhtw/n evn VIerousalh.m sfo,dra( polu,j te
o;cloj tw/n ìere,wn ùph,kouon th/| pi,steiÅ
And the word of God increased; and the number of the disciples multiplied in Jerusalem greatly; and a great
company of the priests were obedient to the faith.
神的道興旺起來；在耶路撒冷門徒數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許多祭司信從了這道。

並且 (他)那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她/它當時持續成長變大；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被增添 (他)那 (他)數目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門徒 在內 在對(她)耶陸撒冷 極度地；

(他)許多的 並/又 (他)群眾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祭司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留心聽從 在對(她)那 在對(她)信。

徒 6:8 Ste,fanoj de. plh,rhj ca,ritoj kai. duna,mewj evpoi,ei te,rata kai. shmei/a mega,la evn tw/| law/|Å
And Stephen, full of faith and power, did great wonders and miracles among the people.
司提反滿得恩惠能力，在民間行了大奇事和神蹟。

(他)司提反 然而也 (他)充滿添足的 從屬(她)恩典惠意 並且 從屬(她)能力權能 他/她/它當時持續行出作成

到於(它們)奇事預兆 並且 到於(它們)識別之表記徵兆 到於(它們)極大的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人民百姓。
[經文變異RT]

(他)司提反 然而也 (他)充滿添足的 從屬(她)信 並且 從屬(她)能力權能 他/她/它當時持續行出作成

到於(它們)奇事預兆 並且 到於(它們)識別之表記徵兆 到於(它們)極大的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人民百姓。

徒 6:9 avne,sthsan de, tinej tw/n evk th/j sunagwgh/j th/j legome,nhj Liberti,nwn kai. Kurhnai,wn kai. VAlexandre,wn
kai. tw/n avpo. Kiliki,aj kai. VAsi,aj suzhtou/ntej tw/| Stefa,nw|(
Then there arose certain of the synagogue, which is called the synagogue of the Libertines, and Cyrenians, and
Alexandrians, and of them of Cilicia and of Asia, disputing with Stephen.
當時有稱利百地拿會堂的幾個人，並有古利奈，亞力山太，基利家，亞西亞，各處會堂的幾個人，都起來，和司

提反辯論。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 然而也 (他們)任何什麼 從屬(他們)那些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會堂

從屬(她)那 從屬(她)現正持續被道說了的 從屬(他們)利百地拿， 並且 從屬(他們)古利奈人 並且

從屬(他們)亞力山太人， 並且 從屬(他們)那些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基利家 並且 從屬(她)亞細亞，

(他們)現正持續共同探索尋求了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司提反；

徒 6:10 kai. ouvk i;scuon avntisth/nai th/| sofi,a| kai. tw/| pneu,mati w-| evla,leiÅ
And they were not able to resist the wisdom and the spirit by which he spake.
司提反是以智慧和聖靈說話，眾人敵擋不住；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有強壯大力 那時(也是)要去對立抗拒 在對(她)那 在對(她)智慧 並且 在對(它)那

在對(它)靈/風 在對(它)這個 他/她/它當時持續發言講說。

徒 6:11 to,te ùpe,balon a;ndraj le,gontaj o[ti VAkhko,amen auvtou/ lalou/ntoj rh̀,mata bla,sfhma eivj Mwu?sh/n kai.
to.n qeo,n\
Then they suborned men, which said, We have heard him speak blasphemous words against Moses, and
against God.
就買出人來說：我們聽見他說謗讟摩西，和神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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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那時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暗暗投擲 到於(他們)男人/丈夫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是這樣

我們現在已經聲聞耳聽 從屬(他)同一者 從屬(他)現正持續發言講說了的 到於(它們)所發表言說 到於(它們)毀謗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摩西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徒 6:12 suneki,nhsa,n te to.n lao.n kai. tou.j presbute,rouj kai. tou.j grammatei/j kai. evpista,ntej sunh,rpasan
auvto.n kai. h;gagon eivj to. sune,drion(
And they stirred up the people, and the elders, and the scribes, and came upon him, and caught him, and
brought him to the council,
他們又聳動了百姓，長老，並文士，就忽然來捉拿他，把他帶到公會去，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聳動 並/又 到於(他)那 到於(他)人民百姓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更年長的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書記文士，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立定站住在上面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完全強奪拿住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帶領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公會，

徒 6:13 e;sthsa,n te ma,rturaj yeudei/j le,gontaj( ~O a;nqrwpoj ou-toj ouv pau,etai lalw/n rh̀,mata kata. tou/ to,pou
tou/ ag̀i,ou Îtou,touÐ kai. tou/ no,mou\
And set up false witnesses, which said, This man ceaseth not to speak blasphemous words against this holy
place, and the law:
設下假見證說：這個人說話，不住的蹧踐聖所和律法；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立定站住 並/又 到於(他們)見證人 到於(他們)說謊作假的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他)那

(他)人 (他)那同一者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停息休止 (他)現正持續發言講說了的 到於(它們)所發表言說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他)那 從屬(他)地點處所 從屬(他)那 從屬(他)聖的 從屬(他)那同一者 並且 從屬(他)那

從屬(他)律法；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立定站住 並/又 到於(他們)見證人 到於(他們)說謊作假的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他)那

(他)人 (他)那同一者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停息休止 到於(它們)所發表言說 到於(它們)毀謗的

(他)現正持續發言講說了的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他)那 從屬(他)地點處所 從屬(他)那 從屬(他)聖的 從屬(他)那同一者

並且 從屬(他)那 從屬(他)律法；

徒 6:14 avkhko,amen ga.r auvtou/ le,gontoj o[ti VIhsou/j ò Nazwrai/oj ou-toj katalu,sei to.n to,pon tou/ton kai.
avlla,xei ta. e;qh a] pare,dwken hm̀i/n Mwu?sh/jÅ
For we have heard him say, that this Jesus of Nazareth shall destroy this place, and shall change the customs
which Moses delivered us.
我們曾聽見他說，這拿撒勒人耶穌，要毀壞此地，也要改變摩西所交給我們的規條。

我們現在已經聲聞耳聽 因為 從屬(他)同一者 從屬(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是這樣 (他)耶穌 (他)那 (他)拿撒勒人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拆毀/歇息 到於(他)那 到於(他)地點處所 到於(他)那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改換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習慣常例 到於(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交付 在對我們

(他)摩西。

徒 6:15 kai. avteni,santej eivj auvto.n pa,ntej oì kaqezo,menoi evn tw/| sunedri,w| ei=don to. pro,swpon auvtou/ ws̀ei.
pro,swpon avgge,louÅ
And all that sat in the council, looking stedfastly on him, saw his face as it had been the face of an angel.
在公會裏坐著的人，都定睛看他，見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專注定睛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同一者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定下來了的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公會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它)那

到於(它)前面的臉面 從屬(他)同一者 正如好像地 到於(它)前面的臉面 從屬(他)使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專注定睛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同一者 (他們)同時一齊地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定下來了的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公會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它)那

到於(它)前面的臉面 從屬(他)同一者 正如好像地 到於(它)前面的臉面 從屬(他)使者。

徒 7:1 Ei=pen de. o` avrciereu,j( Eiv tau/ta ou[twj e;ceiÈ
Then said the high priest, Are these things so?
大祭司就說：這些事果然有麼。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他)那 (他)大祭司， 若是 (它們)那同一者 那同一樣式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他)那 (他)大祭司， 若是 果然如此 (它們)那同一者 那同一樣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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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徒 7:2 ò de. e;fh( :Andrej avdelfoi. kai. pate,rej( avkou,sateÅ ~O qeo.j th/j do,xhj w;fqh tw/| patri. hm̀w/n VAbraa.m
o;nti evn th/| Mesopotami,a| pri.n h' katoikh/sai auvto.n evn Carra.n
And he said, Men, brethren, and fathers, hearken; The God of glory appeared unto our father Abraham, when
he was in Mesopotamia, before he dwelt in Charran,
司提反說：諸位父兄請聽；當日我們的祖宗亞伯拉罕在米所波大米還未住哈蘭的時候，榮耀的神向他顯現，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宣稱傳講， 阿,(他們)男人/丈夫 阿,(他們)弟兄 並且 阿,(他們)父親，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聲聞耳聽。 (他)那 (他)神 從屬(她)那 從屬(她)榮耀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看見注目 在對(他)那

在對(他)父親 從屬我們 在對(他)亞伯拉罕 在對(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米所波大米 在之前地

甚或/或而 那時(也是)要去定居 到於(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哈蘭，

徒 7:3 kai. ei=pen pro.j auvto,n( :Exelqe evk th/j gh/j sou kai. ÎevkÐ th/j suggenei,aj sou( kai. deu/ro eivj th.n gh/n h]n
a;n soi dei,xwÅ
And said unto him, Get thee out of thy country, and from thy kindred, and come into the land which I shall shew
thee.
對他說：『你要離開本地和親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就要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從屬你 並且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親屬 從屬你， 並且 你就要到這裏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到於(她)這個 但凡 在對你 我那時(也是)應該顯示展現。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就要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從屬你 並且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親屬 從屬你， 並且 你就要到這裏

向內進入 到於(她)地土/地 到於(她)這個 但凡 在對你 我將要(持續)顯示展現註1。

註1：“我那時(也是)應該顯示展現”文法上亦可以為“我將要(持續)顯示展現”。

[經文變異WH]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就要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從屬你 並且 從屬(她)那 從屬(她)親屬 從屬你， 並且 你就要到這裏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到於(她)這個 但凡 在對你 我那時(也是)應該顯示展現。

徒 7:4 to,te evxelqw.n evk gh/j Caldai,wn katw,|khsen evn Carra,nÅ kavkei/qen meta. to. avpoqanei/n to.n pate,ra auvtou/
metw,|kisen auvto.n eivj th.n gh/n tau,thn eivj h]n ùmei/j nu/n katoikei/te(
Then came he out of the land of the Chaldaeans, and dwelt in Charran: and from thence, when his father was
dead, he removed him into this land, wherein ye now dwell.
他就離開迦勒底人之地，住在哈蘭；他父親死了以後，神使他從那裏搬到你們現在所住之地；

當那時地 (他)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她)地土/地 從屬(他們)迦勒底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定居 在內 在對(她)哈蘭； 且從那裏地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死去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移居搬遷 到於(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到於(她)那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這個 你們 現在此時地 你們現在持續定居；

徒 7:5 kai. ouvk e;dwken auvtw/| klhronomi,an evn auvth/| ouvde. bh/ma podo.j kai. evphggei,lato dou/nai auvtw/| eivj
kata,scesin auvth.n kai. tw/| spe,rmati auvtou/ metV auvto,n( ouvk o;ntoj auvtw/| te,knouÅ
And he gave him none inheritance in it, no, not so much as to set his foot on: yet he promised that he would give
it to him for a possession, and to his seed after him, when as yet he had no child.
在這地方神並沒有給他產業，連立足之地也沒有給他；但應許要將這地賜給他和他的後裔為業；那時他還沒有兒

子。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她)產業繼承 在內 在對(她)同一者， 然而也不是地

到於(它)審判臺 從屬(他)腳；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應承許諾 那時(也是)要去給與 在對(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持住保有 到於(她)同一者 並且 在對(它)那 在對(它)種裔 從屬(他)同一者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他)同一者， 不是/不 從屬(它)現正持續是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從屬(它)孩子。
[經文變異RT]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她)產業繼承 在內 在對(她)同一者， 然而也不是地

到於(它)審判臺 從屬(他)腳；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應承許諾 在對(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給與 向內進入

到於(她)持住保有 到於(她)同一者 並且 在對(它)那 在對(它)種裔 從屬(他)同一者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他)同一者， 不是/不 從屬(它)現正持續是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從屬(它)孩子。

徒 7:6 evla,lhsen de. ou[twj ò qeo.j o[ti e;stai to. spe,rma auvtou/ pa,roikon evn gh/| avllotri,a| kai. doulw,sousin auvto.
kai. kakw,sousin e;th tetrako,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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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God spake on this wise, That his seed should sojourn in a strange land; and that they should bring them
into bondage, and entreat them evil four hundred years.
神說：他的後裔，必寄居外邦，那裏的人，要叫他們作奴僕，苦待他們四百年。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言講說 然而也 那同一樣式地 (他)那 (他)神， 是這樣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它)那 (它)種裔

從屬(他)同一者 (它)客住寄居的 在內 在對(她)地土/地 在對(她)別人的；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促使成奴僕

到於(它)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傷害苦待 到於(它們)年 到於(它們)四百個。

徒 7:7 kai. to. e;qnoj w-| eva.n douleu,sousin krinw/ evgw,( ò qeo.j ei=pen( kai. meta. tau/ta evxeleu,sontai kai.
latreu,sousi,n moi evn tw/| to,pw| tou,tw|Å
And the nation to whom they shall be in bondage will I judge, said God: and after that shall they come forth, and
serve me in this place.
神又說：使他們作奴僕的那國，我要懲罰，以後他們要出來，在這地方事奉我。

並且 到於(它)那 到於(它)種族邦國 在對(他)這個 但凡若是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作奴僕， 我將要(持續)區別審斷

我， (他)那 (他)神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並且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行事奉 在對我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地點處所 在對(他)那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到於(它)那 到於(它)種族邦國 在對(他)這個 但凡若是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作奴僕， 我將要(持續)區別審斷

我，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那 (他)神， 並且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行事奉 在對我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地點處所 在對(他)那同一者。

徒 7:8 kai. e;dwken auvtw/| diaqh,khn peritomh/j\ kai. ou[twj evge,nnhsen to.n VIsaa.k kai. perie,temen auvto.n th/| hm̀e,ra|
th/| ovgdo,h|( kai. VIsaa.k to.n VIakw,b( kai. VIakw.b tou.j dw,deka patria,rcajÅ
And he gave him the covenant of circumcision: and so Abraham begat Isaac, and circumcised him the eighth
day; and Isaac begat Jacob; and Jacob begat the twelve patriarchs.
神又賜他割禮的約；於是亞伯拉罕生了以撒，第八日給他行了割禮；以撒生雅各，雅各生十二位先祖。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她)遺囑契約 從屬(她)割禮； 並且 那同一樣式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生發成為族類 到於(他)那 到於(他)以撒，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割禮 到於(他)同一者

在對(她)那 在對(她)日子/白日 在對(她)那 在對(她)第八的； 並且 (他)以撒 到於(他)那 到於(他)雅各， 並且 (他)雅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十二個 到於(他們)始祖。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她)遺囑契約 從屬(她)割禮； 並且 那同一樣式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生發成為族類 到於(他)那 到於(他)以撒，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割禮 到於(他)同一者

在對(她)那 在對(她)日子/白日 在對(她)那 在對(她)第八的； 並且 (他)那 (他)以撒 到於(他)那 到於(他)雅各， 並且

(他)那 (他)雅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十二個 到於(他們)始祖。

徒 7:9 Kai. oi` patria,rcai zhlw,santej to.n VIwsh.f avpe,donto eivj Ai;gupton\ kai. h=n ò qeo.j metV auvtou/
And the patriarchs, moved with envy, sold Joseph into Egypt: but God was with him,
先祖嫉妒約瑟，把他賣到埃及去；神卻與他同在，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始祖 (他們)那時(也是)具火熱激昂之情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約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從那裏給與 向內進入 到於(她)埃及；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那 (他)神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同一者，

徒 7:10 kai. evxei,lato auvto.n evk pasw/n tw/n qli,yewn auvtou/ kai. e;dwken auvtw/| ca,rin kai. sofi,an evnanti,on Faraw.
basile,wj Aivgu,ptou kai. kate,sthsen auvto.n hg̀ou,menon evpV Ai;gupton kai. ÎevfvÐ o[lon to.n oi=kon auvtou/Å
And delivered him out of all his afflictions, and gave him favour and wisdom in the sight of Pharaoh king of
Egypt; and he made him governor over Egypt and all his house.
救他脫離一切苦難，又使他在埃及王法老面前，得恩典有智慧；法老就派他作埃及國的宰相兼管全家。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挪開 到於(他)同一者 向外出來 從屬(她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壓迫患難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她)恩典惠意 並且

到於(她)智慧 在當面於前地 從屬(他)法老 從屬(他)君王 從屬(她)埃及；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設立派定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帶領引導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埃及 並且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整個全部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住處家室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經文變異WH]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挪開 到於(他)同一者 向外出來 從屬(她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壓迫患難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她)恩典惠意 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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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於(她)智慧 在當面於前地 從屬(他)法老 從屬(他)君王 從屬(她)埃及；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設立派定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帶領引導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埃及 並且 到於(他)整個全部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住處家室 從屬(他)同一者。

徒 7:11 h=lqen de. limo.j evfV o[lhn th.n Ai;gupton kai. Cana,an kai. qli/yij mega,lh( kai. ouvc hu[riskon corta,smata
oi` pate,rej h̀mw/nÅ
Now there came a dearth over all the land of Egypt and Chanaan, and great affliction: and our fathers found no
sustenance.
後來埃及和迦南全地遭遇饑荒，大受艱難，我們的祖宗，就絕了糧。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然而也 (他)糧食缺乏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整個全部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埃及

並且 到於(她)迦南， 並且 (她)壓迫患難 (她)極大的；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找到尋見 到於(它們)糧草

(他們)那些 (他們)父親 從屬我們。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然而也 (他)糧食缺乏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整個全部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從屬(她)埃及 並且 從屬(她)迦南註1， 並且 (她)壓迫患難 (她)極大的；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找到尋見

到於(它們)糧草 (他們)那些 (他們)父親 從屬我們。

註1：“到於(她)迦南”文法上亦可以為“從屬(她)迦南”。

徒 7:12 avkou,saj de. VIakw.b o;nta siti,a eivj Ai;gupton evxape,steilen tou.j pate,raj hm̀w/n prw/ton\
But when Jacob heard that there was corn in Egypt, he sent out our fathers first.
雅各聽見在埃及有糧，就打發我們的祖宗，初次往那裏去。

(他)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然而也 (他)雅各 到於(它們)現正持續是了的 到於(它們)小穀物麥粒 向內進入

到於(她)埃及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分派差遣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父親 從屬我們 首先地。
[經文變異RT]

(他)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然而也 (他)雅各 到於(它們)現正持續是了的 到於(他們)穀物麥粒 在內 在對(她)埃及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分派差遣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父親 從屬我們 首先地。

徒 7:13 kai. evn tw/| deute,rw| avnegnwri,sqh VIwsh.f toi/j avdelfoi/j auvtou/ kai. fanero.n evge,neto tw/| Faraw. to. ge,noj
Îtou/Ð VIwsh,fÅ
And at the second time Joseph was made known to his brethren; and Joseph's kindred was made known unto
Pharaoh.
第二次約瑟與弟兄們相認，他的親族也被法老知道了。

並且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第二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再向上使成認識知道 (他)約瑟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弟兄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它)促為照亮顯明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對(他)那

在對(他)法老 (它)那 (它)族類 從屬(他)那 從屬(他)約瑟。
[經文變異WH]

並且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第二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使成認識知道 (他)約瑟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弟兄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它)促為照亮顯明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對(他)那 在對(他)法老 (它)那

(它)族類 從屬(他)約瑟。

徒 7:14 avpostei,laj de. VIwsh.f metekale,sato VIakw.b to.n pate,ra auvtou/ kai. pa/san th.n sugge,neian evn yucai/j
eb̀domh,konta pe,nteÅ
Then sent Joseph, and called his father Jacob to him, and all his kindred, threescore and fifteen souls.
約瑟就打發弟兄請父親雅各，和全家七十五個人都來。

(他)那時(也是)分派差遣了的 然而也 (他)約瑟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傳喚召請 到於(他)雅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到於(她)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親屬 在內 在對(她們)生魂意念

在對(她們)七十個 在對(她們)五個。
[經文變異RT]

(他)那時(也是)分派差遣了的 然而也 (他)約瑟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傳喚召請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他)雅各 並且 到於(她)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親屬 從屬(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們)生魂意念 在對(她們)七十個 在對(她們)五個。

徒 7:15 kai. kate,bh VIakw.b eivj Ai;gupton kai. evteleu,thsen auvto.j kai. oi` pate,rej h̀mw/n(
So Jacob went down into Egypt, and died, he, and our fathers,
於是雅各下了埃及，後來他和我們的祖宗都死在那裏。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下行 (他)雅各 向內進入 到於(她)埃及，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命終 (他)同一者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父親 從屬我們；
[經文變異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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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下行 然而也 (他)雅各 向內進入 到於(她)埃及，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命終 (他)同一者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父親 從屬我們；
[經文變異WH]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下行 然而也 (他)雅各 向內進入 到於(她)埃及，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命終 (他)同一者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父親 從屬我們；

徒 7:16 kai. metete,qhsan eivj Suce.m kai. evte,qhsan evn tw/| mnh,mati w-| wvnh,sato VAbraa.m timh/j avrguri,ou para. tw/n
uiẁ/n ~Emmw.r evn Suce,mÅ
And were carried over into Sychem, and laid in the sepulchre that Abraham bought for a sum of money of the
sons of Emmor the father of Sychem.
又被帶到示劍，葬於亞伯拉罕在示劍用銀子從哈抹子孫買來的墳墓裏。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轉置移開 向內進入 到於(她)示劍，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置放擺設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靈堂墓地 在對(它)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付總額價錢 (他)亞伯拉罕 從屬(她)珍貴價值

從屬(它)銀錢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兒子 從屬(他)哈抹 在內 在對(她)示劍。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轉置移開 向內進入 到於(她)示劍，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置放擺設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靈堂墓地 到於(它)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付總額價錢 (他)亞伯拉罕 從屬(她)珍貴價值

從屬(它)銀錢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兒子 從屬(他)哈抹 從屬(他)那 從屬(她)示劍註1。

註1：“在對(她)示劍”文法上亦可以為“從屬(她)示劍”。

徒 7:17 Kaqw.j de. h;ggizen ò cro,noj th/j evpaggeli,aj h-j ẁmolo,ghsen ò qeo.j tw/| VAbraa,m( hu;xhsen ò lao.j kai.
evplhqu,nqh evn Aivgu,ptw|
But when the time of the promise drew nigh, which God had sworn to Abraham, the people grew and multiplied
in Egypt,
及至神應許亞伯拉罕的日期將到，以色列民在埃及興盛眾多，

按照正如地 然而也 他/她/它當時持續靠近 (他)那 (他)時段期間 從屬(她)那 從屬(她)應許 從屬(她)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同意承認 (他)那 (他)神 在對(他)那 在對(他)亞伯拉罕， 他/她/它那時(也是)成長變大 (他)那

(他)人民百姓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增添 在內 在對(她)埃及，
[經文變異RT]

按照正如地 然而也 他/她/它當時持續靠近 (他)那 (他)時段期間 從屬(她)那 從屬(她)應許 從屬(她)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起誓 (他)那 (他)神 在對(他)那 在對(他)亞伯拉罕， 他/她/它那時(也是)成長變大 (他)那

(他)人民百姓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增添 在內 在對(她)埃及，

徒 7:18 a;cri ou- avne,sth basileu.j e[teroj ÎevpV Ai;guptonÐ o]j ouvk h;|dei to.n VIwsh,fÅ
Till another king arose, which knew not Joseph.
直到有不曉得約瑟的新王興起；

直至達到 從屬(它)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 (他)君王 (他)相異不同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埃及，

(他)這個 不是/不 他/她/它當時已經看見察覺 到於(他)那 到於(他)約瑟。
[經文變異RT]

直至達到 從屬(它)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 (他)君王 (他)相異不同的 (他)這個 不是/不

他/她/它當時已經看見察覺 到於(他)那 到於(他)約瑟。

徒 7:19 ou-toj katasofisa,menoj to. ge,noj hm̀w/n evka,kwsen tou.j pate,raj Îhm̀w/nÐ tou/ poiei/n ta. bre,fh e;kqeta
auvtw/n eivj to. mh. zw|ogonei/sqaiÅ
The same dealt subtilly with our kindred, and evil entreated our fathers, so that they cast out their young
children, to the end they might not live.
他用詭計待我們的宗族，苦害我們的祖宗，叫他們丟棄嬰孩，使嬰孩不能存活。

(他)那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以智取勝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族類 從屬我們 他/她/它那時(也是)傷害苦待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父親 從屬我們， 從屬(它)那 現要去持續行出作成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嬰兒

到於(它們)乃置放出來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被行生發成為活活生動。
[經文變異RT]

(他)那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以智取勝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族類 從屬我們 他/她/它那時(也是)傷害苦待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父親 從屬我們， 從屬(它)那 現要去持續行出作成 到於(它們)乃置放出來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嬰兒 從屬(他們)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被行生發成為活活生動。
[經文變異WH]

(他)那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以智取勝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族類 從屬我們 他/她/它那時(也是)傷害苦待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父親， 從屬(它)那 現要去持續行出作成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嬰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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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於(它們)乃置放出來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被行生發成為活活生動。

徒 7:20 evn w-| kairw/| evgennh,qh Mwu?sh/j kai. h=n avstei/oj tw/| qew/|\ o]j avnetra,fh mh/naj trei/j evn tw/| oi;kw| tou/
patro,j(
In which time Moses was born, and was exceeding fair, and nourished up in his father's house three months:
那時，摩西生下來，俊美非凡，在他父親家裏撫養了三個月。

在內 在對(他)這個 在對(他)場合時節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發成為族類 (他)摩西，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文雅俊美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養育長大 到於(他們)月 到於(他們)三個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住處家室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經文變異RT]

在內 在對(他)這個 在對(他)場合時節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發成為族類 (他)摩西，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文雅俊美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養育長大 到於(他們)月 到於(他們)三個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住處家室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從屬(他)同一者；

徒 7:21 evkteqe,ntoj de. auvtou/ avnei,lato auvto.n h` quga,thr Faraw. kai. avneqre,yato auvto.n eàuth/| eivj uìo,nÅ
And when he was cast out, Pharaoh's daughter took him up, and nourished him for her own son.
他被丟棄的時候，法老的女兒拾了去，養為自己的兒子。

從屬(他)那時(也是)被置放出來了的 然而也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挪去 到於(他)同一者 (她)那

(她)女兒 從屬(他)法老，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養育長大 到於(他)同一者 在對(她)同一者自己 向內進入

到於(他)兒子。
[經文變異RT]

到於(他)那時(也是)被置放出來了的 然而也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挪去 到於(他)同一者 (她)那

(她)女兒 從屬(他)法老，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養育長大 到於(他)同一者 在對(她)同一者自己 向內進入

到於(他)兒子。
[經文變異MT]

到於(他)那時(也是)被置放出來了的 然而也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挪去 (她)那 (她)女兒

從屬(他)法老，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養育長大 到於(他)同一者 在對(她)同一者自己 向內進入

到於(他)兒子。

徒 7:22 kai. evpaideu,qh Mwu?sh/j ÎevnÐ pa,sh| sofi,a| Aivgupti,wn( h=n de. dunato.j evn lo,goij kai. e;rgoij auvtou/Å
And Moses was learned in all the wisdom of the Egyptians, and was mighty in words and in deeds.
摩西學了埃及人一切的學問，說話行事，都有才能。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訓練管教 (他)摩西 在內 在對(她)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她)智慧 從屬(他們)埃及人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他)乃能夠可能的 在內 在對(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並且 在對(它們)工作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訓練管教 (他)摩西 在對(她)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她)智慧 從屬(他們)埃及人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他)乃能夠可能的 在內 在對(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並且 在內 在對(它們)工作 。
[經文變異WH]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訓練管教 (他)摩西 在對(她)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她)智慧 從屬(他們)埃及人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他)乃能夠可能的 在內 在對(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並且 在對(它們)工作

從屬(他)同一者。

徒 7:23 ~Wj de. evplhrou/to auvtw/| tesserakontaeth.j cro,noj( avne,bh evpi. th.n kardi,an auvtou/ evpiske,yasqai tou.j
avdelfou.j auvtou/ tou.j uiòu.j VIsrah,lÅ
And when he was full forty years old, it came into his heart to visit his brethren the children of Israel.
他將到四十歲，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

正如地 然而也 他/她/它當時持續被促使成充滿添足 在對(他)同一者 (他)四十年的 (他)時段期間，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上行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內心 從屬(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視察眷顧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弟兄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兒子 從屬(他)以色列。

徒 7:24 kai. ivdw,n tina avdikou,menon hvmu,nato kai. evpoi,hsen evkdi,khsin tw/| kataponoume,nw| pata,xaj to.n
Aivgu,ptionÅ
And seeing one of them suffer wrong, he defended him, and avenged him that was oppressed, and smote the
Egyptian:
到了那裏，見他們一個人受冤屈，就護庇他，為那受欺壓的人報仇，打死了那埃及人。

並且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到於(他)任何什麼 到於(他)現正持續被行不義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遮擋護庇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到於(她)行伸張公平正義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被勞苦力竭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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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那時(也是)敲打擊中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埃及人的。

徒 7:25 evno,mizen de. sunie,nai tou.j avdelfou.j Îauvtou/Ð o[ti ò qeo.j dia. ceiro.j auvtou/ di,dwsin swthri,an auvtoi/j\ oi`
de. ouv sunh/kanÅ
For he supposed his brethren would have understood how that God by his hand would deliver them: but they
understood not.
他以為弟兄必明白神是藉他的手搭救他們；他們卻不明白。

他/她/它當時持續視成慣例而認定 然而也 現要去持續貫通理解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弟兄 從屬(他)同一者

是這樣 (他)那 (他)神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手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給與 到於(她)拯救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貫通理解。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當時持續視成慣例而認定 然而也 現要去持續貫通理解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弟兄 從屬(他)同一者

是這樣 (他)那 (他)神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手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給與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她)拯救；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貫通理解。
[經文變異WH]

他/她/它當時持續視成慣例而認定 然而也 現要去持續貫通理解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弟兄 是這樣 (他)那 (他)神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手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給與 到於(她)拯救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貫通理解。

徒 7:26 th/| te evpiou,sh| hm̀e,ra| w;fqh auvtoi/j macome,noij kai. sunh,llassen auvtou.j eivj eivrh,nhn eivpw,n( :Andrej(
avdelfoi, evste\ ìnati, avdikei/te avllh,loujÈ
And the next day he shewed himself unto them as they strove, and would have set them at one again, saying,
Sirs, ye are brethren; why do ye wrong one to another?
第二天，遇見兩個以色列人爭鬥，就勸他們和睦，說：你們二位是弟兄，為甚麼彼此欺負呢。

並/又 在對(她)現正持續是接著下來了的 在對(她)日子/白日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看見注目 在對(他們)同一者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爭戰搏鬥了的，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調改整和 到於(他們)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和平安寧 (他)那時(也是)發話言說了的， 阿,(他們)男人/丈夫， (他們)弟兄 你們現在持續是； 為什麼呢

你們現在持續行不義 到於(他們)彼此？
[經文變異RT]

並/又 在對(她)現正持續是接著下來了的 在對(她)日子/白日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看見注目 在對(他們)同一者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爭戰搏鬥了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共同促成推動驅使 到於(他們)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和平安寧 (他)那時(也是)發話言說了的， 阿,(他們)男人/丈夫， (他們)弟兄 你們現在持續是 你們； 為什麼呢

你們現在持續行不義 到於(他們)彼此？

徒 7:27 ò de. avdikw/n to.n plhsi,on avpw,sato auvto.n eivpw,n( Ti,j se kate,sthsen a;rconta kai. dikasth.n evfV h̀mw/nÈ
But he that did his neighbour wrong thrust him away, saying, Who made thee a ruler and a judge over us?
那欺負鄰舍的，把他推開說：『誰立你作我們的首領，和審判官呢；

(他)那 然而也 (他)現正持續行不義了的 到於(他)那 在鄰近之處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推開摒棄 到於(他)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發話言說了的， (他)任何什麼呢 到於你 他/她/它那時(也是)設立派定 到於(他)首領 並且

到於(他)公斷仲裁者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我們？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現正持續行不義了的 到於(他)那 在鄰近之處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推開摒棄 到於(他)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發話言說了的， (他)任何什麼呢 到於你 他/她/它那時(也是)設立派定 到於(他)首領 並且

到於(他)公斷仲裁者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我們？

徒 7:28 mh. avnelei/n me su. qe,leij o]n tro,pon avnei/lej evcqe.j to.n Aivgu,ptionÈ
Wilt thou kill me, as thou diddest the Egyptian yesterday?
難道你要殺我，像昨天殺那埃及人麼。』

豈會呢 那時(也是)要去挪去 到於我 你 你現在持續定意， 到於(他)這個 到於(他)運轉模式 你那時(也是)挪去 昨日地

到於(他)那 到於(他)埃及人的？

徒 7:29 e;fugen de. Mwu?sh/j evn tw/| lo,gw| tou,tw| kai. evge,neto pa,roikoj evn gh/| Madia,m( ou- evge,nnhsen uìou.j du,oÅ
Then fled Moses at this saying, and was a stranger in the land of Madian, where he begat two sons.
摩西聽見這話就逃走了，寄居於米甸；在那裏生了兩個兒子。

他/她/它那時(也是)逃離走避 然而也 (他)摩西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在對(他)那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他)客住寄居的 在內 在對(她)地土/地 從屬(他)米甸， 在這裏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生發成為族類 到於(他們)兒子 到於(他們)二個/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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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 7:30 Kai. plhrwqe,ntwn evtw/n tessera,konta w;fqh auvtw/| evn th/| evrh,mw| tou/ o;rouj Sina/ a;ggeloj evn flogi.
puro.j ba,touÅ
And when forty years were expired, there appeared to him in the wilderness of mount Sina an angel of the Lord
in a flame of fire in a bush.
過了四十年，在西乃山的曠野，有一位天使，從荊棘火焰中，向摩西顯現。

並且 從屬(它們)那時(也是)被促使成充滿添足了的 從屬(它們)年 從屬(它們)四十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看見注目

在對(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孤獨荒涼的 從屬(它)那 從屬(它)高山 從屬(它)西乃 (他)使者 在內

在對(她)火焰 從屬(它)火 從屬(他)荊棘灌木。
[經文變異RT]

並且 從屬(它們)那時(也是)被促使成充滿添足了的 從屬(它們)年 從屬(它們)四十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看見注目

在對(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孤獨荒涼的 從屬(它)那 從屬(它)高山 從屬(它)西乃 (他)使者 從屬(他)主人

在內 在對(她)火焰 從屬(它)火 從屬(他)荊棘灌木。

徒 7:31 ò de. Mwu?sh/j ivdw.n evqau,mazen to. o[rama( prosercome,nou de. auvtou/ katanoh/sai evge,neto fwnh. kuri,ou(
When Moses saw it, he wondered at the sight: and as he drew near to behold it, the voice of the Lord came unto
him,
摩西見了那異象，便覺希奇；正進前觀看的時候，有主的聲音說：

(他)那 然而也 (他)摩西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希奇 到於(它)那 到於(它)景觀異象；

從屬(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了的 然而也 從屬(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仔細觀察了解，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她)聲音 從屬(他)主人，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摩西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希奇 到於(它)那 到於(它)景觀異象；

從屬(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了的 然而也 從屬(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仔細觀察了解，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她)聲音 從屬(他)主人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WH]

(他)那 然而也 (他)摩西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希奇 到於(它)那 到於(它)景觀異象；

從屬(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了的 然而也 從屬(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仔細觀察了解，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她)聲音 從屬(他)主人，

徒 7:32 VEgw. ò qeo.j tw/n pate,rwn sou( ò qeo.j VAbraa.m kai. VIsaa.k kai. VIakw,bÅ e;ntromoj de. geno,menoj Mwu?sh/j
ouvk evto,lma katanoh/saiÅ
Saying, I am the God of thy fathers, the God of Abraham, and the God of Isaac, and the God of Jacob. Then
Moses trembled, and durst not behold.
『我是你列祖的神，就是亞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戰戰兢兢，不敢觀看。

我 (他)那 (他)神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父親 從屬你， (他)那 (他)神 從屬(他)亞伯拉罕 並且 從屬(他)以撒 並且

從屬(他)雅各。 (他)在內懼怕戰兢的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他)摩西 不是/不

他/她/它當時持續斗膽冒險 那時(也是)要去仔細觀察了解。
[經文變異RT]

我 (他)那 (他)神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父親 從屬你， (他)那 (他)神 從屬(他)亞伯拉罕 並且 (他)那 (他)神

從屬(他)以撒 並且 (他)那 (他)神 從屬(他)雅各。 (他)在內懼怕戰兢的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他)摩西 不是/不 他/她/它當時持續斗膽冒險 那時(也是)要去仔細觀察了解。

徒 7:33 ei=pen de. auvtw/| o` ku,rioj( Lu/son to. ùpo,dhma tw/n podw/n sou( ò ga.r to,poj evfV w-| e[sthkaj gh/ àgi,a evsti,nÅ
Then said the Lord to him, Put off thy shoes from thy feet: for the place where thou standest is holy ground.
主對他說：『把你腳上的鞋脫下來；因為你所站之地是聖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主人， 你那時(也是)就要鬆綁脫解 到於(它)那

到於(它)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腳 從屬你； (他)那 因為 (他)地點處所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這個

你現在已經立定站住， (她)地土/地 (她)聖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主人， 你那時(也是)就要鬆綁脫解 到於(它)那

到於(它)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腳 從屬你； (他)那 因為 (他)地點處所 在內 在對(他)這個

你現在已經立定站住， (她)地土/地 (她)聖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徒 7:34 ivdw.n ei=don th.n ka,kwsin tou/ laou/ mou tou/ evn Aivgu,ptw| kai. tou/ stenagmou/ auvtw/n h;kousa( kai. kate,bhn
evxele,sqai auvtou,j\ kai. nu/n deu/ro avpostei,lw se eivj Ai;guptonÅ
I have seen, I have seen the affliction of my people which is in Egypt, and I have heard their groaning, and am
come down to deliver them. And now come, I will send thee into Egy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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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實在看見了；他們悲歎的聲音，我也聽見了；我下來要救他們，你來，我要差你

往埃及去。』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她)那 到於(她)傷害苦待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民百姓 從屬我

從屬(他)那 在內 在對(她)埃及， 並且 從屬(他)那 從屬(他)歎息 從屬(他們)同一者 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並且

我那時(也是)向下行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挪開 到於(他們)同一者； 並且 現在此時地 你就要到這裏，

我那時(也是)應該分派差遣 到於你 向內進入 到於(她)埃及。
[經文變異RT]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她)那 到於(她)傷害苦待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民百姓 從屬我

從屬(他)那 在內 在對(她)埃及， 並且 從屬(他)那 從屬(他)歎息 從屬(他們)同一者 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並且

我那時(也是)向下行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挪開 到於(他們)同一者； 並且 現在此時地 你就要到這裏，

我將要(持續)分派差遣 到於你 向內進入 到於(她)埃及。
[經文變異WH]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她)那 到於(她)傷害苦待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民百姓 從屬我

從屬(他)那 在內 在對(她)埃及， 並且 從屬(他)那 從屬(他)歎息 從屬(他)同一者 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並且

我那時(也是)向下行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挪開 到於(他們)同一者； 並且 現在此時地 你就要到這裏，

我那時(也是)應該分派差遣 到於你 向內進入 到於(她)埃及。

徒 7:35 Tou/ton to.n Mwu?sh/n( o]n hvrnh,santo eivpo,ntej( Ti,j se kate,sthsen a;rconta kai. dikasth,nÈ tou/ton ò qeo.j
Îkai.Ð a;rconta kai. lutrwth.n avpe,stalken su.n ceiri. avgge,lou tou/ ovfqe,ntoj auvtw/| evn th/| ba,tw|Å
This Moses whom they refused, saying, Who made thee a ruler and a judge? the same did God send to be a
ruler and a deliverer by the hand of the angel which appeared to him in the bush.
這摩西，就是百姓棄絕說，誰立你作我們的首領，和審判官的；神卻藉那在荊棘中顯現之使者的手，差派他作首

領，作救贖的。

到於(他)那同一者 到於(他)那 到於(他)摩西 到於(他)這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否認拒絕

(他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了的， (他)任何什麼呢 到於你 他/她/它那時(也是)設立派定 到於(他)首領 並且

到於(他)公斷仲裁者？ 到於(他)那同一者 (他)那 (他)神 並且 到於(他)首領 並且 到於(他)救贖者

他/她/它現在已經分派差遣 共同一起 在對(她)手 從屬(他)使者 從屬(他)那 從屬(他)那時(也是)被看見注目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荊棘灌木。
[經文變異RT]

到於(他)那同一者 到於(他)那 到於(他)摩西 到於(他)這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否認拒絕

(他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了的， (他)任何什麼呢 到於你 他/她/它那時(也是)設立派定 到於(他)首領 並且

到於(他)公斷仲裁者？ 到於(他)那同一者 (他)那 (他)神 到於(他)首領 並且 到於(他)救贖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在內 在對(她)手 從屬(他)使者 從屬(他)那 從屬(他)那時(也是)被看見注目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荊棘灌木。

徒 7:36 ou-toj evxh,gagen auvtou.j poih,saj te,rata kai. shmei/a evn gh/| Aivgu,ptw| kai. evn VEruqra/| Qala,ssh| kai. evn th/|
evrh,mw| e;th tessera,kontaÅ
He brought them out, after that he had shewed wonders and signs in the land of Egypt, and in the Red sea, and
in the wilderness forty years.
這人領百姓出來，在埃及，在紅海，在曠野，四十年間行了奇事神蹟。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帶領出來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行出作成了的 到於(它們)奇事預兆

並且 到於(它們)識別之表記徵兆 在內 在對(她)地土/地 在對(她)埃及 並且 在內 在對(她)紅的 在對(她)海 並且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孤獨荒涼的 到於(它們)年 到於(它們)四十個。
[經文變異RT]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帶領出來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行出作成了的 到於(它們)奇事預兆

並且 到於(它們)識別之表記徵兆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埃及 並且 在內 在對(她)紅的 在對(她)海 並且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孤獨荒涼的 到於(它們)年 到於(它們)四十個。

徒 7:37 ou-to,j evstin ò Mwu?sh/j ò ei;paj toi/j uiòi/j VIsrah,l( Profh,thn ùmi/n avnasth,sei ò qeo.j evk tw/n avdelfw/n
um̀w/n wj̀ evme,Å
This is that Moses, which said unto the children of Israel, A prophet shall the Lord your God raise up unto you of
your brethren, like unto me; him shall ye hear.
那曾對以色列人說：『神要從你們弟兄中間，給你們興起一位先知像我的，』就是這位摩西。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摩西 (他)那 (他)那時(也是)發話言說了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兒子

從屬(他)以色列， 到於(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在對你們 他/她/它將要(持續)再站立起來 (他)那 (他)神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弟兄 從屬你們 正如地 到於"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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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變異RT]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摩西 (他)那 (他)那時(也是)發話言說了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兒子

從屬(他)以色列， 到於(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在對你們 他/她/它將要(持續)再站立起來 (他)主人 (他)那 (他)神

從屬你們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弟兄 從屬你們 正如地 到於"我"； 從屬(他)同一者

你們將要(持續)讓自己聲聞耳聽。
[經文變異MT]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摩西 (他)那 (他)那時(也是)發話言說了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兒子

從屬(他)以色列， 到於(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在對你們 他/她/它將要(持續)再站立起來 (他)主人 (他)那 (他)神

從屬我們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弟兄 從屬你們 正如地 到於"我"。

徒 7:38 ou-to,j evstin ò geno,menoj evn th/| evkklhsi,a| evn th/| evrh,mw| meta. tou/ avgge,lou tou/ lalou/ntoj auvtw/| evn tw/|
o;rei Sina/ kai. tw/n pate,rwn hm̀w/n( o]j evde,xato lo,gia zw/nta dou/nai h̀mi/n(
This is he, that was in the church in the wilderness with the angel which spake to him in the mount Sina, and
with our fathers: who received the lively oracles to give unto us:
這人曾在曠野會中，和西乃山上與那對他說話的天使同在，又與我們的祖宗同在，並且領受活潑的聖言傳給我們

。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傳召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孤獨荒涼的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那 從屬(他)使者 從屬(他)那

從屬(他)現正持續發言講說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高山 在對(它)西乃 並且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父親 從屬我們； (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接納領受 到於(它們)神諭聖言

到於(它們)現正持續活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給與 在對我們；
[經文變異WH]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傳召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孤獨荒涼的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那 從屬(他)使者 從屬(他)那

從屬(他)現正持續發言講說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高山 在對(它)西乃 並且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父親 從屬我們； (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接納領受 到於(它們)神諭聖言

到於(它們)現正持續活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給與 在對你們；

徒 7:39 w-| ouvk hvqe,lhsan ùph,kooi gene,sqai oì pate,rej hm̀w/n( avlla. avpw,santo kai. evstra,fhsan evn tai/j kardi,aij
auvtw/n eivj Ai;gupton
To whom our fathers would not obey, but thrust him from them, and in their hearts turned back again into Egypt,
我們的祖宗不肯聽從，反棄絕他，心裏歸向埃及，

在對(他)這個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定意 (他們)留心聽從的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生發成為 (他們)那些

(他們)父親 從屬我們， 但乃是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推開摒棄，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轉動翻轉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內心 從屬(他們)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埃及，
[經文變異RT]

在對(他)這個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定意 (他們)留心聽從的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生發成為 (他們)那些

(他們)父親 從屬我們， 但乃是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推開摒棄，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轉動翻轉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內心 從屬(他們)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埃及，
[經文變異MT]

在對(他)這個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定意 (他們)留心聽從的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生發成為 (他們)那些

(他們)父親 從屬我們， 但乃是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推開摒棄，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轉動翻轉

在對(她)那 在對(她)內心 從屬(他們)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埃及，

徒 7:40 eivpo,ntej tw/| VAarw,n( Poi,hson hm̀i/n qeou.j oi] proporeu,sontai h̀mw/n\ ò ga.r Mwu?sh/j ou-toj( o]j evxh,gagen
hm̀a/j evk gh/j Aivgu,ptou( ouvk oi;damen ti, evge,neto auvtw/|Å
Saying unto Aaron, Make us gods to go before us: for as for this Moses, which brought us out of the land of
Egypt, we wot not what is become of him.
對亞倫說：『你且為我們造些神像，在我們前面引路；因為領我們出埃及地的那個摩西，我們不知道他遭了甚麼

事。』

(他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了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亞倫， 你那時(也是)就要行出作成 在對我們 到於(他們)神

(他們)這些個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在前面行去 從屬我們； (他)那 因為 (他)摩西 (他)那同一者， (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帶領出來 到於我們 向外出來 從屬(她)地土/地 從屬(她)埃及， 不是/不

我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對(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了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亞倫， 你那時(也是)就要行出作成 在對我們 到於(他們)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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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這些個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在前面行去 從屬我們； (他)那 因為 (他)摩西 (他)那同一者， (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帶領出來 到於我們 向外出來 從屬(她)地土/地 從屬(她)埃及， 不是/不

我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已經生發成為 在對(他)同一者。

徒 7:41 kai. evmoscopoi,hsan evn tai/j hm̀e,raij evkei,naij kai. avnh,gagon qusi,an tw/| eivdw,lw| kai. euvfrai,nonto evn toi/j
e;rgoij tw/n ceirw/n auvtw/nÅ
And they made a calf in those days, and offered sacrifice unto the idol, and rejoiced in the works of their own
hands.
那時，他們造了一個牛犢，又拿祭物獻給那像，歡喜自己手中的工作。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行出作成小公牛犢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日子/白日 在對(她們)在那裏的那個，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上帶領 到於(她)犧牲祭物 在對(它)那 在對(它)偶像，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被促為歡悅愉快 在內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工作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手

從屬(他們)同一者。

徒 7:42 e;streyen de. ò qeo.j kai. pare,dwken auvtou.j latreu,ein th/| stratia/| tou/ ouvranou/ kaqw.j ge,graptai evn
bi,blw| tw/n profhtw/n( Mh. sfa,gia kai. qusi,aj proshne,gkate, moi e;th tessera,konta evn th/| evrh,mw|( oi=koj
VIsrah,lÈ
Then God turned, and gave them up to worship the host of heaven; as it is written in the book of the prophets, O
ye house of Israel, have ye offered to me slain beasts and sacrifices by the space of forty years in the
wilderness?
神就轉臉不顧，任憑他們事奉天上的日月星辰，正如先知書上所寫的說：『以色列家阿，你們四十年間在曠野，

豈是將犧牲和祭物獻給我麼。

他/她/它那時(也是)轉動翻轉 然而也 (他)那 (他)神，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交付 到於(他們)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行事奉 在對(她)那 在對(她)大軍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在內 在對(她)書卷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豈會呢 到於(它們)受殺戮屠宰之祭牲 並且

到於(她們)犧牲祭物 你們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負載攜帶 在對我 到於(它們)年 到於(它們)四十個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孤獨荒涼的， (他)住處家室 從屬(他)以色列？

徒 7:43 kai. avnela,bete th.n skhnh.n tou/ Mo,loc kai. to. a;stron tou/ qeou/ Îùmw/nÐ ~Raifa,n( tou.j tu,pouj ou]j
evpoih,sate proskunei/n auvtoi/j( kai. metoikiw/ ùma/j evpe,keina Babulw/nojÅ
Yea, ye took up the tabernacle of Moloch, and the star of your god Remphan, figures which ye made to worship
them: and I will carry you away beyond Babylon.
你們抬著摩洛的帳幕，和理番神的星；就是你們所造為要敬拜的像；因此，我要把你們遷到巴比倫外去。』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向上拿取 到於(她)那 到於(她)帳幕 從屬(他)那 從屬(他)摩洛 並且 到於(它)那 到於(它)星群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從屬你們 從屬(他)理番，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印模樣本 到於(他們)這些個

你們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現要去持續敬拜 在對(他們)同一者； 並且 我將要(持續)移居搬遷 到於你們 超過那邊地

從屬(她)巴比倫。
[經文變異WH]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向上拿取 到於(她)那 到於(她)帳幕 從屬(他)那 從屬(他)摩洛 並且 到於(它)那 到於(它)星群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從屬(他)理番，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印模樣本 到於(他們)這些個 你們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現要去持續敬拜 在對(他們)同一者； 並且 我將要(持續)移居搬遷 到於你們 超過那邊地 從屬(她)巴比倫。

徒 7:44 ~H skhnh. tou/ marturi,ou h=n toi/j patra,sin hm̀w/n evn th/| evrh,mw| kaqw.j dieta,xato ò lalw/n tw/| Mwu?sh/|
poih/sai auvth.n kata. to.n tu,pon o]n èwra,kei\
Our fathers had the tabernacle of witness in the wilderness, as he had appointed, speaking unto Moses, that he
should make it according to the fashion that he had seen.
我們的祖宗在曠野，有法櫃的帳幕，是神吩咐摩西叫他照所看見的樣式作的。

(她)那 (她)帳幕 從屬(它)那 從屬(它)見證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父親 從屬我們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孤獨荒涼的，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制定定規 (他)那 (他)現正持續發言講說了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摩西 那時(也是)要去行出作成 到於(她)同一者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那 到於(他)印模樣本

到於(他)這個 他/她/它當時已經看見清楚；

徒 7:45 h]n kai. eivsh,gagon diadexa,menoi oì pate,rej hm̀w/n meta. VIhsou/ evn th/| katasce,sei tw/n evqnw/n( w-n evxw/sen
ò qeo.j avpo. prosw,pou tw/n pate,rwn h̀mw/n e[wj tw/n hm̀erw/n Daui,d(
Which also our fathers that came after brought in with Jesus into the possession of the Gentiles, whom God
drave out before the face of our fathers, unto the days of David;
這帳幕，我們的祖宗相繼承受，當神在他們面前趕出外邦人去的時候，他們同約書亞把帳幕搬進承受為業之地，

直存到大衛的日子。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  簡易閲讀版  790

790

到於(她)這個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內帶領進入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承繼接受了的 (他們)那些 (他們)父親

從屬我們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耶穌[在此為舊約之約書亞]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持住保有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種族邦國， 從屬(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推趕驅逐 (他)那 (他)神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前面的臉面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父親 從屬我們 一直直到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日子/白日 從屬(他)大衛；

徒 7:46 o]j eu-ren ca,rin evnw,pion tou/ qeou/ kai. hv|th,sato eùrei/n skh,nwma tw/| oi;kw| VIakw,bÅ
Who found favour before God, and desired to find a tabernacle for the God of Jacob.
大衛在神面前蒙恩，祈求為雅各的神預備居所；

(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找到尋見 到於(她)恩典惠意 在面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索問要求 那時(也是)要去找到尋見 到於(它)營地帳棚 在對(他)那 在對(他)住處家室

從屬(他)雅各。
[經文變異RT][經文變異WH]

(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找到尋見 到於(她)恩典惠意 在面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索問要求 那時(也是)要去找到尋見 到於(它)營地帳棚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從屬(他)雅各。

徒 7:47 Solomw/n de. oivkodo,mhsen auvtw/| oi=konÅ
But Solomon built him an house.
卻是所羅門為神造成殿宇。

(他)所羅門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營建修造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他)住處家室。

徒 7:48 avllV ouvc ò u[yistoj evn ceiropoih,toij katoikei/( kaqw.j ò profh,thj le,gei(
Howbeit the most High dwelleth not in temples made with hands; as saith the prophet,
其實至高者並不住人手所造的；就如先知所言：

但乃是 不是/不 (他)那 (他)至高的 在內 在對(他們)為手行出作成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定居； 按照正如地 (他)那

(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經文變異RT]

但乃是 不是/不 (他)那 (他)至高的 在內 在對(他們)為手行出作成的 在對(他們)殿宇 他/她/它現在持續定居；

按照正如地 (他)那 (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徒 7:49 ~O ouvrano,j moi qro,noj( h` de. gh/ ùpopo,dion tw/n podw/n mou\ poi/on oi=kon oivkodomh,sete, moi( le,gei
ku,rioj( h' ti,j to,poj th/j katapau,sew,j mouÈ
Heaven is my throne, and earth is my footstool: what house will ye build me? saith the Lord: or what is the place
of my rest?
『主說：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腳凳；你們要為我造何等的殿宇，那裏是我安息的地方呢；

(他)那 (他)天空/天 在對我 (他)寶座， (她)那 然而也 (她)地土/地 (它)腳凳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腳 從屬我；

到於(他)什麼樣呢 到於(他)住處家室 你們將要(持續)營建修造 在對我？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他)主人， 甚或/或而

(他)任何什麼呢 (他)地點處所 從屬(她)那 從屬(她)安歇止息 從屬我？
[經文變異WH]

(他)那 (他)天空/天 在對我 (他)寶座， 並且 (她)那 (她)地土/地 (它)腳凳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腳 從屬我；

到於(他)什麼樣呢 到於(他)住處家室 你們將要(持續)營建修造 在對我？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他)主人， 甚或/或而

(他)任何什麼呢 (他)地點處所 從屬(她)那 從屬(她)安歇止息 從屬我？

徒 7:50 ouvci. h` cei,r mou evpoi,hsen tau/ta pa,ntaÈ
Hath not my hand made all these things?
這一切不都是我手所造的麼。』

豈不是呢 (她)那 (她)手 從屬我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徒 7:51 Sklhrotra,chloi kai. avperi,tmhtoi kardi,aij kai. toi/j wvsi,n( um̀ei/j avei. tw/| pneu,mati tw/| àgi,w| avntipi,ptete
wj̀ oi` pate,rej ùmw/n kai. ùmei/jÅ
Ye stiffnecked and uncircumcised in heart and ears, ye do always resist the Holy Ghost: as your fathers did, so
do ye.
你們這硬著頸項，心與耳未受割禮的人，常時抗拒聖靈；你們的祖宗怎樣，你們也怎樣。

阿,(他們)硬著頸項的 並且 阿,(他們)乃未行割禮的 在對(她們)內心 並且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耳朵， 你們

總是時常地 在對(它)那 在對(它)靈/風 在對(它)那 在對(它)聖的 你們現在持續抗拒； 正如地 (他們)那些 (他們)父親

從屬你們， 並且 你們。
[經文變異RT]

阿,(他們)硬著頸項的 並且 阿,(他們)乃未行割禮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內心 並且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耳朵，

你們 總是時常地 在對(它)那 在對(它)靈/風 在對(它)那 在對(它)聖的 你們現在持續抗拒； 正如地 (他們)那些

(他們)父親 從屬你們， 並且 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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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 7:52 ti,na tw/n profhtw/n ouvk evdi,wxan oì pate,rej ùmw/nÈ kai. avpe,kteinan tou.j prokataggei,lantaj peri. th/j
evleu,sewj tou/ dikai,ou( ou- nu/n ùmei/j prodo,tai kai. fonei/j evge,nesqe(
Which of the prophets have not your fathers persecuted? and they have slain them which shewed before of the
coming of the Just One; of whom ye have been now the betrayers and murderers:
那一個先知，不是你們祖宗逼迫呢；他們也把預先傳說那義者要來的人殺了；如今你們又把那義者賣了，殺了。

到於(他)任何什麼呢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追趕迫求 (他們)那些

(他們)父親 從屬你們？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殺害除掉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那時(也是)預先發佈傳揚了的

<在周圍>關於 從屬(她)那 從屬(她)到臨 從屬(他)那 從屬(他)具公平正義的； 從屬(他)這個 現在此時地 你們

(他們)出賣者 並且 (他們)謀害凶殺者 你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經文變異RT]

到於(他)任何什麼呢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追趕迫求 (他們)那些

(他們)父親 從屬你們？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殺害除掉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那時(也是)預先發佈傳揚了的

<在周圍>關於 從屬(她)那 從屬(她)到臨 從屬(他)那 從屬(他)具公平正義的； 從屬(他)這個 現在此時地 你們

(他們)出賣者 並且 (他們)謀害凶殺者 你們現在已經被生發成為；

徒 7:53 oi[tinej evla,bete to.n no,mon eivj diataga.j avgge,lwn kai. ouvk evfula,xateÅ
Who have received the law by the disposition of angels, and have not kept it.
你們受了天使所傳的律法，竟不遵守。

(他們)這個任何什麼 你們那時(也是)拿取 到於(他)那 到於(他)律法 向內進入 到於(她們)部署制定 從屬(他們)使者，

並且 不是/不 你們那時(也是)看管守護。

徒 7:54 VAkou,ontej de. tau/ta diepri,onto tai/j kardi,aij auvtw/n kai. e;brucon tou.j ovdo,ntaj evpV auvto,nÅ
When they heard these things, they were cut to the heart, and they gnashed on him with their teeth.
眾人聽見這話，就極其惱怒，向司提反咬牙切齒。

(他們)現正持續聲聞耳聽了的 然而也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被激發憤怒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內心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磨齒咬牙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牙齒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同一者。

徒 7:55 ùpa,rcwn de. plh,rhj pneu,matoj ag̀i,ou avteni,saj eivj to.n ouvrano.n ei=den do,xan qeou/ kai. VIhsou/n es̀tw/ta evk
dexiw/n tou/ qeou/
But he, being full of the Holy Ghost, looked up stedfastly into heaven, and saw the glory of God, and Jesus
standing on the right hand of God,
但司提反被聖靈充滿，定睛望天，看見神的榮耀，又看見耶穌站在神的右邊；

(他)現正持續源屬具有了的 然而也 (他)充滿添足的 從屬(它)靈/風 從屬(它)聖的， (他)那時(也是)專注定睛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天空/天 他/她/它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她)榮耀 從屬(他)神 並且 到於(他)耶穌

到於(他)現在已經立定站住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右手邊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徒 7:56 kai. ei=pen( VIdou. qewrw/ tou.j ouvranou.j dihnoigme,nouj kai. to.n uiò.n tou/ avnqrw,pou evk dexiw/n èstw/ta tou/
qeou/Å
And said, Behold, I see the heavens opened, and the Son of man standing on the right hand of God.
就說：我看見天開了，人子站在神的右邊。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我現在持續行定睛觀看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天空/天 到於(他們)現在已經被徹底地向上開啟打開了的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右手邊的 到於(他)現在已經立定站住了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我現在持續行定睛觀看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天空/天 到於(他們)現在已經被向上開啟打開了的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右手邊的 到於(他)現在已經立定站住了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徒 7:57 kra,xantej de. fwnh/| mega,lh| sune,scon ta. w=ta auvtw/n kai. w[rmhsan òmoqumado.n evpV auvto.n
Then they cried out with a loud voice, and stopped their ears, and ran upon him with one accord,
眾人大聲喊叫，摀著耳朵，齊心擁上前去；

(他們)那時(也是)嘶聲吶喊了的 然而也 在對(她)聲音 在對(她)極大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握緊擠壓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耳朵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有暴發啟動 同心一致地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同一者；

徒 7:58 kai. evkbalo,ntej e;xw th/j po,lewj evliqobo,lounÅ kai. oi` ma,rturej avpe,qento ta. im̀a,tia auvtw/n para. tou.j
po,daj neani,ou kaloume,nou Sau,lou(
And cast him out of the city, and stoned him: and the witnesses laid down their clothes at a young man's f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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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se name was Saul.
把他推到城外，用石頭打他；作見證的人，把衣裳放在一個少年人名叫掃羅的腳前。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向外投擲出來了的 在外面地 從屬(她)那 從屬(她)城邑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以投擲石頭打死。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見證人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置開移掉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衣服 從屬(他們)同一者

<在旁邊>到旁邊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腳 從屬(他)年輕人[約25~40歲] 從屬(他)現正持續被促請召喚了的

從屬(他)掃羅。
[經文變異MT]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向外投擲出來了的 在外面地 從屬(她)那 從屬(她)城邑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以投擲石頭打死。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見證人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置開移掉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衣服 <在旁邊>到旁邊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腳 從屬(他)年輕人[約25~40歲] 從屬(他)現正持續被促請召喚了的 從屬(他)掃羅。

徒 7:59 kai. evliqobo,loun to.n Ste,fanon evpikalou,menon kai. le,gonta( Ku,rie VIhsou/( de,xai to. pneu/ma, mouÅ
And they stoned Stephen, calling upon God, and saying, Lord Jesus, receive my spirit.
他們正用石頭打的時候，司提反呼籲主說：求主耶穌接收我的靈魂。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以投擲石頭打死 到於(他)那 到於(他)司提反 到於(他)現正持續讓自己召告稱呼了的 並且

到於(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阿,(他)主人 阿,(他)耶穌，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接納領受 到於(它)那 到於(它)靈/風

從屬我。

徒 7:60 qei.j de. ta. go,nata e;kraxen fwnh/| mega,lh|( Ku,rie( mh. sth,sh|j auvtoi/j tau,thn th.n am̀arti,anÅ kai. tou/to
eivpw.n evkoimh,qhÅ
And he kneeled down, and cried with a loud voice, Lord, lay not this sin to their charge. And when he had said
this, he fell asleep.
又跪下大聲喊著說：主阿，不要將這罪歸於他們。說了這話，就睡了；掃羅也喜悅他被害。

(他)那時(也是)置放擺設了的 然而也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膝蓋 他/她/它那時(也是)嘶聲吶喊 在對(她)聲音

在對(她)極大的， 阿,(他)主人， 不會/不要 你那時(也是)應該立定站住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她)那同一者

到於(她)那 到於(她)罪。 並且 到於(它)那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發話言說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安置入睡。
[經文變異RT]

(他)那時(也是)置放擺設了的 然而也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膝蓋 他/她/它那時(也是)嘶聲吶喊 在對(她)聲音

在對(她)極大的， 阿,(他)主人， 不會/不要 你那時(也是)應該立定站住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她)那 到於(她)罪

到於(她)那同一者。 並且 到於(它)那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發話言說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安置入睡。

徒 8:1 Sau/loj de. h=n suneudokw/n th/| avnaire,sei auvtou/Å VEge,neto de. evn evkei,nh| th/| h̀me,ra| diwgmo.j me,gaj evpi. th.n
evkklhsi,an th.n evn ~Ierosolu,moij( pa,ntej de. diespa,rhsan kata. ta.j cw,raj th/j VIoudai,aj kai. Samarei,aj plh.n
tw/n avposto,lwnÅ
And Saul was consenting unto his death. And at that time there was a great persecution against the church
which was at Jerusalem; and they were all scattered abroad throughout the regions of Judaea and Samaria,
except the apostles.
從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會，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門徒都分散在猶太和撒瑪利亞各處。

(他)掃羅 然而也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現正持續共同歡愉認可了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挪去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然而也 在內 在對(她)在那裏的那個 在對(她)那 在對(她)日子/白日 (他)追趕逼迫

(他)極大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傳召 到於(她)那 在內 在對(它們)耶路撒冷；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到處散佈播撒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地域 從屬(她)那

從屬(她)猶太地方 並且 從屬(她)撒瑪利亞， 超出之外地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經文變異RT]

(他)掃羅 然而也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現正持續共同歡愉認可了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挪去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然而也 在內 在對(她)在那裏的那個 在對(她)那 在對(她)日子/白日 (他)追趕逼迫

(他)極大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傳召 到於(她)那 在內 在對(它們)耶路撒冷；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並/又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到處散佈播撒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地域 從屬(她)那

從屬(她)猶太地方 並且 從屬(她)撒瑪利亞， 超出之外地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徒 8:2 suneko,misan de. to.n Ste,fanon a;ndrej euvlabei/j kai. evpoi,hsan kopeto.n me,gan evpV auvtw/|Å
And devout men carried Stephen to his burial, and made great lamentation over him.
有虔誠的人，把司提反埋葬了，為他捶胸大哭。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共同提取照理 然而也 到於(他)那 到於(他)司提反 (他們)男人/丈夫 (他們)慎重虔敬的，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到於(他)捶胸哀痛 到於(他)極大的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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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共同提取照理 然而也 到於(他)那 到於(他)司提反 (他們)男人/丈夫 (他們)慎重虔敬的，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行出作成 到於(他)捶胸哀痛 到於(他)極大的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同一者。

徒 8:3 Sau/loj de. evlumai,neto th.n evkklhsi,an kata. tou.j oi;kouj eivsporeuo,menoj( su,rwn te a;ndraj kai. gunai/kaj
paredi,dou eivj fulakh,nÅ
As for Saul, he made havock of the church, entering into every house, and haling men and women committed
them to prison.
掃羅卻殘害教會，進各人的家，拉著男女下在監裏。

(他)掃羅 然而也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污辱猥褻 到於(她)那 到於(她)傳召，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住處家室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向內行去了的， (他)現正持續牽拉拖拽了的 並/又 到於(他們)男人/丈夫

並且 到於(她們)女人 他/她/它當時持續交付 向內進入 到於(她)夜更/監獄。

徒 8:4 Oi` me.n ou=n diaspare,ntej dih/lqon euvaggelizo,menoi to.n lo,gonÅ
Therefore they that were scattered abroad went every where preaching the word.
那些分散的人，往各處去傳道。

(他們)那些 的確 這樣 (他們)那時(也是)被到處散佈播撒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橫過穿越，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傳福音佳訊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徒 8:5 Fi,lippoj de. katelqw.n eivj Îth.nÐ po,lin th/j Samarei,aj evkh,russen auvtoi/j to.n Cristo,nÅ
Then Philip went down to the city of Samaria, and preached Christ unto them.
腓利下撒瑪利亞城去，宣講基督。

(他)腓利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向下到來前往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城邑 從屬(她)那 從屬(她)撒瑪利亞

他/她/它當時持續傳達宣講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那 到於(他)基督。
[經文變異RT]

(他)腓利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向下到來前往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城邑 從屬(她)那 從屬(她)撒瑪利亞

他/她/它當時持續傳達宣講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那 到於(他)基督。

徒 8:6 prosei/con de. oi` o;cloi toi/j legome,noij ùpo. tou/ Fili,ppou òmoqumado.n evn tw/| avkou,ein auvtou.j kai.
ble,pein ta. shmei/a a] evpoi,ei\
And the people with one accord gave heed unto those things which Philip spake, hearing and seeing the
miracles which he did.
眾人聽見了，又看見腓利所行的神蹟，就同心合意的聽從他的話；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留神注意 然而也 (他們)那些 (他們)群眾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現正持續被道說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那 從屬(他)腓利 同心一致地， 在內 在對(它)那 現要去持續聲聞耳聽 到於(他們)同一者 並且

現要去持續著眼觀看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識別之表記徵兆 到於(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當時持續行出作成。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留神注意 並/又 (他們)那些 (他們)群眾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現正持續被道說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那 從屬(他)腓利 同心一致地， 在內 在對(它)那 現要去持續聲聞耳聽 到於(他們)同一者 並且

現要去持續著眼觀看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識別之表記徵兆 到於(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當時持續行出作成。

徒 8:7 polloi. ga.r tw/n evco,ntwn pneu,mata avka,qarta bow/nta fwnh/| mega,lh| evxh,rconto( polloi. de. paralelume,noi
kai. cwloi. evqerapeu,qhsan\
For unclean spirits, crying with loud voice, came out of many that were possessed with them: and many taken
with palsies, and that were lame, were healed.
因為有許多人被污鬼附著，那些鬼大聲呼叫，從他們身上出來；還有許多癱瘓的，瘸腿的，都得了醫治。

(他們)許多的 因為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它們)靈/風 到於(它們)污穢的

到於(它們)現正持續高呼喊叫了的 在對(她)聲音 在對(她)極大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他們)許多的 然而也 (他們)現在已經被鬆弛癱軟了的 並且 (他們)瘸腿跛腳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行侍候紓解；
[不同標點][不同讀法]

(他們)許多的 因為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它們)靈/風 到於(它們)污穢的，

(它們)現正持續高呼喊叫了的
註1

在對(她)聲音 在對(她)極大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他們)許多的 然而也 (他們)現在已經被鬆弛癱軟了的 並且 (他們)瘸腿跛腳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行侍候紓解；
[經文變異RT]

從屬(他們)許多的 因為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它們)靈/風 到於(它們)污穢的，

(它們)現正持續高呼喊叫了的
註1

在對(她)極大的 在對(她)聲音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他們)許多的 然而也 (他們)現在已經被鬆弛癱軟了的 並且 (他們)瘸腿跛腳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行侍候紓解；

註1：“到於(它們)現正持續高呼喊叫了的”文法上亦可以為“(它們)現正持續高呼喊叫了的”。

徒 8:8 evge,neto de. pollh. cara. evn th/| po,lei evkei,nh|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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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re was great joy in that city.
在那城裏，就大有歡喜。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然而也 (她)許多的 (她)歡喜快樂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城邑

在對(她)在那裏的那個。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她)歡喜快樂 (她)極大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城邑

在對(她)在那裏的那個。

徒 8:9 VAnh.r de, tij ovno,mati Si,mwn prou?ph/rcen evn th/| po,lei mageu,wn kai. evxista,nwn to. e;qnoj th/j Samarei,aj(
le,gwn ei=nai, tina eàuto.n me,gan(
But there was a certain man, called Simon, which beforetime in the same city used sorcery, and bewitched the
people of Samaria, giving out that himself was some great one:
有一個人，名叫西門，向來在那城裏行邪術，妄自尊大，使撒瑪利亞的百姓驚奇；

(他)男人/丈夫 然而也 (他)任何什麼 在對(它)名字 (他)西門 他/她/它當時持續先前源屬具有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城邑 (他)現正持續行魔術了的 並且 (他)現正持續驚異失定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種族邦國 從屬(她)那

從屬(她)撒瑪利亞，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現要去持續是 到於(他)任何什麼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到於(他)極大的；

徒 8:10 w-| prosei/con pa,ntej avpo. mikrou/ e[wj mega,lou le,gontej( Ou-to,j evstin h̀ du,namij tou/ qeou/ h̀ kaloume,nh
Mega,lhÅ
To whom they all gave heed, from the least to the greatest, saying, This man is the great power of God.
無論大小，都聽從他，說：這人就是那稱為神的大能者。

在對(他)這個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留神注意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細微極小的 一直直到

從屬(他)極大的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能力權能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她)那 (她)現正持續被促請召喚了的 (她)極大的。
[經文變異RT]

在對(他)這個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留神注意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細微極小的 一直直到

從屬(他)極大的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能力權能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她)那 (她)極大的。
[經文變異MT]

在對(他)這個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留神注意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細微極小的 一直直到 從屬(他)極大的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能力權能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她)那

(她)極大的。

徒 8:11 prosei/con de. auvtw/| dia. to. ìkanw/| cro,nw| tai/j magei,aij evxestake,nai auvtou,jÅ
And to him they had regard, because that of long time he had bewitched them with sorceries.
他們聽從他，因他久用邪術，使他們驚奇。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留神注意 然而也 在對(他)同一者，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 在對(他)達到足夠的

在對(他)時段期間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魔道邪術 現已經去驚異失定 到於(他們)同一者。

徒 8:12 o[te de. evpi,steusan tw/| Fili,ppw| euvaggelizome,nw| peri. th/j basilei,aj tou/ qeou/ kai. tou/ ovno,matoj VIhsou/
Cristou/( evbapti,zonto a;ndrej te kai. gunai/kejÅ
But when they believed Philip preaching the things concerning the kingdom of God, and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they were baptized, both men and women.
及至他們信了腓利所傳神國的福音，和耶穌基督的名，連男帶女就受了洗。

當這時地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置信信託 在對(他)那 在對(他)腓利 在對(他)現正持續讓自己傳福音佳訊了的

<在周圍>關於 從屬(她)那 從屬(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從屬(它)那 從屬(它)名字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被浸洗 (他們)男人/丈夫 並/又 並且 (她們)女人。
[經文變異RT]

當這時地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置信信託 在對(他)那 在對(他)腓利 在對(他)現正持續讓自己傳福音佳訊了的

到於(它們)那些 <在周圍>關於 從屬(她)那 從屬(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從屬(它)那 從屬(它)名字

從屬(他)那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被浸洗 (他們)男人/丈夫 並/又 並且 (她們)女人。

徒 8:13 ò de. Si,mwn kai. auvto.j evpi,steusen kai. baptisqei.j h=n proskarterw/n tw/| Fili,ppw|( qewrw/n te shmei/a
kai. duna,meij mega,laj ginome,naj evxi,statoÅ
Then Simon himself believed also: and when he was baptized, he continued with Philip, and wondered,
beholding the miracles and signs which were done.
西門自己也信了；既受了洗，就常與腓利在一處；看見他所行的神蹟和大異能，就甚驚奇。

(他)那 然而也 (他)西門 並且 (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置信信託； 並且 (他)那時(也是)被浸洗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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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現正持續在前面向著堅強持恆了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腓利； (他)現正持續行定睛觀看了的

並/又 到於(它們)識別之表記徵兆 並且 到於(她們)能力權能 到於(她們)極大的

到於(她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了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驚異失定。
[經文變異MT]

(他)那 然而也 (他)西門 並且 (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置信信託； 並且 (他)那時(也是)被浸洗了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現正持續在前面向著堅強持恆了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腓利； (他)現正持續行定睛觀看了的

並/又 到於(她們)能力權能 並且 到於(它們)識別之表記徵兆 到於(她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了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驚異失定。

徒 8:14 VAkou,santej de. oi` evn ~Ierosolu,moij avpo,stoloi o[ti de,dektai h̀ Sama,reia to.n lo,gon tou/ qeou/(
avpe,steilan pro.j auvtou.j Pe,tron kai. VIwa,nnhn(
Now when the apostles which were at Jerusalem heard that Samaria had received the word of God, they sent
unto them Peter and John:
使徒在耶路撒冷，聽見撒瑪利亞人領受了神的道，就打發彼得約翰往他們那裏去。

(他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然而也 (他們)那些 在內 在對(它們)耶路撒冷 (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已經讓自己/被接納領受 (她)那 (她)撒瑪利亞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彼得 並且 到於(他)約翰；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然而也 (他們)那些 在內 在對(它們)耶路撒冷 (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已經讓自己/被接納領受 (她)那 (她)撒瑪利亞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那 到於(他)彼得 並且

到於(他)約翰；

徒 8:15 oi[tinej kataba,ntej proshu,xanto peri. auvtw/n o[pwj la,bwsin pneu/ma a[gion\
Who, when they were come down, prayed for them, that they might receive the Holy Ghost:
兩個人到了，就為他們禱告，要叫他們受聖靈；

(他們)這個任何什麼 (他們)那時(也是)向下行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祈禱求告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們)同一者， 這怎樣如何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拿取 到於(它)靈/風 到於(它)聖的；

徒 8:16 ouvde,pw ga.r h=n evpV ouvdeni. auvtw/n evpipeptwko,j( mo,non de. bebaptisme,noi ùph/rcon eivj to. o;noma tou/
kuri,ou VIhsou/Å
(For as yet he was fallen upon none of them: only they were baptized in the name of the Lord Jesus.)
因為聖靈還沒有降在他們一個人身上；他們只奉主耶穌的名受了洗。

然而也尚未地 因為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它)現在已經落在其上了的； 僅有單獨地 然而也 (他們)現在已經被浸洗了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源屬具有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名字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他)耶穌。
[經文變異RT]

尚未地 因為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它)現在已經落在其上了的； 僅有單獨地 然而也 (他們)現在已經被浸洗了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源屬具有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名字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他)耶穌。
[經文變異MT]

尚未地 因為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它)現在已經落在其上了的； 僅有單獨地 然而也 (他們)現在已經被浸洗了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源屬具有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名字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從屬(他)耶穌。

徒 8:17 to,te evpeti,qesan ta.j cei/raj evpV auvtou.j kai. evla,mbanon pneu/ma a[gionÅ
Then laid they their hands on them, and they received the Holy Ghost.
於是使徒按手在他們頭上，他們就受了聖靈。

當那時地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置放擺設在上面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手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拿取 到於(它)靈/風 到於(它)聖的。

徒 8:18 ivdw.n de. ò Si,mwn o[ti dia. th/j evpiqe,sewj tw/n ceirw/n tw/n avposto,lwn di,dotai to. pneu/ma( prosh,negken
auvtoi/j crh,mata
And when Simon saw that through laying on of the apostles' hands the Holy Ghost was given, he offered them
money,
西門看見使徒按手，便有聖靈賜下；就拿錢給使徒，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西門 是這樣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置放擺設在上面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給與 (它)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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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靈/風，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負載攜帶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們)物資錢財
[經文變異RT]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定睛觀看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西門 是這樣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置放擺設在上面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給與 (它)那 (它)靈/風 (它)那 (它)聖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負載攜帶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們)物資錢財

徒 8:19 le,gwn( Do,te kavmoi. th.n evxousi,an tau,thn i[na w-| eva.n evpiqw/ ta.j cei/raj lamba,nh| pneu/ma a[gionÅ
Saying, Give me also this power, that on whomsoever I lay hands, he may receive the Holy Ghost.
說：把這權柄也給我，叫我手按著誰，誰就可以受聖靈。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給與 在對並且我 到於(她)那 到於(她)權柄掌握 到於(她)那同一者， 為要

在對(他)這個 但凡若是 我那時(也是)應該置放擺設在上面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手，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拿取

到於(它)靈/風 到於(它)聖的。
[經文變異RT]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給與 在對並且我 到於(她)那 到於(她)權柄掌握 到於(她)那同一者， 為要

在對(他)這個 但凡 我那時(也是)應該置放擺設在上面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手，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拿取

到於(它)靈/風 到於(它)聖的。

徒 8:20 Pe,troj de. ei=pen pro.j auvto,n( To. avrgu,rio,n sou su.n soi. ei;h eivj avpw,leian o[ti th.n dwrea.n tou/ qeou/
evno,misaj dia. crhma,twn kta/sqaiÅ
But Peter said unto him, Thy money perish with thee, because thou hast thought that the gift of God may be
purchased with money.
彼得說：你的銀子，和你一同滅亡罷；因你想神的恩賜，是可以用錢買的。

(他)彼得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它)那 (它)銀錢 從屬你 共同一起

在對你 他/她/它現在可以持續是 向內進入 到於(她)毀壞失喪； 是這樣 到於(她)那 到於(她)賞賜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你那時(也是)視成慣例而認定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們)物資錢財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獲得擁有。

徒 8:21 ouvk e;stin soi meri.j ouvde. klh/roj evn tw/| lo,gw| tou,tw|( h` ga.r kardi,a sou ouvk e;stin euvqei/a e;nanti tou/
qeou/Å
Thou hast neither part nor lot in this matter: for thy heart is not right in the sight of God.
你在這道上，無分無關；因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對你 (她)配份， 然而也不是地 (他)骰子籤份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在對(他)那同一者； (她)那 因為 (她)內心 從屬你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平直直接的 當面於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經文變異RT]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對你 (她)配份， 然而也不是地 (他)骰子籤份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在對(他)那同一者； (她)那 因為 (她)內心 從屬你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平直直接的 在面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徒 8:22 metano,hson ou=n avpo. th/j kaki,aj sou tau,thj kai. deh,qhti tou/ kuri,ou( eiv a;ra avfeqh,setai, soi h̀ evpi,noia
th/j kardi,aj sou(
Repent therefore of this thy wickedness, and pray God, if perhaps the thought of thine heart may be forgiven
thee.
你當懊悔你這罪惡，祈求主；或者你心裏的意念可得赦免。

你那時(也是)就要轉念悔悟 這樣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惡劣不好 從屬你 從屬(她)那同一者，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被自卑乞求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若是 果然如此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任憑釋放離開 在對你

(她)那 (她)想法企圖 從屬(她)那 從屬(她)內心 從屬你。
[經文變異RT]

你那時(也是)就要轉念悔悟 這樣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惡劣不好 從屬你 從屬(她)那同一者，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被自卑乞求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若是 果然如此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任憑釋放離開 在對你

(她)那 (她)想法企圖 從屬(她)那 從屬(她)內心 從屬你。

徒 8:23 eivj ga.r colh.n pikri,aj kai. su,ndesmon avdiki,aj òrw/ se o;ntaÅ
For I perceive that thou art in the gall of bitterness, and in the bond of iniquity.
我看出你正在苦膽之中，被罪惡捆綁。

向內進入 因為 到於(她)青綠膽汁 從屬(她)辛辣苦毒 並且 到於(他)繫帶 從屬(她)不義 我現在持續看見清楚 到於你

到於(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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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 8:24 avpokriqei.j de. ò Si,mwn ei=pen( Deh,qhte ùmei/j ùpe.r evmou/ pro.j to.n ku,rion o[pwj mhde.n evpe,lqh| evpV evme. w-n
eivrh,kateÅ
Then answered Simon, and said, Pray ye to the Lord for me, that none of these things which ye have spoken
come upon me.
西門說：願你們為我求主，叫你們所說的，沒有一樣臨到我身上。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西門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被自卑乞求 你們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我"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主人， 這怎樣如何地 (它)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到來前往在上面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我" 從屬(它們)這些個 你們現在已經開聲言說。

徒 8:25 Oi` me.n ou=n diamartura,menoi kai. lalh,santej to.n lo,gon tou/ kuri,ou up̀e,strefon eivj ~Ieroso,luma(
polla,j te kw,maj tw/n Samaritw/n euvhggeli,zontoÅ
And they, when they had testified and preached the word of the Lord, returned to Jerusalem, and preached the
gospel in many villages of the Samaritans.
使徒既證明主道，而且傳講，就回耶路撒冷去，一路在撒瑪利亞好些村莊傳揚福音。

(他們)那些 的確 這樣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誠摯地作見證了的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發言講說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翻轉轉回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路撒冷，

到於(她們)許多的 並/又 到於(她們)鄉村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撒瑪利亞人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傳福音佳訊。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些 的確 這樣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誠摯地作見證了的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發言講說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翻轉轉回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陸撒冷，

到於(她們)許多的 並/又 到於(她們)鄉村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撒瑪利亞人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傳福音佳訊。

徒 8:26 :Aggeloj de. kuri,ou evla,lhsen pro.j Fi,lippon le,gwn( VAna,sthqi kai. poreu,ou kata. meshmbri,an evpi. th.n
òdo.n th.n katabai,nousan avpo. VIerousalh.m eivj Ga,zan( au[th evsti.n e;rhmojÅ
And the angel of the Lord spake unto Philip, saying, Arise, and go toward the south unto the way that goeth
down from Jerusalem unto Gaza, which is desert.
有主的一個使者對腓利說：起來，向南走，往那從耶路撒冷下迦薩的路上去。那路是曠野。

(他)使者 然而也 從屬(他)主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言講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腓利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再站立起來 並且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中午/南面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道路途徑 到於(她)那 到於(她)現正持續向下行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耶陸撒冷 向內進入

到於(她)迦薩； (她)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孤獨荒涼的。

徒 8:27 kai. avnasta.j evporeu,qh\ kai. ivdou. avnh.r Aivqi,oy euvnou/coj duna,sthj Kanda,khj basili,sshj Aivqio,pwn( o]j
h=n evpi. pa,shj th/j ga,zhj auvth/j( o]j evlhlu,qei proskunh,swn eivj VIerousalh,m(
And he arose and went: and, behold, a man of Ethiopia, an eunuch of great authority under Candace queen of
the Ethiopians, who had the charge of all her treasure, and had come to Jerusalem for to worship,
腓利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個埃提阿伯〔即古實見以賽亞十八章一節〕人，是個有大權的太監，在埃提阿伯女

王干大基的手下總管銀庫，他上耶路撒冷禮拜去了；

並且 (他)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行去；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男人/丈夫

(他)埃提阿伯 (他)受閹割者 (他)當權有能者 從屬(她)干大基 從屬(她)女王 從屬(他們)埃提阿伯， (他)這個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財富銀庫 從屬(她)同一者， (他)這個

他/她/它當時已經到來前往 (他)將要(持續)敬拜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陸撒冷；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行去；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男人/丈夫

(他)埃提阿伯 (他)受閹割者 (他)當權有能者 從屬(她)干大基 從屬(她)那 從屬(她)女王 從屬(他們)埃提阿伯， (他)這個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財富銀庫 從屬(她)同一者， (他)這個

他/她/它當時已經到來前往 (他)將要(持續)敬拜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陸撒冷；

徒 8:28 h=n te ùpostre,fwn kai. kaqh,menoj evpi. tou/ a[rmatoj auvtou/ kai. avnegi,nwsken to.n profh,thn VHsai<anÅ
Was returning, and sitting in his chariot read Esaias the prophet.
現在回來，在車上坐著，念先知以賽亞的書。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並/又 (他)現正持續翻轉轉回了的 並且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它)那

從屬(它)馬車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宣讀誦念 到於(他)那 到於(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到於(他)以賽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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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變異WH]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他)現正持續翻轉轉回了的 並且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它)那 從屬(它)馬車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宣讀誦念 到於(他)那 到於(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到於(他)以賽亞。
[經文變異MT]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並/又 (他)現正持續翻轉轉回了的 並且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它)那

從屬(它)馬車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宣讀誦念 到於(他)那 到於(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到於(他)以賽亞。

徒 8:29 ei=pen de. to. pneu/ma tw/| Fili,ppw|( Pro,selqe kai. kollh,qhti tw/| a[rmati tou,tw|Å
Then the Spirit said unto Philip, Go near, and join thyself to this chariot.
聖靈對腓利說：你去貼近那車走。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它)那 (它)靈/風 在對(他)那 在對(他)腓利，

你那時(也是)就要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被貼近連合 在對(它)那 在對(它)馬車

在對(它)那同一者。

徒 8:30 prosdramw.n de. ò Fi,lippoj h;kousen auvtou/ avnaginw,skontoj VHsai<an to.n profh,thn kai. ei=pen( +Ara, ge
ginw,skeij a] avnaginw,skeijÈ
And Philip ran thither to him, and heard him read the prophet Esaias, and said, Understandest thou what thou
readest?
腓利就跑到太監那裏，聽見他念先知以賽亞的書，便問他說：你所念的，你明白麼。

(他)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奔跑疾行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腓利 他/她/它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從屬(他)同一者

從屬(他)現正持續宣讀誦念了的 到於(他)以賽亞 到於(他)那 到於(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豈然真會如此呢 確實 你現在持續認識知道 到於(它們)這些個 你現在持續宣讀誦念？
[經文變異RT]

(他)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奔跑疾行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腓利 他/她/它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從屬(他)同一者

從屬(他)現正持續宣讀誦念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到於(他)以賽亞，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豈然真會如此呢 確實 你現在持續認識知道 到於(它們)這些個 你現在持續宣讀誦念？

徒 8:31 ò de. ei=pen( Pw/j ga.r a'n dunai,mhn eva.n mh, tij òdhgh,sei meÈ pareka,lese,n te to.n Fi,lippon avnaba,nta
kaqi,sai su.n auvtw/|Å
And he said, How can I, except some man should guide me? And he desired Philip that he would come up and
sit with him.
他說：沒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於是請腓利上車，與他同坐。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怎樣如何地呢 因為 但凡 我現在可以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但凡若是 不會/不要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將要(持續)行指引道路 到於我？ 他/她/它那時(也是)勸勉請求 並/又

到於(他)那 到於(他)腓利 到於(他)那時(也是)向上行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就座 共同一起 在對(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怎樣如何地呢 因為 但凡 我現在可以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但凡若是 不會/不要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行指引道路 到於我？ 他/她/它那時(也是)勸勉請求 並/又

到於(他)那 到於(他)腓利 到於(他)那時(也是)向上行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就座 共同一起 在對(他)同一者。

徒 8:32 h` de. perioch. th/j grafh/j h]n avnegi,nwsken h=n au[th\ ~Wj pro,baton evpi. sfagh.n h;cqh kai. ẁj avmno.j
evnanti,on tou/ kei,rantoj auvto.n a;fwnoj( ou[twj ouvk avnoi,gei to. sto,ma auvtou/Å
The place of the scripture which he read was this, He was led as a sheep to the slaughter; and like a lamb dumb
before his shearer, so opened he not his mouth:
他所念的那段經，說：『他像羊被牽到宰殺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無聲，他也是這樣不開口。

(她)那 然而也 (她)內容 從屬(她)那 從屬(她)經文 到於(她)這個 他/她/它當時持續宣讀誦念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她)那同一者， 正如地 (它)綿羊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殺戮屠宰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帶領； 並且 正如地

(他)羔羊 在當面於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那時(也是)修剃剪短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他)沉默無言的，

那同一樣式地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向上開啟打開 到於(它)那 到於(它)口/嘴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經文變異WH]

(她)那 然而也 (她)內容 從屬(她)那 從屬(她)經文 到於(她)這個 他/她/它當時持續宣讀誦念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她)那同一者， 正如地 (它)綿羊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殺戮屠宰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帶領； 並且 正如地

(他)羔羊 在當面於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現正持續修剃剪短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他)沉默無言的， 那同一樣式地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向上開啟打開 到於(它)那 到於(它)口/嘴 從屬(他)同一者。

徒 8:33 VEn th/| tapeinw,sei Îauvtou/Ð h` kri,sij auvtou/ h;rqh\ th.n genea.n auvtou/ ti,j dihgh,setaiÈ o[ti ai;retai avpo. th/j
gh/j h` zwh. auvtou/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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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his humiliation his judgment was taken away: and who shall declare his generation? for his life is taken from
the earth.
他卑微的時候，人不按公義審判他；〔原文作他的審判被奪去〕誰能述說他的世代，因為他的生命從地上奪去。

』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促使成低微降卑 從屬(他)同一者 (她)那 (她)區別審斷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提起； 到於(她)那 到於(她)族類之世代 從屬(他)同一者 (他)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詳細敘述？ 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提起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她)那

(她)生命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促使成低微降卑 從屬(他)同一者 (她)那 (她)區別審斷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提起； 到於(她)那 然而也 到於(她)族類之世代 從屬(他)同一者 (他)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詳細敘述？ 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提起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她)那

(她)生命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WH]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促使成低微降卑 (她)那 (她)區別審斷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提起；

到於(她)那 到於(她)族類之世代 從屬(他)同一者 (他)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詳細敘述？ 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提起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她)那 (她)生命 從屬(他)同一者。

徒 8:34 VApokriqei.j de. ò euvnou/coj tw/| Fili,ppw| ei=pen( De,omai, sou( peri. ti,noj ò profh,thj le,gei tou/toÈ peri.
eàutou/ h' peri. et̀e,rou tino,jÈ
And the eunuch answered Philip, and said, I pray thee, of whom speaketh the prophet this? of himself, or of
some other man?
太監對腓利說：請問，先知說這話，是指著誰，是指著自己呢，是指著別人呢。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受閹割者 在對(他)那 在對(他)腓利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自卑乞求 從屬你，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任何什麼呢 (他)那 (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到於(它)那同一者？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同一者自己， 甚或/或而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相異不同的 從屬(他)任何什麼？

徒 8:35 avnoi,xaj de. ò Fi,lippoj to. sto,ma auvtou/ kai. avrxa,menoj avpo. th/j grafh/j tau,thj euvhggeli,sato auvtw/| to.n
VIhsou/nÅ
Then Philip opened his mouth, and began at the same scripture, and preached unto him Jesus.
腓利就開口從這經上起，對他傳講耶穌。

(他)那時(也是)向上開啟打開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腓利 到於(它)那 到於(它)口/嘴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經文 從屬(她)那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傳福音佳訊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徒 8:36 wj̀ de. evporeu,onto kata. th.n òdo,n( h=lqon evpi, ti u[dwr( kai, fhsin ò euvnou/coj( VIdou. u[dwr( ti, kwlu,ei me
baptisqh/naiÈ
And as they went on their way, they came unto a certain water: and the eunuch said, See, here is water; what
doth hinder me to be baptized?
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監說：看哪，這裏有水，我受洗有甚麼妨礙呢。

正如地 然而也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那 到於(她)道路途徑，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任何什麼 到於(它)水；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宣稱傳講

(他)那 (他)受閹割者，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它)水； (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阻攔禁止 到於我

那時(也是)要去被浸洗？

徒 8:37 eivpe de. ò Fi,lippoj( Eiv pisteu,eij evx o[lhj th.j kardi,aj( e;xestinÅ avpokriqei.j de. ei-pe( Pisteu,w to.n ùio.n
tou/ Qeou/ evinai to.n VIhsou/n Cristo,nÅ
And Philip said, If thou believest with all thine heart, thou mayest. And he answered and said, I believe that
Jesus Christ is the Son of God.
〔有古卷在此有：腓利說：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他回答說：我信耶穌基督是神的兒子〕

註：Nestle-Aland 26/27版本無此節。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他)那 (他)腓利， 若是 你現在持續置信信託 向外出來 從屬(她)整個全部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內心， 他/她/它現在持續合乎法理[非人稱用法]。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我現在持續置信信託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現要去持續是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到於(他)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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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 8:38 kai. evke,leusen sth/nai to. a[rma kai. kate,bhsan avmfo,teroi eivj to. u[dwr( o[ te Fi,lippoj kai. ò euvnou/coj(
kai. evba,ptisen auvto,nÅ
And he commanded the chariot to stand still: and they went down both into the water, both Philip and the
eunuch; and he baptized him.
於是吩咐車站住，腓利和太監二人同下水裏去，腓利就給他施洗。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出言吩咐 那時(也是)要去立定站住 到於(它)那 到於(它)馬車；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下行 (他們)兩方面的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水， (他)那 並/又 (他)腓利 並且 (他)那

(他)受閹割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浸洗 到於(他)同一者。

徒 8:39 o[te de. avne,bhsan evk tou/ u[datoj( pneu/ma kuri,ou h[rpasen to.n Fi,lippon kai. ouvk ei=den auvto.n ouvke,ti ò
euvnou/coj( evporeu,eto ga.r th.n òdo.n auvtou/ cai,rwnÅ
And when they were come up out of the water, the Spirit of the Lord caught away Philip, that the eunuch saw
him no more: and he went on his way rejoicing.
從水裏上來，主的靈把腓利提了去，太監也不再見他了，就歡歡喜喜的走路。

當這時地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上行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水， (它)靈/風 從屬(他)主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強取劫奪 到於(他)那 到於(他)腓利，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他)同一者

不再地 (他)那 (他)受閹割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因為 到於(她)那 到於(她)道路途徑 從屬(他)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歡喜安樂了的。

徒 8:40 Fi,lippoj de. eùre,qh eivj :Azwton\ kai. dierco,menoj euvhggeli,zeto ta.j po,leij pa,saj e[wj tou/ evlqei/n
auvto.n eivj Kaisa,reianÅ
But Philip was found at Azotus: and passing through he preached in all the cities, till he came to Caesarea.
後來有人在亞鎖都遇見腓利，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傳福音，直到該撒利亞。

(他)腓利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找到尋見 向內進入 到於(她)亞鎖都； 並且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橫過穿越了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傳福音佳訊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城邑

到於(她們)所有每一個的， 一直直到 從屬(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到來前往 到於(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該撒利亞。

徒 9:1 ~O de. Sau/loj e;ti evmpne,wn avpeilh/j kai. fo,nou eivj tou.j maqhta.j tou/ kuri,ou( proselqw.n tw/| avrcierei/
And Saul, yet breathing out threatenings and slaughter against the disciples of the Lord, went unto the high
priest,
掃羅仍然向主的門徒，口吐威嚇兇殺的話，去見大祭司，

(他)那 然而也 (他)掃羅 依然仍舊地 (他)現正持續吹氣吐風在裏面了的 從屬(她)嚇阻威脅 並且 從屬(他)謀害凶殺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門徒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他)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了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大祭司，

徒 9:2 hv|th,sato parV auvtou/ evpistola.j eivj Damasko.n pro.j ta.j sunagwga,j( o[pwj eva,n tinaj eu[rh| th/j òdou/ o;ntaj(
a;ndraj te kai. gunai/kaj( dedeme,nouj avga,gh| eivj VIerousalh,mÅ
And desired of him letters to Damascus to the synagogues, that if he found any of this way, whether they were
men or women, he might bring them bound unto Jerusalem.
求文書給大馬色的各會堂，若是找著信奉這道的人，無論男女，都准他捆綁帶到耶路撒冷。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索問要求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她們)書信 向內進入 到於(她)大馬色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會堂， 這怎樣如何地 但凡若是 到於(他們)任何什麼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找到尋見 從屬(她)那 從屬(她)道路途徑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是了的， 到於(他們)男人/丈夫 並/又

並且 到於(她們)女人， 到於(他們)現在已經被拴綁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帶領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陸撒冷。

徒 9:3 evn de. tw/| poreu,esqai evge,neto auvto.n evggi,zein th/| Damaskw/|( evxai,fnhj te auvto.n perih,strayen fw/j evk tou/
ouvranou/
And as he journeyed, he came near Damascus: and suddenly there shined round about him a light from
heaven:
掃羅行路，將到大馬色，忽然從天上發光，四面照著他；

在內 然而也 在對(它)那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到於(他)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靠近 在對(她)那 在對(她)大馬色， 忽然地 並/又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周圍閃亮放光

(它)光明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經文變異RT]

在內 然而也 在對(它)那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到於(他)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靠近 在對(她)那 在對(她)大馬色， 並且 忽然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周圍閃亮放光 到於(他)同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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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光明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徒 9:4 kai. pesw.n evpi. th.n gh/n h;kousen fwnh.n le,gousan auvtw/|( Saou.l Saou,l( ti, me diw,keijÈ
And he fell to the earth, and heard a voice saying unto him, Saul, Saul, why persecutest thou me?
他就仆倒在地，聽見有聲音對他說：掃羅，掃羅，你為甚麼逼迫我。

並且 (他)那時(也是)落下墜落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到於(她)聲音 到於(她)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阿,(他)掃羅 阿,(他)掃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到於我

你現在持續追趕迫求？

徒 9:5 ei=pen de,( Ti,j ei=( ku,rieÈ ò de,( VEgw, eivmi VIhsou/j o]n su. diw,keij\
And he said, Who art thou, Lord? And the Lord said, I am Jesus whom thou persecutest: it is hard for thee to
kick against the pricks.
他說：主阿，你是誰。主說：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他)任何什麼呢 你現在持續是， 阿,(他)主人？ (他)那 然而也， 我

我現在持續是 (他)耶穌 到於(他)這個 你 你現在持續追趕迫求；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他)任何什麼呢 你現在持續是， 阿,(他)主人？ (他)那 然而也 (他)主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我 我現在持續是 (他)耶穌 到於(他)這個 你 你現在持續追趕迫求； (它)剛硬艱澀的

在對你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它們)蜂蠍尾之螫刺/刺棒 現要去持續用腳後跟踹。

徒 9:6 avlla. avna,sthqi kai. ei;selqe eivj th.n po,lin kai. lalhqh,setai, soi o[ ti, se dei/ poiei/nÅ
And he trembling and astonished said, Lord, what wilt thou have me to do? And the Lord said unto him, Arise,
and go into the city, and it shall be told thee what thou must do.
起來，進城去，你所當作的事，必有人告訴你。

但乃是 你那時(也是)就要再站立起來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城邑，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發言講說 在對你 到於(它)這個 到於(它)任何什麼 到於你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現要去持續行出作成。
[經文變異RT]

(他)現正持續懼怕戰兢了的 並/又 並且 (他)現正持續成驚愕訝異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阿,(他)主人，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到於我 你現在持續定意 那時(也是)要去行出作成？ 並且 (他)那 (他)主人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就要再站立起來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城邑，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發言講說 在對你 到於(它)任何什麼 到於你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現要去持續行出作成。
[經文變異MT]

但乃是 你那時(也是)就要再站立起來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城邑，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發言講說 在對你 到於(它)任何什麼 到於你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現要去持續行出作成。

徒 9:7 oì de. a;ndrej oì sunodeu,ontej auvtw/| eis̀th,keisan evneoi,( avkou,ontej me.n th/j fwnh/j mhde,na de. qewrou/ntejÅ
And the men which journeyed with him stood speechless, hearing a voice, but seeing no man.
同行的人，站在那裏，說不出話來，聽見聲音，卻看不見人。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男人/丈夫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共同行路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當時已經立定站住 (他們)驚訝無語的， (他們)現正持續聲聞耳聽了的 的確 從屬(她)那 從屬(她)聲音，

到於(他)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然而也 (他們)現正持續行定睛觀看了的。

徒 9:8 hvge,rqh de. Sau/loj avpo. th/j gh/j( avnew|gme,nwn de. tw/n ovfqalmw/n auvtou/ ouvde.n e;blepen\ ceiragwgou/ntej de.
auvto.n eivsh,gagon eivj Damasko,nÅ
And Saul arose from the earth; and when his eyes were opened, he saw no man: but they led him by the hand,
and brought him into Damascus.
掃羅從地上起來，睜開眼睛，竟不能看見甚麼；有人拉他的手，領他進了大馬色；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喚醒起來 然而也 (他)掃羅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從屬(他們)現在已經被向上開啟打開了的 然而也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眼睛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著眼觀看； (他們)現正持續行用手牽著帶領了的 然而也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內帶領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她)大馬色。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喚醒起來 然而也 (他)那 (他)掃羅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從屬(他們)現在已經被向上開啟打開了的 然而也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眼睛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著眼觀看； (他們)現正持續行用手牽著帶領了的 然而也 到於(他)同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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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內帶領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她)大馬色。

徒 9:9 kai. h=n h̀me,raj trei/j mh. ble,pwn kai. ouvk e;fagen ouvde. e;pienÅ
And he was three days without sight, and neither did eat nor drink.
三日不能看見，也不喫，也不喝。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到於(她們)三個 不會/不要 (他)現正持續著眼觀看了的，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吃食， 然而也不是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喝。

徒 9:10 +Hn de, tij maqhth.j evn Damaskw/| ovno,mati ~Anani,aj( kai. ei=pen pro.j auvto.n evn òra,mati ò ku,rioj(
~Anani,aÅ ò de. ei=pen( VIdou. evgw,( ku,rieÅ
And there was a certain disciple at Damascus, named Ananias; and to him said the Lord in a vision, Ananias.
And he said, Behold, I am here, Lord.
當下在大馬色，有一個門徒，名叫亞拿尼亞；主在異象中對他說：亞拿尼亞；他說：主，我在這裏。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他)任何什麼 (他)門徒 在內 在對(她)大馬色 在對(它)名字 (他)亞拿尼亞；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它)景觀異象 (他)那 (他)主人，

阿,(他)亞拿尼亞。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我， 阿,(他)主人。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他)任何什麼 (他)門徒 在內 在對(她)大馬色 在對(它)名字 (他)亞拿尼亞；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他)那 (他)主人 在內 在對(它)景觀異象，

阿,(他)亞拿尼亞。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我， 阿,(他)主人。

徒 9:11 ò de. ku,rioj pro.j auvto,n( VAnasta.j poreu,qhti evpi. th.n r̀u,mhn th.n kaloume,nhn Euvqei/an kai. zh,thson evn
oivki,a| VIou,da Sau/lon ovno,mati Tarse,a\ ivdou. ga.r proseu,cetai
And the Lord said unto him, Arise, and go into the street which is called Straight, and inquire in the house of
Judas for one called Saul, of Tarsus: for, behold, he prayeth,
主對他說：起來，往直街去，在猶大的家裏，訪問一個大數人名叫掃羅；他正禱告；

(他)那 然而也 (他)主人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了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被行去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街巷 到於(她)那 到於(她)現正持續被促請召喚了的 到於(她)平直直接的，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探索尋求 在內 在對(她)住屋家庭 從屬(他)猶大 到於(他)掃羅 在對(它)名字 到於(他)大數人；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祈禱求告，
[經文變異WH]

(他)那 然而也 (他)主人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就要再站立起來， 你那時(也是)就要被行去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街巷 到於(她)那 到於(她)現正持續被促請召喚了的 到於(她)平直直接的，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探索尋求 在內 在對(她)住屋家庭 從屬(他)猶大 到於(他)掃羅 在對(它)名字 到於(他)大數人；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祈禱求告，

徒 9:12 kai. ei=den a;ndra Îevn òra,matiÐ ~Anani,an ovno,mati eivselqo,nta kai. evpiqe,nta auvtw/| Îta.jÐ cei/raj o[pwj
avnable,yh|Å
And hath seen in a vision a man named Ananias coming in, and putting his hand on him, that he might receive
his sight.
又看見了一個人，名叫亞拿尼亞，進來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見。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他)男人/丈夫 在內 在對(它)景觀異象 到於(他)亞拿尼亞 在對(它)名字

到於(他)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了的 並且 到於(他)那時(也是)置放擺設在上面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手， 這怎樣如何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再向上著眼觀看。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在內 在對(它)景觀異象 到於(他)男人/丈夫 在對(它)名字 到於(他)亞拿尼亞

到於(他)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了的 並且 到於(他)那時(也是)置放擺設在上面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她)手，

這怎樣如何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再向上著眼觀看。
[經文變異Tischendorph]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他)男人/丈夫 到於(他)亞拿尼亞 在對(它)名字

到於(他)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了的 並且 到於(他)那時(也是)置放擺設在上面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她們)手， 這怎樣如何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再向上著眼觀看。

徒 9:13 avpekri,qh de. ~Anani,aj( Ku,rie( h;kousa avpo. pollw/n peri. tou/ avndro.j tou,tou o[sa kaka. toi/j ag̀i,oij sou
evpoi,hsen evn VIerousalh,m\
Then Ananias answered, Lord, I have heard by many of this man, how much evil he hath done to thy saints at
Jerusalem:
亞拿尼亞回答說：主阿，我聽見許多人說，這人怎樣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聖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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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 然而也 (他)亞拿尼亞， 阿,(他)主人， 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許多的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那 從屬(他)男人/丈夫 從屬(他)那同一者 到於(它們)這每一切

到於(它們)卑劣不好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聖的 從屬你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在內 在對(她)耶陸撒冷；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註1 然而也 (他)那 (他)亞拿尼亞， 阿,(他)主人， 我現在已經聲聞耳聽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許多的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那 從屬(他)男人/丈夫 從屬(他)那同一者 到於(它們)這每一切

到於(它們)卑劣不好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聖的 從屬你 在內 在對(她)耶陸撒冷；

註1：“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徒 9:14 kai. w-de e;cei evxousi,an para. tw/n avrciere,wn dh/sai pa,ntaj tou.j evpikaloume,nouj to. o;noma, souÅ
And here he hath authority from the chief priests to bind all that call on thy name.
並且他在這裏有從祭司長得來的權柄捆綁一切求告你名的人。

並且 也就在此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權柄掌握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大祭司

那時(也是)要去拴綁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召告稱呼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名字 從屬你。

徒 9:15 ei=pen de. pro.j auvto.n ò ku,rioj( Poreu,ou( o[ti skeu/oj evklogh/j evsti,n moi ou-toj tou/ basta,sai to. o;noma,
mou evnw,pion evqnw/n te kai. basile,wn uìw/n te VIsrah,l\
But the Lord said unto him, Go thy way: for he is a chosen vessel unto me, to bear my name before the
Gentiles, and kings, and the children of Israel:
主對亞拿尼亞說：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揀選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並以色列人面前，宣揚我的名。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他)那 (他)主人，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是這樣 (它)器皿用具 從屬(她)揀選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對我 (他)那同一者，

從屬(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提舉擔負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名字 從屬我 在面前地 從屬(它們)種族邦國 並/又 並且

從屬(他們)君王， 從屬(他們)兒子 並/又 從屬(他)以色列；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他)那 (他)主人，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是這樣 (它)器皿用具 從屬(她)揀選 在對我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同一者，

從屬(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提舉擔負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名字 從屬我 在面前地 從屬(它們)種族邦國 並且

從屬(他們)君王， 從屬(他們)兒子 並/又 從屬(他)以色列；
[經文變異WH]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他)那 (他)主人，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是這樣 (它)器皿用具 從屬(她)揀選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對我 (他)那同一者，

從屬(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提舉擔負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名字 從屬我 在面前地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種族邦國

並/又 並且 從屬(他們)君王， 從屬(他們)兒子 並/又 從屬(他)以色列；

徒 9:16 evgw. ga.r ùpodei,xw auvtw/| o[sa dei/ auvto.n ùpe.r tou/ ovno,mato,j mou paqei/nÅ
For I will shew him how great things he must suffer for my name's sake.
我也要指示他，為我的名必須受許多的苦難。

我 因為 我將要(持續)示範暗示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它們)這每一切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到於(他)同一者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它)那 從屬(它)名字 從屬我 那時(也是)要去經歷承受。

徒 9:17 VAph/lqen de. ~Anani,aj kai. eivsh/lqen eivj th.n oivki,an kai. evpiqei.j evpV auvto.n ta.j cei/raj ei=pen( Saou.l
avdelfe,( o` ku,rioj avpe,stalke,n me( VIhsou/j ò ovfqei,j soi evn th/| òdw/| h-| h;rcou( o[pwj avnable,yh|j kai. plhsqh/|j
pneu,matoj ag̀i,ouÅ
And Ananias went his way, and entered into the house; and putting his hands on him said, Brother Saul, the
Lord, even Jesus, that appeared unto thee in the way as thou camest, hath sent me, that thou mightest receive
thy sight, and be filled with the Holy Ghost.
亞拿尼亞就去了，進入那家，把手按在掃羅身上說：兄弟掃羅，在你來的路上，向你顯現的主，就是耶穌，打發

我來，叫你能看見，又被聖靈充滿。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然而也 (他)亞拿尼亞，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住屋家庭； 並且 (他)那時(也是)置放擺設在上面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手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阿,(他)掃羅 阿,(他)弟兄， (他)那 (他)主人

他/她/它現在已經分派差遣 到於我， (他)耶穌 (他)那 (他)那時(也是)被看見注目了的 在對你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道路途徑 在對(她)這個 你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這怎樣如何地 你那時(也是)應該再向上著眼觀看

並且 你那時(也是)應該被充滿添足 從屬(它)靈/風 從屬(它)聖的。
[經文變異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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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然而也 (他)亞拿尼亞，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住屋家庭； 並且 (他)那時(也是)置放擺設在上面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手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阿,(他)掃羅 阿,(他)弟兄， (他)那 (他)主人

他/她/它現在已經分派差遣 到於我， (他)那 (他)那時(也是)被看見注目了的 在對你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道路途徑

在對(她)這個 你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這怎樣如何地 你那時(也是)應該再向上著眼觀看 並且

你那時(也是)應該被充滿添足 從屬(它)靈/風 從屬(它)聖的。

徒 9:18 kai. euvqe,wj avpe,pesan auvtou/ avpo. tw/n ovfqalmw/n wj̀ lepi,dej( avne,bleye,n te kai. avnasta.j evbapti,sqh
And immediately there fell from his eyes as it had been scales: and he received sight forthwith, and arose, and
was baptized.
掃羅的眼睛上，好像有鱗立刻掉下來，他就能看見，於是起來受了洗；

並且 平直直接地[同#2117]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落開 從屬(他)同一者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眼睛

正如地 (她們)薄片皮屑； 他/她/它那時(也是)再向上著眼觀看 並/又， 並且 (他)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浸洗，
[經文變異RT]

並且 平直直接地[同#2117]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落開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眼睛 從屬(他)同一者

正如好像地 (她們)薄片皮屑； 他/她/它那時(也是)再向上著眼觀看 並/又 當場立即地， 並且

(他)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浸洗，

徒 9:19 kai. labw.n trofh.n evni,scusenÅ VEge,neto de. meta. tw/n evn Damaskw/| maqhtw/n hm̀e,raj tina.j
And when he had received meat, he was strengthened. Then was Saul certain days with the disciples which
were at Damascus.
喫過飯就健壯了。掃羅和大馬色的門徒同住了些日子；

並且 (他)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到於(她)食品營養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內有強壯大力。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然而也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那些 在內 在對(她)大馬色 從屬(他們)門徒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到於(她們)任何什麼，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到於(她)食品營養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內有強壯大力。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然而也 (他)那 (他)掃羅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那些 在內 在對(她)大馬色

從屬(他們)門徒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到於(她們)任何什麼，
[經文變異WH]

並且 (他)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到於(她)食品營養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在內有強壯大力[無文法代碼，由動詞彙編斷定]。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然而也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那些 在內 在對(她)大馬色 從屬(他們)門徒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到於(她們)任何什麼，

徒 9:20 kai. euvqe,wj evn tai/j sunagwgai/j evkh,russen to.n VIhsou/n o[ti ou-to,j evstin ò uiò.j tou/ qeou/Å
And straightway he preached Christ in the synagogues, that he is the Son of God.
就在各會堂裏宣傳耶穌，說他是神的兒子。

並且 平直直接地[同#2117]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會堂 他/她/它當時持續傳達宣講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是這樣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經文變異RT]

並且 平直直接地[同#2117]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會堂 他/她/它當時持續傳達宣講 到於(他)那

到於(他)基督， 是這樣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徒 9:21 evxi,stanto de. pa,ntej oi` avkou,ontej kai. e;legon( Ouvc ou-to,j evstin ò porqh,saj eivj VIerousalh.m tou.j
evpikaloume,nouj to. o;noma tou/to( kai. w-de eivj tou/to evlhlu,qei i[na dedeme,nouj auvtou.j avga,gh| evpi. tou.j avrcierei/jÈ
But all that heard him were amazed, and said; Is not this he that destroyed them which called on this name in
Jerusalem, and came hither for that intent, that he might bring them bound unto the chief priests?
凡聽見的人，都驚奇說：在耶路撒冷殘害求告這名的，不是這人麼；並且他到這裏來，特要捆綁他們帶到祭司長

那裏。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驚異失定 然而也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聲聞耳聽了的，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豈非呢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那時(也是)使洗劫摧殘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陸撒冷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召告稱呼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名字

到於(它)那同一者？ 並且 也就在此地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已經到來前往， 為要

到於(他們)現在已經被拴綁了的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帶領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大祭司。
[經文變異RT][經文變異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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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驚異失定 然而也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聲聞耳聽了的，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豈非呢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那時(也是)使洗劫摧殘了的 在內

在對(她)耶陸撒冷註1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召告稱呼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名字

到於(它)那同一者？ 並且 也就在此地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已經到來前往， 為要

到於(他們)現在已經被拴綁了的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帶領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大祭司。

註1：“到於(她)耶陸撒冷”文法上亦可以為“在對(她)耶陸撒冷”。

徒 9:22 Sau/loj de. ma/llon evnedunamou/to kai. sune,cunnen Îtou.jÐ VIoudai,ouj tou.j katoikou/ntaj evn Damaskw/|
sumbiba,zwn o[ti ou-to,j evstin ò Cristo,jÅ
But Saul increased the more in strength, and confounded the Jews which dwelt at Damascus, proving that this
is very Christ.
但掃羅越發有能力，駁倒住大馬色的猶太人，證明耶穌是基督。

(他)掃羅 然而也 更特別尤其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被促使有能力權能在內，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摻混困惑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猶太人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定居了的 在內 在對(她)大馬色，

(他)現正持續敦促聯合一致了的 是這樣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基督。
[經文變異WH]

(他)掃羅 然而也 更特別尤其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被促使有能力權能在內，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摻混困惑

到於(他們)猶太人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定居了的 在內 在對(她)大馬色，

(他)現正持續敦促聯合一致了的 是這樣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基督。

徒 9:23 ~Wj de. evplhrou/nto hm̀e,rai ìkanai,( sunebouleu,santo oi` VIoudai/oi avnelei/n auvto,n\
And after that many days were fulfilled, the Jews took counsel to kill him:
過了好些日子，猶太人商議要殺掃羅。

正如地 然而也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被促使成充滿添足 (她們)日子/白日 (她們)達到足夠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商議建言 (他們)那些 (他們)猶太人的 那時(也是)要去挪去 到於(他)同一者；

徒 9:24 evgnw,sqh de. tw/| Sau,lw| h` evpiboulh. auvtw/nÅ parethrou/nto de. kai. ta.j pu,laj hm̀e,raj te kai. nukto.j o[pwj
auvto.n avne,lwsin\
But their laying await was known of Saul. And they watched the gates day and night to kill him.
但他們的計謀，被掃羅知道了。他們又晝夜在城門守候要殺他；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認識知道 然而也 在對(他)那 在對(他)掃羅 (她)那 (她)陰謀策劃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仔細檢視 然而也 並且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大門 從屬(她)日子/白日 並/又 並且

從屬(她)夜晚， 這怎樣如何地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挪去；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認識知道 然而也 在對(他)那 在對(他)掃羅 (她)那 (她)陰謀策劃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仔細檢視 並/又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大門 從屬(她)日子/白日 並/又 並且 從屬(她)夜晚，

這怎樣如何地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挪去；

徒 9:25 labo,ntej de. oi` maqhtai. auvtou/ nukto.j dia. tou/ tei,couj kaqh/kan auvto.n cala,santej evn spuri,diÅ
Then the disciples took him by night, and let him down by the wall in a basket.
他的門徒就在夜間，用筐子把他從城牆上縋下去。

(他們)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然而也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從屬(他)同一者 從屬(她)夜晚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那

從屬(它)城牆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使促動挪移向下 到於(他)同一者， (他們)那時(也是)鬆落縋低了的 在內

在對(她)簍筐。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然而也 到於(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從屬(她)夜晚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使促動挪移向下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那 從屬(它)城牆， (他們)那時(也是)鬆落縋低了的 在內

在對(她)籃筐。

徒 9:26 Parageno,menoj de. eivj VIerousalh.m evpei,razen kolla/sqai toi/j maqhtai/j( kai. pa,ntej evfobou/nto auvto.n mh.
pisteu,ontej o[ti evsti.n maqhth,jÅ
And when Saul was come to Jerusalem, he assayed to join himself to the disciples: but they were all afraid of
him, and believed not that he was a disciple.
掃羅到了耶路撒冷，想與門徒結交；他們卻都怕他，不信他是門徒。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來到旁邊了的 然而也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陸撒冷 他/她/它當時持續使有探測試驗

現要去持續被貼近連合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門徒； 並且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成驚恐畏懼 到於(他)同一者， 不會/不要 (他們)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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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門徒。
[經文變異RT]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來到旁邊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掃羅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陸撒冷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使有探測試驗 現要去持續被貼近連合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門徒； 並且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成驚恐畏懼 到於(他)同一者， 不會/不要

(他們)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門徒。

徒 9:27 Barnaba/j de. evpilabo,menoj auvto.n h;gagen pro.j tou.j avposto,louj kai. dihgh,sato auvtoi/j pw/j evn th/| òdw/|
ei=den to.n ku,rion kai. o[ti evla,lhsen auvtw/| kai. pw/j evn Damaskw/| evparrhsia,sato evn tw/| ovno,mati tou/ VIhsou/Å
But Barnabas took him, and brought him to the apostles, and declared unto them how he had seen the Lord in
the way, and that he had spoken to him, and how he had preached boldly at Damascus in the name of Jesus.
惟有巴拿巴接待他，領去見使徒，把他在路上怎麼看見主，主怎麼向他說話，他在大馬色，怎麼奉耶穌的名放膽

傳道，都述說出來。

(他)巴拿巴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拿取到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帶領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詳細敘述 在對(他們)同一者

怎樣如何地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道路途徑 他/她/它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主人， 並且 是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言講說 在對(他)同一者， 並且 怎樣如何地 在內 在對(她)大馬色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使有放膽公開直言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名字 從屬(他)那 從屬(他)耶穌。
[經文變異WH]

(他)巴拿巴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拿取到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帶領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詳細敘述 在對(他們)同一者

怎樣如何地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道路途徑 他/她/它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主人， 並且 是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言講說 在對(他)同一者， 並且 怎樣如何地 在內 在對(她)大馬色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使有放膽公開直言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名字 從屬(他)耶穌。

徒 9:28 kai. h=n metV auvtw/n eivsporeuo,menoj kai. evkporeuo,menoj eivj VIerousalh,m( parrhsiazo,menoj evn tw/| ovno,mati
tou/ kuri,ou(
And he was with them coming in and going out at Jerusalem.
於是掃羅在耶路撒冷，和門徒出入來往，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向內行去了的 並且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向外行去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陸撒冷，
[不同標點]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向內行去了的 並且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向外行去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陸撒冷。

徒 9:29 evla,lei te kai. sunezh,tei pro.j tou.j ~Ellhnista,j( oì de. evpecei,roun avnelei/n auvto,nÅ
And he spake boldly in the name of the Lord Jesus, and disputed against the Grecians: but they went about to
slay him.
奉主的名，放膽傳道；並與說希利尼話的猶太人，講論辯駁；他們卻想法子要殺他。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使有放膽公開直言了的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名字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他/她/它當時持續發言講說 並/又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共同探索尋求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希利尼化之猶太人；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著手試圖 那時(也是)要去挪去

到於(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不同標點]

並且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使有放膽公開直言了的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名字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他)耶穌， 他/她/它當時持續發言講說 並/又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共同探索尋求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希利尼化之猶太人；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著手試圖 到於(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挪去。

徒 9:30 evpigno,ntej de. oi` avdelfoi. kath,gagon auvto.n eivj Kaisa,reian kai. evxape,steilan auvto.n eivj Tarso,nÅ
Which when the brethren knew, they brought him down to Caesarea, and sent him forth to Tarsus.
弟兄們知道了就送他下該撒利亞，打發他往大數去。

(他們)那時(也是)清楚認識知道了的 然而也 (他們)那些 (他們)弟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下帶領 到於(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該撒利亞，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外分派差遣 到於(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大數。

徒 9:31 ~H me.n ou=n evkklhsi,a kaqV o[lhj th/j VIoudai,aj kai. Galilai,aj kai. Samarei,aj ei=cen eivrh,nhn
oivkodomoume,nh kai. poreuome,nh tw/| fo,bw| tou/ kuri,ou kai. th/| paraklh,sei tou/ ag̀i,ou pneu,matoj evplhqu,netoÅ
Then had the churches rest throughout all Judaea and Galilee and Samaria, and were edified; and walking in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  簡易閲讀版  807

807

the fear of the Lord, and in the comfort of the Holy Ghost, were multiplied.
那時猶太，加利利，撒瑪利亞，各處的教會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聖靈的安慰，人數就增多了。

(她)那 的確 這樣 (她)傳召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她)整個全部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猶太地方 並且 從屬(她)加利利

並且 從屬(她)撒瑪利亞 他/她/它當時持續持有 到於(她)和平安寧 (她)現正持續被營建修造了的； 並且

(她)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行去了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畏懼害怕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並且 在對(她)那

在對(她)勸勉請求 從屬(它)那 從屬(它)聖的 從屬(它)靈/風 他/她/它當時持續被增添。
[不同標點]

(她)那 的確 這樣 (她)傳召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她)整個全部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猶太地方 並且 從屬(她)加利利

並且 從屬(她)撒瑪利亞 他/她/它當時持續持有 到於(她)和平安寧； (她)現正持續被營建修造了的 並且

(她)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行去了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畏懼害怕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並且 在對(她)那

在對(她)勸勉請求 從屬(它)那 從屬(它)聖的 從屬(它)靈/風 他/她/它當時持續被增添。
[經文變異RT]

(她們)那些 的確 這樣 (她們)傳召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她)整個全部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猶太地方 並且

從屬(她)加利利 並且 從屬(她)撒瑪利亞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持有 到於(她)和平安寧 (她們)現正持續被營建修造了的；

並且 (她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行去了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畏懼害怕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並且 在對(她)那

在對(她)勸勉請求 從屬(它)那 從屬(它)聖的 從屬(它)靈/風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被增添。

徒 9:32 VEge,neto de. Pe,tron dierco,menon dia. pa,ntwn katelqei/n kai. pro.j tou.j àgi,ouj tou.j katoikou/ntaj
Lu,ddaÅ
And it came to pass, as Peter passed throughout all quarters, he came down also to the saints which dwelt at
Lydda.
彼得周流四方的時候，也到了居住呂大的聖徒那裏。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然而也 到於(他)彼得 到於(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橫過穿越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那時(也是)要去向下到來前往 並且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聖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定居了的 到於(她)呂大。

徒 9:33 eu-ren de. evkei/ a;nqrwpo,n tina ovno,mati Aivne,an evx evtw/n ovktw. katakei,menon evpi. kraba,ttou( o]j h=n
paralelume,nojÅ
And there he found a certain man named Aeneas, which had kept his bed eight years, and was sick of the
palsy.
遇見一個人，名叫以尼雅，得了癱瘓，在褥子上躺臥八年。

他/她/它那時(也是)找到尋見 然而也 在那裏地 到於(他)人 到於(他)任何什麼 在對(它)名字 到於(他)以尼雅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年 從屬(它們)八個 到於(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向下靠躺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他)蓆墊褥子， (他)這個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現在已經被鬆弛癱軟了的。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找到尋見 然而也 在那裏地 到於(他)人 到於(他)任何什麼 到於(他)以尼雅 在對(它)名字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年 從屬(它們)八個 到於(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向下靠躺了的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蓆墊褥子， (他)這個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現在已經被鬆弛癱軟了的。

徒 9:34 kai. ei=pen auvtw/| ò Pe,troj( Aivne,a( iva/tai, se VIhsou/j Cristo,j\ avna,sthqi kai. strw/son seautw/|Å kai. euvqe,wj
avne,sthÅ
And Peter said unto him, Aeneas, Jesus Christ maketh thee whole: arise, and make thy bed. And he arose
immediately.
彼得對他說：以尼雅，耶穌基督醫好你了；起來，收拾你的褥子；他就立刻起來了。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彼得， 阿,(他)以尼雅，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醫好治癒 到於你 (他)耶穌 (他)基督； 你那時(也是)就要再站立起來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舖開攤放 在對(他)你自己。 並且 平直直接地[同#2117] 他/她/它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彼得， 阿,(他)以尼雅，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醫好治癒 到於你 (他)耶穌 (他)那 (他)基督； 你那時(也是)就要再站立起來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舖開攤放 在對(他)你自己。 並且 平直直接地[同#2117] 他/她/它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

徒 9:35 kai. ei=dan auvto.n pa,ntej oì katoikou/ntej Lu,dda kai. to.n Sarw/na( oi[tinej evpe,streyan evpi. to.n ku,rionÅ
And all that dwelt at Lydda and Saron saw him, and turned to the Lord.
凡住呂大和沙崙的人，都看見了他，就歸服主。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看見清楚 到於(他)同一者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定居了的

到於(她)呂大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沙崙， (他們)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在上面轉動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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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主人。

徒 9:36 VEn VIo,pph| de, tij h=n maqh,tria ovno,mati Tabiqa,( h] diermhneuome,nh le,getai Dorka,j\ au[th h=n plh,rhj
e;rgwn avgaqw/n kai. evlehmosunw/n w-n evpoi,eiÅ
Now there was at Joppa a certain disciple named Tabitha, which by interpretation is called Dorcas: this woman
was full of good works and almsdeeds which she did.
在約帕有一個女徒，名叫大比大，翻希利尼話，就是多加；〔多加就是羚羊的意思〕他廣行善事，多施賙濟。

在內 在對(她)約帕 然而也 (她)任何什麼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她)女門徒 在對(它)名字 (她)大比大， (她)這個

(她)現正持續被徹底地行解釋翻譯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道說 (她)多加； (她)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她)充滿添足的 從屬(它們)工作 從屬(它們)良善的 並且 從屬(她們)憐憫賙濟 從屬(她們)這些個

他/她/它當時持續行出作成。
[經文變異RT]

在內 在對(她)約帕 然而也 (她)任何什麼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她)女門徒 在對(它)名字 (她)大比大， (她)這個

(她)現正持續被徹底地行解釋翻譯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道說 (她)多加； (她)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她)充滿添足的 從屬(它們)良善的 從屬(它們)工作 並且 從屬(她們)憐憫賙濟 從屬(她們)這些個

他/她/它當時持續行出作成。

徒 9:37 evge,neto de. evn tai/j hm̀e,raij evkei,naij avsqenh,sasan auvth.n avpoqanei/n\ lou,santej de. e;qhkan Îauvth.nÐ evn
up̀erw,|w|Å
And it came to pass in those days, that she was sick, and died: whom when they had washed, they laid her in
an upper chamber.
當時，他患病而死；有人把他洗了，停在樓上。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然而也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日子/白日 在對(她們)在那裏的那個

到於(她)那時(也是)成軟弱無力了的 到於(她)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死去； (他們)那時(也是)洗滌淨身了的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置放擺設 到於(她)同一者 在內 在對(它)樓上房間。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然而也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日子/白日 在對(她們)在那裏的那個

到於(她)那時(也是)成軟弱無力了的 到於(她)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死去； (他們)那時(也是)洗滌淨身了的 然而也

到於(她)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置放擺設 在內 在對(它)樓上房間。
[經文變異WH]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然而也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日子/白日 在對(她們)在那裏的那個

到於(她)那時(也是)成軟弱無力了的 到於(她)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死去； (他們)那時(也是)洗滌淨身了的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置放擺設 在內 在對(它)樓上房間。

徒 9:38 evggu.j de. ou;shj Lu,ddaj th/| VIo,pph| oi` maqhtai. avkou,santej o[ti Pe,troj evsti.n evn auvth/| avpe,steilan du,o
a;ndraj pro.j auvto.n parakalou/ntej( Mh. ovknh,sh|j dielqei/n e[wj hm̀w/nÅ
And forasmuch as Lydda was nigh to Joppa, and the disciples had heard that Peter was there, they sent unto
him two men, desiring him that he would not delay to come to them.
呂大原與約帕相近；門徒聽見彼得在那裏，就打發兩個人去見他，央求他說：快到我們那裏去，不要耽延。

接近地 然而也 從屬(她)現正持續是了的 從屬(她)呂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約帕，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他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是這樣 (他)彼得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內 在對(她)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到於(他們)二個/兩個 到於(他們)男人/丈夫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勸勉請求了的， 不會/不要 你那時(也是)應該遲疑怠惰 那時(也是)要去橫過穿越 一直直到 從屬我們。
[經文變異RT]

接近地 然而也 從屬(她)現正持續是了的 從屬(她)呂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約帕，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他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是這樣 (他)彼得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內 在對(她)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到於(他們)二個/兩個 到於(他們)男人/丈夫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勸勉請求了的 不會/不要 那時(也是)要去遲疑怠惰 那時(也是)要去橫過穿越 一直直到

從屬(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MT]

接近地 然而也 從屬(她)現正持續是了的 從屬(她)呂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約帕，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他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是這樣 (他)彼得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內 在對(她)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勸勉請求了的 不會/不要

那時(也是)要去遲疑怠惰 那時(也是)要去橫過穿越 一直直到 從屬(他們)同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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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 9:39 avnasta.j de. Pe,troj sunh/lqen auvtoi/j\ o]n parageno,menon avnh,gagon eivj to. up̀erw/|on kai. pare,sthsan
auvtw/| pa/sai aì ch/rai klai,ousai kai. evpideiknu,menai citw/naj kai. im̀a,tia o[sa evpoi,ei metV auvtw/n ou=sa h`
Dorka,jÅ
Then Peter arose and went with them. When he was come, they brought him into the upper chamber: and all
the widows stood by him weeping, and shewing the coats and garments which Dorcas made, while she was
with them.
彼得就起身和他們同去；到了，便有人領他上樓；眾寡婦都站在彼得旁邊哭，拿多加與他們同在時，所做的裏衣

外衣給他看。

(他)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了的 然而也 (他)彼得 他/她/它那時(也是)共同到來前往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這個

到於(他)那時(也是)讓自己來到旁邊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上帶領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樓上房間；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立定站住在旁邊 在對(他)同一者 (她們)所有每一個的 (她們)那些 (她們)寡婦

(她們)現正持續哭泣哀號了的 並且 (她們)現正持續讓自己在上面顯示展現了的 到於(他們)上衣內袍 並且

到於(它們)衣服 到於(它們)這每一切 他/她/它當時持續行出作成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們)同一者

(她)現正持續是了的 (她)那 (她)多加。

徒 9:40 evkbalw.n de. e;xw pa,ntaj ò Pe,troj kai. qei.j ta. go,nata proshu,xato kai. evpistre,yaj pro.j to. sw/ma ei=pen(
Tabiqa,( avna,sthqiÅ h` de. h;noixen tou.j ovfqalmou.j auvth/j( kai. ivdou/sa to.n Pe,tron avneka,qisenÅ
But Peter put them all forth, and kneeled down, and prayed; and turning him to the body said, Tabitha, arise.
And she opened her eyes: and when she saw Peter, she sat up.
彼得叫他們都出去，就跪下禱告，轉身對著死人說：大比大，起來，他就睜開眼睛，見了彼得，便坐起來。

(他)那時(也是)向外投擲出來了的 然而也 在外面地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他)彼得 並且

(他)那時(也是)置放擺設了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膝蓋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祈禱求告； 並且

(他)那時(也是)在上面轉動翻轉了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它)那 到於(它)身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阿,(她)大比大， 你那時(也是)就要再站立起來。 (她)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上開啟打開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眼睛 從屬(她)同一者， 並且 (她)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彼得

他/她/它那時(也是)坐起來。
[經文變異RT]

(他)那時(也是)向外投擲出來了的 然而也 在外面地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他)彼得，

(他)那時(也是)置放擺設了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膝蓋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祈禱求告； 並且

(他)那時(也是)在上面轉動翻轉了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它)那 到於(它)身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阿,(她)大比大， 你那時(也是)就要再站立起來。 (她)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上開啟打開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眼睛 從屬(她)同一者， 並且 (她)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彼得

他/她/它那時(也是)坐起來。

徒 9:41 dou.j de. auvth/| cei/ra avne,sthsen auvth,n\ fwnh,saj de. tou.j ag̀i,ouj kai. ta.j ch,raj pare,sthsen auvth.n zw/sanÅ
And he gave her his hand, and lifted her up, and when he had called the saints and widows, presented her alive.
彼得伸手扶他起來，叫眾聖徒和寡婦進去，把多加活活的交給他們。

(他)那時(也是)給與了的 然而也 在對(她)同一者 到於(她)手 他/她/它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 到於(她)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出聲叫喚了的 然而也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聖的 並且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寡婦

他/她/它那時(也是)立定站住在旁邊 到於(她)同一者 到於(她)現正持續活了的。

徒 9:42 gnwsto.n de. evge,neto kaqV o[lhj th/j VIo,pphj kai. evpi,steusan polloi. evpi. to.n ku,rionÅ
And it was known throughout all Joppa; and many believed in the Lord.
這事傳遍了約帕，就有許多人信了主。

(它)乃認識知道的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她)整個全部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約帕；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置信信託 (他們)許多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主人。
[經文變異RT]

(它)乃認識知道的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她)整個全部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約帕； 並且 (他們)許多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置信信託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主人。
[經文變異WH]

(它)乃認識知道的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她)整個全部的 從屬(她)約帕；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置信信託 (他們)許多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主人。

徒 9:43 VEge,neto de. hm̀e,raj ik̀ana.j mei/nai evn VIo,pph| para, tini Si,mwni bursei/Å
And it came to pass, that he tarried many days in Joppa with one Simon a tanner.
此後彼得在約帕一個硝皮匠西門的家裏，住了多日。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然而也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到於(她們)達到足夠的 那時(也是)要去停留持守 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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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她)約帕 <在旁邊>在旁邊 在對(他)任何什麼 在對(他)西門 在對(他)皮革匠。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然而也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到於(她們)達到足夠的 那時(也是)要去停留持守

到於(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約帕 <在旁邊>在旁邊 在對(他)任何什麼 在對(他)西門 在對(他)皮革匠。

徒 10:1 VAnh.r de, tij evn Kaisarei,a| ovno,mati Kornh,lioj( ek̀atonta,rchj evk spei,rhj th/j kaloume,nhj VItalikh/j(
There was a certain man in Caesarea called Cornelius, a centurion of the band called the Italian band,
在該撒利亞有一個人，名叫哥尼流，是義大利營的百夫長。

(他)男人/丈夫 然而也 (他)任何什麼 在內 在對(她)該撒利亞 在對(它)名字 (他)哥尼流， (他)百夫長 向外出來

從屬(她)營隊 從屬(她)那 從屬(她)現正持續被促請召喚了的 從屬(她)屬義大利的，
[經文變異RT]

(他)男人/丈夫 然而也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在內 在對(她)該撒利亞 在對(它)名字 (他)哥尼流，

(他)百夫長 向外出來 從屬(她)營隊 從屬(她)那 從屬(她)現正持續被促請召喚了的 從屬(她)屬義大利的，

徒 10:2 euvsebh.j kai. fobou,menoj to.n qeo.n su.n panti. tw/| oi;kw| auvtou/( poiw/n evlehmosu,naj polla.j tw/| law/| kai.
deo,menoj tou/ qeou/ dia. panto,j(
A devout man, and one that feared God with all his house, which gave much alms to the people, and prayed to
God alway.
他是個虔誠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賙濟百姓，常常禱告神。

(他)虔心誠敬的 並且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成驚恐畏懼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共同一起 在對(他)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住處家室 從屬(他)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行出作成了的 到於(她們)憐憫賙濟 到於(她們)許多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人民百姓， 並且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自卑乞求了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所有每一個的，
[經文變異RT]

(他)虔心誠敬的 並且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成驚恐畏懼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共同一起 在對(他)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住處家室 從屬(他)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行出作成了的 並/又 到於(她們)憐憫賙濟

到於(她們)許多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人民百姓， 並且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自卑乞求了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所有每一個的，

徒 10:3 ei=den evn òra,mati fanerw/j ws̀ei. peri. w[ran evna,thn th/j hm̀e,raj a;ggelon tou/ qeou/ eivselqo,nta pro.j
auvto.n kai. eivpo,nta auvtw/|( Kornh,lieÅ
He saw in a vision evidently about the ninth hour of the day an angel of God coming in to him, and saying unto
him, Cornelius.
有一天，約在申初，他在異象中，明明看見神的一個使者進去，到他那裏，說：哥尼流。

他/她/它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在內 在對(它)景觀異象 促為照亮顯明地 正如好像地 <在周圍>在周圍 到於(她)鐘點時刻

到於(她)第九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日子/白日 到於(他)使者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到於(他)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了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到於(他)那時(也是)發話言說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阿,(他)哥尼流。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在內 在對(它)景觀異象 促為照亮顯明地 正如好像地 到於(她)鐘點時刻 到於(她)第九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日子/白日 到於(他)使者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到於(他)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了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到於(他)那時(也是)發話言說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阿,(他)哥尼流。

徒 10:4 ò de. avteni,saj auvtw/| kai. e;mfoboj geno,menoj ei=pen( Ti, evstin( ku,rieÈ ei=pen de. auvtw/|( Aì proseucai, sou
kai. aì evlehmosu,nai sou avne,bhsan eivj mnhmo,sunon e;mprosqen tou/ qeou/Å
And when he looked on him, he was afraid, and said, What is it, Lord? And he said unto him, Thy prayers and
thine alms are come up for a memorial before God.
哥尼流定睛看他，驚怕說：主阿，甚麼事呢。天使說：你的禱告，和你的賙濟，達到神面前已蒙記念了。

(他)那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專注定睛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並且 (他)在內驚恐畏懼的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阿,(他)主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在對(他)同一者， (她們)那些 (她們)求告祈禱 從屬你 並且 (她們)那些

(她們)憐憫賙濟 從屬你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上行 向內進入 到於(它)記念記錄 從在其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專注定睛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並且 (他)在內驚恐畏懼的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阿,(他)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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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在對(他)同一者， (她們)那些 (她們)求告祈禱 從屬你 並且 (她們)那些

(她們)憐憫賙濟 從屬你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上行 向內進入 到於(它)記念記錄 在面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徒 10:5 kai. nu/n pe,myon a;ndraj eivj VIo,pphn kai. meta,pemyai Si,mwna, tina o]j evpikalei/tai Pe,troj\
And now send men to Joppa, and call for one Simon, whose surname is Peter:
現在你當打發人往約帕去，請那稱呼彼得的西門來；

並且 現在此時地 你那時(也是)就要差送打發 到於(他們)男人/丈夫 向內進入 到於(她)約帕，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傳喚差請 到於(他)西門 到於(他)任何什麼 (他)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召告稱呼 (他)彼得；
[經文變異RT]

並且 現在此時地 你那時(也是)就要差送打發 向內進入 到於(她)約帕 到於(他們)男人/丈夫，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傳喚差請 到於(他)西門 (他)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召告稱呼 (他)彼得；
[經文變異MT]

並且 現在此時地 你那時(也是)就要差送打發 向內進入 到於(她)約帕 到於(他們)男人/丈夫，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傳喚差請 到於(他)西門 到於(他)那 到於(他)現正持續被召告稱呼了的 到於(他)彼得；

徒 10:6 ou-toj xeni,zetai para, tini Si,mwni bursei/( w-| evstin oivki,a para. qa,lassanÅ
He lodgeth with one Simon a tanner, whose house is by the sea side: he shall tell thee what thou oughtest to do.
他住在海邊一個硝皮匠西門的家裏；房子在海邊上。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招待陌生客旅/使成陌生奇異 <在旁邊>在旁邊 在對(他)任何什麼 在對(他)西門

在對(他)皮革匠， 在對(他)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住屋家庭 <在旁邊>到旁邊 到於(她)海。
[經文變異RT]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招待陌生客旅/使成陌生奇異 <在旁邊>在旁邊 在對(他)任何什麼 在對(他)西門

在對(他)皮革匠， 在對(他)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住屋家庭 <在旁邊>到旁邊 到於(她)海；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發言講說 在對你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到於你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現要去持續行出作成。

徒 10:7 wj̀ de. avph/lqen ò a;ggeloj ò lalw/n auvtw/|( fwnh,saj du,o tw/n oivketw/n kai. stratiw,thn euvsebh/ tw/n
proskarterou,ntwn auvtw/|
And when the angel which spake unto Cornelius was departed, he called two of his household servants, and a
devout soldier of them that waited on him continually;
向他說話的天使去後，哥尼流叫了兩個家人，和常伺候他的一個虔誠兵來；

正如地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他)那 (他)使者 (他)那 (他)現正持續發言講說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出聲叫喚了的 到於(他們)二個/兩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家僕 並且

到於(他)士兵 到於(他)虔心誠敬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在前面向著堅強持恆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正如地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他)那 (他)使者 (他)那 (他)現正持續發言講說了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哥尼流， (他)那時(也是)出聲叫喚了的 到於(他們)二個/兩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家僕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到於(他)士兵 到於(他)虔心誠敬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在前面向著堅強持恆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徒 10:8 kai. evxhghsa,menoj a[panta auvtoi/j avpe,steilen auvtou.j eivj th.n VIo,pphnÅ
And when he had declared all these things unto them, he sent them to Joppa.
把這事都述說給他們聽，就打發他們往約帕去。

並且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向外敘述出來了的 到於(它們)同時一齊地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到於(他們)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約帕。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向外敘述出來了的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們)同時一齊地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到於(他們)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約帕。

徒 10:9 Th/| de. evpau,rion( òdoiporou,ntwn evkei,nwn kai. th/| po,lei evggizo,ntwn( avne,bh Pe,troj evpi. to. dw/ma
proseu,xasqai peri. w[ran e[kthnÅ
On the morrow, as they went on their journey, and drew nigh unto the city, Peter went up upon the housetop to
pray about the sixth hour:
第二天，他們行路將近那城，彼得約在午正，上房頂去禱告；

在對(她)那 然而也 在次日地，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行徒步旅行了的 從屬(他們)在那裏的那個， 並且 在對(她)那

在對(她)城邑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靠近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上行 (他)彼得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那

到於(它)房頂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祈禱求告 <在周圍>在周圍 到於(她)鐘點時刻 到於(她)第六的。

徒 10:10 evge,neto de. pro,speinoj kai. h;qelen geu,sasqaiÅ paraskeuazo,ntwn de. auvtw/n evge,neto evpV auvto.n e;kstas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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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he became very hungry, and would have eaten: but while they made ready, he fell into a trance,
覺得餓了，想要喫；那家的人正預備飯的時候，彼得魂遊象外；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然而也 (他)非常飢餓的，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定意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品嘗；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預備貼切了的 然而也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同一者 (她)驚異失定；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然而也 (他)非常飢餓的，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定意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品嘗；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預備貼切了的 然而也 從屬(他們)在那裏的那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落在其上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同一者 (她)驚異失定；

徒 10:11 kai. qewrei/ to.n ouvrano.n avnew|gme,non kai. katabai/non skeu/o,j ti wj̀ ovqo,nhn mega,lhn te,ssarsin avrcai/j
kaqie,menon evpi. th/j gh/j(
And saw heaven opened, and a certain vessel descending unto him, as it had been a great sheet knit at the four
corners, and let down to the earth:
看見天開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塊大布；繫著四角，縋在地上；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行定睛觀看 到於(他)那 到於(他)天空/天 到於(他)現在已經被向上開啟打開了的 並且

到於(它)現正持續向下行了的 到於(它)器皿用具 到於(它)任何什麼 正如地 到於(她)亞麻布片 到於(她)極大的，

在對(她們)四個 在對(她們)為起始為首 到於(它)現正持續被使促動挪移向下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行定睛觀看 到於(他)那 到於(他)天空/天 到於(他)現在已經被向上開啟打開了的 並且

到於(它)現正持續向下行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它)器皿用具 到於(它)任何什麼 正如地

到於(她)亞麻布片 到於(她)極大的， 在對(她們)四個 在對(她們)為起始為首 到於(他)現在已經被拴綁了的
註1 並且

到於(它)現正持續被使促動挪移向下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註1：“到於(他)現在已經被拴綁了的”學者給與陽性文法代碼。

徒 10:12 evn w-| ùph/rcen pa,nta ta. tetra,poda kai. er̀peta. th/j gh/j kai. peteina. tou/ ouvranou/Å
Wherein were all manner of fourfooted beasts of the earth, and wild beasts, and creeping things, and fowls of
the air.
裏面有地上各樣四足的走獸，和昆蟲，並天上的飛鳥。

在內 在對(它)這個 他/她/它當時持續源屬具有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它們)那些 (它們)四足走獸的 並且

(它們)爬行動物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並且 (它們)飛鳥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經文變異RT]

在內 在對(它)這個 他/她/它當時持續源屬具有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它們)那些 (它們)四足走獸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並且 (它們)那些 (它們)野獸 並且 (它們)那些 (它們)爬行動物 並且 (它們)那些 (它們)飛鳥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徒 10:13 kai. evge,neto fwnh. pro.j auvto,n( VAnasta,j( Pe,tre( qu/son kai. fa,geÅ
And there came a voice to him, Rise, Peter; kill, and eat.
又有聲音向他說：彼得，起來，宰了喫。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她)聲音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了的， 阿,(他)彼得， 你那時(也是)就要宰殺獻祭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吃食。

徒 10:14 ò de. Pe,troj ei=pen( Mhdamw/j( ku,rie( o[ti ouvde,pote e;fagon pa/n koino.n kai. avka,qartonÅ
But Peter said, Not so, Lord; for I have never eaten any thing that is common or unclean.
彼得卻說：主阿，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潔淨的物，我從來沒有喫過。

(他)那 然而也 (他)彼得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決不可如此地， 阿,(他)主人； 是這樣

然而也不是任何時候地 我那時(也是)吃食 到於(它)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通俗共有的 並且 到於(它)污穢的。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彼得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決不可如此地， 阿,(他)主人； 是這樣

然而也不是任何時候地 我那時(也是)吃食 到於(它)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通俗共有的 甚或/或而 到於(它)污穢的。

徒 10:15 kai. fwnh. pa,lin evk deute,rou pro.j auvto,n( }A ò qeo.j evkaqa,risen( su. mh. koi,nouÅ
And the voice spake unto him again the second time, What God hath cleansed, that call not thou common.
第二次有聲音向他說：神所潔淨的，你不可當作俗物。

並且 (她)聲音 重新又再地 向外出來 從屬(它)第二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它們)這些個 (他)那

(他)神 他/她/它那時(也是)潔淨， 你 不會/不要 你現在就要持續促使為俗而不潔。

徒 10:16 tou/to de. evge,neto evpi. tri,j kai. euvqu.j avnelh,mfqh to. skeu/oj eivj to.n ouvrano,n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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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was done thrice: and the vessel was received up again into heaven.
這樣一連三次，那物隨即收回天上去了。

(它)那同一者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上面[副詞性用法] 三次地， 並且 平直直接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向上拿取 (它)那 (它)器皿用具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天空/天。
[經文變異RT]

(它)那同一者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上面[副詞性用法] 三次地， 並且 重新又再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向上拿取 (它)那 (它)器皿用具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天空/天。

徒 10:17 ~Wj de. evn èautw/| dihpo,rei ò Pe,troj ti, a'n ei;h to. o[rama o] ei=den( ivdou. oì a;ndrej oì avpestalme,noi ùpo.
tou/ Kornhli,ou dierwth,santej th.n oivki,an tou/ Si,mwnoj evpe,sthsan evpi. to.n pulw/na(
Now while Peter doubted in himself what this vision which he had seen should mean, behold, the men which
were sent from Cornelius had made inquiry for Simon's house, and stood before the gate,
彼得心裏正在猜疑之間，不知所看見的異象是甚麼意思，哥尼流所差來的人，已經訪問到西門的家，站在門外，

正如地 然而也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自己 他/她/它當時持續成完全不知所措 (他)那 (他)彼得 (它)任何什麼呢 但凡

他/她/它現在可以持續是 (它)那 (它)景觀異象 到於(它)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們)那些 (他們)男人/丈夫 (他們)那些 (他們)現在已經被分派差遣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那 從屬(他)哥尼流， (他們)那時(也是)徹底地查詢求問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住屋家庭 從屬(他)那

從屬(他)西門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立定站住在上面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那 到於(他)大門口，
[經文變異RT]

正如地 然而也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自己 他/她/它當時持續成完全不知所措 (他)那 (他)彼得 (它)任何什麼呢 但凡

他/她/它現在可以持續是 (它)那 (它)景觀異象 到於(它)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們)那些 (他們)男人/丈夫 (他們)那些 (他們)現在已經被分派差遣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哥尼流， (他們)那時(也是)徹底地查詢求問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住屋家庭 從屬(他)西門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立定站住在上面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那 到於(他)大門口，

徒 10:18 kai. fwnh,santej evpunqa,nonto eiv Si,mwn ò evpikalou,menoj Pe,troj evnqa,de xeni,zetaiÅ
And called, and asked whether Simon, which was surnamed Peter, were lodged there.
喊著問，有稱呼彼得的西門住在這裏沒有。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出聲叫喚了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詢問查證， 若是 (他)西門 (他)那

(他)現正持續被召告稱呼了的 (他)彼得 在此處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招待陌生客旅/使成陌生奇異。
[經文變異WH]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出聲叫喚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詢問查證， 若是 (他)西門 (他)那

(他)現正持續被召告稱呼了的 (他)彼得 在此處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招待陌生客旅/使成陌生奇異。

徒 10:19 tou/ de. Pe,trou dienqumoume,nou peri. tou/ or̀a,matoj ei=pen Îauvtw/|Ð to. pneu/ma( VIdou. a;ndrej trei/j
zhtou/nte,j se(
While Peter thought on the vision, the Spirit said unto him, Behold, three men seek thee.
彼得還思想那異象的時候，聖靈向他說：有三個人來找你；

從屬(他)那 然而也 從屬(他)彼得 從屬(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徹底地貫注思考了的 <在周圍>關於 從屬(它)那

從屬(它)景觀異象，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它)那 (它)靈/風，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們)男人/丈夫 (他們)三個 (他們)現正持續探索尋求了的 到於你；
[經文變異RT]

從屬(他)那 然而也 從屬(他)彼得 從屬(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貫注思考了的 <在周圍>關於 從屬(它)那

從屬(它)景觀異象，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它)那 (它)靈/風，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們)男人/丈夫 (他們)三個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探索尋求 到於你；
[經文變異WH]

從屬(他)那 然而也 從屬(他)彼得 從屬(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徹底地貫注思考了的 <在周圍>關於 從屬(它)那

從屬(它)景觀異象，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它)那 (它)靈/風，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們)男人/丈夫

(他們)二個/兩個 (他們)現正持續探索尋求了的 到於你；

徒 10:20 avlla. avnasta.j kata,bhqi kai. poreu,ou su.n auvtoi/j mhde.n diakrino,menoj o[ti evgw. avpe,stalka auvtou,jÅ
Arise therefore, and get thee down, and go with them, doubting nothing: for I have sent them.
起來，下去，和他們同往，不要疑惑；因為是我差他們來的。

但乃是 (他)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了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向下行， 並且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共同一起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徹底分開辨明了的； 是這樣 我

我現在已經分派差遣 到於(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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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乃是 (他)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了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向下行， 並且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共同一起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徹底分開辨明了的； 為是這樣之緣故 我

我現在已經分派差遣 到於(他們)同一者。

徒 10:21 kataba.j de. Pe,troj pro.j tou.j a;ndraj ei=pen( VIdou. evgw, eivmi o]n zhtei/te\ ti,j h̀ aivti,a diV h]n pa,resteÈ
Then Peter went down to the men which were sent unto him from Cornelius; and said, Behold, I am he whom ye
seek: what is the cause wherefore ye are come?
於是彼得下去見那些人，說：我就是你們所找的人；你們來是為甚麼緣故。

(他)那時(也是)向下行了的 然而也 (他)彼得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男人/丈夫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我 我現在持續是 到於(他)這個

你們現在持續探索尋求； (她)任何什麼呢 (她)那 (她)索問要求之因由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她)這個

你們現在持續是是在旁邊？
[經文變異RT]

(他)那時(也是)向下行了的 然而也 (他)彼得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男人/丈夫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在已經被分派差遣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哥尼流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我 我現在持續是 到於(他)這個

你們現在持續探索尋求； (她)任何什麼呢 (她)那 (她)索問要求之因由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她)這個

你們現在持續是是在旁邊？

徒 10:22 oi` de. ei=pan( Kornh,lioj èkatonta,rchj( avnh.r di,kaioj kai. fobou,menoj to.n qeo,n( marturou,meno,j te ùpo.
o[lou tou/ e;qnouj tw/n VIoudai,wn( evcrhmati,sqh ùpo. avgge,lou ag̀i,ou metape,myasqai, se eivj to.n oi=kon auvtou/ kai.
avkou/sai rh̀,mata para. sou/Å
And they said, Cornelius the centurion, a just man, and one that feareth God, and of good report among all the
nation of the Jews, was warned from God by an holy angel to send for thee into his house, and to hear words of
thee.
他們說：百夫長哥尼流是個義人，敬畏神，為猶太通國所稱讚，他蒙一位聖天使指示，叫他請你到他家裏去，聽

你的話。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哥尼流 (他)百夫長， (他)男人/丈夫 (他)具公平正義的 並且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成驚恐畏懼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他)現正持續被作見證人了的 並/又 <在底下>被從

從屬(它)整個全部的 從屬(它)那 從屬(它)種族邦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傳諭交代/註冊商標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使者 從屬(他)聖的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傳喚差請

到於你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住處家室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聲聞耳聽

到於(它們)所發表言說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你。

徒 10:23 eivskalesa,menoj ou=n auvtou.j evxe,nisenÅ Th/| de. evpau,rion avnasta.j evxh/lqen su.n auvtoi/j kai, tinej tw/n
avdelfw/n tw/n avpo. VIo,pphj sunh/lqon auvtw/|Å
Then called he them in, and lodged them. And on the morrow Peter went away with them, and certain brethren
from Joppa accompanied him.
彼得就請他們進去，住了一宿。次日起身和他們同去，還有約帕的幾個弟兄同著他去。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促請召喚入內了的 這樣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招待陌生客旅/使成陌生奇異。

在對(她)那 然而也 在次日地 (他)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共同一起

在對(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們)任何什麼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弟兄 從屬(他們)那些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約帕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共同到來前往 在對(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促請召喚入內了的 這樣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招待陌生客旅/使成陌生奇異。

在對(她)那 然而也 在次日地 (他)那 (他)彼得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共同一起 在對(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們)任何什麼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弟兄 從屬(他們)那些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約帕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共同到來前往 在對(他)同一者。

徒 10:24 th/| de. evpau,rion eivsh/lqen eivj th.n Kaisa,reian\ ò de. Kornh,lioj h=n prosdokw/n auvtou.j sugkalesa,menoj
tou.j suggenei/j auvtou/ kai. tou.j avnagkai,ouj fi,loujÅ
And the morrow after they entered into Caesarea. And Cornelius waited for them, and had called together his
kinsmen and near friends.
又次日，他們進入該撒利亞。哥尼流已經請了他的親屬密友，等候他們。

在對(她)那 然而也 在次日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該撒利亞。 (他)那

然而也 (他)哥尼流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現正持續預期等待了的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促請召喚到一起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親族的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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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於(他們)具迫切需要的 到於(他們)朋友。
[經文變異RT]

並且 在對(她)那 在次日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該撒利亞。 (他)那

然而也 (他)哥尼流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現正持續預期等待了的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促請召喚到一起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親族的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具迫切需要的 到於(他們)朋友。

徒 10:25 wj̀ de. evge,neto tou/ eivselqei/n to.n Pe,tron( sunanth,saj auvtw/| ò Kornh,lioj pesw.n evpi. tou.j po,daj
proseku,nhsenÅ
And as Peter was coming in, Cornelius met him, and fell down at his feet, and worshipped him.
彼得一進去，哥尼流就迎接他，俯伏在他腳前拜他。

正如地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從屬(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彼得， (他)那時(也是)共同迎面相遇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哥尼流， (他)那時(也是)落下墜落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腳 他/她/它那時(也是)敬拜。
[經文變異RT]

正如地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到於(他)那 到於(他)彼得 那時(也是)要去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他)那時(也是)共同迎面相遇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哥尼流， (他)那時(也是)落下墜落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腳 他/她/它那時(也是)敬拜。

徒 10:26 ò de. Pe,troj h;geiren auvto.n le,gwn( VAna,sthqi\ kai. evgw. auvto.j a;nqrwpo,j eivmiÅ
But Peter took him up, saying, Stand up; I myself also am a man.
彼得卻拉他說：你起來；我也是人。

(他)那 然而也 (他)彼得 他/她/它那時(也是)喚醒起來 到於(他)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再站立起來； 並且 我 (他)同一者 (他)人 我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彼得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喚醒起來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再站立起來； 並且我 (他)同一者 (他)人 我現在持續是。

徒 10:27 kai. sunomilw/n auvtw/| eivsh/lqen kai. eùri,skei sunelhluqo,taj pollou,j(
And as he talked with him, he went in, and found many that were come together.
彼得和他說著話進去，見有好些人在那裏聚集，

並且 (他)現正持續共同聯絡交通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找到尋見 到於(他們)現在已經共同到來前往了的 到於(他們)許多的；

徒 10:28 e;fh te pro.j auvtou,j( ~Umei/j evpi,stasqe ẁj avqe,mito,n evstin avndri. VIoudai,w| kolla/sqai h' prose,rcesqai
avllofu,lw|\ kavmoi. ò qeo.j e;deixen mhde,na koino.n h' avka,qarton le,gein a;nqrwpon\
And he said unto them, Ye know how that it is an unlawful thing for a man that is a Jew to keep company, or
come unto one of another nation; but God hath shewed me that I should not call any man common or unclean.
就對他們說：你們知道猶太人，和別國的人親近來往，本是不合例的；但神已經指示我，無論甚麼人，都不可看

作俗而不潔淨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宣稱傳講 並/又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你們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心思通曉，

正如地 (它)為不合條例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對(他)男人/丈夫 在對(他)猶太人的 現要去持續被貼近連合

甚或/或而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 在對(他)外族的； 在對並且我 (他)那 (他)神

他/她/它那時(也是)顯示展現 到於(他)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到於(他)通俗共有的 甚或/或而 到於(他)污穢的

現要去持續道說 到於(他)人；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宣稱傳講 並/又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你們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心思通曉，

正如地 (它)為不合條例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對(他)男人/丈夫 在對(他)猶太人的 現要去持續被貼近連合

甚或/或而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 在對(他)外族的； 並且 在對"我" (他)那 (他)神

他/她/它那時(也是)顯示展現 到於(他)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到於(他)通俗共有的 甚或/或而 到於(他)污穢的

現要去持續道說 到於(他)人；

徒 10:29 dio. kai. avnantirrh,twj h=lqon metapemfqei,jÅ punqa,nomai ou=n ti,ni lo,gw| metepe,myasqe, meÈ
Therefore came I unto you without gainsaying, as soon as I was sent for: I ask therefore for what intent ye have
sent for me?
所以我被請的時候，就不推辭而來；現在請問，你們叫我來有甚麼意思呢。

為這個緣故 並且 無可置辯地 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他)那時(也是)被傳喚差請了的。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詢問查證

這樣， 在對(他)任何什麼呢 在對(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你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傳喚差請 到於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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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 10:30 kai. ò Kornh,lioj e;fh( VApo. teta,rthj h̀me,raj me,cri tau,thj th/j w[raj h;mhn th.n evna,thn proseuco,menoj
evn tw/| oi;kw| mou( kai. ivdou. avnh.r e;sth evnw,pio,n mou evn evsqh/ti lampra/|
And Cornelius said, Four days ago I was fasting until this hour; and at the ninth hour I prayed in my house, and,
behold, a man stood before me in bright clothing,
哥尼流說：前四天這個時候，我在家中守著申初的禱告，忽然有一個人，穿著光明的衣裳，站在我面前，

並且 (他)那 (他)哥尼流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宣稱傳講，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第四的 從屬(她)日子/白日 一直達到

從屬(她)那同一者 從屬(她)那 從屬(她)鐘點時刻， 我當時持續是 到於(她)那 到於(她)第九的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祈禱求告了的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住處家室 從屬我；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男人/丈夫 他/她/它那時(也是)立定站住 在面前地 從屬我 在內 在對(她)衣著

在對(她)光耀華麗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 (他)哥尼流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宣稱傳講，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第四的 從屬(她)日子/白日 一直達到

從屬(她)那同一者 從屬(她)那 從屬(她)鐘點時刻 我當時持續是 (他)現正持續禁食了的，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第九的 到於(她)鐘點時刻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祈禱求告了的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住處家室 從屬我；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男人/丈夫 他/她/它那時(也是)立定站住 在面前地 從屬我 在內 在對(她)衣著

在對(她)光耀華麗的，

徒 10:31 kai. fhsi,n( Kornh,lie( eivshkou,sqh sou h` proseuch. kai. aì evlehmosu,nai sou evmnh,sqhsan evnw,pion tou/
qeou/Å
And said, Cornelius, thy prayer is heard, and thine alms are had in remembrance in the sight of God.
說：哥尼流，你的禱告，已蒙垂聽，你的賙濟，達到神面前已蒙記念了。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宣稱傳講， 阿,(他)哥尼流，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聽見 從屬你 (她)那 (她)求告祈禱， 並且

(她們)那些 (她們)憐憫賙濟 從屬你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提醒記得 在面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徒 10:32 pe,myon ou=n eivj VIo,pphn kai. metaka,lesai Si,mwna o]j evpikalei/tai Pe,troj( ou-toj xeni,zetai evn oivki,a|
Si,mwnoj burse,wj para. qa,lassanÅ
Send therefore to Joppa, and call hither Simon, whose surname is Peter; he is lodged in the house of one
Simon a tanner by the sea side: who, when he cometh, shall speak unto thee.
你當打發人往約帕去，請那稱呼彼得的西門來，他住在海邊一個硝皮匠西門的家裏。

你那時(也是)就要差送打發 這樣 向內進入 到於(她)約帕，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傳喚召請 到於(他)西門，

(他)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召告稱呼 (他)彼得；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招待陌生客旅/使成陌生奇異 在內

在對(她)住屋家庭 從屬(他)西門 從屬(他)皮革匠 <在旁邊>到旁邊 到於(她)海。
[經文變異RT]

你那時(也是)就要差送打發 這樣 向內進入 到於(她)約帕，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傳喚召請 到於(他)西門，

(他)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召告稱呼 (他)彼得；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招待陌生客旅/使成陌生奇異 在內

在對(她)住屋家庭 從屬(他)西門 從屬(他)皮革匠 <在旁邊>到旁邊 到於(她)海； (他)這個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來到旁邊了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發言講說 在對你。

徒 10:33 evxauth/j ou=n e;pemya pro.j se,( su, te kalw/j evpoi,hsaj parageno,menojÅ nu/n ou=n pa,ntej h̀mei/j evnw,pion tou/
qeou/ pa,resmen avkou/sai pa,nta ta. prostetagme,na soi ùpo. tou/ kuri,ouÅ
Immediately therefore I sent to thee; and thou hast well done that thou art come. Now therefore are we all here
present before God, to hear all things that are commanded thee of God.
所以我立時打發人去請你，你來了很好；現今我們都在神面前，要聽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話。

立時地 這樣 我那時(也是)差送打發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 你 並/又 美好適當地 你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來到旁邊了的。 現在此時地 這樣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我們 在面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我們現在持續是是在旁邊 那時(也是)要去聲聞耳聽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現在已經被指定定規了的 在對你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經文變異RT]

立時地 這樣 我那時(也是)差送打發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 你 並/又 美好適當地 你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來到旁邊了的。 現在此時地 這樣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我們 在面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我們現在持續是是在旁邊 那時(也是)要去聲聞耳聽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現在已經被指定定規了的 在對你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徒 10:34 VAnoi,xaj de. Pe,troj to. sto,ma ei=pen( VEpV avlhqei,aj katalamba,nomai o[ti ouvk e;stin proswpolh,mpthj ò
qeo,j(
Then Peter opened his mouth, and said, Of a truth I perceive that God is no respecter of persons:
彼得就開口說：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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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那時(也是)向上開啟打開了的 然而也 (他)彼得 到於(它)那 到於(它)口/嘴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真情實理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拿取住 是這樣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以貌偏待人者

(他)那 (他)神；

徒 10:35 avllV evn panti. e;qnei ò fobou,menoj auvto.n kai. evrgazo,menoj dikaiosu,nhn dekto.j auvtw/| evstinÅ
But in every nation he that feareth him, and worketh righteousness, is accepted with him.
原來各國中，那敬畏主行義的人，都為主所悅納。

但乃是 在內 在對(它)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它)種族邦國 (他)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成驚恐畏懼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作工作了的 到於(她)至義 (他)乃接納領受的 在對(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徒 10:36 to.n lo,gon Îo]nÐ avpe,steilen toi/j uìoi/j VIsrah.l euvaggelizo,menoj eivrh,nhn dia. VIhsou/ Cristou/( ou-to,j
evstin pa,ntwn ku,rioj(
The word which God sent unto the children of Israel, preaching peace by Jesus Christ: (he is Lord of all:)
神藉著耶穌基督（他是萬有的主）傳和平的福音，將這道賜給以色列人。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到於(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兒子

從屬(他)以色列，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傳福音佳訊了的 到於(她)和平安寧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註1
(他)主人；

註1：“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文法上亦可以為“從屬(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經文變異WH]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他/她/它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兒子 從屬(他)以色列，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傳福音佳訊了的 到於(她)和平安寧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主人；

徒 10:37 um̀ei/j oi;date to. geno,menon rh̀/ma kaqV o[lhj th/j VIoudai,aj( avrxa,menoj avpo. th/j Galilai,aj meta. to.
ba,ptisma o] evkh,ruxen VIwa,nnhj(
That word, I say, ye know, which was published throughout all Judaea, and began from Galilee, after the
baptism which John preached;
這話在約翰宣傳洗禮以後，從加利利起，傳遍了猶太；

你們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到於(它)那 到於(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到於(它)所發表言說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她)整個全部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猶太地方，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加利利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它)那 到於(它)浸洗之禮 到於(它)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傳達宣講 (他)約翰；
[經文變異RT]

你們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到於(它)那 到於(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到於(它)所發表言說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她)整個全部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猶太地方， 到於(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加利利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它)那 到於(它)浸洗之禮 到於(它)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傳達宣講 (他)約翰；

徒 10:38 VIhsou/n to.n avpo. Nazare,q( wj̀ e;crisen auvto.n ò qeo.j pneu,mati ag̀i,w| kai. duna,mei( o]j dih/lqen euvergetw/n
kai. ivw,menoj pa,ntaj tou.j katadunasteuome,nouj ùpo. tou/ diabo,lou( o[ti ò qeo.j h=n metV auvtou/Å
How God anointed Jesus of Nazareth with the Holy Ghost and with power: who went about doing good, and
healing all that were oppressed of the devil; for God was with him.
神怎樣以聖靈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穌，這都是你們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醫好凡被魔鬼壓制的人；因為

神與他同在。

到於(他)耶穌 到於(他)那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拿撒勒， 正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膏抹 到於(他)同一者 (他)那 (他)神

在對(它)靈/風 在對(它)聖的 並且 在對(她)能力權能， (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橫過穿越

(他)現正持續作慈善恩人了的 並且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醫好治癒了的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被行當權壓制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那 從屬(他)詆辱中傷的[常指魔鬼]； 是這樣 (他)那

(他)神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同一者。

徒 10:39 kai. hm̀ei/j ma,rturej pa,ntwn w-n evpoi,hsen e;n te th/| cw,ra| tw/n VIoudai,wn kai. ÎevnÐ VIerousalh,mÅ o]n kai.
avnei/lan krema,santej evpi. xu,lou(
And we are witnesses of all things which he did both in the land of the Jews, and in Jerusalem; whom they slew
and hanged on a tree:
他在猶太人之地，並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有我們作見證；他們竟把他掛在木頭上殺了。

並且 我們 (他們)見證人 從屬(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在內 並/又

在對(她)那 在對(她)地域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並且 在內 在對(她)耶陸撒冷； 到於(他)這個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挪去 (他們)那時(也是)懸掛垂吊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它)木幹；
[經文變異RT]

並且 我們 我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見證人 從屬(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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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內 並/又 在對(她)那 在對(她)地域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並且 在內 在對(她)耶陸撒冷；

到於(他)這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挪去 (他們)那時(也是)懸掛垂吊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它)木幹；
[經文變異WH]

並且 我們 (他們)見證人 從屬(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在內 並/又

在對(她)那 在對(她)地域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並且 在對(她)耶陸撒冷； 到於(他)這個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挪去 (他們)那時(也是)懸掛垂吊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它)木幹；

徒 10:40 tou/ton ò qeo.j h;geiren ÎevnÐ th/| tri,th| hm̀e,ra| kai. e;dwken auvto.n evmfanh/ gene,sqai(
Him God raised up the third day, and shewed him openly;
第三日神叫他復活，顯現出來，

到於(他)那同一者 (他)那 (他)神 他/她/它那時(也是)喚醒起來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第三的 在對(她)日子/白日，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他)在內促為照亮顯明的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生發成為，
[經文變異RT][經文變異WH]

到於(他)那同一者 (他)那 (他)神 他/她/它那時(也是)喚醒起來 在對(她)那 在對(她)第三的 在對(她)日子/白日，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他)在內促為照亮顯明的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生發成為，

徒 10:41 ouv panti. tw/| law/|( avlla. ma,rtusin toi/j prokeceirotonhme,noij ùpo. tou/ qeou/( hm̀i/n( oi[tinej sunefa,gomen
kai. sunepi,omen auvtw/| meta. to. avnasth/nai auvto.n evk nekrw/n\
Not to all the people, but unto witnesses chosen before of God, even to us, who did eat and drink with him after
he rose from the dead.
不是顯現給眾人看，乃是顯現給神預先所揀選為他作見證的人看，就是我們這些在他從死裏復活以後，和他同喫

同喝的人。

不是/不 在對(他)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人民百姓， 但乃是 在對(他們)見證人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在已經被預先選立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在對我們， (他們)這個任何什麼

我們那時(也是)一同喫食 並且 我們那時(也是)共同喝 在對(他)同一者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再站立起來 到於(他)同一者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死掉的；

徒 10:42 kai. parh,ggeilen h̀mi/n khru,xai tw/| law/| kai. diamartu,rasqai o[ti ou-to,j evstin ò wr̀isme,noj ùpo. tou/
qeou/ krith.j zw,ntwn kai. nekrw/nÅ
And he commanded us to preach unto the people, and to testify that it is he which was ordained of God to be
the Judge of quick and dead.
他吩咐我們傳道給眾人，證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作審判活人死人的主。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命令吩咐 在對我們 那時(也是)要去傳達宣講 在對(他)那 在對(他)人民百姓，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誠摯地作見證 是這樣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現在已經被界定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審判官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活了的 並且 從屬(他們)死掉的。

徒 10:43 tou,tw| pa,ntej oi` profh/tai marturou/sin a;fesin àmartiw/n labei/n dia. tou/ ovno,matoj auvtou/ pa,nta to.n
pisteu,onta eivj auvto,nÅ
To him give all the prophets witness, that through his name whosoever believeth in him shall receive remission
of sins.
眾先知也為他作見證，說：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

在對(他)那同一者註1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那些 (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作見證人，

到於(她)赦免釋放 從屬(她們)罪 那時(也是)要去拿取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那 從屬(它)名字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他)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同一者。

註1：“在對(他)那同一者”文法上亦可以為“在對(它)那同一者”。

徒 10:44 :Eti lalou/ntoj tou/ Pe,trou ta. rh̀,mata tau/ta evpe,pesen to. pneu/ma to. a[gion evpi. pa,ntaj tou.j avkou,ontaj
to.n lo,gonÅ
While Peter yet spake these words, the Holy Ghost fell on all them which heard the word.
彼得還說這話的時候，聖靈降在一切聽道的人身上。

依然仍舊地 從屬(他)現正持續發言講說了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彼得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所發表言說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落在其上 (它)那 (它)靈/風 (它)那 (它)聖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聲聞耳聽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徒 10:45 kai. evxe,sthsan oì evk peritomh/j pistoi. o[soi sunh/lqan tw/| Pe,trw|( o[ti kai. evpi. ta. e;qnh h̀ dwrea. tou/
ag̀i,ou pneu,matoj evkke,cutai\
And they of the circumcision which believed were astonished, as many as came with Peter, because that on the
Gentiles also was poured out the gift of the Holy Ghost.
那些奉割禮和彼得同來的信徒，見聖靈的恩賜也澆在外邦人身上，就都希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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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驚異失定 (他們)那些 向外出來 從屬(她)割禮 (他們)誠且信的 (他們)這每一切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共同到來前往 在對(他)那 在對(他)彼得， 是這樣 並且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種族邦國 (她)那 (她)賞賜 從屬(它)那 從屬(它)聖的 從屬(它)靈/風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向外傾注澆流；
[經文變異WH]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驚異失定 (他們)那些 向外出來 從屬(她)割禮 (他們)誠且信的 (他們)這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共同到來前往 在對(他)那 在對(他)彼得， 是這樣 並且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種族邦國 (她)那 (她)賞賜 從屬(它)那 從屬(它)靈/風 從屬(它)那 從屬(它)聖的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向外傾注澆流；

徒 10:46 h;kouon ga.r auvtw/n lalou,ntwn glw,ssaij kai. megaluno,ntwn to.n qeo,nÅ to,te avpekri,qh Pe,troj(
For they heard them speak with tongues, and magnify God. Then answered Peter,
因聽見他們說方言，稱讚神為大。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聲聞耳聽 因為 從屬(他們)同一者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發言講說了的 在對(她們)舌頭/語言 並且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看重加大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當那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 (他)彼得，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聲聞耳聽 因為 從屬(他們)同一者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發言講說了的 在對(她們)舌頭/語言 並且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看重加大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當那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註1
(他)那

(他)彼得，

註1：“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徒 10:47 Mh,ti to. u[dwr du,natai kwlu/sai, tij tou/ mh. baptisqh/nai tou,touj( oi[tinej to. pneu/ma to. a[gion e;labon
wj̀ kai. h̀mei/jÈ
Can any man forbid water, that these should not be baptized, which have received the Holy Ghost as well as
we?
於是彼得說：這些人既受了聖靈，與我們一樣，誰能禁止用水給他們施洗呢。

豈會是呢 到於(它)那 到於(它)水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那時(也是)要去阻攔禁止 (他)任何什麼，

從屬(它)那 不會/不要 那時(也是)要去被浸洗 到於(他們)那同一者， (他們)這個任何什麼 到於(它)那 到於(它)靈/風

到於(它)那 到於(它)聖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拿取 正如地 並且 我們？
[經文變異RT]

豈會是呢 到於(它)那 到於(它)水 那時(也是)要去阻攔禁止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他)任何什麼，

從屬(它)那 不會/不要 那時(也是)要去被浸洗 到於(他們)那同一者， (他們)這個任何什麼 到於(它)那 到於(它)靈/風

到於(它)那 到於(它)聖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拿取 按照正如地 並且 我們？

徒 10:48 prose,taxen de. auvtou.j evn tw/| ovno,mati VIhsou/ Cristou/ baptisqh/naiÅ to,te hvrw,thsan auvto.n evpimei/nai
hm̀e,raj tina,jÅ
And he commanded them to be baptized in the name of the Lord. Then prayed they him to tarry certain days.
就吩咐奉耶穌基督的名給他們施洗。他們又請彼得住了幾天。

他/她/它那時(也是)指定定規 然而也 到於(他們)同一者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名字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那時(也是)要去被浸洗。 當那時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查詢求問 到於(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在上面停留持守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到於(她們)任何什麼。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指定定規 然而也 到於(他們)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被浸洗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名字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當那時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查詢求問 到於(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在上面停留持守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到於(她們)任何什麼。

徒 11:1 :Hkousan de. oi` avpo,stoloi kai. oi` avdelfoi. oì o;ntej kata. th.n VIoudai,an o[ti kai. ta. e;qnh evde,xanto to.n
lo,gon tou/ qeou/Å
And the apostles and brethren that were in Judaea heard that the Gentiles had also received the word of God.
使徒和在猶太的眾弟兄，聽說外邦人也領受了神的道。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然而也 (他們)那些 (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弟兄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是了的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那 到於(她)猶太地方 是這樣 並且 (它們)那些 (它們)種族邦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接納領受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徒 11:2 o[te de. avne,bh Pe,troj eivj VIerousalh,m( diekri,nonto pro.j auvto.n oi` evk peritomh/j
And when Peter was come up to Jerusalem, they that were of the circumcision contended with him,
及至彼得上了耶路撒冷，那些奉割禮的門徒和他爭辯，說：

當這時地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上行 (他)彼得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陸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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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徹底分開辨明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向外出來 從屬(她)割禮，
[經文變異RT]

並且 當這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上行 (他)彼得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路撒冷，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徹底分開辨明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向外出來 從屬(她)割禮，

徒 11:3 le,gontej o[ti Eivsh/lqej pro.j a;ndraj avkrobusti,an e;contaj kai. sune,fagej auvtoi/jÅ
Saying, Thou wentest in to men uncircumcised, and didst eat with them.
你進入未受割禮之人的家，和他們一同喫飯了。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是這樣 你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男人/丈夫

到於(她)未受割禮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並且 你那時(也是)一同喫食 在對(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是這樣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男人/丈夫 到於(她)未受割禮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你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並且 你那時(也是)一同喫食 在對(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WH]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是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男人/丈夫

到於(她)未受割禮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一同喫食 在對(他們)同一者。

徒 11:4 avrxa,menoj de. Pe,troj evxeti,qeto auvtoi/j kaqexh/j le,gwn(
But Peter rehearsed the matter from the beginning, and expounded it by order unto them, saying,
彼得就開口，把這事挨次給他們講解說：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了的 然而也 (他)彼得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置放出來 在對(他們)同一者

向下接著有地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經文變異RT]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彼得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置放出來 在對(他們)同一者

向下接著有地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徒 11:5 VEgw. h;mhn evn po,lei VIo,pph| proseuco,menoj kai. ei=don evn evksta,sei o[rama( katabai/non skeu/o,j ti ẁj
ovqo,nhn mega,lhn te,ssarsin avrcai/j kaqieme,nhn evk tou/ ouvranou/( kai. h=lqen a;cri evmou/\
I was in the city of Joppa praying: and in a trance I saw a vision, A certain vessel descend, as it had been a
great sheet, let down from heaven by four corners; and it came even to me:
我在約帕城裏禱告的時候，魂遊象外，看見異象，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塊大布，繫著四角，從天縋下，直來到我

跟前；

我 我當時持續是 在內 在對(她)城邑 在對(她)約帕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祈禱求告了的； 並且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在內 在對(她)驚異失定 到於(它)景觀異象 到於(它)現正持續向下行了的 到於(它)器皿用具 到於(它)任何什麼，

正如地 到於(她)亞麻布片 到於(她)極大的 在對(她們)四個 在對(她們)為起始為首

到於(她)現正持續被使促動挪移向下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直至達到 從屬"我"；

徒 11:6 eivj h]n avteni,saj kateno,oun kai. ei=don ta. tetra,poda th/j gh/j kai. ta. qhri,a kai. ta. er̀peta. kai. ta. peteina.
tou/ ouvranou/Å
Upon the which when I had fastened mine eyes, I considered, and saw fourfooted beasts of the earth, and wild
beasts, and creeping things, and fowls of the air.
我定睛觀看，見內中有地上四足的牲畜，和野獸，昆蟲，並天上的飛鳥。

向內進入 到於(她)這個 (他)那時(也是)專注定睛了的 我當時持續仔細觀察了解， 並且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四足走獸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野獸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爬行動物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飛鳥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徒 11:7 h;kousa de. kai. fwnh/j legou,shj moi( VAnasta,j( Pe,tre( qu/son kai. fa,geÅ
And I heard a voice saying unto me, Arise, Peter; slay and eat.
我且聽見有聲音向我說：彼得，起來，宰了喫。

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然而也 並且 從屬(她)聲音 從屬(她)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在對我，

(他)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了的， 阿,(他)彼得， 你那時(也是)就要宰殺獻祭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吃食。
[經文變異RT]

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然而也 從屬(她)聲音 從屬(她)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在對我， (他)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了的，

阿,(他)彼得， 你那時(也是)就要宰殺獻祭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吃食。

徒 11:8 ei=pon de,( Mhdamw/j( ku,rie( o[ti koino.n h' avka,qarton ouvde,pote eivsh/lqen eivj to. sto,ma mouÅ
But I said, Not so, Lord: for nothing common or unclean hath at any time entered into my mouth.
我說：主阿，這是不可的；凡俗而不潔淨的物，從來沒有入過我的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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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決不可如此地， 阿,(他)主人； 是這樣 (它)通俗共有的 甚或/或而 (它)污穢的

然而也不是任何時候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口/嘴 從屬我。
[經文變異RT]

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決不可如此地， 阿,(他)主人； 是這樣 (它)所有每一個的 (它)通俗共有的

甚或/或而 (它)污穢的 然而也不是任何時候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口/嘴 從屬我。

徒 11:9 avpekri,qh de. fwnh. evk deute,rou evk tou/ ouvranou/( }A ò qeo.j evkaqa,risen( su. mh. koi,nouÅ
But the voice answered me again from heaven, What God hath cleansed, that call not thou common.
第二次，有聲音從天上說：神所潔淨的，你不可當作俗物。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 然而也 (她)聲音 向外出來 從屬(它)第二的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到於(它們)這些個 (他)那 (他)神 他/她/它那時(也是)潔淨， 你 不會/不要 你現在就要持續促使為俗而不潔。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註1 然而也 在對我 (她)聲音 向外出來 從屬(它)第二的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到於(它們)這些個 (他)那 (他)神 他/她/它那時(也是)潔淨， 你 不會/不要

你現在就要持續促使為俗而不潔。

註1：“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經文變異WH]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 然而也 向外出來 從屬(它)第二的 (她)聲音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到於(它們)這些個 (他)那 (他)神 他/她/它那時(也是)潔淨， 你 不會/不要 你現在就要持續促使為俗而不潔。

徒 11:10 tou/to de. evge,neto evpi. tri,j( kai. avnespa,sqh pa,lin a[panta eivj to.n ouvrano,nÅ
And this was done three times: and all were drawn up again into heaven.
這樣一連三次，就都收回天上去了。

(它)那同一者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上面[副詞性用法] 三次地；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向上拉拔 重新又再地 (它們)同時一齊地所有每一個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天空/天。
[經文變異RT]

(它)那同一者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上面[副詞性用法] 三次地； 並且 重新又再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向上拉拔 (它們)同時一齊地所有每一個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天空/天。

徒 11:11 kai. ivdou. evxauth/j trei/j a;ndrej evpe,sthsan evpi. th.n oivki,an evn h-| h=men( avpestalme,noi avpo. Kaisarei,aj
pro,j meÅ
And, behold, immediately there were three men already come unto the house where I was, sent from Caesarea
unto me.
正當那時，有三個人站在我們所住的房門前，是從該撒利亞差來見我的。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立時地 (他們)三個 (他們)男人/丈夫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立定站住在上面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住屋家庭 在內 在對(她)這個 我們當時持續是， (他們)現在已經被分派差遣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該撒利亞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我。
[經文變異RT]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立時地 (他們)三個 (他們)男人/丈夫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立定站住在上面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住屋家庭 在內 在對(她)這個 我當時持續是， (他們)現在已經被分派差遣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該撒利亞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我。

徒 11:12 ei=pen de. to. pneu/ma, moi sunelqei/n auvtoi/j mhde.n diakri,nantaÅ h=lqon de. su.n evmoi. kai. oì e]x avdelfoi. ou-
toi kai. eivsh,lqomen eivj to.n oi=kon tou/ avndro,jÅ
And the spirit bade me go with them, nothing doubting. Moreover these six brethren accompanied me, and we
entered into the man's house:
聖靈吩咐我和他們同去，不要疑惑。〔或作不要分別等類〕同著我去的，還有這六位弟兄；我們都進了那人的家

；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它)那 (它)靈/風 在對我 那時(也是)要去共同到來前往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到於(他)那時(也是)徹底分開辨明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然而也

共同一起 在對"我"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六個 (他們)弟兄 (他們)那同一者， 並且

我們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住處家室 從屬(他)那 從屬(他)男人/丈夫；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在對我 (它)那 (它)靈/風 那時(也是)要去共同到來前往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到於(他)現正持續讓自己徹底分開辨明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然而也

共同一起 在對"我"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六個 (他們)弟兄 (他們)那同一者， 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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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住處家室 從屬(他)那 從屬(他)男人/丈夫；

徒 11:13 avph,ggeilen de. hm̀i/n pw/j ei=den Îto.nÐ a;ggelon evn tw/| oi;kw| auvtou/ staqe,nta kai. eivpo,nta( VApo,steilon
eivj VIo,pphn kai. meta,pemyai Si,mwna to.n evpikalou,menon Pe,tron(
And he shewed us how he had seen an angel in his house, which stood and said unto him, Send men to Joppa,
and call for Simon, whose surname is Peter;
那人就告訴我們，他如何看見一位天使，站在他屋裏，說：你打發人往約帕去，請那稱呼彼得的西門來；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報信通告 然而也 在對我們 怎樣如何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他)那

到於(他)使者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住處家室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他)那時(也是)被立定站住了的 並且

到於(他)那時(也是)發話言說了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分派差遣 向內進入 到於(她)約帕，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傳喚差請 到於(他)西門 到於(他)那 到於(他)現正持續被召告稱呼了的 到於(他)彼得；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報信通告 然而也 在對我們 怎樣如何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他)那

到於(他)使者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住處家室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他)那時(也是)被立定站住了的 並且

到於(他)那時(也是)發話言說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就要分派差遣 向內進入 到於(她)約帕

到於(他們)男人/丈夫，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傳喚差請 到於(他)西門 到於(他)那

到於(他)現正持續被召告稱呼了的 到於(他)彼得；

徒 11:14 o]j lalh,sei r̀h,mata pro.j se. evn oi-j swqh,sh| su. kai. pa/j ò oi=ko,j souÅ
Who shall tell thee words, whereby thou and all thy house shall be saved.
他有話告訴你，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

(他)這個 他/她/它將要(持續)發言講說 到於(它們)所發表言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 在內 在對(它們)這些個

你將要(持續)被拯救 你 並且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他)住處家室 從屬你。

徒 11:15 evn de. tw/| a;rxasqai, me lalei/n evpe,pesen to. pneu/ma to. a[gion evpV auvtou.j w[sper kai. evfV h̀ma/j evn avrch/|Å
And as I began to speak, the Holy Ghost fell on them, as on us at the beginning.
我一開講，聖靈便降在他們身上，正像當初降在我們身上一樣。

在內 然而也 在對(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起始為首 到於我 現要去持續發言講說， 他/她/它那時(也是)落在其上

(它)那 (它)靈/風 (它)那 (它)聖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同一者， 甚至正如地 並且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我們

在內 在對(她)為起始為首。

徒 11:16 evmnh,sqhn de. tou/ rh̀,matoj tou/ kuri,ou ẁj e;legen( VIwa,nnhj me.n evba,ptisen u[dati( ùmei/j de.
baptisqh,sesqe evn pneu,mati àgi,w|Å
Then remembered I the word of the Lord, how that he said, John indeed baptized with water; but ye shall be
baptized with the Holy Ghost.
我就想起主的話說：約翰是用水施洗，但你們要受聖靈的洗。

我那時(也是)被提醒記得 然而也 從屬(它)那 從屬(它)所發表言說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正如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他)約翰 的確 他/她/它那時(也是)浸洗 在對(它)水； 你們 然而也 你們將要(持續)被浸洗

在內 在對(它)靈/風 在對(它)聖的。
[經文變異RT]

我那時(也是)被提醒記得 然而也 從屬(它)那 從屬(它)所發表言說 從屬(他)主人， 正如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他)約翰 的確 他/她/它那時(也是)浸洗 在對(它)水； 你們 然而也 你們將要(持續)被浸洗 在內 在對(它)靈/風

在對(它)聖的。

徒 11:17 eiv ou=n th.n i;shn dwrea.n e;dwken auvtoi/j ò qeo.j wj̀ kai. hm̀i/n pisteu,sasin evpi. to.n ku,rion VIhsou/n
Cristo,n( evgw. ti,j h;mhn dunato.j kwlu/sai to.n qeo,nÈ
Forasmuch then as God gave them the like gift as he did unto us, who believed on the Lord Jesus Christ; what
was I, that I could withstand God?
神既然給他們恩賜，像在我們信主耶穌基督的時候，給了我們一樣，我是誰，能攔阻神呢。

若是 這樣 到於(她)那 到於(她)相似等同的 到於(她)賞賜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神

正如地 並且 在對我們 在對(他們)那時(也是)置信信託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主人 到於(他)耶穌

到於(他)基督， 我 (他)任何什麼呢 我當時持續是 (他)乃能夠可能的 那時(也是)要去阻攔禁止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經文變異RT]

若是 這樣 到於(她)那 到於(她)相似等同的 到於(她)賞賜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神

正如地 並且 在對我們 在對(他們)那時(也是)置信信託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主人 到於(他)耶穌

到於(他)基督， 我 然而也 (他)任何什麼呢 我當時持續是 (他)乃能夠可能的 那時(也是)要去阻攔禁止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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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 11:18 avkou,santej de. tau/ta hs̀u,casan kai. evdo,xasan to.n qeo.n le,gontej( :Ara kai. toi/j e;qnesin ò qeo.j th.n
meta,noian eivj zwh.n e;dwkenÅ
When they heard these things, they held their peace, and glorified God, saying, Then hath God also to the
Gentiles granted repentance unto life.
眾人聽見這話，就不言語了；只歸榮耀與神，說：這樣看來，神也賜恩給外邦人，叫他們悔改得生命了。

(他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然而也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使成沉寂安靜，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歸榮耀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果然如此 並且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種族邦國 (他)那 (他)神 到於(她)那 到於(她)轉悟悔改 向內進入 到於(她)生命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然而也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使成沉寂安靜，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歸榮耀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果然如此確實 並且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種族邦國 (他)那 (他)神 到於(她)那 到於(她)轉悟悔改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向內進入 到於(她)生命。

徒 11:19 Oì me.n ou=n diaspare,ntej avpo. th/j qli,yewj th/j genome,nhj evpi. Stefa,nw| dih/lqon e[wj Foini,khj kai.
Ku,prou kai. VAntiocei,aj mhdeni. lalou/ntej to.n lo,gon eiv mh. mo,non VIoudai,oijÅ
Now they which were scattered abroad upon the persecution that arose about Stephen travelled as far as
Phenice, and Cyprus, and Antioch, preaching the word to none but unto the Jews only.
那些因司提反的事遭患難四散的門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並安提阿；他們不向別人講道，只向猶太人講

。

(他們)那些 的確 這樣 (他們)那時(也是)被到處散佈播撒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壓迫患難 從屬(她)那

從屬(她)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司提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橫過穿越 一直直到

從屬(她)腓尼基 並且 從屬(她)居比路 並且 從屬(她)安提阿， 在對(他)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他們)現正持續發言講說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若是 不會/不要 僅有單獨地

在對(他們)猶太人的。

徒 11:20 h=san de, tinej evx auvtw/n a;ndrej Ku,prioi kai. Kurhnai/oi( oi[tinej evlqo,ntej eivj VAntio,ceian evla,loun
kai. pro.j tou.j ~Ellhnista.j euvaggelizo,menoi to.n ku,rion VIhsou/nÅ
And some of them were men of Cyprus and Cyrene, which, when they were come to Antioch, spake unto the
Grecians, preaching the Lord Jesus.
但內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們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利尼人傳講主耶穌。〔有古卷作也向說希利尼話的猶太

人傳講主耶穌〕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他們)任何什麼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們)男人/丈夫 (他們)居比路人 並且

(他們)古利奈人， (他們)這個任何什麼 (他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安提阿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發言講說 並且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希利尼化之猶太人，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傳福音佳訊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主人 到於(他)耶穌。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他們)任何什麼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們)男人/丈夫 (他們)居比路人 並且

(他們)古利奈人， (他們)這個任何什麼 (他們)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安提阿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發言講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希利尼化之猶太人，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傳福音佳訊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主人 到於(他)耶穌。
[經文變異Tischendorph]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他們)任何什麼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們)男人/丈夫 (他們)居比路人 並且

(他們)古利奈人， (他們)這個任何什麼 (他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安提阿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發言講說 並且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希利尼人，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傳福音佳訊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主人 到於(他)耶穌。

徒 11:21 kai. h=n cei.r kuri,ou metV auvtw/n( polu,j te avriqmo.j ò pisteu,saj evpe,streyen evpi. to.n ku,rionÅ
And the hand of the Lord was with them: and a great number believed, and turned unto the Lord.
主與他們同在，信而歸主的人就很多了。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她)手 從屬(他)主人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許多的 並/又 (他)數目

(他)那 (他)那時(也是)置信信託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上面轉動翻轉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主人。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她)手 從屬(他)主人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許多的 並/又 (他)數目

(他)那時(也是)置信信託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上面轉動翻轉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主人。

徒 11:22 hvkou,sqh de. ò lo,goj eivj ta. w=ta th/j evkklhsi,aj th/j ou;shj evn VIerousalh.m peri. auvtw/n kai. evxape,steilan
Barnaba/n Îdielqei/nÐ e[wj VAntiocei,a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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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n tidings of these things came unto the ears of the church which was in Jerusalem: and they sent forth
Barnabas, that he should go as far as Antioch.
這風聲傳到耶路撒冷教會人的耳中，他們就打發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為止；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聲聞耳聽 然而也 (他)那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耳朵

從屬(她)那 從屬(她)傳召 從屬(她)那 從屬(她)現正持續是了的 在內 在對(她)耶陸撒冷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外分派差遣 到於(他)巴拿巴 那時(也是)要去橫過穿越 一直直到

從屬(她)安提阿；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聲聞耳聽 然而也 (他)那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耳朵

從屬(她)那 從屬(她)傳召 從屬(她)那 在內 在對(它們)耶路撒冷 <在周圍>關於 從屬(它們)同一者註1；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外分派差遣 到於(他)巴拿巴 那時(也是)要去橫過穿越 一直直到 從屬(她)安提阿；

註1：“從屬(他們)同一者”文法上亦可以為“從屬(它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WH]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聲聞耳聽 然而也 (他)那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耳朵

從屬(她)那 從屬(她)傳召 從屬(她)那 從屬(她)現正持續是了的 在內 在對(她)耶陸撒冷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外分派差遣 到於(他)巴拿巴 一直直到 從屬(她)安提阿；

徒 11:23 o]j parageno,menoj kai. ivdw.n th.n ca,rin Îth.nÐ tou/ qeou/( evca,rh kai. pareka,lei pa,ntaj th/| proqe,sei th/j
kardi,aj prosme,nein tw/| kuri,w|(
Who, when he came, and had seen the grace of God, was glad, and exhorted them all, that with purpose of
heart they would cleave unto the Lord.
他到了那裏，看見神所賜的恩就歡喜，勸勉眾人，立定心志，恆久靠主。

(他)這個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來到旁邊了的 並且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恩典惠意

到於(她)那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歡喜安樂；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勸勉請求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目的展示 從屬(她)那 從屬(她)內心 現要去持續在前面向著停留持守

在對(他)那 在對(他)主人；
[經文變異RT]

(他)這個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來到旁邊了的 並且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恩典惠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歡喜安樂；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勸勉請求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目的展示 從屬(她)那 從屬(她)內心 現要去持續在前面向著停留持守 在對(他)那 在對(他)主人；
[經文變異WH]

(他)這個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來到旁邊了的 並且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恩典惠意

到於(她)那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歡喜安樂；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勸勉請求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目的展示 從屬(她)那 從屬(她)內心 現要去持續在前面向著停留持守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主人；

徒 11:24 o[ti h=n avnh.r avgaqo.j kai. plh,rhj pneu,matoj àgi,ou kai. pi,stewjÅ kai. prosete,qh o;cloj ik̀ano.j tw/| kuri,w|Å
For he was a good man, and full of the Holy Ghost and of faith: and much people was added unto the Lord.
這巴拿巴原是個好人，被聖靈充滿，大有信心；於是有許多人歸服了主。

是這樣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男人/丈夫 (他)良善的 並且 (他)充滿添足的 從屬(它)靈/風 從屬(它)聖的 並且

從屬(她)信。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加上增添 (他)群眾 (他)達到足夠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主人。

徒 11:25 evxh/lqen de. eivj Tarso.n avnazhth/sai Sau/lon(
Then departed Barnabas to Tarsus, for to seek Saul:
他又往大數去找掃羅，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然而也 向內進入 到於(她)大數 那時(也是)要去再向上探索尋求 到於(他)掃羅；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然而也 向內進入 到於(她)大數 (他)那 (他)巴拿巴

那時(也是)要去再向上探索尋求 到於(他)掃羅；

徒 11:26 kai. eùrw.n h;gagen eivj VAntio,ceianÅ evge,neto de. auvtoi/j kai. evniauto.n o[lon sunacqh/nai evn th/| evkklhsi,a|
kai. dida,xai o;clon ik̀ano,n( crhmati,sai te prw,twj evn VAntiocei,a| tou.j maqhta.j Cristianou,jÅ
And when he had found him, he brought him unto Antioch. And it came to pass, that a whole year they
assembled themselves with the church, and taught much people. And the disciples were called Christians first in
Antioch.
找著了，就帶他到安提阿去。他們足有一年的工夫，和教會一同聚集，教訓了許多人；門徒稱為基督徒，是從安

提阿起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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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 (他)那時(也是)找到尋見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帶領 向內進入 到於(她)安提阿。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然而也 在對(他們)同一者 並且 到於(他)年度 到於(他)整個全部的

那時(也是)要去被聚集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傳召，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教導 到於(他)群眾 到於(他)達到足夠的；

那時(也是)要去傳諭交代/註冊商標 並/又 最先地 在內 在對(她)安提阿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門徒

到於(他們)基督徒。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找到尋見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帶領 到於(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安提阿。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然而也 到於(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年度 到於(他)整個全部的 那時(也是)要去被聚集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傳召，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教導 到於(他)群眾 到於(他)達到足夠的；

那時(也是)要去傳諭交代/註冊商標 並/又 首先地 在內 在對(她)安提阿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門徒

到於(他們)基督徒。
[經文變異MT]

並且 (他)那時(也是)找到尋見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帶領 到於(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安提阿。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然而也 到於(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年度 到於(他)整個全部的 那時(也是)要去被聚集

在對(她)那 在對(她)傳召，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教導 到於(他)群眾 到於(他)達到足夠的；

那時(也是)要去傳諭交代/註冊商標 並/又 首先地 在內 在對(她)安提阿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門徒

到於(他們)基督徒。

徒 11:27 VEn tau,taij de. tai/j h̀me,raij kath/lqon avpo. ~Ierosolu,mwn profh/tai eivj VAntio,ceianÅ
And in these days came prophets from Jerusalem unto Antioch.
當那些日子，有幾位先知從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

在內 在對(她們)那同一者 然而也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日子/白日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下到來前往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們)耶路撒冷 (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安提阿。

徒 11:28 avnasta.j de. ei-j evx auvtw/n ovno,mati {Agaboj evsh,manen dia. tou/ pneu,matoj limo.n mega,lhn me,llein
e;sesqai evfV o[lhn th.n oivkoume,nhn( h[tij evge,neto evpi. Klaudi,ouÅ
And there stood up one of them named Agabus, and signified by the spirit that there should be great dearth
throughout all the world: which came to pass in the days of Claudius Caesar.
內中有一位，名叫亞迦布；站起來，藉著聖靈，指明天下將有大饑荒；這事到革老丟年間果然有了。

(他)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了的 然而也 (他)一個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同一者 在對(它)名字 (他)亞迦布

他/她/它那時(也是)以標誌記號指示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那 從屬(它)靈/風 到於(她)糧食缺乏 到於(她)極大的

現要去持續準備快要 將要去(持續)是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整個全部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全地；

(她)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他)革老丟。
[經文變異RT]

(他)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了的 然而也 (他)一個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同一者 在對(它)名字 (他)亞迦布

他/她/它那時(也是)以標誌記號指示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那 從屬(它)靈/風 到於(他)糧食缺乏註1
到於(他)極大的

現要去持續準備快要 將要去(持續)是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整個全部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全地；

(他)這個任何什麼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他)革老丟 從屬(他)該撒。

註1：“到於(她)糧食缺乏”文法上亦可以為“到於(他)糧食缺乏”。

[經文變異WH]

(他)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了的 然而也 (他)一個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同一者 在對(它)名字 (他)亞迦布

他/她/它當時持續以標誌記號指示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那 從屬(它)靈/風 到於(她)糧食缺乏 到於(她)極大的

現要去持續準備快要 將要去(持續)是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整個全部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全地；

(她)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他)革老丟。

徒 11:29 tw/n de. maqhtw/n( kaqw.j euvporei/to, tij( w[risan e[kastoj auvtw/n eivj diakoni,an pe,myai toi/j katoikou/sin
evn th/| VIoudai,a| avdelfoi/j\
Then the disciples, every man according to his ability, determined to send relief unto the brethren which dwelt in
Judaea:
於是門徒定意，照各人的力量捐錢，送去供給住在猶太的弟兄。

從屬(他們)那些 然而也 從屬(他們)門徒，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成通順興旺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界定 (他)各個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職務服事 那時(也是)要去差送打發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定居了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猶太地方 在對(他們)弟兄；

徒 11:30 o] kai. evpoi,hsan avpostei,lantej pro.j tou.j presbute,rouj dia. ceiro.j Barnaba/ kai. Sau,louÅ
Which also they did, and sent it to the elders by the hands of Barnabas and Saul.
他們就這樣行，把捐項託巴拿巴和掃羅，送到眾長老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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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於(它)這個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他們)那時(也是)分派差遣了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更年長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手 從屬(他)巴拿巴 並且 從屬(他)掃羅。

徒 12:1 KatV evkei/non de. to.n kairo.n evpe,balen ~Hrw,|dhj ò basileu.j ta.j cei/raj kakw/sai, tinaj tw/n avpo. th/j
evkklhsi,ajÅ
Now about that time Herod the king stretched forth his hands to vex certain of the church.
那時，希律王下手苦害教會中幾個人。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在那裏的那個 然而也 到於(他)那 到於(他)場合時節 他/她/它那時(也是)投擲在上面 (他)希律

(他)那 (他)君王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手 那時(也是)要去傷害苦待 到於(他們)任何什麼 從屬(他們)那些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傳召。

徒 12:2 avnei/len de. VIa,kwbon to.n avdelfo.n VIwa,nnou macai,rh|Å
And he killed James the brother of John with the sword.
用刀殺了約翰的哥哥雅各。

他/她/它那時(也是)挪去 然而也 到於(他)雅各 到於(他)那 到於(他)弟兄 從屬(他)約翰 在對(她)兵刃。

徒 12:3 ivdw.n de. o[ti avresto,n evstin toi/j VIoudai,oij( prose,qeto sullabei/n kai. Pe,tron( & h=san de. ÎaìÐ hm̀e,rai
tw/n avzu,mwn &
And because he saw it pleased the Jews, he proceeded further to take Peter also. (Then were the days of
unleavened bread.)
他見猶太人喜歡這事，又去捉拿彼得。那時正是除酵的日子。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然而也 是這樣 (它)可取悅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猶太人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加上增添 那時(也是)要去共同拿取/懷有/相持互助 並且 到於(他)彼得；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她們)那些 (她們)日子/白日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無酵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是這樣 (它)可取悅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猶太人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加上增添 那時(也是)要去共同拿取/懷有/相持互助 並且 到於(他)彼得；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她們)日子/白日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無酵的；
[經文變異WH]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然而也 是這樣 (它)可取悅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猶太人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加上增添 那時(也是)要去共同拿取/懷有/相持互助 並且 到於(他)彼得；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她們)日子/白日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無酵的；

徒 12:4 o]n kai. pia,saj e;qeto eivj fulakh.n paradou.j te,ssarsin tetradi,oij stratiwtw/n fula,ssein auvto,n(
boulo,menoj meta. to. pa,sca avnagagei/n auvto.n tw/| law/|Å
And when he had apprehended him, he put him in prison, and delivered him to four quaternions of soldiers to
keep him; intending after Easter to bring him forth to the people.
希律拿了彼得收在監裏，交付四班兵丁看守，每班四個人，意思要在逾越節後，把他提出來，當著百姓辦他；

到於(他)這個 並且 (他)那時(也是)握住捉拿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置放擺設 向內進入 到於(她)夜更/監獄，

(他)那時(也是)交付了的 在對(它們)四個 在對(它們)四人小組 從屬(他們)士兵 現要去持續看管守護 到於(他)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諮商決意了的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它)那 到於(它)逾越/逾越節 那時(也是)要去向上帶領

到於(他)同一者 在對(他)那 在對(他)人民百姓。

徒 12:5 ò me.n ou=n Pe,troj evthrei/to evn th/| fulakh/|\ proseuch. de. h=n evktenw/j ginome,nh ùpo. th/j evkklhsi,aj pro.j
to.n qeo.n peri. auvtou/Å
Peter therefore was kept in prison: but prayer was made without ceasing of the church unto God for him.
於是彼得被囚在監裏；教會卻為他切切的禱告神。

(他)那 的確 這樣 (他)彼得 他/她/它當時持續被行看護守衛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夜更/監獄； (她)求告祈禱

然而也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專心熱切地 (她)現正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她)那 從屬(她)傳召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那 的確 這樣 (他)彼得 他/她/它當時持續被行看護守衛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夜更/監獄； (她)求告祈禱

然而也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專心熱切地 (她)現正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她)那 從屬(她)傳召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他)同一者。

徒 12:6 {Ote de. h;mellen proagagei/n auvto.n ò ~Hrw,|dhj( th/| nukti. evkei,nh| h=n ò Pe,troj koimw,menoj metaxu. du,o
stratiwtw/n dedeme,noj àlu,sesin dusi.n fu,lake,j te pro. th/j qu,raj evth,roun th.n fulakh,nÅ
And when Herod would have brought him forth, the same night Peter was sleeping between two soldiers, b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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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two chains: and the keepers before the door kept the prison.
希律將要提他出來的前一夜，彼得被兩條鐵鍊鎖著，睡在兩個兵丁當中；看守的人也在門外看守。

當這時地 然而也 他/她/它當時持續準備快要 那時(也是)要去帶領在前面 到於(他)同一者 (他)那 (他)希律，

在對(她)那 在對(她)夜晚 在對(她)在那裏的那個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那 (他)彼得 (他)現正持續被安置入睡了的

共同轉接之間地 從屬(他們)二個/兩個 從屬(他們)士兵， (他)現在已經被拴綁了的 在對(她們)鐐銬鎖鏈

在對(她們)二個/兩個； (他們)看管守護者 並/又 在前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門戶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行看護守衛

到於(她)那 到於(她)夜更/監獄。
[經文變異RT]

當這時地 然而也 他/她/它當時持續準備快要 到於(他)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帶領在前面 (他)那 (他)希律， 在對(她)那

在對(她)夜晚 在對(她)在那裏的那個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那 (他)彼得 (他)現正持續被安置入睡了的

共同轉接之間地 從屬(他們)二個/兩個 從屬(他們)士兵， (他)現在已經被拴綁了的 在對(她們)鐐銬鎖鏈

在對(她們)二個/兩個； (他們)看管守護者 並/又 在前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門戶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行看護守衛

到於(她)那 到於(她)夜更/監獄。
[經文變異WH]

當這時地 然而也 他/她/它當時持續準備快要 那時(也是)要去在前面向著帶領 到於(他)同一者 (他)那 (他)希律，

在對(她)那 在對(她)夜晚 在對(她)在那裏的那個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那 (他)彼得 (他)現正持續被安置入睡了的

共同轉接之間地 從屬(他們)二個/兩個 從屬(他們)士兵， (他)現在已經被拴綁了的 在對(她們)鐐銬鎖鏈

在對(她們)二個/兩個； (他們)看管守護者 並/又 在前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門戶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行看護守衛

到於(她)那 到於(她)夜更/監獄。

徒 12:7 kai. ivdou. a;ggeloj kuri,ou evpe,sth kai. fw/j e;lamyen evn tw/| oivkh,mati\ pata,xaj de. th.n pleura.n tou/ Pe,trou
h;geiren auvto.n le,gwn( VAna,sta evn ta,ceiÅ kai. evxe,pesan auvtou/ aì al̀u,seij evk tw/n ceirw/nÅ
And, behold, the angel of the Lord came upon him, and a light shined in the prison: and he smote Peter on the
side, and raised him up, saying, Arise up quickly. And his chains fell off from his hands.
忽然有主的一個使者，站在旁邊，屋裏有光照耀；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說：快快起來；那鐵鍊就從他

手上脫落下來。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使者 從屬(他)主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立定站住在上面， 並且 (它)光明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光照耀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住的所在； (他)那時(也是)敲打擊中了的 然而也 到於(她)那

到於(她)肋旁身側 從屬(他)那 從屬(他)彼得 他/她/它那時(也是)喚醒起來 到於(他)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再站立起來 在內 在對(它)短暫急速之間。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外落下墜落 從屬(他)同一者

(她們)那些 (她們)鐐銬鎖鏈 向外出來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手。

徒 12:8 ei=pen de. ò a;ggeloj pro.j auvto,n( Zw/sai kai. ùpo,dhsai ta. sanda,lia, souÅ evpoi,hsen de. ou[twjÅ kai. le,gei
auvtw/|( Peribalou/ to. im̀a,tio,n sou kai. avkolou,qei moiÅ
And the angel said unto him, Gird thyself, and bind on thy sandals. And so he did. And he saith unto him, Cast
thy garment about thee, and follow me.
天使對他說：束上帶子；穿上鞋；他就那樣作；天使又說：披上外衣跟著我來。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他)那 (他)使者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束帶子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穿在腳下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便鞋 從屬你。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然而也 那同一樣式地。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披蓋穿裹 到於(它)那 到於(它)衣服 從屬你， 並且 你現在就要持續跟隨 在對我。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並/又 (他)那 (他)使者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在周圍束帶子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穿在腳下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便鞋

從屬你。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然而也 那同一樣式地。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披蓋穿裹 到於(它)那 到於(它)衣服 從屬你， 並且 你現在就要持續跟隨 在對我。

徒 12:9 kai. evxelqw.n hvkolou,qei kai. ouvk h;|dei o[ti avlhqe,j evstin to. gino,menon dia. tou/ avgge,lou\ evdo,kei de. o[rama
ble,peinÅ
And he went out, and followed him; and wist not that it was true which was done by the angel; but thought he
saw a vision.
彼得就出來跟著他，不知道天使所作是真的，只當見了異象。

並且 (他)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跟隨；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當時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它)誠正真實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那 (它)現正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了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那

從屬(他)使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設想認為對 然而也 到於(它)景觀異象 現要去持續著眼觀看。
[經文變異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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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 (他)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跟隨 在對(他)同一者；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當時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它)誠正真實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那 (它)現正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了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那 從屬(他)使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設想認為對 然而也 到於(它)景觀異象

現要去持續著眼觀看。

徒 12:10 dielqo,ntej de. prw,thn fulakh.n kai. deute,ran h=lqan evpi. th.n pu,lhn th.n sidhra/n th.n fe,rousan eivj th.n
po,lin( h[tij auvtoma,th hvnoi,gh auvtoi/j kai. evxelqo,ntej proh/lqon r̀u,mhn mi,an( kai. euvqe,wj avpe,sth ò a;ggeloj avpV
auvtou/Å
When they were past the first and the second ward, they came unto the iron gate that leadeth unto the city;
which opened to them of his own accord: and they went out, and passed on through one street; and forthwith
the angel departed from him.
過了第一層第二層監牢，就來到臨街的鐵門；那門自己開了。他們出來，走過一條街，天使便離開他去了。

(他們)那時(也是)橫過穿越了的 然而也 到於(她)首先的 到於(她)夜更/監獄 並且 到於(她)第二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大門 到於(她)那 到於(她)鐵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現正持續負載攜帶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城邑； (她)這個任何什麼 (她)乃自己驅動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向上開啟打開 在對(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在前面 到於(她)街巷 到於(她)一個/第一； 並且 平直直接地[同#2117]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站開 (他)那 (他)使者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同一者。

徒 12:11 kai. ò Pe,troj evn èautw/| geno,menoj ei=pen( Nu/n oi=da avlhqw/j o[ti evxape,steilen ÎòÐ ku,rioj to.n a;ggelon
auvtou/ kai. evxei,lato, me evk ceiro.j ~Hrw,|dou kai. pa,shj th/j prosdoki,aj tou/ laou/ tw/n VIoudai,wnÅ
And when Peter was come to himself, he said, Now I know of a surety, that the Lord hath sent his angel, and
hath delivered me out of the hand of Herod, and from all the expectation of the people of the Jews.
彼得醒悟過來，說：我現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脫離希律的手，和猶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

並且 (他)那 (他)彼得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自己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現在此時地 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誠正真實地 是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分派差遣 (他)那 (他)主人 到於(他)那

到於(他)使者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挪開 到於我 向外出來 從屬(她)手 從屬(他)希律 並且

從屬(她)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預期展望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民百姓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 (他)彼得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自己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現在此時地 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誠正真實地 是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分派差遣 (他)主人 到於(他)那

到於(他)使者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挪開 到於我 向外出來 從屬(她)手 從屬(他)希律 並且

從屬(她)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預期展望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民百姓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徒 12:12 sunidw,n te h=lqen evpi. th.n oivki,an th/j Mari,aj th/j mhtro.j VIwa,nnou tou/ evpikaloume,nou Ma,rkou( ou-
h=san ik̀anoi. sunhqroisme,noi kai. proseuco,menoiÅ
And when he had considered the thing, he came to the house of Mary the mother of John, whose surname was
Mark; where many were gathered together praying.
想了一想，就往那稱呼馬可的約翰他母親馬利亞家去；在那裏有好些人聚集禱告。

(他)那時(也是)完全意識明白了的 並/又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住屋家庭

從屬(她)那 從屬(她)馬利亞 從屬(她)那 從屬(她)母親 從屬(他)約翰 從屬(他)那 從屬(他)現正持續被召告稱呼了的

從屬(他)馬可； 在這裏地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他們)達到足夠的 (他們)現在已經被共同會集聚合了的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祈禱求告了的。
[經文變異RT]

(他)那時(也是)完全意識明白了的 並/又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住屋家庭

從屬(她)馬利亞 從屬(她)那 從屬(她)母親 從屬(他)約翰 從屬(他)那 從屬(他)現正持續被召告稱呼了的 從屬(他)馬可；

在這裏地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他們)達到足夠的 (他們)現在已經被共同會集聚合了的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祈禱求告了的。

徒 12:13 krou,santoj de. auvtou/ th.n qu,ran tou/ pulw/noj prosh/lqen paidi,skh ùpakou/sai ovno,mati ~Ro,dh(
And as Peter knocked at the door of the gate, a damsel came to hearken, named Rhoda.
彼得敲外門，有一個使女，名叫羅大出來探聽；

從屬(他)那時(也是)叩門了的 然而也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她)那 到於(她)門戶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大門口，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 (她)使女 那時(也是)要去留心聽從 在對(它)名字 (她)羅大；
[經文變異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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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屬(他)那時(也是)叩門了的 然而也 從屬(他)那 從屬(他)彼得 到於(她)那 到於(她)門戶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大門口，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 (她)使女 那時(也是)要去留心聽從 在對(它)名字 (她)羅大；

徒 12:14 kai. evpignou/sa th.n fwnh.n tou/ Pe,trou avpo. th/j cara/j ouvk h;noixen to.n pulw/na( eivsdramou/sa de.
avph,ggeilen èsta,nai to.n Pe,tron pro. tou/ pulw/nojÅ
And when she knew Peter's voice, she opened not the gate for gladness, but ran in, and told how Peter stood
before the gate.
聽得是彼得的聲音，就歡喜的顧不得開門，跑進去告訴眾人說，彼得站在門外。

並且 (她)那時(也是)清楚認識知道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聲音 從屬(他)那 從屬(他)彼得，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歡喜快樂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上開啟打開 到於(他)那 到於(他)大門口，

(她)那時(也是)向內奔跑疾行進入了的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報信通告 現已經去立定站住 到於(他)那

到於(他)彼得 在前面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大門口。

徒 12:15 oi` de. pro.j auvth.n ei=pan( Mai,nh|Å h` de. dii?scuri,zeto ou[twj e;ceinÅ oi` de. e;legon( ~O a;ggelo,j evstin
auvtou/Å
And they said unto her, Thou art mad. But she constantly affirmed that it was even so. Then said they, It is his
angel.
他們說：你是瘋了。使女極力的說：真是他。他們說：必是他的天使。

(他們)那些 然而也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你現在持續讓自己/被熱望瘋狂。 (她)那 然而也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極力堅持 那同一樣式地 現要去持續持有。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他)那 (他)使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些 然而也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你現在持續讓自己/被熱望瘋狂。 (她)那 然而也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極力堅持 那同一樣式地 現要去持續持有。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他)那 (他)使者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徒 12:16 ò de. Pe,troj evpe,menen krou,wn\ avnoi,xantej de. ei=dan auvto.n kai. evxe,sthsanÅ
But Peter continued knocking: and when they had opened the door, and saw him, they were astonished.
彼得不住的敲門；他們開了門，看見他，就甚驚奇。

(他)那 然而也 (他)彼得 他/她/它當時持續在上面停留持守 (他)現正持續叩門了的； (他們)那時(也是)向上開啟打開了的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看見清楚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驚異失定。

徒 12:17 katasei,saj de. auvtoi/j th/| ceiri. siga/n dihgh,sato Îauvtoi/jÐ pw/j ò ku,rioj auvto.n evxh,gagen evk th/j fulakh/j
ei=pe,n te( VApaggei,late VIakw,bw| kai. toi/j avdelfoi/j tau/taÅ kai. evxelqw.n evporeu,qh eivj e[teron to,ponÅ
But he, beckoning unto them with the hand to hold their peace, declared unto them how the Lord had brought
him out of the prison. And he said, Go shew these things unto James, and to the brethren. And he departed,
and went into another place.
彼得擺手，不要他們作聲，就告訴他們主怎樣領他出監；又說：你們把這事告訴雅各，和眾弟兄；於是出去往別

處去了。

(他)那時(也是)向下搖擺震動了的 然而也 在對(他們)同一者 在對(她)那 在對(她)手 現要去持續保持靜默，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詳細敘述 在對(他們)同一者 怎樣如何地 (他)那 (他)主人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帶領出來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夜更/監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並/又，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從那裏報信通告 在對(他)雅各 並且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弟兄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並且

(他)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行去 向內進入 到於(他)相異不同的 到於(他)地點處所。
[經文變異RT]

(他)那時(也是)向下搖擺震動了的 然而也 在對(他們)同一者 在對(她)那 在對(她)手 現要去持續保持靜默，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詳細敘述 在對(他們)同一者 怎樣如何地 (他)那 (他)主人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帶領出來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夜更/監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從那裏報信通告 在對(他)雅各 並且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弟兄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並且

(他)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行去 向內進入 到於(他)相異不同的 到於(他)地點處所。

徒 12:18 Genome,nhj de. hm̀e,raj h=n ta,racoj ouvk ovli,goj evn toi/j stratiw,taij ti, a;ra ò Pe,troj evge,netoÅ
Now as soon as it was day, there was no small stir among the soldiers, what was become of Peter.
到了天亮，兵丁擾亂得很，不知道彼得往那裏去了。

從屬(她)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然而也 從屬(她)日子/白日，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攪動擾亂之況 不是/不

(他)些微少許的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士兵， (它)任何什麼呢 果然如此 (他)那 (他)彼得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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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 12:19 ~Hrw,|dhj de. evpizhth,saj auvto.n kai. mh. eùrw,n( avnakri,naj tou.j fu,lakaj evke,leusen avpacqh/nai( kai.
katelqw.n avpo. th/j VIoudai,aj eivj Kaisa,reian die,tribenÅ
And when Herod had sought for him, and found him not, he examined the keepers, and commanded that they
should be put to death. And he went down from Judaea to Caesarea, and there abode.
希律找他，找不著，就審問看守的人，吩咐把他們拉去殺了。後來希律離開猶太，下該撒利亞去，住在那裏。

(他)希律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在上面探索尋求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不會/不要 (他)那時(也是)找到尋見了的，

(他)那時(也是)詳細審察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看管守護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出言吩咐

那時(也是)要去被從那裏帶領離開； 並且 (他)那時(也是)向下到來前往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猶太地方

向內進入 到於(她)該撒利亞 他/她/它當時持續消磨停留。
[經文變異RT]

(他)希律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在上面探索尋求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不會/不要 (他)那時(也是)找到尋見了的，

(他)那時(也是)詳細審察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看管守護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出言吩咐

那時(也是)要去被從那裏帶領離開； 並且 (他)那時(也是)向下到來前往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猶太地方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該撒利亞 他/她/它當時持續消磨停留。

徒 12:20 +Hn de. qumomacw/n Turi,oij kai. Sidwni,oij\ òmoqumado.n de. parh/san pro.j auvto.n kai. pei,santej
Bla,ston( to.n evpi. tou/ koitw/noj tou/ basile,wj( hv|tou/nto eivrh,nhn dia. to. tre,fesqai auvtw/n th.n cw,ran avpo. th/j
basilikh/jÅ
And Herod was highly displeased with them of Tyre and Sidon: but they came with one accord to him, and,
having made Blastus the king's chamberlain their friend, desired peace; because their country was nourished by
the king's country.
希律惱怒推羅西頓的人；他們那一帶地方，是從王的地土得糧，因此就託了王的內侍臣伯拉斯都的情，一心來求

和。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他)現正持續成憤恨惱火了的 在對(他們)推羅人 並且 在對(她們)西頓人； 同心一致地

然而也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是在旁邊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勸信說服了的

到於(他)伯拉斯都 到於(他)那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他)那 從屬(他)臥房 從屬(他)那 從屬(他)君王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索問要求 到於(她)和平安寧，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 現要去持續被滋養強健

從屬(他們)同一者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域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屬君王的。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他)那 (他)希律 (他)現正持續成憤恨惱火了的 在對(他們)推羅人 並且 在對(她們)西頓人；

同心一致地 然而也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是在旁邊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勸信說服了的 到於(他)伯拉斯都 到於(他)那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他)那 從屬(他)臥房 從屬(他)那

從屬(他)君王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索問要求 到於(她)和平安寧，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

現要去持續被滋養強健 從屬(他們)同一者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域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屬君王的。

徒 12:21 takth/| de. h̀me,ra| ò ~Hrw,|dhj evndusa,menoj evsqh/ta basilikh.n Îkai.Ð kaqi,saj evpi. tou/ bh,matoj evdhmhgo,rei
pro.j auvtou,j(
And upon a set day Herod, arrayed in royal apparel, sat upon his throne, and made an oration unto them.
希律在所定的日子，穿上朝服，坐在位上，對他們講論一番。

在對(她)乃安排定規的 然而也 在對(她)日子/白日 (他)那 (他)希律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穿著了的 到於(她)衣著

到於(她)屬君王的 並且 (他)那時(也是)就座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它)那 從屬(它)審判臺

他/她/它當時持續行公開講論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WH]

在對(她)乃安排定規的 然而也 在對(她)日子/白日 (他)那 (他)希律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穿著了的 到於(她)衣著

到於(她)屬君王的， (他)那時(也是)就座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它)那 從屬(它)審判臺 他/她/它當時持續行公開講論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徒 12:22 ò de. dh/moj evpefw,nei( Qeou/ fwnh. kai. ouvk avnqrw,pouÅ
And the people gave a shout, saying, It is the voice of a god, and not of a man.
百姓喊著說：這是神的聲音，不是人的聲音。

(他)那 然而也 (他)公眾同胞 他/她/它當時持續在上面出聲叫喚， 從屬(他)神 (她)聲音， 並且 不是/不 從屬(他)人。

徒 12:23 paracrh/ma de. evpa,taxen auvto.n a;ggeloj kuri,ou avnqV w-n ouvk e;dwken th.n do,xan tw/| qew/|( kai. geno,menoj
skwlhko,brwtoj evxe,yuxenÅ
And immediately the angel of the Lord smote him, because he gave not God the glory: and he was eaten of
worms, and gave up the ghost.
希律不歸榮耀給神，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罰他；他被蟲所咬，氣就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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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場立即地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敲打擊中 到於(他)同一者 (他)使者 從屬(他)主人， 相對對應

從屬(它們)這些個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到於(她)那 到於(她)榮耀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並且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他)為蠕蟲所咬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氣絕。

徒 12:24 ~O de. lo,goj tou/ qeou/ hu;xanen kai. evplhqu,netoÅ
But the word of God grew and multiplied.
神的道日見興旺，越發廣傳。

(他)那 然而也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她/它當時持續成長變大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被增添。
[經文變異WH]

(他)那 然而也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他/她/它當時持續成長變大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被增添。

徒 12:25 Barnaba/j de. kai. Sau/loj up̀e,streyan eivj VIerousalh.m plhrw,santej th.n diakoni,an( sumparalabo,ntej
VIwa,nnhn to.n evpiklhqe,nta Ma/rkonÅ
And Barnabas and Saul returned from Jerusalem, when they had fulfilled their ministry, and took with them
John, whose surname was Mark.
巴拿巴和掃羅，辦完了他們供給的事，就從耶路撒冷回來，帶著稱呼馬可的約翰同去。

(他)巴拿巴 然而也 並且 (他)掃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翻轉轉回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陸撒冷，

(他們)那時(也是)促使成充滿添足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職務服事， (他們)那時(也是)拿取在旁邊一同了的

到於(他)約翰 到於(他)那 到於(他)那時(也是)被召告稱呼了的 到於(他)馬可。
[經文變異RT]

(他)巴拿巴 然而也 並且 (他)掃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翻轉轉回 向外出來 從屬(她)耶陸撒冷註1，

(他們)那時(也是)促使成充滿添足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職務服事， (他們)那時(也是)拿取在旁邊一同了的 並且

到於(他)約翰 到於(他)那 到於(他)那時(也是)被召告稱呼了的 到於(他)馬可。

註1：“到於(她)耶陸撒冷”文法上亦可以為“從屬(她)耶陸撒冷”。

[經文變異MT]

(他)巴拿巴 然而也 並且 (他)掃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翻轉轉回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陸撒冷，

(他們)那時(也是)促使成充滿添足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職務服事， (他們)那時(也是)拿取在旁邊一同了的 並且

到於(他)約翰 到於(他)那 到於(他)那時(也是)被召告稱呼了的 到於(他)馬可。

徒 13:1 +Hsan de. evn VAntiocei,a| kata. th.n ou=san evkklhsi,an profh/tai kai. dida,skaloi o[ te Barnaba/j kai.
Sumew.n ò kalou,menoj Ni,ger kai. Lou,kioj ò Kurhnai/oj( Manah,n te ~Hrw,|dou tou/ tetraa,rcou su,ntrofoj kai.
Sau/lojÅ
Now there were in the church that was at Antioch certain prophets and teachers; as Barnabas, and Simeon that
was called Niger, and Lucius of Cyrene, and Manaen, which had been brought up with Herod the tetrarch, and
Saul.
在安提阿的教會中，有幾位先知和教師，就是巴拿巴，和稱呼尼結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與分封之王希律同養

的馬念，並掃羅。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在內 在對(她)安提阿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那 到於(她)現正持續是了的 到於(她)傳召

(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並且 (他們)老師， (他)那 並/又 (他)巴拿巴 並且 (他)西緬 (他)那

(他)現正持續被促請召喚了的 (他)尼結 並且 (他)路求 (他)那 (他)古利奈人， (他)馬念 並/又 從屬(他)希律 從屬(他)那

從屬(他)分封的王 (他)一同養育的 並且 (他)掃羅。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他們)任何什麼 在內 在對(她)安提阿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那

到於(她)現正持續是了的 到於(她)傳召 (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並且 (他們)老師， (他)那 並/又 (他)巴拿巴 並且

(他)西緬 (他)那 (他)現正持續被促請召喚了的 (他)尼結 並且 (他)路求 (他)那 (他)古利奈人， (他)馬念 並/又

從屬(他)希律 從屬(他)那 從屬(他)分封的王 (他)一同養育的 並且 (他)掃羅。

徒 13:2 leitourgou,ntwn de. auvtw/n tw/| kuri,w| kai. nhsteuo,ntwn ei=pen to. pneu/ma to. a[gion( VAfori,sate dh, moi
to.n Barnaba/n kai. Sau/lon eivj to. e;rgon o] proske,klhmai auvtou,jÅ
As they ministered to the Lord, and fasted, the Holy Ghost said, Separate me Barnabas and Saul for the work
whereunto I have called them.
他們事奉主，禁食的時候，聖靈說：要為我分派巴拿巴和掃羅，去作我召他們所作的工。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作公僕了的 然而也 從屬(他們)同一者 在對(他)那 在對(他)主人， 並且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禁食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它)那 (它)靈/風 (它)那 (它)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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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那時(也是)就要界定分開 必然如此 在對我 到於(他)那 到於(他)巴拿巴 並且 到於(他)掃羅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工作 到於(它)這個 我現在已經讓自己/被在前面向著促請召喚 到於(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作公僕了的 然而也 從屬(他們)同一者 在對(他)那 在對(他)主人， 並且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禁食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它)那 (它)靈/風 (它)那 (它)聖的，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界定分開 必然如此 在對我 到於(他)那 並/又 到於(他)巴拿巴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掃羅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工作 到於(它)這個 我現在已經讓自己/被在前面向著促請召喚 到於(他們)同一者。

徒 13:3 to,te nhsteu,santej kai. proseuxa,menoi kai. evpiqe,ntej ta.j cei/raj auvtoi/j avpe,lusanÅ
And when they had fasted and prayed, and laid their hands on them, they sent them away.
於是禁食禱告，按手在他們頭上，就打發他們去了。

當那時地 (他們)那時(也是)禁食了的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祈禱求告了的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置放擺設在上面了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手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打發離開。

徒 13:4 Auvtoi. me.n ou=n evkpemfqe,ntej ùpo. tou/ àgi,ou pneu,matoj kath/lqon eivj Seleu,keian( evkei/qe,n te avpe,pleusan
eivj Ku,pron
So they, being sent forth by the Holy Ghost, departed unto Seleucia; and from thence they sailed to Cyprus.
他們既被聖靈差遣，就下到西流基，從那裏坐船往居比路去。

(他們)同一者 的確 這樣 (他們)那時(也是)被向外差送打發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它)那 從屬(它)聖的 從屬(它)靈/風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下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她)西流基； 從那裏地 並/又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航行離開

向內進入 到於(她)居比路；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同一者 的確 這樣 (他們)那時(也是)被向外差送打發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它)那 從屬(它)靈/風 從屬(它)那

從屬(它)聖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下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她)西流基； 從那裏地 並/又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航行離開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居比路；
[經文變異MT]

(他們)那同一者 的確 這樣 (他們)那時(也是)被向外差送打發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它)那 從屬(它)靈/風 從屬(它)那

從屬(它)聖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下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她)西流基； 從那裏地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航行離開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居比路；

徒 13:5 kai. geno,menoi evn Salami/ni kath,ggellon to.n lo,gon tou/ qeou/ evn tai/j sunagwgai/j tw/n VIoudai,wnÅ ei=con
de. kai. VIwa,nnhn ùphre,thnÅ
And when they were at Salamis, they preached the word of God in the synagogues of the Jews: and they had
also John to their minister.
到了撒拉米，就在猶太人各會堂裏傳講神的道；也有約翰作他們的幫手。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在內 在對(她)撒拉米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發佈傳揚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會堂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持有 然而也 並且 到於(他)約翰 到於(他)差役。

徒 13:6 dielqo,ntej de. o[lhn th.n nh/son a;cri Pa,fou eu-ron a;ndra tina. ma,gon yeudoprofh,thn VIoudai/on w-| o;noma
Barihsou/
And when they had gone through the isle unto Paphos, they found a certain sorcerer, a false prophet, a Jew,
whose name was Bar-jesus:
經過全島，直到帕弗，在那裏遇見一個有法術假充先知的猶太人，名叫巴耶穌。

(他們)那時(也是)橫過穿越了的 然而也 到於(她)整個全部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島嶼 直至達到 從屬(她)帕弗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找到尋見 到於(他)男人/丈夫 到於(他)任何什麼 到於(他)術士 到於(他)假的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到於(他)猶太人的， 在對(他)這個 (它)名字 從屬(他)巴耶穌；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時(也是)橫過穿越了的 然而也 到於(她)那 到於(她)島嶼 直至達到 從屬(她)帕弗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找到尋見

到於(他)任何什麼 到於(他)術士 到於(他)假的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到於(他)猶太人的， 在對(他)這個 (它)名字

從屬(他)巴耶穌；

徒 13:7 o]j h=n su.n tw/| avnqupa,tw| Sergi,w| Pau,lw|( avndri. sunetw/|Å ou-toj proskalesa,menoj Barnaba/n kai. Sau/lon
evpezh,thsen avkou/sai to.n lo,gon tou/ qeou/\
Which was with the deputy of the country, Sergius Paulus, a prudent man; who called for Barnabas and Saul,
and desired to hear the word of God.
這人常和方伯士求保羅同在，士求保羅是個通達人；他請了巴拿巴和掃羅來，要聽神的道。

(他)這個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共同一起 在對(他)那 在對(他)地方總督 在對(他)士求 在對(他)保羅， 在對(他)男人/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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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他)能貫通理解的。 (他)那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在前面向著促請召喚了的 到於(他)巴拿巴 並且

到於(他)掃羅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上面探索尋求 那時(也是)要去聲聞耳聽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徒 13:8 avnqi,stato de. auvtoi/j VElu,maj ò ma,goj( ou[twj ga.r meqermhneu,etai to. o;noma auvtou/( zhtw/n diastre,yai
to.n avnqu,paton avpo. th/j pi,stewjÅ
But Elymas the sorcerer (for so is his name by interpretation) withstood them, seeking to turn away the deputy
from the faith.
只是那行法術的以呂馬，（這名翻出來就是行法術的意思）敵擋使徒，要叫方伯不信真道。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對立抗拒 然而也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以呂馬 (他)那 (他)術士， 那同一樣式地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行解釋翻譯轉換 (它)那 (它)名字 從屬(他)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探索尋求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翻轉扭曲 到於(他)那 到於(他)地方總督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信。

徒 13:9 Sau/loj de,( ò kai. Pau/loj( plhsqei.j pneu,matoj àgi,ou avteni,saj eivj auvto.n
Then Saul, (who also is called Paul,) filled with the Holy Ghost, set his eyes on him,
掃羅又名保羅，被聖靈充滿，定睛看他，

(他)掃羅 然而也， (他)那 並且 (他)保羅， (他)那時(也是)被充滿添足了的 從屬(它)靈/風 從屬(它)聖的，

(他)那時(也是)專注定睛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掃羅 然而也， (他)那 並且 (他)保羅， (他)那時(也是)被充滿添足了的 從屬(它)靈/風 從屬(它)聖的 並且

(他)那時(也是)專注定睛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同一者

徒 13:10 ei=pen( +W plh,rhj panto.j do,lou kai. pa,shj r̀a|diourgi,aj( uìe. diabo,lou( evcqre. pa,shj dikaiosu,nhj( ouv
pau,sh| diastre,fwn ta.j òdou.j Îtou/Ð kuri,ou ta.j euvqei,ajÈ
And said, O full of all subtilty and all mischief, thou child of the devil, thou enemy of all righteousness, wilt thou
not cease to pervert the right ways of the Lord?
說：你這充滿各樣詭詐奸惡，魔鬼的兒子，眾善的仇敵，你混亂主的正道還不止住麼。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哦呀 (他)充滿添足的 從屬(他)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他)餌誘詭詐 並且

從屬(她)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她)魯莽狠毒， 阿,(他)兒子 從屬(他)詆辱中傷的[常指魔鬼]， 阿,(他)仇視敵對的

從屬(她)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她)至義， 不是/不 你將要(持續)讓自己停息休止 (他)現正持續翻轉扭曲了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道路途徑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平直直接的？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哦呀 (他)充滿添足的 從屬(他)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他)餌誘詭詐 並且

從屬(她)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她)魯莽狠毒， 阿,(他)兒子 從屬(他)詆辱中傷的[常指魔鬼]， 阿,(他)仇視敵對的

從屬(她)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她)至義， 不是/不 你將要(持續)讓自己停息休止 (他)現正持續翻轉扭曲了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道路途徑 從屬(他)主人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平直直接的？

徒 13:11 kai. nu/n ivdou. cei.r kuri,ou evpi. se. kai. e;sh| tuflo.j mh. ble,pwn to.n h[lion a;cri kairou/Å paracrh/ma, te
e;pesen evpV auvto.n avclu.j kai. sko,toj kai. peria,gwn evzh,tei ceiragwgou,jÅ
And now, behold, the hand of the Lord is upon thee, and thou shalt be blind, not seeing the sun for a season.
And immediately there fell on him a mist and a darkness; and he went about seeking some to lead him by the
hand.
現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暫且不見日光。他的眼睛，立刻昏蒙黑暗，四下裏求人拉著手領他。

並且 現在此時地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她)手 從屬(他)主人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你， 並且

你將要(持續)是 (他)瞎眼的， 不會/不要 (他)現正持續著眼觀看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日頭太陽 直至達到

從屬(他)場合時節。 當場立即地 並/又 他/她/它那時(也是)落下墜落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同一者 (她)矇矓黯淡

並且 (它)黑暗； 並且 (他)現正持續帶領四處走動了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探索尋求 到於(他們)用手牽著帶領之人。
[經文變異RT]

並且 現在此時地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她)手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你， 並且

你將要(持續)是 (他)瞎眼的， 不會/不要 (他)現正持續著眼觀看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日頭太陽 直至達到

從屬(他)場合時節。 當場立即地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落在其上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同一者 (她)矇矓黯淡

並且 (它)黑暗； 並且 (他)現正持續帶領四處走動了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探索尋求 到於(他們)用手牽著帶領之人。
[經文變異WH]

並且 現在此時地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她)手 從屬(他)主人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你， 並且

你將要(持續)是 (他)瞎眼的， 不會/不要 (他)現正持續著眼觀看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日頭太陽 直至達到

從屬(他)場合時節。 當場立即地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落下墜落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同一者 (她)矇矓黯淡

並且 (它)黑暗； 並且 (他)現正持續帶領四處走動了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探索尋求 到於(他們)用手牽著帶領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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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 13:12 to,te ivdw.n ò avnqu,patoj to. gegono.j evpi,steusen evkplhsso,menoj evpi. th/| didach/| tou/ kuri,ouÅ
Then the deputy, when he saw what was done, believed, being astonished at the doctrine of the Lord.
方伯看見所作的事，很希奇主的道，就信了。

當那時地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他)那 (他)地方總督 到於(它)那 到於(它)現在已經生發成為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置信信託， (他)現正持續被震驚詫異了的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那 在對(她)教授講訓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徒 13:13 VAnacqe,ntej de. avpo. th/j Pa,fou oi` peri. Pau/lon h=lqon eivj Pe,rghn th/j Pamfuli,aj\ VIwa,nnhj de.
avpocwrh,saj avpV auvtw/n ùpe,streyen eivj ~Ieroso,lumaÅ
Now when Paul and his company loosed from Paphos, they came to Perga in Pamphylia: and John departing
from them returned to Jerusalem.
保羅和他的同人，從帕弗開船，來到旁非利亞的別加；約翰就離開他們回耶路撒冷去。

(他們)那時(也是)被向上帶領了的 然而也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帕弗 (他們)那些 <在周圍>在周圍

到於(他)保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她)別加 從屬(她)那 從屬(她)旁非利亞； (他)約翰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撤離退開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翻轉轉回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路撒冷。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時(也是)被向上帶領了的 然而也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帕弗 (他們)那些 <在周圍>在周圍 到於(他)那

到於(他)保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她)別加 從屬(她)那 從屬(她)旁非利亞； (他)約翰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撤離退開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翻轉轉回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路撒冷。

徒 13:14 auvtoi. de. dielqo,ntej avpo. th/j Pe,rghj parege,nonto eivj VAntio,ceian th.n Pisidi,an( kai. ÎeivsÐelqo,ntej eivj
th.n sunagwgh.n th/| hm̀e,ra| tw/n sabba,twn evka,qisanÅ
But when they departed from Perga, they came to Antioch in Pisidia, and went into the synagogue on the
sabbath day, and sat down.
他們離了別加往前行，來到彼西底的安提阿；在安息日進會堂坐下。

(他們)同一者 然而也 (他們)那時(也是)橫過穿越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別加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來到旁邊 向內進入 到於(她)安提阿 到於(她)那 到於(她)彼西底；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了的 [或=(他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會堂

在對(她)那 在對(她)日子/白日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安息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就座。
[經文變異RT]

(他們)同一者 然而也 (他們)那時(也是)橫過穿越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別加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來到旁邊 向內進入 到於(她)安提阿 從屬(她)那 從屬(她)彼西底；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會堂 在對(她)那 在對(她)日子/白日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安息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就座。
[經文變異WH]

(他們)同一者 然而也 (他們)那時(也是)橫過穿越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別加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來到旁邊 向內進入 到於(她)安提阿 到於(她)那 到於(她)彼西底；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會堂 在對(她)那 在對(她)日子/白日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安息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就座。

徒 13:15 meta. de. th.n avna,gnwsin tou/ no,mou kai. tw/n profhtw/n avpe,steilan oì avrcisuna,gwgoi pro.j auvtou.j
le,gontej( :Andrej avdelfoi,( ei; ti,j evstin evn um̀i/n lo,goj paraklh,sewj pro.j to.n lao,n( le,geteÅ
And after the reading of the law and the prophets the rulers of the synagogue sent unto them, saying, Ye men
and brethren, if ye have any word of exhortation for the people, say on.
讀完了律法和先知的書，管會堂的叫人過去，對他們說：二位兄台，若有甚麼勸勉眾人的話，請說。

<轉換其中>隨到後 然而也 到於(她)那 到於(她)宣讀誦念 從屬(他)那 從屬(他)律法 並且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他們)那些 (他們)首管會堂之人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阿,(他們)男人/丈夫 阿,(他們)弟兄， 若是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內 在對你們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她)勸勉請求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人民百姓，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道說。
[經文變異RT]

<轉換其中>隨到後 然而也 到於(她)那 到於(她)宣讀誦念 從屬(他)那 從屬(他)律法 並且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他們)那些 (他們)首管會堂之人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阿,(他們)男人/丈夫 阿,(他們)弟兄， 若是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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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在內 在對你們 從屬(她)勸勉請求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人民百姓，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道說。

徒 13:16 avnasta.j de. Pau/loj kai. katasei,saj th/| ceiri. ei=pen\ :Andrej VIsrahli/tai kai. oì fobou,menoi to.n qeo,n(
avkou,sateÅ
Then Paul stood up, and beckoning with his hand said, Men of Israel, and ye that fear God, give audience.
保羅就站起來，舉手說：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神的人，請聽。

(他)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了的 然而也 (他)保羅 並且 (他)那時(也是)向下搖擺震動了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手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阿,(他們)男人/丈夫 阿,(他們)以色列人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成驚恐畏懼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聲聞耳聽。

徒 13:17 ò qeo.j tou/ laou/ tou,tou VIsrah.l evxele,xato tou.j pate,raj h̀mw/n kai. to.n lao.n u[ywsen evn th/| paroiki,a| evn
gh/| Aivgu,ptou kai. meta. braci,onoj uỳhlou/ evxh,gagen auvtou.j evx auvth/j(
The God of this people of Israel chose our fathers, and exalted the people when they dwelt as strangers in the
land of Egypt, and with an high arm brought he them out of it.
這以色列民的神，揀選了我們的祖宗，當民寄居埃及的時候，抬舉他們，用大能的手領他們出來。

(他)那 (他)神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民百姓 從屬(他)那同一者 從屬(他)以色列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挑選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父親 從屬我們，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人民百姓 他/她/它那時(也是)升高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客住僑居 在內 在對(她)地土/地 從屬(她)埃及， 並且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膀臂

從屬(他)高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帶領出來 到於(他們)同一者 向外出來 從屬(她)同一者，
[經文變異MT]

(他)那 (他)神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民百姓 從屬(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挑選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父親 從屬我們，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人民百姓 他/她/它那時(也是)升高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客住僑居 在內 在對(她)地土/地 從屬(她)埃及， 並且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膀臂 從屬(他)高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帶領出來 到於(他們)同一者 向外出來 從屬(她)同一者，

徒 13:18 kai. ẁj tesserakontaeth/ cro,non evtropofo,rhsen auvtou.j evn th/| evrh,mw|
And about the time of forty years suffered he their manners in the wilderness.
又在曠野容忍他們約有四十年。〔容忍或作撫養〕

並且 正如地 到於(他)四十年的 到於(他)時段期間 他/她/它那時(也是)負載容忍其模式習性 到於(他們)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孤獨荒涼的，
[經文變異Alexandrinus]

並且 正如地 到於(他)四十年的 到於(他)時段期間 他/她/它那時(也是)乳育擔待 到於(他們)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孤獨荒涼的，

徒 13:19 kai. kaqelw.n e;qnh ep̀ta. evn gh/| Cana,an kateklhrono,mhsen th.n gh/n auvtw/n
And when he had destroyed seven nations in the land of Chanaan, he divided their land to them by lot.
既滅了迦南地七族的人，就把那地分給他們為業。

並且 (他)那時(也是)拆開卸下了的 到於(它們)種族邦國 到於(它們)七個 在內 在對(她)地土/地 從屬(她)迦南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根據骰子籤份分發配置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從屬(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拆開卸下了的 到於(它們)種族邦國 到於(它們)七個 在內 在對(她)地土/地 從屬(她)迦南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根據骰子籤份給與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從屬(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WH]

(他)那時(也是)拆開卸下了的 到於(它們)種族邦國 到於(它們)七個 在內 在對(她)地土/地 從屬(她)迦南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根據骰子籤份分發配置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從屬(他們)同一者，

徒 13:20 wj̀ e;tesin tetrakosi,oij kai. penth,kontaÅ kai. meta. tau/ta e;dwken krita.j e[wj Samouh.l Îtou/Ð profh,touÅ
And after that he gave unto them judges about the space of four hundred and fifty years, until Samuel the
prophet.
此後，給他們設立士師，約有四百五十年，直到先知撒母耳的時候。

正如地 在對(它們)年 在對(它們)四百個 並且 在對(它們)五十個。 並且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到於(他們)審判官 一直直到 從屬(他)撒母耳 從屬(他)那 從屬(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正如地 在對(它們)年 在對(它們)四百個 並且 在對(它們)五十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到於(他們)審判官 一直直到 從屬(他)撒母耳 從屬(他)那 從屬(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經文變異WH]

正如地 在對(它們)年 在對(它們)四百個 並且 在對(它們)五十個。 並且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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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到於(他們)審判官 一直直到 從屬(他)撒母耳 從屬(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徒 13:21 kavkei/qen hv|th,santo basile,a kai. e;dwken auvtoi/j ò qeo.j to.n Saou.l uìo.n Ki,j( a;ndra evk fulh/j Beniami,n(
e;th tessera,konta(
And afterward they desired a king: and God gave unto them Saul the son of Cis, a man of the tribe of Benjamin,
by the space of forty years.
後來他們求一個王，神就將便雅憫支派中，基士的兒子掃羅，給他們作王四十年。

且從那裏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索問要求 到於(他)君王；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神 到於(他)那 到於(他)掃羅 到於(他)兒子 從屬(他)基士， 到於(他)男人/丈夫 向外出來 從屬(她)分支族派

從屬(他)便雅憫， 到於(它們)年 到於(它們)四十個。

徒 13:22 kai. metasth,saj auvto.n h;geiren to.n Daui.d auvtoi/j eivj basile,a w-| kai. ei=pen marturh,saj( Eu-ron Daui.d
to.n tou/ VIessai,( a;ndra kata. th.n kardi,an mou( o]j poih,sei pa,nta ta. qelh,mata, mouÅ
And when he had removed him, he raised up unto them David to be their king; to whom also he gave testimony,
and said, I have found David the son of Jesse, a man after mine own heart, which shall fulfil all my will.
既廢了掃羅，就選立大衛作他們的王；又為他作見證說：『我尋得耶西的兒子大衛，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

遵行我的旨意。』

並且 (他)那時(也是)轉移遷動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喚醒起來 到於(他)那 到於(他)大衛

在對(他們)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他)君王； 在對(他)這個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那時(也是)作見證人了的， 我那時(也是)找到尋見 到於(他)大衛 到於(他)那 從屬(他)那 從屬(他)耶西

到於(他)男人/丈夫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那 到於(她)內心 從屬我， (他)這個 他/她/它將要(持續)行出作成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所定意 從屬我。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轉移遷動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喚醒起來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那

到於(他)大衛 向內進入 到於(他)君王； 在對(他)這個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那時(也是)作見證人了的， 我那時(也是)找到尋見 到於(他)大衛 到於(他)那 從屬(他)那 從屬(他)耶西

到於(他)男人/丈夫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那 到於(她)內心 從屬我， (他)這個 他/她/它將要(持續)行出作成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所定意 從屬我。

徒 13:23 tou,tou ò qeo.j avpo. tou/ spe,rmatoj katV evpaggeli,an h;gagen tw/| VIsrah.l swth/ra VIhsou/n(
Of this man's seed hath God according to his promise raised unto Israel a Saviour, Jesus:
從這人的後裔中，神已經照著所應許的，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穌。

從屬(他)那同一者 (他)那 (他)神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那 從屬(它)種裔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應許

他/她/它那時(也是)帶領 在對(他)那 在對(他)以色列 到於(他)救主 到於(他)耶穌，
[經文變異RT]

從屬(他)那同一者 (他)那 (他)神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那 從屬(它)種裔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應許

他/她/它那時(也是)喚醒起來 在對(他)那 在對(他)以色列 到於(他)救主 到於(他)耶穌，
[經文變異MT]

從屬(他)那同一者 (他)那 (他)神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那 從屬(它)種裔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應許

他/她/它那時(也是)帶領 在對(他)那 在對(他)以色列 到於(她)拯救，

徒 13:24 prokhru,xantoj VIwa,nnou pro. prosw,pou th/j eivso,dou auvtou/ ba,ptisma metanoi,aj panti. tw/| law/| VIsrah,lÅ
When John had first preached before his coming the baptism of repentance to all the people of Israel.
在他沒有出來以先，約翰向以色列眾民宣講悔改的洗禮。

從屬(他)那時(也是)預先傳達宣講了的 從屬(他)約翰 在前面 從屬(它)前面的臉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入口進入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它)浸洗之禮 從屬(她)轉悟悔改 在對(他)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人民百姓

從屬(他)以色列。
[經文變異MT]

從屬(他)那時(也是)預先傳達宣講了的 從屬(他)約翰 在前面 從屬(它)前面的臉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入口進入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它)浸洗之禮 從屬(她)轉悟悔改 在對(他)那 從屬(他)以色列。

徒 13:25 wj̀ de. evplh,rou VIwa,nnhj to.n dro,mon( e;legen( Ti, evme. ùponoei/te ei=naiÈ ouvk eivmi. evgw,\ avllV ivdou. e;rcetai
metV evme. ou- ouvk eivmi. a;xioj to. ùpo,dhma tw/n podw/n lu/saiÅ
And as John fulfilled his course, he said, Whom think ye that I am? I am not he. But, behold, there cometh one
after me, whose shoes of his feet I am not worthy to loose.
約翰將行盡他的程途，說：你們以為我是誰，我不是基督；只是有一位在我以後來的，我解他腳上的鞋帶，也是

不配的。

正如地 然而也 他/她/它當時持續促使成充滿添足 (他)約翰 到於(他)那 到於(他)賽跑歷程，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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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到於"我" 你們現在持續推測猜想 現要去持續是？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是 我； 但乃是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我"， 從屬(他)這個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是 (他)相配值得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腳

那時(也是)要去鬆綁脫解。
[經文變異RT]

正如地 然而也 他/她/它當時持續促使成充滿添足 (他)那 (他)約翰 到於(他)那 到於(他)賽跑歷程，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到於(他)任何什麼呢 到於我 你們現在持續推測猜想 現要去持續是？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是

我； 但乃是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我"，

從屬(他)這個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是 (他)相配值得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腳

那時(也是)要去鬆綁脫解。

徒 13:26 :Andrej avdelfoi,( uiòi. ge,nouj VAbraa.m kai. oi` evn ùmi/n fobou,menoi to.n qeo,n( hm̀i/n ò lo,goj th/j
swthri,aj tau,thj evxapesta,lhÅ
Men and brethren, children of the stock of Abraham, and whosoever among you feareth God, to you is the word
of this salvation sent.
弟兄們，亞伯拉罕的子孫，和你們中間敬畏神的人哪，這救世的道，是傳給我們的。

阿,(他們)男人/丈夫 阿,(他們)弟兄， 阿,(他們)兒子 從屬(它)族類 從屬(他)亞伯拉罕 並且 (他們)那些 在內 在對你們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成驚恐畏懼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在對我們 (他)那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她)那

從屬(她)拯救 從屬(她)那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向外分派差遣。
[經文變異RT]

阿,(他們)男人/丈夫 阿,(他們)弟兄， 阿,(他們)兒子 從屬(它)族類 從屬(他)亞伯拉罕 並且 (他們)那些 在內 在對你們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成驚恐畏懼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在對你們 (他)那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她)那

從屬(她)拯救 從屬(她)那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分派差遣。

徒 13:27 oi` ga.r katoikou/ntej evn VIerousalh.m kai. oi` a;rcontej auvtw/n tou/ton avgnoh,santej kai. ta.j fwna.j tw/n
profhtw/n ta.j kata. pa/n sa,bbaton avnaginwskome,naj kri,nantej evplh,rwsan(
For they that dwell at Jerusalem, and their rulers, because they knew him not, nor yet the voices of the prophets
which are read every sabbath day, they have fulfilled them in condemning him.
耶路撒冷居住的人，和他們的官長，因為不認識基督，也不明白每安息日所讀眾先知的書，就把基督定了死罪，

正應了先知的預言。

(他們)那些 因為 (他們)現正持續定居了的 在內 在對(她)耶陸撒冷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首領 從屬(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那同一者 (他們)那時(也是)不領悟認知了的 並且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聲音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到於(她們)那些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安息

到於(她們)現正持續被宣讀誦念了的， (他們)那時(也是)區別審斷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促使成充滿添足；

徒 13:28 kai. mhdemi,an aivti,an qana,tou eùro,ntej hv|th,santo Pila/ton avnaireqh/nai auvto,nÅ
And though they found no cause of death in him, yet desired they Pilate that he should be slain.
雖然查不出他有當死的罪來，還是求彼拉多殺他。

並且 到於(她)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到於(她)索問要求之因由 從屬(他)死 (他們)那時(也是)找到尋見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索問要求 到於(他)彼拉多 那時(也是)要去被挪去 到於(他)同一者。

徒 13:29 wj̀ de. evte,lesan pa,nta ta. peri. auvtou/ gegramme,na( kaqelo,ntej avpo. tou/ xu,lou e;qhkan eivj mnhmei/onÅ
And when they had fulfilled all that was written of him, they took him down from the tree, and laid him in a
sepulchre.
既成就了經上指著他所記的一切話，就把他從木頭上取下來，放在墳墓裏。

正如地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完成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那些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它們)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了的， (他們)那時(也是)拆開卸下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那 從屬(它)木幹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置放擺設 向內進入 到於(它)墳墓。
[經文變異RT]

正如地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完成 到於(它們)同時一齊地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那些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它們)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了的， (他們)那時(也是)拆開卸下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那

從屬(它)木幹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置放擺設 向內進入 到於(它)墳墓。

徒 13:30 ò de. qeo.j h;geiren auvto.n evk nekrw/n(
But God raised him from the dead:
神卻叫他從死裏復活。

(他)那 然而也 (他)神 他/她/它那時(也是)喚醒起來 到於(他)同一者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死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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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 13:31 o]j w;fqh evpi. hm̀e,raj plei,ouj toi/j sunanaba/sin auvtw/| avpo. th/j Galilai,aj eivj VIerousalh,m( oi[tinej Înu/nÐ
eivsin ma,rturej auvtou/ pro.j to.n lao,nÅ
And he was seen many days of them which came up with him from Galilee to Jerusalem, who are his witnesses
unto the people.
那從加利利同他上耶路撒冷的人多日看見他，這些人如今在民間是他的見證。

(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看見注目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到於(她們)更多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那時(也是)共同向上行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加利利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陸撒冷， (他們)這個任何什麼 現在此時地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見證人 從屬(他)同一者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人民百姓。
[經文變異RT]

(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看見注目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到於(她們)更多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那時(也是)共同向上行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加利利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陸撒冷， (他們)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見證人 從屬(他)同一者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人民百姓。

徒 13:32 kai. hm̀ei/j um̀a/j euvaggelizo,meqa th.n pro.j tou.j pate,raj evpaggeli,an genome,nhn(
And we declare unto you glad tidings, how that the promise which was made unto the fathers,
我們也報好信息給你們，就是那應許祖宗的話，

並且 我們 到於你們 我們現在持續讓自己傳福音佳訊 到於(她)那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父親

到於(她)應許 到於(她)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徒 13:33 o[ti tau,thn ò qeo.j evkpeplh,rwken toi/j te,knoij Îauvtw/nÐ h̀mi/n avnasth,saj VIhsou/n wj̀ kai. evn tw/| yalmw/|
ge,graptai tw/| deute,rw|( Uiò,j mou ei= su,( evgw. sh,meron gege,nnhka, seÅ
God hath fulfilled the same unto us their children, in that he hath raised up Jesus again; as it is also written in
the second psalm, Thou art my Son, this day have I begotten thee.
神已經向我們這作兒女的應驗，叫耶穌復活了；正如詩篇第二篇上記著說：『你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你。』

是這樣 到於(她)那同一者 (他)那 (他)神 他/她/它現在已經圓滿達成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孩子 從屬(他們)同一者

在對我們， (他)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了的 到於(他)耶穌； 正如地 並且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樂章詩篇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在對(他)那 在對(他)第二的， (他)兒子 從屬我 你現在持續是 你， 我 今日地

我現在已經生發成為族類 到於你。
[經文變異RT]

是這樣 到於(她)那同一者 (他)那 (他)神 他/她/它現在已經圓滿達成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孩子 從屬(他們)同一者

在對我們， (他)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了的 到於(他)耶穌； 正如地 並且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樂章詩篇

在對(他)那 在對(他)第二的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他)兒子 從屬我 你現在持續是 你， 我 今日地

我現在已經生發成為族類 到於你。
[經文變異WH]

是這樣 到於(她)那同一者 (他)那 (他)神 他/她/它現在已經圓滿達成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孩子 從屬我們，

(他)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了的 到於(他)耶穌； 正如地 並且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樂章詩篇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在對(他)那 在對(他)第二的， (他)兒子 從屬我 你現在持續是 你， 我 今日地

我現在已經生發成為族類 到於你。

徒 13:34 o[ti de. avne,sthsen auvto.n evk nekrw/n mhke,ti me,llonta ùpostre,fein eivj diafqora,n( ou[twj ei;rhken o[ti
Dw,sw ùmi/n ta. o[sia Daui.d ta. pista,Å
And as concerning that he raised him up from the dead, now no more to return to corruption, he said on this
wise, I will give you the sure mercies of David.
論到神叫他從死裏復活，不再歸於朽壞，就這樣說：『我必將所應許大衛那聖潔可靠的恩典，賜給你們。』

是這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 到於(他)同一者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死掉的， 不再可以地

到於(他)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的 現要去持續翻轉轉回 向內進入 到於(她)徹底朽敗朽壞， 那同一樣式地

他/她/它現在已經開聲言說， 是這樣 我將要(持續)給與 在對你們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具純正聖善的

從屬(他)大衛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誠且信的。

徒 13:35 dio,ti kai. evn ète,rw| le,gei( Ouv dw,seij to.n o[sio,n sou ivdei/n diafqora,nÅ
Wherefore he saith also in another psalm, Thou shalt not suffer thine Holy One to see corruption.
又有一篇上說：『你必不叫你的聖者見朽壞。』

為是這樣之緣故 並且 在內 在對(他)相異不同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不是/不 你將要(持續)給與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具純正聖善的 從屬你 那時(也是)要去看見察覺 到於(她)徹底朽敗朽壞。
[經文變異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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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這個緣故 並且 在內 在對(他)相異不同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不是/不 你將要(持續)給與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具純正聖善的 從屬你 那時(也是)要去看見察覺 到於(她)徹底朽敗朽壞。

徒 13:36 Daui.d me.n ga.r ivdi,a| genea/| ùphreth,saj th/| tou/ qeou/ boulh/| evkoimh,qh kai. prosete,qh pro.j tou.j pate,raj
auvtou/ kai. ei=den diafqora,n\
For David, after he had served his own generation by the will of God, fell on sleep, and was laid unto his fathers,
and saw corruption:
大衛在世的時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或作大衛按神的旨意服事了他那一世的人就睡了〕歸到他祖宗那

裏，已見朽壞；

(他)大衛 的確 因為 在對(她)私人個別的 在對(她)族類之世代 (他)那時(也是)侍從幫補了的 在對(她)那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在對(她)打算意圖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安置入睡，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加上增添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父親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她)徹底朽敗朽壞；

徒 13:37 o]n de. ò qeo.j h;geiren( ouvk ei=den diafqora,nÅ
But he, whom God raised again, saw no corruption.
惟獨神所復活的，他並未見朽壞。

到於(他)這個 然而也 (他)那 (他)神 他/她/它那時(也是)喚醒起來，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她)徹底朽敗朽壞。

徒 13:38 gnwsto.n ou=n e;stw um̀i/n( a;ndrej avdelfoi,( o[ti dia. tou,tou ùmi/n a;fesij àmartiw/n katagge,lletaiÎ(
Be it known unto you therefore, men and brethren, that through this man is preached unto you the forgiveness
of sins:
所以弟兄們，你們當曉得，赦罪的道是由這人傳給你們的。

(它)乃認識知道的 這樣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是 在對你們， 阿,(他們)男人/丈夫 阿,(他們)弟兄， 是這樣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那同一者 在對你們 (她)赦免釋放 從屬(她們)罪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發佈傳揚；

徒 13:39 kai.Ð avpo. pa,ntwn w-n ouvk hvdunh,qhte evn no,mw| Mwu?se,wj dikaiwqh/nai( evn tou,tw| pa/j ò pisteu,wn
dikaiou/taiÅ
And by him all that believe are justified from all things, from which ye could not be justified by the law of Moses.
你們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稱義的事上，信靠這人，就都得稱義了。

並且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它們)這些個 不是/不 你們那時(也是)被能夠可能 在內 在對(他)律法

從屬(他)摩西 那時(也是)要去被稱為公義， 在內 在對(他)那同一者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他)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稱為公義。
[經文變異RT]

並且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它們)這些個 不是/不 你們那時(也是)被能夠可能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律法 從屬(他)摩西 那時(也是)要去被稱為公義， 在內 在對(他)那同一者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他)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稱為公義。

徒 13:40 ble,pete ou=n mh. evpe,lqh| to. eivrhme,non evn toi/j profh,taij(
Beware therefore, lest that come upon you, which is spoken of in the prophets;
所以你們務要小心，免得先知書上所說的臨到你們。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著眼觀看 這樣，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到來前往在上面 (它)那

(它)現在已經被開聲言說了的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經文變異RT]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著眼觀看 這樣，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到來前往在上面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你們

(它)那 (它)現在已經被開聲言說了的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徒 13:41 :Idete( oi` katafronhtai,( kai. qauma,sate kai. avfani,sqhte( o[ti e;rgon evrga,zomai evgw. evn tai/j h̀me,raij
um̀w/n( e;rgon o] ouv mh. pisteu,shte eva,n tij evkdihgh/tai ùmi/nÅ
Behold, ye despisers, and wonder, and perish: for I work a work in your days, a work which ye shall in no wise
believe, though a man declare it unto you.
主說：『你們這輕慢的人要觀看，要驚奇，要滅亡；因為在你們的時候，我行一件事，雖有人告訴你們，你們總

是不信。』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看見察覺， (他們)那些 (他們)輕忽蔑視者，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希奇，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被使隱蔽消失； 是這樣 到於(它)工作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作工作 我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日子/白日 從屬你們， 到於(它)工作 到於(它)這個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置信信託，

但凡若是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讓自己/被向外詳細敘述出來 在對你們。
[經文變異RT]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看見察覺， (他們)那些 (他們)輕忽蔑視者，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希奇， 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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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被使隱蔽消失； 是這樣 到於(它)工作 我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作工作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日子/白日 從屬你們， 到於(它)工作 在對(它)這個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置信信託，

但凡若是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讓自己/被向外詳細敘述出來 在對你們。

徒 13:42 VExio,ntwn de. auvtw/n pareka,loun eivj to. metaxu. sa,bbaton lalhqh/nai auvtoi/j ta. rh̀,mata tau/taÅ
And when the Jews were gone out of the synagogue, the Gentiles besought that these words might be
preached to them the next sabbath.
他們出會堂的時候，眾人請他們到下安息日，再講這話給他們聽。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是向外促動挪移出來了的 然而也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勸勉請求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共同轉接之間地 到於(它)安息 那時(也是)要去被發言講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所發表言說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是向外促動挪移出來了的 然而也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會堂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勸勉請求 (它們)那些 (它們)種族邦國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共同轉接之間地 到於(它)安息 那時(也是)要去被發言講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所發表言說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徒 13:43 luqei,shj de. th/j sunagwgh/j hvkolou,qhsan polloi. tw/n VIoudai,wn kai. tw/n sebome,nwn proshlu,twn tw/|
Pau,lw| kai. tw/| Barnaba/|( oi[tinej proslalou/ntej auvtoi/j e;peiqon auvtou.j prosme,nein th/| ca,riti tou/ qeou/Å
Now when the congregation was broken up, many of the Jews and religious proselytes followed Paul and
Barnabas: who, speaking to them, persuaded them to continue in the grace of God.
散會以後，猶太人和敬虔進猶太教的人，多有跟從保羅，巴拿巴的，二人對他們講道，勸他們務要恆久在神的恩

中。

從屬(她)那時(也是)被鬆綁脫解了的 然而也 從屬(她)那 從屬(她)會堂，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跟隨 (他們)許多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並且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尊崇敬愛了的 從屬(他們)皈依者

在對(他)那 在對(他)保羅 並且 在對(他)那 在對(他)巴拿巴； (他們)這個任何什麼

(他們)現正持續在前面向著發言講說了的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勸信說服 到於(他們)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在前面向著停留持守 在對(她)那 在對(她)恩典惠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經文變異RT]

從屬(她)那時(也是)被鬆綁脫解了的 然而也 從屬(她)那 從屬(她)會堂，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跟隨 (他們)許多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並且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尊崇敬愛了的 從屬(他們)皈依者

在對(他)那 在對(他)保羅 並且 在對(他)那 在對(他)巴拿巴； (他們)這個任何什麼

(他們)現正持續在前面向著發言講說了的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勸信說服 到於(他們)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在上面停留持守 在對(她)那 在對(她)恩典惠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徒 13:44 Tw/| de. evrcome,nw| sabba,tw| scedo.n pa/sa h̀ po,lij sunh,cqh avkou/sai to.n lo,gon tou/ kuri,ouÅ
And the next sabbath day came almost the whole city together to hear the word of God.
到下安息日，合城的人，幾乎都來聚集，要聽神的道。

在對(它)那 然而也 在對(它)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在對(它)安息 幾乎地 (她)所有每一個的 (她)那 (她)城邑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聚集 那時(也是)要去聲聞耳聽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經文變異RT][經文變異WH]

在對(它)那 然而也 在對(它)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在對(它)安息 幾乎地 (她)所有每一個的 (她)那 (她)城邑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聚集 那時(也是)要去聲聞耳聽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徒 13:45 ivdo,ntej de. oi` VIoudai/oi tou.j o;clouj evplh,sqhsan zh,lou kai. avnte,legon toi/j ùpo. Pau,lou laloume,noij
blasfhmou/ntejÅ
But when the Jews saw the multitudes, they were filled with envy, and spake against those things which were
spoken by Paul, contradicting and blaspheming.
但猶太人看見人這樣多，就滿心嫉妒，硬駁保羅所說的話，並且毀謗。

(他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然而也 (他們)那些 (他們)猶太人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群眾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充滿添足 從屬(他)火熱激昂，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辯駁對抗 在對(它們)那些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保羅 在對(它們)現正持續被發言講說了的， (他們)現正持續謗瀆了的。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然而也 (他們)那些 (他們)猶太人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群眾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充滿添足 從屬(他)火熱激昂，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辯駁對抗 在對(它們)那些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那 從屬(他)保羅 在對(它們)現正持續被發言講說了的， (他們)現正持續辯駁對抗了的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謗瀆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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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 13:46 parrhsiasa,menoi, te ò Pau/loj kai. ò Barnaba/j ei=pan( ~Umi/n h=n avnagkai/on prw/ton lalhqh/nai to.n
lo,gon tou/ qeou/\ evpeidh. avpwqei/sqe auvto.n kai. ouvk avxi,ouj kri,nete èautou.j th/j aivwni,ou zwh/j( ivdou. strefo,meqa
eivj ta. e;qnhÅ
Then Paul and Barnabas waxed bold, and said, It was necessary that the word of God should first have been
spoken to you: but seeing ye put it from you, and judge yourselves unworthy of everlasting life, lo, we turn to the
Gentiles.
保羅和巴拿巴放膽說：神的道先講給你們，原是應當的，只因你們棄絕這道，斷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們就轉向

外邦人去。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使有放膽公開直言了的 並/又 (他)那 (他)保羅 並且 (他)那 (他)巴拿巴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你們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它)具迫切需要的 首先地 那時(也是)要去被發言講說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在其上已然如此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推開摒棄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不是/不 到於(他們)相配值得的 你們現在持續區別審斷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從屬(她)那

從屬(她)時世恆久的 從屬(她)生命，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我們現在持續被轉動翻轉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種族邦國。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使有放膽公開直言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保羅 並且 (他)那 (他)巴拿巴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你們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它)具迫切需要的 首先地 那時(也是)要去被發言講說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在其上已然如此 然而也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推開摒棄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不是/不 到於(他們)相配值得的 你們現在持續區別審斷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從屬(她)那 從屬(她)時世恆久的 從屬(她)生命，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我們現在持續被轉動翻轉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種族邦國。

徒 13:47 ou[twj ga.r evnte,taltai h̀mi/n ò ku,rioj( Te,qeika, se eivj fw/j evqnw/n tou/ ei=nai, se eivj swthri,an e[wj
evsca,tou th/j gh/jÅ
For so hath the Lord commanded us, saying, I have set thee to be a light of the Gentiles, that thou shouldest be
for salvation unto the ends of the earth.
因為主曾這樣吩咐我們說：『我已經立你作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極。』

那同一樣式地 因為 他/她/它現在已經讓自己/被督促責成 在對我們 (他)那 (他)主人， 我現在已經置放擺設 到於你

向內進入 到於(它)光明 從屬(它們)種族邦國， 從屬(它)那 現要去持續是 到於你 向內進入 到於(她)拯救 一直直到

從屬(它)最末後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徒 13:48 avkou,onta de. ta. e;qnh e;cairon kai. evdo,xazon to.n lo,gon tou/ kuri,ou kai. evpi,steusan o[soi h=san
tetagme,noi eivj zwh.n aivw,nion\
And when the Gentiles heard this, they were glad, and glorified the word of the Lord: and as many as were
ordained to eternal life believed.
外邦人聽見這話，就歡喜了，讚美神的道；凡預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

(它們)現正持續聲聞耳聽了的 然而也 (它們)那些 (它們)種族邦國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歡喜安樂，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歸榮耀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置信信託 (他們)這每一切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他們)現在已經被安排定規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生命 到於(她)時世恆久的；
[經文變異WH]

(它們)現正持續聲聞耳聽了的 然而也 (它們)那些 (它們)種族邦國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歡喜安樂，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歸榮耀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置信信託 (他們)這每一切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他們)現在已經被安排定規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生命 到於(她)時世恆久的；

徒 13:49 diefe,reto de. ò lo,goj tou/ kuri,ou diV o[lhj th/j cw,rajÅ
And the word of the Lord was published throughout all the region.
於是主的道，傳遍了那一帶地方。

他/她/它當時持續被攜負經過/獨特超群 然而也 (他)那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整個全部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域。

徒 13:50 oi` de. VIoudai/oi parw,trunan ta.j sebome,naj gunai/kaj ta.j euvsch,monaj kai. tou.j prw,touj th/j po,lewj kai.
evph,geiran diwgmo.n evpi. to.n Pau/lon kai. Barnaba/n kai. evxe,balon auvtou.j avpo. tw/n òri,wn auvtw/nÅ
But the Jews stirred up the devout and honourable women, and the chief men of the city, and raised persecution
against Paul and Barnabas, and expelled them out of their coasts.
但猶太人挑唆虔敬尊貴的婦女，和城內有名望的人，逼迫保羅，巴拿巴，將他們趕出境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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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猶太人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在旁邊促成刺激挑動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尊崇敬愛了的 到於(她們)女人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高雅尊貴的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首先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城邑，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在上面喚醒起來 到於(他)逼迫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那 到於(他)保羅 並且 到於(他)巴拿巴，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外投擲出來

到於(他們)同一者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具範圍界限之線 從屬(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猶太人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在旁邊促成刺激挑動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尊崇敬愛了的 到於(她們)女人 並且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高雅尊貴的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首先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城邑，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在上面喚醒起來 到於(他)逼迫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那 到於(他)保羅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巴拿巴，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外投擲出來

到於(他們)同一者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具範圍界限之線 從屬(他們)同一者。

徒 13:51 oi` de. evktinaxa,menoi to.n koniorto.n tw/n podw/n evpV auvtou.j h=lqon eivj VIko,nion(
But they shook off the dust of their feet against them, and came unto Iconium.
二人對著眾人跺下腳上的塵土，就往以哥念去了。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向外用力抖開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灰塵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腳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它)以哥念；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向外用力抖開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灰塵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腳

從屬(他們)同一者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它)以哥念；

徒 13:52 oi[ te maqhtai. evplhrou/nto cara/j kai. pneu,matoj àgi,ouÅ
And the disciples were filled with joy, and with the Holy Ghost.
門徒滿心喜樂，又被聖靈充滿。

(他們)那些 並/又 (他們)門徒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被促使成充滿添足 從屬(她)歡喜快樂 並且 從屬(它)靈/風

從屬(它)聖的。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門徒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被促使成充滿添足 從屬(她)歡喜快樂 並且 從屬(它)靈/風

從屬(它)聖的。

徒 14:1 VEge,neto de. evn VIkoni,w| kata. to. auvto. eivselqei/n auvtou.j eivj th.n sunagwgh.n tw/n VIoudai,wn kai. lalh/sai
ou[twj w[ste pisteu/sai VIoudai,wn te kai. ~Ellh,nwn polu. plh/qojÅ
And it came to pass in Iconium, that they went both together into the synagogue of the Jews, and so spake, that
a great multitude both of the Jews and also of the Greeks believed.
二人在以哥念同進猶太人的會堂，在那裏講的叫猶太人，和希利尼人，信的很多。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然而也 在內 在對(它)以哥念，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到於(他們)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會堂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發言講說 那同一樣式地， 以致 那時(也是)要去置信信託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並/又 並且 從屬(他們)希利尼人 到於(它)許多的 到於(它)聚滿大群。
[不同標點]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然而也 在內 在對(它)以哥念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到於(他們)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會堂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發言講說 那同一樣式地， 以致 那時(也是)要去置信信託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並/又 並且 從屬(他們)希利尼人 到於(它)許多的 到於(它)聚滿大群。

徒 14:2 oi` de. avpeiqh,santej VIoudai/oi evph,geiran kai. evka,kwsan ta.j yuca.j tw/n evqnw/n kata. tw/n avdelfw/nÅ
But the unbelieving Jews stirred up the Gentiles, and made their minds evil affected against the brethren.
但那不順從的猶太人，聳動外邦人，叫他們心裏惱恨弟兄。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那時(也是)成頑固不信了的 (他們)猶太人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在上面喚醒起來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傷害苦待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生魂意念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種族邦國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弟兄。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現正持續成頑固不信了的 (他們)猶太人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在上面喚醒起來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傷害苦待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生魂意念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種族邦國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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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 14:3 ik̀ano.n me.n ou=n cro,non die,triyan parrhsiazo,menoi evpi. tw/| kuri,w| tw/| marturou/nti Îevpi.Ð tw/| lo,gw| th/j
ca,ritoj auvtou/( dido,nti shmei/a kai. te,rata gi,nesqai dia. tw/n ceirw/n auvtw/nÅ
Long time therefore abode they speaking boldly in the Lord, which gave testimony unto the word of his grace,
and granted signs and wonders to be done by their hands.
二人在那裏住了多日，倚靠主放膽講道；主藉他們的手，施行神蹟奇事，證明他的恩道。

到於(他)達到足夠的 的確 這樣 到於(他)時段期間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消磨停留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使有放膽公開直言了的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那 在對(他)主人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作見證人了的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那 在對(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她)那 從屬(她)恩典惠意

從屬(他)同一者， 在對(他)現正持續給與了的 到於(它們)識別之表記徵兆 並且 到於(它們)奇事預兆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手 從屬(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到於(他)達到足夠的 的確 這樣 到於(他)時段期間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消磨停留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使有放膽公開直言了的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那 在對(他)主人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作見證人了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她)那 從屬(她)恩典惠意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在對(他)現正持續給與了的 到於(它們)識別之表記徵兆 並且 到於(它們)奇事預兆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手 從屬(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WH]

到於(他)達到足夠的 的確 這樣 到於(他)時段期間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消磨停留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使有放膽公開直言了的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那 在對(他)主人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作見證人了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她)那 從屬(她)恩典惠意

從屬(他)同一者， 在對(他)現正持續給與了的 到於(它們)識別之表記徵兆 並且 到於(它們)奇事預兆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手 從屬(他們)同一者。

徒 14:4 evsci,sqh de. to. plh/qoj th/j po,lewj( kai. oi` me.n h=san su.n toi/j VIoudai,oij( oi` de. su.n toi/j avposto,loijÅ
But the multitude of the city was divided: and part held with the Jews, and part with the apostles.
城裏的眾人就分了黨；有附從猶太人的，有附從使徒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分裂斷開 然而也 (它)那 (它)聚滿大群 從屬(她)那 從屬(她)城邑； 並且 (他們)那些 的確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共同一起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猶太人的， (他們)那些 然而也 共同一起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徒 14:5 wj̀ de. evge,neto òrmh. tw/n evqnw/n te kai. VIoudai,wn su.n toi/j a;rcousin auvtw/n ùbri,sai kai. liqobolh/sai
auvtou,j(
And when there was an assault made both of the Gentiles, and also of the Jews with their rulers, to use them
despitefully, and to stone them,
那時，外邦人和猶太人，並他們的官長，一齊擁上來，要凌辱使徒，用石頭打他們。

正如地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她)暴發啟動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種族邦國 並/又 並且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共同一起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首領 從屬(他們)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淩辱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以投擲石頭打死 到於(他們)同一者，

徒 14:6 sunido,ntej kate,fugon eivj ta.j po,leij th/j Lukaoni,aj Lu,stran kai. De,rbhn kai. th.n peri,cwron(
They were ware of it, and fled unto Lystra and Derbe, cities of Lycaonia, and unto the region that lieth round
about:
使徒知道了，就逃往呂高尼的路司得，特庇，兩個城，和周圍地方去；

(他們)那時(也是)完全意識明白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下逃離走避 向內進入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城邑

從屬(她)那 從屬(她)呂高尼， 到於(她)路司得 並且 到於(她)特庇，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在周圍地域的；

徒 14:7 kavkei/ euvaggelizo,menoi h=sanÅ
And there they preached the gospel.
在那裏傳福音。

且在那裏地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傳福音佳訊了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且在那裏地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傳福音佳訊了的。

徒 14:8 Kai, tij avnh.r avdu,natoj evn Lu,stroij toi/j posi.n evka,qhto( cwlo.j evk koili,aj mhtro.j auvtou/ o]j ouvde,pote
periepa,thsenÅ
And there sat a certain man at Lystra, impotent in his feet, being a cripple from his mother's womb, who never
had walked:
路司得城裏坐著一個兩腳無力的人，生來是瘸腿的，從來沒有走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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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 (他)任何什麼 (他)男人/丈夫 (他)乃不能夠可能的 在內 在對(它們)路司得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腳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坐下， (他)瘸腿跛腳的 向外出來 從屬(她)腹腔 從屬(她)母親 從屬(他)同一者， (他)這個

然而也不是任何時候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來往昂然踏行。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任何什麼 (他)男人/丈夫 在內 在對(它們)路司得 (他)乃不能夠可能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腳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坐下， (他)瘸腿跛腳的 向外出來 從屬(她)腹腔 從屬(她)母親 從屬(他)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源屬具有了的， (他)這個 然而也不是任何時候地 他/她/它當時已經來往昂然踏行。

徒 14:9 ou-toj h;kousen tou/ Pau,lou lalou/ntoj\ o]j avteni,saj auvtw/| kai. ivdw.n o[ti e;cei pi,stin tou/ swqh/nai(
The same heard Paul speak: who stedfastly beholding him, and perceiving that he had faith to be healed,
他聽保羅講道。保羅定睛看他，見他有信心，可得痊愈，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從屬(他)那 從屬(他)保羅 從屬(他)現正持續發言講說了的； (他)這個

(他)那時(也是)專注定睛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並且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信 從屬(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被拯救，
[經文變異RT]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聲聞耳聽 從屬(他)那 從屬(他)保羅 從屬(他)現正持續發言講說了的； (他)這個

(他)那時(也是)專注定睛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並且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是這樣 到於(她)信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從屬(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被拯救，
[經文變異WH]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聲聞耳聽 從屬(他)那 從屬(他)保羅 從屬(他)現正持續發言講說了的； (他)這個

(他)那時(也是)專注定睛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並且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信 從屬(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被拯救，

徒 14:10 ei=pen mega,lh| fwnh/|( VAna,sthqi evpi. tou.j po,daj sou ovrqo,jÅ kai. h[lato kai. periepa,teiÅ
Said with a loud voice, Stand upright on thy feet. And he leaped and walked.
就大聲說：你起來，兩腳站直。那人就跳起來而且行走。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她)極大的 在對(她)聲音， 你那時(也是)就要再站立起來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腳 從屬你 (他)豎正直立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踴跳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來往昂然踏行。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她)極大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聲音， 你那時(也是)就要再站立起來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腳 從屬你 (他)豎正直立的。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踴跳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來往昂然踏行。
[經文變異MT]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她)極大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聲音， 你那時(也是)就要再站立起來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腳 從屬你 豎正直立地。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踴跳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來往昂然踏行。

徒 14:11 oi[ te o;cloi ivdo,ntej o] evpoi,hsen Pau/loj evph/ran th.n fwnh.n auvtw/n Lukaonisti. le,gontej( Oi` qeoi.
òmoiwqe,ntej avnqrw,poij kate,bhsan pro.j hm̀a/j(
And when the people saw what Paul had done, they lifted up their voices, saying in the speech of Lycaonia, The
gods are come down to us in the likeness of men.
眾人看見保羅所作的事，就用呂高尼的話，大聲說：有神藉著人形，降臨在我們中間了。

(他們)那些 並/又 (他們)群眾 (他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到於(它)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他)保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在上面提起 到於(她)那 到於(她)聲音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以呂高尼語文地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他們)那些 (他們)神 (他們)那時(也是)被促使為具同樣相同了的 在對(他們)人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下行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我們。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群眾 (他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到於(它)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他)那

(他)保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在上面提起 到於(她)那 到於(她)聲音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以呂高尼語文地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他們)那些 (他們)神 (他們)那時(也是)被促使為具同樣相同了的 在對(他們)人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下行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我們。

徒 14:12 evka,loun te to.n Barnaba/n Di,a( to.n de. Pau/lon ~Ermh/n( evpeidh. auvto.j h=n ò hg̀ou,menoj tou/ lo,gouÅ
And they called Barnabas, Jupiter; and Paul, Mercurius, because he was the chief speaker.
於是稱巴拿巴為丟斯，稱保羅為希耳米，因為他說話領首。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促請召喚 並/又 到於(他)那 到於(他)巴拿巴 到於(他)丟斯； 到於(他)那 然而也 到於(他)保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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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於(他)希耳米， 在其上已然如此 (他)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帶領引導了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促請召喚 並/又 到於(他)那 的確 到於(他)巴拿巴 到於(他)丟斯； 到於(他)那 然而也 到於(他)保羅

到於(他)希耳米， 在其上已然如此 (他)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帶領引導了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徒 14:13 o[ te ìereu.j tou/ Dio.j tou/ o;ntoj pro. th/j po,lewj tau,rouj kai. ste,mmata evpi. tou.j pulw/naj evne,gkaj su.n
toi/j o;cloij h;qelen qu,einÅ
Then the priest of Jupiter, which was before their city, brought oxen and garlands unto the gates, and would
have done sacrifice with the people.
有城外丟斯廟的祭司，牽著牛，拿著花圈，來到門前，要同眾人向使徒獻祭。

(他)那 並/又 (他)祭司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丟斯 從屬(他)那 從屬(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在前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城邑

到於(他們)公牛 並且 到於(它們)花圈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大門口 (他)那時(也是)負載攜帶了的

共同一起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群眾 他/她/它當時持續定意 現要去持續宰殺獻祭。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祭司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丟斯 從屬(他)那 從屬(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在前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城邑

從屬(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們)公牛 並且 到於(它們)花圈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大門口

(他)那時(也是)負載攜帶了的 共同一起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群眾 他/她/它當時持續定意 現要去持續宰殺獻祭。

徒 14:14 avkou,santej de. oi` avpo,stoloi Barnaba/j kai. Pau/loj diarrh,xantej ta. im̀a,tia auvtw/n evxeph,dhsan eivj to.n
o;clon kra,zontej
Which when the apostles, Barnabas and Paul, heard of, they rent their clothes, and ran in among the people,
crying out,
巴拿巴，保羅，二使徒聽見，就撕開衣裳，跳進眾人中間，喊著說：

(他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然而也 (他們)那些 (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他)巴拿巴 並且 (他)保羅，

(他們)那時(也是)撕開了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衣服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跳躍出來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群眾， (他們)現正持續嘶聲吶喊了的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然而也 (他們)那些 (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他)巴拿巴 並且 (他)保羅，

(他們)那時(也是)撕開了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衣服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跳躍進去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群眾， (他們)現正持續嘶聲吶喊了的

[經文變異WH]

(他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然而也 (他們)那些 (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他)巴拿巴 並且 (他)保羅，

(他們)那時(也是)撕開了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衣服 從屬(他們)同一者自己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跳躍出來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群眾， (他們)現正持續嘶聲吶喊了的

徒 14:15 kai. le,gontej( :Andrej( ti, tau/ta poiei/teÈ kai. hm̀ei/j òmoiopaqei/j evsmen ùmi/n a;nqrwpoi
euvaggelizo,menoi ùma/j avpo. tou,twn tw/n matai,wn evpistre,fein evpi. qeo.n zw/nta( o]j evpoi,hsen to.n ouvrano.n kai.
th.n gh/n kai. th.n qa,lassan kai. pa,nta ta. evn auvtoi/j\
And saying, Sirs, why do ye these things? We also are men of like passions with you, and preach unto you that
ye should turn from these vanities unto the living God, which made heaven, and earth, and the sea, and all
things that are therein:
諸君，為甚麼作這事呢；我們也是人，性情和你們一樣；我們傳福音給你們，是叫你們離棄這些虛妄，歸向那創

造天，地，海，和其中萬物的永生神。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阿,(他們)男人/丈夫，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你們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並且 我們 (他們)同樣相同地經歷承受的 我們現在持續是 在對你們 (他們)人，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傳福音佳訊了的 到於你們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們)那同一者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虛妄無益的 現要去持續在上面轉動翻轉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神 到於(他)現正持續活了的， (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到於(他)那 到於(他)天空/天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海

並且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那些 在內 在對(它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阿,(他們)男人/丈夫，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你們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並且 我們 (他們)同樣相同地經歷承受的 我們現在持續是 在對你們 (他們)人，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傳福音佳訊了的 到於你們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們)那同一者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虛妄無益的 現要去持續在上面轉動翻轉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到於(他)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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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於(他)現正持續活了的， (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到於(他)那 到於(他)天空/天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海 並且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那些 在內

在對(它們)同一者；

徒 14:16 o]j evn tai/j parw|chme,naij geneai/j ei;asen pa,nta ta. e;qnh poreu,esqai tai/j òdoi/j auvtw/n\
Who in times past suffered all nations to walk in their own ways.
他在從前的世代，任憑萬國各行其道；

(他)這個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現在已經讓自己/被溜走掠過了的 在對(她們)族類之世代

他/她/它那時(也是)容許任由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種族邦國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道路途徑 從屬(他們)同一者；

徒 14:17 kai,toi ouvk avma,rturon auvto.n avfh/ken avgaqourgw/n( ouvrano,qen ùmi/n ùetou.j didou.j kai. kairou.j
karpofo,rouj( evmpiplw/n trofh/j kai. euvfrosu,nhj ta.j kardi,aj ùmw/nÅ
Nevertheless he left not himself without witness, in that he did good, and gave us rain from heaven, and fruitful
seasons, filling our hearts with food and gladness.
然而為自己未嘗不顯出證據來，就如常施恩惠，從天降雨，賞賜豐年，叫你們飲食飽足，滿心喜樂。

且其實 不是/不 到於(他)沒有見證人的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任憑釋放離開

(他)現正持續行施作良善了的， 從天空地 在對你們 到於(他們)下雨 (他)現正持續給與了的 並且 到於(他們)場合時節

到於(他們)負載攜帶果實的， (他)現正持續致使填飽滿足了的 從屬(她)食品營養 並且 從屬(她)全然歡悅愉快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內心 從屬你們。
[經文變異RT]

且其實 確實 不是/不 到於(他)沒有見證人的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他/她/它那時(也是)任憑釋放離開

(他)現正持續行出作成良善了的， 從天空地 在對我們 到於(他們)下雨 (他)現正持續給與了的 並且

到於(他們)場合時節 到於(他們)負載攜帶果實的， (他)現正持續致使填飽滿足了的 從屬(她)食品營養 並且

從屬(她)全然歡悅愉快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內心 從屬我們。
[經文變異MT]

且其實 確實 不是/不 到於(他)沒有見證人的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他/她/它那時(也是)任憑釋放離開

(他)現正持續行出作成良善了的， 從天空地 在對你們 到於(他們)下雨 (他)現正持續給與了的 並且

到於(他們)場合時節 到於(他們)負載攜帶果實的， (他)現正持續致使填飽滿足了的 從屬(她)食品營養 並且

從屬(她)全然歡悅愉快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內心 從屬我們。

徒 14:18 kai. tau/ta le,gontej mo,lij kate,pausan tou.j o;clouj tou/ mh. qu,ein auvtoi/jÅ
And with these sayings scarce restrained they the people, that they had not done sacrifice unto them.
二人說了這些話，僅僅的攔住眾人不獻祭與他們。

並且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艱辛勉強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安歇止息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群眾， 從屬(它)那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宰殺獻祭 在對(他們)同一者。

徒 14:19 VEph/lqan de. avpo. VAntiocei,aj kai. VIkoni,ou VIoudai/oi kai. pei,santej tou.j o;clouj kai. liqa,santej to.n
Pau/lon e;suron e;xw th/j po,lewj nomi,zontej auvto.n teqnhke,naiÅ
And there came thither certain Jews from Antioch and Iconium, who persuaded the people, and, having stoned
Paul, drew him out of the city, supposing he had been dead.
但有些猶太人，從安提阿和以哥念來，挑唆眾人，就用石頭打保羅，以為他是死了，便拖到城外。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在上面 然而也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安提阿 並且 從屬(它)以哥念 (他們)猶太人的；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勸信說服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群眾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扔石頭打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保羅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牽拉拖拽 在外面地 從屬(她)那 從屬(她)城邑， (他們)現正持續視成慣例而認定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現已經去死亡。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在上面 然而也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安提阿 並且 從屬(它)以哥念 (他們)猶太人的；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勸信說服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群眾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扔石頭打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保羅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牽拉拖拽 在外面地 從屬(她)那 從屬(她)城邑， (他們)那時(也是)視成慣例而認定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現已經去死亡。

徒 14:20 kuklwsa,ntwn de. tw/n maqhtw/n auvto.n avnasta.j eivsh/lqen eivj th.n po,linÅ kai. th/| evpau,rion evxh/lqen su.n
tw/| Barnaba/| eivj De,rbhnÅ
Howbeit, as the disciples stood round about him, he rose up, and came into the city: and the next day he
departed with Barnabas to Derbe.
門徒正圍著他，他就起來，走進城去；第二天，同巴拿巴往特庇去，

從屬(他們)那時(也是)促使有圓圈圍繞了的 然而也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門徒 到於(他)同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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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城邑。 並且

在對(她)那 在次日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共同一起 在對(他)那 在對(他)巴拿巴 向內進入

到於(她)特庇。
[經文變異RT]

從屬(他們)那時(也是)促使有圓圈圍繞了的 然而也 到於(他)同一者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門徒，

(他)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城邑。 並且

在對(她)那 在次日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共同一起 在對(他)那 在對(他)巴拿巴 向內進入

到於(她)特庇。

徒 14:21 Euvaggelisa,menoi, te th.n po,lin evkei,nhn kai. maqhteu,santej ìkanou.j ùpe,streyan eivj th.n Lu,stran kai.
eivj VIko,nion kai. eivj VAntio,ceian
And when they had preached the gospel to that city, and had taught many, they returned again to Lystra, and to
Iconium, and Antioch,
對那城裏的人傳了福音，使好些人作門徒；就回路司得，以哥念，安提阿去，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傳福音佳訊了的 並/又 到於(她)那 到於(她)城邑 到於(她)在那裏的那個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作門徒了的 到於(他們)達到足夠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翻轉轉回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路司得 並且 向內進入 到於(它)以哥念 並且 向內進入 到於(她)安提阿，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傳福音佳訊了的 並/又 到於(她)那 到於(她)城邑 到於(她)在那裏的那個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作門徒了的 到於(他們)達到足夠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翻轉轉回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路司得 並且 到於(它)以哥念 並且 到於(她)安提阿，

徒 14:22 evpisthri,zontej ta.j yuca.j tw/n maqhtw/n( parakalou/ntej evmme,nein th/| pi,stei kai. o[ti dia. pollw/n
qli,yewn dei/ hm̀a/j eivselqei/n eivj th.n basilei,an tou/ qeou/Å
Confirming the souls of the disciples, and exhorting them to continue in the faith, and that we must through
much tribulation enter into the kingdom of God.
堅固門徒的心，勸他們恆守所信的道；又說：我們進入神的國，必須經歷許多艱難。

(他們)現正持續在上面堅定加固了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生魂意念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門徒，

(他們)現正持續勸勉請求了的 現要去持續在內停留持守 在對(她)那 在對(她)信， 並且 是這樣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們)許多的 從屬(她們)壓迫患難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到於我們

那時(也是)要去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徒 14:23 ceirotonh,santej de. auvtoi/j katV evkklhsi,an presbute,rouj( proseuxa,menoi meta. nhsteiw/n pare,qento
auvtou.j tw/| kuri,w| eivj o]n pepisteu,keisanÅ
And when they had ordained them elders in every church, and had prayed with fasting, they commended them
to the Lord, on whom they believed.
二人在各教會中選立了長老，又禁食禱告，就把他們交託所信的主。

(他們)那時(也是)選立了的 然而也 在對(他們)同一者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傳召 到於(他們)更年長的，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祈禱求告了的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們)禁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置放擺設在旁邊

到於(他們)同一者 在對(他)那 在對(他)主人， 向內進入 到於(他)這個 他/她/它們當時已經置信信託。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時(也是)選立了的 然而也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們)更年長的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傳召，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祈禱求告了的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們)禁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置放擺設在旁邊

到於(他們)同一者 在對(他)那 在對(他)主人， 向內進入 到於(他)這個 他/她/它們當時已經置信信託。

徒 14:24 kai. dielqo,ntej th.n Pisidi,an h=lqon eivj th.n Pamfuli,an
And after they had passed throughout Pisidia, they came to Pamphylia.
二人經過彼西底，來到旁非利亞。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橫過穿越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彼西底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旁非利亞；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橫過穿越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彼西底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她)旁非利亞；

徒 14:25 kai. lalh,santej evn Pe,rgh| to.n lo,gon kate,bhsan eivj VAtta,leian
And when they had preached the word in Perga, they went down into Attalia:
在別加講了道，就下亞大利去。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發言講說了的 在內 在對(她)別加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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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下行 向內進入 到於(她)亞大利；

徒 14:26 kavkei/qen avpe,pleusan eivj VAntio,ceian( o[qen h=san paradedome,noi th/| ca,riti tou/ qeou/ eivj to. e;rgon o]
evplh,rwsanÅ
And thence sailed to Antioch, from whence they had been recommended to the grace of God for the work which
they fulfilled.
從那裏坐船，往安提阿去。當初他們被眾人所託蒙神之恩，要辦現在所作之工，就是在這地方。

且從那裏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航行離開 向內進入 到於(她)安提阿， 從這裏地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他們)現在已經被交付了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恩典惠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工作

到於(它)這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促使成充滿添足。

徒 14:27 parageno,menoi de. kai. sunagago,ntej th.n evkklhsi,an avnh,ggellon o[sa evpoi,hsen ò qeo.j metV auvtw/n kai.
o[ti h;noixen toi/j e;qnesin qu,ran pi,stewjÅ
And when they were come, and had gathered the church together, they rehearsed all that God had done with
them, and how he had opened the door of faith unto the Gentiles.
到了那裏，聚集了會眾，就述說神藉他們所行的一切事，並神怎樣為外邦人開了信道的門。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來到旁邊了的 然而也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聚集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傳召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向上報信通告 到於(它們)這每一切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他)那 (他)神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是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上開啟打開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種族邦國 到於(她)門戶

從屬(她)信。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來到旁邊了的 然而也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聚集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傳召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上報信通告 到於(它們)這每一切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他)那 (他)神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是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上開啟打開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種族邦國 到於(她)門戶

從屬(她)信。

徒 14:28 die,tribon de. cro,non ouvk ovli,gon su.n toi/j maqhtai/jÅ
And there they abode long time with the disciples.
二人就在那裏同門徒住了多日。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消磨停留 然而也 到於(他)時段期間 不是/不 到於(他)些微少許的 共同一起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門徒。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消磨停留 然而也 到於(他)時段期間 在那裏地 不是/不 到於(他)些微少許的 共同一起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門徒。

徒 15:1 Kai, tinej katelqo,ntej avpo. th/j VIoudai,aj evdi,daskon tou.j avdelfou.j o[ti VEa.n mh. peritmhqh/te tw/| e;qei
tw/| Mwu?se,wj( ouv du,nasqe swqh/naiÅ
And certain men which came down from Judaea taught the brethren, and said, Except ye be circumcised after
the manner of Moses, ye cannot be saved.
有幾個人，從猶太下來，教訓弟兄們說：你們若不按摩西的規條受割禮，不能得救。

並且 (他們)任何什麼 (他們)那時(也是)向下到來前往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猶太地方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教導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弟兄， 是這樣 但凡若是 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被行割禮

在對(它)那 在對(它)習慣常例 在對(它)那 從屬(他)摩西， 不是/不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那時(也是)要去被拯救。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們)任何什麼 (他們)那時(也是)向下到來前往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猶太地方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教導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弟兄， 是這樣 但凡若是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被行割禮

在對(它)那 在對(它)習慣常例 在對(它)那 從屬(他)摩西， 不是/不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那時(也是)要去被拯救。

徒 15:2 genome,nhj de. sta,sewj kai. zhth,sewj ouvk ovli,ghj tw/| Pau,lw| kai. tw/| Barnaba/| pro.j auvtou,j( e;taxan
avnabai,nein Pau/lon kai. Barnaba/n kai, tinaj a;llouj evx auvtw/n pro.j tou.j avposto,louj kai. presbute,rouj eivj
VIerousalh.m peri. tou/ zhth,matoj tou,touÅ
When therefore Paul and Barnabas had no small dissension and disputation with them, they determined that
Paul and Barnabas, and certain other of them, should go up to Jerusalem unto the apostles and elders about
this question.
保羅巴拿巴與他們大大的分爭辯論，眾門徒就定規，叫保羅巴拿巴和本會中幾個人，為所辯論的，上耶路撒冷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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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使徒和長老。

從屬(她)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然而也 從屬(她)站定對立 並且 從屬(她)查問辯論 不是/不

從屬(她)些微少許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保羅 並且 在對(他)那 在對(他)巴拿巴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安排定規 現要去持續向上行 到於(他)保羅 並且 到於(他)巴拿巴 並且 到於(他們)任何什麼

到於(他們)另外不同的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同一者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並且 到於(他們)更年長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陸撒冷 <在周圍>關於 從屬(它)那 從屬(它)所探索尋求

從屬(它)那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從屬(她)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這樣 從屬(她)站定對立 並且 從屬(她)共同查問辯論 不是/不

從屬(她)些微少許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保羅 並且 在對(他)那 在對(他)巴拿巴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安排定規 現要去持續向上行 到於(他)保羅 並且 到於(他)巴拿巴 並且 到於(他們)任何什麼

到於(他們)另外不同的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同一者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並且 到於(他們)更年長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陸撒冷 <在周圍>關於 從屬(它)那 從屬(它)所探索尋求

從屬(它)那同一者。

徒 15:3 Oi` me.n ou=n propemfqe,ntej ùpo. th/j evkklhsi,aj dih,rconto th,n te Foini,khn kai. Sama,reian
evkdihgou,menoi th.n evpistrofh.n tw/n evqnw/n kai. evpoi,oun cara.n mega,lhn pa/sin toi/j avdelfoi/jÅ
And being brought on their way by the church, they passed through Phenice and Samaria, declaring the
conversion of the Gentiles: and they caused great joy unto all the brethren.
於是教會送他們起行，他們經過腓尼基，撒瑪利亞，隨處傳說外邦人歸主的事，叫眾弟兄都甚歡喜。

(他們)那些 的確 這樣 (他們)那時(也是)被打發送行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她)那 從屬(她)傳召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橫過穿越 到於(她)那 並/又 到於(她)腓尼基 並且 到於(她)撒瑪利亞，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向外詳細敘述出來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翻轉轉化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種族邦國；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行出作成 到於(她)歡喜快樂 到於(她)極大的 在對(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弟兄。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些 的確 這樣 (他們)那時(也是)被打發送行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她)那 從屬(她)傳召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橫過穿越 到於(她)那 到於(她)腓尼基 並且 到於(她)撒瑪利亞，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向外詳細敘述出來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翻轉轉化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種族邦國；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行出作成 到於(她)歡喜快樂 到於(她)極大的 在對(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弟兄。

徒 15:4 parageno,menoi de. eivj VIerousalh.m parede,cqhsan avpo. th/j evkklhsi,aj kai. tw/n avposto,lwn kai. tw/n
presbute,rwn( avnh,ggeila,n te o[sa ò qeo.j evpoi,hsen metV auvtw/nÅ
And when they were come to Jerusalem, they were received of the church, and of the apostles and elders, and
they declared all things that God had done with them.
到了耶路撒冷，教會和使徒並長老，都接待他們，他們就述說神同他們所行的一切事。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來到旁邊了的 然而也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陸撒冷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接納領受在旁邊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傳召 並且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並且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更年長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上報信通告 並/又 到於(它們)這每一切 (他)那 (他)神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來到旁邊了的 然而也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陸撒冷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接納領受在旁邊

<在底下>被從 從屬(她)那 從屬(她)傳召 並且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並且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更年長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上報信通告 並/又 到於(它們)這每一切 (他)那 (他)神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WH]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來到旁邊了的 然而也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路撒冷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接納領受在旁邊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傳召 並且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並且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更年長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上報信通告 並/又 到於(它們)這每一切 (他)那 (他)神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同一者。

徒 15:5 evxane,sthsan de, tinej tw/n avpo. th/j air̀e,sewj tw/n Farisai,wn pepisteuko,tej le,gontej o[ti dei/
perite,mnein auvtou.j paragge,llein te threi/n to.n no,mon Mwu?se,wjÅ
But there rose up certain of the sect of the Pharisees which believed, saying, That it was needful to circumcise
them, and to command them to keep the law of Mo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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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有幾個信徒是法利賽教門的人，起來說：必須給外邦人行割禮，吩咐他們遵守摩西的律法。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外再站立起來 然而也 (他們)任何什麼 從屬(他們)那些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教門黨派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法利賽人 (他們)現在已經置信信託了的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現要去持續行割禮 到於(他們)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命令吩咐 並/又

現要去持續行看護守衛 到於(他)那 到於(他)律法 從屬(他)摩西。

徒 15:6 Sunh,cqhsa,n te oì avpo,stoloi kai. oì presbu,teroi ivdei/n peri. tou/ lo,gou tou,touÅ
And the apostles and elders came together for to consider of this matter.
使徒和長老，聚會商議這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聚集 並/又 (他們)那些 (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更年長的

那時(也是)要去看見察覺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那 從屬(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那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聚集 然而也 (他們)那些 (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更年長的

那時(也是)要去看見察覺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那 從屬(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那同一者。

徒 15:7 pollh/j de. zhth,sewj genome,nhj avnasta.j Pe,troj ei=pen pro.j auvtou,j( :Andrej avdelfoi,( ùmei/j evpi,stasqe
o[ti avfV h̀merw/n avrcai,wn evn ùmi/n evxele,xato ò qeo.j dia. tou/ sto,mato,j mou avkou/sai ta. e;qnh to.n lo,gon tou/
euvaggeli,ou kai. pisteu/sai\
And when there had been much disputing, Peter rose up, and said unto them, Men and brethren, ye know how
that a good while ago God made choice among us, that the Gentiles by my mouth should hear the word of the
gospel, and believe.
辯論已經多了，彼得就起來，說：諸位弟兄，你們知道神早已在你們中間揀選了我，叫外邦人從我口中得聽福音

之道，而且相信。

從屬(她)許多的 然而也 從屬(她)查問辯論 從屬(她)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他)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了的

(他)彼得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阿,(他們)男人/丈夫 阿,(他們)弟兄，

你們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心思通曉， 是這樣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們)日子/白日 從屬(她們)起初原始的 在內

在對你們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挑選 (他)那 (他)神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那 從屬(它)口/嘴 從屬我

那時(也是)要去聲聞耳聽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種族邦國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它)那

從屬(它)福音佳訊，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置信信託。
[經文變異RT]

從屬(她)許多的 然而也 從屬(她)共同查問辯論 從屬(她)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他)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了的 (他)彼得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阿,(他們)男人/丈夫 阿,(他們)弟兄， 你們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心思通曉， 是這樣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們)日子/白日 從屬(她們)起初原始的 (他)那 (他)神 在內 在對我們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挑選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那 從屬(它)口/嘴 從屬我 那時(也是)要去聲聞耳聽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種族邦國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它)那 從屬(它)福音佳訊，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置信信託。

徒 15:8 kai. ò kardiognw,sthj qeo.j evmartu,rhsen auvtoi/j dou.j to. pneu/ma to. a[gion kaqw.j kai. h̀mi/n
And God, which knoweth the hearts, bare them witness, giving them the Holy Ghost, even as he did unto us;
知道人心的神，也為他們作了見證；賜聖靈給他們，正如給我們一樣。

並且 (他)那 (他)認識知道內心者 (他)神 他/她/它那時(也是)作見證人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給與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靈/風 到於(它)那 到於(它)聖的， 按照正如地 並且 在對我們；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 (他)認識知道內心者 (他)神 他/她/它那時(也是)作見證人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給與了的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那 到於(它)靈/風 到於(它)那 到於(它)聖的， 按照正如地 並且 在對我們；

徒 15:9 kai. ouvqe.n die,krinen metaxu. hm̀w/n te kai. auvtw/n th/| pi,stei kaqari,saj ta.j kardi,aj auvtw/nÅ
And put no difference between us and them, purifying their hearts by faith.
又藉著信潔淨了他們的心，並不分他們我們。

並且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徹底分開辨明 共同轉接之間地 從屬我們 並/又 並且

從屬(他們)同一者， 在對(她)那 在對(她)信 (他)那時(也是)潔淨了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內心

從屬(他們)同一者。

徒 15:10 nu/n ou=n ti, peira,zete to.n qeo.n evpiqei/nai zugo.n evpi. to.n tra,chlon tw/n maqhtw/n o]n ou;te oi` pate,rej
hm̀w/n ou;te hm̀ei/j ivscu,samen basta,saiÈ
Now therefore why tempt ye God, to put a yoke upon the neck of the disciples, which neither our fathers nor we
were able to bear?
現在為甚麼試探神，要把我們祖宗和我們所不能負的軛，放在門徒的頸項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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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此時地 這樣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們現在持續使有探測試驗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那時(也是)要去置放擺設在上面 到於(他)軛/天平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那 到於(他)咽喉頸項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門徒， 到於(他)這個 並不/又不 (他們)那些 (他們)父親 從屬我們 並不/又不 我們

我們那時(也是)有強壯大力 那時(也是)要去提舉擔負？

徒 15:11 avlla. dia. th/j ca,ritoj tou/ kuri,ou VIhsou/ pisteu,omen swqh/nai kaqV o]n tro,pon kavkei/noiÅ
But we believe that through the grace of the Lord Jesus Christ we shall be saved, even as they.
我們得救，乃是因主耶穌的恩，和他們一樣，這是我們所信的。

但乃是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恩典惠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他)耶穌 我們現在持續置信信託

那時(也是)要去被拯救，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這個 到於(他)運轉模式 (他們)且在那裏的那個。
[不同標點]

但乃是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恩典惠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他)耶穌 我們現在持續置信信託

那時(也是)要去被拯救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這個 到於(他)運轉模式 (他們)且在那裏的那個。
[經文變異RT]

但乃是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恩典惠意 從屬(他)主人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我們現在持續置信信託 那時(也是)要去被拯救，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這個 到於(他)運轉模式

(他們)且在那裏的那個。

徒 15:12 VEsi,ghsen de. pa/n to. plh/qoj kai. h;kouon Barnaba/ kai. Pau,lou evxhgoume,nwn o[sa evpoi,hsen ò qeo.j
shmei/a kai. te,rata evn toi/j e;qnesin diV auvtw/nÅ
Then all the multitude kept silence, and gave audience to Barnabas and Paul, declaring what miracles and
wonders God had wrought among the Gentiles by them.
眾人都默默無聲，聽巴拿巴和保羅，述說神藉他們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蹟奇事。

他/她/它那時(也是)保持靜默 然而也 (它)所有每一個的 (它)那 (它)聚滿大群，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聲聞耳聽

從屬(他)巴拿巴 並且 從屬(他)保羅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向外敘述出來了的 到於(它們)這每一切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他)那 (他)神 到於(它們)識別之表記徵兆 並且 到於(它們)奇事預兆 在內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種族邦國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們)同一者。

徒 15:13 Meta. de. to. sigh/sai auvtou.j avpekri,qh VIa,kwboj le,gwn( :Andrej avdelfoi,( avkou,sate, mouÅ
And after they had held their peace, James answered, saying, Men and brethren, hearken unto me:
他們住了聲，雅各就說：諸位弟兄，請聽我的話。

<轉換其中>隨到後 然而也 到於(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保持靜默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註1

(他)雅各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阿,(他們)男人/丈夫 阿,(他們)弟兄，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聲聞耳聽 從屬我。

註1：“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徒 15:14 Sumew.n evxhgh,sato kaqw.j prw/ton ò qeo.j evpeske,yato labei/n evx evqnw/n lao.n tw/| ovno,mati auvtou/Å
Simeon hath declared how God at the first did visit the Gentiles, to take out of them a people for his name.
方纔西門述說神當初怎樣眷顧外邦人，從他們中間選取百姓歸於自己的名下。

(他)西緬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向外敘述出來 按照正如地 首先地 (他)那 (他)神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視察眷顧

那時(也是)要去拿取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種族邦國 到於(他)人民百姓 在對(它)那 在對(它)名字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西緬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向外敘述出來 按照正如地 首先地 (他)那 (他)神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視察眷顧

那時(也是)要去拿取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種族邦國 到於(他)人民百姓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它)那 在對(它)名字

從屬(他)同一者。

徒 15:15 kai. tou,tw| sumfwnou/sin oì lo,goi tw/n profhtw/n kaqw.j ge,graptai(
And to this agree the words of the prophets; as it is written,
眾先知的話，也與這意思相合；

並且 在對(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協調一致 (他們)那些 (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徒 15:16 Meta. tau/ta avnastre,yw kai. avnoikodomh,sw th.n skhnh.n Daui.d th.n peptwkui/an kai. ta. kateskamme,na
auvth/j avnoikodomh,sw kai. avnorqw,sw auvth,n(
After this I will return, and will build again the tabernacle of David, which is fallen down; and I will build again the
ruins thereof, and I will set it up:
正如經上所寫的：『此後我要回來，重新修造大衛倒塌的帳幕，把那破壞的，重新修造建立起來；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我將要(持續)翻轉折返/往返行事， 並且 我將要(持續)再向上營建修造

到於(她)那 到於(她)帳幕 從屬(他)大衛 到於(她)那 到於(她)現在已經落下墜落了的；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現在已經被拆除破壞了的 從屬(她)同一者 我將要(持續)再向上營建修造， 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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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將要(持續)再向上促使豎正直立 到於(她)同一者；
[經文變異WH]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我將要(持續)翻轉折返/往返行事， 並且 我將要(持續)再向上營建修造

到於(她)那 到於(她)帳幕 從屬(他)大衛 到於(她)那 到於(她)現在已經落下墜落了的；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現在已經被翻倒傾覆了的 從屬(她)同一者 我將要(持續)再向上營建修造， 並且

我將要(持續)再向上促使豎正直立 到於(她)同一者；

徒 15:17 o[pwj a'n evkzhth,swsin oì kata,loipoi tw/n avnqrw,pwn to.n ku,rion kai. pa,nta ta. e;qnh evfV ou]j
evpike,klhtai to. o;noma, mou evpV auvtou,j( le,gei ku,rioj poiw/n tau/ta
That the residue of men might seek after the Lord, and all the Gentiles, upon whom my name is called, saith the
Lord, who doeth all these things.
叫餘剩的人，就是凡稱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尋求主；

這怎樣如何地 但凡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向外探索尋求 (他們)那些 (他們)遺留下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人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主人， 並且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它們)那些 (它們)種族邦國，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這些個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召告稱呼 (它)那 (它)名字 從屬我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他)主人 (他)現正持續行出作成了的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這怎樣如何地 但凡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向外探索尋求 (他們)那些 (他們)遺留下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人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主人， 並且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它們)那些 (它們)種族邦國，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這些個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召告稱呼 (它)那 (它)名字 從屬我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他)主人 (他)那 (他)現正持續行出作成了的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徒 15:18 gnwsta. avpV aivw/nojÅ
Known unto God are all his works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world.
這話是從創世以來，顯明這事的主說的。』

到於(它們)乃認識知道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世紀時代。
[經文變異RT]

(它們)乃認識知道的註1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世紀時代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它們)那些 (它們)工作 從屬(他)同一者。

註1：“到於(它們)乃認識知道的”文法上亦可以為“(它們)乃認識知道的”。

徒 15:19 dio. evgw. kri,nw mh. parenoclei/n toi/j avpo. tw/n evqnw/n evpistre,fousin evpi. to.n qeo,n(
Wherefore my sentence is, that we trouble not them, which from among the Gentiles are turned to God:
所以據我的意見，不可難為那歸服神的外邦人；

為這個緣故 我 我現在持續區別審斷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在旁邊在內聚眾侵擾 在對(他們)那些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種族邦國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在上面轉動翻轉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徒 15:20 avlla. evpistei/lai auvtoi/j tou/ avpe,cesqai tw/n avlisghma,twn tw/n eivdw,lwn kai. th/j pornei,aj kai. tou/
pniktou/ kai. tou/ ai[matojÅ
But that we write unto them, that they abstain from pollutions of idols, and from fornication, and from things
strangled, and from blood.
只要寫信，吩咐他們禁戒偶像的污穢和姦淫，並勒死的牲畜，和血。

但乃是 那時(也是)要去發信函告 在對(他們)同一者， 從屬(它)那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遠離禁戒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儀式的污損淫穢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偶像 並且 從屬(她)那 從屬(她)通奸淫行 並且 從屬(它)那

從屬(它)扼殺勒死的 並且 從屬(它)那 從屬(它)血。
[經文變異RT]

但乃是 那時(也是)要去發信函告 在對(他們)同一者， 從屬(它)那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遠離禁戒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儀式的污損淫穢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偶像 並且 從屬(她)那 從屬(她)通奸淫行 並且

從屬(它)那 從屬(它)扼殺勒死的 並且 從屬(它)那 從屬(它)血。
[經文變異WH]

但乃是 那時(也是)要去發信函告 在對(他們)同一者， 從屬(它)那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遠離禁戒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儀式的污損淫穢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偶像 並且 從屬(她)那 從屬(她)通奸淫行 並且

從屬(它)扼殺勒死的 並且 從屬(它)那 從屬(它)血。

徒 15:21 Mwu?sh/j ga.r evk genew/n avrcai,wn kata. po,lin tou.j khru,ssontaj auvto.n e;cei evn tai/j sunagwgai/j kata.
pa/n sa,bbaton avnaginwsko,menojÅ
For Moses of old time hath in every city them that preach him, being read in the synagogues every sabbath day.
因為從古以來，摩西的書在各城有人傳講，每逢安息日，在會堂裏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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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摩西 因為 向外出來 從屬(她們)族類之世代 從屬(她們)起初原始的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城邑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傳達宣講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會堂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安息 (他)現正持續被宣讀誦念了的。

徒 15:22 To,te e;doxe toi/j avposto,loij kai. toi/j presbute,roij su.n o[lh| th/| evkklhsi,a| evklexame,nouj a;ndraj evx
auvtw/n pe,myai eivj VAntio,ceian su.n tw/| Pau,lw| kai. Barnaba/|( VIou,dan to.n kalou,menon Barsabba/n kai. Sila/n(
a;ndraj h̀goume,nouj evn toi/j avdelfoi/j(
Then pleased it the apostles and elders, with the whole church, to send chosen men of their own company to
Antioch with Paul and Barnabas; namely, Judas surnamed Barsabas, and Silas, chief men among the brethren:
那時，使徒和長老並全教會，定意從他們中間揀選人，差他們和保羅，巴拿巴，同往安提阿去；所揀選的，就是

稱呼巴撒巴的猶大，和西拉，這兩個人在弟兄中是作首領的。

當那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設想認為對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並且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更年長的 共同一起 在對(她)整個全部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傳召 到於(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挑選了的

到於(他們)男人/丈夫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差送打發 向內進入 到於(她)安提阿 共同一起

在對(他)那 在對(他)保羅 並且 在對(他)巴拿巴， 到於(他)猶大 到於(他)那 到於(他)現正持續被促請召喚了的

到於(他)巴撒巴 並且 到於(他)西拉， 到於(他們)男人/丈夫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帶領引導了的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弟兄，
[經文變異RT]

當那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設想認為對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並且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更年長的 共同一起 在對(她)整個全部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傳召 到於(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挑選了的

到於(他們)男人/丈夫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差送打發 向內進入 到於(她)安提阿 共同一起

在對(他)那 在對(他)保羅 並且 在對(他)巴拿巴， 到於(他)猶大 到於(他)那 到於(他)現正持續被召告稱呼了的

到於(他)巴撒巴 並且 到於(他)西拉， 到於(他們)男人/丈夫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帶領引導了的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弟兄，

徒 15:23 gra,yantej dia. ceiro.j auvtw/n( Oì avpo,stoloi kai. oi` presbu,teroi avdelfoi. toi/j kata. th.n VAntio,ceian
kai. Suri,an kai. Kiliki,an avdelfoi/j toi/j evx evqnw/n cai,reinÅ
And they wrote letters by them after this manner; The apostles and elders and brethren send greeting unto the
brethren which are of the Gentiles in Antioch and Syria and Cilicia:
於是寫信交付他們，內中說：使徒和作長老的弟兄們，問安提阿，敘利亞，基利家外邦眾弟兄的安。

(他們)那時(也是)刻寫記載了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手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更年長的 (他們)弟兄 在對(他們)那些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那 到於(她)安提阿 並且

到於(她)敘利亞 並且 到於(她)基利家 在對(他們)弟兄 在對(他們)那些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種族邦國：

現要去持續歡喜安樂。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時(也是)刻寫記載了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手 從屬(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們)也就是那個： (他們)那些

(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更年長的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弟兄 在對(他們)那些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那 到於(她)安提阿 並且 到於(她)敘利亞 並且 到於(她)基利家 在對(他們)弟兄

在對(他們)那些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種族邦國： 現要去持續歡喜安樂。

徒 15:24 VEpeidh. hvkou,samen o[ti tine.j evx hm̀w/n Îevxelqo,ntejÐ evta,raxan ùma/j lo,goij avnaskeua,zontej ta.j yuca.j
um̀w/n oi-j ouv diesteila,meqa(
Forasmuch as we have heard, that certain which went out from us have troubled you with words, subverting
your souls, saying, Ye must be circumcised, and keep the law: to whom we gave no such commandment:
我們聽說有幾個人，從我們這裏出去，用言語攪擾你們，惑亂你們的心；〔有古卷在此有：你們必須受割禮，守

摩西的律法〕其實我們並沒有吩咐他們；

在其上已然如此 我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是這樣 (他們)任何什麼 向外出來 從屬我們

(他們)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攪動擾亂 到於你們 在對(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他們)現正持續干擾弄亂了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生魂意念 從屬你們， 在對(他們)這些個 不是/不

我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區分定規；
[經文變異RT]

在其上已然如此 我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是這樣 (他們)任何什麼 向外出來 從屬我們

(他們)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攪動擾亂 到於你們 在對(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他們)現正持續干擾弄亂了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生魂意念 從屬你們，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現要去持續被行割禮 並且 現要去持續被行看護守衛 到於(他)那 到於(他)律法， 在對(他們)這些個 不是/不

我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區分定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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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變異WH]

在其上已然如此 我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是這樣 (他們)任何什麼 向外出來 從屬我們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攪動擾亂

到於你們 在對(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他們)現正持續干擾弄亂了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生魂意念

從屬你們， 在對(他們)這些個 不是/不 我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區分定規；

徒 15:25 e;doxen hm̀i/n genome,noij òmoqumado.n evklexame,noij a;ndraj pe,myai pro.j ùma/j su.n toi/j avgaphtoi/j h̀mw/n
Barnaba/| kai. Pau,lw|(
It seemed good unto us, being assembled with one accord, to send chosen men unto you with our beloved
Barnabas and Paul,
所以我們同心定意，揀選幾個人，差他們同我們所親愛的巴拿巴，和保羅，往你們那裏去。

他/她/它那時(也是)設想認為對 在對我們 在對(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同心一致地

在對(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挑選了的 到於(他們)男人/丈夫 那時(也是)要去差送打發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共同一起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蒙愛的 從屬我們， 在對(他)巴拿巴 並且 在對(他)保羅，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設想認為對 在對我們 在對(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同心一致地

到於(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挑選了的 到於(他們)男人/丈夫 那時(也是)要去差送打發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共同一起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蒙愛的 從屬我們， 在對(他)巴拿巴 並且 在對(他)保羅，

徒 15:26 avnqrw,poij paradedwko,si ta.j yuca.j auvtw/n ùpe.r tou/ ovno,matoj tou/ kuri,ou h̀mw/n VIhsou/ Cristou/Å
Men that have hazarded their lives for the name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這二人是為我主耶穌基督的名，不顧性命的。

在對(他們)人 在對(他們)現在已經交付了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生魂意念 從屬(他們)同一者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它)那 從屬(它)名字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我們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徒 15:27 avpesta,lkamen ou=n VIou,dan kai. Sila/n kai. auvtou.j dia. lo,gou avpagge,llontaj ta. auvta,Å
We have sent therefore Judas and Silas, who shall also tell you the same things by mouth.
我們就差了猶大和西拉，他們也要親口訴說這些事；

我們現在已經分派差遣 這樣 到於(他)猶大 並且 到於(他)西拉， 並且 到於(他們)同一者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從那裏報信通告了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同一者。

徒 15:28 e;doxen ga.r tw/| pneu,mati tw/| ag̀i,w| kai. hm̀i/n mhde.n ple,on evpiti,qesqai ùmi/n ba,roj plh.n tou,twn tw/n
evpa,nagkej(
For it seemed good to the Holy Ghost, and to us, to lay upon you no greater burden than these necessary
things;
因為聖靈和我們，定意不將別的重擔放在你們身上；惟有幾件事是不可少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設想認為對 因為 在對(它)那 在對(它)靈/風 在對(它)那 在對(它)聖的 並且 在對我們

到於(它)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到於(它)更多的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置放擺設在上面註1
在對你們 到於(它)沉重重壓

超出之外地 從屬(它們)那同一者 從屬(它們)那些 在上面迫切需要地：

註1：“現要去持續讓自己置放擺設在上面”文法上亦可以為“現要去持續被置放擺設在上面”。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設想認為對 因為 在對(它)那 在對(它)聖的 在對(它)靈/風 並且 在對我們

到於(它)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到於(它)更多的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置放擺設在上面 在對你們 到於(它)沉重重壓

超出之外地 從屬(它們)那些 在上面迫切需要地 從屬(它們)那同一者：

徒 15:29 avpe,cesqai eivdwloqu,twn kai. ai[matoj kai. pniktw/n kai. pornei,aj( evx w-n diathrou/ntej èautou.j eu=
pra,xeteÅ :ErrwsqeÅ
That ye abstain from meats offered to idols, and from blood, and from things strangled, and from fornication:
from which if ye keep yourselves, ye shall do well. Fare ye well.
就是禁戒祭偶像的物，和血，並勒死的牲畜，和姦淫；這幾件你們若能自己禁戒不犯，就好了；願你們平安。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遠離禁戒 從屬(它們)乃宰殺獻祭給偶像的 並且 從屬(它)血 並且 從屬(它們)扼殺勒死的 並且

從屬(她)通奸淫行；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這些個 (他們)現正持續徹底地行看護守衛了的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很好地 你們將要(持續)實施行使。 你們現在就要已經被增強加力。
[經文變異RT]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遠離禁戒 從屬(它們)乃宰殺獻祭給偶像的 並且 從屬(它)血 並且 從屬(它)扼殺勒死的 並且

從屬(她)通奸淫行；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這些個 (他們)現正持續徹底地行看護守衛了的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很好地 你們將要(持續)實施行使。 你們現在就要已經被增強加力。

徒 15:30 Oì me.n ou=n avpoluqe,ntej kath/lqon eivj VAntio,ceian( kai. sunagago,ntej to. plh/qoj evpe,dwkan th.n
evpistolh,n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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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when they were dismissed, they came to Antioch: and when they had gathered the multitude together, they
delivered the epistle:
他們既奉了差遣，就下安提阿去，聚集眾人，交付書信。

(他們)那些 的確 這樣 (他們)那時(也是)被打發離開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下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她)安提阿；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聚集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聚滿大群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交給 到於(她)那

到於(她)書信。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些 的確 這樣 (他們)那時(也是)被打發離開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她)安提阿；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聚集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聚滿大群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交給 到於(她)那 到於(她)書信。

徒 15:31 avnagno,ntej de. evca,rhsan evpi. th/| paraklh,seiÅ
Which when they had read, they rejoiced for the consolation.
眾人念了，因為信上安慰的話，就歡喜了。

(他們)那時(也是)宣讀誦念了的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歡喜安樂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那

在對(她)勸勉請求。

徒 15:32 VIou,daj te kai. Sila/j kai. auvtoi. profh/tai o;ntej dia. lo,gou pollou/ pareka,lesan tou.j avdelfou.j kai.
evpesth,rixan(
And Judas and Silas, being prophets also themselves, exhorted the brethren with many words, and confirmed
them.
猶大和西拉也是先知，就用許多話勸勉弟兄，堅固他們。

(他)猶大 並/又 並且 (他)西拉， 並且 (他們)同一者 (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他們)現正持續是了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許多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勸勉請求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弟兄，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在上面堅定加固。
[經文變異Scrivener]

(他)猶大 然而也 並且 (他)西拉， 並且 (他們)同一者 (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他們)現正持續是了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許多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勸勉請求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弟兄，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在上面堅定加固。

徒 15:33 poih,santej de. cro,non avpelu,qhsan metV eivrh,nhj avpo. tw/n avdelfw/n pro.j tou.j avpostei,lantaj auvtou,jÅ
And after they had tarried there a space, they were let go in peace from the brethren unto the apostles.
住了些日子，弟兄們打發他們平平安安的回到差遣他們的人那裏去。

(他們)那時(也是)行出作成了的 然而也 到於(他)時段期間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打發離開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和平安寧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弟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那時(也是)分派差遣了的 到於(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時(也是)行出作成了的 然而也 到於(他)時段期間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打發離開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和平安寧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弟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徒 15:34 e;doxen de. tw/| Si,la| evpimei/nai auvtou/Å
Notwithstanding it pleased Silas to abide there still.
〔有古卷在此有：惟有西拉定意仍住在那裏〕

註：Nestle-Aland 26/27版本無此節。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設想認為對 然而也 在對(他)那 在對(他)西拉 那時(也是)要去在上面停留持守 在同一處地。

徒 15:35 Pau/loj de. kai. Barnaba/j die,tribon evn VAntiocei,a| dida,skontej kai. euvaggelizo,menoi meta. kai. ète,rwn
pollw/n to.n lo,gon tou/ kuri,ouÅ
Paul also and Barnabas continued in Antioch, teaching and preaching the word of the Lord, with many others
also.
但保羅和巴拿巴，仍住在安提阿，和許多別人一同教訓人，傳主的道。

(他)保羅 然而也 並且 (他)巴拿巴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消磨停留 在內 在對(她)安提阿， (他們)現正持續教導了的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傳福音佳訊了的 <轉換其中>隨同著 並且 從屬(他們)相異不同的 從屬(他們)許多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徒 15:36 Meta. de, tinaj h̀me,raj ei=pen pro.j Barnaba/n Pau/loj( VEpistre,yantej dh. evpiskeyw,meqa tou.j avdelfou.j
kata. po,lin pa/san evn ai-j kathggei,lamen to.n lo,gon tou/ kuri,ou pw/j e;cousinÅ
And some days after Paul said unto Barnabas, Let us go again and visit our brethren in every city where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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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 preached the word of the Lord, and see how they do.
過了些日子，保羅對巴拿巴說：我們可以回到從前宣傳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們景況如何。

<轉換其中>隨到後 然而也 到於(她們)任何什麼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巴拿巴 (他)保羅， (他們)那時(也是)在上面轉動翻轉了的 必然如此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視察眷顧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弟兄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城邑 到於(她)所有每一個的， 在內 在對(她們)這些個

我們那時(也是)發佈傳揚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怎樣如何地呢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持有。
[經文變異RT]

<轉換其中>隨到後 然而也 到於(她們)任何什麼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保羅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巴拿巴， (他們)那時(也是)在上面轉動翻轉了的 必然如此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視察眷顧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弟兄 從屬我們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城邑， 在內 在對(她們)這些個 我們那時(也是)發佈傳揚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怎樣如何地呢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持有。

徒 15:37 Barnaba/j de. evbou,leto sumparalabei/n kai. to.n VIwa,nnhn to.n kalou,menon Ma/rkon\
And Barnabas determined to take with them John, whose surname was Mark.
巴拿巴有意，要帶稱呼馬可的約翰同去；

(他)巴拿巴 然而也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諮商決意 那時(也是)要去拿取在旁邊一同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約翰 到於(他)那 到於(他)現正持續被促請召喚了的 到於(他)馬可；
[經文變異RT]

(他)巴拿巴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行打算意圖 那時(也是)要去拿取在旁邊一同 到於(他)那 到於(他)約翰

到於(他)那 到於(他)現正持續被促請召喚了的 到於(他)馬可；

徒 15:38 Pau/loj de. hvxi,ou( to.n avposta,nta avpV auvtw/n avpo. Pamfuli,aj kai. mh. sunelqo,nta auvtoi/j eivj to. e;rgon
mh. sumparalamba,nein tou/tonÅ
But Paul thought not good to take him with them, who departed from them from Pamphylia, and went not with
them to the work.
但保羅，因為馬可從前在旁非利亞離開他們，不和他們同去作工，就以為不可帶他去。

(他)保羅 然而也 他/她/它當時持續視為相配值得 到於(他)那 到於(他)那時(也是)從那裏站開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同一者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旁非利亞 並且 不會/不要 到於(他)那時(也是)共同到來前往了的

在對(他們)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工作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拿取在旁邊一同 到於(他)那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保羅 然而也 他/她/它當時持續視為相配值得 到於(他)那 到於(他)那時(也是)從那裏站開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同一者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旁非利亞 並且 不會/不要 到於(他)那時(也是)共同到來前往了的

在對(他們)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工作 不會/不要 那時(也是)要去拿取在旁邊一同 到於(他)那同一者。

徒 15:39 evge,neto de. paroxusmo.j w[ste avpocwrisqh/nai auvtou.j avpV avllh,lwn( to,n te Barnaba/n paralabo,nta to.n
Ma/rkon evkpleu/sai eivj Ku,pron(
And the contention was so sharp between them, that they departed asunder one from the other: and so
Barnabas took Mark, and sailed unto Cyprus;
於是二人起了爭論，甚至彼此分開；巴拿巴帶著馬可，坐船往居比路去；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然而也 (他)尖銳激發， 以致 那時(也是)要去被從那裏分離隔開 到於(他們)同一者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彼此， 到於(他)那 並/又 到於(他)巴拿巴 到於(他)那時(也是)拿取在旁邊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馬可 那時(也是)要去航行出來 向內進入 到於(她)居比路。
[經文變異RT] [不同標點]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這樣 (他)尖銳激發， 以致 那時(也是)要去被從那裏分離隔開 到於(他們)同一者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彼此； 到於(他)那 並/又 到於(他)巴拿巴 到於(他)那時(也是)拿取在旁邊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馬可 那時(也是)要去航行出來 向內進入 到於(她)居比路；

徒 15:40 Pau/loj de. evpilexa,menoj Sila/n evxh/lqen paradoqei.j th/| ca,riti tou/ kuri,ou ùpo. tw/n avdelfw/nÅ
And Paul chose Silas, and departed, being recommended by the brethren unto the grace of God.
保羅揀選了西拉，也出去，蒙弟兄們把他交於主的恩中。

(他)保羅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指名了的 到於(他)西拉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他)那時(也是)被交付了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恩典惠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弟兄。
[經文變異RT]

(他)保羅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指名了的 到於(他)西拉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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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那時(也是)被交付了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恩典惠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弟兄。

徒 15:41 dih,rceto de. th.n Suri,an kai. Îth.nÐ Kiliki,an evpisthri,zwn ta.j evkklhsi,ajÅ
And he went through Syria and Cilicia, confirming the churches.
他就走遍敘利亞，基利家，堅固眾教會。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橫過穿越 然而也 到於(她)那 到於(她)敘利亞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基利家，

(他)現正持續在上面堅定加固了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傳召。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橫過穿越 然而也 到於(她)那 到於(她)敘利亞 並且 到於(她)基利家，

(他)現正持續在上面堅定加固了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傳召。

徒 16:1 Kath,nthsen de. Îkai.Ð eivj De,rbhn kai. eivj Lu,stranÅ kai. ivdou. maqhth,j tij h=n evkei/ ovno,mati Timo,qeoj(
uiò.j gunaiko.j VIoudai,aj pisth/j( patro.j de. {Ellhnoj(
Then came he to Derbe and Lystra: and, behold, a certain disciple was there, named Timotheus, the son of a
certain woman, which was a Jewess, and believed; but his father was a Greek:
保羅來到特庇，又到路司得；在那裏有一個門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猶太婦人的兒子，他父親卻是希利尼人

。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抵來到 然而也 並且 向內進入 到於(她)特庇 並且 向內進入 到於(她)路司得；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門徒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在那裏地 在對(它)名字 (他)提摩太

(他)兒子 從屬(她)女人 從屬(她)猶太人的 從屬(她)誠且信的， 從屬(他)父親 然而也 從屬(他)希利尼人；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抵來到 然而也 向內進入 到於(她)特庇 並且 到於(她)路司得；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門徒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在那裏地 在對(它)名字 (他)提摩太

(他)兒子 從屬(她)女人 從屬(她)任何什麼 從屬(她)猶太人的 從屬(她)誠且信的， 從屬(他)父親 然而也

從屬(他)希利尼人；

徒 16:2 o]j evmarturei/to up̀o. tw/n evn Lu,stroij kai. VIkoni,w| avdelfw/nÅ
Which was well reported of by the brethren that were at Lystra and Iconium.
路司得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稱讚他。

(他)這個 他/她/它當時持續被作見證人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們)那些 在內 在對(它們)路司得 並且 在對(它)以哥念

從屬(他們)弟兄。

徒 16:3 tou/ton hvqe,lhsen ò Pau/loj su.n auvtw/| evxelqei/n( kai. labw.n perie,temen auvto.n dia. tou.j VIoudai,ouj tou.j
o;ntaj evn toi/j to,poij evkei,noij\ h;|deisan ga.r a[pantej o[ti {Ellhn ò path.r auvtou/ up̀h/rcenÅ
Him would Paul have to go forth with him; and took and circumcised him because of the Jews which were in
those quarters: for they knew all that his father was a Greek.
保羅要帶他同去，只因那些地方的猶太人，都知道他父親是希利尼人，就給他行了割禮。

到於(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定意 (他)那 (他)保羅 共同一起 在對(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並且 (他)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割禮 到於(他)同一者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猶太人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是了的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地點處所 在對(他們)在那裏的那個； 他/她/它們當時已經看見察覺 因為

(他們)同時一齊地所有每一個的 是這樣 (他)希利尼人 (他)那 (他)父親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源屬具有。
[經文變異RT]

到於(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定意 (他)那 (他)保羅 共同一起 在對(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並且 (他)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割禮 到於(他)同一者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猶太人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是了的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地點處所 在對(他們)在那裏的那個； 他/她/它們當時已經看見察覺 因為

(他們)同時一齊地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從屬(他)同一者， 是這樣 (他)希利尼人

他/她/它當時持續源屬具有。

徒 16:4 wj̀ de. dieporeu,onto ta.j po,leij( paredi,dosan auvtoi/j fula,ssein ta. do,gmata ta. kekrime,na ùpo. tw/n
avposto,lwn kai. presbute,rwn tw/n evn ~Ierosolu,moijÅ
And as they went through the cities, they delivered them the decrees for to keep, that were ordained of the
apostles and elders which were at Jerusalem.
他們經過各城，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長老所定的條規，交給門徒遵守。

正如地 然而也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行去經過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城邑，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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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他們)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看管守護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教條律例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現在已經被區別審斷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並且

從屬(他們)更年長的 從屬(他們)那些 在內 在對(它們)耶路撒冷。
[經文變異RT]

正如地 然而也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行去經過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城邑，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交付

在對(他們)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看管守護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教條律例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現在已經被區別審斷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並且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更年長的 從屬(他們)那些 在內 在對(她)耶陸撒冷。

徒 16:5 aì me.n ou=n evkklhsi,ai evstereou/nto th/| pi,stei kai. evperi,sseuon tw/| avriqmw/| kaqV h̀me,ranÅ
And so were the churches established in the faith, and increased in number daily.
於是眾教會信心越發堅固，人數天天加增。

(她們)那些 的確 這樣 (她們)傳召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被促使為堅固穩定 在對(她)那 在對(她)信，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成格外多 在對(他)那 在對(他)數目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日子/白日。

徒 16:6 Dih/lqon de. th.n Frugi,an kai. Galatikh.n cw,ran kwluqe,ntej ùpo. tou/ ag̀i,ou pneu,matoj lalh/sai to.n
lo,gon evn th/| VAsi,a|\
Now when they had gone throughout Phrygia and the region of Galatia, and were forbidden of the Holy Ghost to
preach the word in Asia,
聖靈既然禁止他們在亞西亞講道，他們就經過弗呂家加拉太一帶地方；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橫過穿越 然而也 到於(她)那 到於(她)弗呂家 並且 到於(她)屬加拉太的 到於(她)地域，

(他們)那時(也是)被阻攔禁止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它)那 從屬(它)聖的 從屬(它)靈/風 那時(也是)要去發言講說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亞細亞；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時(也是)橫過穿越了的 然而也 到於(她)那 到於(她)弗呂家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屬加拉太的

到於(她)地域， (他們)那時(也是)被阻攔禁止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它)那 從屬(它)聖的 從屬(它)靈/風

那時(也是)要去發言講說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亞細亞，

徒 16:7 evlqo,ntej de. kata. th.n Musi,an evpei,razon eivj th.n Biquni,an poreuqh/nai( kai. ouvk ei;asen auvtou.j to.
pneu/ma VIhsou/\
After they were come to Mysia, they assayed to go into Bithynia: but the Spirit suffered them not.
到了每西亞的邊界，他們想要往庇推尼去，耶穌的靈卻不許；

(他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然而也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那 到於(她)每西亞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使有探測試驗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庇推尼 那時(也是)要去被行去；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容許任由

到於(他們)同一者 (它)那 (它)靈/風 從屬(他)耶穌；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那 到於(她)每西亞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使有探測試驗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那 到於(她)庇推尼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容許任由

到於(他們)同一者 (它)那 (它)靈/風 ；

徒 16:8 parelqo,ntej de. th.n Musi,an kate,bhsan eivj Trw|a,daÅ
And they passing by Mysia came down to Troas.
他們就越過每西亞，下到特羅亞去。

(他們)那時(也是)在旁邊過去了的 然而也 到於(她)那 到於(她)每西亞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下行 向內進入

到於(她)特羅亞。

徒 16:9 kai. o[rama dia. Îth/jÐ nukto.j tw/| Pau,lw| w;fqh( avnh.r Makedw,n tij h=n èstw.j kai. parakalw/n auvto.n kai.
le,gwn( Diaba.j eivj Makedoni,an boh,qhson h̀mi/nÅ
And a vision appeared to Paul in the night; There stood a man of Macedonia, and prayed him, saying, Come
over into Macedonia, and help us.
在夜間有異象現與保羅；有一個馬其頓人，站著求他說：請你過到馬其頓來幫助我們。

並且 (它)景觀異象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夜晚 在對(他)那 在對(他)保羅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看見注目； (他)男人/丈夫 (他)馬其頓人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現在已經立定站住了的 並且 (他)現正持續勸勉請求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他)那時(也是)跨越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馬其頓 你那時(也是)就要行馳援幫助 在對我們。
[經文變異RT]

並且 (它)景觀異象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夜晚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看見注目 在對(他)那

在對(他)保羅； (他)男人/丈夫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馬其頓人 (他)現在已經立定站住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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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現正持續勸勉請求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他)那時(也是)跨越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馬其頓 你那時(也是)就要行馳援幫助 在對我們。
[經文變異WH]

並且 (它)景觀異象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夜晚 在對(他)那 在對(他)保羅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看見注目；

(他)男人/丈夫 (他)馬其頓人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現在已經立定站住了的 並且

(他)現正持續勸勉請求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他)那時(也是)跨越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馬其頓 你那時(也是)就要行馳援幫助 在對我們。

徒 16:10 wj̀ de. to. o[rama ei=den( euvqe,wj evzhth,samen evxelqei/n eivj Makedoni,an sumbiba,zontej o[ti proske,klhtai
hm̀a/j ò qeo.j euvaggeli,sasqai auvtou,jÅ
And after he had seen the vision, immediately we endeavored to go into Macedonia, assuredly gathering that
the Lord had called us for to preach the gospel unto them.
保羅既看見這異象，我們隨即想要往馬其頓去，以為神召我們傳福音給那裏的人聽。

正如地 然而也 到於(它)那 到於(它)景觀異象 他/她/它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平直直接地[同#2117]

我們那時(也是)探索尋求 那時(也是)要去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向內進入 到於(她)馬其頓，

(他們)現正持續敦促聯合一致了的 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已經讓自己/被在前面向著促請召喚 到於我們 (他)那 (他)神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傳福音佳訊 到於(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正如地 然而也 到於(它)那 到於(它)景觀異象 他/她/它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平直直接地[同#2117]

我們那時(也是)探索尋求 那時(也是)要去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馬其頓，

(他們)現正持續敦促聯合一致了的 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已經讓自己/被在前面向著促請召喚 到於我們 (他)那 (他)主人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傳福音佳訊 到於(他們)同一者。

徒 16:11 VAnacqe,ntej de. avpo. Trw|a,doj euvqudromh,samen eivj Samoqra,|khn( th/| de. evpiou,sh| eivj Ne,an Po,lin
Therefore loosing from Troas, we came with a straight course to Samothracia, and the next day to Neapolis;
於是從特羅亞開船，一直行到撒摩特喇，第二天到了尼亞波利。

(他們)那時(也是)被向上帶領了的 然而也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特羅亞 我們那時(也是)直行 向內進入

到於(她)撒摩特喇， 在對(她)那 然而也 在對(她)現正持續是接著下來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尼亞波利；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時(也是)被向上帶領了的 這樣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特羅亞 我們那時(也是)直行 向內進入

到於(她)撒摩特喇， 在對(她)那 並/又 在對(她)現正持續是接著下來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尼亞波利；
[經文變異WH]

(他們)那時(也是)被向上帶領了的 這樣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特羅亞 我們那時(也是)直行 向內進入

到於(她)撒摩特喇， 在對(她)那 然而也 在對(她)現正持續是接著下來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尼亞波利；

徒 16:12 kavkei/qen eivj Fili,ppouj( h[tij evsti.n prw,thÎjÐ meri,doj th/j Makedoni,aj po,lij( kolwni,aÅ h=men de. evn
tau,th| th/| po,lei diatri,bontej h̀me,raj tina,jÅ
And from thence to Philippi, which is the chief city of that part of Macedonia, and a colony: and we were in that
city abiding certain days.
從那裏來到腓立比，就是馬其頓這一方的頭一個城；也是羅馬的駐防城；我們在這城裏住了幾天；

且從那裏地 向內進入 到於(他)腓立比， (她)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從屬(她)首先的 [或=(她)首先的]

從屬(她)配份 從屬(她)那 從屬(她)馬其頓 (她)城邑， (她)羅馬駐防城。 我們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在內

在對(她)那同一者 在對(她)那 在對(她)城邑 (他們)現正持續消磨停留了的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到於(她們)任何什麼。
[經文變異RT]

從那裏地 並/又 向內進入 到於(他)腓立比， (她)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首先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配份 從屬(她)那 從屬(她)馬其頓 (她)城邑， (她)羅馬駐防城。 我們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在內

在對(她)那同一者 在對(她)那 在對(她)城邑 (他們)現正持續消磨停留了的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到於(她們)任何什麼。
[經文變異WH]

且從那裏地 向內進入 到於(他)腓立比， (她)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首先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配份

從屬(她)馬其頓 (她)城邑， (她)羅馬駐防城。 我們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在內 在對(她)那同一者 在對(她)那

在對(她)城邑 (他們)現正持續消磨停留了的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到於(她們)任何什麼。

徒 16:13 th/| te hm̀e,ra| tw/n sabba,twn evxh,lqomen e;xw th/j pu,lhj para. potamo.n ou- evnomi,zomen proseuch.n ei=nai(
kai. kaqi,santej evlalou/men tai/j sunelqou,saij gunaixi,nÅ
And on the sabbath we went out of the city by a river side, where prayer was wont to be made; and we sat
down, and spake unto the women which resorted thither.
當安息日，我們出城門，到了河邊，知道那裏有一個禱告的地方，我們就坐下對那聚會的婦女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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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她)那 並/又 在對(她)日子/白日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安息 我們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在外面地

從屬(她)那 從屬(她)大門 <在旁邊>到旁邊 到於(他)河流， 在這裏地 我們當時持續視成慣例而認定 到於(她)求告祈禱

現要去持續是；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就座了的 我們當時持續發言講說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那時(也是)共同到來前往了的 在對(她們)女人。
[經文變異RT]

在對(她)那 並/又 在對(她)日子/白日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安息 我們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在外面地

從屬(她)那 從屬(她)城邑 <在旁邊>到旁邊 到於(他)河流， 在這裏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被視成慣例而認定

(她)求告祈禱 現要去持續是；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就座了的 我們當時持續發言講說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那時(也是)共同到來前往了的 在對(她們)女人。

徒 16:14 kai, tij gunh. ovno,mati Ludi,a( porfuro,pwlij po,lewj Quatei,rwn sebome,nh to.n qeo,n( h;kouen( h-j ò
ku,rioj dih,noixen th.n kardi,an prose,cein toi/j laloume,noij ùpo. tou/ Pau,louÅ
And a certain woman named Lydia, a seller of purple, of the city of Thyatira, which worshipped God, heard us:
whose heart the Lord opened, that she attended unto the things which were spoken of Paul.
有一個賣紫色布疋的婦人，名叫呂底亞，是推雅推喇城的人，素來敬拜神；他聽見了，主就開導他的心，叫他留

心聽保羅所講的話。

並且 (她)任何什麼 (她)女人 在對(它)名字 (她)呂底亞 (她)女售賣紫色衣布之人 從屬(她)城邑 從屬(它們)推雅推喇，

(她)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尊崇敬愛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他/她/它當時持續聲聞耳聽； 從屬(她)這個 (他)那 (他)主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徹底地向上開啟打開 到於(她)那 到於(她)內心 現要去持續留神注意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現正持續被發言講說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那 從屬(他)保羅。
[經文變異WH]

並且 (她)任何什麼 (她)女人 在對(它)名字 (她)呂底亞 (她)女售賣紫色衣布之人 從屬(她)城邑 從屬(它們)推雅推喇，

(她)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尊崇敬愛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他/她/它當時持續聲聞耳聽； 從屬(她)這個 (他)那 (他)主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徹底地向上開啟打開 到於(她)那 到於(她)內心 現要去持續留神注意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現正持續被發言講說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保羅。

徒 16:15 wj̀ de. evbapti,sqh kai. ò oi=koj auvth/j( pareka,lesen le,gousa( Eiv kekri,kate, me pisth.n tw/| kuri,w| ei=nai(
eivselqo,ntej eivj to.n oi=ko,n mou me,nete\ kai. parebia,sato hm̀a/jÅ
And when she was baptized, and her household, she besought us, saying, If ye have judged me to be faithful to
the Lord, come into my house, and abide there. And she constrained us.
他和他一家既領了洗，便求我們說：你們若以為我是真信主的，〔或作你們若以為我是忠心事主的〕請到我家裏

來住；於是強留我們。

正如地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浸洗 並且 (他)那 (他)住處家室 從屬(她)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勸勉請求

(她)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若是 你們現在已經區別審斷 到於我 到於(她)誠且信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主人

現要去持續是， (他們)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住處家室 從屬我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停留持守。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施壓勉強 到於我們。
[經文變異RT]

正如地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浸洗 並且 (他)那 (他)住處家室 從屬(她)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勸勉請求

(她)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若是 你們現在已經區別審斷 到於我 到於(她)誠且信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主人

現要去持續是， (他們)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住處家室 從屬我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停留持守。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施壓勉強 到於我們。

徒 16:16 VEge,neto de. poreuome,nwn h̀mw/n eivj th.n proseuch.n paidi,skhn tina. e;cousan pneu/ma pu,qwna ùpanth/sai
hm̀i/n( h[tij evrgasi,an pollh.n parei/cen toi/j kuri,oij auvth/j manteuome,nhÅ
And it came to pass, as we went to prayer, a certain damsel possessed with a spirit of divination met us, which
brought her masters much gain by soothsaying:
後來，我們往那禱告的地方去；有一個使女迎著面來，他被巫鬼所附，用法術，叫他主人們大得財利。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然而也，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行去了的 從屬我們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求告祈禱， 到於(她)使女 到於(她)任何什麼 到於(她)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它)靈/風 到於(他)巨蟒神諭

那時(也是)要去在底下迎面相遇 在對我們， (她)這個任何什麼 到於(她)工作效益 到於(她)許多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展示提供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主人 從屬(她)同一者 (她)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行預卜了的。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然而也，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行去了的 從屬我們 向內進入

到於(她)求告祈禱， 到於(她)使女 到於(她)任何什麼 到於(她)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它)靈/風 從屬(他)巨蟒神諭

那時(也是)要去從那裏迎面相遇 在對我們， (她)這個任何什麼 到於(她)工作效益 到於(她)許多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展示提供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主人 從屬(她)同一者 (她)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行預卜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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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 16:17 au[th katakolouqou/sa tw/| Pau,lw| kai. h̀mi/n e;krazen le,gousa( Ou-toi oì a;nqrwpoi dou/loi tou/ qeou/ tou/
uỳi,stou eivsi,n( oi[tinej katagge,llousin ùmi/n òdo.n swthri,ajÅ
The same followed Paul and us, and cried, saying, These men are the servants of the most high God, which
shew unto us the way of salvation.
他跟隨保羅和我們，喊著說：這些人是至高神的僕人，對你們傳說救人的道。

(她)那同一者 (她)現正持續緊緊跟隨了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保羅 並且 在對我們 他/她/它當時持續嘶聲吶喊

(她)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他們)那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人 (他們)奴僕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從屬(他)那

從屬(他)至高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發佈傳揚 在對你們 到於(她)道路途徑

從屬(她)拯救。
[經文變異RT]

(她)那同一者 (她)那時(也是)緊緊跟隨了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保羅 並且 在對我們 他/她/它當時持續嘶聲吶喊

(她)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他們)那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人 (他們)奴僕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從屬(他)那

從屬(他)至高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發佈傳揚 在對我們 到於(她)道路途徑

從屬(她)拯救。

徒 16:18 tou/to de. evpoi,ei evpi. polla.j hm̀e,rajÅ diaponhqei.j de. Pau/loj kai. evpistre,yaj tw/| pneu,mati ei=pen(
Paragge,llw soi evn ovno,mati VIhsou/ Cristou/ evxelqei/n avpV auvth/j\ kai. evxh/lqen auvth/| th/| w[ra|Å
And this did she many days. But Paul, being grieved, turned and said to the spirit, I command thee in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to come out of her. And he came out the same hour.
他一連多日這樣喊叫，保羅就心中厭煩，轉身對那鬼說：我奉耶穌基督的名，吩咐你從他身上出來；那鬼當時就

出來了。

到於(它)那同一者 然而也 他/她/它當時持續行出作成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們)許多的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他)那時(也是)被極為苦惱了的
註1 然而也 (他)保羅 並且 (他)那時(也是)在上面轉動翻轉了的 在對(它)那 在對(它)靈/風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我現在持續命令吩咐 在對你 在內 在對(它)名字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那時(也是)要去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在對(她)同一者 在對(她)那 在對(她)鐘點時刻。

註1：“(他)那時(也是)被極為苦惱了的”文法上亦可以為“(他)那時(也是)讓自己極為苦惱了的”。

[經文變異RT]

到於(它)那同一者 然而也 他/她/它當時持續行出作成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們)許多的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他)那時(也是)被極為苦惱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保羅 並且 (他)那時(也是)在上面轉動翻轉了的 在對(它)那

在對(它)靈/風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我現在持續命令吩咐 在對你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名字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那時(也是)要去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在對(她)同一者 在對(她)那 在對(她)鐘點時刻。

徒 16:19 ivdo,ntej de. oi` ku,rioi auvth/j o[ti evxh/lqen h` evlpi.j th/j evrgasi,aj auvtw/n( evpilabo,menoi to.n Pau/lon kai.
to.n Sila/n ei[lkusan eivj th.n avgora.n evpi. tou.j a;rcontaj
And when her masters saw that the hope of their gains was gone, they caught Paul and Silas, and drew them
into the marketplace unto the rulers,
使女的主人們，見得利的指望沒有了，便揪住保羅和西拉，拉他們到市上去見首領；

(他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然而也 (他們)那些 (他們)主人 從屬(她)同一者 是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她)那 (她)期盼指望 從屬(她)那 從屬(她)工作效益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拿取到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保羅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西拉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拽拉牽引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集市廣場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首領，

徒 16:20 kai. prosagago,ntej auvtou.j toi/j strathgoi/j ei=pan( Ou-toi oì a;nqrwpoi evktara,ssousin h̀mw/n th.n po,lin(
VIoudai/oi ùpa,rcontej(
And brought them to the magistrates, saying, These men, being Jews, do exceedingly trouble our city,
又帶到官長面前，說：這些人原是猶太人，竟騷擾我們的城，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帶領了的 到於(他們)同一者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軍官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們)那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人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向外攪動擾亂 從屬我們

到於(她)那 到於(她)城邑， (他們)猶太人的 (他們)現正持續源屬具有了的，

徒 16:21 kai. katagge,llousin e;qh a] ouvk e;xestin h̀mi/n parade,cesqai ouvde. poiei/n ~Rwmai,oij ou=sinÅ
And teach customs, which are not lawful for us to receive, neither to observe, being Romans.
傳我們羅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規矩。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發佈傳揚 到於(它們)習慣常例 到於(它們)這些個 不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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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現在持續合乎法理[非人稱用法] 在對我們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接納領受在旁邊， 然而也不是地

現要去持續行出作成， 在對(他們)羅馬人的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是了的。

徒 16:22 kai. sunepe,sth ò o;cloj katV auvtw/n kai. oì strathgoi. perirh,xantej auvtw/n ta. ìma,tia evke,leuon
ràbdi,zein(
And the multitude rose up together against them: and the magistrates rent off their clothes, and commanded to
beat them.
眾人就一同起來攻擊他們；官長吩咐剝了他們的衣裳，用棍打。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共同立定站住在上面 (他)那 (他)群眾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軍官 (他們)那時(也是)剝開了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衣服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出言吩咐

現要去持續用棍杖打；

徒 16:23 polla,j te evpiqe,ntej auvtoi/j plhga.j e;balon eivj fulakh.n paraggei,lantej tw/| desmofu,laki avsfalw/j
threi/n auvtou,jÅ
And when they had laid many stripes upon them, they cast them into prison, charging the jailor to keep them
safely:
打了許多棍，便將他們下在監裏，囑咐禁卒嚴緊看守。

到於(她們)許多的 並/又 (他們)那時(也是)置放擺設在上面了的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她們)災禍傷害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投擲 向內進入 到於(她)夜更/監獄， (他們)那時(也是)命令吩咐了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獄卒

穩妥確實地 現要去持續行看護守衛 到於(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WH]

到於(她們)許多的 然而也 (他們)那時(也是)置放擺設在上面了的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她們)災禍傷害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投擲 向內進入 到於(她)夜更/監獄， (他們)那時(也是)命令吩咐了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獄卒

穩妥確實地 現要去持續行看護守衛 到於(他們)同一者；

徒 16:24 o]j paraggeli,an toiau,thn labw.n e;balen auvtou.j eivj th.n evswte,ran fulakh.n kai. tou.j po,daj hvsfali,sato
auvtw/n eivj to. xu,lonÅ
Who, having received such a charge, thrust them into the inner prison, and made their feet fast in the stocks.
禁卒領了這樣的命，就把他們下在內監裏，兩腳上了木狗。

(他)這個 到於(她)命令吩咐 到於(她)那種樣 (他)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投擲 到於(他們)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更入內裏面的 到於(她)夜更/監獄，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腳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使成穩妥確實 從屬(他們)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木幹。
[經文變異RT]

(他)這個 到於(她)命令吩咐 到於(她)那種樣 (他)現在已經拿取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投擲 到於(他們)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更入內裏面的 到於(她)夜更/監獄，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腳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使成穩妥確實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木幹。

徒 16:25 Kata. de. to. mesonu,ktion Pau/loj kai. Sila/j proseuco,menoi u[mnoun to.n qeo,n( evphkrow/nto de. auvtw/n oi`
de,smioi\
And at midnight Paul and Silas prayed, and sang praises unto God: and the prisoners heard them.
約在半夜，保羅和西拉，禱告唱詩讚美神；眾囚犯也側耳而聽。

<向下>向下按照 然而也 到於(它)那 到於(它)半夜 (他)保羅 並且 (他)西拉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祈禱求告了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唱頌讚詩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傾聽 然而也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囚犯。

徒 16:26 a;fnw de. seismo.j evge,neto me,gaj w[ste saleuqh/nai ta. qeme,lia tou/ desmwthri,ou\ hvnew,|cqhsan de.
paracrh/ma ai` qu,rai pa/sai kai. pa,ntwn ta. desma. avne,qhÅ
And suddenly there was a great earthquake, so that the foundations of the prison were shaken: and immediately
all the doors were opened, and every one's bands were loosed.
忽然地大震動，甚至監牢的地基都搖動了；監門立刻全開，眾囚犯的鎖鍊也都鬆開了。

突然地 然而也 (他)搖擺震動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他)極大的， 以致 那時(也是)要去被行搖晃擺動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根基 從屬(它)那 從屬(它)監牢；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向上開啟打開 然而也 當場立即地

(她們)那些 (她們)門戶 (她們)所有每一個的， 並且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它們)那些 (它們)捆鎖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鬆弛放開。
[經文變異RT]

突然地 然而也 (他)搖擺震動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他)極大的， 以致 那時(也是)要去被行搖晃擺動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根基 從屬(它)那 從屬(它)監牢；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向上開啟打開 並/又 當場立即地

(她們)那些 (她們)門戶 (她們)所有每一個的， 並且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它們)那些 (它們)捆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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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那時(也是)被鬆弛放開。

徒 16:27 e;xupnoj de. geno,menoj ò desmofu,lax kai. ivdw.n avnew|gme,naj ta.j qu,raj th/j fulakh/j( spasa,menoj Îth.nÐ
ma,cairan h;mellen eàuto.n avnairei/n nomi,zwn evkpefeuge,nai tou.j desmi,oujÅ
And the keeper of the prison awaking out of his sleep, and seeing the prison doors open, he drew out his sword,
and would have killed himself, supposing that the prisoners had been fled.
禁卒一醒，看見監門全開，以為囚犯已經逃走，就拔刀要自殺。

(他)睡醒的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他)那 (他)獄卒 並且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到於(她們)現在已經被向上開啟打開了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門戶 從屬(她)那 從屬(她)夜更/監獄，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拉拔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兵刃 他/她/它當時持續準備快要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現要去持續挪去， (他)現正持續視成慣例而認定了的 現已經去向外逃離走避出來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囚犯。
[經文變異RT]

(他)睡醒的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他)那 (他)獄卒 並且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到於(她們)現在已經被向上開啟打開了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門戶 從屬(她)那 從屬(她)夜更/監獄，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拉拔了的 到於(她)兵刃 他/她/它當時持續準備快要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現要去持續挪去，

(他)現正持續視成慣例而認定了的 現已經去向外逃離走避出來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囚犯。

徒 16:28 evfw,nhsen de. mega,lh| fwnh/| ÎoÐ̀ Pau/loj le,gwn( Mhde.n pra,xh|j seautw/| kako,n( a[pantej ga,r evsmen
evnqa,deÅ
But Paul cried with a loud voice, saying, Do thyself no harm: for we are all here.
保羅大聲呼叫說：不要傷害自己，我們都在這裏。

他/她/它那時(也是)出聲叫喚 然而也 在對(她)極大的 在對(她)聲音 (他)那 (他)保羅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到於(它)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你那時(也是)應該實施行使 在對(他)你自己 到於(它)卑劣不好的；

(他們)同時一齊地所有每一個的 因為 我們現在持續是 在此處地。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出聲叫喚 然而也 在對(她)聲音 在對(她)極大的 (他)那 (他)保羅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到於(它)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你那時(也是)應該實施行使 在對(他)你自己 到於(它)卑劣不好的；

(他們)同時一齊地所有每一個的 因為 我們現在持續是 在此處地。
[經文變異WH]

他/她/它那時(也是)出聲叫喚 然而也 (他)保羅 在對(她)極大的 在對(她)聲音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到於(它)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你那時(也是)應該實施行使 在對(他)你自己 到於(它)卑劣不好的；

(他們)同時一齊地所有每一個的 因為 我們現在持續是 在此處地。

徒 16:29 aivth,saj de. fw/ta eivseph,dhsen kai. e;ntromoj geno,menoj prose,pesen tw/| Pau,lw| kai. Îtw/|Ð Sila/|
Then he called for a light, and sprang in, and came trembling, and fell down before Paul and Silas,
禁卒叫人拿燈來，就跳進去，戰戰兢兢的，俯伏在保羅西拉面前；

(他)那時(也是)索問要求了的 然而也 到於(它們)光明 他/她/它那時(也是)跳躍進去， 並且 (他)在內懼怕戰兢的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落下墜落 在對(他)那 在對(他)保羅 並且 在對(他)那

在對(他)西拉，
[經文變異WH]

(他)那時(也是)索問要求了的 然而也 到於(它們)光明 他/她/它那時(也是)跳躍進去， 並且 (他)在內懼怕戰兢的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落下墜落 在對(他)那 在對(他)保羅 並且

在對(他)西拉，

徒 16:30 kai. proagagw.n auvtou.j e;xw e;fh( Ku,rioi( ti, me dei/ poiei/n i[na swqw/È
And brought them out, and said, Sirs, what must I do to be saved?
又領他們出來，說：二位先生，我當怎樣行纔可以得救。

並且 (他)那時(也是)帶領在前面了的 到於(他們)同一者 在外面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宣稱傳講， 阿,(他們)主人，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到於我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現要去持續行出作成 為要

我那時(也是)應該被拯救？

徒 16:31 oi` de. ei=pan( Pi,steuson evpi. to.n ku,rion VIhsou/n kai. swqh,sh| su. kai. ò oi=ko,j souÅ
And they said, Believe on the Lord Jesus Christ, and thou shalt be saved, and thy house.
他們說：當信主耶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你那時(也是)就要置信信託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主人 到於(他)耶穌， 並且 你將要(持續)被拯救 你 並且 (他)那 (他)住處家室 從屬你。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你那時(也是)就要置信信託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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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於(他)主人 到於(他)耶穌 到於(他)基督， 並且 你將要(持續)被拯救 你 並且 (他)那 (他)住處家室 從屬你。

徒 16:32 kai. evla,lhsan auvtw/| to.n lo,gon tou/ kuri,ou su.n pa/sin toi/j evn th/| oivki,a| auvtou/Å
And they spake unto him the word of the Lord, and to all that were in his house.
他們就把主的道，講給他和他全家的人聽。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言講說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共同一起 在對(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住屋家庭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言講說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並且 在對(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住屋家庭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WH]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言講說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共同一起 在對(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住屋家庭 從屬(他)同一者。

徒 16:33 kai. paralabw.n auvtou.j evn evkei,nh| th/| w[ra| th/j nukto.j e;lousen avpo. tw/n plhgw/n( kai. evbapti,sqh auvto.j
kai. oì auvtou/ pa,ntej paracrh/ma(
And he took them the same hour of the night, and washed their stripes; and was baptized, he and all his,
straightway.
當夜，就在那時候，禁卒把他們帶去，洗他們的傷；他和屬乎他的人，立時都受了洗。

並且 (他)那時(也是)拿取在旁邊了的 到於(他們)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在那裏的那個 在對(她)那 在對(她)鐘點時刻

從屬(她)那 從屬(她)夜晚 他/她/它那時(也是)洗滌淨身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災禍傷害；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浸洗 (他)同一者 並且 (他們)那些 從屬(他)同一者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當場立即地。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拿取在旁邊了的 到於(他們)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在那裏的那個 在對(她)那 在對(她)鐘點時刻

從屬(她)那 從屬(她)夜晚 他/她/它那時(也是)洗滌淨身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災禍傷害；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浸洗 (他)同一者 並且 (他們)那些 從屬(他)同一者 (他們)同時一齊地所有每一個的

當場立即地。

徒 16:34 avnagagw,n te auvtou.j eivj to.n oi=kon pare,qhken tra,pezan kai. hvgallia,sato panoikei. pepisteukw.j tw/|
qew/|Å
And when he had brought them into his house, he set meat before them, and rejoiced, believing in God with all
his house.
於是禁卒領他們上自己家裏去，給他們擺上飯，他和全家，因為信了神，都很喜樂。

(他)那時(也是)向上帶領了的 並/又 到於(他們)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住處家室

他/她/它那時(也是)置放擺設在旁邊 到於(她)桌子，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踴躍歡騰 全部住家地

(他)現在已經置信信託了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經文變異RT]

(他)那時(也是)向上帶領了的 並/又 到於(他們)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住處家室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置放擺設在旁邊 到於(她)桌子，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踴躍歡騰 全部住家地

(他)現在已經置信信託了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徒 16:35 ~Hme,raj de. genome,nhj avpe,steilan oì strathgoi. tou.j ràbdou,couj le,gontej( VApo,luson tou.j avnqrw,pouj
evkei,noujÅ
And when it was day, the magistrates sent the serjeants, saying, Let those men go.
到了天亮，官長打發差役來說：釋放那兩個人罷。

從屬(她)日子/白日 然而也 從屬(她)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他們)那些

(他們)軍官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衙役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打發離開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人 到於(他們)在那裏的那個。

徒 16:36 avph,ggeilen de. ò desmofu,lax tou.j lo,gouj Îtou,toujÐ pro.j to.n Pau/lon o[ti VApe,stalkan oì strathgoi.
i[na avpoluqh/te\ nu/n ou=n evxelqo,ntej poreu,esqe evn eivrh,nh|Å
And the keeper of the prison told this saying to Paul, The magistrates have sent to let you go: now therefore
depart, and go in peace.
禁卒就把這話告訴保羅說：官長打發人來叫釋放你們；如今可以出監，平平安安的去罷。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報信通告 然而也 (他)那 (他)獄卒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到於(他們)那同一者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保羅， 是這樣 他/她/它們現在已經分派差遣 (他們)那些

(他們)軍官 為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被打發離開； 現在此時地 這樣 (他們)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在內 在對(她)和平安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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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變異WH]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報信通告 然而也 (他)那 (他)獄卒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保羅， 是這樣 他/她/它們現在已經分派差遣 (他們)那些 (他們)軍官 為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被打發離開； 現在此時地 這樣 (他們)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在內 在對(她)和平安寧。

徒 16:37 ò de. Pau/loj e;fh pro.j auvtou,j( Dei,rantej h̀ma/j dhmosi,a| avkatakri,touj( avnqrw,pouj ~Rwmai,ouj
up̀a,rcontaj( e;balan eivj fulakh,n( kai. nu/n la,qra| hm̀a/j evkba,llousinÈ ouv ga,r( avlla. evlqo,ntej auvtoi. hm̀a/j
evxagage,twsanÅ
But Paul said unto them, They have beaten us openly uncondemned, being Romans, and have cast us into
prison; and now do they thrust us out privily? nay verily; but let them come themselves and fetch us out.
保羅卻說：我們是羅馬人，並沒有定罪，他們就在眾人面前打了我們，又把我們下在監裏；現在要私下攆我們出

去麼，這是不行的；叫他們自己來領我們出去罷。

(他)那 然而也 (他)保羅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宣稱傳講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們)那時(也是)抽打了的 到於我們 在對(她)公共的註1， 到於(他們)為未斷定有罪的， 到於(他們)人

到於(他們)羅馬人的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源屬具有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投擲 向內進入 到於(她)夜更/監獄；

並且 現在此時地 暗暗地 到於我們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向外投擲出來？ 不是/不 因為； 但乃是

(他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他們)同一者 到於我們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就要向外帶領出來。

註1：“在對(她)公共的” 按上下文需要可以作為副詞使用=公開地。

[經文變異MT]

(他)那 然而也 (他)保羅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宣稱傳講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們)那時(也是)抽打了的 到於我們 在對(她)公共的， 到於(他們)為未斷定有罪的， 到於(他們)人 到於(他們)羅馬人的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源屬具有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投擲 向內進入 到於(她)夜更/監獄； 並且 現在此時地

暗暗地 到於我們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向外投擲出來？ 不是/不 因為； 但乃是 (他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就要向外帶領出來。

徒 16:38 avph,ggeilan de. toi/j strathgoi/j oi` ràbdou/coi ta. rh̀,mata tau/taÅ evfobh,qhsan de. avkou,santej o[ti
~Rwmai/oi, eivsin(
And the serjeants told these words unto the magistrates: and they feared, when they heard that they were
Romans.
差役把這話回稟官長；官長聽見他們是羅馬人，就害怕了。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從那裏報信通告 然而也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軍官 (他們)那些 (他們)衙役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所發表言說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成驚恐畏懼 然而也

(他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是這樣 (他們)羅馬人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從那裏報信通告 然而也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軍官 (他們)那些 (他們)衙役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所發表言說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成驚恐畏懼 (他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是這樣 (他們)羅馬人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徒 16:39 kai. evlqo,ntej pareka,lesan auvtou.j kai. evxagago,ntej hvrw,twn avpelqei/n avpo. th/j po,lewjÅ
And they came and besought them, and brought them out, and desired them to depart out of the city.
於是來勸他們，領他們出來，請他們離開那城。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勸勉請求 到於(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向外帶領出來了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查詢求問 那時(也是)要去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城邑。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勸勉請求 到於(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向外帶領出來了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查詢求問 那時(也是)要去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城邑。

徒 16:40 evxelqo,ntej de. avpo. th/j fulakh/j eivsh/lqon pro.j th.n Ludi,an kai. ivdo,ntej pareka,lesan tou.j avdelfou.j kai.
evxh/lqanÅ
And they went out of the prison, and entered into the house of Lydia and when they had seen the brethren, they
comforted them, and departed.
二人出了監，往呂底亞家裏去；見了弟兄們，勸慰他們一番，就走了。

(他們)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然而也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夜更/監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那 到於(她)呂底亞； 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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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勸勉請求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弟兄，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然而也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夜更/監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呂底亞；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弟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勸勉請求 到於(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徒 17:1 Diodeu,santej de. th.n VAmfi,polin kai. th.n VApollwni,an h=lqon eivj Qessaloni,khn o[pou h=n sunagwgh.
tw/n VIoudai,wnÅ
Now when they had passed through Amphipolis and Apollonia, they came to Thessalonica, where was a
synagogue of the Jews:
保羅和西拉，經過暗妃波里，亞波羅尼亞，來到帖撒羅尼迦，在那裏有猶太人的會堂。

(他們)那時(也是)行路經過了的 然而也 到於(她)那 到於(她)暗妃波里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亞波羅尼亞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她)帖撒羅尼迦，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她)會堂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時(也是)行路經過了的 然而也 到於(她)那 到於(她)暗妃波里 並且 到於(她)亞波羅尼亞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她)帖撒羅尼迦，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她)那

(她)會堂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徒 17:2 kata. de. to. eivwqo.j tw/| Pau,lw| eivsh/lqen pro.j auvtou.j kai. evpi. sa,bbata tri,a diele,xato auvtoi/j avpo. tw/n
grafw/n(
And Paul, as his manner was, went in unto them, and three sabbath days reasoned with them out of the
scriptures,
保羅照他素常的規矩進去，一連三個安息日，本著聖經與他們辯論，

<向下>向下按照 然而也 到於(它)那 到於(它)現在已經習常慣用了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保羅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並且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們)安息

到於(它們)三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論述辯解 在對(他們)同一者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經文，
[經文變異RT]

<向下>向下按照 然而也 到於(它)那 到於(它)現在已經習常慣用了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保羅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並且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們)安息

到於(它們)三個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論述辯解 在對(他們)同一者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經文，

徒 17:3 dianoi,gwn kai. paratiqe,menoj o[ti to.n Cristo.n e;dei paqei/n kai. avnasth/nai evk nekrw/n kai. o[ti ou-to,j
evstin ò Cristo.j ÎòÐ VIhsou/j o]n evgw. katagge,llw ùmi/nÅ
Opening and alleging, that Christ must needs have suffered, and risen again from the dead; and that this Jesus,
whom I preach unto you, is Christ.
講解陳明基督必須受害，從死裏復活；又說：我所傳與你們的這位耶穌，就是基督。

(他)現正持續徹底地向上開啟打開了的 並且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置放擺設在旁邊了的 是這樣 到於(他)那 到於(他)基督

他/她/它當時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那時(也是)要去經歷承受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再站立起來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死掉的； 並且 是這樣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基督 (他)那 (他)耶穌， 到於(他)這個

我 我現在持續發佈傳揚 在對你們。
[經文變異RT]

(他)現正持續徹底地向上開啟打開了的 並且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置放擺設在旁邊了的 是這樣 到於(他)那 到於(他)基督

他/她/它當時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那時(也是)要去經歷承受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再站立起來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死掉的； 並且 是這樣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基督 (他)耶穌， 到於(他)這個 我

我現在持續發佈傳揚 在對你們。

徒 17:4 kai, tinej evx auvtw/n evpei,sqhsan kai. proseklhrw,qhsan tw/| Pau,lw| kai. tw/| Sila/|( tw/n te sebome,nwn
~Ellh,nwn plh/qoj polu.( gunaikw/n te tw/n prw,twn ouvk ovli,gaiÅ
And some of them believed, and consorted with Paul and Silas; and of the devout Greeks a great multitude, and
of the chief women not a few.
他們中間有些人聽了勸，就附從保羅和西拉；並有許多虔敬的希利尼人，尊貴的婦女也不少。

並且 (他們)任何什麼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勸信說服，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抽籤分派給 在對(他)那 在對(他)保羅 並且 在對(他)那 在對(他)西拉； 從屬(他們)那些 並/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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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屬(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尊崇敬愛了的 從屬(他們)希利尼人 (它)聚滿大群 (它)許多的， 從屬(她們)女人 並/又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首先的 不是/不 (她們)些微少許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們)任何什麼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勸信說服，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抽籤分派給 在對(他)那 在對(他)保羅 並且 在對(他)那 在對(他)西拉； 從屬(他們)那些 並/又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尊崇敬愛了的 從屬(他們)希利尼人 (它)許多的 (它)聚滿大群， 從屬(她們)女人 並/又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首先的 不是/不 (她們)些微少許的。

徒 17:5 Zhlw,santej de. oi` VIoudai/oi kai. proslabo,menoi tw/n avgorai,wn a;ndraj tina.j ponhrou.j kai.
ovclopoih,santej evqoru,boun th.n po,lin kai. evpista,ntej th/| oivki,a| VIa,sonoj evzh,toun auvtou.j proagagei/n eivj to.n
dh/mon\
But the Jews which believed not, moved with envy, took unto them certain lewd fellows of the baser sort, and
gathered a company, and set all the city on an uproar, and assaulted the house of Jason, and sought to bring
them out to the people.
但那不信的猶太人心裏嫉妒，招聚了些市井匪類，搭夥成群，聳動合城的人，闖進耶孫的家，要將保羅西拉帶到

百姓那裏。

(他們)那時(也是)具火熱激昂之情了的 然而也 (他們)那些 (他們)猶太人的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在前面向著拿取了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在集市廣場的 到於(他們)男人/丈夫

到於(他們)任何什麼 到於(他們)惡的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結集群眾了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有喧鬧滋擾 到於(她)那

到於(她)城邑，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立定站住在上面了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住屋家庭 從屬(他)耶孫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探索尋求 到於(他們)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帶領在前面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公眾同胞。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時(也是)具火熱激昂之情了的 然而也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成頑固不信了的 (他們)猶太人的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在前面向著拿取了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在集市廣場的 到於(他們)任何什麼

到於(他們)男人/丈夫 到於(他們)惡的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結集群眾了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有喧鬧滋擾 到於(她)那

到於(她)城邑， (他們)那時(也是)立定站住在上面了的 並/又 在對(她)那 在對(她)住屋家庭 從屬(他)耶孫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探索尋求 到於(他們)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帶領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公眾同胞。
[經文變異MT]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在前面向著拿取了的 然而也 (他們)那些 (他們)猶太人的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成頑固不信了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在集市廣場的 到於(他們)任何什麼 到於(他們)男人/丈夫

到於(他們)惡的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結集群眾了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有喧鬧滋擾 到於(她)那 到於(她)城邑，

(他們)那時(也是)立定站住在上面了的 並/又 在對(她)那 在對(她)住屋家庭 從屬(他)耶孫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探索尋求

到於(他們)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帶領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公眾同胞。

徒 17:6 mh. eùro,ntej de. auvtou.j e;suron VIa,sona kai, tinaj avdelfou.j evpi. tou.j polita,rcaj bow/ntej o[ti Oì th.n
oivkoume,nhn avnastatw,santej ou-toi kai. evnqa,de pa,reisin(
And when they found them not, they drew Jason and certain brethren unto the rulers of the city, crying, These
that have turned the world upside down are come hither also;
找不著他們，就把耶孫，和幾個弟兄，拉到地方官那裏，喊叫說：那攪亂天下的，也到這裏來了；

不會/不要 (他們)那時(也是)找到尋見了的 然而也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牽拉拖拽 到於(他)耶孫 並且

到於(他們)任何什麼 到於(他們)弟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地方官吏

(他們)現正持續高呼喊叫了的， 是這樣 (他們)那些 到於(她)那 到於(她)全地 (他們)那時(也是)促使成擾動失定了的，

(他們)那同一者 並且 在此處地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是在旁邊；
[經文變異RT]

不會/不要 (他們)那時(也是)找到尋見了的 然而也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牽拉拖拽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孫 並且 到於(他們)任何什麼 到於(他們)弟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地方官吏

(他們)現正持續高呼喊叫了的， 是這樣 (他們)那些 到於(她)那 到於(她)全地 (他們)那時(也是)促使成擾動失定了的，

(他們)那同一者 並且 在此處地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是在旁邊；

徒 17:7 ou]j ùpode,dektai VIa,swn\ kai. ou-toi pa,ntej avpe,nanti tw/n dogma,twn Kai,saroj pra,ssousi basile,a e[teron
le,gontej ei=nai VIhsou/nÅ
Whom Jason hath received: and these all do contrary to the decrees of Caesar, saying that there is another
king, one Jesus.
耶孫收留他們；這些人都違背該撒的命令，說另有一個王耶穌。

到於(他們)這些個 他/她/它現在已經讓自己/被接到舍下 (他)耶孫； 並且 (他們)那同一者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那裏當面於前地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教條律例 從屬(他)該撒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實施行使， 到於(他)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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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於(他)相異不同的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現要去持續是， 到於(他)耶穌。
[經文變異RT]

到於(他們)這些個 他/她/它現在已經讓自己/被接到舍下 (他)耶孫； 並且 (他們)那同一者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那裏當面於前地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教條律例 從屬(他)該撒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實施行使， 到於(他)君王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到於(他)相異不同的 現要去持續是， 到於(他)耶穌。

徒 17:8 evta,raxan de. to.n o;clon kai. tou.j polita,rcaj avkou,ontaj tau/ta(
And they troubled the people and the rulers of the city, when they heard these things.
眾人和地方官，聽見這話，就驚慌了。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攪動擾亂 然而也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群眾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地方官吏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聲聞耳聽了的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徒 17:9 kai. labo,ntej to. ik̀ano.n para. tou/ VIa,sonoj kai. tw/n loipw/n avpe,lusan auvtou,jÅ
And when they had taken security of Jason, and of the other, they let them go.
於是取了耶孫和其餘之人的保狀，就釋放了他們。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達到足夠的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那 從屬(他)耶孫 並且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其餘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打發離開 到於(他們)同一者。

徒 17:10 Oì de. avdelfoi. euvqe,wj dia. nukto.j evxe,pemyan to,n te Pau/lon kai. to.n Sila/n eivj Be,roian( oi[tinej
parageno,menoi eivj th.n sunagwgh.n tw/n VIoudai,wn avph,|esanÅ
And the brethren immediately sent away Paul and Silas by night unto Berea: who coming thither went into the
synagogue of the Jews.
弟兄們，隨即在夜間打發保羅和西拉往庇哩亞去；二人到了，就進入猶太人的會堂。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弟兄 平直直接地[同#2117]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夜晚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外差送打發

到於(他)那 並/又 到於(他)保羅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西拉 向內進入 到於(她)庇哩亞； (他們)這個任何什麼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來到旁邊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會堂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從那裏促動挪移離開。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弟兄 平直直接地[同#2117]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夜晚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外差送打發 到於(他)那 並/又 到於(他)保羅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西拉 向內進入

到於(她)庇哩亞； (他們)這個任何什麼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來到旁邊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會堂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從那裏促動挪移離開。

徒 17:11 ou-toi de. h=san euvgene,steroi tw/n evn Qessaloni,kh|( oi[tinej evde,xanto to.n lo,gon meta. pa,shj proqumi,aj
kaqV h̀me,ran avnakri,nontej ta.j grafa.j eiv e;coi tau/ta ou[twjÅ
These were more noble than those in Thessalonica, in that they received the word with all readiness of mind,
and searched the scriptures daily, whether those things were so.
這地方的人，賢於帖撒羅尼迦的人，甘心領受這道，天天考查聖經，要曉得這道是與不是。

(他們)那同一者 然而也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他們)更高尚尊貴的 從屬(他們)那些 在內 在對(她)帖撒羅尼迦，

(他們)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接納領受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她)欣然願意，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日子/白日 (他們)現正持續詳細審察了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經文， 若是 他/她/它現在可以持續持有 (它們)那同一者 那同一樣式地。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同一者 然而也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他們)更高尚尊貴的 從屬(他們)那些 在內 在對(她)帖撒羅尼迦，

(他們)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接納領受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她)欣然願意， 到於(它)那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日子/白日

(他們)現正持續詳細審察了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經文， 若是 他/她/它現在可以持續持有 (它們)那同一者

那同一樣式地。
[經文變異WH]

(他們)那同一者 然而也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他們)更高尚尊貴的 從屬(他們)那些 在內 在對(她)帖撒羅尼迦，

(他們)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接納領受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她)欣然願意， 到於(它)那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日子/白日

(他們)現正持續詳細審察了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經文， 若是 他/她/它現在可以持續持有 (它們)那同一者

那同一樣式地。

徒 17:12 polloi. me.n ou=n evx auvtw/n evpi,steusan kai. tw/n ~Ellhni,dwn gunaikw/n tw/n euvschmo,nwn kai. avndrw/n ouvk
ovli,goiÅ
Therefore many of them believed; also of honourable women which were Greeks, and of men, not a f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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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們中間多有相信的；又有希利尼尊貴的婦女，男子也不少。

(他們)許多的 的確 這樣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置信信託； 並且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希利尼女人 從屬(她們)女人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高雅尊貴的 並且 從屬(他們)男人/丈夫 不是/不

(他們)些微少許的。

徒 17:13 ~Wj de. e;gnwsan oì avpo. th/j Qessaloni,khj VIoudai/oi o[ti kai. evn th/| Beroi,a| kathgge,lh ùpo. tou/ Pau,lou
ò lo,goj tou/ qeou/( h=lqon kavkei/ saleu,ontej kai. tara,ssontej tou.j o;cloujÅ
But when the Jews of Thessalonica had knowledge that the word of God was preached of Paul at Berea, they
came thither also, and stirred up the people.
但帖撒羅尼迦的猶太人，知道保羅又在庇哩亞傳神的道，也就往那裏去，聳動攪擾眾人。

正如地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認識知道 (他們)那些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帖撒羅尼迦

(他們)猶太人的 是這樣 並且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庇哩亞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發佈傳揚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那 從屬(他)保羅 (他)那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且在那裏地 (他們)現正持續行搖晃擺動了的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攪動擾亂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群眾。
[經文變異RT]

正如地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認識知道 (他們)那些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帖撒羅尼迦

(他們)猶太人的 是這樣 並且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庇哩亞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發佈傳揚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那 從屬(他)保羅 (他)那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且在那裏地 (他們)現正持續行搖晃擺動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群眾。

徒 17:14 euvqe,wj de. to,te to.n Pau/lon evxape,steilan oi` avdelfoi. poreu,esqai e[wj evpi. th.n qa,lassan( ùpe,meina,n te
o[ te Sila/j kai. ò Timo,qeoj evkei/Å
And then immediately the brethren sent away Paul to go as it were to the sea: but Silas and Timotheus abode
there still.
當時弟兄們便打發保羅往海邊去；西拉和提摩太仍住在庇哩亞。

平直直接地[同#2117] 然而也 當那時地 到於(他)那 到於(他)保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外分派差遣 (他們)那些

(他們)弟兄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一直直到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海；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在底下停留持守 並/又 (他)那 並/又 (他)西拉 並且 (他)那 (他)提摩太 在那裏地。
[經文變異RT]

平直直接地[同#2117] 然而也 當那時地 到於(他)那 到於(他)保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外分派差遣 (他們)那些

(他們)弟兄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正如地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海；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在底下停留持守 並/又 (他)那 並/又 (他)西拉 並且 (他)那 (他)提摩太 在那裏地。

徒 17:15 oi` de. kaqista,nontej to.n Pau/lon h;gagon e[wj VAqhnw/n( kai. labo,ntej evntolh.n pro.j to.n Sila/n kai. to.n
Timo,qeon i[na ẁj ta,cista e;lqwsin pro.j auvto.n evxh,|esanÅ
And they that conducted Paul brought him unto Athens: and receiving a commandment unto Silas and
Timotheus for to come to him with all speed, they departed.
送保羅的人帶他到了雅典；既領了保羅的命，叫西拉和提摩太速速到他這裏來，就回去了。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現正持續設立派定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保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帶領 一直直到

從屬(她們)雅典；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到於(她)誡律命令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西拉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提摩太 為要 正如地 最迅速快捷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向外促動挪移出來。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現正持續設立派定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保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帶領 到於(他)同一者

一直直到 從屬(她們)雅典；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到於(她)誡律命令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西拉 並且 到於(他)提摩太 為要 正如地 最迅速快捷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向外促動挪移出來。

徒 17:16 VEn de. tai/j VAqh,naij evkdecome,nou auvtou.j tou/ Pau,lou parwxu,neto to. pneu/ma auvtou/ evn auvtw/|
qewrou/ntoj katei,dwlon ou=san th.n po,linÅ
Now while Paul waited for them at Athens, his spirit was stirred in him, when he saw the city wholly given to
idolatry.
保羅在雅典等候他們的時候，看見滿城都是偶像，就心裏著急。

在內 然而也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雅典 從屬(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期望等候了的 到於(他們)同一者 從屬(他)那

從屬(他)保羅， 他/她/它當時持續被尖銳激發 (它)那 (它)靈/風 從屬(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從屬(他)現正持續行定睛觀看了的 到於(她)偶像極為充斥的 到於(她)現正持續是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城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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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 17:17 diele,geto me.n ou=n evn th/| sunagwgh/| toi/j VIoudai,oij kai. toi/j sebome,noij kai. evn th/| avgora/| kata. pa/san
hm̀e,ran pro.j tou.j paratugca,nontajÅ
Therefore disputed he in the synagogue with the Jews, and with the devout persons, and in the market daily
with them that met with him.
於是在會堂裏，與猶太人，和虔敬的人，並每日在市上所遇見的人辯論。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論述辯解 的確 這樣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會堂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猶太人的

並且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尊崇敬愛了的， 並且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集市廣場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日子/白日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偶然在旁遇見了的。

徒 17:18 tine.j de. kai. tw/n VEpikourei,wn kai. Stoi?kw/n filoso,fwn sune,ballon auvtw/|( kai, tinej e;legon( Ti, a'n
qe,loi ò spermolo,goj ou-toj le,geinÈ oì de,( Xe,nwn daimoni,wn dokei/ kataggeleu.j ei=nai( o[ti to.n VIhsou/n kai. th.n
avna,stasin euvhggeli,zetoÅ
Then certain philosophers of the Epicureans, and of the Stoicks, encountered him. And some said, What will this
babbler say? other some, He seemeth to be a setter forth of strange gods: because he preached unto them
Jesus, and the resurrection.
還有以彼古羅和斯多亞兩門的學士，與他爭論；有的說：這胡言亂語的要說甚麼；有的說：他似乎是傳說外邦鬼

神的；這話是因保羅傳講耶穌，與復活的道。

(他們)任何什麼 然而也 並且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伊比鳩魯學者 並且 從屬(他們)斯多亞的

從屬(他們)理哲學士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投擲在一起 在對(他)同一者。 並且 (他們)任何什麼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但凡 他/她/它現在可以持續定意 (他)那 (他)胡言亂語的 (他)那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道說？ (他們)那些 然而也， 從屬(它們)陌生客旅的/陌生奇異的 從屬(它們)鬼魔

他/她/它現在持續設想認為對 (他)發佈傳揚者 現要去持續是； 是這樣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再站立起來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傳福音佳訊。
[經文變異RT]

(他們)任何什麼 然而也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伊比鳩魯學者 並且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斯多亞的

從屬(他們)理哲學士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投擲在一起 在對(他)同一者。 並且 (他們)任何什麼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但凡 他/她/它現在可以持續定意 (他)那 (他)胡言亂語的 (他)那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道說？ (他們)那些 然而也， 從屬(它們)陌生客旅的/陌生奇異的 從屬(它們)鬼魔

他/她/它現在持續設想認為對 (他)發佈傳揚者 現要去持續是； 是這樣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再站立起來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傳福音佳訊。

徒 17:19 evpilabo,menoi, te auvtou/ evpi. to.n :Areion Pa,gon h;gagon le,gontej( Duna,meqa gnw/nai ti,j h̀ kainh. au[th
h` up̀o. sou/ laloume,nh didach,È
And they took him, and brought him unto Areopagus, saying, May we know what this new doctrine, whereof
thou speakest, is?
他們就把他帶到亞略巴古，說：你所講的這新道，我們也可以知道麼；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拿取到了的 並/又 從屬(他)同一者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那 到於(他)亞略巴古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帶領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我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那時(也是)要去認識知道

(她)任何什麼呢 (她)那 (她)嶄新的 (她)那同一者 (她)那 <在底下>被從 從屬你 (她)現正持續被發言講說了的

(她)教授講訓？
[經文變異WH]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拿取到了的 然而也 從屬(他)同一者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那 到於(他)亞略巴古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帶領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我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那時(也是)要去認識知道

(她)任何什麼呢 (她)那 (她)嶄新的 (她)那同一者 (她)那 <在底下>被從 從屬你 (她)現正持續被發言講說了的

(她)教授講訓？

徒 17:20 xeni,zonta ga,r tina eivsfe,reij eivj ta.j avkoa.j h̀mw/n\ boulo,meqa ou=n gnw/nai ti,na qe,lei tau/ta ei=naiÅ
For thou bringest certain strange things to our ears: we would know therefore what these things mean.
因為你有些奇怪的事，傳到我們耳中；我們願意知道這些事是甚麼意思。

到於(它們)現正持續招待陌生客旅/使成陌生奇異了的 因為 到於(它們)任何什麼 你現在持續向內負載攜帶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聽聞 從屬我們； 我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諮商決意 這樣 那時(也是)要去認識知道

(它們)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定意 (它們)那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到於(它們)現正持續招待陌生客旅/使成陌生奇異了的 因為 到於(它們)任何什麼 你現在持續向內負載攜帶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聽聞 從屬我們； 我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諮商決意 這樣 那時(也是)要去認識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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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但凡 他/她/它現在可以持續定意 (它們)那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是。

徒 17:21 VAqhnai/oi de. pa,ntej kai. oi` evpidhmou/ntej xe,noi eivj ouvde.n e[teron huvkai,roun h' le,gein ti h' avkou,ein ti
kaino,teronÅ
(For all the Athenians and strangers which were there spent their time in nothing else, but either to tell, or to

hear some new thing.)
（雅典人，和住在那裏的客人，都不顧別的事，只將新聞說說聽聽。）

(他們)雅典人的 然而也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行在民中作客了的

(他們)陌生客旅的/陌生奇異的 向內進入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到於(它)相異不同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有好時機， 甚或/或而 現要去持續道說 到於(它)任何什麼， 甚或/或而 現要去持續聲聞耳聽

到於(它)任何什麼 到於(它)更嶄新的。
[經文變異RT]

(他們)雅典人的 然而也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行在民中作客了的

(他們)陌生客旅的/陌生奇異的 向內進入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到於(它)相異不同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有好時機， 甚或/或而 現要去持續道說 到於(它)任何什麼， 並且 現要去持續聲聞耳聽

到於(它)更嶄新的。

徒 17:22 Staqei.j de. ÎòÐ Pau/loj evn me,sw| tou/ VArei,ou Pa,gou e;fh( :Andrej VAqhnai/oi( kata. pa,nta wj̀
deisidaimoneste,rouj ùma/j qewrw/Å
Then Paul stood in the midst of Mars' hill, and said, Ye men of Athens, I perceive that in all things ye are too
superstitious.
保羅站在亞略巴古當中，說：眾位雅典人哪，我看你們凡事很敬畏鬼神。

(他)那時(也是)被立定站住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保羅 在內 在對(它)中間當中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亞略巴古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宣稱傳講， 阿,(他們)男人/丈夫 阿,(他們)雅典人的，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正如地 到於(他們)更畏鬼敬神的 到於你們 我現在持續行定睛觀看。
[經文變異WH]

(他)那時(也是)被立定站住了的 然而也 (他)保羅 在內 在對(它)中間當中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亞略巴古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宣稱傳講， 阿,(他們)男人/丈夫 阿,(他們)雅典人的，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正如地 到於(他們)更畏鬼敬神的 到於你們 我現在持續行定睛觀看。

徒 17:23 dierco,menoj ga.r kai. avnaqewrw/n ta. seba,smata ùmw/n eu-ron kai. bwmo.n evn w-| evpege,grapto( VAgnw,stw|
qew/|Å o] ou=n avgnoou/ntej euvsebei/te( tou/to evgw. katagge,llw ùmi/nÅ
For as I passed by, and beheld your devotions, I found an altar with this inscription, TO THE UNKNOWN GOD.
Whom therefore ye ignorantly worship, him declare I unto you.
我遊行的時候，觀看你們所敬拜的，遇見一座壇，上面寫著未識之神；你們所不認識而敬拜的，我現在告訴你們

。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橫過穿越了的 因為 並且 (他)現正持續重覆察看了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所崇敬

從屬你們 我那時(也是)找到尋見 並且 到於(他)壇臺， 在內 在對(他)這個 他/她/它當時已經被題寫，

在對(他)乃不認識知道的 在對(他)神。 到於(它)這個 這樣 (他們)現正持續不領悟認知了的 你們現在持續成虔心誠敬，

到於(它)那同一者 我 我現在持續發佈傳揚 在對你們。
[經文變異RT]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橫過穿越了的 因為 並且 (他)現正持續重覆察看了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所崇敬

從屬你們 我那時(也是)找到尋見 並且 到於(他)壇臺， 在內 在對(他)這個 他/她/它當時已經被題寫，

在對(他)乃不認識知道的 在對(他)神。 到於(他)這個 這樣 (他們)現正持續不領悟認知了的 你們現在持續成虔心誠敬，

到於(他)那同一者 我 我現在持續發佈傳揚 在對你們。

徒 17:24 ò qeo.j ò poih,saj to.n ko,smon kai. pa,nta ta. evn auvtw/|( ou-toj ouvranou/ kai. gh/j up̀a,rcwn ku,rioj ouvk evn
ceiropoih,toij naoi/j katoikei/
God that made the world and all things therein, seeing that he is Lord of heaven and earth, dwelleth not in
temples made with hands;
創造宇宙和其中萬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

(他)那 (他)神 (他)那 (他)那時(也是)行出作成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美容妝束/世界 並且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那些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同一者 從屬(他)天空/天 並且 從屬(她)地土/地

(他)現正持續源屬具有了的 (他)主人 不是/不 在內 在對(他們)為手行出作成的 在對(他們)殿宇

他/她/它現在持續定居；
[經文變異RT]

(他)那 (他)神 (他)那 (他)那時(也是)行出作成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美容妝束/世界 並且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  簡易閲讀版  872

872

到於(它們)那些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同一者 從屬(他)天空/天 並且 從屬(她)地土/地 (他)主人

(他)現正持續源屬具有了的 不是/不 在內 在對(他們)為手行出作成的 在對(他們)殿宇 他/她/它現在持續定居；

徒 17:25 ouvde. ùpo. ceirw/n avnqrwpi,nwn qerapeu,etai prosdeo,meno,j tinoj( auvto.j didou.j pa/si zwh.n kai. pnoh.n
kai. ta. pa,nta\
Neither is worshipped with men's hands, as though he needed any thing, seeing he giveth to all life, and breath,
and all things;
也不用人手服事，好像缺少甚麼，自己倒將生命，氣息，萬物，賜給萬人。

然而也不是地 <在底下>被從 從屬(她們)手 從屬(她們)人類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行侍候紓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有額外需求了的 從屬(它)任何什麼， (他)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給與了的 在對(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生命 並且 到於(她)呼吸氣息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經文變異RT]

然而也不是地 <在底下>被從 從屬(她們)手 從屬(他們)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行侍候紓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有額外需求了的 從屬(它)任何什麼， (他)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給與了的

在對(它們)所有每一個的註1
到於(她)生命 並且 到於(她)呼吸氣息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註1：“在對(他們)所有每一個的”文法上亦可以為“在對(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經文變異Scrivener]

然而也不是地 <在底下>被從 從屬(她們)手 從屬(他們)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行侍候紓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有額外需求了的 從屬(它)任何什麼， (他)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給與了的 在對(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生命 並且 到於(她)呼吸氣息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徒 17:26 evpoi,hse,n te evx eǹo.j pa/n e;qnoj avnqrw,pwn katoikei/n evpi. panto.j prosw,pou th/j gh/j( òri,saj
prostetagme,nouj kairou.j kai. ta.j òroqesi,aj th/j katoiki,aj auvtw/n
And hath made of one blood all nations of men for to dwell on all the face of the earth, and hath determined the
times before appointed, and the bounds of their habitation;
他從一本造出萬族的人，〔本有古卷作血脈〕住在全地上，並且預先定準他們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並/又 向外出來 從屬(它)一個 到於(它)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種族邦國 從屬(他們)人

現要去持續定居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它)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它)前面的臉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他)那時(也是)界定了的 到於(他們)現在已經被指定定規了的 到於(他們)場合時節 並且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疆界劃定 從屬(她)那 從屬(她)定居住處 從屬(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並/又 向外出來 從屬(它)一個 從屬(它)血 到於(它)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種族邦國

從屬(他們)人 現要去持續定居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前面的臉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他)那時(也是)界定了的 到於(他們)現在已經被預先安排定規了的 到於(他們)場合時節 並且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疆界劃定 從屬(她)那 從屬(她)定居住處 從屬(他們)同一者，

徒 17:27 zhtei/n to.n qeo,n( eiv a;ra ge yhlafh,seian auvto.n kai. eu[roien( kai, ge ouv makra.n avpo. èno.j ek̀a,stou
hm̀w/n ùpa,rcontaÅ
That they should seek the Lord, if haply they might feel after him, and find him, though he be not far from every
one of us:
要叫他們尋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實他離我們各人不遠；

現要去持續探索尋求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若是 果然如此 確實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可以搓摸操弄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可以找到尋見， 並且 確實 不是/不 遠遠地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一個

從屬(他)各個的 從屬我們 到於(他)現正持續源屬具有了的。
[經文變異RT]

現要去持續探索尋求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主人， 若是 果然如此 確實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可以搓摸操弄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可以找到尋見， 且其實確實 不是/不 遠遠地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一個

從屬(他)各個的 從屬我們 到於(他)現正持續源屬具有了的。

徒 17:28 VEn auvtw/| ga.r zw/men kai. kinou,meqa kai. evsme,n( ẁj kai, tinej tw/n kaqV ùma/j poihtw/n eivrh,kasin( Tou/
ga.r kai. ge,noj evsme,nÅ
For in him we live, and move, and have our being; as certain also of your own poets have said, For we are also
his offspring.
我們生活，動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們作詩的，有人說：我們也是他所生的。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因為 我們現在持續活 並且 我們現在持續被移動 並且 我們現在持續是； 正如地 並且

(他們)任何什麼 從屬(他們)那些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你們 從屬(他們)行出作成者 他/她/它們現在已經開聲言說，

從屬(他)那 因為 並且 (它)族類 我們現在持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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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 17:29 ge,noj ou=n ùpa,rcontej tou/ qeou/ ouvk ovfei,lomen nomi,zein crusw/| h' avrgu,rw| h' li,qw|( cara,gmati te,cnhj
kai. evnqumh,sewj avnqrw,pou( to. qei/on ei=nai o[moionÅ
Forasmuch then as we are the offspring of God, we ought not to think that the Godhead is like unto gold, or
silver, or stone, graven by art and man's device.
我們既是神所生的，就不當以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藝，心思，所雕刻的金，銀，石。

(它)族類 這樣 (他們)現正持續源屬具有了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不是/不 我們現在持續積欠負債

現要去持續視成慣例而認定 在對(他)黃金 甚或/或而 在對(他)白銀 甚或/或而 在對(他)石頭， 在對(它)雕像印記

從屬(她)工藝 並且 從屬(她)貫注思考 從屬(他)人， 到於(它)那 到於(它)具神的 現要去持續是

到於(它)具同樣相同的。

徒 17:30 tou.j me.n ou=n cro,nouj th/j avgnoi,aj ùperidw.n ò qeo,j( ta. nu/n paragge,llei toi/j avnqrw,poij pa,ntaj
pantacou/ metanoei/n(
And the times of this ignorance God winked at; but now commandeth all men every where to repent:
世人蒙昧無知的時候，神並不監察，如今卻吩咐各處的人都要悔改。

到於(他們)那些 的確 這樣 到於(他們)時段期間 從屬(她)那 從屬(她)無知不懂 (他)那時(也是)忽視寬容了的 (他)那

(他)神， 到於(它們)那些 現在此時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命令吩咐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人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各處地 現要去持續轉念悔悟；
[經文變異RT]

到於(他們)那些 的確 這樣 到於(他們)時段期間 從屬(她)那 從屬(她)無知不懂 (他)那時(也是)忽視寬容了的 (他)那

(他)神， 到於(它們)那些 現在此時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命令吩咐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人

在對(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各處地 現要去持續轉念悔悟；
[經文變異WH]

到於(他們)那些 的確 這樣 到於(他們)時段期間 從屬(她)那 從屬(她)無知不懂 (他)那時(也是)忽視寬容了的 (他)那

(他)神， 到於(它們)那些 現在此時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從那裏報信通告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人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各處地 現要去持續轉念悔悟；

徒 17:31 kaqo,ti e;sthsen hm̀e,ran evn h-| me,llei kri,nein th.n oivkoume,nhn evn dikaiosu,nh|( evn avndri. w-| w[risen(
pi,stin parascw.n pa/sin avnasth,saj auvto.n evk nekrw/nÅ
Because he hath appointed a day, in the which he will judge the world in righteousness by that man whom he
hath ordained; whereof he hath given assurance unto all men, in that he hath raised him from the dead.
因為他已經定了日子，要藉著他所設立的人，按公義審判天下；並且叫他從死裏復活，給萬人作可信的憑據。

按照這任何什麼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立定站住 到於(她)日子/白日， 在內 在對(她)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準備快要

現要去持續區別審斷 到於(她)那 到於(她)全地 在內 在對(她)至義 在內 在對(他)男人/丈夫 在對(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界定， 到於(她)信 (他)那時(也是)展示提供了的 在對(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死掉的。
[經文變異RT]

為是這樣之緣故 他/她/它那時(也是)立定站住 到於(她)日子/白日， 在內 在對(她)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準備快要

現要去持續區別審斷 到於(她)那 到於(她)全地 在內 在對(她)至義 在內 在對(他)男人/丈夫 在對(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界定， 到於(她)信 (他)那時(也是)展示提供了的 在對(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死掉的。

徒 17:32 VAkou,santej de. avna,stasin nekrw/n oì me.n evcleu,azon( oi` de. ei=pan( VAkouso,meqa, sou peri. tou,tou kai.
pa,linÅ
And when they heard of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dead, some mocked: and others said, We will hear thee again of
this matter.
眾人聽見從死裏復活的話，就有譏誚他的；又有人說：我們再聽你講這個罷。

(他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然而也 到於(她)再站立起來 從屬(他們)死掉的 (他們)那些 的確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揶揄嘲弄，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我們將要(持續)讓自己聲聞耳聽

從屬你 <在周圍>關於 從屬(它)那同一者 並且 重新又再地。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然而也 到於(她)再站立起來 從屬(他們)死掉的 (他們)那些 的確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揶揄嘲弄；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我們將要(持續)讓自己聲聞耳聽

從屬你 重新又再地 <在周圍>關於 從屬(它)那同一者。

徒 17:33 ou[twj ò Pau/loj evxh/lqen evk me,sou auvtw/nÅ
So Paul departed from among them.
於是保羅從他們當中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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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同一樣式地 (他)那 (他)保羅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向外出來 從屬(它)中間當中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那同一樣式地 (他)那 (他)保羅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向外出來 從屬(它)中間當中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徒 17:34 tine.j de. a;ndrej kollhqe,ntej auvtw/| evpi,steusan( evn oi-j kai. Dionu,sioj ò VAreopagi,thj kai. gunh.
ovno,mati Da,marij kai. e[teroi su.n auvtoi/jÅ
Howbeit certain men clave unto him, and believed: among the which was Dionysius the Areopagite, and a
woman named Damaris, and others with them.
但有幾個人貼近他，信了主，其中有亞略巴古的官丟尼修，並一個婦人，名叫大馬哩，還有別人一同信從。

(他們)任何什麼 然而也 (他們)男人/丈夫 (他們)那時(也是)被貼近連合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置信信託； 在內 在對(他們)這些個 並且 (他)丟尼修 (他)那 (他)亞略巴古的成員， 並且

(她)女人 在對(它)名字 (她)大馬哩， 並且 (他們)相異不同的 共同一起 在對(他們)同一者。

徒 18:1 Meta. tau/ta cwrisqei.j evk tw/n VAqhnw/n h=lqen eivj Ko,rinqonÅ
After these things Paul departed from Athens, and came to Corinth;
這事以後，保羅離了雅典，來到哥林多。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被分離隔開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雅典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她)哥林多。
[經文變異RT]

<轉換其中>隨到後 然而也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被分離隔開了的 (他)那 (他)保羅 向外出來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雅典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她)哥林多。

徒 18:2 kai. eùrw,n tina VIoudai/on ovno,mati VAku,lan( Pontiko.n tw/| ge,nei prosfa,twj evlhluqo,ta avpo. th/j VItali,aj
kai. Pri,skillan gunai/ka auvtou/( dia. to. diatetace,nai Klau,dion cwri,zesqai pa,ntaj tou.j VIoudai,ouj avpo. th/j
~Rw,mhj( prosh/lqen auvtoi/j
And found a certain Jew named Aquila, born in Pontus, lately come from Italy, with his wife Priscilla; (because
that Claudius had commanded all Jews to depart from Rome:) and came unto them.
遇見一個猶太人，名叫亞居拉，他生在本都；因為革老丟命猶太人都離開羅馬，新近帶著妻百基拉，從義大利來

；保羅就投奔了他們。

並且 (他)那時(也是)找到尋見了的 到於(他)任何什麼 到於(他)猶太人的 在對(它)名字 到於(他)亞居拉，

到於(他)屬本都的 在對(它)那 在對(它)族類， 新近地 到於(他)現在已經到來前往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義大利， 並且 到於(她)小百基拉 到於(她)女人 從屬(他)同一者，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

現已經去制定定規 到於(他)革老丟 現要去持續被分離隔開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猶太人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羅馬，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

在對(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找到尋見了的 到於(他)任何什麼 到於(他)猶太人的 在對(它)名字 到於(他)亞居拉，

到於(他)屬本都的 在對(它)那 在對(它)族類， 新近地 到於(他)現在已經到來前往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義大利， 並且 到於(她)小百基拉 到於(她)女人 從屬(他)同一者，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

現已經去制定定規 到於(他)革老丟 現要去持續被分離隔開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猶太人的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羅馬，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

在對(他們)同一者；

徒 18:3 kai. dia. to. òmo,tecnon ei=nai e;menen parV auvtoi/j( kai. hvrga,zeto\ h=san ga.r skhnopoioi. th/| te,cnh|Å
And because he was of the same craft, he abode with them, and wrought: for by their occupation they were
tentmakers.
他們本是製造帳棚為業；保羅因與他們同業，就和他們同住作工。

並且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 到於(他)同藝同業的 現要去持續是， 他/她/它當時持續停留持守

<在旁邊>在旁邊 在對(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作工作；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因為

(他們)製作帳棚布幕之人 在對(她)那 在對(她)工藝。
[經文變異RT]

並且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 到於(他)同藝同業的 現要去持續是， 他/她/它當時持續停留持守

<在旁邊>在旁邊 在對(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作工作；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因為

(他們)製作帳棚布幕之人 到於(她)那 到於(她)工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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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變異WH]

並且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 到於(他)同藝同業的 現要去持續是， 他/她/它當時持續停留持守

<在旁邊>在旁邊 在對(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作工作；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因為

(他們)製作帳棚布幕之人 在對(她)那 在對(她)工藝。

徒 18:4 diele,geto de. evn th/| sunagwgh/| kata. pa/n sa,bbaton e;peiqe,n te VIoudai,ouj kai. {EllhnajÅ
And he reasoned in the synagogue every sabbath, and persuaded the Jews and the Greeks.
每逢安息日，保羅在會堂裏辯論，勸化猶太人和希利尼人。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論述辯解 然而也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會堂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安息， 他/她/它當時持續勸信說服 並/又 到於(他們)猶太人的 並且 到於(他們)希利尼人。

徒 18:5 ~Wj de. kath/lqon avpo. th/j Makedoni,aj o[ te Sila/j kai. ò Timo,qeoj( sunei,ceto tw/| lo,gw| ò Pau/loj
diamarturo,menoj toi/j VIoudai,oij ei=nai to.n Cristo.n VIhsou/nÅ
And when Silas and Timotheus were come from Macedonia, Paul was pressed in the spirit, and testified to the
Jews that Jesus was Christ.
西拉和提摩太從馬其頓來的時候，保羅為道迫切，向猶太人證明耶穌是基督。

正如地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下到來前往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馬其頓 (他)那 並/又 (他)西拉

並且 (他)那 (他)提摩太， 他/她/它當時持續被握緊擠壓 在對(他)那 在對(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他)那 (他)保羅，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誠摯地作見證了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猶太人的 現要去持續是 到於(他)那 到於(他)基督

到於(他)耶穌。
[經文變異RT]

正如地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下到來前往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馬其頓 (他)那 並/又 (他)西拉

並且 (他)那 (他)提摩太， 他/她/它當時持續被握緊擠壓 在對(它)那註1
在對(它)靈/風 (他)那 (他)保羅，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誠摯地作見證了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猶太人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基督，

到於(他)耶穌。

註1：“在對(他)那”文法上亦可以為“在對(它)那”。

徒 18:6 avntitassome,nwn de. auvtw/n kai. blasfhmou,ntwn evktinaxa,menoj ta. ìma,tia ei=pen pro.j auvtou,j( To. ai-ma
um̀w/n evpi. th.n kefalh.n ùmw/n\ kaqaro.j evgw. avpo. tou/ nu/n eivj ta. e;qnh poreu,somaiÅ
And when they opposed themselves, and blasphemed, he shook his raiment, and said unto them, Your blood be
upon your own heads; I am clean: from henceforth I will go unto the Gentiles.
他們既抗拒，毀謗，保羅就抖著衣裳，說：你們的罪歸到你們自己頭上，〔罪原文作血〕與我無干，〔原文作我

卻乾淨〕從今以後，我要往外邦人那裏去；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對抗地安排定規了的 然而也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謗瀆了的，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向外用力抖開了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衣服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它)那 (它)血 從屬你們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頭 從屬你們； (他)乾淨純潔的

我；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那 現在此時地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種族邦國 我將要(持續)讓自己行去。

徒 18:7 kai. metaba.j evkei/qen eivsh/lqen eivj oivki,an tino.j ovno,mati Titi,ou VIou,stou sebome,nou to.n qeo,n( ou- h`
oivki,a h=n sunomorou/sa th/| sunagwgh/|Å
And he departed thence, and entered into a certain man's house, named Justus, one that worshipped God,
whose house joined hard to the synagogue.
於是離開那裏，到了一個人的家中，這人名叫提多猶士都，是敬拜神的，他的家靠近會堂。

並且 (他)那時(也是)更換地方了的 從那裏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她)住屋家庭

從屬(他)任何什麼 在對(它)名字 從屬(他)提多 從屬(他)猶士都 從屬(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尊崇敬愛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從屬(他)這個 (她)那 (她)住屋家庭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她)現正持續有一起相同的邊界了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會堂。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更換地方了的 從那裏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她)住屋家庭

從屬(他)任何什麼 在對(它)名字 從屬(他)猶士都 從屬(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尊崇敬愛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從屬(他)這個 (她)那 (她)住屋家庭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她)現正持續有一起相同的邊界了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會堂。
[經文變異WH]

並且 (他)那時(也是)更換地方了的 從那裏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她)住屋家庭

從屬(他)任何什麼 在對(它)名字 從屬(他)提多 從屬(他)猶士都 從屬(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尊崇敬愛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從屬(他)這個 (她)那 (她)住屋家庭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她)現正持續有一起相同的邊界了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會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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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 18:8 Kri,spoj de. ò avrcisuna,gwgoj evpi,steusen tw/| kuri,w| su.n o[lw| tw/| oi;kw| auvtou/( kai. polloi. tw/n
Korinqi,wn avkou,ontej evpi,steuon kai. evbapti,zontoÅ
And Crispus, the chief ruler of the synagogue, believed on the Lord with all his house; and many of the
Corinthians hearing believed, and were baptized.
管會堂的基利司布和全家都信了主；還有許多哥林多人聽了，就相信受洗。

(他)基利司布 然而也 (他)那 (他)首管會堂之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置信信託 在對(他)那 在對(他)主人 共同一起

在對(他)整個全部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住處家室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們)許多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哥林多人 (他們)現正持續聲聞耳聽了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置信信託，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被浸洗。

徒 18:9 ei=pen de. ò ku,rioj evn nukti. diV òra,matoj tw/| Pau,lw|( Mh. fobou/( avlla. la,lei kai. mh. siwph,sh|j(
Then spake the Lord to Paul in the night by a vision, Be not afraid, but speak, and hold not thy peace:
夜間主在異象中對保羅說：不要怕，只管講，不要閉口；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他)那 (他)主人 在內 在對(她)夜晚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景觀異象

在對(他)那 在對(他)保羅， 不會/不要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成驚恐畏懼， 但乃是 你現在就要持續發言講說，

並且 不會/不要 你那時(也是)應該為啞口寂靜；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他)那 (他)主人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景觀異象 在內 在對(她)夜晚

在對(他)那 在對(他)保羅， 不會/不要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成驚恐畏懼， 但乃是 你現在就要持續發言講說，

並且 不會/不要 你那時(也是)應該為啞口寂靜；

徒 18:10 dio,ti evgw, eivmi meta. sou/ kai. ouvdei.j evpiqh,setai, soi tou/ kakw/sai, se( dio,ti lao,j evsti, moi polu.j evn th/|
po,lei tau,th|Å
For I am with thee, and no man shall set on thee to hurt thee: for I have much people in this city.
有我與你同在，必沒有人下手害你；因為在這城裏我有許多的百姓。

為是這樣之緣故 我 我現在持續是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你， 並且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置放擺設在上面 在對你 從屬(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傷害苦待 到於你； 為是這樣之緣故

(他)人民百姓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對我 (他)許多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城邑 在對(她)那同一者。

徒 18:11 VEka,qisen de. evniauto.n kai. mh/naj e]x dida,skwn evn auvtoi/j to.n lo,gon tou/ qeou/Å
And he continued there a year and six months, teaching the word of God among them.
保羅在那裏住了一年零六個月，將神的道教訓他們。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座 然而也 到於(他)年度 並且 到於(他們)月 到於(他們)六個， (他)現正持續教導了的 在內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座 並/又 到於(他)年度 並且 到於(他們)月 到於(他們)六個， (他)現正持續教導了的 在內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徒 18:12 Galli,wnoj de. avnqupa,tou o;ntoj th/j VAcai<aj katepe,sthsan òmoqumado.n oi` VIoudai/oi tw/| Pau,lw| kai.
h;gagon auvto.n evpi. to. bh/ma
And when Gallio was the deputy of Achaia, the Jews made insurrection with one accord against Paul, and
brought him to the judgment seat,
到迦流作亞該亞方伯的時候，猶太人同心起來攻擊保羅，拉他到公堂，

從屬(他)迦流 然而也 從屬(他)地方總督 從屬(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亞該亞，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下相對地立定站住在上面 同心一致地 (他們)那些 (他們)猶太人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保羅，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帶領 到於(他)同一者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那 到於(它)審判臺
[經文變異RT]

從屬(他)迦流 然而也 從屬(他)現正持續作地方總督了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亞該亞，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下相對地立定站住在上面 同心一致地 (他們)那些 (他們)猶太人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保羅，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帶領 到於(他)同一者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那 到於(它)審判臺
[經文變異WH]

從屬(他)迦流 然而也 從屬(他)地方總督 從屬(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亞該亞，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下相對地立定站住在上面 (他們)那些 (他們)猶太人的 同心一致地 在對(他)那 在對(他)保羅，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帶領 到於(他)同一者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那 到於(它)審判臺

徒 18:13 le,gontej o[ti Para. to.n no,mon avnapei,qei ou-toj tou.j avnqrw,pouj se,besqai to.n qeo,nÅ
Saying, This fellow persuadeth men to worship God contrary to the law.
說：這個人勸人不按著律法敬拜神。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是這樣 <在旁邊>到旁邊 到於(他)那 到於(他)律法 他/她/它現在持續勸說挑唆 (他)那同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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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人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尊崇敬愛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經文變異RT]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是這樣 <在旁邊>到旁邊 到於(他)那 到於(他)律法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勸說挑唆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人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尊崇敬愛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徒 18:14 me,llontoj de. tou/ Pau,lou avnoi,gein to. sto,ma ei=pen ò Galli,wn pro.j tou.j VIoudai,ouj( Eiv me.n h=n
avdi,khma, ti h' rà|diou,rghma ponhro,n( w= VIoudai/oi( kata. lo,gon a'n avnesco,mhn ùmw/n\
And when Paul was now about to open his mouth, Gallio said unto the Jews, If it were a matter of wrong or
wicked lewdness, O ye Jews, reason would that I should bear with you:
保羅剛要開口，迦流就對猶太人說：你們這些猶太人，如果是為冤枉，或奸惡的事，我理當耐性聽你們；

從屬(他)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的 然而也 從屬(他)那 從屬(他)保羅 現要去持續向上開啟打開 到於(它)那 到於(它)口/嘴，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那 (他)迦流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猶太人的， 若是 的確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它)所行不義 (它)任何什麼 甚或/或而 (它)罪行不當 (它)惡的， 哦呀 阿,(他們)猶太人的，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但凡 我那時(也是)讓自己支撐忍受 從屬你們；
[經文變異RT]

從屬(他)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的 然而也 從屬(他)那 從屬(他)保羅 現要去持續向上開啟打開 到於(它)那 到於(它)口/嘴，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那 (他)迦流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猶太人的， 若是 的確

這樣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它)所行不義 (它)任何什麼 甚或/或而 (它)罪行不當 (它)惡的， 哦呀 阿,(他們)猶太人的，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但凡 我那時(也是)讓自己支撐忍受 從屬你們；

徒 18:15 eiv de. zhth,mata, evstin peri. lo,gou kai. ovnoma,twn kai. no,mou tou/ kaqV ùma/j( o;yesqe auvtoi,\ krith.j evgw.
tou,twn ouv bou,lomai ei=naiÅ
But if it be a question of words and names, and of your law, look ye to it; for I will be no judge of such matters.
但所爭論的，若是關乎言語，名目，和你們的律法，你們自己去辦罷；這樣的事我不願意審問。

若是 然而也 (它們)所探索尋求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並且 從屬(它們)名字

並且 從屬(他)律法 從屬(他)那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你們， 你們將要(持續)讓自己看見注目 (他們)同一者；

(他)審判官 我 從屬(它們)那同一者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諮商決意 現要去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若是 然而也 (它)所探索尋求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並且 從屬(它們)名字

並且 從屬(他)律法 從屬(他)那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你們， 你們將要(持續)讓自己看見注目 (他們)同一者；

(他)審判官 因為 我 從屬(它們)那同一者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諮商決意 現要去持續是。

徒 18:16 kai. avph,lasen auvtou.j avpo. tou/ bh,matojÅ
And he drave them from the judgment seat.
就把他們攆出公堂。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促成推動驅使離開 到於(他們)同一者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那 從屬(它)審判臺。

徒 18:17 evpilabo,menoi de. pa,ntej Swsqe,nhn to.n avrcisuna,gwgon e;tupton e;mprosqen tou/ bh,matoj\ kai. ouvde.n
tou,twn tw/| Galli,wni e;melenÅ
Then all the Greeks took Sosthenes, the chief ruler of the synagogue, and beat him before the judgment seat.
And Gallio cared for none of those things.
眾人便揪住管會堂的所提尼，在堂前打他；這些事迦流都不管。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拿取到了的 然而也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所提尼 到於(他)那 到於(他)首管會堂之人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連敲重擊 從在其前地 從屬(它)那 從屬(它)審判臺； 並且 (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從屬(它們)那同一者 在對(他)那 在對(他)迦流 他/她/它當時持續留意顧念[非人稱用法]。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拿取到了的 然而也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那些 (他們)希利尼人 到於(他)所提尼

到於(他)那 到於(他)首管會堂之人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連敲重擊 從在其前地 從屬(它)那 從屬(它)審判臺； 並且

(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從屬(它們)那同一者 在對(他)那 在對(他)迦流 他/她/它當時持續留意顧念[非人稱用法]。

徒 18:18 ~O de. Pau/loj e;ti prosmei,naj hm̀e,raj ìkana.j toi/j avdelfoi/j avpotaxa,menoj evxe,plei eivj th.n Suri,an( kai.
su.n auvtw/| Pri,skilla kai. VAku,laj( keira,menoj evn Kegcreai/j th.n kefalh,n( ei=cen ga.r euvch,nÅ
And Paul after this tarried there yet a good while, and then took his leave of the brethren, and sailed thence into
Syria, and with him Priscilla and Aquila; having shorn his head in Cenchrea: for he had a vow.
保羅又住了多日，就辭別了弟兄，坐船往敘利亞去，百基拉，亞居拉和他同去；他因為許過願，就在堅革哩剪了

頭髮。

(他)那 然而也 (他)保羅 依然仍舊地 (他)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停留持守了的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到於(她們)達到足夠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弟兄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離開辭別了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航行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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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敘利亞， 並且 共同一起 在對(他)同一者 (她)小百基拉 並且 (他)亞居拉；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修剃剪短了的 在內 在對(她們)堅革哩 到於(她)那 到於(她)頭； 他/她/它當時持續持有 因為

到於(她)祈求許願。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保羅 依然仍舊地 (他)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停留持守了的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到於(她們)達到足夠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弟兄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離開辭別了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航行出來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敘利亞， 並且 共同一起 在對(他)同一者 (她)小百基拉 並且 (他)亞居拉；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修剃剪短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頭 在內 在對(她們)堅革哩； 他/她/它當時持續持有 因為

到於(她)祈求許願。

徒 18:19 kath,nthsan de. eivj :Efeson( kavkei,nouj kate,lipen auvtou/( auvto.j de. eivselqw.n eivj th.n sunagwgh.n
diele,xato toi/j VIoudai,oijÅ
And he came to Ephesus, and left them there: but he himself entered into the synagogue, and reasoned with the
Jews.
到了以弗所，保羅就把他們留在那裏，自己進了會堂，和猶太人辯論。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行抵來到 然而也 向內進入 到於(她)以弗所， 到於(他們)且在那裏的那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遺留下 在同一處地； (他)同一者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會堂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論述辯解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猶太人的。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抵來到 然而也 向內進入 到於(她)以弗所， 到於(他們)且在那裏的那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遺留下 在同一處地； (他)同一者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會堂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論述辯解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猶太人的。

徒 18:20 evrwtw,ntwn de. auvtw/n evpi. plei,ona cro,non mei/nai ouvk evpe,neusen(
When they desired him to tarry longer time with them, he consented not;
眾人請他多住些日子，他卻不允；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查詢求問了的 然而也 從屬(他們)同一者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更多的 到於(他)時段期間

那時(也是)要去停留持守，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上面點頭表示答應；
[經文變異RT]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查詢求問了的 然而也 從屬(他們)同一者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更多的 到於(他)時段期間

那時(也是)要去停留持守 <在旁邊>在旁邊 在對(他們)同一者，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上面點頭表示答應；

徒 18:21 avlla. avpotaxa,menoj kai. eivpw,n( Pa,lin avnaka,myw pro.j um̀a/j tou/ qeou/ qe,lontoj( avnh,cqh avpo. th/j
VEfe,sou(
But bade them farewell, saying, I must by all means keep this feast that cometh in Jerusalem: but I will return
again unto you, if God will. And he sailed from Ephesus.
就辭別他們說：神若許我，我還要回到你們這裏；於是開船離了以弗所。

但乃是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離開辭別了的 並且 (他)那時(也是)發話言說了的， 重新又再地 我將要(持續)轉返折回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從屬(他)現正持續定意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向上帶領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以弗所。
[經文變異RT]

但乃是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離開辭別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發話言說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到於我 乃全部必定地 到於(她)那 到於(她)節期 到於(她)那

到於(她)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行出作成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路撒冷， 重新又再地 然而也

我將要(持續)轉返折回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從屬(他)現正持續定意了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向上帶領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以弗所。

徒 18:22 kai. katelqw.n eivj Kaisa,reian( avnaba.j kai. avspasa,menoj th.n evkklhsi,an kate,bh eivj VAntio,ceian(
And when he had landed at Caesarea, and gone up, and saluted the church, he went down to Antioch.
在該撒利亞下了船，就上耶路撒冷去問教會安，隨後下安提阿去。

並且 (他)那時(也是)向下到來前往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該撒利亞， (他)那時(也是)向上行了的 並且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擁抱問安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傳召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下行 向內進入 到於(她)安提阿。

徒 18:23 kai. poih,saj cro,non tina. evxh/lqen dierco,menoj kaqexh/j th.n Galatikh.n cw,ran kai. Frugi,an(
evpisthri,zwn pa,ntaj tou.j maqhta,jÅ
And after he had spent some time there, he departed, and went over all the country of Galatia and Phrygia in
order, strengthening all the disciples.
住了些日子，又離開那裏，挨次經過加拉太和弗呂家地方，堅固眾門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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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 (他)那時(也是)行出作成了的 到於(他)時段期間 到於(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橫過穿越了的 向下接著有地 到於(她)那 到於(她)屬加拉太的 到於(她)地域 並且

到於(她)弗呂家， (他)現正持續在上面堅定加固了的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門徒。
[經文變異WH]

並且 (他)那時(也是)行出作成了的 到於(他)時段期間 到於(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橫過穿越了的 向下接著有地 到於(她)那 到於(她)屬加拉太的 到於(她)地域 並且

到於(她)弗呂家， (他)現正持續堅定加固了的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門徒。

徒 18:24 VIoudai/oj de, tij VApollw/j ovno,mati( VAlexandreu.j tw/| ge,nei( avnh.r lo,gioj( kath,nthsen eivj :Efeson(
dunato.j w'n evn tai/j grafai/jÅ
And a certain Jew named Apollos, born at Alexandria, an eloquent man, and mighty in the scriptures, came to
Ephesus.
有一個猶太人，名叫亞波羅，來到以弗所；他生在亞力山太，是有學問的，最能講解聖經。〔學問或作口才〕

(他)猶太人的 然而也 (他)任何什麼 (他)亞波羅 在對(它)名字， (他)亞力山太人 在對(它)那 在對(它)族類，

(他)男人/丈夫 (他)具口才學問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抵來到 向內進入 到於(她)以弗所， (他)乃能夠可能的

(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經文。

徒 18:25 ou-toj h=n kathchme,noj th.n òdo.n tou/ kuri,ou kai. ze,wn tw/| pneu,mati evla,lei kai. evdi,dasken avkribw/j ta.
peri. tou/ VIhsou/( evpista,menoj mo,non to. ba,ptisma VIwa,nnou\
This man was instructed in the way of the Lord; and being fervent in the spirit, he spake and taught diligently the
things of the Lord, knowing only the baptism of John.
這人已經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訓，心裏火熱，將耶穌的事，詳細講論教訓人；只是他單曉得約翰的洗禮。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現在已經被以言語指示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道路途徑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並且 (他)現正持續煮沸灼燙了的 在對(它)那 在對(它)靈/風 他/她/它當時持續發言講說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教導 確定切實地 到於(它們)那些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那 從屬(他)耶穌，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心思通曉了的 僅有單獨地 到於(它)那 到於(它)浸洗之禮 從屬(他)約翰。
[經文變異RT]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現在已經被以言語指示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道路途徑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並且 (他)現正持續煮沸灼燙了的 在對(它)那 在對(它)靈/風 他/她/它當時持續發言講說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教導 確定切實地 到於(它們)那些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心思通曉了的 僅有單獨地 到於(它)那 到於(它)浸洗之禮 從屬(他)約翰。

徒 18:26 ou-to,j te h;rxato parrhsia,zesqai evn th/| sunagwgh/|Å avkou,santej de. auvtou/ Pri,skilla kai. VAku,laj
prosela,bonto auvto.n kai. avkribe,steron auvtw/| evxe,qento th.n òdo.n Îtou/ qeou/ÐÅ
And he began to speak boldly in the synagogue: whom when Aquila and Priscilla had heard, they took him unto
them, and expounded unto him the way of God more perfectly.
他在會堂裏放膽講道，百基拉亞居拉聽見，就接他來，將神的道給他講解更加詳細。

(他)那同一者 並/又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使有放膽公開直言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會堂； (他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然而也 從屬(他)同一者 (她)小百基拉 並且 (他)亞居拉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在前面向著拿取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更確定切實地 在對(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置放出來 到於(她)那 到於(她)道路途徑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經文變異RT]

(他)那同一者 並/又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使有放膽公開直言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會堂； (他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然而也 從屬(他)同一者 (他)亞居拉 並且 (她)小百基拉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在前面向著拿取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更確定切實地 在對(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置放出來 到於(她)那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到於(她)道路途徑。

徒 18:27 boulome,nou de. auvtou/ dielqei/n eivj th.n VAcai<an( protreya,menoi oì avdelfoi. e;grayan toi/j maqhtai/j
avpode,xasqai auvto,n( o]j parageno,menoj suneba,leto polu. toi/j pepisteuko,sin dia. th/j ca,ritoj\
And when he was disposed to pass into Achaia, the brethren wrote, exhorting the disciples to receive him: who,
when he was come, helped them much which had believed through grace:
他想要往亞該亞去；弟兄們就勉勵他，並寫信請門徒接待他；〔或作弟兄們就寫信勸門徒接待他〕他到了那裏，

多幫助那蒙恩信主的人；

從屬(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諮商決意了的 然而也 從屬(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橫過穿越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亞該亞，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促進鼓勵了的 (他們)那些 (他們)弟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刻寫記載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門徒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全心接納領受 到於(他)同一者； (他)這個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來到旁邊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投擲在一起 到於(它)許多的 在對(他們)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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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他們)現在已經置信信託了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恩典惠意；

徒 18:28 euvto,nwj ga.r toi/j VIoudai,oij diakathle,gceto dhmosi,a| evpideiknu.j dia. tw/n grafw/n ei=nai to.n Cristo.n
VIhsou/nÅ
For he mightily convinced the Jews, and that publickly, shewing by the scriptures that Jesus was Christ.
在眾人面前極有能力，駁倒猶太人，引聖經證明耶穌是基督。

強有力地 因為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猶太人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徹底駁倒 在對(她)公共的，

(他)現正持續在上面顯示展現了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經文 現要去持續是 到於(他)那

到於(他)基督 到於(他)耶穌。

徒 19:1 VEge,neto de. evn tw/| to.n VApollw/ ei=nai evn Kori,nqw| Pau/lon dielqo,nta ta. avnwterika. me,rh ÎkatÐelqei/n
eivj :Efeson kai. eùrei/n tinaj maqhta.j
And it came to pass, that, while Apollos was at Corinth, Paul having passed through the upper coasts came to
Ephesus: and finding certain disciples,
亞波羅在哥林多的時候，保羅經過了上邊一帶地方，就來到以弗所；在那裏遇見幾個門徒；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然而也 在內 在對(它)那 到於(他)那 到於(他)亞波羅 現要去持續是 在內

在對(她)哥林多， 到於(他)保羅 到於(他)那時(也是)橫過穿越了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屬更上頭的

到於(它們)部分 那時(也是)要去向下到來前往 [或=那時(也是)要去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她)以弗所，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找到尋見 到於(他們)任何什麼 到於(他們)門徒；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然而也 在內 在對(它)那 到於(他)那 到於(他)亞波羅 現要去持續是 在內

在對(她)哥林多， 到於(他)保羅 到於(他)那時(也是)橫過穿越了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屬更上頭的

到於(它們)部分 那時(也是)要去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她)以弗所； 並且 (他)那時(也是)找到尋見了的

到於(他們)任何什麼 到於(他們)門徒，
[經文變異WH]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然而也 在內 在對(它)那 到於(他)那 到於(他)亞波羅 現要去持續是 在內

在對(她)哥林多， 到於(他)保羅 到於(他)那時(也是)橫過穿越了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屬更上頭的

到於(它們)部分 那時(也是)要去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她)以弗所，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找到尋見

到於(他們)任何什麼 到於(他們)門徒；

徒 19:2 ei=pe,n te pro.j auvtou,j( Eiv pneu/ma a[gion evla,bete pisteu,santejÈ oi` de. pro.j auvto,n( VAllV ouvdV eiv pneu/ma
a[gion e;stin hvkou,samenÅ
He said unto them, Have ye received the Holy Ghost since ye believed? And they said unto him, We have not
so much as heard whether there be any Holy Ghost.
問他們說：你們信的時候，受了聖靈沒有。他們回答說：沒有，也未曾聽見有聖靈賜下來。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並/又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若是 到於(它)靈/風 到於(它)聖的

你們那時(也是)拿取 (他們)那時(也是)置信信託了的？ (他們)那些 然而也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但乃是

然而也不是地 若是 (它)靈/風 (它)聖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我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若是 到於(它)靈/風 到於(它)聖的

你們那時(也是)拿取 (他們)那時(也是)置信信託了的？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但乃是 然而也不是地 若是 (它)靈/風 (它)聖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我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徒 19:3 ei=pe,n te( Eivj ti, ou=n evbapti,sqhteÈ oì de. ei=pan( Eivj to. VIwa,nnou ba,ptismaÅ
And he said unto them, Unto what then were ye baptized? And they said, Unto John's baptism.
保羅說：這樣，你們受的是甚麼洗呢。他們說：是約翰的洗。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並/又， 向內進入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這樣 你們那時(也是)被浸洗？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從屬(他)約翰 到於(它)浸洗之禮。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並/又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這樣

你們那時(也是)被浸洗？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從屬(他)約翰

到於(它)浸洗之禮。

徒 19:4 ei=pen de. Pau/loj( VIwa,nnhj evba,ptisen ba,ptisma metanoi,aj tw/| law/| le,gwn eivj to.n evrco,menon metV auvto.n
i[na pisteu,swsin( tou/tV e;stin eivj to.n VIhsou/nÅ
Then said Paul, John verily baptized with the baptism of repentance, saying unto the people, that they shou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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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ieve on him which should come after him, that is, on Christ Jesus.
保羅說：約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訴百姓，當信那在他以後要來的，就是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他)保羅， (他)約翰 他/她/它那時(也是)浸洗 到於(它)浸洗之禮

從屬(她)轉悟悔改， 在對(他)那 在對(他)人民百姓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他)同一者 為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置信信託，

(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他)保羅， (他)約翰 的確 他/她/它那時(也是)浸洗 到於(它)浸洗之禮

從屬(她)轉悟悔改， 在對(他)那 在對(他)人民百姓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他)同一者 為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置信信託，

(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基督 到於(他)耶穌。

徒 19:5 avkou,santej de. evbapti,sqhsan eivj to. o;noma tou/ kuri,ou VIhsou/(
When they heard this, they were baptized in the name of the Lord Jesus.
他們聽見這話，就奉主耶穌的名受洗。

(他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浸洗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名字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他)耶穌；

徒 19:6 kai. evpiqe,ntoj auvtoi/j tou/ Pau,lou Îta.jÐ cei/raj h=lqe to. pneu/ma to. a[gion evpV auvtou,j( evla,loun te
glw,ssaij kai. evprofh,teuonÅ
And when Paul had laid his hands upon them, the Holy Ghost came on them; and they spake with tongues, and
prophesied.
保羅按手在他們頭上，聖靈便降在他們身上；他們就說方言，又說預言。〔或作又講道〕

並且 從屬(他)那時(也是)置放擺設在上面了的 在對(他們)同一者 從屬(他)那 從屬(他)保羅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手，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它)那 (它)靈/風 (它)那 (它)聖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發言講說 並/又 在對(她們)舌頭/語言，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行在前面宣稱傳講。
[經文變異WH]

並且 從屬(他)那時(也是)置放擺設在上面了的 在對(他們)同一者 從屬(他)那 從屬(他)保羅 到於(她們)手，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它)那 (它)靈/風 (它)那 (它)聖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發言講說 並/又 在對(她們)舌頭/語言，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行在前面宣稱傳講。

徒 19:7 h=san de. oi` pa,ntej a;ndrej ws̀ei. dw,dekaÅ
And all the men were about twelve.
一共約有十二個人。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他們)那些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男人/丈夫 正如好像地 (他們)十二個。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他們)那些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男人/丈夫 正如好像地 (他們)十二個[同#1427]。

徒 19:8 Eivselqw.n de. eivj th.n sunagwgh.n evparrhsia,zeto evpi. mh/naj trei/j dialego,menoj kai. pei,qwn Îta.Ð peri. th/j
basilei,aj tou/ qeou/Å
And he went into the synagogue, and spake boldly for the space of three months, disputing and persuading the
things concerning the kingdom of God.
保羅進會堂，放膽講道，一連三個月，辯論神國的事，勸化眾人。

(他)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了的 然而也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會堂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使有放膽公開直言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月 到於(他們)三個，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論述辯解了的 並且 (他)現正持續勸信說服了的 到於(它們)那些 <在周圍>關於 從屬(她)那

從屬(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經文變異WH]

(他)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了的 然而也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會堂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使有放膽公開直言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月 到於(他們)三個，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論述辯解了的 並且 (他)現正持續勸信說服了的 <在周圍>關於 從屬(她)那 從屬(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徒 19:9 wj̀ de, tinej evsklhru,nonto kai. hvpei,qoun kakologou/ntej th.n òdo.n evnw,pion tou/ plh,qouj( avposta.j avpV
auvtw/n avfw,risen tou.j maqhta.j kaqV h̀me,ran dialego,menoj evn th/| scolh/| Tura,nnouÅ
But when divers were hardened, and believed not, but spake evil of that way before the multitude, he departed
from them, and separated the disciples, disputing daily in the school of one Tyrannus.
後來有些人，心裏剛硬不信，在眾人面前毀謗這道，保羅就離開他們，也叫門徒與他們分離，便在推喇奴的學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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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辯論。

正如地 然而也 (他們)任何什麼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被促成剛硬艱澀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成頑固不信，

(他們)現正持續辱罵譭謗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道路途徑 在面前地 從屬(它)那 從屬(它)聚滿大群，

(他)那時(也是)從那裏站開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界定分開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門徒，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日子/白日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論述辯解了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學校 從屬(他)推喇奴。
[經文變異RT]

正如地 然而也 (他們)任何什麼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被促成剛硬艱澀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成頑固不信，

(他們)現正持續辱罵譭謗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道路途徑 在面前地 從屬(它)那 從屬(它)聚滿大群，

(他)那時(也是)從那裏站開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界定分開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門徒，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日子/白日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論述辯解了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學校 從屬(他)推喇奴 從屬(他)任何什麼。

徒 19:10 tou/to de. evge,neto evpi. e;th du,o( w[ste pa,ntaj tou.j katoikou/ntaj th.n VAsi,an avkou/sai to.n lo,gon tou/
kuri,ou( VIoudai,ouj te kai. {EllhnajÅ
And this continued by the space of two years; so that all they which dwelt in Asia heard the word of the Lord
Jesus, both Jews and Greeks.
這樣有兩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亞西亞的，無論是猶太人，是希利尼人，都聽見主的道。

(它)那同一者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們)年 到於(它們)二個/兩個； 以致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定居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亞細亞

那時(也是)要去聲聞耳聽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到於(他們)猶太人的

並/又 並且 到於(他們)希利尼人。
[經文變異RT]

(它)那同一者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們)年 到於(它們)二個/兩個； 以致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定居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亞細亞

那時(也是)要去聲聞耳聽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他)耶穌，

到於(他們)猶太人的 並/又 並且 到於(他們)希利尼人。

徒 19:11 Duna,meij te ouv ta.j tucou,saj ò qeo.j evpoi,ei dia. tw/n ceirw/n Pau,lou(
And God wrought special miracles by the hands of Paul:
神藉保羅的手，行了些非常的奇事；

到於(她們)能力權能 並/又 不是/不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那時(也是)巧遇得著了的 (他)那 (他)神

他/她/它當時持續行出作成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手 從屬(他)保羅；
[經文變異RT]

到於(她們)能力權能 並/又 不是/不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那時(也是)巧遇得著了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行出作成

(他)那 (他)神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手 從屬(他)保羅；

徒 19:12 w[ste kai. evpi. tou.j avsqenou/ntaj avpofe,resqai avpo. tou/ crwto.j auvtou/ souda,ria h' simiki,nqia kai.
avpalla,ssesqai avpV auvtw/n ta.j no,souj( ta, te pneu,mata ta. ponhra. evkporeu,esqaiÅ
So that from his body were brought unto the sick handkerchiefs or aprons, and the diseases departed from
them, and the evil spirits went out of them.
甚至有人從保羅身上拿手巾，或圍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惡鬼也出去了。

以致 並且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成軟弱無力了的 現要去持續被從那裏負載攜帶離開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體表皮膚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它們)手帕 甚或/或而 到於(它們)遮布圍裙， 並且

現要去持續被從那裏改換離開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同一者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疾病， 到於(它們)那些 並/又

到於(它們)靈/風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惡的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向外行去。
[經文變異RT]

以致 並且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成軟弱無力了的 現要去持續被負載攜帶在上面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體表皮膚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它們)手帕 甚或/或而 到於(它們)遮布圍裙， 並且

現要去持續被從那裏改換離開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同一者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疾病， 到於(它們)那些 並/又

到於(它們)靈/風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惡的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同一者。

徒 19:13 evpecei,rhsan de, tinej kai. tw/n periercome,nwn VIoudai,wn evxorkistw/n ovnoma,zein evpi. tou.j e;contaj ta.
pneu,mata ta. ponhra. to. o;noma tou/ kuri,ou VIhsou/ le,gontej( ~Orki,zw ùma/j to.n VIhsou/n o]n Pau/loj khru,sseiÅ
Then certain of the vagabond Jews, exorcists, took upon them to call over them which had evil spirits the name
of the Lord Jesus, saying, We adjure you by Jesus whom Paul preacheth.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  簡易閲讀版  883

883

那時，有幾個遊行各處，念咒趕鬼的猶太人，向那被惡鬼附的人，擅自稱主耶穌的名，說：我奉保羅所傳的耶穌

，敕令你們出來。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著手試圖 然而也 (他們)任何什麼 並且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四圍到來前往了的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從屬(他們)趕鬼驅魔者 現要去持續題名稱呼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靈/風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惡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名字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他)耶穌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我現在持續使有誓言制約 到於你們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到於(他)這個 (他)保羅 他/她/它現在持續傳達宣講。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著手試圖 然而也 (他們)任何什麼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四圍到來前往了的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從屬(他們)趕鬼驅魔者 現要去持續題名稱呼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靈/風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惡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名字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他)耶穌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我們現在持續使有誓言制約 到於你們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到於(他)這個 (他)那 (他)保羅

他/她/它現在持續傳達宣講。

徒 19:14 h=san de, tinoj Skeua/ VIoudai,ou avrciere,wj ep̀ta. uiòi. tou/to poiou/ntejÅ
And there were seven sons of one Sceva, a Jew, and chief of the priests, which did so.
作這事的，有猶太祭司長士基瓦的七個兒子。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從屬(他)任何什麼 從屬(他)士基瓦 從屬(他)猶太人的 從屬(他)大祭司 (他們)七個

(他們)兒子 到於(它)那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行出作成了的。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他們)任何什麼 (他們)兒子 從屬(他)士基瓦 從屬(他)猶太人的 從屬(他)大祭司

(他們)七個 (他們)那些 到於(它)那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行出作成了的。

徒 19:15 avpokriqe.n de. to. pneu/ma to. ponhro.n ei=pen auvtoi/j( To.n Îme.nÐ VIhsou/n ginw,skw kai. to.n Pau/lon
evpi,stamai( ùmei/j de. ti,nej evste,È
And the evil spirit answered and said, Jesus I know, and Paul I know; but who are ye?
惡鬼回答他們說：耶穌我認識，保羅我也知道；你們卻是誰呢。

(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然而也 (它)那 (它)靈/風 (它)那 (它)惡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那 的確 到於(他)耶穌 我現在持續認識知道，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保羅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心思通曉； 你們 然而也 (他們)任何什麼呢 你們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然而也 (它)那 (它)靈/風 (它)那 (它)惡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我現在持續認識知道，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保羅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心思通曉； 你們 然而也

(他們)任何什麼呢 你們現在持續是？

徒 19:16 kai. evfalo,menoj ò a;nqrwpoj evpV auvtou.j evn w-| h=n to. pneu/ma to. ponhro,n( katakurieu,saj avmfote,rwn
i;scusen katV auvtw/n w[ste gumnou.j kai. tetraumatisme,nouj evkfugei/n evk tou/ oi;kou evkei,nouÅ
And the man in whom the evil spirit was leaped on them, and overcame them, and prevailed against them, so
that they fled out of that house naked and wounded.
惡鬼所附的人，就跳在他們身上，勝了其中二人，制伏他們，叫他們赤著身子受了傷，從那房子裏逃出去了。

並且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踴跳在上面了的 (他)那 (他)人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同一者， 在內 在對(他)這個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它)那 (它)靈/風 (它)那 (它)惡的， (他)那時(也是)向下行主持支配了的 從屬(他們)兩方面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有強壯大力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以致 到於(他們)赤身裸露的 並且

到於(他們)現在已經被使有創傷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向外逃離走避出來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住處家室

從屬(他)在那裏的那個。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踴跳在上面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人 在內 在對(他)這個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它)那 (它)靈/風 (它)那 (它)惡的， 並且 (他)那時(也是)向下行主持支配了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有強壯大力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以致 到於(他們)赤身裸露的 並且

到於(他們)現在已經被使有創傷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向外逃離走避出來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住處家室

從屬(他)在那裏的那個。

徒 19:17 tou/to de. evge,neto gnwsto.n pa/sin VIoudai,oij te kai. {Ellhsin toi/j katoikou/sin th.n :Efeson kai.
evpe,pesen fo,boj evpi. pa,ntaj auvtou.j kai. evmegalu,neto to. o;noma tou/ kuri,ou VIhsou/Å
And this was known to all the Jews and Greeks also dwelling at Ephesus; and fear fell on them all, and the
name of the Lord Jesus was magn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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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住在以弗所的，無論是猶太人，是希利尼人，都知道這事，也都懼怕，主耶穌的名從此就尊大了。

(它)那同一者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它)乃認識知道的 在對(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們)猶太人的 並/又 並且 在對(他們)希利尼人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定居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以弗所；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落在其上 (他)畏懼害怕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被看重加大 (它)那 (它)名字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他)耶穌。

徒 19:18 polloi, te tw/n pepisteuko,twn h;rconto evxomologou,menoi kai. avnagge,llontej ta.j pra,xeij auvtw/nÅ
And many that believed came, and confessed, and shewed their deeds.
那已經信的，多有人來承認訴說自己所行的事。

(他們)許多的 並/又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在已經置信信託了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公開完全同意承認了的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向上報信通告了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實施行使 從屬(他們)同一者。

徒 19:19 ik̀anoi. de. tw/n ta. peri,erga praxa,ntwn sunene,gkantej ta.j bi,blouj kate,kaion evnw,pion pa,ntwn( kai.
suneyh,fisan ta.j tima.j auvtw/n kai. eu-ron avrguri,ou muria,daj pe,nteÅ
Many of them also which used curious arts brought their books together, and burned them before all men: and
they counted the price of them, and found it fifty thousand pieces of silver.
平素行邪術的，也有許多人把書拿來，堆積在眾人面前焚燒；他們算計書價，便知道共合五萬塊錢。

(他們)達到足夠的 然而也 從屬(他們)那些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偏邪不務正業的

從屬(他們)那時(也是)實施行使了的 (他們)那時(也是)一起負載攜帶/輕省有益了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書卷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焚燒燒毀 在面前地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共同用小圓石估算審斷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珍貴價值 從屬(她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找到尋見 從屬(它)銀錢

到於(她們)一萬 到於(她們)五個。

徒 19:20 Ou[twj kata. kra,toj tou/ kuri,ou ò lo,goj hu;xanen kai. i;scuenÅ
So mightily grew the word of God and prevailed.
主的道大大興旺而且得勝，就是這樣。

那同一樣式地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魄力權勢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他)那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他/她/它當時持續成長變大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有強壯大力。
[經文變異RT]

那同一樣式地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魄力權勢 (他)那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他/她/它當時持續成長變大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有強壯大力。

徒 19:21 ~Wj de. evplhrw,qh tau/ta( e;qeto ò Pau/loj evn tw/| pneu,mati dielqw.n th.n Makedoni,an kai. VAcai<an
poreu,esqai eivj ~Ieroso,luma eivpw.n o[ti Meta. to. gene,sqai me evkei/ dei/ me kai. ~Rw,mhn ivdei/nÅ
After these things were ended, Paul purposed in the spirit, when he had passed through Macedonia and Achaia,
to go to Jerusalem, saying, After I have been there, I must also see Rome.
這些事完了，保羅心裏定意，經過了馬其頓亞該亞，就往耶路撒冷去，又說：我到了那裏以後，也必須往羅馬去

看看。

正如地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促使成充滿添足 (它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置放擺設 (他)那

(他)保羅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靈/風， (他)那時(也是)橫過穿越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馬其頓 並且

到於(她)亞該亞，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路撒冷， (他)那時(也是)發話言說了的， 是這樣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生發成為 到於我 在那裏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到於我 並且 到於(她)羅馬 那時(也是)要去看見察覺。
[經文變異RT]

正如地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促使成充滿添足 (它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置放擺設 (他)那

(他)保羅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靈/風， (他)那時(也是)橫過穿越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馬其頓 並且

到於(她)亞該亞，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陸撒冷， (他)那時(也是)發話言說了的， 是這樣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生發成為 到於我 在那裏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到於我 並且 到於(她)羅馬 那時(也是)要去看見察覺。

徒 19:22 avpostei,laj de. eivj th.n Makedoni,an du,o tw/n diakonou,ntwn auvtw/|( Timo,qeon kai. :Eraston( auvto.j
evpe,scen cro,non eivj th.n VAsi,anÅ
So he sent into Macedonia two of them that ministered unto him, Timotheus and Erastus; but he himself stayed
in Asia for a season.
於是從幫助他的人中，打發提摩太以拉都二人，往馬其頓去；自己暫時等在亞西亞。

(他)那時(也是)分派差遣了的 然而也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馬其頓 到於(他們)二個/兩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行服事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他)提摩太 並且 到於(他)以拉都， (他)同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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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那時(也是)關注留意 到於(他)時段期間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亞細亞。

徒 19:23 VEge,neto de. kata. to.n kairo.n evkei/non ta,racoj ouvk ovli,goj peri. th/j òdou/Å
And the same time there arose no small stir about that way.
那時，因為這道起的擾亂不小。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然而也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那 到於(他)場合時節 到於(他)在那裏的那個

(他)攪動擾亂之況 不是/不 (他)些微少許的 <在周圍>關於 從屬(她)那 從屬(她)道路途徑。

徒 19:24 Dhmh,trioj ga,r tij ovno,mati( avrguroko,poj( poiw/n naou.j avrgurou/j VArte,midoj parei,ceto toi/j tecni,taij
ouvk ovli,ghn evrgasi,an(
For a certain man named Demetrius, a silversmith, which made silver shrines for Diana, brought no small gain
unto the craftsmen;
有一個銀匠，名叫底米丟，是製造亞底米神銀龕的，他使這樣手藝人生意發達。

(他)低米丟 因為 (他)任何什麼 在對(它)名字 (他)銀匠 (他)現正持續行出作成了的 到於(他們)殿宇 到於(他們)白銀的

從屬(她)亞底米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展示提供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工藝師 不是/不 到於(她)些微少許的

到於(她)工作效益；
[經文變異RT]

(他)低米丟 因為 (他)任何什麼 在對(它)名字 (他)銀匠 (他)現正持續行出作成了的 到於(他們)殿宇 到於(他們)白銀的

從屬(她)亞底米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展示提供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工藝師 到於(她)工作效益 不是/不

到於(她)些微少許的；

徒 19:25 ou]j sunaqroi,saj kai. tou.j peri. ta. toiau/ta evrga,taj ei=pen( :Andrej( evpi,stasqe o[ti evk tau,thj th/j
evrgasi,aj h̀ euvpori,a hm̀i/n evstin
Whom he called together with the workmen of like occupation, and said, Sirs, ye know that by this craft we have
our wealth.
他聚集他們和同行的工人，說：眾位，你們知道我們是倚靠這生意發財。

到於(他們)這些個 (他)那時(也是)共同會集聚合了的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在周圍>在周圍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那種樣 到於(他們)工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阿,(他們)男人/丈夫，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心思通曉， 是這樣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同一者 從屬(她)那 從屬(她)工作效益 (她)那

(她)通順興隆 在對我們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到於(他們)這些個 (他)那時(也是)共同會集聚合了的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在周圍>在周圍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那種樣 到於(他們)工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阿,(他們)男人/丈夫，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心思通曉， 是這樣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同一者 從屬(她)那 從屬(她)工作效益 (她)那

(她)通順興隆 從屬我們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徒 19:26 kai. qewrei/te kai. avkou,ete o[ti ouv mo,non VEfe,sou avlla. scedo.n pa,shj th/j VAsi,aj ò Pau/loj ou-toj
pei,saj mete,sthsen ìkano.n o;clon le,gwn o[ti ouvk eivsi.n qeoi. oi` dia. ceirw/n gino,menoiÅ
Moreover ye see and hear, that not alone at Ephesus, but almost throughout all Asia, this Paul hath persuaded
and turned away much people, saying that they be no gods, which are made with hands:
這保羅不但在以弗所，也幾乎在亞西亞全地，引誘迷惑許多人，說：人手所作的不是神；這是你們所看見所聽見

的；

並且 你們現在持續行定睛觀看 並且 你們現在持續聲聞耳聽， 是這樣 不是/不 僅有單獨地 從屬(她)以弗所，

但乃是 幾乎地 從屬(她)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亞細亞， (他)那 (他)保羅 (他)那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勸信說服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轉移遷動 到於(他)達到足夠的 到於(他)群眾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是這樣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神 (他們)那些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們)手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了的。

徒 19:27 ouv mo,non de. tou/to kinduneu,ei h̀mi/n to. me,roj eivj avpelegmo.n evlqei/n avlla. kai. to. th/j mega,lhj qea/j
VArte,midoj ièro.n eivj ouvqe.n logisqh/nai( me,llein te kai. kaqairei/sqai th/j megaleio,thtoj auvth/j h]n o[lh h` VAsi,a
kai. h` oivkoume,nh se,betaiÅ
So that not only this our craft is in danger to be set at nought; but also that the temple of the great goddess
Diana should be despised, and her magnificence should be destroyed, whom all Asia and the world
worshippeth.
這樣，不獨我們這事業，被人藐視，就是大女神亞底米的廟，也要被人輕忽，連亞西亞全地，和普天下，所敬拜

的大女神之威榮，也要銷滅了。

不是/不 僅有單獨地 然而也 到於(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經歷危險 在對我們 到於(它)那 到於(它)部分

向內進入 到於(他)責難輕蔑 那時(也是)要去到來前往， 但乃是 並且 到於(它)那 從屬(她)那 從屬(她)極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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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屬(她)女神 從屬(她)亞底米 到於(它)聖殿 向內進入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那時(也是)要去被估算，

現要去持續準備快要 並/又 並且 現要去持續被拆開卸下 從屬(她)那 從屬(她)威榮偉大 從屬(她)同一者，

到於(她)這個 (她)整個全部的 (她)那 (她)亞細亞 並且 (她)那 (她)全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尊崇敬愛。
[經文變異RT]

不是/不 僅有單獨地 然而也 到於(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經歷危險 在對我們 到於(它)那 到於(它)部分

向內進入 到於(他)責難輕蔑 那時(也是)要去到來前往， 但乃是 並且 到於(它)那 從屬(她)那 從屬(她)極大的

從屬(她)女神 從屬(她)亞底米 到於(它)聖殿 向內進入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那時(也是)要去被估算，

現要去持續準備快要 並/又 並且 現要去持續被拆開卸下 到於(她)那 到於(她)威榮偉大 從屬(她)同一者，

到於(她)這個 (她)整個全部的 (她)那 (她)亞細亞 並且 (她)那 (她)全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尊崇敬愛。
[經文變異MT]

不是/不 僅有單獨地 然而也 到於(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經歷危險 在對我們 到於(它)那 到於(它)部分

向內進入 到於(他)責難輕蔑 那時(也是)要去到來前往， 但乃是 並且 到於(它)那 從屬(她)那 從屬(她)極大的

從屬(她)女神 到於(它)聖殿 從屬(她)亞底米 向內進入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那時(也是)要去被估算，

現要去持續準備快要 然而也 並且 現要去持續被拆開卸下 到於(她)那 到於(她)威榮偉大 從屬(她)同一者，

到於(她)這個 (她)整個全部的 (她)那 (她)亞細亞 並且 (她)那 (她)全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尊崇敬愛。

徒 19:28 VAkou,santej de. kai. geno,menoi plh,reij qumou/ e;krazon le,gontej( Mega,lh h` :Artemij VEfesi,wnÅ
And when they heard these sayings, they were full of wrath, and cried out, saying, Great is Diana of the
Ephesians.
眾人聽見，就怒氣填胸，喊著說：大哉以弗所人的亞底米阿。

(他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然而也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他們)充滿添足的 從屬(他)熾熱憤恨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嘶聲吶喊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她)極大的 (她)那 (她)亞底米 從屬(他們)以弗所人的。

徒 19:29 kai. evplh,sqh h` po,lij th/j sugcu,sewj( w[rmhsa,n te òmoqumado.n eivj to. qe,atron sunarpa,santej Ga,i?on
kai. VAri,starcon Makedo,naj( sunekdh,mouj Pau,louÅ
And the whole city was filled with confusion: and having caught Gaius and Aristarchus, men of Macedonia,
Paul's companions in travel, they rushed with one accord into the theatre.
滿城都轟動起來；眾人拿住與保羅同行的馬其頓人該猶，和亞里達古，齊心擁進戲園裏去。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充滿添足 (她)那 (她)城邑 從屬(她)那 從屬(她)摻混困惑；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有暴發啟動

並/又 同心一致地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戲劇場， (他們)那時(也是)完全強奪拿住了的 到於(他)該猶 並且

到於(他)亞里達古， 到於(他們)馬其頓人 到於(他們)共同出到國外之人 從屬(他)保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充滿添足 (她)那 (她)城邑 (她)整個全部的 從屬(她)摻混困惑；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有暴發啟動 並/又 同心一致地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戲劇場，

(他們)那時(也是)完全強奪拿住了的 到於(他)該猶 並且 到於(他)亞里達古， 到於(他們)馬其頓人

到於(他們)共同出到國外之人 從屬(他)那 從屬(他)保羅。

徒 19:30 Pau,lou de. boulome,nou eivselqei/n eivj to.n dh/mon ouvk ei;wn auvto.n oi` maqhtai,\
And when Paul would have entered in unto the people, the disciples suffered him not.
保羅想要進去，到百姓那裏，門徒卻不許他去。

從屬(他)保羅 然而也 從屬(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諮商決意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公眾同胞， 不是/不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容許任由 到於(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經文變異RT]

從屬(他)那 然而也 從屬(他)保羅 從屬(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諮商決意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公眾同胞， 不是/不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容許任由 到於(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門徒；

徒 19:31 tine.j de. kai. tw/n VAsiarcw/n( o;ntej auvtw/| fi,loi( pe,myantej pro.j auvto.n pareka,loun mh. dou/nai èauto.n
eivj to. qe,atronÅ
And certain of the chief of Asia, which were his friends, sent unto him, desiring him that he would not adventure
himself into the theatre.
還有亞西亞幾位首領，是保羅的朋友，打發人來勸他，不要冒險到戲園裏去。

(他們)任何什麼 然而也 並且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亞細亞的首長， (他們)現正持續是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他們)朋友， (他們)那時(也是)差送打發了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勸勉請求

不會/不要 那時(也是)要去給與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戲劇場。

徒 19:32 a;lloi me.n ou=n a;llo ti e;krazon\ h=n ga.r h` evkklhsi,a sugkecume,nh kai. oi` plei,ouj ouvk h;|deisan ti,noj
e[neka sunelhlu,qeisanÅ
Some therefore cried one thing, and some another: for the assembly was confused; and the more part knew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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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fore they were come together.
聚集的人，紛紛亂亂，有喊叫這個的，有喊叫那個的，大半不知道是為甚麼聚集。

(他們)另外不同的 的確 這樣 到於(它)另外不同的 到於(它)任何什麼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嘶聲吶喊；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因為 (她)那 (她)傳召 (她)現在已經被摻混困惑了的；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更多的 不是/不

他/她/它們當時已經看見察覺 從屬(它)任何什麼呢 由于為此地 他/她/它們當時已經共同到來前往。

徒 19:33 evk de. tou/ o;clou sunebi,basan VAle,xandron( probalo,ntwn auvto.n tw/n VIoudai,wn\ ò de. VAle,xandroj
katasei,saj th.n cei/ra h;qelen avpologei/sqai tw/| dh,mw|Å
And they drew Alexander out of the multitude, the Jews putting him forward. And Alexander beckoned with the
hand, and would have made his defence unto the people.
有人把亞力山大從眾人中帶出來，猶太人推他往前，亞力山大就擺手，要向百姓分訴；

向外出來 然而也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群眾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敦促聯合一致 到於(他)亞力山大，

從屬(他們)那時(也是)投擲在前面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他)那 然而也

(他)亞力山大 (他)那時(也是)向下搖擺震動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手 他/她/它當時持續定意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以道理申辯分訴 在對(他)那 在對(他)公眾同胞。
[經文變異RT]

向外出來 然而也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群眾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敦促向前 到於(他)亞力山大，

從屬(他們)那時(也是)投擲在前面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他)那 然而也

(他)亞力山大 (他)那時(也是)向下搖擺震動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手 他/她/它當時持續定意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以道理申辯分訴 在對(他)那 在對(他)公眾同胞。
[經文變異Scrivener]

向外出來 然而也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群眾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敦促向前 到於(他)亞力山大，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投擲在前面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他)那 然而也

(他)亞力山大 (他)那時(也是)向下搖擺震動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手 他/她/它當時持續定意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以道理申辯分訴 在對(他)那 在對(他)公眾同胞。

徒 19:34 evpigno,ntej de. o[ti VIoudai/o,j evstin( fwnh. evge,neto mi,a evk pa,ntwn ẁj evpi. w[raj du,o krazo,ntwn( Mega,lh
h` :Artemij VEfesi,wnÅ
But when they knew that he was a Jew, all with one voice about the space of two hours cried out, Great is Diana
of the Ephesians.
只因他們認出他是猶太人，就大家同聲喊著說：大哉以弗所人的亞底米阿；如此約有兩小時。

(他們)那時(也是)清楚認識知道了的 然而也 是這樣 (他)猶太人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聲音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她)一個/第一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正如地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們)鐘點時刻 到於(她們)二個/兩個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嘶聲吶喊了的， (她)極大的 (她)那 (她)亞底米

從屬(他們)以弗所人的。
[經文變異RT]

從屬(他們)那時(也是)清楚認識知道了的 然而也 是這樣 (他)猶太人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聲音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她)一個/第一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正如地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們)鐘點時刻 到於(她們)二個/兩個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嘶聲吶喊了的， (她)極大的 (她)那 (她)亞底米

從屬(他們)以弗所人的。
[經文變異WH]

(他們)那時(也是)清楚認識知道了的 然而也 是這樣 (他)猶太人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聲音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她)一個/第一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正如好像地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們)鐘點時刻 到於(她們)二個/兩個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嘶聲吶喊了的， (她)極大的 (她)那 (她)亞底米

從屬(他們)以弗所人的。

徒 19:35 katastei,laj de. ò grammateu.j to.n o;clon fhsi,n( :Andrej VEfe,sioi( ti,j ga,r evstin avnqrw,pwn o]j ouv
ginw,skei th.n VEfesi,wn po,lin newko,ron ou=san th/j mega,lhj VArte,midoj kai. tou/ diopetou/jÈ
And when the townclerk had appeased the people, he said, Ye men of Ephesus, what man is there that knoweth
not how that the city of the Ephesians is a worshipper of the great goddess Diana, and of the image which fell
down from Jupiter?
那城裏的書記，安撫了眾人，就說：以弗所人哪，誰不知道以弗所人的城，是看守大亞底米的廟，和從丟斯那裏

落下來的像呢。

(他)那時(也是)平息安靖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書記文士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群眾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宣稱傳講，

阿,(他們)男人/丈夫 阿,(他們)以弗所人的， (他)任何什麼呢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從屬(他們)人 (他)這個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認識知道 到於(她)那 從屬(他們)以弗所人的 到於(她)城邑 到於(他)管理殿宇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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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於(她)現正持續是了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極大的 從屬(她)亞底米 並且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落下墜落的？
[經文變異RT]

(他)那時(也是)平息安靖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書記文士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群眾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宣稱傳講，

阿,(他們)男人/丈夫 阿,(他們)以弗所人的， (他)任何什麼呢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人 (他)這個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認識知道 到於(她)那 從屬(他們)以弗所人的 到於(她)城邑 到於(他)管理殿宇之人

到於(她)現正持續是了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極大的 從屬(她)女神 從屬(她)亞底米 並且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落下墜落的？
[經文變異WH]

(他)那時(也是)平息安靖了的 然而也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群眾 (他)那 (他)書記文士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宣稱傳講，

阿,(他們)男人/丈夫 阿,(他們)以弗所人的， (他)任何什麼呢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從屬(他們)人 (他)這個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認識知道 到於(她)那 從屬(他們)以弗所人的 到於(她)城邑 到於(他)管理殿宇之人

到於(她)現正持續是了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極大的 從屬(她)亞底米 並且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落下墜落的？

徒 19:36 avnantirrh,twn ou=n o;ntwn tou,twn de,on evsti.n ùma/j katestalme,nouj ùpa,rcein kai. mhde.n propete.j
pra,sseinÅ
Seeing then that these things cannot be spoken against, ye ought to be quiet, and to do nothing rashly.
這事既是駁不倒的，你們就當安靜，不可造次。

從屬(它們)無可置辯的 這樣 從屬(它們)現正持續是了的 從屬(它們)那同一者，

(它)現正持續成固定必須了的[非人稱用法]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到於你們 到於(他們)現在已經被平息安靖了的

現要去持續源屬具有， 並且 到於(它)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到於(它)莽撞鹵莽的 現要去持續實施行使。

徒 19:37 hvga,gete ga.r tou.j a;ndraj tou,touj ou;te ièrosu,louj ou;te blasfhmou/ntaj th.n qeo.n hm̀w/nÅ
For ye have brought hither these men, which are neither robbers of churches, nor yet blasphemers of your
goddess.
你們把這些人帶來，他們並沒有偷竊廟中之物，也沒有謗讟我們的女神。

你們那時(也是)帶領 因為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男人/丈夫 到於(他們)那同一者， 並不/又不

到於(他們)掠取聖殿的， 並不/又不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謗瀆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神 從屬我們。
[經文變異RT]

你們那時(也是)帶領 因為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男人/丈夫 到於(他們)那同一者， 並不/又不

到於(他們)掠取聖殿的， 並不/又不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謗瀆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女神 從屬你們。

徒 19:38 eiv me.n ou=n Dhmh,trioj kai. oi` su.n auvtw/| tecni/tai e;cousi pro,j tina lo,gon( avgorai/oi a;gontai kai.
avnqu,patoi, eivsin( evgkalei,twsan avllh,loijÅ
Wherefore if Demetrius, and the craftsmen which are with him, have a matter against any man, the law is open,
and there are deputies: let them implead one another.
若是底米丟和他同行的人，有控告人的事，自有放告的日子；〔或作自有公堂〕也有方伯，可以彼此對告。

若是 的確 這樣 (他)低米丟 並且 (他們)那些 共同一起 在對(他)同一者 (他們)工藝師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持有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任何什麼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她們)在集市廣場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被帶領，

並且 (他們)地方總督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她/它們現在就要持續控訴 在對(他們)彼此。
[經文變異RT]

若是 的確 這樣 (他)低米丟 並且 (他們)那些 共同一起 在對(他)同一者 (他們)工藝師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任何什麼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持有， (她們)在集市廣場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被帶領， 並且 (他們)地方總督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她/它們現在就要持續控訴

在對(他們)彼此。

徒 19:39 eiv de, ti peraite,rw evpizhtei/te( evn th/| evnno,mw| evkklhsi,a| evpiluqh,setaiÅ
But if ye inquire any thing concerning other matters, it shall be determined in a lawful assembly.
你們若問別的事，就可以照常例聚集斷定。

若是 然而也 到於(它)任何什麼 更於那邊地 你們現在持續在上面探索尋求，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在律法内的  

在對(她)傳召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解說講解。
[經文變異RT]

若是 然而也 到於(它)任何什麼 <在周圍>關於 從屬(它們)相異不同的 你們現在持續在上面探索尋求，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在律法内的  在對(她)傳召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解說講解。

徒 19:40 kai. ga.r kinduneu,omen evgkalei/sqai sta,sewj peri. th/j sh,meron( mhdeno.j aivti,ou ùpa,rcontoj peri. ou-
ÎouvÐ dunhso,meqa avpodou/nai lo,gon peri. th/j sustrofh/j tau,thjÅ
For we are in danger to be called in question for this day's uproar, there being no cause whereby we may give
an account of this con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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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擾亂，本是無緣無故，我們難免被查問；論到這樣聚眾，我們也說不出所以然來。

並且 因為 我們現在持續經歷危險 現要去持續被控訴 從屬(她)站定對立 <在周圍>關於 從屬(她)那 今日地，

從屬(它)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從屬(它)原因理由 從屬(它)現正持續源屬具有了的， <在周圍>關於 從屬(它)這個

不是/不 我們將要(持續)讓自己能夠可能 那時(也是)要去從那裏給與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在周圍>關於

從屬(她)那 從屬(她)糾集聚眾 從屬(她)那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因為 我們現在持續經歷危險 現要去持續被控訴 從屬(她)站定對立 <在周圍>關於 從屬(她)那 今日地，

從屬(它)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從屬(它)原因理由 從屬(它)現正持續源屬具有了的， <在周圍>關於 從屬(它)這個

我們將要(持續)讓自己能夠可能 那時(也是)要去從那裏給與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她)那 從屬(她)糾集聚眾

從屬(她)那同一者。

徒 19:41 kai. tau/ta eivpw.n avpe,lusen th.n evkklhsi,anÅ
And when he had thus spoken, he dismissed the assembly.
說了這話，便叫眾人散去。

並且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發話言說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打發離開 到於(她)那 到於(她)傳召。

徒 20:1 Meta. de. to. pau,sasqai to.n qo,rubon metapemya,menoj ò Pau/loj tou.j maqhta.j kai. parakale,saj(
avspasa,menoj evxh/lqen poreu,esqai eivj Makedoni,anÅ
And after the uproar was ceased, Paul called unto him the disciples, and embraced them, and departed for to go
into Macedonia.
亂定之後，保羅請門徒來，勸勉他們，就辭別起行，往馬其頓去。

<轉換其中>隨到後 然而也 到於(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停息休止 到於(他)那 到於(他)喧鬧滋擾，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傳喚差請了的 (他)那 (他)保羅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門徒 並且

(他)那時(也是)勸勉請求了的，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擁抱問安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向內進入 到於(她)馬其頓。
[經文變異RT]

<轉換其中>隨到後 然而也 到於(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停息休止 到於(他)那 到於(他)喧鬧滋擾，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在前面向著促請召喚了的 (他)那 (他)保羅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門徒 並且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擁抱問安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馬其頓。

徒 20:2 dielqw.n de. ta. me,rh evkei/na kai. parakale,saj auvtou.j lo,gw| pollw/| h=lqen eivj th.n ~Ella,da
And when he had gone over those parts, and had given them much exhortation, he came into Greece,
走遍了那一帶地方，用許多話勸勉門徒，〔或作眾人〕然後來到希臘；

(他)那時(也是)橫過穿越了的 然而也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部分 到於(它們)在那裏的那個 並且

(他)那時(也是)勸勉請求了的 到於(他們)同一者 在對(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在對(他)許多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希利尼；
[不同標點]

(他)那時(也是)橫過穿越了的 然而也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部分 到於(它們)在那裏的那個 並且

(他)那時(也是)勸勉請求了的 到於(他們)同一者 在對(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在對(他)許多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希利尼，

徒 20:3 poih,saj te mh/naj trei/j\ genome,nhj evpiboulh/j auvtw/| ùpo. tw/n VIoudai,wn me,llonti avna,gesqai eivj th.n
Suri,an( evge,neto gnw,mhj tou/ ùpostre,fein dia. Makedoni,ajÅ
And there abode three months. And when the Jews laid wait for him, as he was about to sail into Syria, he
purposed to return through Macedonia.
在那裏住了三個月，將要坐船往敘利亞去；猶太人設計要害他，他就定意從馬其頓回去。

(他)那時(也是)行出作成了的 並/又 到於(他們)月 到於(他們)三個， 從屬(她)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從屬(她)陰謀策劃 在對(他)同一者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在對(他)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的

現要去持續被向上帶領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敘利亞，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從屬(她)意見看法

從屬(它)那 現要去持續翻轉轉回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馬其頓。
[經文變異RT][不同標點]

(他)那時(也是)行出作成了的 並/又 到於(他們)月 到於(他們)三個。 從屬(她)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從屬(她)陰謀策劃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在對(他)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的

現要去持續被向上帶領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敘利亞，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她)意見看法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  簡易閲讀版  890

890

從屬(它)那 現要去持續翻轉轉回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馬其頓。

徒 20:4 sunei,peto de. auvtw/| Sw,patroj Pu,rrou Beroiai/oj( Qessalonike,wn de. VAri,starcoj kai. Sekou/ndoj( kai.
Ga,i?oj Derbai/oj kai. Timo,qeoj( VAsianoi. de. Tu,cikoj kai. Tro,fimojÅ
And there accompanied him into Asia Sopater of Berea; and of the Thessalonians, Aristarchus and Secundus;
and Gaius of Derbe, and Timotheus; and of Asia, Tychicus and Trophimus.
同他到亞西亞去的，有庇哩亞人畢羅斯的兒子所巴特，帖撒羅尼迦人亞里達古，和西公都，還有特庇人該猶，並

提摩太，又有亞西亞人推基古，和特羅非摩。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共同跟從伴隨 然而也 在對(他)同一者 (他)所巴特 從屬(他)火紅的/畢羅斯

(他)庇哩亞人的， 從屬(他們)帖撒羅尼迦人 然而也 (他)亞里達古 並且 (他)西公都， 並且 (他)該猶 (他)特庇人的

並且 (他)提摩太， (他們)亞細亞人 然而也 (他)推基古 並且 (他)特羅非摩。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共同跟從伴隨 然而也 在對(他)同一者 直至達到 從屬(她)那 從屬(她)亞細亞 (他)所巴特

(他)庇哩亞人的， 從屬(他們)帖撒羅尼迦人 然而也 (他)亞里達古 並且 (他)西公都， 並且 (他)該猶 (他)特庇人的

並且 (他)提摩太， (他們)亞細亞人 然而也 (他)推基古 並且 (他)特羅非摩。

徒 20:5 ou-toi de. proelqo,ntej e;menon h̀ma/j evn Trw|a,di(
These going before tarried for us at Troas.
這些人先走在特羅亞等候我們。

(他們)那同一者 然而也 (他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在前面了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停留持守 到於我們 在內

在對(她)特羅亞；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同一者 (他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在前面了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停留持守 到於我們 在內 在對(她)特羅亞；
[經文變異WH]

(他們)那同一者 然而也 (他們)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了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停留持守 到於我們 在內

在對(她)特羅亞；

徒 20:6 hm̀ei/j de. evxepleu,samen meta. ta.j hm̀e,raj tw/n avzu,mwn avpo. Fili,ppwn kai. h;lqomen pro.j auvtou.j eivj th.n
Trw|a,da a;cri h̀merw/n pe,nte( o[pou dietri,yamen hm̀e,raj èpta,Å
And we sailed away from Philippi after the days of unleavened bread, and came unto them to Troas in five days;
where we abode seven days.
過了除酵的日子，我們從腓立比開船，五天到了特羅亞，和他們相會，在那裏住了七天。

我們 然而也 我們那時(也是)航行出來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無酵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腓立比， 並且 我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特羅亞 直至達到 從屬(她們)日子/白日 從屬(她們)五個；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我們那時(也是)消磨停留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到於(她們)七個。
[經文變異RT][經文變異WH]

我們 然而也 我們那時(也是)航行出來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無酵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腓立比， 並且 我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特羅亞 直至達到 從屬(她們)日子/白日 從屬(她們)五個； 在這裏地

我們那時(也是)消磨停留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到於(她們)七個。

徒 20:7 VEn de. th/| mia/| tw/n sabba,twn sunhgme,nwn hm̀w/n kla,sai a;rton( ò Pau/loj diele,geto auvtoi/j me,llwn
evxie,nai th/| evpau,rion( pare,teine,n te to.n lo,gon me,cri mesonukti,ouÅ
And upon the first day of the week, when the disciples came together to break bread, Paul preached unto them,
ready to depart on the morrow; and continued his speech until midnight.
七日的第一日，我們聚會擘餅的時候，保羅因為要次日起行，就與他們講論，直講到半夜。

在內 然而也 在對(她)那 在對(她)一個/第一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安息， 從屬(他們)現在已經被聚集了的

從屬我們 那時(也是)要去折裂破開 到於(他)麵餅， (他)那 (他)保羅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論述辯解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的 現要去持續是向外促動挪移出來 在對(她)那 在次日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伸展延長 並/又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一直達到 從屬(它)半夜。
[經文變異RT]

在內 然而也 在對(她)那 在對(她)一個/第一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安息， 從屬(他們)現在已經被聚集了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門徒 從屬(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折裂破開 到於(他)麵餅， (他)那 (他)保羅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論述辯解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的 現要去持續是向外促動挪移出來

在對(她)那 在次日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伸展延長 並/又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一直達到

從屬(它)半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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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 20:8 h=san de. lampa,dej ìkanai. evn tw/| up̀erw,|w| ou- h=men sunhgme,noiÅ
And there were many lights in the upper chamber, where they were gathered together.
我們聚會的那座樓上，有好些燈燭。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她們)火燈/火把 (她們)達到足夠的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樓上房間， 在這裏地

我們當時持續是 (他們)現在已經被聚集了的。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她們)火燈/火把 (她們)達到足夠的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樓上房間， 在這裏地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他們)現在已經被聚集了的。

徒 20:9 kaqezo,menoj de, tij neani,aj ovno,mati Eu;tucoj evpi. th/j quri,doj( katafero,menoj u[pnw| baqei/ dialegome,nou
tou/ Pau,lou evpi. plei/on( katenecqei.j avpo. tou/ u[pnou e;pesen avpo. tou/ triste,gou ka,tw kai. h;rqh nekro,jÅ
And there sat in a window a certain young man named Eutychus, being fallen into a deep sleep: and as Paul
was long preaching, he sunk down with sleep, and fell down from the third loft, and was taken up dead.
有一個少年人，名叫猶推古，坐在窗臺上，困倦沉睡；保羅講了多時，少年人睡熟了，就從三層樓上掉下去；扶

起他來，已經死了。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定下來了的 然而也 (他)任何什麼 (他)年輕人[約25~40歲] 在對(它)名字 (他)猶推古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窗門口， (他)現正持續被向下負載攜帶了的 在對(他)睡眠 在對(他)深的；

從屬(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論述辯解了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保羅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更多的，

(他)那時(也是)被向下負載攜帶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睡眠 他/她/它那時(也是)落下墜落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那 從屬(它)三層樓之處 向下地，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提起 (他)死掉的。
[經文變異RT]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然而也 (他)任何什麼 (他)年輕人[約25~40歲] 在對(它)名字 (他)猶推古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窗門口， (他)現正持續被向下負載攜帶了的 在對(他)睡眠 在對(他)深的；

從屬(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論述辯解了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保羅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更多的，

(他)那時(也是)被向下負載攜帶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睡眠 他/她/它那時(也是)落下墜落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那 從屬(它)三層樓之處 向下地，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提起 (他)死掉的。

徒 20:10 kataba.j de. ò Pau/loj evpe,pesen auvtw/| kai. sumperilabw.n ei=pen( Mh. qorubei/sqe( h` ga.r yuch. auvtou/ evn
auvtw/| evstinÅ
And Paul went down, and fell on him, and embracing him said, Trouble not yourselves; for his life is in him.
保羅下去，伏在他身上，抱著他，說：你們不要發慌，他的靈魂還在身上。

(他)那時(也是)向下行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保羅 他/她/它那時(也是)落在其上 在對(他)同一者， 並且

(他)那時(也是)摟緊抱住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被有喧鬧滋擾； (她)那 因為

(她)生魂意念 從屬(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徒 20:11 avnaba.j de. kai. kla,saj to.n a;rton kai. geusa,menoj evfV ìkano,n te òmilh,saj a;cri auvgh/j( ou[twj evxh/lqenÅ
When he therefore was come up again, and had broken bread, and eaten, and talked a long while, even till
break of day, so he departed.
保羅又上去，擘餅，喫了，談論許久，直到天亮，這纔走了。

(他)那時(也是)向上行了的 然而也 並且 (他)那時(也是)折裂破開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麵餅 並且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品嘗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達到足夠的 並/又 (他)那時(也是)聯絡交通了的 直至達到

從屬(她)光芒， 那同一樣式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經文變異RT]

(他)那時(也是)向上行了的 然而也 並且 (他)那時(也是)折裂破開了的 到於(他)麵餅 並且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品嘗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達到足夠的 並/又 (他)那時(也是)聯絡交通了的 直至達到

從屬(她)光芒， 那同一樣式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徒 20:12 h;gagon de. to.n pai/da zw/nta kai. pareklh,qhsan ouv metri,wjÅ
And they brought the young man alive, and were not a little comforted.
有人把那童子活活的領來，得的安慰不小。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帶領 然而也 到於(他)那 到於(他)孩童/下屬 到於(他)現正持續活了的，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勸勉請求 不是/不 有限度地。

徒 20:13 ~Hmei/j de. proelqo,ntej evpi. to. ploi/on avnh,cqhmen evpi. th.n +Asson evkei/qen me,llontej avnalamba,nein to.n
Pau/lon\ ou[twj ga.r diatetagme,noj h=n me,llwn auvto.j pezeu,einÅ
And we went before to ship, and sailed unto Assos, there intending to take in Paul: for so had he appointed,
minding himself to go afoot.
我們先上船開往亞朔去，意思要在那裏接保羅；因為他是這樣安排的，他自己打算要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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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 然而也 (他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在前面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那 到於(它)船隻

我們那時(也是)被向上帶領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亞朔， 從那裏地 (他們)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的

現要去持續向上拿取 到於(他)那 到於(他)保羅； 那同一樣式地 因為 (他)現在已經讓自己制定定規了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的 (他)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走陸路。
[經文變異RT]

我們 然而也 (他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在前面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那 到於(它)船隻

我們那時(也是)被向上帶領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亞朔， 從那裏地 (他們)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的

現要去持續向上拿取 到於(他)那 到於(他)保羅； 那同一樣式地 因為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現在已經被制定定規了的
註1， (他)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的 (他)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走陸路。

註1：“(他)現在已經讓自己制定定規了的”文法上亦可以為“(他)現在已經被制定定規了的”。

[經文變異MT]

我們 然而也 (他們)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那 到於(它)船隻

我們那時(也是)被向上帶領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亞朔， 從那裏地 (他們)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的

現要去持續向上拿取 到於(他)那 到於(他)保羅； 那同一樣式地 因為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現在已經讓自己制定定規了的， (他)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的 (他)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走陸路。

徒 20:14 wj̀ de. sune,ballen hm̀i/n eivj th.n +Asson( avnalabo,ntej auvto.n h;lqomen eivj Mitulh,nhn(
And when he met with us at Assos, we took him in, and came to Mitylene.
他既在亞朔與我們相會，我們就接他上船，來到米推利尼。

正如地 然而也 他/她/它當時持續投擲在一起 在對我們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亞朔，

(他們)那時(也是)向上拿取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我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她)米推利尼；
[經文變異RT]

正如地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投擲在一起 在對我們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亞朔，

(他們)那時(也是)向上拿取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我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她)米推利尼；

徒 20:15 kavkei/qen avpopleu,santej th/| evpiou,sh| kathnth,samen a;ntikruj Ci,ou( th/| de. et̀e,ra| pareba,lomen eivj
Sa,mon( th/| de. evcome,nh| h;lqomen eivj Mi,lhtonÅ
And we sailed thence, and came the next day over against Chios; and the next day we arrived at Samos, and
tarried at Trogyllium; and the next day we came to Miletus.
從那裏開船，次日到了基阿的對面；又次日，在撒摩靠岸；又次日，來到米利都；

且從那裏地 (他們)那時(也是)航行離開了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現正持續是接著下來了的 我們那時(也是)行抵來到

相對面地 從屬(她)基阿； 在對(她)那 然而也 在對(她)相異不同的 我們那時(也是)投擲在旁邊 向內進入

到於(她)撒摩； 在對(她)那 然而也 在對(她)現正持續讓自己持有了的
註1

我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她)米利都。

註1：“在對(她)現正持續讓自己持有了的”文法上亦可以為“在對(她)現正持續被持有了的”。

[經文變異RT]

且從那裏地 (他們)那時(也是)航行離開了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現正持續是接著下來了的 我們那時(也是)行抵來到

相對面地 從屬(她)基阿； 在對(她)那 然而也 在對(她)相異不同的 我們那時(也是)投擲在旁邊 向內進入

到於(她)撒摩；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停留持守了的 在內 在對(它)特羅基利翁 在對(她)那

在對(她)現正持續讓自己持有了的 我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她)米利都。

徒 20:16 kekri,kei ga.r o` Pau/loj parapleu/sai th.n :Efeson( o[pwj mh. ge,nhtai auvtw/| cronotribh/sai evn th/| VAsi,a|\
e;speuden ga.r eiv dunato.n ei;h auvtw/| th.n h̀me,ran th/j penthkosth/j gene,sqai eivj ~Ieroso,lumaÅ
For Paul had determined to sail by Ephesus, because he would not spend the time in Asia: for he hasted, if it
were possible for him, to be at Jerusalem the day of Pentecost.
乃因保羅早已定意越過以弗所，免得在亞西亞耽延；他急忙前走，巴不得趕五旬節能到耶路撒冷。

他/她/它當時已經區別審斷 因為 (他)那 (他)保羅 那時(也是)要去航行越過 到於(她)那 到於(她)以弗所，

這怎樣如何地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對(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行磨損消耗時間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亞細亞； 他/她/它當時持續趕緊急切 因為， 若是 (它)乃能夠可能的

他/她/它現在可以持續是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她)那 到於(她)日子/白日 從屬(她)那 從屬(她)五旬節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生發成為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路撒冷。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區別審斷 因為 (他)那 (他)保羅 那時(也是)要去航行越過 到於(她)那 到於(她)以弗所，

這怎樣如何地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對(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行磨損消耗時間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亞細亞； 他/她/它當時持續趕緊急切 因為， 若是 (它)乃能夠可能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她)那 到於(她)日子/白日 從屬(她)那 從屬(她)五旬節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生發成為 向內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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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於(她)耶路撒冷。

徒 20:17 VApo. de. th/j Milh,tou pe,myaj eivj :Efeson metekale,sato tou.j presbute,rouj th/j evkklhsi,ajÅ
And from Miletus he sent to Ephesus, and called the elders of the church.
保羅從米利都打發人往以弗所去，請教會的長老來。

從那裏離開 然而也 從屬(她)那 從屬(她)米利都 (他)那時(也是)差送打發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以弗所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傳喚召請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更年長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傳召。

徒 20:18 wj̀ de. parege,nonto pro.j auvto.n ei=pen auvtoi/j( ~Umei/j evpi,stasqe( avpo. prw,thj hm̀e,raj avfV h-j evpe,bhn eivj
th.n VAsi,an( pw/j meqV ùmw/n to.n pa,nta cro,non evgeno,mhn(
And when they were come to him, he said unto them, Ye know, from the first day that I came into Asia, after
what manner I have been with you at all seasons,
他們來了，保羅就說：你們知道，自從我到亞西亞的日子以來，在你們中間始終為人如何，

正如地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來到旁邊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你們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心思通曉，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首先的 從屬(她)日子/白日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這個 我那時(也是)步上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亞細亞， 怎樣如何地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你們 到於(他)那 到於(他)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時段期間 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徒 20:19 douleu,wn tw/| kuri,w| meta. pa,shj tapeinofrosu,nhj kai. dakru,wn kai. peirasmw/n tw/n sumba,ntwn moi evn
tai/j evpiboulai/j tw/n VIoudai,wn(
Serving the Lord with all humility of mind, and with many tears, and temptations, which befell me by the lying in
wait of the Jews:
服事主凡事謙卑，眼中流淚，又因猶太人的謀害，經歷試煉。

(他)現正持續作奴僕了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主人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她)全然謙卑 並且

從屬(它們)眼淚 並且 從屬(他們)試探試煉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那時(也是)發生遭遇了的 在對我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陰謀策劃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經文變異RT]

(他)現正持續作奴僕了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主人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她)全然謙卑 並且

從屬(它們)許多的 從屬(它們)眼淚 並且 從屬(他們)試探試煉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那時(也是)發生遭遇了的 在對我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陰謀策劃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徒 20:20 wj̀ ouvde.n ùpesteila,mhn tw/n sumfero,ntwn tou/ mh. avnaggei/lai ùmi/n kai. dida,xai ùma/j dhmosi,a| kai. katV
oi;kouj(
And how I kept back nothing that was profitable unto you, but have shewed you, and have taught you publickly,
and from house to house,
你們也知道，凡與你們有益的，我沒有一樣避諱不說的；或在眾人面前，或在各人家裏，我都教導你們；

正如地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我那時(也是)讓自己退縮迴避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現正持續一起負載攜帶/輕省有益了的， 從屬(它)那 不會/不要 那時(也是)要去向上報信通告 在對你們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教導 到於你們 在對(她)公共的 並且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們)住處家室，

徒 20:21 diamarturo,menoj VIoudai,oij te kai. {Ellhsin th.n eivj qeo.n meta,noian kai. pi,stin eivj to.n ku,rion h̀mw/n
VIhsou/nÅ
Testifying both to the Jews, and also to the Greeks, repentance toward God, and faith toward our Lord Jesus
Christ.
又對猶太人，和希利尼人，證明當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穌基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誠摯地作見證了的 在對(他們)猶太人的 並/又 並且 在對(他們)希利尼人 到於(她)那 向內進入

到於(他)神 到於(她)轉悟悔改， 並且 到於(她)信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主人 從屬我們 到於(他)耶穌。
[經文變異RT]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誠摯地作見證了的 在對(他們)猶太人的 並/又 並且 在對(他們)希利尼人 到於(她)那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到於(她)轉悟悔改， 並且 到於(她)信 到於(她)那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主人 從屬我們

到於(他)耶穌 到於(他)基督。

徒 20:22 kai. nu/n ivdou. dedeme,noj evgw. tw/| pneu,mati poreu,omai eivj VIerousalh.m ta. evn auvth/| sunanth,sonta, moi mh.
eivdw,j(
And now, behold, I go bound in the spirit unto Jerusalem, not knowing the things that shall befall me there:
現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原文作心被捆綁〕不知道在那裏要遇見甚麼事；

並且 現在此時地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現在已經被拴綁了的 我 在對(它)那 在對(它)靈/風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陸撒冷， 到於(它們)那些 在內 在對(她)同一者

到於(它們)將要(持續)共同迎面相遇了的 在對我 不會/不要 (他)現在已經看見察覺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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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變異RT]

並且 現在此時地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我 (他)現在已經被拴綁了的 在對(它)那 在對(它)靈/風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陸撒冷， 到於(它們)那些 在內 在對(她)同一者

到於(它們)將要(持續)共同迎面相遇了的 在對我 不會/不要 (他)現在已經看見察覺了的；
[經文變異WH]

並且 現在此時地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現在已經被拴綁了的 我 在對(它)那 在對(它)靈/風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陸撒冷， 到於(它們)那些 在內 在對(她)同一者

到於(它們)將要(持續)共同迎面相遇了的 在對"我" 不會/不要 (他)現在已經看見察覺了的；

徒 20:23 plh.n o[ti to. pneu/ma to. a[gion kata. po,lin diamartu,retai, moi le,gon o[ti desma. kai. qli,yeij me
me,nousinÅ
Save that the Holy Ghost witnesseth in every city, saying that bonds and afflictions abide me.
但知道聖靈在各城裏向我指證，說，有捆鎖與患難等待我。

超出之外地 是這樣 (它)那 (它)靈/風 (它)那 (它)聖的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城邑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誠摯地作見證 在對我 (它)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是這樣 (它們)捆鎖 並且 (她們)壓迫患難

到於我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停留持守。
[經文變異RT]

超出之外地 是這樣 (它)那 (它)靈/風 (它)那 (它)聖的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城邑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誠摯地作見證 (它)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是這樣 (它們)捆鎖 到於我 並且 (她們)壓迫患難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停留持守。

徒 20:24 avllV ouvdeno.j lo,gou poiou/mai th.n yuch.n timi,an evmautw/| ẁj teleiw/sai to.n dro,mon mou kai. th.n
diakoni,an h]n e;labon para. tou/ kuri,ou VIhsou/( diamartu,rasqai to. euvagge,lion th/j ca,ritoj tou/ qeou/Å
But none of these things move me, neither count I my life dear unto myself, so that I might finish my course with
joy, and the ministry, which I have received of the Lord Jesus, to testify the gospel of the grace of God.
我卻不以性命為念，也不看為寶貴，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從主耶穌所領受的職事，證明神恩惠的福音。

但乃是 從屬(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從屬(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行出作成 到於(她)那

到於(她)生魂意念 到於(她)具珍貴價值的 在對(他)我自己， 正如地 那時(也是)要去促使成完滿成全 到於(他)那

到於(他)賽跑歷程 從屬我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職務服事 到於(她)這個 我那時(也是)拿取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他)耶穌，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誠摯地作見證 到於(它)那 到於(它)福音佳訊 從屬(她)那

從屬(她)恩典惠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經文變異RT]

但乃是 從屬(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註1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行出作成， 然而也不是地

我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那 到於(她)生魂意念 從屬我 到於(她)具珍貴價值的 在對(他)我自己， 正如地

那時(也是)要去促使成完滿成全 到於(他)那 到於(他)賽跑歷程 從屬我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歡喜快樂，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職務服事 到於(她)這個 我那時(也是)拿取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他)耶穌，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誠摯地作見證 到於(它)那 到於(它)福音佳訊 從屬(她)那 從屬(她)恩典惠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註1：“從屬(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文法上亦可以為“從屬(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經文變異WH]

但乃是 從屬(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從屬(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行出作成 到於(她)那

到於(她)生魂意念 到於(她)具珍貴價值的 在對(他)我自己， 正如地 我那時(也是)應該促使成完滿成全 到於(他)那

到於(他)賽跑歷程 從屬我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職務服事 到於(她)這個 我那時(也是)拿取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他)耶穌，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誠摯地作見證 到於(它)那 到於(它)福音佳訊 從屬(她)那

從屬(她)恩典惠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徒 20:25 Kai. nu/n ivdou. evgw. oi=da o[ti ouvke,ti o;yesqe to. pro,swpo,n mou um̀ei/j pa,ntej evn oi-j dih/lqon khru,sswn
th.n basilei,anÅ
And now, behold, I know that ye all, among whom I have gone preaching the kingdom of God, shall see my face
no more.
我素常在你們中間來往，傳講神國的道，如今我曉得你們以後都不得再見我的面了。

並且 現在此時地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我 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不再地

你們將要(持續)讓自己看見注目 到於(它)那 到於(它)前面的臉面 從屬我 你們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內

在對(他們)這些個 我那時(也是)橫過穿越 (他)現正持續傳達宣講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王權國度。
[經文變異RT]

並且 現在此時地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我 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不再地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  簡易閲讀版  895

895

你們將要(持續)讓自己看見注目 到於(它)那 到於(它)前面的臉面 從屬我 你們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內

在對(他們)這些個 我那時(也是)橫過穿越 (他)現正持續傳達宣講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徒 20:26 dio,ti martu,romai um̀i/n evn th/| sh,meron h̀me,ra| o[ti kaqaro,j eivmi avpo. tou/ ai[matoj pa,ntwn\
Wherefore I take you to record this day, that I am pure from the blood of all men.
所以我今日向你們證明，你們中間無論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原文作我於眾人的血是潔淨的〕

為是這樣之緣故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成見證人 在對你們 在內 在對(她)那 今日地 在對(她)日子/白日， 是這樣

(他)乾淨純潔的 我現在持續是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那 從屬(它)血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經文變異RT]

為這個緣故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成見證人 在對你們 在內 在對(她)那 今日地 在對(她)日子/白日， 是這樣

(他)乾淨純潔的 我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那 從屬(它)血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徒 20:27 ouv ga.r ùpesteila,mhn tou/ mh. avnaggei/lai pa/san th.n boulh.n tou/ qeou/ ùmi/nÅ
For I have not shunned to declare unto you all the counsel of God.
因為神的旨意，我並沒有一樣避諱不傳給你們的。

不是/不 因為 我那時(也是)讓自己退縮迴避 從屬(它)那 不會/不要 那時(也是)要去向上報信通告

到於(她)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打算意圖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在對你們。
[經文變異RT]

不是/不 因為 我那時(也是)讓自己退縮迴避 從屬(它)那 不會/不要 那時(也是)要去向上報信通告 在對你們

到於(她)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打算意圖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徒 20:28 prose,cete èautoi/j kai. panti. tw/| poimni,w|( evn w-| ùma/j to. pneu/ma to. a[gion e;qeto evpisko,pouj poimai,nein
th.n evkklhsi,an tou/ qeou/( h]n periepoih,sato dia. tou/ ai[matoj tou/ ivdi,ouÅ
Take heed therefore unto yourselves, and to all the flock, over the which the Holy Ghost hath made you
overseers, to feed the church of God, which he hath purchased with his own blood.
聖靈立你們作全群的監督，你們就當為自己謹慎，也為全群謹慎，牧養神的教會，就是他用自己血所買來的。〔

或作救贖的〕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留神注意 在對(他們)同一者自己 並且 在對(它)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它)那 在對(它)小牧群， 在內

在對(它)這個 到於你們 (它)那 (它)靈/風 (它)那 (它)聖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置放擺設 到於(他們)監督

現要去持續牧養 到於(她)那 到於(她)傳召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到於(她)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獲取得到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那 從屬(它)血 從屬(它)那 從屬(它)私人個別的。
[經文變異RT]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留神注意 這樣 在對(他們)同一者自己 並且 在對(它)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它)那 在對(它)小牧群，

在內 在對(它)這個 到於你們 (它)那 (它)靈/風 (它)那 (它)聖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置放擺設 到於(他們)監督

現要去持續牧養 到於(她)那 到於(她)傳召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到於(她)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獲取得到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那 從屬(它)私人個別的 從屬(它)血。
[經文變異MT]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留神注意 這樣 在對(他們)同一者自己 並且 在對(它)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它)那 在對(它)小牧群，

在內 在對(它)這個 到於你們 (它)那 (它)靈/風 (它)那 (它)聖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置放擺設 到於(他們)監督

現要去持續牧養 到於(她)那 到於(她)傳召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並且 從屬(他)神， 到於(她)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獲取得到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那 從屬(它)私人個別的 從屬(它)血。

徒 20:29 evgw. oi=da o[ti eivseleu,sontai meta. th.n a;fixi,n mou lu,koi barei/j eivj um̀a/j mh. feido,menoi tou/ poimni,ou(
For I know this, that after my departing shall grievous wolves enter in among you, not sparing the flock.
我知道我去之後，必有兇暴的豺狼，進入你們中間，不愛惜羊群。

我 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她)那

到於(她)從那裏離開達到別處 從屬我 (他們)狼 (他們)沉重重壓的 向內進入 到於你們， 不會/不要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憐惜寬免了的 從屬(它)那 從屬(它)小牧群；
[經文變異RT]

我 因為 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到於(它)那同一者， 是這樣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她)那 到於(她)從那裏離開達到別處 從屬我 (他們)狼 (他們)沉重重壓的 向內進入

到於你們， 不會/不要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憐惜寬免了的 從屬(它)那 從屬(它)小牧群；

徒 20:30 kai. evx ùmw/n auvtw/n avnasth,sontai a;ndrej lalou/ntej diestramme,na tou/ avpospa/n tou.j maqhta.j ovpi,sw
auvtw/nÅ
Also of your own selves shall men arise, speaking perverse things, to draw away disciples after them.
就是你們中間，也必有人起來，說悖謬的話，要引誘門徒跟從他們。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  簡易閲讀版  896

896

並且 向外出來 從屬你們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再站立起來 (他們)男人/丈夫

(他們)現正持續發言講說了的 到於(它們)現在已經被翻轉扭曲了的， 從屬(它)那 現要去持續從那裏拉拔離開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門徒 向在後面地 從屬(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WH]

並且 向外出來 從屬你們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再站立起來 (他們)男人/丈夫

(他們)現正持續發言講說了的 到於(它們)現在已經被翻轉扭曲了的， 從屬(它)那 現要去持續從那裏拉拔離開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門徒 向在後面地 從屬(他們)同一者自己。

徒 20:31 dio. grhgorei/te mnhmoneu,ontej o[ti trieti,an nu,kta kai. hm̀e,ran ouvk evpausa,mhn meta. dakru,wn nouqetw/n
e[na e[kastonÅ
Therefore watch, and remember, that by the space of three years I ceased not to warn every one night and day
with tears.
所以你們應當儆醒，記念我三年之久，晝夜不住的流淚，勸戒你們各人。

為這個緣故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儆醒， (他們)現正持續記念想起了的 是這樣 到於(她)為期三年 到於(她)夜晚 並且

到於(她)日子/白日 不是/不 我那時(也是)讓自己停息休止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它們)眼淚

(他)現正持續行警告勸戒了的 到於(他)一個 到於(他)各個的。

徒 20:32 kai. ta. nu/n parati,qemai ùma/j tw/| qew/| kai. tw/| lo,gw| th/j ca,ritoj auvtou/( tw/| duname,nw| oivkodomh/sai kai.
dou/nai th.n klhronomi,an evn toi/j h̀giasme,noij pa/sinÅ
And now, brethren, I commend you to God, and to the word of his grace, which is able to build you up, and to
give you an inheritance among all them which are sanctified.
如今我把你們交託神，和他恩惠的道；這道能建立你們，叫你們和一切成聖的人同得基業。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現在此時地，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置放擺設在旁邊 到於你們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並且

在對(他)那 在對(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她)那 從屬(她)恩典惠意 從屬(他)同一者，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營建修造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給與 到於(她)那

到於(她)產業繼承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在已經被使成聖了的 在對(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現在此時地，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置放擺設在旁邊 到於你們， 阿,(他們)弟兄，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並且 在對(他)那 在對(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她)那 從屬(她)恩典惠意 從屬(他)同一者，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在上面營建修造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給與 在對你們

到於(她)產業繼承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在已經被使成聖了的 在對(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經文變異WH]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現在此時地，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置放擺設在旁邊 到於你們 在對(他)那 在對(他)主人 並且

在對(他)那 在對(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她)那 從屬(她)恩典惠意 從屬(他)同一者，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營建修造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給與 到於(她)那

到於(她)產業繼承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在已經被使成聖了的 在對(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徒 20:33 avrguri,ou h' crusi,ou h' im̀atismou/ ouvdeno.j evpequ,mhsa\
I have coveted no man's silver, or gold, or apparel.
我未曾貪圖一個人的金，銀，衣服。

從屬(它)銀錢 甚或/或而 從屬(它)金子 甚或/或而 從屬(他)穿衣服 從屬(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我那時(也是)熱戀愛慕。

徒 20:34 auvtoi. ginw,skete o[ti tai/j crei,aij mou kai. toi/j ou=sin metV evmou/ ùphre,thsan aì cei/rej au-taiÅ
Yea, ye yourselves know, that these hands have ministered unto my necessities, and to them that were with me.
我這兩隻手，常供給我和同人的需用，這是你們自己知道的。

(他們)同一者 你們現在持續認識知道 是這樣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需用 從屬我 並且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是了的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我"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侍從幫補 (她們)那些 (她們)手

(她們)那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們)同一者 然而也 你們現在持續認識知道 是這樣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需用 從屬我 並且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是了的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我"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侍從幫補 (她們)那些 (她們)手

(她們)那同一者。

徒 20:35 pa,nta up̀e,deixa ùmi/n o[ti ou[twj kopiw/ntaj dei/ avntilamba,nesqai tw/n avsqenou,ntwn( mnhmoneu,ein te
tw/n lo,gwn tou/ kuri,ou VIhsou/ o[ti auvto.j ei=pen( Maka,rio,n evstin ma/llon dido,nai h' lamba,neinÅ
I have shewed you all things, how that so labouring ye ought to support the weak, and to remember the words of
the Lord Jesus, how he said, It is more blessed to give than to rece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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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凡事給你們作榜樣，叫你們知道，應當這樣勞苦，扶助軟弱的人，又當記念主耶穌的話，說：施比受更為有福

。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我那時(也是)示範暗示 在對你們， 是這樣 那同一樣式地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有勞碌疲累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扶助幫扶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成軟弱無力了的， 現要去持續記念想起 並/又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他)耶穌， 是這樣 (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它)蒙至高褔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更特別尤其地 現要去持續給與 甚或/或而

現要去持續拿取。
[經文變異RT]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我那時(也是)示範暗示 在對你們， 是這樣 那同一樣式地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有勞碌疲累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扶助幫扶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成軟弱無力了的， 現要去持續記念想起 並/又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他)耶穌， 是這樣 (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它)蒙至高褔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現要去持續給與 更特別尤其地 甚或/或而

現要去持續拿取。

徒 20:36 Kai. tau/ta eivpw.n qei.j ta. go,nata auvtou/ su.n pa/sin auvtoi/j proshu,xatoÅ
And when he had thus spoken, he kneeled down, and prayed with them all.
保羅說完了這話，就跪下同眾人禱告。

並且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發話言說了的， (他)那時(也是)置放擺設了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膝蓋

從屬(他)同一者 共同一起 在對(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祈禱求告。

徒 20:37 ik̀ano.j de. klauqmo.j evge,neto pa,ntwn kai. evpipeso,ntej evpi. to.n tra,chlon tou/ Pau,lou katefi,loun auvto,n(
And they all wept sore, and fell on Paul's neck, and kissed him,
眾人痛哭，抱著保羅的頸項，和他親嘴。

(他)達到足夠的 然而也 (他)哭泣哀號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落在其上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那 到於(他)咽喉頸項 從屬(他)那 從屬(他)保羅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熱烈地親吻 到於(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達到足夠的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他)哭泣哀號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落在其上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那 到於(他)咽喉頸項 從屬(他)那 從屬(他)保羅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熱烈地親吻 到於(他)同一者，

徒 20:38 ovdunw,menoi ma,lista evpi. tw/| lo,gw| w-| eivrh,kei( o[ti ouvke,ti me,llousin to. pro,swpon auvtou/ qewrei/nÅ
proe,pempon de. auvto.n eivj to. ploi/onÅ
Sorrowing most of all for the words which he spake, that they should see his face no more. And they
accompanied him unto the ship.
叫他們最傷心的，就是他說，以後不能再見我的面那句話；於是送他上船去了。

(他們)現正持續被有痛苦傷痛了的 最特別尤其地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那 在對(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在對(他)這個 他/她/它當時已經開聲言說， 是這樣 不再地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準備快要 到於(它)那

到於(它)前面的臉面 從屬(他)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行定睛觀看。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打發送行 然而也 到於(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船隻。

徒 21:1 ~Wj de. evge,neto avnacqh/nai h̀ma/j avpospasqe,ntaj avpV auvtw/n( euvqudromh,santej h;lqomen eivj th.n Kw/( th/|
de. èxh/j eivj th.n ~Ro,don kavkei/qen eivj Pa,tara(
And it came to pass, that after we were gotten from them, and had launched, we came with a straight course
unto Coos, and the day following unto Rhodes, and from thence unto Patara:
我們離別了眾人，就開船一直行到哥士；第二天到了羅底，從那裏到帕大喇；

正如地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那時(也是)要去被向上帶領 到於我們

到於(他們)那時(也是)被從那裏拉拔離開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們)那時(也是)直行了的

我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哥士； 在對(她)那 然而也 接著有地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羅底， 且從那裏地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帕大喇；

徒 21:2 kai. eùro,ntej ploi/on diaperw/n eivj Foini,khn evpiba,ntej avnh,cqhmenÅ
And finding a ship sailing over unto Phenicia, we went aboard, and set forth.
遇見一隻船，要往腓尼基去，就上船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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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找到尋見了的 到於(它)船隻 到於(它)現正持續完全穿過到那邊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腓尼基，

(他們)那時(也是)步上了的 我們那時(也是)被向上帶領。

徒 21:3 avnafa,nantej de. th.n Ku,pron kai. katalipo,ntej auvth.n euvw,numon evple,omen eivj Suri,an kai. kath,lqomen
eivj Tu,ron\ evkei/se ga.r to. ploi/on h=n avpofortizo,menon to.n go,monÅ
Now when we had discovered Cyprus, we left it on the left hand, and sailed into Syria, and landed at Tyre: for
there the ship was to unlade her burden.
望見居比路，就從南邊行過，往敘利亞去，我們就在推羅上岸；因為船要在那裏卸貨。

(他們)那時(也是)向上促為照亮顯明了的 然而也 到於(她)那 到於(她)居比路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遺留下了的

到於(她)同一者 到於(她)左邊的 我們當時持續漂航行船 向內進入 到於(她)敘利亞， 並且

我們那時(也是)向下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她)推羅； 到那裏地 因為 (它)那 (它)船隻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它)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卸貨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裝載。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時(也是)向上促為照亮顯明了的 然而也 到於(她)那 到於(她)居比路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遺留下了的

到於(她)同一者 到於(她)左邊的 我們當時持續漂航行船 向內進入 到於(她)敘利亞， 並且 我們那時(也是)被向下帶領

向內進入 到於(她)推羅； 到那裏地 因為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它)那 (它)船隻 (它)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卸貨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裝載。

徒 21:4 avneuro,ntej de. tou.j maqhta.j evpemei,namen auvtou/ hm̀e,raj èpta,( oi[tinej tw/| Pau,lw| e;legon dia. tou/
pneu,matoj mh. evpibai,nein eivj ~Ieroso,lumaÅ
And finding disciples, we tarried there seven days: who said to Paul through the Spirit, that he should not go up
to Jerusalem.
找著了門徒，就在那裏住了七天；他們被聖靈感動，對保羅說：不要上耶路撒冷去。

(他們)那時(也是)向上找到尋見了的 然而也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門徒 我們那時(也是)在上面停留持守

在同一處地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到於(她們)七個； (他們)這個任何什麼 在對(他)那 在對(他)保羅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那 從屬(它)靈/風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步上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路撒冷。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向上找到尋見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門徒 我們那時(也是)在上面停留持守 在同一處地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到於(她們)七個； (他們)這個任何什麼 在對(他)那 在對(他)保羅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那 從屬(它)靈/風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向上行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陸撒冷。

徒 21:5 o[te de. evge,neto hm̀a/j evxarti,sai ta.j hm̀e,raj( evxelqo,ntej evporeuo,meqa propempo,ntwn h̀ma/j pa,ntwn su.n
gunaixi. kai. te,knoij e[wj e;xw th/j po,lewj( kai. qe,ntej ta. go,nata evpi. to.n aivgialo.n proseuxa,menoi
And when we had accomplished those days, we departed and went our way; and they all brought us on our
way, with wives and children, till we were out of the city: and we kneeled down on the shore, and prayed.
過了這幾天，我們就起身前行；他們眾人同妻子兒女，送我們到城外，我們都跪在岸上禱告，彼此辭別；

當這時地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到於我們 那時(也是)要去向外使成裝備妥當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他們)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我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打發送行了的 到於我們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共同一起 在對(她們)女人 並且 在對(它們)孩子

一直直到 在外面地 從屬(她)那 從屬(她)城邑，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置放擺設了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膝蓋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那 到於(他)海岸，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祈禱求告了的

[經文變異RT]

當這時地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到於我們 那時(也是)要去向外使成裝備妥當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他們)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我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打發送行了的 到於我們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共同一起 在對(她們)女人 並且 在對(它們)孩子

一直直到 在外面地 從屬(她)那 從屬(她)城邑，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置放擺設了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膝蓋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那 到於(他)海岸 我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祈禱求告；
[經文變異WH]

當這時地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那時(也是)要去向外使成裝備妥當 到於我們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他們)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我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打發送行了的 到於我們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共同一起 在對(她們)女人 並且 在對(它們)孩子

一直直到 在外面地 從屬(她)那 從屬(她)城邑，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置放擺設了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膝蓋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那 到於(他)海岸，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祈禱求告了的

徒 21:6 avphspasa,meqa avllh,louj kai. avne,bhmen eivj to. ploi/on( evkei/noi de. ùpe,streyan eivj ta. i;diaÅ
And when we had taken our leave one of another, we took ship; and they returned home a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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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上了船，他們就回家去了。

我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從那裏擁抱問安離開 到於(他們)彼此； 並且 我們那時(也是)向上行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船隻， (他們)在那裏的那個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翻轉轉回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私人個別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擁抱問安了的 到於(他們)彼此 我們那時(也是)步上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船隻；

(他們)在那裏的那個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翻轉轉回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私人個別的。
[經文變異WH]

我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從那裏擁抱問安離開 到於(他們)彼此； 並且 我們那時(也是)步入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船隻， (他們)在那裏的那個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翻轉轉回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私人個別的。

徒 21:7 ~Hmei/j de. to.n plou/n dianu,santej avpo. Tu,rou kathnth,samen eivj Ptolemai<da kai. avspasa,menoi tou.j
avdelfou.j evmei,namen h̀me,ran mi,an parV auvtoi/jÅ
And when we had finished our course from Tyre, we came to Ptolemais, and saluted the brethren, and abode
with them one day.
我們從推羅行盡了水路，來到多利買，就問那裏的弟兄安，和他們同住了一天。

我們 然而也 到於(他)那 到於(他)航行旅程 (他們)那時(也是)徹底地結朿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推羅

我們那時(也是)行抵來到 向內進入 到於(她)多利買，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擁抱問安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弟兄 我們那時(也是)停留持守 到於(她)日子/白日 到於(她)一個/第一 <在旁邊>在旁邊 在對(他們)同一者。

徒 21:8 th/| de. evpau,rion evxelqo,ntej h;lqomen eivj Kaisa,reian kai. eivselqo,ntej eivj to.n oi=kon Fili,ppou tou/
euvaggelistou/( o;ntoj evk tw/n èpta,( evmei,namen parV auvtw/|Å
And the next day we that were of Paul's company departed, and came unto Caesarea: and we entered into the
house of Philip the evangelist, which was one of the seven; and abode with him.
第二天，我們離開那裏，來到該撒利亞；就進了傳福音的腓利家裏，和他同住；他是那七個執事裏的一個。

在對(她)那 然而也 在次日地 (他們)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我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她)該撒利亞；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住處家室

從屬(他)腓利 從屬(他)那 從屬(他)傳福音佳訊者， 從屬(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七個， 我們那時(也是)停留持守 <在旁邊>在旁邊 在對(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在對(她)那 然而也 在次日地 (他們)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他們)那些 <在周圍>在周圍 到於(他)那

到於(他)保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她)該撒利亞；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住處家室 從屬(他)腓利 從屬(他)那

從屬(他)傳福音佳訊者， 從屬(他)那 從屬(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七個，

我們那時(也是)停留持守 <在旁邊>在旁邊 在對(他)同一者。

徒 21:9 tou,tw| de. h=san qugate,rej te,ssarej parqe,noi profhteu,ousaiÅ
And the same man had four daughters, virgins, which did prophesy.
他有四個女兒，都是處女，是說預言的。

在對(他)那同一者 然而也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她們)女兒 (她們)四個 (她們)童身處女

(她們)現正持續行在前面宣稱傳講了的。
[經文變異RT]

在對(他)那同一者 然而也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她們)女兒 (她們)童身處女 (她們)四個

(她們)現正持續行在前面宣稱傳講了的。

徒 21:10 evpimeno,ntwn de. hm̀e,raj plei,ouj kath/lqe,n tij avpo. th/j VIoudai,aj profh,thj ovno,mati {Agaboj(
And as we tarried there many days, there came down from Judaea a certain prophet, named Agabus.
我們在那裏多住了幾天，有一個先知，名叫亞迦布，從猶太下來。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在上面停留持守了的 然而也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到於(她們)更多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下到來前往 (他)任何什麼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猶太地方 (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在對(它)名字 (他)亞迦布；
[經文變異RT]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在上面停留持守了的 然而也 從屬我們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到於(她們)更多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下到來前往 (他)任何什麼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猶太地方 (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在對(它)名字 (他)亞迦布；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  簡易閲讀版  900

900

徒 21:11 kai. evlqw.n pro.j hm̀a/j kai. a;raj th.n zw,nhn tou/ Pau,lou( dh,saj èautou/ tou.j po,daj kai. ta.j cei/raj
ei=pen( Ta,de le,gei to. pneu/ma to. a[gion( To.n a;ndra ou- evstin h` zw,nh au[th( ou[twj dh,sousin evn VIerousalh.m oi`
VIoudai/oi kai. paradw,sousin eivj cei/raj evqnw/nÅ
And when he was come unto us, he took Paul's girdle, and bound his own hands and feet, and said, Thus saith
the Holy Ghost, So shall the Jews at Jerusalem bind the man that owneth this girdle, and shall deliver him into
the hands of the Gentiles.
到了我們這裏，就拿保羅的腰帶，捆上自己的手腳，說：聖靈說：猶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綁這腰帶的主人

，把他交在外邦人手裏。

並且 (他)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我們 並且 (他)那時(也是)提起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帶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保羅， (他)那時(也是)拴綁了的 從屬(他)同一者自己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腳 並且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手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到於(它們)也就是那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它)那

(它)靈/風 (它)那 (它)聖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男人/丈夫 從屬(他)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帶子

(她)那同一者， 那同一樣式地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拴綁 在內 在對(她)耶陸撒冷 (他們)那些 (他們)猶太人的，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交付 向內進入 到於(她們)手 從屬(它們)種族邦國。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我們 並且 (他)那時(也是)提起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帶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保羅， (他)那時(也是)拴綁了的 並/又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手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腳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到於(它們)也就是那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它)那

(它)靈/風 (它)那 (它)聖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男人/丈夫 從屬(他)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帶子

(她)那同一者， 那同一樣式地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拴綁 在內 在對(她)耶陸撒冷 (他們)那些 (他們)猶太人的，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交付 向內進入 到於(她們)手 從屬(它們)種族邦國。

徒 21:12 wj̀ de. hvkou,samen tau/ta( parekalou/men hm̀ei/j te kai. oi` evnto,pioi tou/ mh. avnabai,nein auvto.n eivj
VIerousalh,mÅ
And when we heard these things, both we, and they of that place, besought him not to go up to Jerusalem.
我們和那本地的人，聽見這話，都苦勸保羅不要上耶路撒冷去。

正如地 然而也 我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我們當時持續勸勉請求 我們 並/又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當地的， 從屬(它)那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向上行 到於(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陸撒冷。

徒 21:13 to,te avpekri,qh ò Pau/loj( Ti, poiei/te klai,ontej kai. sunqru,ptonte,j mou th.n kardi,anÈ evgw. ga.r ouv
mo,non deqh/nai avlla. kai. avpoqanei/n eivj VIerousalh.m et̀oi,mwj e;cw ùpe.r tou/ ovno,matoj tou/ kuri,ou VIhsou/Å
Then Paul answered, What mean ye to weep and to break mine heart? for I am ready not to be bound only, but
also to die at Jerusalem for the name of the Lord Jesus.
保羅說：你們為甚麼這樣痛哭，使我心碎呢；我為主耶穌的名，不但被人捆綁，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願意的

。

當那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 (他)那 (他)保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們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他們)現正持續哭泣哀號了的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共同破碎削弱了的 從屬我 到於(她)那 到於(她)內心？ 我 因為

不是/不 僅有單獨地 那時(也是)要去被拴綁， 但乃是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死去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陸撒冷

妥切齊備地 我現在持續持有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它)那 從屬(它)名字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他)耶穌。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註1 然而也 (他)那 (他)保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們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他們)現正持續哭泣哀號了的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共同破碎削弱了的 從屬我 到於(她)那 到於(她)內心？ 我 因為

不是/不 僅有單獨地 那時(也是)要去被拴綁， 但乃是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死去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陸撒冷

妥切齊備地 我現在持續持有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它)那 從屬(它)名字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他)耶穌。

註1：“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徒 21:14 mh. peiqome,nou de. auvtou/ h̀suca,samen eivpo,ntej( Tou/ kuri,ou to. qe,lhma gine,sqwÅ
And when he would not be persuaded, we ceased, saying, The will of the Lord be done.
保羅既不聽勸，我們便住了口，只說：願主的旨意成就便了。

不會/不要 從屬(他)現正持續被勸信說服了的 然而也 從屬(他)同一者， 我們那時(也是)使成沉寂安靜

(他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了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它)那 (它)所定意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經文變異RT]

不會/不要 從屬(他)現正持續被勸信說服了的 然而也 從屬(他)同一者， 我們那時(也是)使成沉寂安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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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了的， (它)那 (它)所定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徒 21:15 Meta. de. ta.j h̀me,raj tau,taj evpiskeuasa,menoi avnebai,nomen eivj ~Ieroso,luma\
And after those days we took up our carriages, and went up to Jerusalem.
過了幾日，我們收拾行李上耶路撒冷去。

<轉換其中>隨到後 然而也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到於(她們)那同一者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預備齊全了的 我們當時持續向上行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路撒冷；
[經文變異RT]

<轉換其中>隨到後 然而也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到於(她們)那同一者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收拾預備離開了的 我們當時持續向上行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陸撒冷；

徒 21:16 sunh/lqon de. kai. tw/n maqhtw/n avpo. Kaisarei,aj su.n hm̀i/n( a;gontej parV w-| xenisqw/men Mna,swni, tini
Kupri,w|( avrcai,w| maqhth/|Å
There went with us also certain of the disciples of Caesarea, and brought with them one Mnason of Cyprus, an
old disciple, with whom we should lodge.
有該撒利亞的幾個門徒和我們同去，帶我們到一個久為〔久為或作老〕門徒的家裏，叫我們與他同住，他名叫拿

孫，是居比路人。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共同到來前往 然而也 並且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門徒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該撒利亞

共同一起 在對我們， (他們)現正持續帶領了的 <在旁邊>在旁邊 在對(他)這個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被招待陌生客旅/使成陌生奇異， 在對(他)拿孫 在對(他)任何什麼 在對(他)居比路人，

在對(他)起初原始的 在對(他)門徒。

徒 21:17 Genome,nwn de. h̀mw/n eivj ~Ieroso,luma avsme,nwj avpede,xanto hm̀a/j oì avdelfoi,Å
And when we were come to Jerusalem, the brethren received us gladly.
到了耶路撒冷，弟兄們歡歡喜喜的接待我們。

從屬(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然而也 從屬我們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路撒冷， 為歡樂滿意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全心接納領受 到於我們 (他們)那些 (他們)弟兄。
[經文變異RT]

從屬(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然而也 從屬我們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路撒冷， 為歡樂滿意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接納領受 到於我們 (他們)那些 (他們)弟兄。

徒 21:18 th/| de. evpiou,sh| eivsh,|ei ò Pau/loj su.n hm̀i/n pro.j VIa,kwbon( pa,ntej te parege,nonto oi` presbu,teroiÅ
And the day following Paul went in with us unto James; and all the elders were present.
第二天，保羅同我們去見雅各；長老們也都在那裏。

在對(她)那 然而也 在對(她)現正持續是接著下來了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向內促動挪移進入 (他)那 (他)保羅 共同一起

在對我們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雅各；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並/又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來到旁邊

(他們)那些 (他們)更年長的。

徒 21:19 kai. avspasa,menoj auvtou.j evxhgei/to kaqV e]n e[kaston( w-n evpoi,hsen ò qeo.j evn toi/j e;qnesin dia. th/j
diakoni,aj auvtou/Å
And when he had saluted them, he declared particularly what things God had wrought among the Gentiles by
his ministry.
保羅問了他們安，便將神用他傳教，在外邦人中間所行之事，一一的述說了。

並且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擁抱問安了的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向外敘述出來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一個 到於(它)各個的 從屬(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他)那 (他)神 在內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種族邦國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職務服事 從屬(他)同一者。

徒 21:20 oi` de. avkou,santej evdo,xazon to.n qeo.n ei=po,n te auvtw/|( Qewrei/j( avdelfe,( po,sai muria,dej eivsi.n evn toi/j
VIoudai,oij tw/n pepisteuko,twn kai. pa,ntej zhlwtai. tou/ no,mou ùpa,rcousin\
And when they heard it, they glorified the Lord, and said unto him, Thou seest, brother, how many thousands of
Jews there are which believe; and they are all zealous of the law:
他們聽見，就歸榮耀與神，對保羅說：兄台，你看猶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萬，並且都為律法熱心。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歸榮耀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並/又 在對(他)同一者， 你現在持續行定睛觀看， 阿,(他)弟兄， (她們)這多少呢

(她們)一萬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猶太人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在已經置信信託了的； 並且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具火熱激昂之情者 從屬(他)那 從屬(他)律法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源屬具有；
[經文變異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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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歸榮耀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主人；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並/又 在對(他)同一者， 你現在持續行定睛觀看， 阿,(他)弟兄， (她們)這多少呢

(她們)一萬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在已經置信信託了的； 並且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具火熱激昂之情者 從屬(他)那 從屬(他)律法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源屬具有；
[經文變異WH]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歸榮耀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主人，

(他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你現在持續行定睛觀看， 阿,(他)弟兄， (她們)這多少呢 (她們)一萬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在已經置信信託了的； 並且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具火熱激昂之情者 從屬(他)那 從屬(他)律法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源屬具有；

徒 21:21 kathch,qhsan de. peri. sou/ o[ti avpostasi,an dida,skeij avpo. Mwu?se,wj tou.j kata. ta. e;qnh pa,ntaj
VIoudai,ouj le,gwn mh. perite,mnein auvtou.j ta. te,kna mhde. toi/j e;qesin peripatei/nÅ
And they are informed of thee, that thou teachest all the Jews which are among the Gentiles to forsake Moses,
saying that they ought not to circumcise their children, neither to walk after the customs.
他們聽見人說，你教訓一切在外邦的猶太人，離棄摩西，對他們說，不要給孩子行割禮，也不要遵行條規。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以言語指示 然而也 <在周圍>關於 從屬你， 是這樣 到於(她)站開叛離 你現在持續教導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摩西 到於(他們)那些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種族邦國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們)猶太人的，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行割禮

到於(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孩子， 然而也不要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習慣常例

現要去持續來往昂然踏行。

徒 21:22 ti, ou=n evstinÈ pa,ntwj avkou,sontai o[ti evlh,luqajÅ
What is it therefore? the multitude must needs come together: for they will hear that thou art come.
眾人必聽見你來了，這可怎麼辦呢。

(它)任何什麼呢 這樣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乃全部必定地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聲聞耳聽 是這樣

你現在已經到來前往。
[經文變異RT]

(它)任何什麼呢 這樣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乃全部必定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到於(它)聚滿大群 那時(也是)要去共同到來前往；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聲聞耳聽 因為 是這樣

你現在已經到來前往。

徒 21:23 tou/to ou=n poi,hson o[ soi le,gomen\ eivsi.n hm̀i/n a;ndrej te,ssarej euvch.n e;contej evfV èautw/nÅ
Do therefore this that we say to thee: We have four men which have a vow on them;
你就照著我們的話行罷，我們這裏有四個人，都有願在身；

到於(它)那同一者 這樣 你那時(也是)就要行出作成 到於(它)這個 在對你 我們現在持續道說；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在對我們 (他們)男人/丈夫 (他們)四個 到於(她)祈求許願 (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他們)同一者自己；
[經文變異WH]

到於(它)那同一者 這樣 你那時(也是)就要行出作成 到於(它)這個 在對你 我們現在持續道說；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在對我們 (他們)男人/丈夫 (他們)四個 到於(她)祈求許願 (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同一者自己；

徒 21:24 tou,touj paralabw.n ag̀ni,sqhti su.n auvtoi/j kai. dapa,nhson evpV auvtoi/j i[na xurh,sontai th.n kefalh,n( kai.
gnw,sontai pa,ntej o[ti w-n kath,chntai peri. sou/ ouvde,n evstin avlla. stoicei/j kai. auvto.j fula,sswn to.n no,monÅ
Them take, and purify thyself with them, and be at charges with them, that they may shave their heads: and all
may know that those things, whereof they were informed concerning thee, are nothing; but that thou thyself also
walkest orderly, and keepest the law.
你帶他們去，與他們一同行潔淨的禮，替他們拿出規費，叫他們得以剃頭；這樣，眾人就可知道，先前所聽見你

的事都是虛的；並可知道，你自己為人，循規蹈矩，遵行律法。

到於(他們)那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拿取在旁邊了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被使成聖潔 共同一起 在對(他們)同一者，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耗費支出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們)同一者， 為要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剃剪 到於(她)那

到於(她)頭；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認識知道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是這樣 從屬(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們現在已經被以言語指示 <在周圍>關於 從屬你 (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但乃是

你現在持續按次序行 並且 (他)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看管守護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律法。
[經文變異RT]

到於(他們)那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拿取在旁邊了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被使成聖潔 共同一起 在對(他們)同一者，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耗費支出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們)同一者， 為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剃剪 到於(她)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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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於(她)頭；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認識知道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是這樣 從屬(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們現在已經被以言語指示 <在周圍>關於 從屬你 (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但乃是

你現在持續按次序行 並且 (他)同一者 到於(他)那 到於(他)律法 (他)現正持續看管守護了的。

徒 21:25 peri. de. tw/n pepisteuko,twn evqnw/n hm̀ei/j evpestei,lamen kri,nantej fula,ssesqai auvtou.j to, te
eivdwlo,quton kai. ai-ma kai. pnikto.n kai. pornei,anÅ
As touching the Gentiles which believe, we have written and concluded that they observe no such thing, save
only that they keep themselves from things offered to idols, and from blood, and from strangled, and from
fornication.
至於信主的外邦人，我們已經寫信擬定，叫他們謹忌那祭偶像之物，和血，並勒死的牲畜，與姦淫。

<在周圍>關於 然而也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現在已經置信信託了的 從屬(它們)種族邦國 我們

我們那時(也是)發信函告 (他們)那時(也是)區別審斷了的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看管守護 到於(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那

並/又 到於(它)乃宰殺獻祭給偶像的 並且 到於(它)血 並且 到於(它)扼殺勒死的 並且 到於(她)通奸淫行。
[經文變異RT]

<在周圍>關於 然而也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現在已經置信信託了的 從屬(它們)種族邦國 我們

我們那時(也是)發信函告 (他們)那時(也是)區別審斷了的 到於(它)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到於(它)那種樣

現要去持續行看護守衛 到於(他們)同一者， 若是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看管守護 到於(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那 並/又 到於(它)乃宰殺獻祭給偶像的 並且 到於(它)那 到於(它)血 並且 到於(它)扼殺勒死的 並且

到於(她)通奸淫行。
[經文變異WH]

<在周圍>關於 然而也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現在已經置信信託了的 從屬(它們)種族邦國 我們

我們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他們)那時(也是)區別審斷了的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看管守護 到於(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那

並/又 到於(它)乃宰殺獻祭給偶像的 並且 到於(它)血 並且 到於(它)扼殺勒死的 並且 到於(她)通奸淫行。

徒 21:26 to,te ò Pau/loj paralabw.n tou.j a;ndraj th/| evcome,nh| hm̀e,ra| su.n auvtoi/j àgnisqei,j( eivsh,|ei eivj to. ièro.n
diagge,llwn th.n evkplh,rwsin tw/n hm̀erw/n tou/ ag̀nismou/ e[wj ou- proshne,cqh ùpe.r eǹo.j èka,stou auvtw/n h̀
prosfora,Å
Then Paul took the men, and the next day purifying himself with them entered into the temple, to signify the
accomplishment of the days of purifcation, until that an offering should be offered for every one of them.
於是保羅帶著那四個人，第二天與他們一同行了潔淨的禮，進了殿，報明潔淨的日期滿足；只等祭司為他們各人

獻祭。

當那時地 (他)那 (他)保羅 (他)那時(也是)拿取在旁邊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男人/丈夫， 在對(她)那

在對(她)現正持續讓自己持有了的
註1

在對(她)日子/白日 共同一起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被使成聖潔了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向內促動挪移進入註2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聖殿， (他)現正持續徹底地報信通告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圓滿達成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日子/白日 從屬(他)那 從屬(他)使成聖潔， 一直直到

從屬(它)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在前面向著負載攜帶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他)一個 從屬(他)各個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她)那 (她)供奉獻與。

註1：“在對(她)現正持續讓自己持有了的”文法上亦可以為“在對(她)現正持續被持有了的”。

註2：“他/她/它當時持續向內促動挪移進入”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當時已經向內促動挪移進入”。

[不同標點]

當那時地 (他)那 (他)保羅 (他)那時(也是)拿取在旁邊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男人/丈夫 在對(她)那

在對(她)現正持續讓自己持有了的
註1

在對(她)日子/白日， 共同一起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被使成聖潔了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向內促動挪移進入註2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聖殿， (他)現正持續徹底地報信通告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圓滿達成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日子/白日 從屬(他)那 從屬(他)使成聖潔， 一直直到

從屬(它)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在前面向著負載攜帶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他)一個 從屬(他)各個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她)那 (她)供奉獻與。

徒 21:27 ~Wj de. e;mellon ai` ep̀ta. hm̀e,rai suntelei/sqai( oi` avpo. th/j VAsi,aj VIoudai/oi qeasa,menoi auvto.n evn tw/|
ièrw/| sune,ceon pa,nta to.n o;clon kai. evpe,balon evpV auvto.n ta.j cei/raj
And when the seven days were almost ended, the Jews which were of Asia, when they saw him in the temple,
stirred up all the people, and laid hands on him,
那七日將完，從亞西亞來的猶太人，看見保羅在殿裏，就聳動了眾人，下手拿他，

正如地 然而也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準備快要 (她們)那些 (她們)七個 (她們)日子/白日 現要去持續被全部完成，

(他們)那些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亞細亞 (他們)猶太人的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定睛觀看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聖殿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摻混困惑 到於(他)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群眾，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投擲在上面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她們)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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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於(她們)手，
[經文變異RT]

正如地 然而也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準備快要 (她們)那些 (她們)七個 (她們)日子/白日 現要去持續被全部完成，

(他們)那些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亞細亞 (他們)猶太人的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定睛觀看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聖殿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摻混困惑 到於(他)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群眾，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投擲在上面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手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同一者，

徒 21:28 kra,zontej( :Andrej VIsrahli/tai( bohqei/te\ ou-to,j evstin ò a;nqrwpoj ò kata. tou/ laou/ kai. tou/ no,mou
kai. tou/ to,pou tou,tou pa,ntaj pantach/| dida,skwn( e;ti te kai. {Ellhnaj eivsh,gagen eivj to. ìero.n kai. kekoi,nwken
to.n a[gion to,pon tou/tonÅ
Crying out, Men of Israel, help: This is the man, that teacheth all men every where against the people, and the
law, and this place: and further brought Greeks also into the temple, and hath polluted this holy place.
喊叫說：以色列人來幫助，這就是在各處教訓眾人蹧踐我們百姓，和律法，並這地方的；他又帶著希利尼人進殿

，污穢了這聖地。

(他們)現正持續嘶聲吶喊了的， 阿,(他們)男人/丈夫 阿,(他們)以色列人，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行馳援幫助；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人 (他)那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民百姓 並且

從屬(他)那 從屬(他)律法 並且 從屬(他)那 從屬(他)地點處所 從屬(他)那同一者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各處地[同#3837] (他)現正持續教導了的； 依然仍舊地 並/又 並且 到於(他們)希利尼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內帶領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聖殿， 並且 他/她/它現在已經促使為俗而不潔

到於(他)那 到於(他)聖的 到於(他)地點處所 到於(他)那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們)現正持續嘶聲吶喊了的， 阿,(他們)男人/丈夫 阿,(他們)以色列人，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行馳援幫助；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人 (他)那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民百姓 並且

從屬(他)那 從屬(他)律法 並且 從屬(他)那 從屬(他)地點處所 從屬(他)那同一者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各處地

(他)現正持續教導了的； 依然仍舊地 並/又 並且 到於(他們)希利尼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內帶領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聖殿， 並且 他/她/它現在已經促使為俗而不潔 到於(他)那 到於(他)聖的 到於(他)地點處所

到於(他)那同一者。

徒 21:29 h=san ga.r proewrako,tej Tro,fimon to.n VEfe,sion evn th/| po,lei su.n auvtw/|( o]n evno,mizon o[ti eivj to. ìero.n
eivsh,gagen ò Pau/lojÅ
(For they had seen before with him in the city Trophimus an Ephesian, whom they supposed that Paul had

brought into the temple.)
這話是因他們曾看見以弗所人特羅非摩，同保羅在城裏，以為保羅帶他進了殿。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因為 (他們)現在已經預先看見清楚了的 到於(他)特羅非摩 到於(他)那 到於(他)以弗所人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城邑 共同一起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他)這個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視成慣例而認定 是這樣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聖殿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內帶領進入 (他)那 (他)保羅。
[經文變異MT]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因為 (他們)現在已經看見清楚了的 到於(他)特羅非摩 到於(他)那 到於(他)以弗所人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城邑 共同一起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他)這個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視成慣例而認定 是這樣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聖殿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內帶領進入 (他)那 (他)保羅。

徒 21:30 evkinh,qh te h̀ po,lij o[lh kai. evge,neto sundromh. tou/ laou/( kai. evpilabo,menoi tou/ Pau,lou ei-lkon auvto.n
e;xw tou/ ìerou/ kai. euvqe,wj evklei,sqhsan aì qu,raiÅ
And all the city was moved, and the people ran together: and they took Paul, and drew him out of the temple:
and forthwith the doors were shut.
合城都震動，百姓一齊跑來，拿住保羅，拉他出殿，殿門立刻都關了。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移動 並/又 (她)那 (她)城邑 (她)整個全部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她)奔跑匯合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民百姓；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拿取到了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保羅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拽拉牽引 到於(他)同一者 在外面地 從屬(它)那 從屬(它)聖殿； 並且 平直直接地[同#2117]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關上鎖住 (她們)那些 (她們)門戶。

徒 21:31 zhtou,ntwn te auvto.n avpoktei/nai avne,bh fa,sij tw/| cilia,rcw| th/j spei,rhj o[ti o[lh sugcu,nnetai
VIerousalh,mÅ
And as they went about to kill him, tidings came unto the chief captain of the band, that all Jerusalem was in an
uproar.
他們正想要殺他，有人報信給營裏的千夫長說，耶路撒冷合城都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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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屬(他們)現正持續探索尋求了的 並/又 到於(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殺害除掉，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上行

(她)宣稱傳講 在對(他)那 在對(他)千夫長 從屬(她)那 從屬(她)營隊， 是這樣 (她)整個全部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摻混困惑 (她)耶陸撒冷；
[經文變異RT]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探索尋求了的 並/又 到於(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殺害除掉，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上行

(她)宣稱傳講 在對(他)那 在對(他)千夫長 從屬(她)那 從屬(她)營隊， 是這樣 (她)整個全部的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摻混困惑 (她)耶陸撒冷；

徒 21:32 o]j evxauth/j paralabw.n stratiw,taj kai. ek̀atonta,rcaj kate,dramen evpV auvtou,j( oì de. ivdo,ntej to.n
cili,arcon kai. tou.j stratiw,taj evpau,santo tu,ptontej to.n Pau/lonÅ
Who immediately took soldiers and centurions, and ran down unto them: and when they saw the chief captain
and the soldiers, they left beating of Paul.
千夫長立時帶著兵丁，和幾個百夫長，跑下去到他們那裏；他們見了千夫長和兵丁，就止住不打保羅。

(他)這個 立時地 (他)那時(也是)拿取在旁邊了的 到於(他們)士兵 並且 到於(他們)百夫長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下奔跑疾行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千夫長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士兵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停息休止 (他們)現正持續連敲重擊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保羅。

徒 21:33 to,te evggi,saj ò cili,arcoj evpela,beto auvtou/ kai. evke,leusen deqh/nai àlu,sesi dusi,( kai. evpunqa,neto ti,j
ei;h kai. ti, evstin pepoihkw,jÅ
Then the chief captain came near, and took him, and commanded him to be bound with two chains; and
demanded who he was, and what he had done.
於是千夫長上前拿住他，吩咐用兩條鐵鍊捆鎖；又問他是甚麼人，作的是甚麼事。

當那時地 (他)那時(也是)靠近了的 (他)那 (他)千夫長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拿取到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出言吩咐 那時(也是)要去被拴綁 在對(她們)鐐銬鎖鏈 在對(她們)二個/兩個；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詢問查證 (他)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可以持續是， 並且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現在已經行出作成了的。
[經文變異RT]

當那時地 (他)那時(也是)靠近了的 (他)那 (他)千夫長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拿取到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出言吩咐 那時(也是)要去被拴綁 在對(她們)鐐銬鎖鏈 在對(她們)二個/兩個；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詢問查證 (他)任何什麼呢 但凡 他/她/它現在可以持續是， 並且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現在已經行出作成了的。

徒 21:34 a;lloi de. a;llo ti evpefw,noun evn tw/| o;clw|Å mh. duname,nou de. auvtou/ gnw/nai to. avsfale.j dia. to.n qo,rubon
evke,leusen a;gesqai auvto.n eivj th.n parembolh,nÅ
And some cried one thing, some another, among the multitude: and when he could not know the certainty for
the tumult, he commanded him to be carried into the castle.
眾人有喊叫這個的，有喊叫那個的；千夫長因為這樣亂嚷，得不著實情，就吩咐人將保羅帶進營樓去。

(他們)另外不同的 然而也 到於(它)另外不同的 到於(它)任何什麼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在上面出聲叫喚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群眾； 不會/不要 從屬(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了的 然而也 從屬(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認識知道 到於(它)那 到於(它)穩妥確實的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他)那 到於(他)喧鬧滋擾，

他/她/它那時(也是)出言吩咐 現要去持續被帶領 到於(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陣營。
[經文變異RT]

(他們)另外不同的 然而也 到於(它)另外不同的 到於(它)任何什麼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高呼喊叫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群眾； 不會/不要 從屬(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了的 然而也 那時(也是)要去認識知道 到於(它)那

到於(它)穩妥確實的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他)那 到於(他)喧鬧滋擾， 他/她/它那時(也是)出言吩咐

現要去持續被帶領 到於(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陣營。

徒 21:35 o[te de. evge,neto evpi. tou.j avnabaqmou,j( sune,bh basta,zesqai auvto.n ùpo. tw/n stratiwtw/n dia. th.n bi,an
tou/ o;clou(
And when he came upon the stairs, so it was, that he was borne of the soldiers for the violence of the people.
到了臺階上，眾人擠得兇猛，兵丁只得將保羅抬起來。

當這時地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階梯，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生遭遇 現要去持續被提舉擔負 到於(他)同一者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士兵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她)那 到於(她)強勢猛力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群眾；

徒 21:36 hvkolou,qei ga.r to. plh/qoj tou/ laou/ kra,zontej( Ai=re auvto,nÅ
For the multitude of the people followed after, crying, Away with h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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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人跟在後面，喊著說：除掉他。

他/她/它當時持續跟隨 因為 (它)那 (它)聚滿大群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民百姓 (他們)現正持續嘶聲吶喊了的，

你現在就要持續提起 到於(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當時持續跟隨 因為 (它)那 (它)聚滿大群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民百姓 (它)現正持續嘶聲吶喊了的，

你現在就要持續提起 到於(他)同一者。

徒 21:37 Me,llwn te eivsa,gesqai eivj th.n parembolh.n ò Pau/loj le,gei tw/| cilia,rcw|( Eiv e;xesti,n moi eivpei/n ti
pro.j se,È ò de. e;fh( ~Ellhnisti. ginw,skeijÈ
And as Paul was to be led into the castle, he said unto the chief captain, May I speak unto thee? Who said,
Canst thou speak Greek?
將要帶他進營樓，保羅對千夫長說：我對你說句話，可以不可以。他說：你懂得希利尼話麼；

(他)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的 並/又 現要去持續被向內帶領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陣營 (他)那 (他)保羅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那 在對(他)千夫長， 若是 他/她/它現在持續合乎法理[非人稱用法] 在對我

那時(也是)要去發話言說 到於(它)任何什麼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宣稱傳講， 以希利尼語文地 你現在持續認識知道？
[經文變異MT]

(他)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的 並/又 現要去持續被向內帶領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陣營 (他)那 (他)保羅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那 在對(他)千夫長， 若是 他/她/它現在持續合乎法理[非人稱用法] 在對我

那時(也是)要去發話言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宣稱傳講， 以希利尼語文地

你現在持續認識知道？

徒 21:38 ouvk a;ra su. ei= ò Aivgu,ptioj ò pro. tou,twn tw/n hm̀erw/n avnastatw,saj kai. evxagagw.n eivj th.n e;rhmon
tou.j tetrakiscili,ouj a;ndraj tw/n sikari,wnÈ
Art not thou that Egyptian, which before these days madest an uproar, and leddest out into the wilderness four
thousand men that were murderers?
你莫非是從前作亂，帶領四千兇徒，往曠野去的那埃及人麼。

豈非呢 果然如此 你 你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埃及人的 (他)那 在前面 從屬(她們)那同一者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日子/白日 (他)那時(也是)促使成擾動失定了的 並且 (他)那時(也是)向外帶領出來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孤獨荒涼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四千個 到於(他們)男人/丈夫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刺客兇徒？

徒 21:39 ei=pen de. ò Pau/loj( VEgw. a;nqrwpoj me,n eivmi VIoudai/oj( Tarseu.j th/j Kiliki,aj( ouvk avsh,mou po,lewj
poli,thj\ de,omai de, sou( evpi,treyo,n moi lalh/sai pro.j to.n lao,nÅ
But Paul said, I am a man which am a Jew of Tarsus, a city in Cilicia, a citizen of no mean city: and, I beseech
thee, suffer me to speak unto the people.
保羅說：我本是猶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數，並不是無名小城的人，求你准我對百姓說話。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他)那 (他)保羅， 我 (他)人 的確 我現在持續是 (他)猶太人的， (他)大數人

從屬(她)那 從屬(她)基利家， 不是/不 從屬(她)默默無名的 從屬(她)城邑 (他)公民；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自卑乞求

然而也 從屬你， 你那時(也是)就要准許 在對我 那時(也是)要去發言講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人民百姓。

徒 21:40 evpitre,yantoj de. auvtou/ ò Pau/loj èstw.j evpi. tw/n avnabaqmw/n kate,seisen th/| ceiri. tw/| law/|Å pollh/j de.
sigh/j genome,nhj prosefw,nhsen th/| ~Ebrai<di diale,ktw| le,gwn(
And when he had given him licence, Paul stood on the stairs, and beckoned with the hand unto the people. And
when there was made a great silence, he spake unto them in the Hebrew tongue, saying,
千夫長准了，保羅就站在臺階上，向百姓擺手，他們都靜默無聲，保羅便用希伯來話對他們說：

從屬(他)那時(也是)准許了的 然而也 從屬(他)同一者， (他)那 (他)保羅 (他)現在已經立定站住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階梯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下搖擺震動 在對(她)那 在對(她)手 在對(他)那

在對(他)人民百姓； 從屬(她)許多的 然而也 從屬(她)靜默 從屬(她)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出聲叫喚 在對(她)那 在對(她)希伯來語文 在對(她)語調方言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徒 22:1 :Andrej avdelfoi. kai. pate,rej( avkou,sate, mou th/j pro.j ùma/j nuni. avpologi,ajÅ
Men, brethren, and fathers, hear ye my defence which I make now unto you.
諸位父兄請聽，我現在對你們分訴。

阿,(他們)男人/丈夫 阿,(他們)弟兄 並且 阿,(他們)父親，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聲聞耳聽 從屬我 從屬(她)那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就現在此時地 從屬(她)申訴答辯。

徒 22:2 avkou,santej de. o[ti th/| ~Ebrai<di diale,ktw| prosefw,nei auvtoi/j( ma/llon pare,scon hs̀uci,anÅ kai. fh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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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when they heard that he spake in the Hebrew tongue to them, they kept the more silence: and he saith,)
眾人聽他說的是希伯來話，就更加安靜了。

(他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然而也 是這樣 在對(她)那 在對(她)希伯來語文 在對(她)語調方言

他/她/它當時持續在前面向著出聲叫喚 在對(他們)同一者， 更特別尤其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展示提供

到於(她)安靜沉寂。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宣稱傳講，

徒 22:3 VEgw, eivmi avnh.r VIoudai/oj( gegennhme,noj evn Tarsw/| th/j Kiliki,aj( avnateqramme,noj de. evn th/| po,lei
tau,th|( para. tou.j po,daj Gamalih.l pepaideume,noj kata. avkri,beian tou/ patrw,|ou no,mou( zhlwth.j ùpa,rcwn tou/
qeou/ kaqw.j pa,ntej ùmei/j evste sh,meron\
I am verily a man which am a Jew, born in Tarsus, a city in Cilicia, yet brought up in this city at the feet of
Gamaliel, and taught according to the perfect manner of the law of the fathers, and was zealous toward God, as
ye all are this day.
保羅說：我原是猶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數，長在這城裏，在迦瑪列門下，按著我們祖宗嚴緊的律法受教，熱心

事奉神，像你們眾人今日一樣。

我 我現在持續是 (他)男人/丈夫 (他)猶太人的 (他)現在已經被生發成為族類了的 在內 在對(她)大數 從屬(她)那

從屬(她)基利家， (他)現在已經被養育長大了的 然而也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城邑 在對(她)那同一者

<在旁邊>到旁邊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腳 從屬(他)迦瑪列， (他)現在已經被訓練管教了的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正確切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祖宗的 從屬(他)律法， (他)具火熱激昂之情者 (他)現正持續源屬具有了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按照正如地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你們 你們現在持續是 今日地；
[不同標點]

我 我現在持續是 (他)男人/丈夫 (他)猶太人的 (他)現在已經被生發成為族類了的 在內 在對(她)大數 從屬(她)那

從屬(她)基利家， (他)現在已經被養育長大了的 然而也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城邑 在對(她)那同一者，

<在旁邊>到旁邊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腳 從屬(他)迦瑪列 (他)現在已經被訓練管教了的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正確切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祖宗的 從屬(他)律法， (他)具火熱激昂之情者 (他)現正持續源屬具有了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按照正如地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你們 你們現在持續是 今日地；
[經文變異RT]

我 的確 我現在持續是 (他)男人/丈夫 (他)猶太人的 (他)現在已經被生發成為族類了的 在內 在對(她)大數 從屬(她)那

從屬(她)基利家， (他)現在已經被養育長大了的 然而也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城邑 在對(她)那同一者

<在旁邊>到旁邊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腳 從屬(他)迦瑪列， (他)現在已經被訓練管教了的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正確切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祖宗的 從屬(他)律法， (他)具火熱激昂之情者 (他)現正持續源屬具有了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按照正如地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你們 你們現在持續是 今日地；

徒 22:4 o]j tau,thn th.n òdo.n evdi,wxa a;cri qana,tou desmeu,wn kai. paradidou.j eivj fulaka.j a;ndraj te kai.
gunai/kaj(
And I persecuted this way unto the death, binding and delivering into prisons both men and women.
我也曾逼迫奉這道的人，直到死地，無論男女都鎖拿下監。

(他)這個 到於(她)那同一者 到於(她)那 到於(她)道路途徑 我那時(也是)追趕迫求 直至達到 從屬(他)死，

(他)現正持續行捆綁了的 並且 (他)現正持續交付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們)夜更/監獄 到於(他們)男人/丈夫 並/又 並且

到於(她們)女人；

徒 22:5 wj̀ kai. ò avrciereu.j marturei/ moi kai. pa/n to. presbute,rion( parV w-n kai. evpistola.j dexa,menoj pro.j
tou.j avdelfou.j eivj Damasko.n evporeuo,mhn( a;xwn kai. tou.j evkei/se o;ntaj dedeme,nouj eivj VIerousalh.m i[na
timwrhqw/sinÅ
As also the high priest doth bear me witness, and all the estate of the elders: from whom also I received letters
unto the brethren, and went to Damascus, to bring them which were there bound unto Jerusalem, for to be
punished.
這是大祭司和眾長老都可以給我作見證的；我又領了他們達與弟兄的書信，往大馬色去，要把在那裏奉這道的人

鎖拿，帶到耶路撒冷受刑。

正如地 並且 (他)那 (他)大祭司 他/她/它現在持續作見證人 在對我， 並且 (它)所有每一個的 (它)那 (它)長老議會；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們)這些個 並且 到於(她們)書信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接納領受了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弟兄 向內進入 到於(她)大馬色 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他)將要(持續)帶領了的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那裏地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是了的 到於(他們)現在已經被拴綁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陸撒冷，

為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被行處置懲罰。

徒 22:6 VEge,neto de, moi poreuome,nw| kai. evggi,zonti th/| Damaskw/| peri. meshmbri,an evxai,fnhj evk tou/ ouvranou/
periastra,yai fw/j ìkano.n peri. evme,(
And it came to pass, that, as I made my journey, and was come nigh unto Damascus about noon, sudde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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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shone from heaven a great light round about me.
我將到大馬色，正走的時候，約在晌午，忽然從天上發大光，四面照著我。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然而也 在對我 在對(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行去了的 並且 在對(他)現正持續靠近了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大馬色 <在周圍>在周圍 到於(她)中午/南面， 忽然地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那時(也是)要去在周圍閃亮放光 到於(它)光明 到於(它)達到足夠的 <在周圍>在周圍 到於"我"；

徒 22:7 e;pesa, te eivj to. e;dafoj kai. h;kousa fwnh/j legou,shj moi( Saou.l Saou,l( ti, me diw,keijÈ
And I fell unto the ground, and heard a voice saying unto me, Saul, Saul, why persecutest thou me?
我就仆倒在地，聽見有聲音對我說：掃羅，掃羅，你為甚麼逼迫我。

我那時(也是)落下墜落 並/又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基座平地， 並且 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從屬(她)聲音

從屬(她)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在對我， 阿,(他)掃羅 阿,(他)掃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到於我 你現在持續追趕迫求？

徒 22:8 evgw. de. avpekri,qhn( Ti,j ei=( ku,rieÈ ei=pe,n te pro,j me( VEgw, eivmi VIhsou/j ò Nazwrai/oj( o]n su. diw,keijÅ
And I answered, Who art thou, Lord? And he said unto me, I am Jesus of Nazareth, whom thou persecutest.
我回答說：主阿，你是誰。他說：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穌。

我 然而也 我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註1， (他)任何什麼呢 你現在持續是， 阿,(他)主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並/又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我， 我 我現在持續是 (他)耶穌 (他)那 (他)拿撒勒人， 到於(他)這個 你

你現在持續追趕迫求。

註1：“我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文法上亦可以為“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經文變異WH]

我 然而也 我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 (他)任何什麼呢 你現在持續是， 阿,(他)主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並/又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我"， 我 我現在持續是 (他)耶穌 (他)那 (他)拿撒勒人， 到於(他)這個 你

你現在持續追趕迫求。

徒 22:9 oi` de. su.n evmoi. o;ntej to. me.n fw/j evqea,santo th.n de. fwnh.n ouvk h;kousan tou/ lalou/nto,j moiÅ
And they that were with me saw indeed the light, and were afraid; but they heard not the voice of him that spake
to me.
與我同行的人，看見了那光，卻沒有聽明那位對我說話的聲音。

(他們)那些 然而也 共同一起 在對"我" (他們)現正持續是了的 到於(它)那 的確 到於(它)光明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定睛觀看， 到於(她)那 然而也 到於(她)聲音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從屬(他)那 從屬(他)現正持續發言講說了的 在對我。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些 然而也 共同一起 在對"我" (他們)現正持續是了的 到於(它)那 的確 到於(它)光明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定睛觀看， 並且 (他們)在內驚恐畏懼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到於(她)那

然而也 到於(她)聲音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從屬(他)那 從屬(他)現正持續發言講說了的 在對我。

徒 22:10 ei=pon de,( Ti, poih,sw( ku,rieÈ ò de. ku,rioj ei=pen pro,j me( VAnasta.j poreu,ou eivj Damasko.n kavkei/ soi
lalhqh,setai peri. pa,ntwn w-n te,taktai, soi poih/saiÅ
And I said, What shall I do, Lord? And the Lord said unto me, Arise, and go into Damascus; and there it shall be
told thee of all things which are appointed for thee to do.
我說：主阿，我當作甚麼。主說：起來，進大馬色去，在那裏要將所派你作的一切事，告訴你。

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我那時(也是)應該行出作成， 阿,(他)主人？ (他)那 然而也

(他)主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我， (他)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了的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向內進入 到於(她)大馬色； 且在那裏地 在對你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發言講說

<在周圍>關於 從屬(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安排定規 在對你

那時(也是)要去行出作成。

徒 22:11 wj̀ de. ouvk evne,blepon avpo. th/j do,xhj tou/ fwto.j evkei,nou( ceiragwgou,menoj ùpo. tw/n suno,ntwn moi
h=lqon eivj Damasko,nÅ
And when I could not see for the glory of that light, being led by the hand of them that were with me, I came into
Damascus.
我因那光的榮耀，不能看見，同行的人，就拉著我手進了大馬色。

正如地 然而也 不是/不 我當時持續用心觀看註1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榮耀 從屬(它)那 從屬(它)光明

從屬(它)在那裏的那個， (他)現正持續被行用手牽著帶領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是是同在一起了的 在對我 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她)大馬色。

註1：“我當時持續用心觀看”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們當時持續用心觀看”。

徒 22:12 ~Anani,aj de, tij( avnh.r euvlabh.j kata. to.n no,mon( marturou,menoj ùpo. pa,ntwn tw/n katoikou,ntwn
VIoudai,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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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one Ananias, a devout man according to the law, having a good report of all the Jews which dwelt there,
那裏有一個人，名叫亞拿尼亞，按著律法是虔誠人，為一切住在那裏的猶太人所稱讚。

(他)亞拿尼亞 然而也 (他)任何什麼 (他)男人/丈夫 (他)慎重虔敬的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那 到於(他)律法，

(他)現正持續被作見證人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定居了的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徒 22:13 evlqw.n pro,j me kai. evpista.j ei=pe,n moi( Saou.l avdelfe,( avna,bleyonÅ kavgw. auvth/| th/| w[ra| avne,bleya eivj
auvto,nÅ
Came unto me, and stood, and said unto me, Brother Saul, receive thy sight. And the same hour I looked up
upon him.
他來見我，站在旁邊，對我說：兄弟掃羅，你可以看見；我當時往上一看，就看見了他。

(他)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我 並且 (他)那時(也是)立定站住在上面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我， 阿,(他)掃羅 阿,(他)弟兄， 你那時(也是)就要再向上著眼觀看。 並且我

在對(她)同一者 在對(她)那 在對(她)鐘點時刻 我那時(也是)再向上著眼觀看 向內進入 到於(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WH]

(他)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我" 並且 (他)那時(也是)立定站住在上面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我， 阿,(他)掃羅 阿,(他)弟兄， 你那時(也是)就要再向上著眼觀看。 並且我

在對(她)同一者 在對(她)那 在對(她)鐘點時刻 我那時(也是)再向上著眼觀看 向內進入 到於(他)同一者。

徒 22:14 ò de. ei=pen( ~O qeo.j tw/n pate,rwn h̀mw/n proeceiri,sato, se gnw/nai to. qe,lhma auvtou/ kai. ivdei/n to.n
di,kaion kai. avkou/sai fwnh.n evk tou/ sto,matoj auvtou/(
And he said, The God of our fathers hath chosen thee, that thou shouldest know his will, and see that Just One,
and shouldest hear the voice of his mouth.
他又說：我們祖宗的神，揀選了你，叫你明白他的旨意，又得見那義者，聽他口中所出的聲音。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那 (他)神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父親 從屬我們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預先手選 到於你 那時(也是)要去認識知道 到於(它)那 到於(它)所定意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看見察覺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具公平正義的，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聲聞耳聽 到於(她)聲音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口/嘴 從屬(他)同一者；

徒 22:15 o[ti e;sh| ma,rtuj auvtw/| pro.j pa,ntaj avnqrw,pouj w-n eẁ,rakaj kai. h;kousajÅ
For thou shalt be his witness unto all men of what thou hast seen and heard.
因為你要將所看見的，所聽見的，對著萬人為他作見證。

是這樣 你將要(持續)是 (他)見證人 在對(他)同一者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們)人

從屬(它們)這些個 你現在已經看見清楚 並且 你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徒 22:16 kai. nu/n ti, me,lleijÈ avnasta.j ba,ptisai kai. avpo,lousai ta.j am̀arti,aj sou evpikalesa,menoj to. o;noma
auvtou/Å
And now why tarriest thou? arise, and be baptized, and wash away thy sins, calling on the name of the Lord.
現在你為甚麼耽延呢；起來，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

並且 現在此時地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現在持續準備快要？ (他)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了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浸洗，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從那裏洗滌淨身離開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罪

從屬你，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召告稱呼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名字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現在此時地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現在持續準備快要？ (他)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了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浸洗，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從那裏洗滌淨身離開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罪

從屬你，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召告稱呼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名字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徒 22:17 VEge,neto de, moi ùpostre,yanti eivj VIerousalh.m kai. proseucome,nou mou evn tw/| ièrw/| gene,sqai me evn
evksta,sei
And it came to pass, that, when I was come again to Jerusalem, even while I prayed in the temple, I was in a
trance;
後來我回到耶路撒冷，在殿裏禱告的時候，魂遊象外，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然而也 在對我 在對(他)那時(也是)翻轉轉回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陸撒冷，

並且 從屬(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祈禱求告了的 從屬我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聖殿，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生發成為

到於我 在內 在對(她)驚異失定，

徒 22:18 kai. ivdei/n auvto.n le,gonta, moi( Speu/son kai. e;xelqe evn ta,cei evx VIerousalh,m( dio,ti ouv parade,xontai, sou
marturi,an peri. evmou/Å
And saw him saying unto me, Make haste, and get thee quickly out of Jerusalem: for they will not receive 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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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imony concerning me.
看見主向我說：你趕緊的離開耶路撒冷，不可遲延，因你為我作的見證，這裏的人，必不領受。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看見察覺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在對我， 你那時(也是)就要趕緊急切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在內 在對(它)短暫急速之間 向外出來 從屬(她)耶陸撒冷； 為是這樣之緣故

不是/不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被接納領受在旁邊 從屬你 到於(她)作證 <在周圍>關於 從屬"我"。
[經文變異RT]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看見察覺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在對我， 你那時(也是)就要趕緊急切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在內 在對(它)短暫急速之間 向外出來 從屬(她)耶陸撒冷； 為是這樣之緣故

不是/不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被接納領受在旁邊 從屬你 到於(她)那 到於(她)作證 <在周圍>關於 從屬"我"。

徒 22:19 kavgw. ei=pon( Ku,rie( auvtoi. evpi,stantai o[ti evgw. h;mhn fulaki,zwn kai. de,rwn kata. ta.j sunagwga.j tou.j
pisteu,ontaj evpi. se,(
And I said, Lord, they know that I imprisoned and beat in every synagogue them that believed on thee:
我就說：主阿，他們知道我從前把信你的人，收在監裏，又在各會堂裏鞭打他們；

並且我 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阿,(他)主人， (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心思通曉， 是這樣 我

我當時持續是 (他)現正持續監禁了的 並且 (他)現正持續抽打了的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會堂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你；

徒 22:20 kai. o[te evxecu,nneto to. ai-ma Stefa,nou tou/ ma,rturo,j sou( kai. auvto.j h;mhn evfestw.j kai. suneudokw/n kai.
fula,sswn ta. ìma,tia tw/n avnairou,ntwn auvto,nÅ
And when the blood of thy martyr Stephen was shed, I also was standing by, and consenting unto his death,
and kept the raiment of them that slew him.
並且你的見證人司提反，被害流血的時候，我也站在旁邊歡喜；又看守害死他之人的衣裳。

並且 當這時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被向外傾注澆流 (它)那 (它)血 從屬(他)司提反 從屬(他)那 從屬(他)見證人 從屬你，

並且 (他)同一者 我當時持續是 (他)現在已經立定站住在上面了的 並且 (他)現正持續共同歡愉認可了的 並且

(他)現正持續看管守護了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衣服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挪去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當這時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被向外傾注澆流 (它)那 (它)血 從屬(他)司提反 從屬(他)那 從屬(他)見證人 從屬你，

並且 (他)同一者 我當時持續是 (他)現在已經立定站住在上面了的 並且 (他)現正持續共同歡愉認可了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挪去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現正持續看管守護了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衣服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挪去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徒 22:21 kai. ei=pen pro,j me( Poreu,ou( o[ti evgw. eivj e;qnh makra.n evxapostelw/ seÅ
And he said unto me, Depart: for I will send thee far hence unto the Gentiles.
主向我說：你去罷；我要差你遠遠的往外邦人那裏去。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我，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是這樣 我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種族邦國 遠遠地 我將要(持續)向外分派差遣 到於你。

徒 22:22 :Hkouon de. auvtou/ a;cri tou,tou tou/ lo,gou kai. evph/ran th.n fwnh.n auvtw/n le,gontej( Ai=re avpo. th/j gh/j
to.n toiou/ton( ouv ga.r kaqh/ken auvto.n zh/nÅ
And they gave him audience unto this word, and then lifted up their voices, and said, Away with such a fellow
from the earth: for it is not fit that he should live.
眾人聽他說到這句話，就高聲說：這樣的人，從世上除掉他罷；他是不當活著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聲聞耳聽 然而也 從屬(他)同一者 直至達到 從屬(他)那同一者 從屬(他)那

從屬(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在上面提起 到於(她)那 到於(她)聲音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現在就要持續提起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到於(他)那 到於(他)那種樣；

不是/不 因為 他/她/它當時持續向下達至適合 到於(他)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活。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聲聞耳聽 然而也 從屬(他)同一者 直至達到 從屬(他)那同一者 從屬(他)那

從屬(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在上面提起 到於(她)那 到於(她)聲音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現在就要持續提起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到於(他)那 到於(他)那種樣；

不是/不 因為 (它)現正持續向下達至適合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活。

徒 22:23 kraugazo,ntwn te auvtw/n kai. rìptou,ntwn ta. im̀a,tia kai. koniorto.n ballo,ntwn eivj to.n ave,ra(
And as they cried out, and cast off their clothes, and threw dust into the air,
眾人喧嚷，摔掉衣裳，把塵土向空中揚起來。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發喊嚷叫了的 並/又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拋擲了的 到於(它們)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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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於(它們)衣服， 並且 到於(他)灰塵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投擲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空中，

徒 22:24 evke,leusen ò cili,arcoj eivsa,gesqai auvto.n eivj th.n parembolh,n( ei;paj ma,stixin avneta,zesqai auvto.n i[na
evpignw/| diV h]n aivti,an ou[twj evpefw,noun auvtw/|Å
The chief captain commanded him to be brought into the castle, and bade that he should be examined by
scourging; that he might know wherefore they cried so against him.
千夫長就吩咐將保羅帶進營樓去，叫人用鞭子拷問他，要知道他們向他這樣喧嚷，是為甚麼緣故。

他/她/它那時(也是)出言吩咐 (他)那 (他)千夫長 現要去持續被向內帶領進入 到於(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陣營， (他)那時(也是)發話言說了的 在對(她們)鞭笞/災病 現要去持續被調查審訊 到於(他)同一者，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清楚認識知道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她)這個 到於(她)索問要求之因由 那同一樣式地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在上面出聲叫喚 在對(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出言吩咐 到於(他)同一者 (他)那 (他)千夫長 現要去持續被帶領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陣營， (他)那時(也是)發話言說了的 在對(她們)鞭笞/災病 現要去持續被調查審訊 到於(他)同一者，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清楚認識知道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她)這個 到於(她)索問要求之因由 那同一樣式地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在上面出聲叫喚 在對(他)同一者。

徒 22:25 wj̀ de. proe,teinan auvto.n toi/j im̀a/sin( ei=pen pro.j to.n èstw/ta èkato,ntarcon ò Pau/loj( Eiv a;nqrwpon
~Rwmai/on kai. avkata,kriton e;xestin ùmi/n masti,zeinÈ
And as they bound him with thongs, Paul said unto the centurion that stood by, Is it lawful for you to scourge a
man that is a Roman, and uncondemned?
剛用皮條捆上，保羅對旁邊站著的百夫長說：人是羅馬人，又沒有定罪，你們就鞭打他，有這個例麼。

正如地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前扯緊 到於(他)同一者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皮帶，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現在已經立定站住了的 到於(他)百夫長 (他)那

(他)保羅， 若是 到於(他)人 到於(他)羅馬人的 並且 到於(他)為未斷定有罪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合乎法理[非人稱用法]

在對你們 現要去持續使有鞭笞？
[經文變異RT]

正如地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前扯緊 到於(他)同一者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皮帶，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現在已經立定站住了的 到於(他)百夫長 (他)那

(他)保羅， 若是 到於(他)人 到於(他)羅馬人的 並且 到於(他)為未斷定有罪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合乎法理[非人稱用法]

在對你們 現要去持續使有鞭笞？

徒 22:26 avkou,saj de. ò èkatonta,rchj proselqw.n tw/| cilia,rcw| avph,ggeilen le,gwn( Ti, me,lleij poiei/nÈ ò ga.r
a;nqrwpoj ou-toj ~Rwmai/o,j evstinÅ
When the centurion heard that, he went and told the chief captain, saying, Take heed what thou doest: for this
man is a Roman.
百夫長聽見這話，就去見千夫長，告訴他說：你要作甚麼；這人是羅馬人。

(他)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百夫長 (他)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了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千夫長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報信通告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現在持續準備快要

現要去持續行出作成？ (他)那 因為 (他)人 (他)那同一者 (他)羅馬人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他)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百夫長 (他)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報信通告 在對(他)那 在對(他)千夫長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現在就要持續看見清楚，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現在持續準備快要 現要去持續行出作成？ (他)那 因為 (他)人 (他)那同一者 (他)羅馬人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徒 22:27 proselqw.n de. ò cili,arcoj ei=pen auvtw/|( Le,ge moi( su. ~Rwmai/oj ei=È ò de. e;fh( Nai,Å
Then the chief captain came, and said unto him, Tell me, art thou a Roman? He said, Yea.
千夫長就來問保羅說：你告訴我，你是羅馬人麼。保羅說：是。

(他)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千夫長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你現在就要持續道說 在對我， 你 (他)羅馬人的 你現在持續是？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宣稱傳講，

誠然為是。
[經文變異RT]

(他)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千夫長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你現在就要持續道說 在對我， 若是 你 (他)羅馬人的 你現在持續是？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宣稱傳講，

誠然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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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 22:28 avpekri,qh de. ò cili,arcoj( VEgw. pollou/ kefalai,ou th.n politei,an tau,thn evkthsa,mhnÅ ò de. Pau/loj e;fh(
VEgw. de. kai. gege,nnhmaiÅ
And the chief captain answered, With a great sum obtained I this freedom. And Paul said, But I was free born.
千夫長說：我用許多銀子，纔入了羅馬的民籍。保羅說：我生來就是。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 然而也 (他)那 (他)千夫長， 我 從屬(它)許多的 從屬(它)總結首要/總額 到於(她)那

到於(她)公民團體身份 到於(她)那同一者 我那時(也是)讓自己獲得擁有。 (他)那 然而也 (他)保羅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宣稱傳講， 我 然而也 並且 我現在已經被生發成為族類。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註1 並/又 (他)那 (他)千夫長， 我 從屬(它)許多的 從屬(它)總結首要/總額

到於(她)那 到於(她)公民團體身份 到於(她)那同一者 我那時(也是)讓自己獲得擁有。 (他)那 然而也 (他)保羅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宣稱傳講， 我 然而也 並且 我現在已經被生發成為族類。

註1：“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徒 22:29 euvqe,wj ou=n avpe,sthsan avpV auvtou/ oì me,llontej auvto.n avneta,zein( kai. ò cili,arcoj de. evfobh,qh evpignou.j
o[ti ~Rwmai/o,j evstin kai. o[ti auvto.n h=n dedekw,jÅ
Then straightway they departed from him which should have examined him: and the chief captain also was
afraid, after he knew that he was a Roman, and because he had bound him.
於是那些要拷問保羅的人，就離開他去了。千夫長既知道他是羅馬人，又因為捆綁了他，也害怕了。

平直直接地[同#2117] 這樣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從那裏站開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調查審訊； 並且 (他)那 (他)千夫長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成驚恐畏懼， (他)那時(也是)清楚認識知道了的 是這樣 (他)羅馬人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並且

是這樣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現在已經拴綁了的。
[經文變異RT]

平直直接地[同#2117] 這樣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從那裏站開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調查審訊； 並且 (他)那 (他)千夫長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成驚恐畏懼， (他)那時(也是)清楚認識知道了的 是這樣 (他)羅馬人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並且

是這樣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到於(他)同一者 (他)現在已經拴綁了的。

徒 22:30 Th/| de. evpau,rion boulo,menoj gnw/nai to. avsfale,j( to. ti, kathgorei/tai ùpo. tw/n VIoudai,wn( e;lusen auvto.n
kai. evke,leusen sunelqei/n tou.j avrcierei/j kai. pa/n to. sune,drion( kai. katagagw.n to.n Pau/lon e;sthsen eivj
auvtou,jÅ
On the morrow, because he would have known the certainty wherefore he was accused of the Jews, he loosed
him from his bands, and commanded the chief priests and all their council to appear, and brought Paul down,
and set him before them.
第二天，千夫長為要知道猶太人控告保羅的實情，便解開他，吩咐祭司長和全公會的人，都聚集，將保羅帶下來

，叫他站在他們面前。

在對(她)那 然而也 在次日地，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諮商決意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認識知道 到於(它)那

到於(它)穩妥確實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行控告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鬆綁脫解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出言吩咐

那時(也是)要去共同到來前往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大祭司 並且 到於(它)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公會， 並且 (他)那時(也是)向下帶領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保羅 他/她/它那時(也是)立定站住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在對(她)那 然而也 在次日地，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諮商決意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認識知道 到於(它)那

到於(它)穩妥確實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行控告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鬆綁脫解 到於(他)同一者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捆鎖，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出言吩咐 那時(也是)要去到來前往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大祭司 並且

到於(它)整個全部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公會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那時(也是)向下帶領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保羅 他/她/它那時(也是)立定站住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同一者。

徒 23:1 avteni,saj de. ò Pau/loj tw/| sunedri,w| ei=pen( :Andrej avdelfoi,( evgw. pa,sh| suneidh,sei avgaqh/| pepoli,teumai
tw/| qew/| a;cri tau,thj th/j hm̀e,rajÅ
And Paul, earnestly beholding the council, said, Men and brethren, I have lived in all good conscience before
God until this day.
保羅定睛看著公會的人，說：弟兄們，我在神面前行事為人，都是憑著良心，直到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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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那時(也是)專注定睛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保羅 在對(它)那 在對(它)公會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阿,(他們)男人/丈夫 阿,(他們)弟兄， 我 在對(她)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她)自覺良心 在對(她)良善的

我現在已經讓自己/被行公民職權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直至達到 從屬(她)那同一者 從屬(她)那 從屬(她)日子/白日。
[經文變異WH]

(他)那時(也是)專注定睛了的 然而也 (他)保羅 在對(它)那 在對(它)公會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阿,(他們)男人/丈夫 阿,(他們)弟兄， 我 在對(她)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她)自覺良心 在對(她)良善的

我現在已經讓自己/被行公民職權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直至達到 從屬(她)那同一者 從屬(她)那 從屬(她)日子/白日。

徒 23:2 ò de. avrciereu.j ~Anani,aj evpe,taxen toi/j parestw/sin auvtw/| tu,ptein auvtou/ to. sto,maÅ
And the high priest Ananias commanded them that stood by him to smite him on the mouth.
大祭司亞拿尼亞，就吩咐旁邊站著的人打他的嘴。

(他)那 然而也 (他)大祭司 (他)亞拿尼亞 他/她/它那時(也是)責令定規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在已經立定站住在旁邊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連敲重擊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它)那

到於(它)口/嘴。

徒 23:3 to,te ò Pau/loj pro.j auvto.n ei=pen( Tu,ptein se me,llei ò qeo,j( toi/ce kekoniame,ne\ kai. su. ka,qh| kri,nwn me
kata. to.n no,mon kai. paranomw/n keleu,eij me tu,ptesqaiÈ
Then said Paul unto him, God shall smite thee, thou whited wall: for sittest thou to judge me after the law, and
commandest me to be smitten contrary to the law?
保羅對他說：你這粉飾的牆，神要打你；你坐堂為的是按律法審問我，你竟違背律法，吩咐人打我麼。

當那時地 (他)那 (他)保羅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現要去持續連敲重擊

到於你 他/她/它現在持續準備快要 (他)那 (他)神， 阿,(他)屋牆 阿,(他)現在已經被粉飾了的； 並且 你

你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坐下 (他)現正持續區別審斷了的 到於我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那 到於(他)律法， 並且

(他)現正持續行違反律法了的 你現在持續出言吩咐 到於我 現要去持續被連敲重擊？

徒 23:4 oi` de. parestw/tej ei=pan( To.n avrciere,a tou/ qeou/ loidorei/jÈ
And they that stood by said, Revilest thou God's high priest?
站在旁邊的人說：你辱罵神的大祭司麼。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現在已經立定站住在旁邊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到於(他)那 到於(他)大祭司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你現在持續行漫罵斥責？

徒 23:5 e;fh te ò Pau/loj( Ouvk h;|dein( avdelfoi,( o[ti evsti.n avrciereu,j\ ge,graptai ga.r o[ti :Arconta tou/ laou/ sou
ouvk evrei/j kakw/jÅ
Then said Paul, I wist not, brethren, that he was the high priest: for it is written, Thou shalt not speak evil of the
ruler of thy people.
保羅說：弟兄們，我不曉得他是大祭司；經上記著說：『不可毀謗你百姓的官長。』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宣稱傳講 並/又 (他)那 (他)保羅， 不是/不 我當時已經看見察覺， 阿,(他們)弟兄， 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大祭司；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因為， 是這樣 到於(他)首領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民百姓 從屬你 不是/不 你將要(持續)開聲言說 卑劣不好地。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宣稱傳講 並/又 (他)那 (他)保羅， 不是/不 我當時已經看見察覺， 阿,(他們)弟兄， 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大祭司；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因為， 到於(他)首領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民百姓

從屬你 不是/不 你將要(持續)開聲言說 卑劣不好地。

徒 23:6 Gnou.j de. ò Pau/loj o[ti to. e]n me,roj evsti.n Saddoukai,wn to. de. e[teron Farisai,wn e;krazen evn tw/|
sunedri,w|( :Andrej avdelfoi,( evgw. Farisai/o,j eivmi( uiò.j Farisai,wn\ peri. evlpi,doj kai. avnasta,sewj nekrw/n Îevgw.Ð
kri,nomaiÅ
But when Paul perceived that the one part were Sadducees, and the other Pharisees, he cried out in the
council, Men and brethren, I am a Pharisee, the son of a Pharisee: of the hope and resurrection of the dead I
am called in question.
保羅看出大眾，一半是撒都該人，一半是法利賽人，就在公會中大聲說：弟兄們，我是法利賽人，也是法利賽人

的子孫；我現在受審問，是為盼望死人復活。

(他)那時(也是)認識知道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保羅 是這樣 (它)那 (它)一個 (它)部分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從屬(他們)撒都該人， (它)那 然而也 (它)相異不同的 從屬(他們)法利賽人， 他/她/它當時持續嘶聲吶喊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公會， 阿,(他們)男人/丈夫 阿,(他們)弟兄， 我 (他)法利賽人 我現在持續是， (他)兒子

從屬(他們)法利賽人； <在周圍>關於 從屬(她)期盼指望 並且 從屬(她)再站立起來 從屬(他們)死掉的 我

我現在持續被區別審斷。
[經文變異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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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那時(也是)認識知道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保羅 是這樣 (它)那 (它)一個 (它)部分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從屬(他們)撒都該人， (它)那 然而也 (它)相異不同的 從屬(他們)法利賽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嘶聲吶喊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公會， 阿,(他們)男人/丈夫 阿,(他們)弟兄， 我 (他)法利賽人 我現在持續是， (他)兒子

從屬(他)法利賽人； <在周圍>關於 從屬(她)期盼指望 並且 從屬(她)再站立起來 從屬(他們)死掉的 我

我現在持續被區別審斷。
[經文變異WH]

(他)那時(也是)認識知道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保羅 是這樣 (它)那 (它)一個 (它)部分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從屬(他們)撒都該人， (它)那 然而也 (它)相異不同的 從屬(他們)法利賽人， 他/她/它當時持續嘶聲吶喊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公會， 阿,(他們)男人/丈夫 阿,(他們)弟兄， 我 (他)法利賽人 我現在持續是， (他)兒子

從屬(他們)法利賽人； <在周圍>關於 從屬(她)期盼指望 並且 從屬(她)再站立起來 從屬(他們)死掉的

我現在持續被區別審斷。

徒 23:7 tou/to de. auvtou/ eivpo,ntoj evge,neto sta,sij tw/n Farisai,wn kai. Saddoukai,wn kai. evsci,sqh to. plh/qojÅ
And when he had so said, there arose a dissension between the Pharisees and the Sadducees: and the
multitude was divided.
說了這話，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就爭論起來，會眾分為兩黨。

到於(它)那同一者 然而也 從屬(他)同一者 從屬(他)那時(也是)發話言說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她)站定對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法利賽人 並且 從屬(他們)撒都該人；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分裂斷開

(它)那 (它)聚滿大群。
[經文變異RT]

到於(它)那同一者 然而也 從屬(他)同一者 從屬(他)那時(也是)發言講說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她)站定對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法利賽人 並且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撒都該人；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分裂斷開 (它)那 (它)聚滿大群。
[經文變異WH]

到於(它)那同一者 然而也 從屬(他)同一者 從屬(他)那時(也是)發言講說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她)站定對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法利賽人 並且 從屬(他們)撒都該人；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分裂斷開

(它)那 (它)聚滿大群。

徒 23:8 Saddoukai/oi me.n ga.r le,gousin mh. ei=nai avna,stasin mh,te a;ggelon mh,te pneu/ma( Farisai/oi de.
òmologou/sin ta. avmfo,teraÅ
For the Sadducees say that there is no resurrection, neither angel, nor spirit: but the Pharisees confess both.
因為撒都該人說，沒有復活，也沒有天使，和鬼魂；法利賽人卻說，兩樣都有。

(他們)撒都該人 的確 因為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是 到於(她)再站立起來， 並不會/又不會

到於(他)使者， 並不會/又不會 到於(它)靈/風； (他們)法利賽人 然而也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同意承認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兩方面的。
[經文變異RT]

(他們)撒都該人 的確 因為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是 到於(她)再站立起來， 然而也不要

到於(他)使者， 並不會/又不會 到於(它)靈/風； (他們)法利賽人 然而也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同意承認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兩方面的。
[經文變異WH]

(他們)撒都該人 因為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是 到於(她)再站立起來， 並不會/又不會

到於(他)使者， 並不會/又不會 到於(它)靈/風； (他們)法利賽人 然而也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同意承認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兩方面的。

徒 23:9 evge,neto de. kraugh. mega,lh( kai. avnasta,ntej tine.j tw/n grammate,wn tou/ me,rouj tw/n Farisai,wn
diema,conto le,gontej( Ouvde.n kako.n eùri,skomen evn tw/| avnqrw,pw| tou,tw|\ eiv de. pneu/ma evla,lhsen auvtw/| h' a;ggelojÈ
And there arose a great cry: and the scribes that were of the Pharisees' part arose, and strove, saying, We find
no evil in this man: but if a spirit or an angel hath spoken to him, let us not fight against God.
於是大大的喧嚷起來；有幾個法利賽黨的文士站起來，爭辯說：我們看不出這人有甚麼惡處；倘若有鬼魂，或是

天使，對他說過話，怎麼樣呢。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然而也 (她)高喊嚷叫 (她)極大的；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了的

(他們)任何什麼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書記文士 從屬(它)那 從屬(它)部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法利賽人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猛烈地爭戰搏鬥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到於(它)卑劣不好的 我們現在持續找到尋見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人 在對(他)那同一者； 若是 然而也 (它)靈/風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言講說 在對(他)同一者 甚或/或而 (他)使者？
[不同標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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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然而也 (她)高喊嚷叫 (她)極大的；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了的

(他們)任何什麼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書記文士 從屬(它)那 從屬(它)部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法利賽人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猛烈地爭戰搏鬥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到於(它)卑劣不好的 我們現在持續找到尋見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人 在對(他)那同一者； 若是 然而也 (它)靈/風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言講說 在對(他)同一者 甚或/或而 (他)使者。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然而也 (她)高喊嚷叫 (她)極大的；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了的

(他們)那些 (他們)書記文士 從屬(它)那 從屬(它)部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法利賽人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猛烈地爭戰搏鬥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到於(它)卑劣不好的 我們現在持續找到尋見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人 在對(他)那同一者； 若是 然而也 (它)靈/風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言講說 在對(他)同一者 甚或/或而 (他)使者； 不會/不要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成爭戰搏鬥神。

徒 23:10 Pollh/j de. ginome,nhj sta,sewj fobhqei.j ò cili,arcoj mh. diaspasqh/| ò Pau/loj ùpV auvtw/n evke,leusen to.
stra,teuma kataba.n àrpa,sai auvto.n evk me,sou auvtw/n a;gein te eivj th.n parembolh,nÅ
And when there arose a great dissension, the chief captain, fearing lest Paul should have been pulled in pieces
of them, commanded the soldiers to go down, and to take him by force from among them, and to bring him into
the castle.
那時大起爭吵，千夫長恐怕保羅被他們扯碎了，就吩咐兵丁下去，把他從眾人當中搶出來，帶進營樓去。

從屬(她)許多的 然而也 從屬(她)現正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了的 從屬(她)站定對立， (他)那時(也是)被成驚恐畏懼了的

(他)那 (他)千夫長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拉扯斷裂 (他)那 (他)保羅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出言吩咐 到於(它)那 到於(它)隊伍軍兵 到於(它)那時(也是)向下行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強取劫奪

到於(他)同一者 向外出來 從屬(它)中間當中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帶領 並/又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陣營。
[經文變異RT]

從屬(她)許多的 然而也 從屬(她)現正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了的 從屬(她)站定對立， (他)那時(也是)被成慎重虔敬了的

(他)那 (他)千夫長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拉扯斷裂 (他)那 (他)保羅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出言吩咐 到於(它)那 到於(它)隊伍軍兵 到於(它)那時(也是)向下行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強取劫奪

到於(他)同一者 向外出來 從屬(它)中間當中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帶領 並/又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陣營。
[經文變異WH]

從屬(她)許多的 然而也 從屬(她)現正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了的 從屬(她)站定對立， (他)那時(也是)被成驚恐畏懼了的

(他)那 (他)千夫長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拉扯斷裂 (他)那 (他)保羅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出言吩咐 到於(它)那 到於(它)隊伍軍兵 到於(它)那時(也是)向下行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強取劫奪

到於(他)同一者 向外出來 從屬(它)中間當中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帶領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陣營。

徒 23:11 Th/| de. evpiou,sh| nukti. evpista.j auvtw/| ò ku,rioj ei=pen( Qa,rsei\ wj̀ ga.r diemartu,rw ta. peri. evmou/ eivj
VIerousalh,m( ou[tw se dei/ kai. eivj ~Rw,mhn marturh/saiÅ
And the night following the Lord stood by him, and said, Be of good cheer, Paul: for as thou hast testified of me
in Jerusalem, so must thou bear witness also at Rome.
當夜，主站在保羅旁邊說：放心罷，你怎樣在耶路撒冷為我作見證，也必怎樣在羅馬為我作見證。

在對(她)那 然而也 在對(她)現正持續是接著下來了的 在對(她)夜晚 (他)那時(也是)立定站住在上面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主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你現在就要持續具勇氣自信； 正如地 因為

你那時(也是)讓自己誠摯地作見證 到於(它們)那些 <在周圍>關於 從屬"我"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陸撒冷，

那同一樣式地 到於你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並且 向內進入 到於(她)羅馬

那時(也是)要去作見證人。
[經文變異RT]

在對(她)那 然而也 在對(她)現正持續是接著下來了的 在對(她)夜晚 (他)那時(也是)立定站住在上面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主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你現在就要持續具勇氣自信； 阿,(他)保羅， 正如地 因為

你那時(也是)讓自己誠摯地作見證 到於(它們)那些 <在周圍>關於 從屬"我"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陸撒冷，

那同一樣式地 到於你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並且 向內進入 到於(她)羅馬

那時(也是)要去作見證人。

徒 23:12 Genome,nhj de. hm̀e,raj poih,santej sustrofh.n oi` VIoudai/oi avneqema,tisan èautou.j le,gontej mh,te fagei/n
mh,te piei/n e[wj ou- avpoktei,nwsin to.n Pau/lonÅ
And when it was day, certain of the Jews banded together, and bound themselves under a curse, saying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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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y would neither eat nor drink till they had killed Paul.
到了天亮，猶太人同謀起誓，說，若不先殺保羅，就不喫不喝。

從屬(她)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然而也 從屬(她)日子/白日， (他們)那時(也是)行出作成了的 到於(她)糾集聚眾

(他們)那些 (他們)猶太人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使為咒逐禁物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並不會/又不會 那時(也是)要去吃食 並不會/又不會 那時(也是)要去喝 一直直到 從屬(它)這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殺害除掉註1
到於(他)那 到於(他)保羅。

註1：“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殺害除掉”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殺害除掉”。

[經文變異RT]

從屬(她)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然而也 從屬(她)日子/白日， (他們)那時(也是)行出作成了的 (他們)任何什麼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到於(她)糾集聚眾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使為咒逐禁物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並不會/又不會 那時(也是)要去吃食 並不會/又不會 那時(也是)要去喝 一直直到 從屬(它)這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殺害除掉 到於(他)那 到於(他)保羅。

徒 23:13 h=san de. plei,ouj tessera,konta oì tau,thn th.n sunwmosi,an poihsa,menoi(
And they were more than forty which had made this conspiracy.
這樣同心起誓的，有四十多人。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他們)更多的 從屬(他們)四十個 (他們)那些 到於(她)那同一者 到於(她)那

到於(她)起誓同謀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行出作成了的；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他們)更多的 從屬(他們)四十個 (他們)那些 到於(她)那同一者 到於(她)那

到於(她)起誓同謀 (他們)現在已經行出作成了的；

徒 23:14 oi[tinej proselqo,ntej toi/j avrciereu/sin kai. toi/j presbute,roij ei=pan( VAnaqe,mati avneqemati,samen
eàutou.j mhdeno.j geu,sasqai e[wj ou- avpoktei,nwmen to.n Pau/lonÅ
And they came to the chief priests and elders, and said, We have bound ourselves under a great curse, that we
will eat nothing until we have slain Paul.
他們來見祭司長和長老說：我們已經起了一個大誓，若不先殺保羅，就不喫甚麼。

(他們)這個任何什麼 (他們)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了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大祭司 並且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更年長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它)咒逐禁物 我們那時(也是)使為咒逐禁物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從屬(它)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品嘗 一直直到 從屬(它)這個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殺害除掉 到於(他)那 到於(他)保羅。

徒 23:15 nu/n ou=n ùmei/j evmfani,sate tw/| cilia,rcw| su.n tw/| sunedri,w| o[pwj kataga,gh| auvto.n eivj ùma/j wj̀
me,llontaj diaginw,skein avkribe,steron ta. peri. auvtou/\ hm̀ei/j de. pro. tou/ evggi,sai auvto.n e[toimoi, evsmen tou/
avnelei/n auvto,nÅ
Now therefore ye with the council signify to the chief captain that he bring him down unto you to morrow, as
though ye would inquire something more perfectly concerning him: and we, or ever he come near, are ready to
kill him.
現在你們和公會要知會千夫長，叫他帶下保羅到你們這裏來，假作要詳細察考他的事；我們已經預備好了，不等

他來到跟前就殺他。

現在此時地 這樣 你們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使為在內促為照亮顯明 在對(他)那 在對(他)千夫長 共同一起 在對(它)那

在對(它)公會， 這怎樣如何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向下帶領 到於(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你們， 正如地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的 現要去持續分辨細查 更確定切實地 到於(它們)那些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同一者； 我們 然而也 在前面 從屬(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靠近 到於(他)同一者， (他們)妥切齊備的

我們現在持續是 從屬(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挪去 到於(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現在此時地 這樣 你們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使為在內促為照亮顯明 在對(他)那 在對(他)千夫長 共同一起 在對(它)那

在對(它)公會， 這怎樣如何地 明日地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向下帶領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正如地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的 現要去持續分辨細查 更確定切實地 到於(它們)那些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同一者； 我們 然而也 在前面 從屬(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靠近 到於(他)同一者，

(他們)妥切齊備的 我們現在持續是 從屬(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挪去 到於(他)同一者。

徒 23:16 VAkou,saj de. ò uiò.j th/j avdelfh/j Pau,lou th.n evne,dran( parageno,menoj kai. eivselqw.n eivj th.n
parembolh.n avph,ggeilen tw/| Pau,lw|Å
And when Paul's sister's son heard of their lying in wait, he went and entered into the castle, and told Paul.
保羅的外甥，聽見他們設下埋伏，就來到營樓裏告訴保羅。

(他)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兒子 從屬(她)那 從屬(她)姊妹 從屬(他)保羅 到於(她)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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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於(她)守候伏擊，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來到旁邊了的 並且 (他)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陣營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報信通告 在對(他)那 在對(他)保羅。
[經文變異RT]

(他)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兒子 從屬(她)那 從屬(她)姊妹 從屬(他)保羅 到於(它)那

到於(它)埋伏伏擊，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來到旁邊了的 並且 (他)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陣營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報信通告 在對(他)那 在對(他)保羅。

徒 23:17 proskalesa,menoj de. ò Pau/loj e[na tw/n èkatontarcw/n e;fh( To.n neani,an tou/ton avpa,gage pro.j to.n
cili,arcon( e;cei ga.r avpaggei/lai, ti auvtw/|Å
Then Paul called one of the centurions unto him, and said, Bring this young man unto the chief captain: for he
hath a certain thing to tell him.
保羅請一個百夫長來，說：你領這少年人去見千夫長，他有事告訴他。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在前面向著促請召喚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保羅 到於(他)一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百夫長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宣稱傳講， 到於(他)那 到於(他)年輕人[約25~40歲] 到於(他)那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就要從那裏帶領離開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千夫長；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因為

那時(也是)要去從那裏報信通告 到於(它)任何什麼 在對(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在前面向著促請召喚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保羅 到於(他)一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百夫長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宣稱傳講， 到於(他)那 到於(他)年輕人[約25~40歲] 到於(他)那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就要從那裏帶領離開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千夫長；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因為

到於(它)任何什麼 那時(也是)要去從那裏報信通告 在對(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WH]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在前面向著促請召喚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保羅 到於(他)一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百夫長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宣稱傳講， 到於(他)那 到於(他)年輕人[約25~40歲] 到於(他)那同一者

你現在就要持從那裏帶領離開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千夫長；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因為

那時(也是)要去從那裏報信通告 到於(它)任何什麼 在對(他)同一者。

徒 23:18 ò me.n ou=n paralabw.n auvto.n h;gagen pro.j to.n cili,arcon kai. fhsi,n( ~O de,smioj Pau/loj
proskalesa,meno,j me hvrw,thsen tou/ton to.n neani,skon avgagei/n pro.j se. e;conta, ti lalh/sai, soiÅ
So he took him, and brought him to the chief captain, and said, Paul the prisoner called me unto him, and
prayed me to bring this young man unto thee, who hath something to say unto thee.
於是把他領去見千夫長，說：被囚的保羅請我到他那裏，求我領這少年人來見你；他有事告訴你。

(他)那 的確 這樣 (他)那時(也是)拿取在旁邊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帶領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千夫長，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宣稱傳講， (他)那 (他)囚犯 (他)保羅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在前面向著促請召喚了的 到於我 他/她/它那時(也是)查詢求問 到於(他)那同一者 到於(他)那

到於(他)青年人[40歲以下] 那時(也是)要去帶領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 到於(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它)任何什麼 那時(也是)要去發言講說 在對你。
[經文變異RT][經文變異WH]

(他)那 的確 這樣 (他)那時(也是)拿取在旁邊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帶領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千夫長，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宣稱傳講， (他)那 (他)囚犯 (他)保羅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在前面向著促請召喚了的 到於我 他/她/它那時(也是)查詢求問 到於(他)那同一者 到於(他)那

到於(他)年輕人[約25~40歲] 那時(也是)要去帶領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 到於(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它)任何什麼 那時(也是)要去發言講說 在對你。

徒 23:19 evpilabo,menoj de. th/j ceiro.j auvtou/ o` cili,arcoj kai. avnacwrh,saj katV ivdi,an evpunqa,neto( Ti, evstin o]
e;ceij avpaggei/lai, moiÈ
Then the chief captain took him by the hand, and went with him aside privately, and asked him, What is that
thou hast to tell me?
千夫長就拉著他的手，走到一旁，私下問他說：你有甚麼事告訴我呢。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拿取到了的 然而也 從屬(她)那 從屬(她)手 從屬(他)同一者 (他)那 (他)千夫長 並且

(他)那時(也是)撤空退回了的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私人個別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詢問查證，

(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到於(它)這個 你現在持續持有 那時(也是)要去從那裏報信通告 在對我？

徒 23:20 ei=pen de. o[ti Oi` VIoudai/oi sune,qento tou/ evrwth/sai, se o[pwj au;rion to.n Pau/lon kataga,gh|j eivj to.
sune,drion ẁj me,llon ti avkribe,steron punqa,nesqai peri. auvtou/Å
And he said, The Jews have agreed to desire thee that thou wouldest bring down Paul to morrow into the
council, as though they would inquire somewhat of him more perfectly.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  簡易閲讀版  918

918

他說：猶太人已經約定，要求你明天帶下保羅到公會裏去，假作要詳細查問他的事。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是這樣 (他們)那些 (他們)猶太人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約定決議

從屬(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查詢求問 到於你， 這怎樣如何地 明日地 到於(他)那 到於(他)保羅

你那時(也是)應該向下帶領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公會， 正如地 到於(它)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的

到於(它)任何什麼 更確定切實地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詢問查證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是這樣 (他們)那些 (他們)猶太人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約定決議

從屬(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查詢求問 到於你， 這怎樣如何地 明日地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公會

你那時(也是)應該向下帶領 到於(他)那 到於(他)保羅， 正如地 (他們)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的 到於(它)任何什麼

更確定切實地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詢問查證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WH]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是這樣 (他們)那些 (他們)猶太人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約定決議

從屬(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查詢求問 到於你， 這怎樣如何地 明日地 到於(他)那 到於(他)保羅

你那時(也是)應該向下帶領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公會， 正如地 (他)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的 到於(它)任何什麼

更確定切實地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詢問查證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同一者。

徒 23:21 su. ou=n mh. peisqh/|j auvtoi/j\ evnedreu,ousin ga.r auvto.n evx auvtw/n a;ndrej plei,ouj tessera,konta( oi[tinej
avneqema,tisan èautou.j mh,te fagei/n mh,te piei/n e[wj ou- avne,lwsin auvto,n( kai. nu/n eivsin e[toimoi prosdeco,menoi
th.n avpo. sou/ evpaggeli,anÅ
But do not thou yield unto them: for there lie in wait for him of them more than forty men, which have bound
themselves with an oath, that they will neither eat nor drink till they have killed him: and now are they ready,
looking for a promise from thee.
你切不要隨從他們，因為他們有四十多人埋伏，已經起誓說，若不先殺保羅，就不喫不喝；現在預備好了，只等

你應允。

你 這樣 不會/不要 你那時(也是)應該被勸信說服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行埋伏守候 因為

到於(他)同一者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們)男人/丈夫 (他們)更多的 從屬(他們)四十個， (他們)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使為咒逐禁物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並不會/又不會 那時(也是)要去吃食 並不會/又不會

那時(也是)要去喝 一直直到 從屬(它)這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挪去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現在此時地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妥切齊備的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在前面向著接納領受了的 到於(她)那 從那裏離開

從屬你 到於(她)應許。
[經文變異RT]

你 這樣 不會/不要 你那時(也是)應該被勸信說服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行埋伏守候 因為

到於(他)同一者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們)男人/丈夫 (他們)更多的 從屬(他們)四十個， (他們)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使為咒逐禁物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並不會/又不會 那時(也是)要去吃食 並不會/又不會

那時(也是)要去喝 一直直到 從屬(它)這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挪去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現在此時地

(他們)妥切齊備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在前面向著接納領受了的 到於(她)那 從那裏離開

從屬你 到於(她)應許。

徒 23:22 ò me.n ou=n cili,arcoj avpe,luse to.n neani,skon paraggei,laj mhdeni. evklalh/sai o[ti tau/ta evnefa,nisaj
pro,j meÅ
So the chief captain then let the young man depart, and charged him, See thou tell no man that thou hast
shewed these things to me.
於是千夫長打發少年人走，囑咐他說：不要告訴人你將這事報給我了。

(他)那 的確 這樣 (他)千夫長 他/她/它那時(也是)打發離開 到於(他)那 到於(他)青年人[40歲以下]，

(他)那時(也是)命令吩咐了的 在對(他)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那時(也是)要去向外發言講說出來 是這樣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使為在內促為照亮顯明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我。
[經文變異RT]

(他)那 的確 這樣 (他)千夫長 他/她/它那時(也是)打發離開 到於(他)那 到於(他)年輕人[約25~40歲]，

(他)那時(也是)命令吩咐了的 在對(他)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那時(也是)要去向外發言講說出來 是這樣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使為在內促為照亮顯明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我。
[經文變異WH]

(他)那 的確 這樣 (他)千夫長 他/她/它那時(也是)打發離開 到於(他)那 到於(他)青年人[40歲以下]，

(他)那時(也是)命令吩咐了的 在對(他)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那時(也是)要去向外發言講說出來 是這樣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使為在內促為照亮顯明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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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 23:23 Kai. proskalesa,menoj du,o Îtina.jÐ tw/n ek̀atontarcw/n ei=pen( ~Etoima,sate stratiw,taj diakosi,ouj( o[pwj
poreuqw/sin e[wj Kaisarei,aj( kai. ip̀pei/j èbdomh,konta kai. dexiola,bouj diakosi,ouj avpo. tri,thj w[raj th/j nukto,j(
And he called unto him two centurions, saying, Make ready two hundred soldiers to go to Caesarea, and
horsemen threescore and ten, and spearmen two hundred, at the third hour of the night;
千夫長便叫了兩個百夫長來，說：預備步兵二百，馬兵七十，長槍手二百，今夜亥初往該撒利亞去；

並且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在前面向著促請召喚了的 到於(他們)二個/兩個 到於(他們)任何什麼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百夫長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使成妥切齊備 到於(他們)士兵

到於(他們)二百個， 這怎樣如何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被行去 一直直到 從屬(她)該撒利亞， 並且

到於(他們)騎兵 到於(他們)七十個 並且 到於(他們)長槍手 到於(他們)二百個，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第三的

從屬(她)鐘點時刻 從屬(她)那 從屬(她)夜晚；
[經文變異WH]

並且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在前面向著促請召喚了的 到於(他們)任何什麼 到於(他們)二個/兩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百夫長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使成妥切齊備 到於(他們)士兵

到於(他們)二百個， 這怎樣如何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被行去 一直直到 從屬(她)該撒利亞， 並且

到於(他們)騎兵 到於(他們)七十個 並且 到於(他們)長槍手 到於(他們)二百個，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第三的

從屬(她)鐘點時刻 從屬(她)那 從屬(她)夜晚；

徒 23:24 kth,nh te parasth/sai i[na evpibiba,santej to.n Pau/lon diasw,swsi pro.j Fh,lika to.n hg̀emo,na(
And provide them beasts, that they may set Paul on, and bring him safe unto Felix the governor.
也要預備牲口叫保羅騎上，護送到巡撫腓力斯那裏去。

到於(它們)牲口 並/又 那時(也是)要去立定站住在旁邊， 為要 (他們)那時(也是)敦促騎上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保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徹底地拯救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腓力斯 到於(他)那 到於(他)領導治理之人；

徒 23:25 gra,yaj evpistolh.n e;cousan to.n tu,pon tou/ton\
And he wrote a letter after this manner:
千夫長又寫了文書，

(他)那時(也是)刻寫記載了的 到於(她)書信 到於(她)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印模樣本

到於(他)那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那時(也是)刻寫記載了的 到於(她)書信 到於(她)現正持續包入含有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印模樣本

到於(他)那同一者：

徒 23:26 Klau,dioj Lusi,aj tw/| krati,stw| hg̀emo,ni Fh,liki cai,reinÅ
Claudius Lysias unto the most excellent governor Felix sendeth greeting.
大略說：革老丟呂西亞，請巡撫腓力斯大人安。

(他)革老丟 (他)呂西亞 在對(他)那 在對(他)最堅強尊榮的 在對(他)領導治理之人 在對(他)腓力斯：

現要去持續歡喜安樂。

徒 23:27 To.n a;ndra tou/ton sullhmfqe,nta ùpo. tw/n VIoudai,wn kai. me,llonta avnairei/sqai ùpV auvtw/n evpista.j su.n
tw/| strateu,mati evxeila,mhn maqw.n o[ti ~Rwmai/o,j evstinÅ
This man was taken of the Jews, and should have been killed of them: then came I with an army, and rescued
him, having understood that he was a Roman.
這人被猶太人拿住，將要殺害，我得知他是羅馬人，就帶兵丁下去救他出來。

到於(他)那 到於(他)男人/丈夫 到於(他)那同一者 到於(他)那時(也是)被共同拿取/懷有/相持互助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並且 到於(他)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的 現要去持續被挪去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立定站住在上面了的 共同一起 在對(它)那 在對(它)隊伍軍兵

我那時(也是)讓自己挪開， (他)那時(也是)學習了的 是這樣 (他)羅馬人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到於(他)那 到於(他)男人/丈夫 到於(他)那同一者 到於(他)那時(也是)被共同拿取/懷有/相持互助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並且 到於(他)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的 現要去持續被挪去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立定站住在上面了的 共同一起 在對(它)那 在對(它)隊伍軍兵

我那時(也是)讓自己挪開 到於(他)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學習了的 是這樣 (他)羅馬人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徒 23:28 boulo,meno,j te evpignw/nai th.n aivti,an diV h]n evneka,loun auvtw/|( kath,gagon eivj to. sune,drion auvtw/n
And when I would have known the cause wherefore they accused him, I brought him forth into their council:
因要知道他們告他的緣故，我就帶他下到他們的公會去；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諮商決意了的 並/又 那時(也是)要去清楚認識知道 到於(她)那 到於(她)索問要求之因由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她)這個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控訴 在對(他)同一者， 我那時(也是)向下帶領 向內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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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於(它)那 到於(它)公會 從屬(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諮商決意了的 然而也 那時(也是)要去認識知道 到於(她)那 到於(她)索問要求之因由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她)這個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控訴 在對(他)同一者， 我那時(也是)向下帶領 到於(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公會 從屬(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WH]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諮商決意了的 並/又 那時(也是)要去清楚認識知道 到於(她)那 到於(她)索問要求之因由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她)這個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控訴 在對(他)同一者， 我那時(也是)向下帶領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公會 從屬(他們)同一者；

徒 23:29 o]n eu-ron evgkalou,menon peri. zhthma,twn tou/ no,mou auvtw/n( mhde.n de. a;xion qana,tou h' desmw/n e;conta
e;gklhmaÅ
Whom I perceived to be accused of questions of their law, but to have nothing laid to his charge worthy of death
or of bonds.
便查知他被告，是因他們律法的辯論，並沒有甚麼該死該綁的罪名。

到於(他)這個 我那時(也是)找到尋見 到於(他)現正持續被控訴了的 <在周圍>關於 從屬(它們)所探索尋求 從屬(他)那

從屬(他)律法 從屬(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然而也 到於(它)相配值得的 從屬(他)死 甚或/或而

從屬(他們)捆鎖 到於(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它)所控訴。
[經文變異RT]

到於(他)這個 我那時(也是)找到尋見 到於(他)現正持續被控訴了的 <在周圍>關於 從屬(它們)所探索尋求 從屬(他)那

從屬(他)律法 從屬(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然而也 到於(它)相配值得的 從屬(他)死 甚或/或而

從屬(他們)捆鎖 到於(它)所控訴 到於(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徒 23:30 mhnuqei,shj de, moi evpiboulh/j eivj to.n a;ndra e;sesqai evxauth/j e;pemya pro.j se. paraggei,laj kai. toi/j
kathgo,roij le,gein Îta.Ð pro.j auvto.n evpi. sou/Å
And when it was told me how that the Jews laid wait for the man, I sent straightway to thee, and gave
commandment to his accusers also to say before thee what they had against him. Farewell.
後來有人把要害他的計謀告訴我，我就立時解他到你那裏去，又吩咐告他的人，在你面前告他。〔有古卷在此有

：願你平安〕

從屬(她)那時(也是)被透露告訴了的 然而也 在對我 從屬(她)陰謀策劃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男人/丈夫

將要去(持續)是， 立時地 我那時(也是)差送打發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 (他)那時(也是)命令吩咐了的 並且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控告之人 現要去持續道說 到於(它們)那些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你。
[經文變異RT]

從屬(她)那時(也是)被透露告訴了的 然而也 在對我 從屬(她)陰謀策劃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男人/丈夫

現要去持續準備快要 將要去(持續)是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立時地

我那時(也是)差送打發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 (他)那時(也是)命令吩咐了的 並且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控告之人 現要去持續道說 到於(它們)那些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你。

你現在就要已經被增強加力。
[經文變異WH]

從屬(她)那時(也是)被透露告訴了的 然而也 在對我 從屬(她)陰謀策劃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男人/丈夫

將要去(持續)是， 立時地 我那時(也是)差送打發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 (他)那時(也是)命令吩咐了的 並且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控告之人 現要去持續道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你。

徒 23:31 Oì me.n ou=n stratiw/tai kata. to. diatetagme,non auvtoi/j avnalabo,ntej to.n Pau/lon h;gagon dia. nukto.j eivj
th.n VAntipatri,da(
Then the soldiers, as it was commanded them, took Paul, and brought him by night to Antipatris.
於是兵丁照所吩咐他們的，將保羅夜裏帶到安提帕底。

(他們)那些 的確 這樣 (他們)士兵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那 到於(它)現在已經被制定定規了的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們)那時(也是)向上拿取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保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帶領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夜晚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安提帕底；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些 的確 這樣 (他們)士兵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那 到於(它)現在已經被制定定規了的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們)那時(也是)向上拿取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保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帶領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夜晚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安提帕底；

徒 23:32 th/| de. evpau,rion eva,santej tou.j ìppei/j avpe,rcesqai su.n auvtw/| ùpe,streyan eivj th.n parembol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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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morrow they left the horsemen to go with him, and returned to the castle:
第二天，讓馬兵護送，他們就回營樓去。

在對(她)那 然而也 在次日地 (他們)那時(也是)容許任由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騎兵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共同一起 在對(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翻轉轉回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陣營。
[經文變異RT]

在對(她)那 然而也 在次日地 (他們)那時(也是)容許任由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騎兵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共同一起 在對(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翻轉轉回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陣營；

徒 23:33 oi[tinej eivselqo,ntej eivj th.n Kaisa,reian kai. avnado,ntej th.n evpistolh.n tw/| hg̀emo,ni pare,sthsan kai.
to.n Pau/lon auvtw/|Å
Who, when they came to Caesarea, and delivered the epistle to the governor, presented Paul also before him.
馬兵來到該撒利亞，把文書呈給巡撫，便叫保羅站在他面前。

(他們)這個任何什麼 (他們)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該撒利亞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呈交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書信 在對(他)那 在對(他)領導治理之人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立定站住在旁邊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保羅 在對(他)同一者。

徒 23:34 avnagnou.j de. kai. evperwth,saj evk poi,aj evparcei,aj evsti,n( kai. puqo,menoj o[ti avpo. Kiliki,aj(
And when the governor had read the letter, he asked of what province he was. And when he understood that he
was of Cilicia;
巡撫看了文書，問保羅是那省的人，既曉得他是基利家人，

(他)那時(也是)宣讀誦念了的 然而也 並且 (他)那時(也是)在上面查詢求問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她)什麼樣呢

從屬(她)轄區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並且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詢問查證了的 是這樣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基利家，
[經文變異RT]

(他)那時(也是)宣讀誦念了的 然而也 (他)那 (他)領導治理之人 並且 (他)那時(也是)在上面查詢求問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她)什麼樣呢 從屬(她)轄區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並且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詢問查證了的 是這樣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基利家，

徒 23:35 Diakou,somai, sou( e;fh( o[tan kai. oi` kath,goroi, sou parage,nwntai\ keleu,saj evn tw/| praitwri,w| tou/
~Hrw,|dou fula,ssesqai auvto,nÅ
I will hear thee, said he, when thine accusers are also come. And he commanded him to be kept in Herod's
judgment hall.
就說：等告你的人來到，我要細聽你的事；便吩咐人把他看守在希律的衙門裏。

我將要(持續)讓自己詳細聽 從屬你，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宣稱傳講， 但凡當這時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控告之人

從屬你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來到旁邊； (他)那時(也是)出言吩咐了的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行營官署

從屬(他)那 從屬(他)希律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看管守護註1
到於(他)同一者。

註1：“現要去持續讓自己看管守護”文法上亦可以為“現要去持續被看管守護”。

[經文變異RT]

我將要(持續)讓自己詳細聽 從屬你，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宣稱傳講， 但凡當這時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控告之人

從屬你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來到旁邊。 他/她/它那時(也是)出言吩咐 並/又 到於(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行營官署 從屬(他)那 從屬(他)希律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看管守護。

徒 24:1 Meta. de. pe,nte h̀me,raj kate,bh ò avrciereu.j ~Anani,aj meta. presbute,rwn tinw/n kai. rh̀,toroj Tertu,llou
tino,j( oi[tinej evnefa,nisan tw/| hg̀emo,ni kata. tou/ Pau,louÅ
And after five days Ananias the high priest descended with the elders, and with a certain orator named Tertullus,
who informed the governor against Paul.
過了五天，大祭司亞拿尼亞，同幾個長老，和一個辯士帖土羅，下來，向巡撫控告保羅；

<轉換其中>隨到後 然而也 到於(她們)五個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下行 (他)那 (他)大祭司

(他)亞拿尼亞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更年長的 從屬(他們)任何什麼 並且 從屬(他)辯護師 從屬(他)帖土羅

從屬(他)任何什麼， (他們)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使為在內促為照亮顯明 在對(他)那

在對(他)領導治理之人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他)那 從屬(他)保羅。
[經文變異RT]

<轉換其中>隨到後 然而也 到於(她們)五個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下行 (他)那 (他)大祭司

(他)亞拿尼亞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更年長的 並且 從屬(他)辯護師 從屬(他)帖土羅

從屬(他)任何什麼， (他們)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使為在內促為照亮顯明 在對(他)那

在對(他)領導治理之人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他)那 從屬(他)保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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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 24:2 klhqe,ntoj de. auvtou/ h;rxato kathgorei/n ò Te,rtulloj le,gwn( Pollh/j eivrh,nhj tugca,nontej dia. sou/ kai.
diorqwma,twn ginome,nwn tw/| e;qnei tou,tw| dia. th/j sh/j pronoi,aj(
And when he was called forth, Tertullus began to accuse him, saying, Seeing that by thee we enjoy great
quietness, and that very worthy deeds are done unto this nation by thy providence,
保羅被提了來，帖土羅就告他，說：

從屬(他)那時(也是)被促請召喚了的 然而也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 現要去持續行控告

(他)那 (他)帖土羅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從屬(她)許多的 從屬(她)和平安寧 (他們)現正持續巧遇得著了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你， 並且 從屬(它們)所徹底規正整頓 從屬(它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了的 在對(它)那

在對(它)種族邦國 在對(它)那同一者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你之物 從屬(她)先見預察，
[經文變異RT]

從屬(他)那時(也是)被促請召喚了的 然而也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 現要去持續行控告

(他)那 (他)帖土羅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從屬(她)許多的 從屬(她)和平安寧 (他們)現正持續巧遇得著了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你， 並且 從屬(它們)所向下規正整頓 從屬(它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了的 在對(它)那

在對(它)種族邦國 在對(它)那同一者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你之物 從屬(她)先見預察，

徒 24:3 pa,nth| te kai. pantacou/ avpodeco,meqa( kra,tiste Fh/lix( meta. pa,shj euvcaristi,ajÅ
We accept it always, and in all places, most noble Felix, with all thankfulness.
腓力斯大人，我們因你得以大享太平，並且這一國的弊病，因著你的先見，得以更正了；我們隨時隨地，滿心感

謝不盡。

各方面地 並/又 並且 在各處地 我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全心接納領受， 阿,(他)最堅強尊榮的 阿,(他)腓力斯，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她)感恩祝謝。
[不同標點]

各方面地 並/又 並且 在各處地； 我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全心接納領受， 阿,(他)最堅強尊榮的 阿,(他)腓力斯，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她)感恩祝謝。

徒 24:4 i[na de. mh. evpi. plei/o,n se evgko,ptw( parakalw/ avkou/sai, se h̀mw/n sunto,mwj th/| sh/| evpieikei,a|Å
Notwithstanding, that I be not further tedious unto thee, I pray thee that thou wouldest hear us of thy clemency a
few words.
惟恐多說，你嫌煩絮，只求你寬容聽我們說幾句話。

為要 然而也 不會/不要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更多的 到於你 我現在應該持續切入阻礙， 我現在持續勸勉請求

那時(也是)要去聲聞耳聽 到於你 從屬我們 精簡短捷地 在對(她)那 在對(她)你之物 在對(她)公正平和。

徒 24:5 eùro,ntej ga.r to.n a;ndra tou/ton loimo.n kai. kinou/nta sta,seij pa/sin toi/j VIoudai,oij toi/j kata. th.n
oivkoume,nhn prwtosta,thn te th/j tw/n Nazwrai,wn aìre,sewj(
For we have found this man a pestilent fellow, and a mover of sedition among all the Jews throughout the world,
and a ringleader of the sect of the Nazarenes:
我們看這個人，如同瘟疫一般，是鼓動普天下眾猶太人生亂的，又是拿撒勒教黨裏的一個頭目；

(他們)那時(也是)找到尋見了的 因為 到於(他)那 到於(他)男人/丈夫 到於(他)那同一者 到於(他)瘟疫， 並且

到於(他)現正持續移動了的 到於(她們)站定對立 在對(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猶太人的

在對(他們)那些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那 到於(她)全地， 到於(他)帶頭者 並/又 從屬(她)那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拿撒勒人 從屬(她)教門黨派；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時(也是)找到尋見了的 因為 到於(他)那 到於(他)男人/丈夫 到於(他)那同一者 到於(他)瘟疫， 並且

到於(他)現正持續移動了的 到於(她)站定對立 在對(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猶太人的

在對(他們)那些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那 到於(她)全地， 到於(他)帶頭者 並/又 從屬(她)那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拿撒勒人 從屬(她)教門黨派；

徒 24:6 o]j kai. to. ìero.n evpei,rasen bebhlw/sai o]n kai. evkrath,samen(
Who also hath gone about to profane the temple: whom we took, and would have judged according to our law.
連聖殿他也想要污穢；我們把他捉住了；〔有古卷在此有：要按我們的律法審問〕

(他)這個 並且 到於(它)那 到於(它)聖殿 他/她/它那時(也是)使有探測試驗註1
那時(也是)要去促使成俗化不敬；

到於(他)這個 並且 我們那時(也是)掌控抓住；

註1：“他/她/它那時(也是)使有探測試驗”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當時持續使有探測試驗”。

[經文變異RT]

(他)這個 並且 到於(它)那 到於(它)聖殿 他/她/它那時(也是)使有探測試驗 那時(也是)要去促使成俗化不敬；

到於(他)這個 並且 我們那時(也是)掌控抓住， 並且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那 到於(他)我們之物 到於(他)律法

我們那時(也是)定意 現要去持續區別審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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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 24:7 parelqw.n de. Lusi,aj ò ciliarcoj meta. pollh/j bi,aj evk tw/n ceirw/n hm̀w/n avph,gagen(
But the chief captain Lysias came upon us, and with great violence took him away out of our hands,
〔有古卷在此有：不料千夫長呂西亞前來，甚是強橫，從我們手中把他奪去，吩咐告他的人到你這裏來〕

註：Nestle-Aland 26/27版本無此節。

[經文變異RT]

(他)那時(也是)在旁邊過去了的 然而也 (他)呂西亞 (他)那 (他)千夫長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許多的

從屬(她)強勢猛力 向外出來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手 從屬我們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帶領離開，

徒 24:8 parV ou- dunh,sh| auvto.j avnakri,naj peri. pa,ntwn tou,twn evpignw/nai w-n hm̀ei/j kathgorou/men auvtou/Å
Commanding his accusers to come unto thee: by examining of whom thyself mayest take knowledge of all these
things, whereof we accuse him.
你自己究問他，就可以知道我們告他的一切事了。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這個 你將要(持續)讓自己能夠可能 (他)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詳細審察了的 <在周圍>關於

從屬(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它們)那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清楚認識知道 從屬(它們)這些個 我們

我們現在持續行控告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那時(也是)出言吩咐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控告之人 從屬(他)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你；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這個 你將要(持續)讓自己能夠可能 (他)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詳細審察了的 <在周圍>關於 從屬(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它們)那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清楚認識知道

從屬(它們)這些個 我們 我們現在持續行控告 從屬(他)同一者。

徒 24:9 sunepe,qento de. kai. oi` VIoudai/oi fa,skontej tau/ta ou[twj e;ceinÅ
And the Jews also assented, saying that these things were so.
眾猶太人也隨著告他說，事情誠然是這樣。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共同置放擺設在上面 然而也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猶太人的，

(他們)現正持續堅稱斷言了的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那同一樣式地 現要去持續持有。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約定決議 然而也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猶太人的， (他們)現正持續堅稱斷言了的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那同一樣式地 現要去持續持有。

徒 24:10 VApekri,qh te ò Pau/loj neu,santoj auvtw/| tou/ hg̀emo,noj le,gein( VEk pollw/n evtw/n o;nta se krith.n tw/|
e;qnei tou,tw| evpista,menoj euvqu,mwj ta. peri. evmautou/ avpologou/mai(
Then Paul, after that the governor had beckoned unto him to speak, answered, Forasmuch as I know that thou
hast been of many years a judge unto this nation, I do the more cheerfully answer for myself:
巡撫點頭叫保羅說話，他就說：我知道你在這國裏斷事多年，所以我樂意為自己分訴。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 並/又 (他)那 (他)保羅， 從屬(他)那時(也是)點頭示意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從屬(他)那

從屬(他)領導治理之人 現要去持續道說，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許多的 從屬(它們)年 到於(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到於你

到於(他)審判官 在對(它)那 在對(它)種族邦國 在對(它)那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心思通曉了的， 歡欣振奮地

到於(它們)那些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我自己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以道理申辯分訴，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註1 並/又 (他)那 (他)保羅， 從屬(他)那時(也是)點頭示意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從屬(他)那 從屬(他)領導治理之人 現要去持續道說，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許多的 從屬(它們)年

到於(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到於你 到於(他)審判官 在對(它)那 在對(它)種族邦國 在對(它)那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心思通曉了的， 更歡欣振奮地 到於(它們)那些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我自己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以道理申辯分訴，

註1：“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徒 24:11 duname,nou sou evpignw/nai o[ti ouv plei,ouj eivsi,n moi h̀me,rai dw,deka avfV h-j avne,bhn proskunh,swn eivj
VIerousalh,mÅ
Because that thou mayest understand, that there are yet but twelve days since I went up to Jerusalem for to
worship.
你查問就可以知道，從我上耶路撒冷禮拜，到今日，不過有十二天；

從屬(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了的 從屬你 那時(也是)要去清楚認識知道， 是這樣 不是/不 (她們)更多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在對我 (她們)日子/白日 從屬(她們)十二個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這個 我那時(也是)向上行

(他)將要(持續)敬拜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陸撒冷；
[經文變異RT]

從屬(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了的 從屬你 那時(也是)要去認識知道， 是這樣 不是/不 (她們)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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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在對我 (她們)日子/白日 甚或/或而 (她們)十二個[同#1427]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這個

我那時(也是)向上行 (他)將要(持續)敬拜了的 在內 在對(她)耶陸撒冷；

徒 24:12 kai. ou;te evn tw/| ìerw/| eu-ro,n me pro,j tina dialego,menon h' evpi,stasin poiou/nta o;clou ou;te evn tai/j
sunagwgai/j ou;te kata. th.n po,lin(
And they neither found me in the temple disputing with any man, neither raising up the people, neither in the
synagogues, nor in the city:
他們並沒有看見我在殿裏，或是在會堂裏，或是在城裏，和人辯論，聳動眾人。

並且 並不/又不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聖殿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找到尋見 到於我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任何什麼 到於(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論述辯解了的， 甚或/或而 到於(她)立定站住在上面

到於(他)現正持續行出作成了的 從屬(他)群眾， 並不/又不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會堂， 並不/又不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那 到於(她)城邑；
[經文變異RT]

並且 並不/又不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聖殿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找到尋見 到於我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任何什麼 到於(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論述辯解了的， 甚或/或而 到於(她)立定站住在一起在上面

到於(他)現正持續行出作成了的 從屬(他)群眾， 並不/又不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會堂， 並不/又不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那 到於(她)城邑；

徒 24:13 ouvde. parasth/sai du,nantai, soi peri. w-n nuni. kathgorou/si,n mouÅ
Neither can they prove the things whereof they now accuse me.
他們現在所告我的事，並不能對你證實了。

然而也不是地 那時(也是)要去立定站住在旁邊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在對你 <在周圍>關於

從屬(它們)這些個 就現在此時地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行控告 從屬我。
[經文變異RT]

並不/又不 那時(也是)要去立定站住在旁邊 到於我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在周圍>關於

從屬(它們)這些個 現在此時地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行控告 從屬我。

徒 24:14 òmologw/ de. tou/to, soi o[ti kata. th.n òdo.n h]n le,gousin ai[resin( ou[twj latreu,w tw/| patrw,|w| qew/|
pisteu,wn pa/si toi/j kata. to.n no,mon kai. toi/j evn toi/j profh,taij gegramme,noij(
But this I confess unto thee, that after the way which they call heresy, so worship I the God of my fathers,
believing all things which are written in the law and in the prophets:
但有一件事，我向你承認，就是他們所稱為異端的道，我正按著那道事奉我祖宗的神，又信合乎律法的，和先知

書上一切所記載的；

我現在持續同意承認 然而也 到於(它)那同一者 在對你， 是這樣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那 到於(她)道路途徑

到於(她)這個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到於(她)教門黨派， 那同一樣式地 我現在持續行事奉 在對(他)那

在對(他)父親祖宗的 在對(他)神， (他)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在對(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它們)那些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那 到於(他)律法 並且 在對(它們)那些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在對(它們)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了的，
[經文變異RT]

我現在持續同意承認 然而也 到於(它)那同一者 在對你， 是這樣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那 到於(她)道路途徑

到於(她)這個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到於(她)教門黨派， 那同一樣式地 我現在持續行事奉 在對(他)那

在對(他)父親祖宗的 在對(他)神， (他)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在對(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它們)那些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那 到於(他)律法 並且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在對(它們)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了的，

徒 24:15 evlpi,da e;cwn eivj to.n qeo.n h]n kai. auvtoi. ou-toi prosde,contai( avna,stasin me,llein e;sesqai dikai,wn te
kai. avdi,kwnÅ
And have hope toward God, which they themselves also allow, that there shall be a resurrection of the dead,
both of the just and unjust.
並且靠著神，盼望死人，無論善惡，都要復活，就是他們自己也有這個盼望。

到於(她)期盼指望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到於(她)這個 並且 (他們)同一者

(他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在前面向著接納領受 到於(她)再站立起來 現要去持續準備快要

將要去(持續)是 從屬(他們)具公平正義的 並/又 並且 從屬(他們)不義的。
[經文變異RT]

到於(她)期盼指望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到於(她)這個 並且 (他們)同一者

(他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在前面向著接納領受 到於(她)再站立起來 現要去持續準備快要

將要去(持續)是 從屬(他們)死掉的， 從屬(他們)具公平正義的 並/又 並且 從屬(他們)不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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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 24:16 evn tou,tw| kai. auvto.j avskw/ avpro,skopon sunei,dhsin e;cein pro.j to.n qeo.n kai. tou.j avnqrw,pouj dia.
panto,jÅ
And herein do I exercise myself, to have always a conscience void of offence toward God, and toward men.
我因此自己勉勵，對神，對人，常存無虧的良心。

在內 在對(它)那同一者 並且 (他)同一者 我現在持續鍛煉力求 到於(她)無害無過的 到於(她)自覺良心

現要去持續持有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人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所有每一個的。
[經文變異RT]

在內 在對(它)那同一者 然而也 (他)同一者 我現在持續鍛煉力求 到於(她)無害無過的 到於(她)自覺良心

現要去持續持有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人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所有每一個的。
[經文變異MT]

在內 在對(它)那同一者 然而也 (他)同一者 我現在持續鍛煉力求 到於(她)無害無過的 到於(她)自覺良心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人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所有每一個的。

徒 24:17 diV evtw/n de. pleio,nwn evlehmosu,naj poih,swn eivj to. e;qnoj mou paregeno,mhn kai. prosfora,j(
Now after many years I came to bring alms to my nation, and offerings.
過了幾年，我帶著賙濟本國的捐項和供獻的物上去。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們)年 然而也 從屬(它們)更多的 到於(她們)憐憫賙濟 (他)將要(持續)行出作成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種族邦國 從屬我 我那時(也是)讓自己來到旁邊 並且 到於(她們)供奉獻與；
[經文變異RT]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們)年 然而也 從屬(它們)更多的 我那時(也是)讓自己來到旁邊 到於(她們)憐憫賙濟

(他)將要(持續)行出作成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種族邦國 從屬我 並且 到於(她們)供奉獻與；

徒 24:18 evn ai-j eu-ro,n me h̀gnisme,non evn tw/| ìerw/| ouv meta. o;clou ouvde. meta. qoru,bou(
Whereupon certain Jews from Asia found me purified in the temple, neither with multitude, nor with tumult.
正獻的時候，他們看見我在殿裏已經潔淨了，並沒有聚眾，也沒有吵嚷；惟有幾個從亞西亞來的猶太人；

在內 在對(她們)這些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找到尋見 到於我 到於(他)現在已經被使成聖潔了的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聖殿， 不是/不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群眾， 然而也不是地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喧鬧滋擾；

(他們)任何什麼 然而也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亞細亞 (他們)猶太人的；
[經文變異RT]

在內 在對(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找到尋見 到於我 到於(他)現在已經被使成聖潔了的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聖殿， 不是/不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群眾， 然而也不是地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喧鬧滋擾；

(他們)任何什麼 然而也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亞細亞 (他們)猶太人的；
[經文變異MT]

在內 在對(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找到尋見 到於我 到於(他)現在已經被使成聖潔了的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聖殿， 不是/不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群眾， 然而也不是地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喧鬧滋擾；

(他們)任何什麼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亞細亞 (他們)猶太人的；

徒 24:19 tine.j de. avpo. th/j VAsi,aj VIoudai/oi( ou]j e;dei evpi. sou/ parei/nai kai. kathgorei/n ei; ti e;coien pro.j evme,Å
Who ought to have been here before thee, and object, if they had ought against me.
他們若有告我的事，就應當到你面前來告我。

到於(他們)這些個 他/她/它當時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你 現要去持續是是在旁邊 並且

現要去持續行控告， 若是 到於(它)任何什麼 他/她/它們現在可以持續持有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我"。
[經文變異RT]

到於(他們)這些個 他/她/它當時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你 現要去持續是是在旁邊 並且

現要去持續行控告， 若是 到於(它)任何什麼 他/她/它們現在可以持續持有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我。

徒 24:20 h' auvtoi. ou-toi eivpa,twsan ti, eu-ron avdi,khma sta,ntoj mou evpi. tou/ sunedri,ou(
Or else let these same here say, if they have found any evil doing in me, while I stood before the council,
即或不然，這些人，若看出我站在公會前，有妄為的地方，他們自己也可以說明。

甚或/或而 (他們)同一者 (他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就要發話言說 到於(它)任何什麼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找到尋見 到於(它)所行不義， 從屬(他)那時(也是)立定站住了的 從屬我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它)那 從屬(它)公會，
[經文變異RT]

甚或/或而 (他們)同一者 (他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就要發話言說， 若是 到於(它)任何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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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找到尋見 在內 在對"我" 到於(它)所行不義， 從屬(他)那時(也是)立定站住了的 從屬我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它)那 從屬(它)公會，
[經文變異MT]

甚或/或而 (他們)同一者 (他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就要發話言說 到於(它)任何什麼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找到尋見 在內 在對"我" 到於(它)所行不義， 從屬(他)那時(也是)立定站住了的 從屬我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它)那 從屬(它)公會，

徒 24:21 h' peri. mia/j tau,thj fwnh/j h-j evke,kraxa evn auvtoi/j èstw.j o[ti Peri. avnasta,sewj nekrw/n evgw. kri,nomai
sh,meron evfV ùmw/nÅ
Except it be for this one voice, that I cried standing among them, Touching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dead I am
called in question by you this day.
縱然有，也不過一句話，就是我站在他們中間大聲說：我今日在你們面前受審，是為死人復活的道理。

甚或/或而 <在周圍>關於 從屬(她)一個/第一 從屬(她)那同一者 從屬(她)聲音， 從屬(她)這個

我那時(也是)向外嘶聲吶喊 在內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現在已經立定站住了的， 是這樣 <在周圍>關於

從屬(她)再站立起來 從屬(他們)死掉的 我 我現在持續被區別審斷 今日地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你們。
[經文變異RT]

甚或/或而 <在周圍>關於 從屬(她)一個/第一 從屬(她)那同一者 從屬(她)聲音， 從屬(她)這個 我那時(也是)嘶聲吶喊

(他)現在已經立定站住了的 在內 在對(他們)同一者， 是這樣 <在周圍>關於 從屬(她)再站立起來 從屬(他們)死掉的

我 我現在持續被區別審斷 今日地 <在底下>被從 從屬你們。

徒 24:22 VAneba,leto de. auvtou.j ò Fh/lix( avkribe,steron eivdw.j ta. peri. th/j òdou/ ei;paj( {Otan Lusi,aj ò
cili,arcoj katabh/|( diagnw,somai ta. kaqV ùma/j\
And when Felix heard these things, having more perfect knowledge of that way, he deferred them, and said,
When Lysias the chief captain shall come down, I will know the uttermost of your matter.
腓力斯本是詳細曉得這道，就支吾他們，說：且等千夫長呂西亞下來，我要審斷你們的事。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推後延遲 然而也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腓力斯 更確定切實地

(他)現在已經看見察覺了的 到於(它們)那些 <在周圍>關於 從屬(她)那 從屬(她)道路途徑，

(他)那時(也是)發話言說了的， 但凡當這時 (他)呂西亞 (他)那 (他)千夫長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向下行，

我將要(持續)讓自己分辨細查 到於(它們)那些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你們；
[經文變異RT]

(他)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然而也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他)那 (他)腓力斯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推後延遲

到於(他們)同一者， 更確定切實地 (他)現在已經看見察覺了的 到於(它們)那些 <在周圍>關於 從屬(她)那

從屬(她)道路途徑， (他)那時(也是)發話言說了的， 但凡當這時 (他)呂西亞 (他)那 (他)千夫長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向下行， 我將要(持續)讓自己分辨細查 到於(它們)那些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你們；

徒 24:23 diataxa,menoj tw/| èkatonta,rch| threi/sqai auvto.n e;cein te a;nesin kai. mhde,na kwlu,ein tw/n ivdi,wn auvtou/
up̀hretei/n auvtw/|Å
And he commanded a centurion to keep Paul, and to let him have liberty, and that he should forbid none of his
acquaintance to minister or come unto him.
於是吩咐百夫長看守保羅，並且寬待他，也不攔阻他的親友來供給他。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制定定規了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百夫長 現要去持續被行看護守衛 到於(他)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持有 並/又 到於(她)鬆弛放開， 並且 到於(他)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現要去持續阻攔禁止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私人個別的 從屬(他)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侍從幫補 在對(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制定定規了的 並/又 在對(他)那 在對(他)百夫長 現要去持續被行看護守衛 到於(他)那

到於(他)保羅， 現要去持續持有 並/又 到於(她)鬆弛放開， 並且 到於(他)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現要去持續阻攔禁止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私人個別的 從屬(他)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侍從幫補 甚或/或而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 在對(他)同一者。

徒 24:24 Meta. de. hm̀e,raj tina.j parageno,menoj ò Fh/lix su.n Drousi,llh| th/| ivdi,a| gunaiki. ou;sh| VIoudai,a|
metepe,myato to.n Pau/lon kai. h;kousen auvtou/ peri. th/j eivj Cristo.n VIhsou/n pi,stewjÅ
And after certain days, when Felix came with his wife Drusilla, which was a Jewess, he sent for Paul, and heard
him concerning the faith in Christ.
過了幾天，腓力斯和他夫人猶太的女子土西拉，一同來到，就叫了保羅來，聽他講論信基督耶穌的道。

<轉換其中>隨到後 然而也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到於(她們)任何什麼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來到旁邊了的 (他)那

(他)腓力斯 共同一起 在對(她)土西拉 在對(她)那 在對(她)私人個別的 在對(她)女人 在對(她)現正持續是了的

在對(她)猶太人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傳喚差請 到於(他)那 到於(他)保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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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屬(他)同一者 <在周圍>關於 從屬(她)那 向內進入 到於(他)基督 到於(他)耶穌 從屬(她)信。
[經文變異RT]

<轉換其中>隨到後 然而也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到於(她們)任何什麼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來到旁邊了的 (他)那

(他)腓力斯 共同一起 在對(她)土西拉 在對(她)那 在對(她)女人 從屬(他)同一者 在對(她)現正持續是了的

在對(她)猶太人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傳喚差請 到於(他)那 到於(他)保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從屬(他)同一者 <在周圍>關於 從屬(她)那 向內進入 到於(他)基督 從屬(她)信。
[經文變異MT]

<轉換其中>隨到後 然而也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到於(她們)任何什麼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來到旁邊了的 (他)那

(他)腓力斯 共同一起 在對(她)土西拉 在對(她)那 在對(她)女人 在對(她)現正持續是了的 在對(她)猶太人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傳喚差請 到於(他)那 到於(他)保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從屬(他)同一者

<在周圍>關於 從屬(她)那 向內進入 到於(他)基督 從屬(她)信。

徒 24:25 dialegome,nou de. auvtou/ peri. dikaiosu,nhj kai. evgkratei,aj kai. tou/ kri,matoj tou/ me,llontoj( e;mfoboj
geno,menoj ò Fh/lix avpekri,qh( To. nu/n e;con poreu,ou( kairo.n de. metalabw.n metakale,somai, se(
And as he reasoned of righteousness, temperance, and judgment to come Felix trembled, and answered, Go
thy way for this time; when I have a convenient season, I will call for thee.
保羅講論公義，節制，和將來的審判，腓力斯甚覺恐懼，說：你暫且去罷，等我得便再叫你來。

從屬(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論述辯解了的 然而也 從屬(他)同一者 <在周圍>關於 從屬(她)至義 並且 從屬(她)自約主控

並且 從屬(它)那 從屬(它)審案判決 從屬(它)那 從屬(它)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的， (他)在內驚恐畏懼的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他)那 (他)腓力斯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 到於(它)那 現在此時地

到於(它)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到於(他)場合時節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參與得享了的

我將要(持續)讓自己傳喚召請 到於你；
[經文變異RT]

從屬(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論述辯解了的 然而也 從屬(他)同一者 <在周圍>關於 從屬(她)至義 並且 從屬(她)自約主控

並且 從屬(它)那 從屬(它)審案判決 從屬(它)那 從屬(它)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的 將要去(持續)是， (他)在內驚恐畏懼的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他)那 (他)腓力斯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註1 到於(它)那 現在此時地

到於(它)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到於(他)場合時節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參與得享了的

我將要(持續)讓自己傳喚召請 到於你；

註1：“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徒 24:26 a[ma kai. evlpi,zwn o[ti crh,mata doqh,setai auvtw/| ùpo. tou/ Pau,lou\ dio. kai. pukno,teron auvto.n
metapempo,menoj wm̀i,lei auvtw/|Å
He hoped also that money should have been given him of Paul, that he might loose him: wherefore he sent for
him the oftener, and communed with him.
腓力斯又指望保羅送他銀錢，所以屢次叫他來，和他談論。

同時一齊地 並且 (他)現正持續有期盼指望了的 是這樣 (它們)物資錢財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給與 在對(他)同一者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那 從屬(他)保羅； 為這個緣故 並且 到於(它)更屢次頻繁的 到於(他)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傳喚差請了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聯絡交通 在對(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同時一齊地 然而也 並且 (他)現正持續有期盼指望了的 是這樣 (它們)物資錢財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給與

在對(他)同一者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那 從屬(他)保羅， 這怎樣如何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鬆綁脫解

到於(他)同一者； 為這個緣故 並且 到於(它)更屢次頻繁的 到於(他)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傳喚差請了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聯絡交通 在對(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MT]

同時一齊地 並且 (他)現正持續有期盼指望了的 是這樣 (它們)物資錢財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給與 在對(他)同一者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那 從屬(他)保羅， 這怎樣如何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鬆綁脫解 到於(他)同一者；

為這個緣故 並且 到於(它)更屢次頻繁的 到於(他)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傳喚差請了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聯絡交通 在對(他)同一者。

徒 24:27 Dieti,aj de. plhrwqei,shj e;laben dia,docon ò Fh/lix Po,rkion Fh/ston( qe,lwn te ca,rita kataqe,sqai toi/j
VIoudai,oij ò Fh/lix kate,lipe to.n Pau/lon dedeme,nonÅ
But after two years Porcius Festus came into Felix' room: and Felix, willing to shew the Jews a pleasure, left
Paul bound.
過了兩年，波求非斯都接了腓力斯的任；腓力斯要討猶太人的喜歡，就留保羅在監裏。

從屬(她)為期兩年 然而也 從屬(她)那時(也是)被促使成充滿添足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拿取 到於(他)承繼接受之人

(他)那 (他)腓力斯 到於(他)波求 到於(他)非斯都； (他)現正持續定意了的 並/又 到於(她)恩典惠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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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向下置放擺設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猶太人的 (他)那 (他)腓力斯 他/她/它那時(也是)遺留下

到於(他)那 到於(他)保羅 到於(他)現在已經被拴綁了的。

徒 25:1 Fh/stoj ou=n evpiba.j th/| evparcei,a| meta. trei/j hm̀e,raj avne,bh eivj ~Ieroso,luma avpo. Kaisarei,aj(
Now when Festus was come into the province, after three days he ascended from Caesarea to Jerusalem.
非斯都到了任，過了三天，就從該撒利亞上耶路撒冷去。

(他)非斯都 這樣 (他)那時(也是)步上了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轄區，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她們)三個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上行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路撒冷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該撒利亞；

徒 25:2 evnefa,nisa,n te auvtw/| oi` avrcierei/j kai. oì prw/toi tw/n VIoudai,wn kata. tou/ Pau,lou kai. pareka,loun
auvto.n
Then the high priest and the chief of the Jews informed him against Paul, and besought him,
祭司長，和猶太人的首領，向他控告保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使為在內促為照亮顯明 並/又 在對(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大祭司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首先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他)那 從屬(他)保羅，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勸勉請求 到於(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使為在內促為照亮顯明 並/又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大祭司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首先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他)那 從屬(他)保羅，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勸勉請求

到於(他)同一者，

徒 25:3 aivtou,menoi ca,rin katV auvtou/ o[pwj metape,myhtai auvto.n eivj VIerousalh,m( evne,dran poiou/ntej avnelei/n
auvto.n kata. th.n òdo,nÅ
And desired favour against him, that he would send for him to Jerusalem, laying wait in the way to kill him.
又央告他，求他的情，將保羅提到耶路撒冷來；他們要在路上埋伏殺害他。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索問要求了的 到於(她)恩典惠意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他)同一者， 這怎樣如何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傳喚差請 到於(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陸撒冷， 到於(她)守候伏擊

(他們)現正持續行出作成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挪去 到於(他)同一者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那 到於(她)道路途徑。

徒 25:4 ò me.n ou=n Fh/stoj avpekri,qh threi/sqai to.n Pau/lon eivj Kaisa,reian( èauto.n de. me,llein evn ta,cei
evkporeu,esqai\
But Festus answered, that Paul should be kept at Caesarea, and that he himself would depart shortly thither.
非斯都卻回答說：保羅押在該撒利亞，我自己快要往那裏去。

(他)那 的確 這樣 (他)非斯都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註1
現要去持續被行看護守衛 到於(他)那 到於(他)保羅

向內進入 到於(她)該撒利亞，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然而也 現要去持續準備快要 在內 在對(它)短暫急速之間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向外行去。

註1：“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徒 25:5 Oi` ou=n evn ùmi/n( fhsi,n( dunatoi. sugkataba,ntej ei; ti, evstin evn tw/| avndri. a;topon kathgorei,twsan auvtou/Å
Let them therefore, said he, which among you are able, go down with me, and accuse this man, if there be any
wickedness in him.
又說：你們中間有權勢的人，與我一同下去，那人若有甚麼不是，就可以告他。

(他們)那些 這樣 在內 在對你們，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宣稱傳講， (他們)乃能夠可能的

(他們)那時(也是)共同向下行了的， 若是 (它)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男人/丈夫

(它)不恰當的， 他/她/它們現在就要持續行控告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些 這樣 (他們)乃能夠可能的 在內 在對你們，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宣稱傳講，

(他們)那時(也是)共同向下行了的， 若是 (它)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男人/丈夫

在對(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現在就要持續行控告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Scrivener]

(他們)那些 這樣 (他們)乃能夠可能的 在內 在對你們，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宣稱傳講，

(他們)那時(也是)共同向下行了的， 若是 (它)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不恰當的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男人/丈夫 在對(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現在就要持續行控告 從屬(他)同一者。

徒 25:6 Diatri,yaj de. evn auvtoi/j hm̀e,raj ouv plei,ouj ovktw. h' de,ka( kataba.j eivj Kaisa,reian( th/| evpau,rion kaqi,saj
evpi. tou/ bh,matoj evke,leusen to.n Pau/lon avcqh/naiÅ
And when he had tarried among them more than ten days, he went down unto Caesarea; and the next day
sitting on the judgment seat commanded Paul to be br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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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斯都在他們那裏，住了不過十天八天，就下該撒利亞去；第二天坐堂，吩咐將保羅提上來。

(他)那時(也是)消磨停留了的 然而也 在內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不是/不 到於(她們)更多的

從屬(她們)八個 甚或/或而 從屬(她們)十個， (他)那時(也是)向下行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該撒利亞， 在對(她)那

在次日地 (他)那時(也是)就座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它)那 從屬(它)審判臺 他/她/它那時(也是)出言吩咐 到於(他)那

到於(他)保羅 那時(也是)要去被帶領。
[經文變異RT]

(他)那時(也是)消磨停留了的 然而也 在內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到於(她們)更多的 甚或/或而

從屬(她們)十個， (他)那時(也是)向下行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該撒利亞， 在對(她)那 在次日地

(他)那時(也是)就座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它)那 從屬(它)審判臺 他/她/它那時(也是)出言吩咐 到於(他)那

到於(他)保羅 那時(也是)要去被帶領。

徒 25:7 paragenome,nou de. auvtou/ perie,sthsan auvto.n oì avpo. ~Ierosolu,mwn katabebhko,tej VIoudai/oi polla. kai.
bare,a aivtiw,mata katafe,rontej a] ouvk i;scuon avpodei/xai(
And when he was come, the Jews which came down from Jerusalem stood round about, and laid many and
grievous complaints against Paul, which they could not prove.
保羅來了，那些從耶路撒冷下來的猶太人，周圍站著，將許多重大的事控告他，都是不能證實的。

從屬(他)那時(也是)讓自己來到旁邊了的 然而也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立定站住在周圍

到於(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們)耶路撒冷 (他們)現在已經向下行了的 (他們)猶太人的，

到於(它們)許多的 並且 到於(它們)沉重重壓的 到於(它們)罪狀因由 (他們)現正持續向下負載攜帶了的，

到於(它們)這些個 不是/不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有強壯大力 那時(也是)要去從那裏顯示展現；
[經文變異RT]

從屬(他)那時(也是)讓自己來到旁邊了的 然而也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立定站住在周圍 (他們)那些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們)耶路撒冷 (他們)現在已經向下行了的 (他們)猶太人的， 到於(它們)許多的 並且

到於(它們)沉重重壓的 到於(它們)罪狀因由 (他們)現正持續負載攜帶了的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他)那 從屬(他)保羅，

到於(它們)這些個 不是/不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有強壯大力 那時(也是)要去從那裏顯示展現；

徒 25:8 tou/ Pau,lou avpologoume,nou o[ti Ou;te eivj to.n no,mon tw/n VIoudai,wn ou;te eivj to. ièro.n ou;te eivj Kai,sara,
ti h[martonÅ
While he answered for himself, Neither against the law of the Jews, neither against the temple, nor yet against
Caesar, have I offended any thing at all.
保羅分訴說：無論猶太人的律法，或是聖殿，或是該撒，我都沒有干犯。

從屬(他)那 從屬(他)保羅 從屬(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以道理申辯分訴了的， 是這樣 並不/又不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律法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並不/又不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聖殿， 並不/又不

向內進入 到於(他)該撒 到於(它)任何什麼 我那時(也是)犯罪。
[經文變異RT]

從屬(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以道理申辯分訴了的 從屬(他)同一者， 是這樣 並不/又不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律法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並不/又不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聖殿， 並不/又不

向內進入 到於(他)該撒 到於(它)任何什麼 我那時(也是)犯罪。

徒 25:9 ò Fh/stoj de. qe,lwn toi/j VIoudai,oij ca,rin kataqe,sqai avpokriqei.j tw/| Pau,lw| ei=pen( Qe,leij eivj
~Ieroso,luma avnaba.j evkei/ peri. tou,twn kriqh/nai evpV evmou/È
But Festus, willing to do the Jews a pleasure, answered Paul, and said, Wilt thou go up to Jerusalem, and there
be judged of these things before me?
但非斯都要討猶太人的喜歡，就問保羅說：你願意上耶路撒冷去，在那裏聽我審斷這事麼。

(他)那 (他)非斯都 然而也 (他)現正持續定意了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猶太人的 到於(她)恩典惠意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向下置放擺設，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保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你現在持續定意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路撒冷 (他)那時(也是)向上行了的， 在那裏地

<在周圍>關於 從屬(它們)那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被區別審斷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我"？
[經文變異RT]

(他)那 (他)非斯都 然而也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猶太人的 (他)現正持續定意了的 到於(她)恩典惠意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向下置放擺設，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保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你現在持續定意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路撒冷 (他)那時(也是)向上行了的， 在那裏地

<在周圍>關於 從屬(它們)那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被區別審斷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我"？

徒 25:10 ei=pen de. ò Pau/loj( VEpi. tou/ bh,matoj Kai,saroj èstw,j eivmi( ou- me dei/ kri,nesqaiÅ VIoudai,ouj ouvde.n
hvdi,khsa wj̀ kai. su. ka,llion evpiginw,skeijÅ
Then said Paul, I stand at Caesar's judgment seat, where I ought to be judged: to the Jews have I done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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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ong, as thou very well knowest.
保羅說：我站在該撒的堂前，這就是我應當受審的地方；我向猶太人並沒有行過甚麼不義的事，這也是你明明知

道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他)那 (他)保羅，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它)那 從屬(它)審判臺 從屬(他)該撒

(他)現在已經立定站住了的 我現在持續是， 在這裏地 到於我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現要去持續被區別審斷。 到於(他們)猶太人的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我那時(也是)行不義， 正如地 並且 你

更美好適當地 你現在持續清楚認識知道。
[經文變異WH]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然而也 (他)那 (他)保羅， (他)現在已經立定站住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它)那

從屬(它)審判臺 從屬(他)該撒 我現在持續是， 在這裏地 到於我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現要去持續被區別審斷。 到於(他們)猶太人的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我現在已經行不義， 正如地 並且 你

更美好適當地 你現在持續清楚認識知道。

徒 25:11 eiv me.n ou=n avdikw/ kai. a;xion qana,tou pe,praca, ti( ouv paraitou/mai to. avpoqanei/n\ eiv de. ouvde,n evstin w-n
ou-toi kathgorou/si,n mou( ouvdei,j me du,natai auvtoi/j cari,sasqai\ Kai,sara evpikalou/maiÅ
For if I be an offender, or have committed any thing worthy of death, I refuse not to die: but if there be none of
these things whereof these accuse me, no man may deliver me unto them. I appeal unto Caesar.
我若行了不義的事，犯了甚麼該死的罪，就是死，我也不辭；他們所告我的事若都不實，就沒有人可以把我交給

他們。我要上告於該撒。

若是 的確 這樣 我現在持續行不義， 並且 到於(它)相配值得的 從屬(他)死 我現在已經實施行使

到於(它)任何什麼，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要求免去 到於(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死去； 若是 然而也

(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從屬(它們)這些個 (他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行控告 從屬我，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到於我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在對(他們)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恩待。

到於(他)該撒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召告稱呼。
[經文變異RT]

若是 的確 因為 我現在持續行不義， 並且 到於(它)相配值得的 從屬(他)死 我現在已經實施行使

到於(它)任何什麼，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要求免去 到於(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死去； 若是 然而也

(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從屬(它們)這些個 (他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行控告 從屬我，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到於我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在對(他們)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恩待。

到於(他)該撒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召告稱呼。

徒 25:12 to,te ò Fh/stoj sullalh,saj meta. tou/ sumbouli,ou avpekri,qh( Kai,sara evpike,klhsai( evpi. Kai,sara
poreu,sh|Å
Then Festus, when he had conferred with the council, answered, Hast thou appealed unto Caesar? unto Caesar
shalt thou go.
非斯都和議會商量了，就說：你既上告於該撒，可以往該撒那裏去。

當那時地 (他)那 (他)非斯都 (他)那時(也是)共同發言講說了的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它)那 從屬(它)顧問謀士會議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註1， 到於(他)該撒 你現在已經讓自己召告稱呼；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該撒

你將要(持續)讓自己行去。

註1：“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不同標點]

當那時地 (他)那 (他)非斯都 (他)那時(也是)共同發言講說了的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它)那 從屬(它)顧問謀士會議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 到於(他)該撒 你現在已經讓自己召告稱呼？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該撒

你將要(持續)讓自己行去。

徒 25:13 ~Hmerw/n de. diagenome,nwn tinw/n VAgri,ppaj ò basileu.j kai. Berni,kh kath,nthsan eivj Kaisa,reian
avspasa,menoi to.n Fh/stonÅ
And after certain days king Agrippa and Bernice came unto Caesarea to salute Festus.
過了些日子，亞基帕王，和百尼基氏，來到該撒利亞，問非斯都安。

從屬(她們)日子/白日 然而也 從屬(她們)那時(也是)讓自己成為過去了的 從屬(她們)任何什麼， (他)亞基帕 (他)那

(他)君王 並且 (她)百尼基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行抵來到 向內進入 到於(她)該撒利亞，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擁抱問安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非斯都。
[經文變異RT]

從屬(她們)日子/白日 然而也 從屬(她們)那時(也是)讓自己成為過去了的 從屬(她們)任何什麼， (他)亞基帕 (他)那

(他)君王 並且 (她)百尼基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行抵來到 向內進入 到於(她)該撒利亞，

(他們)將要(持續)讓自己擁抱問安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非斯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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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 25:14 wj̀ de. plei,ouj hm̀e,raj die,tribon evkei/( ò Fh/stoj tw/| basilei/ avne,qeto ta. kata. to.n Pau/lon le,gwn(
VAnh,r ti,j evstin kataleleimme,noj ùpo. Fh,likoj de,smioj(
And when they had been there many days, Festus declared Paul's cause unto the king, saying, There is a
certain man left in bonds by Felix:
在那裏住了多日，非斯都將保羅的事告訴王，說：這裏有一個人，是腓力斯留在監裏的。

正如地 然而也 到於(她們)更多的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消磨停留 在那裏地， (他)那 (他)非斯都

在對(他)那 在對(他)君王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提出呈上 到於(它們)那些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那 到於(他)保羅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他)男人/丈夫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現在已經被遺留下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腓力斯 (他)囚犯；
[經文變異MT]

正如地 然而也 到於(她們)更多的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他/她/它當時持續消磨停留 在那裏地， (他)那 (他)非斯都

在對(他)那 在對(他)君王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提出呈上 到於(它們)那些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那 到於(他)保羅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他)男人/丈夫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現在已經被遺留下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腓力斯 (他)囚犯；

徒 25:15 peri. ou- genome,nou mou eivj ~Ieroso,luma evnefa,nisan oì avrcierei/j kai. oi` presbu,teroi tw/n VIoudai,wn
aivtou,menoi katV auvtou/ katadi,khnÅ
About whom, when I was at Jerusalem, the chief priests and the elders of the Jews informed me, desiring to
have judgment against him.
我在耶路撒冷的時候，祭司長和猶太的長老，將他的事稟報了我，求我定他的罪。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這個， 從屬(他)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從屬我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路撒冷，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使為在內促為照亮顯明 (他們)那些 (他們)大祭司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更年長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索問要求了的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她)判罪裁定；
[經文變異RT]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這個， 從屬(他)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從屬我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路撒冷，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使為在內促為照亮顯明 (他們)那些 (他們)大祭司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更年長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索問要求了的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她)正義公斷；

徒 25:16 pro.j ou]j avpekri,qhn o[ti ouvk e;stin e;qoj ~Rwmai,oij cari,zesqai, tina a;nqrwpon pri.n h' ò
kathgorou,menoj kata. pro,swpon e;coi tou.j kathgo,rouj to,pon te avpologi,aj la,boi peri. tou/ evgklh,matojÅ
To whom I answered, It is not the manner of the Romans to deliver any man to die, before that he which is
accused have the accusers face to face, and have licence to answer for himself concerning the crime laid
against him.
我對他們說：無論甚麼人，被告還沒有和原告對質，未得機會分訴所告他的事，就先定他的罪，這不是羅馬人的

條例。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這些個 我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 是這樣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習慣常例

在對(他們)羅馬人的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恩待 到於(他)任何什麼 到於(他)人， 在之前地 甚或/或而 (他)那

(他)現正持續被行控告了的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前面的臉面 他/她/它現在可以持續持有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控告之人， 到於(他)地點處所 並/又 從屬(她)申訴答辯 他/她/它那時(也是)可以拿取 <在周圍>關於

從屬(它)那 從屬(它)所控訴。
[經文變異RT]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這些個 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註1 是這樣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習慣常例 在對(他們)羅馬人的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恩待 到於(他)任何什麼 到於(他)人 向內進入

到於(她)毀壞失喪， 在之前地 甚或/或而 (他)那 (他)現正持續被行控告了的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前面的臉面

他/她/它現在可以持續持有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控告之人， 到於(他)地點處所 並/又 從屬(她)申訴答辯

他/她/它那時(也是)可以拿取 <在周圍>關於 從屬(它)那 從屬(它)所控訴。

註1：“我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文法上亦可以為“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徒 25:17 sunelqo,ntwn ou=n Îauvtw/nÐ evnqa,de avnabolh.n mhdemi,an poihsa,menoj th/| ex̀h/j kaqi,saj evpi. tou/ bh,matoj
evke,leusa avcqh/nai to.n a;ndra\
Therefore, when they were come hither, without any delay on the morrow I sat on the judgment seat, and
commanded the man to be brought forth.
及至他們都來到這裏，我就不耽延，第二天便坐堂，吩咐把那人提上來。

從屬(他們)那時(也是)共同到來前往了的 這樣 從屬(他們)同一者 在此處地， 到於(她)延遲耽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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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於(她)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行出作成了的， 在對(她)那 接著有地 (他)那時(也是)就座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它)那 從屬(它)審判臺 我那時(也是)出言吩咐 那時(也是)要去被帶領 到於(他)那

到於(他)男人/丈夫；
[經文變異WH]

從屬(他們)那時(也是)共同到來前往了的 這樣 在此處地， 到於(她)延遲耽延 到於(她)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行出作成了的， 在對(她)那 接著有地 (他)那時(也是)就座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它)那

從屬(它)審判臺 我那時(也是)出言吩咐 那時(也是)要去被帶領 到於(他)那 到於(他)男人/丈夫；

徒 25:18 peri. ou- staqe,ntej oi` kath,goroi ouvdemi,an aivti,an e;feron w-n evgw. ùpeno,oun ponhrw/n(
Against whom when the accusers stood up, they brought none accusation of such things as I supposed:
告他的人站著告他；所告的，並沒有我所逆料的那等惡事；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這個 (他們)那時(也是)被立定站住了的 (他們)那些 (他們)控告之人 到於(她)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到於(她)索問要求之因由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負載攜帶 從屬(它們)這些個 我 我當時持續推測猜想 從屬(它們)惡的；
[經文變異RT]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這個 (他們)那時(也是)被立定站住了的 (他們)那些 (他們)控告之人 到於(她)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到於(她)索問要求之因由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負載攜帶在上面 從屬(它們)這些個 我當時持續推測猜想 我；

徒 25:19 zhth,mata de, tina peri. th/j ivdi,aj deisidaimoni,aj ei=con pro.j auvto.n kai. peri, tinoj VIhsou/ teqnhko,toj
o]n e;fasken ò Pau/loj zh/nÅ
But had certain questions against him of their own superstition, and of one Jesus, which was dead, whom Paul
affirmed to be alive.
不過是有幾樣辯論，為他們自己敬鬼神的事，又為一個人名叫耶穌，是已經死了，保羅卻說他是活著的。

到於(它們)所探索尋求 然而也 到於(它們)任何什麼 <在周圍>關於 從屬(她)那 從屬(她)私人個別的 從屬(她)信奉鬼神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持有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任何什麼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現在已經死亡了的， 到於(他)這個 他/她/它當時持續堅稱斷言 (他)那 (他)保羅 現要去持續活。

徒 25:20 avporou,menoj de. evgw. th.n peri. tou,twn zh,thsin e;legon eiv bou,loito poreu,esqai eivj ~Ieroso,luma kavkei/
kri,nesqai peri. tou,twnÅ
And because I doubted of such manner of questions, I asked him whether he would go to Jerusalem, and there
be judged of these matters.
這些事當怎樣究問，我心裏作難；所以問他說：你願意上耶路撒冷去，在那裏為這些事聽審麼。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成不知所措了的 然而也 我 到於(她)那 <在周圍>關於 從屬(它們)那同一者 到於(她)查問辯論

我當時持續道說， 若是 他/她/它現在可以持續讓自己/被諮商決意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路撒冷， 且在那裏地 現要去持續被區別審斷 <在周圍>關於 從屬(它們)那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成不知所措了的 然而也 我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那同一者

到於(她)查問辯論 我當時持續道說， 若是 他/她/它現在可以持續讓自己/被諮商決意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陸撒冷， 且在那裏地 現要去持續被區別審斷 <在周圍>關於 從屬(它們)那同一者。

徒 25:21 tou/ de. Pau,lou evpikalesame,nou thrhqh/nai auvto.n eivj th.n tou/ Sebastou/ dia,gnwsin( evke,leusa threi/sqai
auvto.n e[wj ou- avnape,myw auvto.n pro.j Kai,saraÅ
But when Paul had appealed to be reserved unto the hearing of Augustus, I commanded him to be kept till I
might send him to Caesar.
但保羅求我留下他要聽皇上審斷，我就吩咐把他留下，等我解他到該撒那裏去。

從屬(他)那 然而也 從屬(他)保羅 從屬(他)那時(也是)讓自己召告稱呼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被行看護守衛 到於(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從屬(他)那 從屬(他)皇上陛下的 到於(她)分辨細查， 我那時(也是)出言吩咐

現要去持續被行看護守衛 到於(他)同一者， 一直直到 從屬(它)這個 我那時(也是)應該向上差送打發 到於(他)同一者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該撒。
[經文變異RT]

從屬(他)那 然而也 從屬(他)保羅 從屬(他)那時(也是)讓自己召告稱呼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被行看護守衛 到於(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從屬(他)那 從屬(他)皇上陛下的 到於(她)分辨細查， 我那時(也是)出言吩咐

現要去持續被行看護守衛 到於(他)同一者， 一直直到 從屬(它)這個 我那時(也是)應該差送打發 到於(他)同一者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該撒。

徒 25:22 VAgri,ppaj de. pro.j to.n Fh/ston( VEboulo,mhn kai. auvto.j tou/ avnqrw,pou avkou/saiÅ Au;rion( fhsi,n( avkou,sh|
auvtou/Å
Then Agrippa said unto Festus, I would also hear the man myself. To morrow, said he, thou shalt hear him.
亞基帕對非斯都說：我自己也願聽這人辯論。非斯都說：明天你可以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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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亞基帕 然而也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非斯都， 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諮商決意 並且 (他)同一者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那時(也是)要去聲聞耳聽。 明日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宣稱傳講，

你將要(持續)讓自己聲聞耳聽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亞基帕 然而也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非斯都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宣稱傳講，

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諮商決意 並且 (他)同一者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那時(也是)要去聲聞耳聽。 (他)那 然而也，

明日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宣稱傳講， 你將要(持續)讓自己聲聞耳聽 從屬(他)同一者。

徒 25:23 Th/| ou=n evpau,rion evlqo,ntoj tou/ VAgri,ppa kai. th/j Berni,khj meta. pollh/j fantasi,aj kai. eivselqo,ntwn
eivj to. avkroath,rion su,n te cilia,rcoij kai. avndra,sin toi/j katV evxoch.n th/j po,lewj kai. keleu,santoj tou/ Fh,stou
h;cqh o` Pau/lojÅ
And on the morrow, when Agrippa was come, and Bernice, with great pomp, and was entered into the place of
hearing, with the chief captains, and principal men of the city, at Festus' commandment Paul was brought forth.
第二天，亞基帕和百尼基大張威勢而來，同著眾千夫長，和城裏的尊貴人，進了公廳；非斯都吩咐一聲，就有人

將保羅帶進來。

在對(她)那 這樣 在次日地， 從屬(他)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亞基帕 並且 從屬(她)那

從屬(她)百尼基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許多的 從屬(她)擺場面， 並且

從屬(他們)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公聽處 共同一起 並/又 在對(他們)千夫長

並且 在對(他們)男人/丈夫 在對(他們)那些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突出顯要 從屬(她)那 從屬(她)城邑， 並且

從屬(他)那時(也是)出言吩咐了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非斯都，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帶領 (他)那 (他)保羅。
[經文變異RT]

在對(她)那 這樣 在次日地， 從屬(他)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亞基帕 並且 從屬(她)那

從屬(她)百尼基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許多的 從屬(她)擺場面， 並且

從屬(他們)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公聽處 共同一起 並/又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千夫長 並且 在對(他們)男人/丈夫 在對(他們)那些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突出顯要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是了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城邑， 並且 從屬(他)那時(也是)出言吩咐了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非斯都，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帶領 (他)那 (他)保羅。

徒 25:24 kai, fhsin ò Fh/stoj( VAgri,ppa basileu/ kai. pa,ntej oi` sumparo,ntej h̀mi/n a;ndrej( qewrei/te tou/ton peri.
ou- a[pan to. plh/qoj tw/n VIoudai,wn evne,tuco,n moi e;n te ~Ierosolu,moij kai. evnqa,de bow/ntej mh. dei/n auvto.n zh/n
mhke,tiÅ
And Festus said, King Agrippa, and all men which are here present with us, ye see this man, about whom all the
multitude of the Jews have dealt with me, both at Jerusalem, and also here, crying that he ought not to live any
longer.
非斯都說：亞基帕王，和在這裏的諸位阿，你們看這人，就是一切猶太人在耶路撒冷，和這裏，曾向我懇求，呼

叫說，不可容他再活著。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宣稱傳講 (他)那 (他)非斯都， 阿,(他)亞基帕 阿,(他)君王 並且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是一同在場了的 在對我們 阿,(他們)男人/丈夫註1， 你們現在持續行定睛觀看註2

到於(他)那同一者，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這個 (它)同時一齊地所有每一個的 (它)那 (它)聚滿大群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當面懇求 在對我 在內 並/又 在對(它們)耶路撒冷 並且 在此處地，

(他們)現正持續高呼喊叫了的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到於(他)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活

不再可以地。

註1：“阿,(他們)男人/丈夫”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們)男人/丈夫”。

註2：“你們現在持續行定睛觀看”文法上亦可以為“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行定睛觀看”。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宣稱傳講 (他)那 (他)非斯都， 阿,(他)亞基帕 阿,(他)君王 並且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是一同在場了的 在對我們 阿,(他們)男人/丈夫， 你們現在持續行定睛觀看

到於(他)那同一者，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這個 (它)所有每一個的 (它)那 (它)聚滿大群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當面懇求 在對我 在內 並/又 在對(它們)耶路撒冷 並且 在此處地，

(他們)現正持續在上面高呼喊叫了的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現要去持續活 到於(他)同一者

不再可以地。
[經文變異WH]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宣稱傳講 (他)那 (他)非斯都， 阿,(他)亞基帕 阿,(他)君王 並且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是一同在場了的 在對我們 阿,(他們)男人/丈夫， 你們現在持續行定睛觀看

到於(他)那同一者，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這個 (它)同時一齊地所有每一個的 (它)那 (它)聚滿大群 從屬(他們)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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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當面懇求 在對我 在內 並/又 在對(它們)耶路撒冷 並且 在此處地，

(他們)現正持續高呼喊叫了的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到於(他)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活

不再可以地。

徒 25:25 evgw. de. katelabo,mhn mhde.n a;xion auvto.n qana,tou peprace,nai( auvtou/ de. tou,tou evpikalesame,nou to.n
Sebasto.n e;krina pe,mpeinÅ
But when I found that he had committed nothing worthy of death, and that he himself hath appealed to
Augustus, I have determined to send him.
但我查明他沒有犯甚麼該死的罪；並且他自己上告於皇帝，所以我定意把他解去。

我 然而也 我那時(也是)讓自己拿取住 到於(它)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到於(它)相配值得的 到於(他)同一者 從屬(他)死

現已經去實施行使， 從屬(他)同一者 然而也 從屬(他)那同一者 從屬(他)那時(也是)讓自己召告稱呼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皇上陛下的， 我那時(也是)區別審斷 現要去持續差送打發。
[經文變異RT]

我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拿取住了的 到於(它)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到於(它)相配值得的 從屬(他)死

到於(他)同一者 現已經去實施行使， 並且 從屬(他)同一者 然而也 從屬(他)那同一者

從屬(他)那時(也是)讓自己召告稱呼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皇上陛下的， 我那時(也是)區別審斷 現要去持續差送打發

到於(他)同一者。

徒 25:26 peri. ou- avsfale,j ti gra,yai tw/| kuri,w| ouvk e;cw( dio. proh,gagon auvto.n evfV um̀w/n kai. ma,lista evpi. sou/(
basileu/ VAgri,ppa( o[pwj th/j avnakri,sewj genome,nhj scw/ ti, gra,yw\
Of whom I have no certain thing to write unto my lord. Wherefore I have brought him forth before you, and
specially before thee, O king Agrippa, that, after examination had, I might have somewhat to write.
論到這人，我沒有確實的事，可以奏明主上；因此我帶他到你們面前，也特意帶他到你亞基帕王面前，為要在查

問之後，有所陳奏。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這個 到於(它)穩妥確實的 到於(它)任何什麼 那時(也是)要去刻寫記載 在對(他)那 在對(他)主人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持有； 為這個緣故 我那時(也是)帶領在前面 到於(他)同一者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你們， 並且

最特別尤其地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你， 阿,(他)君王 阿,(他)亞基帕， 這怎樣如何地 從屬(她)那 從屬(她)詳細審察

從屬(她)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我那時(也是)應該持有 到於(它)任何什麼 我那時(也是)應該刻寫記載；

徒 25:27 a;logon ga,r moi dokei/ pe,mponta de,smion mh. kai. ta.j katV auvtou/ aivti,aj shma/naiÅ
For it seemeth to me unreasonable to send a prisoner, and not withal to signify the crimes laid against him.
據我看來，解送囚犯，不指明他的罪案，是不合理的。

(它)不合理性的 因為 在對我 他/她/它現在持續設想認為對 到於(他)現正持續差送打發了的 到於(他)囚犯 不會/不要

並且 到於(她們)那些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她們)索問要求之因由 那時(也是)要去以標誌記號指示。

徒 26:1 VAgri,ppaj de. pro.j to.n Pau/lon e;fh( VEpitre,petai, soi peri. seautou/ le,geinÅ to,te ò Pau/loj evktei,naj
th.n cei/ra avpelogei/to(
Then Agrippa said unto Paul, Thou art permitted to speak for thyself. Then Paul stretched forth the hand, and
answered for himself:
亞基帕對保羅說：准你為自己辯明。於是保羅伸手分訴說：

(他)亞基帕 然而也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保羅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宣稱傳講，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准許 在對你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你自己 現要去持續道說。 當那時地 (他)那 (他)保羅

(他)那時(也是)向外伸展出來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手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以道理申辯分訴，
[經文變異RT]

(他)亞基帕 然而也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保羅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宣稱傳講，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准許 在對你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他)你自己 現要去持續道說。 當那時地 (他)那

(他)保羅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以道理申辯分訴 (他)那時(也是)向外伸展出來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手，
[經文變異WH]

(他)亞基帕 然而也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保羅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宣稱傳講，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准許 在對你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他)你自己 現要去持續道說。 當那時地 (他)那

(他)保羅 (他)那時(也是)向外伸展出來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手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以道理申辯分訴，

徒 26:2 Peri. pa,ntwn w-n evgkalou/mai ùpo. VIoudai,wn( basileu/ VAgri,ppa( h[ghmai evmauto.n maka,rion evpi. sou/
me,llwn sh,meron avpologei/sqai
I think myself happy, king Agrippa, because I shall answer for myself this day before thee touching all the things
whereof I am accused of the Jews:
亞基帕王阿，猶太人所告我的一切事，今日得在你面前分訴，實為萬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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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圍>關於 從屬(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它們)這些個 我現在持續被控訴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阿,(他)君王 阿,(他)亞基帕， 我現在已經讓自己/被帶領引導 到於(他)我自己 到於(他)蒙至高褔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你 (他)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的 今日地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以道理申辯分訴；
[經文變異RT]

<在周圍>關於 從屬(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它們)這些個 我現在持續被控訴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阿,(他)君王 阿,(他)亞基帕， 我現在已經讓自己/被帶領引導 到於(他)我自己 到於(他)蒙至高褔的

(他)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的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以道理申辯分訴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你 今日地；

徒 26:3 ma,lista gnw,sthn o;nta se pa,ntwn tw/n kata. VIoudai,ouj evqw/n te kai. zhthma,twn( dio. de,omai
makroqu,mwj avkou/sai, mouÅ
Especially because I know thee to be expert in all customs and questions which are among the Jews: wherefore
I beseech thee to hear me patiently.
更可幸的，是你熟悉猶太人的規矩，和他們的辯論；所以求你耐心聽我。

最特別尤其地 到於(他)內行專家 到於(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到於你 從屬(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它們)那些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們)猶太人的 從屬(它們)習慣常例 並/又 並且 從屬(它們)所探索尋求； 為這個緣故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自卑乞求 忍耐寬容地 那時(也是)要去聲聞耳聽 從屬我。
[經文變異RT]

最特別尤其地 到於(他)內行專家 到於(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到於你 (他)現在已經看見察覺了的 從屬(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它們)那些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們)猶太人的 從屬(它們)習慣常例 並/又 並且 從屬(它們)所探索尋求；

為這個緣故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自卑乞求 從屬你 忍耐寬容地 那時(也是)要去聲聞耳聽 從屬我。
[經文變異MT]

最特別尤其地 到於(他)內行專家 到於(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到於你 從屬(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它們)那些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們)猶太人的 從屬(它們)習慣常例 並/又 並且 從屬(它們)所探索尋求； 為這個緣故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自卑乞求 從屬你 忍耐寬容地 那時(也是)要去聲聞耳聽 從屬我。

徒 26:4 Th.n me.n ou=n bi,wsi,n mou Îth.nÐ evk neo,thtoj th.n avpV avrch/j genome,nhn evn tw/| e;qnei mou e;n te
~Ierosolu,moij i;sasi pa,ntej ÎoiÐ̀ VIoudai/oi
My manner of life from my youth, which was at the first among mine own nation at Jerusalem, know all the
Jews;
我從起初在本國的民中，並在耶路撒冷，自幼為人如何，猶太人都知道；

到於(她)那 的確 這樣 到於(她)生活度日 從屬我 到於(她)那 向外出來 從屬(她)幼年 到於(她)那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為起始為首 到於(她)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種族邦國 從屬我 在內 並/又

在對(它們)耶路撒冷 他/她/它們現在已經知曉明白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那些 (他們)猶太人的，
[經文變異RT]

到於(她)那 的確 這樣 到於(她)生活度日 從屬我 到於(她)那 向外出來 從屬(她)幼年 到於(她)那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為起始為首 到於(她)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種族邦國 從屬我 在內

在對(它們)耶路撒冷 他/她/它們現在已經知曉明白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那些 (他們)猶太人的，
[經文變異WH]

到於(她)那 的確 這樣 到於(她)生活度日 從屬我 向外出來 從屬(她)幼年 到於(她)那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為起始為首 到於(她)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種族邦國 從屬我 在內 並/又

在對(它們)耶路撒冷 他/她/它們現在已經知曉明白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猶太人的，

徒 26:5 proginw,skonte,j me a;nwqen( eva.n qe,lwsi marturei/n( o[ti kata. th.n avkribesta,thn ai[resin th/j hm̀ete,raj
qrhskei,aj e;zhsa Farisai/ojÅ
Which knew me from the beginning, if they would testify, that after the most straitest sect of our religion I lived a
Pharisee.
他們若肯作見證，就曉得我從起初，是按著我們教中最嚴緊的教門，作了法利賽人。

(他們)現正持續預先認識知道了的 到於我 從上頭地， 但凡若是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定意 現要去持續作見證人，

是這樣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那 到於(她)最確定切實的 到於(她)教門黨派 從屬(她)那 從屬(她)我們之物

從屬(她)儀式奉行 我那時(也是)活 (他)法利賽人。

徒 26:6 kai. nu/n evpV evlpi,di th/j eivj tou.j pate,raj hm̀w/n evpaggeli,aj genome,nhj ùpo. tou/ qeou/ e[sthka krino,menoj(
And now I stand and am judged for the hope of the promise made of God unto our fathers:
現在我站在這裏受審，是因為指望神向我們祖宗所應許的；

並且 現在此時地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期盼指望 從屬(她)那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父親 從屬我們

從屬(她)應許 從屬(她)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我現在已經立定站住

(他)現正持續被區別審斷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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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變異RT]

並且 現在此時地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期盼指望 從屬(她)那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父親

從屬(她)應許 從屬(她)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我現在已經立定站住

(他)現正持續被區別審斷了的；

徒 26:7 eivj h]n to. dwdeka,fulon hm̀w/n evn evktenei,a| nu,kta kai. hm̀e,ran latreu/on evlpi,zei katanth/sai( peri. h-j
evlpi,doj evgkalou/mai ùpo. VIoudai,wn( basileu/Å
Unto which promise our twelve tribes, instantly serving God day and night, hope to come. For which hope's
sake, king Agrippa, I am accused of the Jews.
這應許，我們十二個支派，晝夜切切的事奉神，都指望得著；王阿，我被猶太人控告，就是因這指望。

向內進入 到於(她)這個 (它)那 (它)十二個分支族派之民 從屬我們 在內 在對(她)專切熱誠 到於(她)夜晚 並且

到於(她)日子/白日 (它)現正持續行事奉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有期盼指望 那時(也是)要去行抵來到； <在周圍>關於

從屬(她)這個 從屬(她)期盼指望 我現在持續被控訴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阿,(他)君王。
[經文變異RT]

向內進入 到於(她)這個 (它)那 (它)十二個分支族派之民 從屬我們 在內 在對(她)專切熱誠 到於(她)夜晚 並且

到於(她)日子/白日 (它)現正持續行事奉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有期盼指望 那時(也是)要去行抵來到； <在周圍>關於

從屬(她)這個 從屬(她)期盼指望 我現在持續被控訴， 阿,(他)君王 阿,(他)亞基帕，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徒 26:8 ti, a;piston kri,netai parV ùmi/n eiv ò qeo.j nekrou.j evgei,reiÈ
Why should it be thought a thing incredible with you, that God should raise the dead?
神叫死人復活，你們為甚麼看作不可信的呢。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它)不誠不信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區別審斷 <在旁邊>在旁邊 在對你們， 若是 (他)那 (他)神

到於(他們)死掉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喚醒起來？

徒 26:9 evgw. me.n ou=n e;doxa evmautw/| pro.j to. o;noma VIhsou/ tou/ Nazwrai,ou dei/n polla. evnanti,a pra/xai(
I verily thought with myself, that I ought to do many things contrary to the name of Jesus of Nazareth.
從前我自己以為應當多方攻擊拿撒勒人耶穌的名。

我 的確 這樣 我那時(也是)設想認為對 在對(他)我自己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名字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那 從屬(他)拿撒勒人 現要去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到於(它們)許多的 到於(它們)相對拮抗的

那時(也是)要去實施行使；

徒 26:10 o] kai. evpoi,hsa evn ~Ierosolu,moij( kai. pollou,j te tw/n àgi,wn evgw. evn fulakai/j kate,kleisa th.n para.
tw/n avrciere,wn evxousi,an labw.n avnairoume,nwn te auvtw/n kath,negka yh/fonÅ
Which thing I also did in Jerusalem: and many of the saints did I shut up in prison, having received authority
from the chief priests; and when they were put to death, I gave my voice against them.
我在耶路撒冷也曾這樣行了；既從祭司長得了權柄，我就把許多聖徒囚在監裏；他們被殺，我也出名定案。

到於(它)這個 並且 我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在內 在對(它們)耶路撒冷； 並且 到於(他們)許多的 並/又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聖的 我 在內 在對(她們)夜更/監獄 我那時(也是)向下關上鎖住， 到於(她)那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大祭司 到於(她)權柄掌握 (他)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被挪去了的 並/又

從屬(他們)同一者， 我那時(也是)向下負載攜帶 到於(她)估算審斷用的小圓石。
[經文變異RT]

到於(它)這個 並且 我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在內 在對(它們)耶路撒冷； 並且 到於(他們)許多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聖的 我 在對(她們)夜更/監獄 我那時(也是)向下關上鎖住， 到於(她)那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大祭司 到於(她)權柄掌握 (他)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被挪去了的 並/又

從屬(他們)同一者， 我那時(也是)向下負載攜帶 到於(她)估算審斷用的小圓石。

徒 26:11 kai. kata. pa,saj ta.j sunagwga.j polla,kij timwrw/n auvtou.j hvna,gkazon blasfhmei/n perissw/j te
evmmaino,menoj auvtoi/j evdi,wkon e[wj kai. eivj ta.j e;xw po,leijÅ
And I punished them oft in every synagogue, and compelled them to blaspheme; and being exceedingly mad
against them, I persecuted them even unto strange cities.
在各會堂，我屢次用刑，強逼他們說褻瀆的話；又分外惱恨他們，甚至追逼他們直到外邦的城邑。

並且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會堂 經常地 (他)現正持續行處置懲罰了的

到於(他們)同一者 我當時持續迫使必須 現要去持續謗瀆； 格外多地 並/又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激憤發怒了的

在對(他們)同一者 我當時持續追趕迫求 一直直到 並且 向內進入 到於(她們)那些 在外面地 到於(她們)城邑。

徒 26:12 VEn oi-j poreuo,menoj eivj th.n Damasko.n metV evxousi,aj kai. evpitroph/j th/j tw/n avrciere,wn
Whereupon as I went to Damascus with authority and commission from the chief priests,
那時，我領了祭司長的權柄和命令，往大馬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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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內 在對(它們)這些個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行去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大馬色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權柄掌握 並且 從屬(她)委託許可 從屬(她)那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大祭司，
[經文變異RT]

在內 在對(它們)這些個 並且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行去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大馬色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權柄掌握 並且 從屬(她)委託許可 從屬(她)那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大祭司，

徒 26:13 hm̀e,raj me,shj kata. th.n òdo.n ei=don( basileu/( ouvrano,qen ùpe.r th.n lampro,thta tou/ hl̀i,ou perila,myan
me fw/j kai. tou.j su.n evmoi. poreuome,noujÅ
At midday, O king, I saw in the way a light from heaven, above the brightness of the sun, shining round about
me and them which journeyed with me.
王阿，我在路上，晌午的時候，看見從天發光，比日頭還亮，四面照著我，並與我同行的人。

從屬(她)日子/白日 從屬(她)中間當中的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那 到於(她)道路途徑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阿,(他)君王， 從天空地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高超 到於(她)那 到於(她)光亮光耀 從屬(他)那 從屬(他)日頭太陽

到於(它)那時(也是)在周圍發光照耀了的 到於我 到於(它)光明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共同一起 在對"我"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行去了的。

徒 26:14 pa,ntwn te katapeso,ntwn h̀mw/n eivj th.n gh/n h;kousa fwnh.n le,gousan pro,j me th/| ~Ebrai<di diale,ktw|(
Saou.l Saou,l( ti, me diw,keijÈ sklhro,n soi pro.j ke,ntra lakti,zeinÅ
And when we were all fallen to the earth, I heard a voice speaking unto me, and saying in the Hebrew tongue,
Saul, Saul, why persecutest thou me? it is hard for thee to kick against the pricks.
我們都仆倒在地，我就聽見有聲音，用希伯來話，向我說：掃羅，掃羅，為甚麼逼迫我；你用腳踢刺是難的。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並/又 從屬(他們)那時(也是)向下落下墜落了的 從屬我們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到於(她)聲音 到於(她)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我

在對(她)那 在對(她)希伯來語文 在對(她)語調方言， 阿,(他)掃羅 阿,(他)掃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到於我

你現在持續追趕迫求？ (它)剛硬艱澀的 在對你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它們)蜂蠍尾之螫刺/刺棒

現要去持續用腳後跟踹。
[經文變異RT]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然而也 從屬(他們)那時(也是)向下落下墜落了的 從屬我們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到於(她)聲音 到於(她)現正持續發言講說了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我

並且 到於(她)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希伯來語文 在對(她)語調方言， 阿,(他)掃羅 阿,(他)掃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到於我 你現在持續追趕迫求？ (它)剛硬艱澀的 在對你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它們)蜂蠍尾之螫刺/刺棒 現要去持續用腳後跟踹。

徒 26:15 evgw. de. ei=pa( Ti,j ei=( ku,rieÈ ò de. ku,rioj ei=pen( VEgw, eivmi VIhsou/j o]n su. diw,keijÅ
And I said, Who art thou, Lord? And he said, I am Jesus whom thou persecutest.
我說：主阿，你是誰。主說：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穌。

我 然而也 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任何什麼呢 你現在持續是， 阿,(他)主人？ (他)那 然而也 (他)主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我 我現在持續是 (他)耶穌 到於(他)這個 你 你現在持續追趕迫求。
[經文變異RT]

我 然而也 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任何什麼呢 你現在持續是， 阿,(他)主人？ (他)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我 我現在持續是 (他)耶穌 到於(他)這個 你 你現在持續追趕迫求。

徒 26:16 avlla. avna,sthqi kai. sth/qi evpi. tou.j po,daj sou\ eivj tou/to ga.r w;fqhn soi( proceiri,sasqai, se ùphre,thn
kai. ma,rtura w-n te ei=de,j ÎmeÐ w-n te ovfqh,somai, soi(
But rise, and stand upon thy feet: for I have appeared unto thee for this purpose, to make thee a minister and a
witness both of these things which thou hast seen, and of those things in the which I will appear unto thee;
你起來站著，我特意向你顯現，要派你作執事作見證，將你所看見的事，和我將要指示你的事，證明出來；

但乃是 你那時(也是)就要再站立起來，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立定站住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腳 從屬你；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同一者 因為 我那時(也是)被看見注目 在對你，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預先手選 到於你 到於(他)差役 並且 到於(他)見證人 從屬(它們)這些個 並/又

你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我， 從屬(它們)這些個 並/又 我將要(持續)被看見注目 在對你；
[經文變異RT]

但乃是 你那時(也是)就要再站立起來，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立定站住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腳 從屬你；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同一者 因為 我那時(也是)被看見注目 在對你，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預先手選 到於你 到於(他)差役 並且 到於(他)見證人 從屬(它們)這些個 並/又

你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從屬(它們)這些個 並/又 我將要(持續)被看見注目 在對你；

徒 26:17 evxairou,meno,j se evk tou/ laou/ kai. evk tw/n evqnw/n eivj ou]j evgw. avposte,llw 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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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ivering thee from the people, and from the Gentiles, unto whom now I send thee,
我也要救你脫離百姓和外邦人的手。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挪開了的 到於你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民百姓 並且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種族邦國，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這些個 我 我現在持續分派差遣 到於你
[經文變異RT]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挪開了的 到於你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民百姓 並且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種族邦國，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這些個 現在此時地 到於你 我現在持續分派差遣

徒 26:18 avnoi/xai ovfqalmou.j auvtw/n( tou/ evpistre,yai avpo. sko,touj eivj fw/j kai. th/j evxousi,aj tou/ Satana/ evpi. to.n
qeo,n( tou/ labei/n auvtou.j a;fesin àmartiw/n kai. klh/ron evn toi/j h̀giasme,noij pi,stei th/| eivj evme,Å
To open their eyes, and to turn them from darkness to light, and from the power of Satan unto God, that they
may receive forgiveness of sins, and inheritance among them which are sanctified by faith that is in me.
我差你到他們那裏去，要叫他們的眼睛得開，從黑暗中歸向光明，從撒但權下歸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

一切成聖的人同得基業。

那時(也是)要去向上開啟打開 到於(他們)眼睛 從屬(他們)同一者， 從屬(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在上面轉動翻轉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黑暗 向內進入 到於(它)光明， 並且 從屬(她)那 從屬(她)權柄掌握 從屬(他)那 從屬(他)撒但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從屬(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拿取 到於(他們)同一者 到於(她)赦免釋放

從屬(她們)罪 並且 到於(他)骰子籤份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在已經被使成聖了的 在對(她)信 在對(她)那

向內進入 到於"我"。
[經文變異Scrivener]

那時(也是)要去向上開啟打開 到於(他們)眼睛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在上面轉動翻轉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黑暗 向內進入 到於(它)光明， 並且 從屬(她)那 從屬(她)權柄掌握 從屬(他)那 從屬(他)撒但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從屬(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拿取 到於(他們)同一者 到於(她)赦免釋放 從屬(她們)罪 並且

到於(他)骰子籤份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在已經被使成聖了的 在對(她)信 在對(她)那 向內進入 到於"我"。

徒 26:19 {Oqen( basileu/ VAgri,ppa( ouvk evgeno,mhn avpeiqh.j th/| ouvrani,w| ovptasi,a|
Whereupon, O king Agrippa, I was not disobedient unto the heavenly vision:
亞基帕王阿，我故此沒有違背那從天上來的異象；

從這裏地， 阿,(他)君王 阿,(他)亞基帕， 不是/不 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他)頑固不信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在天的 在對(她)顯現異象；

徒 26:20 avlla. toi/j evn Damaskw/| prw/to,n te kai. ~Ierosolu,moij( pa/sa,n te th.n cw,ran th/j VIoudai,aj kai. toi/j
e;qnesin avph,ggellon metanoei/n kai. evpistre,fein evpi. to.n qeo,n( a;xia th/j metanoi,aj e;rga pra,ssontajÅ
But shewed first unto them of Damascus, and at Jerusalem, and throughout all the coasts of Judaea, and then
to the Gentiles, that they should repent and turn to God, and do works meet for repentance.
先在大馬色，後在耶路撒冷，和猶太全地，以及外邦，勸勉他們應當悔改歸向神，行事與悔改的心相稱。

但乃是 在對(他們)那些 在內 在對(她)大馬色 首先地 並/又 並且 在對(它們)耶路撒冷， 到於(她)所有每一個的

並/又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域 從屬(她)那 從屬(她)猶太地方， 並且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種族邦國，

我當時持續從那裏報信通告 現要去持續轉念悔悟 並且 現要去持續在上面轉動翻轉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到於(它們)相配值得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轉悟悔改 到於(它們)工作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實施行使了的。
[經文變異RT]

但乃是 在對(他們)那些 在內 在對(她)大馬色 首先地 並且 在對(它們)耶路撒冷， 向內進入 到於(她)所有每一個的

並/又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域 從屬(她)那 從屬(她)猶太地方， 並且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種族邦國

(他)現正持續從那裏報信通告了的 現要去持續轉念悔悟 並且 現要去持續在上面轉動翻轉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到於(它們)相配值得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轉悟悔改 到於(它們)工作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實施行使了的。

徒 26:21 e[neka tou,twn me VIoudai/oi sullabo,menoi Îo;ntaÐ evn tw/| ièrw/| evpeirw/nto diaceiri,sasqaiÅ
For these causes the Jews caught me in the temple, and went about to kill me.
因此，猶太人在殿裏拿住我，想要殺我。

由于為此地 從屬(它們)那同一者 到於我 (他們)猶太人的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共同拿取/懷有/相持互助了的

到於(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聖殿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試驗嘗試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下手解決。
[經文變異RT]

由于為此地 從屬(它們)那同一者 到於我 (他們)那些 (他們)猶太人的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共同拿取/懷有/相持互助了的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聖殿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試驗嘗試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下手解決。
[經文變異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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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為此地 從屬(它們)那同一者 到於我 (他們)猶太人的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共同拿取/懷有/相持互助了的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聖殿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試驗嘗試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下手解決。

徒 26:22 evpikouri,aj ou=n tucw.n th/j avpo. tou/ qeou/ a;cri th/j hm̀e,raj tau,thj e[sthka marturo,menoj mikrw/| te kai.
mega,lw| ouvde.n evkto.j le,gwn w-n te oì profh/tai evla,lhsan mello,ntwn gi,nesqai kai. Mwu?sh/j(
Having therefore obtained help of God, I continue unto this day, witnessing both to small and great, saying none
other things than those which the prophets and Moses did say should come:
然而我蒙神的幫助，直到今日還站得住，對著尊貴卑賤老幼作見證；所講的，並不外乎眾先知和摩西所說，將來

必成的事；

從屬(她)援救協助 這樣 (他)那時(也是)巧遇得著了的 從屬(她)那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直至達到

從屬(她)那 從屬(她)日子/白日 從屬(她)那同一者 我現在已經立定站住，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成見證人了的

在對(他)細微極小的 並/又 並且 在對(他)極大的，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為外面地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從屬(它們)這些個 並/又 (他們)那些 (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言講說

從屬(它們)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的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並且 (他)摩西：
[經文變異RT]

從屬(她)援救協助 這樣 (他)那時(也是)巧遇得著了的 從屬(她)那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直至達到

從屬(她)那 從屬(她)日子/白日 從屬(她)那同一者 我現在已經立定站住，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成見證人了的

在對(他)細微極小的 並/又 並且 在對(他)極大的，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為外面地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從屬(它們)這些個 並/又 (他們)那些 (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言講說

從屬(它們)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的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並且 (他)摩西：

徒 26:23 eiv paqhto.j ò Cristo,j( eiv prw/toj evx avnasta,sewj nekrw/n fw/j me,llei katagge,llein tw/| te law/| kai.
toi/j e;qnesinÅ
That Christ should suffer, and that he should be the first that should rise from the dead, and should shew light
unto the people, and to the Gentiles.
就是基督必須受害，並且因從死裏復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傳給百姓和外邦人。

若是 (他)會經歷承受的 (他)那 (他)基督， 若是 (他)首先的 向外出來 從屬(她)再站立起來 從屬(他們)死掉的

到於(它)光明 他/她/它現在持續準備快要 現要去持續發佈傳揚 在對(他)那 並/又 在對(他)人民百姓 並且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種族邦國。
[經文變異RT]

若是 (他)會經歷承受的 (他)那 (他)基督， 若是 (他)首先的 向外出來 從屬(她)再站立起來 從屬(他們)死掉的

到於(它)光明 他/她/它現在持續準備快要 現要去持續發佈傳揚 在對(他)那 在對(他)人民百姓 並且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種族邦國。

徒 26:24 Tau/ta de. auvtou/ avpologoume,nou ò Fh/stoj mega,lh| th/| fwnh/| fhsin( Mai,nh|( Pau/le\ ta. polla, se
gra,mmata eivj mani,an peritre,peiÅ
And as he thus spake for himself, Festus said with a loud voice, Paul, thou art beside thyself; much learning
doth make thee mad.
保羅這樣分訴，非斯都大聲說：保羅，你癲狂了罷；你的學問太大，反叫你癲狂了。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然而也 從屬(他)同一者 從屬(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以道理申辯分訴了的， (他)那 (他)非斯都

在對(她)極大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聲音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宣稱傳講， 你現在持續讓自己/被熱望瘋狂，

阿,(他)保羅； (它們)那些 (它們)許多的 到於你 (它們)所刻寫記載 向內進入 到於(她)癲狂

他/她/它現在持續轉動改變。
[經文變異RT]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然而也 從屬(他)同一者 從屬(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以道理申辯分訴了的， (他)那 (他)非斯都

在對(她)極大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聲音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宣稱傳講， 你現在持續讓自己/被熱望瘋狂，

阿,(他)保羅； (它們)那些 (它們)許多的 到於你 (它們)所刻寫記載 向內進入 到於(她)癲狂

他/她/它現在持續轉動改變。

徒 26:25 ò de. Pau/loj( Ouv mai,nomai( fhsi,n( kra,tiste Fh/ste( avlla. avlhqei,aj kai. swfrosu,nhj rh̀,mata
avpofqe,ggomaiÅ
But he said, I am not mad, most noble Festus; but speak forth the words of truth and soberness.
保羅說：非斯都大人，我不是癲狂，我說的乃是真實明白話。

(他)那 然而也 (他)保羅，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熱望瘋狂，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宣稱傳講，

阿,(他)最堅強尊榮的 阿,(他)非斯都； 但乃是 從屬(她)真情實理 並且 從屬(她)心智全然清明謹守

到於(它們)所發表言說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從那裏揚聲聲稱。
[經文變異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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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那 然而也，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熱望瘋狂，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宣稱傳講， 阿,(他)最堅強尊榮的

阿,(他)非斯都； 但乃是 從屬(她)真情實理 並且 從屬(她)心智全然清明謹守 到於(它們)所發表言說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從那裏揚聲聲稱。

徒 26:26 evpi,statai ga.r peri. tou,twn ò basileu.j pro.j o]n kai. parrhsiazo,menoj lalw/( lanqa,nein ga.r auvto,n ÎtiÐ
tou,twn ouv pei,qomai ouvqe,n\ ouv ga,r evstin evn gwni,a| pepragme,non tou/toÅ
For the king knoweth of these things, before whom also I speak freely: for I am persuaded that none of these
things are hidden from him; for this thing was not done in a corner.
王也曉得這些事，所以我向王放膽直言，我深信這些事沒有一件向王隱藏的；因都不是在背地裏作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心思通曉 因為 <在周圍>關於 從屬(它們)那同一者 (他)那 (他)君王，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這個 並且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使有放膽公開直言了的 我現在持續發言講說； 現要去持續遮隱暗藏 因為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它)任何什麼 從屬(它們)那同一者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被勸信說服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不是/不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內 在對(她)基角角落 (它)現在已經被實施行使了的 (它)那同一者。
[經文變異WH]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心思通曉 因為 <在周圍>關於 從屬(它們)那同一者 (他)那 (他)君王，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這個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使有放膽公開直言了的 我現在持續發言講說； 現要去持續遮隱暗藏 因為

到於(他)同一者 從屬(它們)那同一者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被勸信說服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不是/不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內 在對(她)基角角落 (它)現在已經被實施行使了的 (它)那同一者。

徒 26:27 pisteu,eij( basileu/ VAgri,ppa( toi/j profh,taijÈ oi=da o[ti pisteu,eijÅ
King Agrippa, believest thou the prophets? I know that thou believest.
亞基帕王阿，你信先知麼，我知道你是信的。

你現在持續置信信託， 阿,(他)君王 阿,(他)亞基帕，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你現在持續置信信託。

徒 26:28 ò de. VAgri,ppaj pro.j to.n Pau/lon( VEn ovli,gw| me pei,qeij Cristiano.n poih/saiÅ
Then Agrippa said unto Paul, Almost thou persuadest me to be a Christian.
亞基帕對保羅說：你想少微一勸，便叫我作基督徒阿。〔或作你這樣勸我幾乎叫我作基督徒了〕

(他)那 然而也 (他)亞基帕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保羅， 在內 在對(它)些微少許的 到於我

你現在持續勸信說服 到於(他)基督徒 那時(也是)要去行出作成。
[不同標點]

(他)那 然而也 (他)亞基帕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保羅， 在內 在對(它)些微少許的 到於我

你現在持續勸信說服 到於(他)基督徒 那時(也是)要去行出作成？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亞基帕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保羅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宣稱傳講， 在內

在對(它)些微少許的 到於我 你現在持續勸信說服 到於(他)基督徒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生發成為。

徒 26:29 ò de. Pau/loj( Euvxai,mhn a'n tw/| qew/| kai. evn ovli,gw| kai. evn mega,lw| ouv mo,non se. avlla. kai. pa,ntaj tou.j
avkou,onta,j mou sh,meron gene,sqai toiou,touj òpoi/oj kai. evgw, eivmi parekto.j tw/n desmw/n tou,twnÅ
And Paul said, I would to God, that not only thou, but also all that hear me this day, were both almost, and
altogether such as I am, except these bonds.
保羅說：無論是少勸，是多勸，我向神所求的，不但你一個人，就是今天一切聽我的，都要像我一樣，只是不要

像我有這些鎖鍊。

(他)那 然而也 (他)保羅， 我那時(也是)可以讓自己許願祈求 但凡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並且 在內

在對(它)些微少許的 並且 在內 在對(它)極大的 不是/不 僅有單獨地 到於你， 但乃是 並且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聲聞耳聽了的 從屬我 今日地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生發成為 到於(他們)那種樣 (他)這什麼樣的 並且 我 我現在持續是， 在旁之外地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捆鎖 從屬(他們)那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保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我那時(也是)可以讓自己許願祈求 但凡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並且 在內 在對(它)些微少許的 並且 在內 在對(它)許多的 不是/不 僅有單獨地 到於你， 但乃是

並且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聲聞耳聽了的 從屬我 今日地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生發成為 到於(他們)那種樣 (他)這什麼樣的 並且我 我現在持續是， 在旁之外地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捆鎖 從屬(他們)那同一者。

徒 26:30 VAne,sth te ò basileu.j kai. o` hg̀emw.n h[ te Berni,kh kai. oi` sugkaqh,menoi auvtoi/j(
And when he had thus spoken, the king rose up, and the governor, and Bernice, and they that sat with them:
於是王，和巡撫，並百尼基，與同坐的人，都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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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 並/又 (他)那 (他)君王 並且 (他)那 (他)領導治理之人， (她)那 並/又 (她)百尼基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一同坐下了的 在對(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從屬(他)那時(也是)發話言說了的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 (他)那

(他)君王 並且 (他)那 (他)領導治理之人， (她)那 並/又 (她)百尼基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一同坐下了的 在對(他們)同一者；

徒 26:31 kai. avnacwrh,santej evla,loun pro.j avllh,louj le,gontej o[ti Ouvde.n qana,tou h' desmw/n a;xio,n ÎtiÐ pra,ssei
ò a;nqrwpoj ou-tojÅ
And when they were gone aside, they talked between themselves, saying, This man doeth nothing worthy of
death or of bonds.
退到裏面，彼此談論說：這人並沒有犯甚麼該死該綁的罪。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撤空退回了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發言講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彼此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是這樣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從屬(他)死 甚或/或而 從屬(他們)捆鎖

到於(它)相配值得的 到於(它)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實施行使 (他)那 (他)人 (他)那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撤空退回了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發言講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彼此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是這樣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從屬(他)死 到於(它)相配值得的 甚或/或而

從屬(他們)捆鎖 他/她/它現在持續實施行使 (他)那 (他)人 (他)那同一者。
[經文變異WH]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撤空退回了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發言講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彼此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是這樣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從屬(他)死 甚或/或而 從屬(他們)捆鎖

到於(它)相配值得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實施行使 (他)那 (他)人 (他)那同一者。

徒 26:32 VAgri,ppaj de. tw/| Fh,stw| e;fh( VApolelu,sqai evdu,nato ò a;nqrwpoj ou-toj eiv mh. evpeke,klhto Kai,saraÅ
Then said Agrippa unto Festus, This man might have been set at liberty, if he had not appealed unto Caesar.
亞基帕又對非斯都說：這人若沒有上告於該撒，就可以釋放了。

(他)亞基帕 然而也 在對(他)那 在對(他)非斯都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宣稱傳講， 現已經去被打發離開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他)那 (他)人 (他)那同一者， 若是 不會/不要 他/她/它當時已經讓自己召告稱呼

到於(他)該撒。

徒 27:1 ~Wj de. evkri,qh tou/ avpoplei/n hm̀a/j eivj th.n VItali,an( paredi,doun to,n te Pau/lon kai, tinaj ète,rouj
desmw,taj èkatonta,rch| ovno,mati VIouli,w| spei,rhj Sebasth/jÅ
And when it was determined that we should sail into Italy, they delivered Paul and certain other prisoners unto
one named Julius, a centurion of Augustus' band.
非斯都既然定規了，叫我們坐船往義大利去，便將保羅，和別的囚犯，交給御營裏的一個百夫長，名叫猶流。

正如地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區別審斷 從屬(它)那 現要去持續航行離開 到於我們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義大利，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交付 到於(他)那 並/又 到於(他)保羅 並且 到於(他們)任何什麼

到於(他們)相異不同的 到於(他們)犯人 在對(他)百夫長 在對(它)名字 在對(他)猶流 從屬(她)營隊

從屬(她)皇上陛下的。

徒 27:2 evpiba,ntej de. ploi,w| VAdramutthnw/| me,llonti plei/n eivj tou.j kata. th.n VAsi,an to,pouj avnh,cqhmen o;ntoj
su.n hm̀i/n VArista,rcou Makedo,noj Qessalonike,wjÅ
And entering into a ship of Adramyttium, we launched, meaning to sail by the coasts of Asia; one Aristarchus, a
Macedonian of Thessalonica, being with us.
有一隻亞大米田的船，要沿著亞西亞一帶地方的海邊走，我們就上了那船開行，有馬其頓的帖撒羅尼迦人，亞里

達古，和我們同去。

(他們)那時(也是)步上了的 然而也 在對(它)船隻 在對(它)亞大米田的 在對(它)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的

現要去持續漂航行船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些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那 到於(她)亞細亞 到於(他們)地點處所，

我們那時(也是)被向上帶領， 從屬(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共同一起 在對我們 從屬(他)亞里達古 從屬(他)馬其頓人

從屬(他)帖撒羅尼迦人。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時(也是)步上了的 然而也 在對(它)船隻 在對(它)亞大米田的 (他們)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的

現要去持續漂航行船 到於(他們)那些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那 到於(她)亞細亞 到於(他們)地點處所，

我們那時(也是)被向上帶領， 從屬(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共同一起 在對我們 從屬(他)亞里達古 從屬(他)馬其頓人

從屬(他)帖撒羅尼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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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 27:3 th/| te ète,ra| kath,cqhmen eivj Sidw/na( filanqrw,pwj te ò VIou,lioj tw/| Pau,lw| crhsa,menoj evpe,treyen pro.j
tou.j fi,louj poreuqe,nti evpimelei,aj tucei/nÅ
And the next day we touched at Sidon. And Julius courteously entreated Paul, and gave him liberty to go unto
his friends to refresh himself.
第二天，到了西頓；猶流寬待保羅，准他往朋友那裏去，受他們的照應。

在對(她)那 並/又 在對(她)相異不同的 我們那時(也是)被向下帶領 向內進入 到於(她)西頓； 喜愛人地 並/又 (他)那

(他)猶流 在對(他)那 在對(他)保羅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提供使用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准許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朋友 在對(他)那時(也是)被行去了的 從屬(她)照應關照 那時(也是)要去巧遇得著。
[經文變異RT]

在對(她)那 並/又 在對(她)相異不同的 我們那時(也是)被向下帶領 向內進入 到於(她)西頓； 喜愛人地 並/又 (他)那

(他)猶流 在對(他)那 在對(他)保羅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提供使用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准許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朋友 到於(他)那時(也是)被行去了的 從屬(她)照應關照 那時(也是)要去巧遇得著。

徒 27:4 kavkei/qen avnacqe,ntej ùpepleu,samen th.n Ku,pron dia. to. tou.j avne,mouj ei=nai evnanti,ouj(
And when we had launched from thence, we sailed under Cyprus, because the winds were contrary.
從那裏又開船，因為風不順，就貼著居比路背風岸行去。

且從那裏地 (他們)那時(也是)被向上帶領了的 我們那時(也是)到下風處航行 到於(她)那 到於(她)居比路，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風 現要去持續是 到於(他們)相對拮抗的；

徒 27:5 to, te pe,lagoj to. kata. th.n Kiliki,an kai. Pamfuli,an diapleu,santej kath,lqomen eivj Mu,ra th/j Luki,ajÅ
And when we had sailed over the sea of Cilicia and Pamphylia, we came to Myra, a city of Lycia.
過了基利家旁非利亞前面的海，就到了呂家的每拉。

到於(它)那 並/又 到於(它)深洋外海 到於(它)那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那 到於(她)基利家 並且 到於(她)旁非利亞

(他們)那時(也是)航行穿過了的 我們那時(也是)向下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每拉 從屬(她)那 從屬(她)呂家。

徒 27:6 kavkei/ eùrw.n ò ek̀atonta,rchj ploi/on VAlexandri/non ple,on eivj th.n VItali,an evnebi,basen h̀ma/j eivj auvto,Å
And there the centurion found a ship of Alexandria sailing into Italy; and he put us therein.
在那裏百夫長遇見一隻亞力山太的船，要往義大利去，便叫我們上了那船。

且在那裏地 (他)那時(也是)找到尋見了的 (他)那 (他)百夫長 到於(它)船隻 到於(它)屬亞力山太的

到於(它)現正持續漂航行船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義大利 他/她/它那時(也是)使步入 到於我們 向內進入

到於(它)同一者。

徒 27:7 evn ìkanai/j de. hm̀e,raij braduploou/ntej kai. mo,lij geno,menoi kata. th.n Kni,don( mh. prosew/ntoj hm̀a/j tou/
avne,mou ùpepleu,samen th.n Krh,thn kata. Salmw,nhn(
And when we had sailed slowly many days, and scarce were come over against Cnidus, the wind not suffering
us, we sailed under Crete, over against Salmone;
一連多日，船行得慢，僅僅來到革尼土的對面。因為被風攔阻，就貼著革哩底背風岸，從撒摩尼對面行過；

在內 在對(她們)達到足夠的 然而也 在對(她們)日子/白日 (他們)現正持續緩慢遲鈍地航行了的 並且 艱辛勉強地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那 到於(她)革尼土， 不會/不要

從屬(他)現正持續在前面向著容許任由了的 到於我們 從屬(他)那 從屬(他)風， 我們那時(也是)到下風處航行

到於(她)那 到於(她)革哩底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撒摩尼；

徒 27:8 mo,lij te paralego,menoi auvth.n h;lqomen eivj to,pon tina. kalou,menon Kalou.j Lime,naj w-| evggu.j po,lij h=n
Lasai,aÅ
And, hardly passing it, came unto a place which is called The fair havens; nigh whereunto was the city of Lasea.
我們沿岸行走，僅僅來到一個地方，名叫佳澳；離那裏不遠，有拉西亞城。

艱辛勉強地 並/又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旁邊貼近而行了的 到於(她)同一者 我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他)地點處所 到於(他)任何什麼 到於(他)現正持續被促請召喚了的 到於(他們)美好適當的 到於(他們)港灣海口；

在對(他)這個 接近地 (她)城邑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她)拉西亞。
[經文變異RT][經文變異WH]

艱辛勉強地 並/又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旁邊貼近而行了的 到於(她)同一者 我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他)地點處所 到於(他)任何什麼 到於(他)現正持續被促請召喚了的 到於(他們)美好適當的 到於(他們)港灣海口；

在對(他)這個 接近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她)城邑 (她)拉西亞。

徒 27:9 ~Ikanou/ de. cro,nou diagenome,nou kai. o;ntoj h;dh evpisfalou/j tou/ ploo.j dia. to. kai. th.n nhstei,an h;dh
parelhluqe,nai parh,|nei ò Pau/loj
Now when much time was spent, and when sailing was now dangerous, because the fast was now already past,
Paul admonished them,
走的日子多了，已經過了禁食的節期，行船又危險，保羅就勸眾人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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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屬(他)達到足夠的 然而也 從屬(他)時段期間 從屬(他)那時(也是)讓自己成為過去了的， 並且

從屬(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甚而已然如此地 從屬(他)非穩妥確實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航行旅程，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禁食 甚而已然如此地 現已經去在旁邊過去， 他/她/它當時持續勸誡激勵 (他)那

(他)保羅

徒 27:10 le,gwn auvtoi/j( :Andrej( qewrw/ o[ti meta. u[brewj kai. pollh/j zhmi,aj ouv mo,non tou/ forti,ou kai. tou/
ploi,ou avlla. kai. tw/n yucw/n hm̀w/n me,llein e;sesqai to.n plou/nÅ
And said unto them, Sirs, I perceive that this voyage will be with hurt and much damage, not only of the lading
and ship, but also of our lives.
眾位，我看這次行船，不但貨物和船要受傷損，大遭破壞，連我們的性命也難保。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在對(他們)同一者， 阿,(他們)男人/丈夫， 我現在持續行定睛觀看 是這樣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欺凌傷損 並且 從屬(她)許多的 從屬(她)損害虧失， 不是/不 僅有單獨地 從屬(它)那 從屬(它)擔子負荷

並且 從屬(它)那 從屬(它)船隻， 但乃是 並且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生魂意念 從屬我們， 現要去持續準備快要

將要去(持續)是 到於(他)那 到於(他)航行旅程。
[經文變異RT]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在對(他們)同一者， 阿,(他們)男人/丈夫， 我現在持續行定睛觀看 是這樣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欺凌傷損 並且 從屬(她)許多的 從屬(她)損害虧失， 不是/不 僅有單獨地 從屬(他)那註1
從屬(他)裝貨重載

並且 從屬(它)那 從屬(它)船隻， 但乃是 並且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生魂意念 從屬我們， 現要去持續準備快要

將要去(持續)是 到於(他)那 到於(他)航行旅程。

註1：“從屬(它)那”文法上亦可以為“從屬(他)那”。

徒 27:11 ò de. èkatonta,rchj tw/| kubernh,th| kai. tw/| nauklh,rw| ma/llon evpei,qeto h' toi/j ùpo. Pau,lou legome,noijÅ
Nevertheless the centurion believed the master and the owner of the ship, more than those things which were
spoken by Paul.
但百夫長信從掌船的和船主，不信從保羅所說的。

(他)那 然而也 (他)百夫長 在對(他)那 在對(他)掌舵領航者 並且 在對(他)那 在對(他)船主 更特別尤其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被勸信說服 甚或/或而 在對(它們)那些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保羅 在對(它們)現正持續被道說了的。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百夫長 在對(他)那 在對(他)掌舵領航者 並且 在對(他)那 在對(他)船主

他/她/它當時持續被勸信說服 更特別尤其地 甚或/或而 在對(它們)那些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那 從屬(他)保羅

在對(它們)現正持續被道說了的。

徒 27:12 avneuqe,tou de. tou/ lime,noj ùpa,rcontoj pro.j paraceimasi,an oì plei,onej e;qento boulh.n avnacqh/nai
evkei/qen( ei; pwj du,nainto katanth,santej eivj Foi,nika paraceima,sai lime,na th/j Krh,thj ble,ponta kata. li,ba
kai. kata. cw/ronÅ
And because the haven was not commodious to winter in, the more part advised to depart thence also, if by any
means they might attain to Phenice, and there to winter; which is an haven of Crete, and lieth toward the south
west and north west.
且因在這海口過冬不便，船上的人，就多半說，不如開船離開這地方，或者能到非尼基過冬；非尼基是革哩底的

一個海口，一面朝東北，一面朝東南。

從屬(他)為不合適的 然而也 從屬(他)那 從屬(他)港灣海口 從屬(他)現正持續源屬具有了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為過冬， (他們)那些 (他們)更多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置放擺設 到於(她)打算意圖

那時(也是)要去被向上帶領 從那裏地， 若是某個方式地註1
他/她/它們現在可以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他們)那時(也是)行抵來到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非尼基 那時(也是)要去過冬， 到於(他)港灣海口 從屬(她)那

從屬(她)革哩底 到於(他)現正持續著眼觀看了的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西南風 並且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西北風。

註1：“若是某個方式地” 字形上亦可以為“若是 怎樣如何地”。

[經文變異RT]

從屬(他)為不合適的 然而也 從屬(他)那 從屬(他)港灣海口 從屬(他)現正持續源屬具有了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為過冬， (他們)那些 (他們)更多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置放擺設 到於(她)打算意圖

那時(也是)要去被向上帶領 且從那裏地， 若是某個方式地 他/她/它們現在可以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他們)那時(也是)行抵來到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非尼基 那時(也是)要去過冬， 到於(他)港灣海口 從屬(她)那

從屬(她)革哩底 到於(他)現正持續著眼觀看了的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西南風 並且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西北風。

徒 27:13 ~Upopneu,santoj de. no,tou do,xantej th/j proqe,sewj kekrathke,nai( a;rantej a=sson parele,gonto th.n
Krh,thn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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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when the south wind blew softly, supposing that they had obtained their purpose, loosing thence, they
sailed close by Crete.
這時微微起了南風，他們以為得意，就起了錨，貼近革哩底行去。

從屬(他)那時(也是)輕微地吹氣吐風了的 然而也 從屬(他)南風/南方， (他們)那時(也是)設想認為對了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目的展示 現已經去掌控抓住， (他們)那時(也是)提起了的 更為接近地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到旁邊貼近而行 到於(她)那 到於(她)革哩底。

徒 27:14 metV ouv polu. de. e;balen katV auvth/j a;nemoj tufwniko.j ò kalou,menoj Euvraku,lwn\
But not long after there arose against it a tempestuous wind, called Euroclydon.
不多幾時，狂風從島上撲下來，那風名叫友拉革羅。

<轉換其中>隨到後 不是/不 到於(它)許多的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投擲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她)同一者 (他)風

(他)屬颱風的 (他)那 (他)現正持續被促請召喚了的 (他)友拉革羅[希臘文音譯=東風巨浪]；

徒 27:15 sunarpasqe,ntoj de. tou/ ploi,ou kai. mh. duname,nou avntofqalmei/n tw/| avne,mw| evpido,ntej evfero,meqaÅ
And when the ship was caught, and could not bear up into the wind, we let her drive.
船被風抓住，敵不住風，我們就任風颳去。

從屬(它)那時(也是)被完全強奪拿住了的 然而也 從屬(它)那 從屬(它)船隻， 並且 不會/不要

從屬(它)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了的 現要去持續面對 在對(他)那 在對(他)風， (他們)那時(也是)交給了的

我們當時持續被負載攜帶。

徒 27:16 nhsi,on de, ti ùpodramo,ntej kalou,menon Kau/da ivscu,samen mo,lij perikratei/j gene,sqai th/j ska,fhj(
And running under a certain island which is called Clauda, we had much work to come by the boat:
貼著一個小島的背風岸奔行，那島名叫高大，在那裏僅僅收住了小船；

到於(它)小島嶼 然而也 到於(它)任何什麼 (他們)那時(也是)到下風處奔跑疾行了的 到於(它)現正持續被促請召喚了的

到於(它)高大 我們那時(也是)有強壯大力 艱辛勉強地 (他們)掌握操縱的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生發成為 從屬(她)那

從屬(她)舟艇；
[經文變異RT]

到於(它)小島嶼 然而也 到於(它)任何什麼 (他們)那時(也是)到下風處奔跑疾行了的 到於(它)現正持續被促請召喚了的

到於(她)高大 艱辛勉強地 我們那時(也是)有強壯大力 (他們)掌握操縱的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生發成為 從屬(她)那

從屬(她)舟艇；

徒 27:17 h]n a;rantej bohqei,aij evcrw/nto ùpozwnnu,ntej to. ploi/on( fobou,menoi, te mh. eivj th.n Su,rtin evkpe,swsin(
cala,santej to. skeu/oj( ou[twj evfe,rontoÅ
Which when they had taken up, they used helps, undergirding the ship; and, fearing lest they should fall into the
quicksands, strake sail, and so were driven.
既然把小船拉上來，就用纜索捆綁船底；又恐怕在賽耳底沙灘上擱了淺，就落下篷來，任船飄去。

到於(她)這個 (他們)那時(也是)提起了的， 在對(她們)扶援幫助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提供使用

(他們)現正持續在底下束帶子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船隻；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成驚恐畏懼了的 並/又

不會/不要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賽耳底沙灘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向外落下墜落，

(他們)那時(也是)鬆落縋低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器皿用具， 那同一樣式地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被負載攜帶。

徒 27:18 sfodrw/j de. ceimazome,nwn h̀mw/n th/| ex̀h/j evkbolh.n evpoiou/nto
And we being exceedingly tossed with a tempest, the next day they lightened the ship;
我們被風浪逼得甚急，第二天眾人就把貨物拋在海裏。

強猛激烈地 然而也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被使有冬天暴風雨了的 從屬我們， 在對(她)那 接著有地 到於(她)投擲拋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行出作成；

徒 27:19 kai. th/| tri,th| auvto,ceirej th.n skeuh.n tou/ ploi,ou e;rriyanÅ
And the third day we cast out with our own hands the tackling of the ship.
到第三天，他們又親手把船上的器具拋棄了。

並且 在對(她)那 在對(她)第三的 (他們)親手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用器家具 從屬(它)那 從屬(它)船隻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拋擲。
[經文變異RT]

並且 在對(她)那 在對(她)第三的 (他們)親手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用器家具 從屬(它)那 從屬(它)船隻

我們那時(也是)拋擲。

徒 27:20 mh,te de. hl̀i,ou mh,te a;strwn evpifaino,ntwn evpi. plei,onaj hm̀e,raj( ceimw/no,j te ouvk ovli,gou evpikeime,nou(
loipo.n perih|rei/to evlpi.j pa/sa tou/ sw,|zesqai h̀ma/jÅ
And when neither sun nor stars in many days appeared, and no small tempest lay on us, all hope that we should
be saved was then taken a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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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和星辰多日不顯露，又有狂風大浪催逼，我們得救的指望就都絕了。

並不會/又不會 然而也 從屬(他)日頭太陽 並不會/又不會 從屬(它們)星群

從屬(它們)現正持續在上面促為照亮顯明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們)更多的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從屬(他)冬天暴風雨氣候 並/又 不是/不 從屬(他)些微少許的 從屬(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壓放在上面了的，

到於(它)此後的/此外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被完全拿開 (她)期盼指望 (她)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它)那 現要去持續被拯救

到於我們。
[經文變異RT]

並不會/又不會 然而也 從屬(他)日頭太陽 並不會/又不會 從屬(它們)星群

從屬(它們)現正持續在上面促為照亮顯明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們)更多的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從屬(他)冬天暴風雨氣候 並/又 不是/不 從屬(他)些微少許的 從屬(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壓放在上面了的，

到於(它)此後的/此外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被完全拿開 (她)所有每一個的 (她)期盼指望 從屬(它)那 現要去持續被拯救

到於我們。

徒 27:21 Pollh/j te avsiti,aj ùparcou,shj to,te staqei.j ò Pau/loj evn me,sw| auvtw/n ei=pen( :Edei me,n( w= a;ndrej(
peiqarch,santa,j moi mh. avna,gesqai avpo. th/j Krh,thj kerdh/sai, te th.n u[brin tau,thn kai. th.n zhmi,anÅ
But after long abstinence Paul stood forth in the midst of them, and said, Sirs, ye should have hearkened unto
me, and not have loosed from Crete, and to have gained this harm and loss.
眾人多日沒有喫甚麼，保羅就出來站在他們中間說：眾位，你們本該聽我的話，不離開革哩底，免得遭這樣的傷

損破壞。

從屬(她)許多的 並/又 從屬(她)禁絕食物 從屬(她)現正持續源屬具有了的， 當那時地 (他)那時(也是)被立定站住了的

(他)那 (他)保羅 在內 在對(它)中間當中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她/它當時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的確， 哦呀 阿,(他們)男人/丈夫， 到於(他們)那時(也是)行聽命信從了的

在對我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被向上帶領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革哩底 那時(也是)要去贏取賺得 並/又

到於(她)那 到於(她)欺凌傷損 到於(她)那同一者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損害虧失。
[經文變異RT]

從屬(她)許多的 然而也 從屬(她)禁絕食物 從屬(她)現正持續源屬具有了的， 當那時地 (他)那時(也是)被立定站住了的

(他)那 (他)保羅 在內 在對(它)中間當中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她/它當時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的確， 哦呀 阿,(他們)男人/丈夫， 到於(他們)那時(也是)行聽命信從了的

在對我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被向上帶領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革哩底 那時(也是)要去贏取賺得 並/又

到於(她)那 到於(她)欺凌傷損 到於(她)那同一者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損害虧失。

徒 27:22 kai. ta. nu/n parainw/ um̀a/j euvqumei/n\ avpobolh. ga.r yuch/j ouvdemi,a e;stai evx um̀w/n plh.n tou/ ploi,ouÅ
And now I exhort you to be of good cheer: for there shall be no loss of any man's life among you, but of the ship.
現在我還勸你們放心；你們的性命，一個也不失喪，惟獨失喪這船。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現在此時地 我現在持續勸誡激勵 到於你們 現要去持續成歡欣振奮； (她)棄置丟棄 因為

從屬(她)生魂意念 (她)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向外出來 從屬你們， 超出之外地 從屬(它)那

從屬(它)船隻。

徒 27:23 pare,sth ga,r moi tau,th| th/| nukti. tou/ qeou/( ou- eivmi Îevgw,Ð w-| kai. latreu,w( a;ggeloj
For there stood by me this night the angel of God, whose I am, and whom I serve,
因我所屬所事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邊，說：

他/她/它那時(也是)立定站住在旁邊 因為 在對我 在對(她)那同一者 在對(她)那 在對(她)夜晚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從屬(他)這個 我現在持續是 我， 在對(他)這個 並且 我現在持續行事奉， (他)使者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立定站住在旁邊 因為 在對我 在對(她)那 在對(她)夜晚 在對(她)那同一者 (他)使者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從屬(他)這個 我現在持續是， 在對(他)這個 並且 我現在持續行事奉
[經文變異WH]

他/她/它那時(也是)立定站住在旁邊 因為 在對我 在對(她)那同一者 在對(她)那 在對(她)夜晚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從屬(他)這個 我現在持續是， 在對(他)這個 並且 我現在持續行事奉， (他)使者

徒 27:24 le,gwn( Mh. fobou/( Pau/le( Kai,sari, se dei/ parasth/nai( kai. ivdou. keca,ristai, soi ò qeo.j pa,ntaj tou.j
ple,ontaj meta. sou/Å
Saying, Fear not, Paul; thou must be brought before Caesar: and, lo, God hath given thee all them that sail with
thee.
保羅，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該撒面前；並且與你同船的人，神都賜給你了。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不會/不要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成驚恐畏懼， 阿,(他)保羅； 在對(他)該撒 到於你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那時(也是)要去立定站住在旁邊；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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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現在已經讓自己/被恩待 在對你 (他)那 (他)神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漂航行船了的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你。

徒 27:25 dio. euvqumei/te( a;ndrej\ pisteu,w ga.r tw/| qew/| o[ti ou[twj e;stai kaqV o]n tro,pon lela,lhtai, moiÅ
Wherefore, sirs, be of good cheer: for I believe God, that it shall be even as it was told me.
所以眾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樣對我說，事情也要怎樣成就。

為這個緣故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成歡欣振奮， 阿,(他們)男人/丈夫； 我現在持續置信信託 因為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是這樣 那同一樣式地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這個 到於(他)運轉模式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發言講說 在對我。

徒 27:26 eivj nh/son de, tina dei/ h̀ma/j evkpesei/nÅ
Howbeit we must be cast upon a certain island.
只是我們必要撞在一個島上。

向內進入 到於(她)島嶼 然而也 到於(她)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到於我們

那時(也是)要去向外落下墜落。

徒 27:27 ~Wj de. tessareskaideka,th nu.x evge,neto diaferome,nwn h̀mw/n evn tw/| VAdri,a|( kata. me,son th/j nukto.j
up̀eno,oun oì nau/tai prosa,gein tina. auvtoi/j cw,ranÅ
But when the fourteenth night was come, as we were driven up and down in Adria, about midnight the shipmen
deemed that they drew near to some country;
到了第十四天夜間，船在亞底亞海，飄來飄去，約到半夜，水手以為漸近旱地，

正如地 然而也 (她)第十四的 (她)夜晚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被攜負經過/獨特超群了的 從屬我們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亞底亞海，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中間當中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夜晚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推測猜想 (他們)那些 (他們)水手

現要去持續在前面向著帶領 到於(她)任何什麼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她)地域。

徒 27:28 kai. boli,santej eu-ron ovrguia.j ei;kosi( bracu. de. diasth,santej kai. pa,lin boli,santej eu-ron ovrguia.j
dekape,nte\
And sounded, and found it twenty fathoms: and when they had gone a little further, they sounded again, and
found it fifteen fathoms.
就探深淺，探得有十二丈；稍往前行，又探深淺，探得有九丈。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以水矺測深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找到尋見 到於(她們)伸手張臂之長 到於(她們)二十；

到於(它)稍許的 然而也 (他們)那時(也是)成間距了的 並且 重新又再地 (他們)那時(也是)以水矺測深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找到尋見 到於(她們)伸手張臂之長 到於(她們)十五個；

徒 27:29 fobou,menoi, te mh, pou kata. tracei/j to,pouj evkpe,swmen( evk pru,mnhj rì,yantej avgku,raj te,ssaraj
hu;conto hm̀e,ran gene,sqaiÅ
Then fearing lest we should have fallen upon rocks, they cast four anchors out of the stern, and wished for the
day.
恐怕撞在石頭上，就從船尾拋下四個錨，盼望天亮。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成驚恐畏懼了的 並/又 不會/不要 從屬某個地方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們)崎嶇不平的

到於(他們)地點處所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向外落下墜落， 向外出來 從屬(她)後部船尾 (他們)那時(也是)拋擲了的

到於(她們)錨 到於(她們)四個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許願祈求 到於(她)日子/白日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生發成為。
[經文變異RT]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成驚恐畏懼了的 並/又 不會某個方式地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崎嶇不平的

到於(他們)地點處所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向外落下墜落， 向外出來 從屬(她)後部船尾 (他們)那時(也是)拋擲了的

到於(她們)錨 到於(她們)四個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許願祈求 到於(她)日子/白日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生發成為。

徒 27:30 tw/n de. nautw/n zhtou,ntwn fugei/n evk tou/ ploi,ou kai. calasa,ntwn th.n ska,fhn eivj th.n qa,lassan
profa,sei wj̀ evk prw,|rhj avgku,raj mello,ntwn evktei,nein(
And as the shipmen were about to flee out of the ship, when they had let down the boat into the sea, under
colour as though they would have cast anchors out of the foreship,
水手想要逃出船去，把小船放在海裏，假作要從船頭拋錨的樣子；

從屬(他們)那些 然而也 從屬(他們)水手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探索尋求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逃離走避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船隻， 並且 從屬(他們)那時(也是)鬆落縋低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舟艇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海 在對(她)外表做作 正如地 向外出來 從屬(她)船頭 到於(她們)錨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的

現要去持續向外伸展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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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變異RT]

從屬(他們)那些 然而也 從屬(他們)水手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探索尋求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逃離走避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船隻， 並且 從屬(他們)那時(也是)鬆落縋低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舟艇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海 在對(她)外表做作 正如地 向外出來 從屬(她)船頭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的 到於(她們)錨

現要去持續向外伸展出來，

徒 27:31 ei=pen ò Pau/loj tw/| ek̀atonta,rch| kai. toi/j stratiw,taij( VEa.n mh. ou-toi mei,nwsin evn tw/| ploi,w|( ùmei/j
swqh/nai ouv du,nasqeÅ
Paul said to the centurion and to the soldiers, Except these abide in the ship, ye cannot be saved.
保羅對百夫長和兵丁說：這些人若不等在船上，你們必不能得救。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那 (他)保羅 在對(他)那 在對(他)百夫長 並且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士兵，

但凡若是 不會/不要 (他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停留持守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船隻， 你們

那時(也是)要去被拯救 不是/不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徒 27:32 to,te avpe,koyan oì stratiw/tai ta. scoini,a th/j ska,fhj kai. ei;asan auvth.n evkpesei/nÅ
Then the soldiers cut off the ropes of the boat, and let her fall off.
於是兵丁砍斷小船的繩子，由他飄去。

當那時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砍斷切除 (他們)那些 (他們)士兵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草繩 從屬(她)那

從屬(她)舟艇，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容許任由 到於(她)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向外落下墜落。
[經文變異RT]

當那時地 (他們)那些 (他們)士兵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砍斷切除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草繩 從屬(她)那

從屬(她)舟艇，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容許任由 到於(她)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向外落下墜落。

徒 27:33 :Acri de. ou- hm̀e,ra h;mellen gi,nesqai( pareka,lei ò Pau/loj a[pantaj metalabei/n trofh/j le,gwn(
Tessareskaideka,thn sh,meron hm̀e,ran prosdokw/ntej a;sitoi diatelei/te mhqe.n proslabo,menoiÅ
And while the day was coming on, Paul besought them all to take meat, saying, This day is the fourteenth day
that ye have tarried and continued fasting, having taken nothing.
天漸亮的時候，保羅勸眾人都喫飯，說：你們懸望忍餓不喫甚麼，已經十四天了。

直至達到 然而也 從屬(它)這個 (她)日子/白日 他/她/它當時持續準備快要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他/她/它當時持續勸勉請求 (他)那 (他)保羅 到於(他們)同時一齊地所有每一個的 那時(也是)要去參與得享

從屬(她)食品營養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到於(她)第十四的 今日地 到於(她)日子/白日 (他們)現正持續預期等待了的

(他們)沒有進食的 你們現在持續徹底地完成， 到於(它)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同#3367]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在前面向著拿取了的。
[經文變異RT]

直至達到 然而也 從屬(它)這個 他/她/它當時持續準備快要 (她)日子/白日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他/她/它當時持續勸勉請求 (他)那 (他)保羅 到於(他們)同時一齊地所有每一個的 那時(也是)要去參與得享

從屬(她)食品營養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到於(她)第十四的 今日地 到於(她)日子/白日 (他們)現正持續預期等待了的

(他們)沒有進食的 你們現在持續徹底地完成， 到於(它)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在前面向著拿取了的。

徒 27:34 dio. parakalw/ um̀a/j metalabei/n trofh/j\ tou/to ga.r pro.j th/j ùmete,raj swthri,aj ùpa,rcei( ouvdeno.j ga.r
um̀w/n qri.x avpo. th/j kefalh/j avpolei/taiÅ
Wherefore I pray you to take some meat: for this is for your health: for there shall not an hair fall from the head
of any of you.
所以我勸你們喫飯，這是關乎你們救命的事；因為你們各人連一根頭髮，也不至於損壞。

為這個緣故 我現在持續勸勉請求 到於你們 那時(也是)要去參與得享 從屬(她)食品營養； (它)那同一者 因為

<在前面向著>為了 從屬(她)那 從屬(她)你們之物 從屬(她)拯救 他/她/它現在持續源屬具有；

從屬(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因為 從屬你們 (她)毛髮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頭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毀掉除滅。
[經文變異RT]

為這個緣故 我現在持續勸勉請求 到於你們 那時(也是)要去在前面向著拿取 從屬(她)食品營養； (它)那同一者 因為

<在前面向著>為了 從屬(她)那 從屬(她)你們之物 從屬(她)拯救 他/她/它現在持續源屬具有；

從屬(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因為 從屬你們 (她)毛髮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頭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落下墜落。

徒 27:35 ei;paj de. tau/ta kai. labw.n a;rton euvcari,sthsen tw/| qew/| evnw,pion pa,ntwn kai. kla,saj h;rxato evsqi,einÅ
And when he had thus spoken, he took bread, and gave thanks to God in presence of them all: and when he
had broken it, he began to 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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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說了這話，就拿著餅，在眾人面前祝謝了神，擘開喫。

(他)那時(也是)發話言說了的 然而也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並且 (他)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到於(他)麵餅

他/她/它那時(也是)感謝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在面前地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並且 (他)那時(也是)折裂破開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起始為首 現要去持續喫食。

徒 27:36 eu;qumoi de. geno,menoi pa,ntej kai. auvtoi. prosela,bonto trofh/jÅ
Then were they all of good cheer, and they also took some meat.
於是他們都放下心，也就喫了。

(他們)歡欣振奮的 然而也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並且 (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在前面向著拿取 從屬(她)食品營養。

徒 27:37 h;meqa de. ai` pa/sai yucai. evn tw/| ploi,w| diako,siai èbdomh,konta e[xÅ
And we were in all in the ship two hundred threescore and sixteen souls.
我們在船上的，共有二百七十六個人。

我們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她們)那些 (她們)所有每一個的 (她們)生魂意念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船隻 (她們)二百個

(她們)七十個 (她們)六個。
[經文變異RT]

我們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船隻 (她們)那些 (她們)所有每一個的 (她們)生魂意念 (她們)二百個

(她們)七十個 (她們)六個。
[經文變異WH]

我們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她們)那些 (她們)所有每一個的 (她們)生魂意念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船隻 正如地

(她們)七十個 (她們)六個。

徒 27:38 koresqe,ntej de. trofh/j evkou,fizon to. ploi/on evkballo,menoi to.n si/ton eivj th.n qa,lassanÅ
And when they had eaten enough, they lightened the ship, and cast out the wheat into the sea.
他們喫飽了，就把船上的麥子，拋在海裏，為要叫船輕一點。

(他們)那時(也是)被填滿飽食了的 然而也 從屬(她)食品營養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減輕載重 到於(它)那 到於(它)船隻，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向外投擲出來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穀物麥粒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海。
[經文變異MT]

(他們)那時(也是)被填滿飽食了的 然而也 從屬(她)那 從屬(她)食品營養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減輕載重 到於(它)那

到於(它)船隻，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向外投擲出來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穀物麥粒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海。

徒 27:39 {Ote de. hm̀e,ra evge,neto( th.n gh/n ouvk evpegi,nwskon( ko,lpon de, tina kateno,oun e;conta aivgialo.n eivj o]n
evbouleu,onto eiv du,nainto evxw/sai to. ploi/onÅ
And when it was day, they knew not the land: but they discovered a certain creek with a shore, into the which
they were minded, if it were possible, to thrust in the ship.
到了天亮，他們不認識那地方，但見一個海灣，有岸可登，就商議能把船攏進去不能。

當這時地 然而也 (她)日子/白日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不是/不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清楚認識知道； 到於(他)胸腹懷灣 然而也 到於(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仔細觀察了解

到於(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他)海岸， 向內進入 到於(他)這個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行打算意圖， 若是

他/她/它們現在可以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那時(也是)要去推趕驅逐 到於(它)那 到於(它)船隻。
[經文變異RT]

當這時地 然而也 (她)日子/白日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不是/不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清楚認識知道； 到於(他)胸腹懷灣 然而也 到於(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仔細觀察了解

到於(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他)海岸， 向內進入 到於(他)這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行打算意圖， 若是

他/她/它們現在可以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那時(也是)要去推趕驅逐 到於(它)那 到於(它)船隻。
[經文變異WH]

當這時地 然而也 (她)日子/白日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不是/不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清楚認識知道； 到於(他)胸腹懷灣 然而也 到於(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仔細觀察了解

到於(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他)海岸， 向內進入 到於(他)這個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行打算意圖， 若是

他/她/它們現在可以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那時(也是)要去向外拯救 到於(它)那 到於(它)船隻。

徒 27:40 kai. ta.j avgku,raj perielo,ntej ei;wn eivj th.n qa,lassan( a[ma avne,ntej ta.j zeukthri,aj tw/n phdali,wn kai.
evpa,rantej to.n avrte,mwna th/| pneou,sh| katei/con eivj to.n aivgialo,nÅ
And when they had taken up the anchors, they committed themselves unto the sea, and loosed the rudder
bands, and hoised up the mainsail to the wind, and made toward shore.
於是砍斷纜索，棄錨在海裏，同時也鬆開舵繩，拉起頭篷，順著風向岸行去。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  簡易閲讀版  949

949

並且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錨 (他們)那時(也是)完全拿開了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容許任由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海， 同時一齊地 (他們)那時(也是)鬆弛放開了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繫結物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船舵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在上面提起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主帆 在對(她)那

在對(她)現正持續吹氣吐風了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持住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海岸。

徒 27:41 peripeso,ntej de. eivj to,pon diqa,lasson evpe,keilan th.n nau/n kai. h` me.n prw/|ra evrei,sasa e;meinen
avsa,leutoj( h` de. pru,mna evlu,eto ùpo. th/j bi,aj Îtw/n kuma,twnÐÅ
And falling into a place where two seas met, they ran the ship aground; and the forepart stuck fast, and
remained unmoveable, but the hinder part was broken with the violence of the waves.
但遇著兩水夾流的地方，就把船擱了淺；船頭膠住不動，船尾被浪的猛力衝壞。

(他們)那時(也是)落在其間了的 然而也 向內進入 到於(他)地點處所 到於(他)兩海交接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使擱淺[同#2027] 到於(她)那 到於(她)船； 並且 (她)那 的確 (她)船頭 (她)那時(也是)撐直卡住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停留持守 (她)無可行搖晃擺動的， (她)那 然而也 (她)後部船尾 他/她/它當時持續被鬆綁脫解

<在底下>被從 從屬(她)那 從屬(她)強勢猛力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波浪。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時(也是)落在其間了的 然而也 向內進入 到於(他)地點處所 到於(他)兩海交接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使擱淺

到於(她)那 到於(她)船； 並且 (她)那 的確 (她)船頭 (她)那時(也是)撐直卡住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停留持守

(她)無可行搖晃擺動的， (她)那 然而也 (她)後部船尾 他/她/它當時持續被鬆綁脫解 <在底下>被從 從屬(她)那

從屬(她)強勢猛力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波浪。
[經文變異WH]

(他們)那時(也是)落在其間了的 然而也 向內進入 到於(他)地點處所 到於(他)兩海交接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使擱淺[同#2027] 到於(她)那 到於(她)船； 並且 (她)那 的確 (她)船頭 (她)那時(也是)撐直卡住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停留持守 (她)無可行搖晃擺動的， (她)那 然而也 (她)後部船尾 他/她/它當時持續被鬆綁脫解

<在底下>被從 從屬(她)那 從屬(她)強勢猛力 。

徒 27:42 tw/n de. stratiwtw/n boulh. evge,neto i[na tou.j desmw,taj avpoktei,nwsin( mh, tij evkkolumbh,saj diafu,gh|\
And the soldiers' counsel was to kill the prisoners, lest any of them should swim out, and escape.
兵丁的意思，要把囚犯殺了，恐怕有洑水脫逃的。

從屬(他們)那些 然而也 從屬(他們)士兵 (她)打算意圖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為要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犯人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殺害除掉註1， 不會/不要 (他)任何什麼 (他)那時(也是)游水潛逃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徹底地逃離走避。

註1：“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殺害除掉”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殺害除掉”。

[經文變異RT]

從屬(他們)那些 然而也 從屬(他們)士兵 (她)打算意圖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為要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犯人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殺害除掉， 不會/不要 (他)任何什麼 (他)那時(也是)游水潛逃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可以徹底地逃離走避。

徒 27:43 ò de. èkatonta,rchj boulo,menoj diasw/sai to.n Pau/lon evkw,lusen auvtou.j tou/ boulh,matoj( evke,leuse,n te
tou.j duname,nouj kolumba/n avpori,yantaj prw,touj evpi. th.n gh/n evxie,nai
But the centurion, willing to save Paul, kept them from their purpose; and commanded that they which could
swim should cast themselves first into the sea, and get to land:
但百夫長要救保羅，不准他們任意而行，就吩咐會洑水的，跳下水去先上岸；

(他)那 然而也 (他)百夫長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諮商決意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徹底地拯救 到於(他)那 到於(他)保羅，

他/她/它那時(也是)阻攔禁止 到於(他們)同一者 從屬(它)那 從屬(它)所諮商決意； 他/她/它那時(也是)出言吩咐 並/又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了的 現要去持續行潛水游泳

到於(他們)那時(也是)從那裏跳水離開了的 到於(他們)首先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現要去持續是向外促動挪移出來；

徒 27:44 kai. tou.j loipou.j ou]j me.n evpi. sani,sin( ou]j de. evpi, tinwn tw/n avpo. tou/ ploi,ouÅ kai. ou[twj evge,neto
pa,ntaj diaswqh/nai evpi. th.n gh/nÅ
And the rest, some on boards, and some on broken pieces of the ship. And so it came to pass, that they
escaped all safe to land.
其餘的人，可以用板子，或船上的零碎東西上岸；這樣，眾人都得了救上了岸。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其餘的， 到於(他們)這些個 的確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們)厚木板，

到於(他們)這些個 然而也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它們)任何什麼 從屬(它們)那些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那

從屬(它)船隻； 並且 那同一樣式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那時(也是)要去被徹底地拯救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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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 28:1 Kai. diaswqe,ntej to,te evpe,gnwmen o[ti Meli,th h` nh/soj kalei/taiÅ
And when they were escaped, then they knew that the island was called Melita.
我們既已得救，纔知道那島名叫米利大。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被徹底地拯救了的 當那時地 我們那時(也是)清楚認識知道 是這樣 (她)米利大 (她)那 (她)島嶼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促請召喚。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被徹底地拯救了的 當那時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清楚認識知道 是這樣 (她)米利大 (她)那

(她)島嶼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促請召喚。

徒 28:2 oi[ te ba,rbaroi parei/con ouv th.n tucou/san filanqrwpi,an h̀mi/n( a[yantej ga.r pura.n prosela,bonto
pa,ntaj h̀ma/j dia. to.n ùeto.n to.n evfestw/ta kai. dia. to. yu/cojÅ
And the barbarous people shewed us no little kindness: for they kindled a fire, and received us every one,
because of the present rain, and because of the cold.
土人看待我們，有非常的情分，因為當時下雨，天氣又冷，就生火，接待我們眾人。

(他們)那些 並/又 (他們)外語異族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展示提供 不是/不 到於(她)那 到於(她)那時(也是)巧遇得著了的

到於(她)仁愛 在對我們； (他們)那時(也是)連接觸動了的 因為 到於(她)燃火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在前面向著拿取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我們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下雨 到於(他)那 到於(他)現在已經立定站住在上面了的 並且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 到於(它)寒冷。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些 並/又 (他們)外語異族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展示提供 不是/不 到於(她)那 到於(她)那時(也是)巧遇得著了的

到於(她)仁愛 在對我們； (他們)那時(也是)向上連接觸動了的 因為 到於(她)燃火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在前面向著拿取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我們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下雨 到於(他)那 到於(他)現在已經立定站住在上面了的 並且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 到於(它)寒冷。

徒 28:3 sustre,yantoj de. tou/ Pau,lou fruga,nwn ti plh/qoj kai. evpiqe,ntoj evpi. th.n pura,n( e;cidna avpo. th/j
qe,rmhj evxelqou/sa kaqh/yen th/j ceiro.j auvtou/Å
And when Paul had gathered a bundle of sticks, and laid them on the fire, there came a viper out of the heat,
and fastened on his hand.
那時，保羅拾起一捆柴，放在火上，有一條毒蛇，因為熱了出來，咬住他的手。

從屬(他)那時(也是)糾集了的 然而也 從屬(他)那 從屬(他)保羅 從屬(它們)柴火 到於(它)任何什麼 到於(它)聚滿大群，

並且 從屬(他)那時(也是)置放擺設在上面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燃火， (她)毒蛇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溫暖熱力 (她)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下扣牢繫住 從屬(她)那

從屬(她)手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從屬(他)那時(也是)糾集了的 然而也 從屬(他)那 從屬(他)保羅 從屬(它們)柴火 到於(它)聚滿大群， 並且

從屬(他)那時(也是)置放擺設在上面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燃火， (她)毒蛇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溫暖熱力 (她)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下扣牢繫住 從屬(她)那 從屬(她)手

從屬(他)同一者。

徒 28:4 wj̀ de. ei=don oì ba,rbaroi krema,menon to. qhri,on evk th/j ceiro.j auvtou/( pro.j avllh,louj e;legon( Pa,ntwj
foneu,j evstin ò a;nqrwpoj ou-toj o]n diaswqe,nta evk th/j qala,sshj h̀ di,kh zh/n ouvk ei;asenÅ
And when the barbarians saw the venomous beast hang on his hand, they said among themselves, No doubt
this man is a murderer, whom, though he hath escaped the sea, yet vengeance suffereth not to live.
土人看見那毒蛇，懸在他手上，就彼此說：這人必是個兇手，雖然從海裏救上來，天理還不容他活著。

正如地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他們)那些 (他們)外語異族的 到於(它)現正持續讓自己懸掛垂吊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野獸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手 從屬(他)同一者，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彼此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乃全部必定地 (他)謀害凶殺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人 (他)那同一者，

到於(他)這個 到於(他)那時(也是)被徹底地拯救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海 (她)那 (她)正義公斷

現要去持續活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容許任由。
[經文變異RT]

正如地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他們)那些 (他們)外語異族的 到於(它)現正持續讓自己懸掛垂吊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野獸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手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彼此， 乃全部必定地 (他)謀害凶殺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人

(他)那同一者， 到於(他)這個 到於(他)那時(也是)被徹底地拯救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海 (她)那

(她)正義公斷 現要去持續活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容許任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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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 28:5 ò me.n ou=n avpotina,xaj to. qhri,on eivj to. pu/r e;paqen ouvde.n kako,n(
And he shook off the beast into the fire, and felt no harm.
保羅竟把那毒蛇甩在火裏，並沒有受傷。

(他)那 的確 這樣 (他)那時(也是)從那裏用力抖掉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野獸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火

他/她/它那時(也是)經歷承受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到於(它)卑劣不好的；

徒 28:6 oi` de. prosedo,kwn auvto.n me,llein pi,mprasqai h' katapi,ptein a;fnw nekro,nÅ evpi. polu. de. auvtw/n
prosdokw,ntwn kai. qewrou,ntwn mhde.n a;topon eivj auvto.n gino,menon metabalo,menoi e;legon auvto.n ei=nai qeo,nÅ
Howbeit they looked when he should have swollen, or fallen down dead suddenly: but after they had looked a
great while, and saw no harm come to him, they changed their minds, and said that he was a god.
土人想他必要腫起來，或是忽然仆倒死了；看了多時，見他無害，就轉念說，他是個神。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預期等待 到於(他)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準備快要 現要去持續被起發燒紅腫，

甚或/或而 現要去持續向下落下墜落 突然地 到於(他)死掉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許多的 然而也

從屬(他們)同一者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預期等待了的， 並且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行定睛觀看了的

到於(它)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到於(它)不恰當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它)現正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了的，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轉換念頭了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到於(他)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是 到於(他)神。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預期等待 到於(他)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準備快要 現要去持續被起發燒紅腫，

甚或/或而 現要去持續向下落下墜落 突然地 到於(他)死掉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許多的 然而也

從屬(他們)同一者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預期等待了的， 並且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行定睛觀看了的

到於(它)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到於(它)不恰當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它)現正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了的，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轉換念頭了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到於(他)神 到於(他)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是。

徒 28:7 VEn de. toi/j peri. to.n to,pon evkei/non ùph/rcen cwri,a tw/| prw,tw| th/j nh,sou ovno,mati Popli,w|( o]j
avnadexa,menoj h̀ma/j trei/j hm̀e,raj filofro,nwj evxe,nisenÅ
In the same quarters were possessions of the chief man of the island, whose name was Publius; who received
us, and lodged us three days courteously.
離那地方不遠，有田產是島長部百流的；他接納我們，盡情款待三日。

在內 然而也 在對(它們)那些 <在周圍>在周圍 到於(他)那 到於(他)地點處所 到於(他)在那裏的那個

他/她/它當時持續源屬具有 (它們)小塊地域 在對(他)那 在對(他)首先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島嶼 在對(它)名字

在對(他)部百流； (他)這個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向上接納領受了的 到於我們 到於(她們)三個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禮貌友善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招待陌生客旅/使成陌生奇異。
[經文變異WH]

在內 然而也 在對(它們)那些 <在周圍>在周圍 到於(他)那 到於(他)地點處所 到於(他)在那裏的那個

他/她/它當時持續源屬具有 (它們)小塊地域 在對(他)那 在對(他)首先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島嶼 在對(它)名字

在對(他)部百流； (他)這個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向上接納領受了的 到於我們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到於(她們)三個

禮貌友善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招待陌生客旅/使成陌生奇異。

徒 28:8 evge,neto de. to.n pate,ra tou/ Popli,ou puretoi/j kai. dusenteri,w| suneco,menon katakei/sqai( pro.j o]n ò
Pau/loj eivselqw.n kai. proseuxa,menoj evpiqei.j ta.j cei/raj auvtw/| iva,sato auvto,nÅ
And it came to pass, that the father of Publius lay sick of a fever and of a bloody flux: to whom Paul entered in,
and prayed, and laid his hands on him, and healed him.
當時，部百流的父親，患熱病和痢疾躺著；保羅進去，為他禱告，按手在他身上，治好了他。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然而也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從屬(他)那 從屬(他)部百流 在對(他們)高燒 並且

在對(她)腸痢疾 到於(他)現正持續被握緊擠壓了的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向下靠躺；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這個

(他)那 (他)保羅 (他)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了的 並且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祈禱求告了的，

(他)那時(也是)置放擺設在上面了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手 在對(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醫好治癒

到於(他)同一者。

徒 28:9 tou,tou de. genome,nou kai. oi` loipoi. oì evn th/| nh,sw| e;contej avsqenei,aj prosh,rconto kai. evqerapeu,onto(
So when this was done, others also, which had diseases in the island, came, and were healed:
從此，島上其餘的病人，也來得了醫治。

從屬(它)那同一者 然而也 從屬(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其餘的 (他們)那些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島嶼 (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們)無力軟弱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被行侍候紓解；
[經文變異RT]

從屬(它)那同一者 這樣 從屬(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其餘的 (他們)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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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們)無力軟弱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島嶼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被行侍候紓解；

徒 28:10 oi] kai. pollai/j timai/j evti,mhsan h̀ma/j kai. avnagome,noij evpe,qento ta. pro.j ta.j crei,ajÅ
Who also honoured us with many honours; and when we departed, they laded us with such things as were
necessary.
他們又多方的尊敬我們；到了開船的時候，也把我們所需用的送到船上。

(他們)這些個 並且 在對(她們)許多的 在對(她們)珍貴價值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評價珍視 到於我們； 並且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被向上帶領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置放擺設在上面 到於(它們)那些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需用。
[經文變異RT]

(他們)這些個 並且 在對(她們)許多的 在對(她們)珍貴價值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評價珍視 到於我們； 並且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被向上帶領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置放擺設在上面 到於(它們)那些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那 到於(她)需用。

徒 28:11 Meta. de. trei/j mh/naj avnh,cqhmen evn ploi,w| parakeceimako,ti evn th/| nh,sw|( VAlexandri,nw|( parash,mw|
Dioskou,roijÅ
And after three months we departed in a ship of Alexandria, which had wintered in the isle, whose sign was
Castor and Pollux.
過了三個月，我們上了亞力山太的船，往前行；這船以丟斯雙子為記，是在那海島過了冬的。

<轉換其中>隨到後 然而也 到於(他們)三個 到於(他們)月 我們那時(也是)被向上帶領 在內 在對(它)船隻

在對(它)現在已經過冬了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島嶼， 在對(它)屬亞力山太的 在對(它)在旁邊標誌記號的

在對(他們)丟斯雙子。

徒 28:12 kai. katacqe,ntej eivj Surakou,saj evpemei,namen h̀me,raj trei/j(
And landing at Syracuse, we tarried there three days.
到了敘拉古，我們停泊三日。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被向下帶領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們)敘拉古 我們那時(也是)在上面停留持守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到於(她們)三個；

徒 28:13 o[qen perielo,ntej kathnth,samen eivj ~Rh,gionÅ kai. meta. mi,an hm̀e,ran evpigenome,nou no,tou deuterai/oi
h;lqomen eivj Potio,louj(
And from thence we fetched a compass, and came to Rhegium: and after one day the south wind blew, and we
came the next day to Puteoli:
又從那裏繞行，來到利基翁；過了一天，起了南風，第二天就來到部丟利。

從這裏地 (他們)那時(也是)完全拿開了的 我們那時(也是)行抵來到 向內進入 到於(它)利基翁。 並且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她)一個/第一 到於(她)日子/白日 從屬(他)那時(也是)讓自己在上面生發成為了的

從屬(他)南風/南方， (他們)到第二天的 我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部丟利；
[經文變異RT]

從這裏地 (他們)那時(也是)四圍到來前往了的 我們那時(也是)行抵來到 向內進入 到於(它)利基翁。 並且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她)一個/第一 到於(她)日子/白日 從屬(他)那時(也是)讓自己在上面生發成為了的

從屬(他)南風/南方， (他們)到第二天的 我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部丟利；

徒 28:14 ou- eùro,ntej avdelfou.j pareklh,qhmen parV auvtoi/j evpimei/nai h̀me,raj ep̀ta,\ kai. ou[twj eivj th.n ~Rw,mhn
h;lqamenÅ
Where we found brethren, and were desired to tarry with them seven days: and so we went toward Rome.
在那裏遇見弟兄們，請我們與他們同住了七天；這樣，我們來到羅馬。

在這裏地 (他們)那時(也是)找到尋見了的 到於(他們)弟兄 我們那時(也是)被勸勉請求 <在旁邊>在旁邊

在對(他們)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在上面停留持守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到於(她們)七個； 並且 那同一樣式地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羅馬 我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經文變異RT]

在這裏地 (他們)那時(也是)找到尋見了的 到於(他們)弟兄 我們那時(也是)被勸勉請求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們)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在上面停留持守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到於(她們)七個； 並且 那同一樣式地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羅馬 我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徒 28:15 kavkei/qen oi` avdelfoi. avkou,santej ta. peri. hm̀w/n h=lqan eivj avpa,nthsin h̀mi/n a;cri VAppi,ou Fo,rou kai.
Triw/n Tabernw/n( ou]j ivdw.n ò Pau/loj euvcaristh,saj tw/| qew/| e;labe qa,rsojÅ
And from thence, when the brethren heard of us, they came to meet us as far as Appiiforum, and The three
taverns: whom when Paul saw, he thanked God, and took cou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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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裏的弟兄們，一聽見我們的信息，就出來到亞比烏市，和三館地方迎接我們；保羅見了他們，就感謝神，放心

壯膽。

且從那裏地 (他們)那些 (他們)弟兄 (他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到於(它們)那些 <在周圍>關於 從屬我們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她)從那裏迎面相遇 在對我們 直至達到 從屬(他)亞比烏

從屬(它)論壇市集 並且 從屬(她們)三個 從屬(她們)木屋客棧； 到於(他們)這些個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他)那

(他)保羅， (他)那時(也是)感謝了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他/她/它那時(也是)拿取 到於(它)勇氣自信。
[經文變異RT]

且從那裏地 (他們)那些 (他們)弟兄 (他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到於(它們)那些 <在周圍>關於 從屬我們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向內進入 到於(她)從那裏迎面相遇 在對我們 直至達到 從屬(他)亞比烏

從屬(它)論壇市集 並且 從屬(她們)三個 從屬(她們)木屋客棧； 到於(他們)這些個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他)那

(他)保羅， (他)那時(也是)感謝了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他/她/它那時(也是)拿取 到於(它)勇氣自信。

徒 28:16 {Ote de. eivsh,lqomen eivj ~Rw,mhn( evpetra,ph tw/| Pau,lw| me,nein kaqV èauto.n su.n tw/| fula,ssonti auvto.n
stratiw,th|Å
And when we came to Rome, the centurion delivered the prisoners to the captain of the guard: but Paul was
suffered to dwell by himself with a soldier that kept him.
進了羅馬城，〔有古卷在此有：百夫長把眾囚犯交給御營的統領，惟有〕保羅蒙准，和一個看守他的兵，另住在

一處。

當這時地 然而也 我們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她)羅馬，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准許 在對(他)那

在對(他)保羅 現要去持續停留持守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共同一起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看管守護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在對(他)士兵。
[經文變異RT]

當這時地 然而也 我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她)羅馬， (他)那 (他)百夫長 他/她/它那時(也是)交付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囚犯 在對(他)那 在對(他)軍隊營區之統領； 在對(他)那 然而也 在對(他)保羅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准許 現要去持續停留持守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共同一起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看管守護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在對(他)士兵。

徒 28:17 VEge,neto de. meta. h̀me,raj trei/j sugkale,sasqai auvto.n tou.j o;ntaj tw/n VIoudai,wn prw,touj\ sunelqo,ntwn
de. auvtw/n e;legen pro.j auvtou,j( VEgw,( a;ndrej avdelfoi,( ouvde.n evnanti,on poih,saj tw/| law/| h' toi/j e;qesi toi/j
patrw,|oij de,smioj evx ~Ierosolu,mwn paredo,qhn eivj ta.j cei/raj tw/n ~Rwmai,wn(
And it came to pass, that after three days Paul called the chief of the Jews together: and when they were come
together, he said unto them, Men and brethren, though I have committed nothing against the people, or customs
of our fathers, yet was I delivered prisoner from Jerusalem into the hands of the Romans.
過了三天，保羅請猶太人的首領來；他們來了，就對他們說：弟兄們，我雖沒有作甚麼事干犯本國的百姓，和我

們祖宗的規條，卻被鎖綁，從耶路撒冷解在羅馬人的手裏。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然而也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到於(她們)三個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促請召喚到一起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是了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到於(他們)首先的； 從屬(他們)那時(也是)共同到來前往了的 然而也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我， 阿,(他們)男人/丈夫 阿,(他們)弟兄，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到於(它)相對拮抗的 (他)那時(也是)行出作成了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人民百姓 甚或/或而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習慣常例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父親祖宗的， (他)囚犯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耶路撒冷

我那時(也是)被交付 向內進入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羅馬人的；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然而也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到於(她們)三個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促請召喚到一起 到於(他)那 到於(他)保羅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是了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到於(他們)首先的； 從屬(他們)那時(也是)共同到來前往了的 然而也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阿,(他們)男人/丈夫 阿,(他們)弟兄，

我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到於(它)相對拮抗的 (他)那時(也是)行出作成了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人民百姓

甚或/或而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習慣常例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父親祖宗的， (他)囚犯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耶路撒冷 我那時(也是)被交付 向內進入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羅馬人的；

徒 28:18 oi[tinej avnakri,nante,j me evbou,lonto avpolu/sai dia. to. mhdemi,an aivti,an qana,tou ùpa,rcein evn evmoi,\
Who, when they had examined me, would have let me go, because there was no cause of death in me.
他們審問了我，就願意釋放我；因為在我身上，並沒有該死的罪。

(他們)這個任何什麼 (他們)那時(也是)詳細審察了的 到於我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諮商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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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也是)要去打發離開，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 到於(她)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到於(她)索問要求之因由

從屬(他)死 現要去持續源屬具有 在內 在對"我"。

徒 28:19 avntilego,ntwn de. tw/n VIoudai,wn hvnagka,sqhn evpikale,sasqai Kai,sara ouvc wj̀ tou/ e;qnouj mou e;cwn ti
kathgorei/nÅ
But when the Jews spake against it, I was constrained to appeal unto Caesar; not that I had ought to accuse my
nation of.
無奈猶太人不服，我不得已，只好上告於該撒；並非有甚麼事，要控告我本國的百姓。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辯駁對抗了的 然而也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我那時(也是)被迫使必須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召告稱呼 到於(他)該撒； 不是/不 正如地 從屬(它)那 從屬(它)種族邦國 從屬我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它)任何什麼 現要去持續行控告。
[經文變異RT]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辯駁對抗了的 然而也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我那時(也是)被迫使必須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召告稱呼 到於(他)該撒； 不是/不 正如地 從屬(它)那 從屬(它)種族邦國 從屬我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它)任何什麼 那時(也是)要去行控告。

徒 28:20 dia. tau,thn ou=n th.n aivti,an pareka,lesa ùma/j ivdei/n kai. proslalh/sai( e[neken ga.r th/j evlpi,doj tou/
VIsrah.l th.n a[lusin tau,thn peri,keimaiÅ
For this cause therefore have I called for you, to see you, and to speak with you: because that for the hope of
Israel I am bound with this chain.
因此，我請你們來見面說話；我原為以色列人所指望的，被這鍊子捆鎖。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她)那同一者 這樣 到於(她)那 到於(她)索問要求之因由 我那時(也是)勸勉請求 到於你們

那時(也是)要去看見察覺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在前面向著發言講說； 由于為此地 因為 從屬(她)那 從屬(她)期盼指望

從屬(他)那 從屬(他)以色列 到於(她)那 到於(她)鐐銬鎖鏈 到於(她)那同一者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安置在周圍。

徒 28:21 oi` de. pro.j auvto.n ei=pan( ~Hmei/j ou;te gra,mmata peri. sou/ evdexa,meqa avpo. th/j VIoudai,aj ou;te
parageno,meno,j tij tw/n avdelfw/n avph,ggeilen h' evla,lhse,n ti peri. sou/ ponhro,nÅ
And they said unto him, We neither received letters out of Judaea concerning thee, neither any of the brethren
that came shewed or spake any harm of thee.
他們說：我們並沒有接著從猶太來論你的信，也沒有弟兄到這裏來，報給我們說，你有甚麼不好處。

(他們)那些 然而也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我們 並不/又不

到於(它們)所刻寫記載 <在周圍>關於 從屬你 我們那時(也是)讓自己接納領受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猶太地方， 並不/又不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來到旁邊了的 (他)任何什麼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弟兄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報信通告 甚或/或而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言講說 到於(它)任何什麼 <在周圍>關於 從屬你

到於(它)惡的。

徒 28:22 avxiou/men de. para. sou/ avkou/sai a] fronei/j( peri. me.n ga.r th/j aìre,sewj tau,thj gnwsto.n hm̀i/n evstin o[ti
pantacou/ avntile,getaiÅ
But we desire to hear of thee what thou thinkest: for as concerning this sect, we know that every where it is
spoken against.
但我們願意聽你的意見如何；因為這教門，我們曉得是到處被毀謗的。

我們現在持續視為相配值得 然而也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你 那時(也是)要去聲聞耳聽 到於(它們)這些個

你現在持續感受體察； <在周圍>關於 的確 因為 從屬(她)那 從屬(她)教門黨派 從屬(她)那同一者 (它)乃認識知道的

在對我們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是這樣 在各處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辯駁對抗。
[經文變異RT]

我們現在持續視為相配值得 然而也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你 那時(也是)要去聲聞耳聽 到於(它們)這些個

你現在持續感受體察； <在周圍>關於 的確 因為 從屬(她)那 從屬(她)教門黨派 從屬(她)那同一者 (它)乃認識知道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對我們， 是這樣 在各處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辯駁對抗。

徒 28:23 Taxa,menoi de. auvtw/| hm̀e,ran h=lqon pro.j auvto.n eivj th.n xeni,an plei,onej oi-j evxeti,qeto diamarturo,menoj
th.n basilei,an tou/ qeou/( pei,qwn te auvtou.j peri. tou/ VIhsou/ avpo, te tou/ no,mou Mwu?se,wj kai. tw/n profhtw/n(
avpo. prwi> e[wj èspe,rajÅ
And when they had appointed him a day, there came many to him into his lodging; to whom he expounded and
testified the kingdom of God, persuading them concerning Jesus, both out of the law of Moses, and out of the
prophets, from morning till evening.
他們和保羅約定了日子，就有許多人到他的寓處來，保羅從早到晚，對他們講論這事，證明神國的道，引摩西的

律法和先知的書，以耶穌的事，勸勉他們。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安排定規了的 然而也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她)日子/白日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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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招待所 (他們)更多的； 在對(他們)這些個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置放出來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誠摯地作見證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現正持續勸信說服了的 並/又 到於(他們)同一者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那 從屬(他)耶穌 從那裏離開

並/又 從屬(他)那 從屬(他)律法 從屬(他)摩西 並且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從那裏離開

清早地 一直直到 從屬(她)黃昏。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安排定規了的 然而也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她)日子/白日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到達來臨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招待所 (他們)更多的； 在對(他們)這些個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置放出來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誠摯地作見證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現正持續勸信說服了的 並/又 到於(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們)那些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那

從屬(他)耶穌 從那裏離開 並/又 從屬(他)那 從屬(他)律法 從屬(他)摩西 並且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從那裏離開 清早地 一直直到 從屬(她)黃昏。

徒 28:24 kai. oì me.n evpei,qonto toi/j legome,noij( oi` de. hvpi,stoun\
And some believed the things which were spoken, and some believed not.
他所說的話，有信的，有不信的。

並且 (他們)那些 的確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被勸信說服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現正持續被道說了的，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缺誠不信；

徒 28:25 avsu,mfwnoi de. o;ntej pro.j avllh,louj avpelu,onto eivpo,ntoj tou/ Pau,lou r̀h/ma e]n( o[ti Kalw/j to. pneu/ma to.
a[gion evla,lhsen dia. VHsai<ou tou/ profh,tou pro.j tou.j pate,raj ùmw/n
And when they agreed not among themselves, they departed, after that Paul had spoken one word, Well spake
the Holy Ghost by Esaias the prophet unto our fathers,
他們彼此不合，就散了；未散以先，保羅說了一句話，說：聖靈藉先知以賽亞，向你們祖宗所說的話，是不錯的

。

(他們)聲音不一致的 然而也 (他們)現正持續是了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彼此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打發離開， 從屬(他)那時(也是)發話言說了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保羅 到於(它)所發表言說

到於(它)一個， 是這樣 美好適當地 (它)那 (它)靈/風 (它)那 (它)聖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言講說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以賽亞 從屬(他)那 從屬(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父親 從屬你們
[經文變異RT]

(他們)聲音不一致的 然而也 (他們)現正持續是了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彼此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打發離開， 從屬(他)那時(也是)發話言說了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保羅 到於(它)所發表言說

到於(它)一個， 是這樣 美好適當地 (它)那 (它)靈/風 (它)那 (它)聖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言講說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以賽亞 從屬(他)那 從屬(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父親 從屬我們

徒 28:26 le,gwn( Poreu,qhti pro.j to.n lao.n tou/ton kai. eivpo,n( VAkoh/| avkou,sete kai. ouv mh. sunh/te kai. ble,pontej
ble,yete kai. ouv mh. i;dhte\
Saying, Go unto this people, and say, Hearing ye shall hear, and shall not understand; and seeing ye shall see,
and not perceive:
他說：『你去告訴這百姓說：你們聽是要聽見，卻不明白；看是要看見，卻不曉得；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被行去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人民百姓 到於(他)那同一者，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發話言說， 在對(她)聽聞 你們將要(持續)聲聞耳聽， 並且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貫通理解；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著眼觀看了的 你們將要(持續)著眼觀看， 並且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看見察覺；

徒 28:27 evpacu,nqh ga.r h̀ kardi,a tou/ laou/ tou,tou kai. toi/j wvsi.n bare,wj h;kousan kai. tou.j ovfqalmou.j auvtw/n
evka,mmusan\ mh,pote i;dwsin toi/j ovfqalmoi/j kai. toi/j wvsi.n avkou,swsin kai. th/| kardi,a| sunw/sin kai.
evpistre,ywsin( kai. iva,somai auvtou,jÅ
For the heart of this people is waxed gross, and their ears are dull of hearing, and their eyes have they closed;
lest they should see with their eyes, and hear with their ears, and understand with their heart, and should be
converted, and I should heal them.
因為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發沉，眼睛閉著；恐怕眼睛看見，耳朵聽見，心裏明白，回轉過來，我就醫治他們

。』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加厚變肥 因為 (她)那 (她)內心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民百姓 從屬(他)那同一者， 並且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耳朵 沉重重壓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眼睛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下關緊閉住； 不會任何時候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看見察覺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眼睛， 並且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耳朵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聲聞耳聽， 並且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  簡易閲讀版  956

956

在對(她)那 在對(她)內心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貫通理解，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在上面轉動翻轉， 並且

我將要(持續)讓自己醫好治癒 到於(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加厚變肥 因為 (她)那 (她)內心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民百姓 從屬(他)那同一者， 並且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耳朵 沉重重壓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眼睛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下關緊閉住； 不會任何時候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看見察覺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眼睛， 並且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耳朵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聲聞耳聽， 並且

在對(她)那 在對(她)內心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貫通理解，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在上面轉動翻轉， 並且

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醫好治癒 到於(他們)同一者。

徒 28:28 gnwsto.n ou=n e;stw um̀i/n o[ti toi/j e;qnesin avpesta,lh tou/to to. swth,rion tou/ qeou/\ auvtoi. kai.
avkou,sontaiÅ
Be it known therefore unto you, that the salvation of God is sent unto the Gentiles, and that they will hear it.
所以你們當知道，神這救恩，如今傳給外邦人，他們也必聽受。

(它)乃認識知道的 這樣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是 在對你們， 是這樣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種族邦國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分派差遣 (它)那同一者 (它)那 (它)具救恩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聲聞耳聽。
[經文變異RT]

(它)乃認識知道的 這樣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是 在對你們， 是這樣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種族邦國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分派差遣 (它)那 (它)具救恩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聲聞耳聽。
[經文變異WH]

(它)乃認識知道的 這樣 在對你們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是， 是這樣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種族邦國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分派差遣 (它)那同一者 (它)那 (它)具救恩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聲聞耳聽。

徒 28:29 kai. tau/ta auvtou/ eivpo,ntoj( avph/lqon oi` VIoudai/oi( pollh.n e;contej evn èautoi/j suzh,thsin
And when he had said these words, the Jews departed, and had great reasoning among themselves.
〔有古卷在此有：保羅說了這話，猶太人議論紛紛的就走了〕

註：Nestle-Aland 26/27版本無此節。

[經文變異RT]

並且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從屬(他)同一者 從屬(他)那時(也是)發話言說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他們)那些 (他們)猶太人的， 到於(她)許多的 (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在內

在對(他們)同一者自己 到於(她)共同查問辯論。

徒 28:30 VEne,meinen de. dieti,an o[lhn evn ivdi,w| misqw,mati kai. avpede,ceto pa,ntaj tou.j eivsporeuome,nouj pro.j
auvto,n(
And Paul dwelt two whole years in his own hired house, and received all that came in unto him,
保羅在自己所租的房子裏，住了足足兩年。凡來見他的人，他全都接待，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內停留持守 然而也 到於(她)為期兩年 到於(她)整個全部的 在內 在對(它)私人個別的

在對(它)所租用的房屋，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全心接納領受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向內行去了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停留持守 然而也 (他)那 (他)保羅 到於(她)為期兩年 到於(她)整個全部的 在內

在對(它)私人個別的 在對(它)所租用的房屋，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全心接納領受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向內行去了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徒 28:31 khru,sswn th.n basilei,an tou/ qeou/ kai. dida,skwn ta. peri. tou/ kuri,ou VIhsou/ Cristou/ meta. pa,shj
parrhsi,aj avkwlu,twjÅ
Preaching the kingdom of God, and teaching those things which concern the Lord Jesus Christ, with all
confidence, no man forbidding him.
放膽傳講神國的道，將主耶穌基督的事教導人，並沒有人禁止。

(他)現正持續傳達宣講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他)現正持續教導了的

到於(它們)那些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她)放膽公開直言 乃不阻攔禁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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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書 // Romans

羅 1:1 Pau/loj dou/loj Cristou/ VIhsou/( klhto.j avpo,stoloj avfwrisme,noj eivj euvagge,lion qeou/(
Paul, a servant of Jesus Christ, called to be an apostle, separated unto the gospel of God,
耶穌基督的僕人保羅，奉召為使徒，特派傳神的福音；

(他)保羅 (他)奴僕 從屬(他)基督 從屬(他)耶穌， (他)乃召請的 (他)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他)現在已經被界定分開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它)福音佳訊 從屬(他)神，
[經文變異RT][經文變異WH]

(他)保羅 (他)奴僕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他)乃召請的 (他)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他)現在已經被界定分開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它)福音佳訊 從屬(他)神，

羅 1:2 o] proephggei,lato dia. tw/n profhtw/n auvtou/ evn grafai/j àgi,aij
(Which he had promised afore by his prophets in the holy scriptures,)
這福音是神從前藉眾先知，在聖經上所應許的，

到於(它)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預先應承許諾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從屬(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們)經文 在對(她們)聖的，

羅 1:3 peri. tou/ uiòu/ auvtou/ tou/ genome,nou evk spe,rmatoj Daui.d kata. sa,rka(
Concerning his Son Jesus Christ our Lord, which was made of the seed of David according to the flesh;
論到他兒子我主耶穌基督；按肉體說，是從大衛後裔生的，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那 從屬(他)兒子 從屬(他)同一者 從屬(他)那 從屬(他)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它)種裔 從屬(他)大衛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肉體，

羅 1:4 tou/ òrisqe,ntoj uiòu/ qeou/ evn duna,mei kata. pneu/ma ag̀iwsu,nhj evx avnasta,sewj nekrw/n( VIhsou/ Cristou/
tou/ kuri,ou hm̀w/n(
And declared to be the Son of God with power, according to the spirit of holiness, by the resurrection from the
dead:
按聖善的靈說，因從死裏復活，以大能顯明是神的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那時(也是)被界定了的 從屬(他)兒子 從屬(他)神 在內 在對(她)能力權能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靈/風 從屬(她)全然為聖 向外出來 從屬(她)再站立起來 從屬(他們)死掉的，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我們；

羅 1:5 diV ou- evla,bomen ca,rin kai. avpostolh.n eivj up̀akoh.n pi,stewj evn pa/sin toi/j e;qnesin ùpe.r tou/ ovno,matoj
auvtou/(
By whom we have received grace and apostleship, for obedience to the faith among all nations, for his name:
我們從他受了恩惠，並使徒的職分，在萬國之中叫人為他的名信服真道；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這個 我們那時(也是)拿取 到於(她)恩典惠意 並且 到於(她)使徒職分 向內進入

到於(她)聽從順服 從屬(她)信 在內 在對(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種族邦國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它)那 從屬(它)名字 從屬(他)同一者；

羅 1:6 evn oi-j evste kai. ùmei/j klhtoi. VIhsou/ Cristou/(
Among whom are ye also the called of Jesus Christ:
其中也有你們這蒙召屬耶穌基督的人。

在內 在對(它們)這些個 你們現在持續是 並且 你們 (他們)乃召請的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羅 1:7 pa/sin toi/j ou=sin evn ~Rw,mh| avgaphtoi/j qeou/( klhtoi/j àgi,oij( ca,rij ùmi/n kai. eivrh,nh avpo. qeou/ patro.j
hm̀w/n kai. kuri,ou VIhsou/ Cristou/Å
To all that be in Rome, beloved of God, called to be saints: Grace to you and peace from God our Father, and
the Lord Jesus Christ.
我寫信給你們在羅馬為神所愛，奉召作聖徒的眾人。願恩惠平安，從我們的父神，並主耶穌基督，歸與你們。

在對(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是了的 在內 在對(她)羅馬， 在對(他們)蒙愛的

從屬(他)神， 在對(他們)乃召請的 在對(他們)聖的： (她)恩典惠意 在對你們 並且 (她)和平安寧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神 從屬(他)父親 從屬我們 並且 從屬(他)主人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羅 1:8 Prw/ton me.n euvcaristw/ tw/| qew/| mou dia. VIhsou/ Cristou/ peri. pa,ntwn ùmw/n o[ti h` pi,stij ùmw/n
katagge,lletai evn o[lw| tw/| ko,smw|Å
First, I thank my God through Jesus Christ for you all, that your faith is spoken of throughout the whole world.
第一，我靠著耶穌基督，為你們眾人感謝我的神；因你們的信德傳遍了天下。

首先地 的確 我現在持續感謝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從屬我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你們， 是這樣 (她)那 (她)信 從屬你們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發佈傳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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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內 在對(他)整個全部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美容妝束/世界。

羅 1:9 ma,rtuj ga,r mou, evstin ò qeo,j( w-| latreu,w evn tw/| pneu,mati, mou evn tw/| euvaggeli,w| tou/ uiòu/ auvtou/( ẁj
avdialei,ptwj mnei,an ùmw/n poiou/mai
For God is my witness, whom I serve with my spirit in the gospel of his Son, that without ceasing I make mention
of you always in my prayers;
我在他兒子福音上，用心靈所事奉的神，可以見證我怎樣不住的提到你們，

(他)見證人 因為 從屬我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神， 在對(他)這個 我現在持續行事奉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靈/風 從屬我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福音佳訊 從屬(他)那 從屬(他)兒子 從屬(他)同一者， 正如地

乃不中止間斷地 到於(她)憶想思念 從屬你們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行出作成，
[不同標點]

(他)見證人 因為 從屬我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神， 在對(他)這個 我現在持續行事奉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靈/風 從屬我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福音佳訊 從屬(他)那 從屬(他)兒子 從屬(他)同一者， 正如地

乃不中止間斷地 到於(她)憶想思念 從屬你們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行出作成

羅 1:10 pa,ntote evpi. tw/n proseucw/n mou deo,menoj ei; pwj h;dh pote. euvodwqh,somai evn tw/| qelh,mati tou/ qeou/
evlqei/n pro.j um̀a/jÅ
Making request, if by any means now at length I might have a prosperous journey by the will of God to come
unto you.
在禱告之間，常常懇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終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們那裏去。

總是地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求告祈禱 從屬我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自卑乞求了的， 若是

某個方式地 甚而已然如此地 在那個時候 我將要(持續)被促使道途順利興盛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所定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那時(也是)要去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不同標點]

總是地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求告祈禱 從屬我，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自卑乞求了的， 若是

某個方式地 甚而已然如此地 在那個時候 我將要(持續)被促使道途順利興盛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所定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那時(也是)要去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羅 1:11 evpipoqw/ ga.r ivdei/n um̀a/j( i[na ti metadw/ ca,risma um̀i/n pneumatiko.n eivj to. sthricqh/nai ùma/j(
For I long to see you, that I may impart unto you some spiritual gift, to the end ye may be established;
因為我切切的想見你們，要把些屬靈的恩賜分給你們，使你們可以堅固；

我現在持續在上面渴望想念 因為 那時(也是)要去看見察覺 到於你們， 為要 到於(它)任何什麼

我那時(也是)應該交出分享 到於(它)恩賜 在對你們 到於(它)屬靈的，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被堅定加固

到於你們；

羅 1:12 tou/to de, evstin sumparaklhqh/nai evn ùmi/n dia. th/j evn avllh,loij pi,stewj ùmw/n te kai. evmou/Å
That is, that I may be comforted together with you by the mutual faith both of you and me.
這樣我在你們中間，因你與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

(它)那同一者 然而也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那時(也是)要去被共同勸勉請求 在內 在對你們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在內 在對(他們)彼此 從屬(她)信 從屬你們 並/又 並且 從屬"我"。

羅 1:13 ouv qe,lw de. ùma/j avgnoei/n( avdelfoi,( o[ti polla,kij proeqe,mhn evlqei/n pro.j ùma/j( kai. evkwlu,qhn a;cri tou/
deu/ro( i[na tina. karpo.n scw/ kai. evn um̀i/n kaqw.j kai. evn toi/j loipoi/j e;qnesinÅ
Now I would not have you ignorant, brethren, that oftentimes I purposed to come unto you, (but was let hitherto,)
that I might have some fruit among you also, even as among other Gentiles.
弟兄們，我不願意你們不知道，我屢次定意往你們那裏去，要在你們中間得些果子，如同在其餘的外邦人中一樣

；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定意 然而也 到於你們 現要去持續不領悟認知， 阿,(他們)弟兄， 是這樣 經常地

我那時(也是)讓自己置放擺設在前面 那時(也是)要去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並且

我那時(也是)被阻攔禁止 直至達到 從屬(他)那 到這裏地， 為要 到於(他)任何什麼 到於(他)果實

我那時(也是)應該持有 並且 在內 在對你們， 按照正如地 並且 在內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其餘的

在對(它們)種族邦國。
[經文變異RT]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定意 然而也 到於你們 現要去持續不領悟認知， 阿,(他們)弟兄， 是這樣 經常地

我那時(也是)讓自己置放擺設在前面 那時(也是)要去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並且

我那時(也是)被阻攔禁止 直至達到 從屬(他)那 到這裏地， 為要 到於(他)果實 到於(他)任何什麼

我那時(也是)應該持有 並且 在內 在對你們， 按照正如地 並且 在內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其餘的

在對(它們)種族邦國。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  簡易閲讀版  959

959

羅 1:14 {Ellhsi,n te kai. barba,roij( sofoi/j te kai. avnoh,toij ovfeile,thj eivmi,(
I am debtor both to the Greeks, and to the Barbarians; both to the wise, and to the unwise.
無論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聰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們的債。

在對(他們)希利尼人 並/又 並且 在對(他們)外語異族的， 在對(他們)明智通達的 並/又 並且

在對(他們)乃不領悟認知的， (他)積欠負債者 我現在持續是；

羅 1:15 ou[twj to. katV evme. pro,qumon kai. ùmi/n toi/j evn ~Rw,mh| euvaggeli,sasqaiÅ
So, as much as in me is, I am ready to preach the gospel to you that are at Rome also.
所以情願盡我的力量，將福音也傳給你們在羅馬的人。

那同一樣式地 (它)那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我" (它)欣然甘願的 並且 在對你們 在對(他們)那些 在內 在對(她)羅馬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傳福音佳訊。

羅 1:16 Ouv ga.r evpaiscu,nomai to. euvagge,lion( du,namij ga.r qeou/ evstin eivj swthri,an panti. tw/| pisteu,onti(
VIoudai,w| te prw/ton kai. {EllhniÅ
For I am not ashamed of the gospel of Christ: for it is the power of God unto salvation to every one that
believeth; to the Jew first, and also to the Greek.
我不以福音為恥；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猶太人，後是希利尼人。

不是/不 因為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在上面挑起羞辱感 到於(它)那 到於(它)福音佳訊； (她)能力權能 因為 從屬(他)神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向內進入 到於(她)拯救 在對(他)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在對(他)猶太人的 並/又 首先地， 並且 在對(他)希利尼人；
[經文變異RT]

不是/不 因為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在上面挑起羞辱感 到於(它)那 到於(它)福音佳訊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她)能力權能 因為 從屬(他)神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向內進入 到於(她)拯救 在對(他)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在對(他)猶太人的 並/又 首先地， 並且 在對(他)希利尼人；

羅 1:17 dikaiosu,nh ga.r qeou/ evn auvtw/| avpokalu,ptetai evk pi,stewj eivj pi,stin( kaqw.j ge,graptai( ~O de. di,kaioj
evk pi,stewj zh,setaiÅ
For therein is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revealed from faith to faith: as it is written, The just shall live by faith.
因為神的義，正在這福音上顯明出來；這義是本於信，以致於信；如經上所記：『義人必因信得生。』

(她)至義 因為 從屬(他)神 在內 在對(它)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啟示揭露 向外出來 從屬(她)信 向內進入

到於(她)信；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他)那 然而也 (他)具公平正義的 向外出來 從屬(她)信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活。

羅 1:18 VApokalu,ptetai ga.r ovrgh. qeou/ avpV ouvranou/ evpi. pa/san avse,beian kai. avdiki,an avnqrw,pwn tw/n th.n
avlh,qeian evn avdiki,a| kateco,ntwn(
For the wrath of God is revealed from heaven against all ungodliness and unrighteousness of men, who hold the
truth in unrighteousness;
原來神的忿怒，從天上顯明在一切不虔不義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義阻擋真理的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啟示揭露 因為 (她)激動忿怒 從屬(他)神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天空/天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不敬愛尊崇 並且 到於(她)不義 從屬(他們)人 從屬(他們)那些 到於(她)那

到於(她)真情實理 在內 在對(她)不義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持住了的；

羅 1:19 dio,ti to. gnwsto.n tou/ qeou/ fanero,n evstin evn auvtoi/j\ ò qeo.j ga.r auvtoi/j evfane,rwsenÅ
Because that which may be known of God is manifest in them; for God hath shewed it unto them.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顯明在人心裏；因為神已經給他們顯明。

為是這樣之緣故 (它)那 (它)乃認識知道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它)促為照亮顯明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內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神 因為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促使成促為照亮顯明。
[經文變異RT]

為是這樣之緣故 (它)那 (它)乃認識知道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它)促為照亮顯明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內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因為 (他)神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促使成促為照亮顯明。

羅 1:20 ta. ga.r avo,rata auvtou/ avpo. kti,sewj ko,smou toi/j poih,masin noou,mena kaqora/tai( h[ te avi<dioj auvtou/
du,namij kai. qeio,thj( eivj to. ei=nai auvtou.j avnapologh,touj(
For the invisible things of him from the creation of the world are clearly seen, being understood by the things
that are made, even his eternal power and Godhead; so that they are without excuse:
自從造天地以來，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雖是眼不能見，但藉著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叫人無可推諉

；

(它們)那些 因為 (它們)不能看見清楚的 從屬(他)同一者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創造建立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所行出作成 (它們)現正持續被領悟認知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向下看見清楚， (她)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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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又 (她)具長期持久的 從屬(他)同一者 (她)能力權能 並且 (她)神屬性，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現要去持續是

到於(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們)無可推諉的；

羅 1:21 dio,ti gno,ntej to.n qeo.n ouvc ẁj qeo.n evdo,xasan h' huvcari,sthsan( avllV evmataiw,qhsan evn toi/j
dialogismoi/j auvtw/n kai. evskoti,sqh h` avsu,netoj auvtw/n kardi,aÅ
Because that, when they knew God, they glorified him not as God, neither were thankful; but became vain in
their imaginations, and their foolish heart was darkened.
因為他們雖然知道神，卻不當作神榮耀他，也不感謝他；他們的思念變為虛妄，無知的心就昏暗了；

為是這樣之緣故 (他們)那時(也是)認識知道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不是/不 正如地 到於(他)神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歸榮耀 甚或/或而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感謝； 但乃是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促使成虛妄無益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思量議論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蔽以黑暗 (她)那

(她)不能貫通理解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她)內心。

羅 1:22 fa,skontej ei=nai sofoi. evmwra,nqhsan
Professing themselves to be wise, they became fools,
自稱為聰明，反成了愚拙，

(他們)現正持續堅稱斷言了的 現要去持續是 (他們)明智通達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促為魯鈍愚拙；

羅 1:23 kai. h;llaxan th.n do,xan tou/ avfqa,rtou qeou/ evn òmoiw,mati eivko,noj fqartou/ avnqrw,pou kai. peteinw/n kai.
tetrapo,dwn kai. er̀petw/nÅ
And changed the glory of the uncorruptible God into an image made like to corruptible man, and to birds, and
fourfooted beasts, and creeping things.
將不能朽壞之神的榮耀，變為偶像，彷彿必朽壞的人，和飛禽走獸昆蟲的樣式。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改換 到於(她)那 到於(她)榮耀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不會腐朽敗壞的 從屬(他)神 在內

在對(它)形式類同 從屬(她)表像 從屬(他)會腐朽敗壞的 從屬(他)人 並且 從屬(它們)飛鳥 並且 從屬(它們)四足走獸的

並且 從屬(它們)爬行動物。

羅 1:24 Dio. pare,dwken auvtou.j ò qeo.j evn tai/j evpiqumi,aij tw/n kardiw/n auvtw/n eivj avkaqarsi,an tou/ avtima,zesqai
ta. sw,mata auvtw/n evn auvtoi/j\
Wherefore God also gave them up to uncleanness through the lusts of their own hearts, to dishonour their own
bodies between themselves:
所以神任憑他們，逞著心裏的情慾行污穢的事，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體。

為這個緣故 他/她/它那時(也是)交付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神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渴想慕戀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內心 從屬(他們)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污穢不潔， 從屬(它)那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凌辱羞賤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身體 從屬(他們)同一者 在內 在對(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為這個緣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交付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神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渴想慕戀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內心 從屬(他們)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污穢不潔， 從屬(它)那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凌辱羞賤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身體 從屬(他們)同一者 在內 在對(他們)同一者自己；

羅 1:25 oi[tinej meth,llaxan th.n avlh,qeian tou/ qeou/ evn tw/| yeu,dei kai. evseba,sqhsan kai. evla,treusan th/| kti,sei
para. to.n kti,santa( o[j evstin euvloghto.j eivj tou.j aivw/naj( avmh,nÅ
Who changed the truth of God into a lie, and worshipped and served the creature more than the Creator, who is
blessed for ever. Amen.
他們將神的真實變為虛謊，去敬拜事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稱頌的，直到永遠。阿們。

(他們)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轉變改換 到於(她)那 到於(她)真情實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虛假欺謊，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崇敬註1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行事奉 在對(她)那

在對(她)創造建立 <在旁邊>到旁邊 到於(他)那 到於(他)那時(也是)創造建立了的， (他)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可祝福稱讚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世紀時代。 阿們。

註1：“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崇敬”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崇敬”。

羅 1:26 dia. tou/to pare,dwken auvtou.j ò qeo.j eivj pa,qh avtimi,aj( ai[ te ga.r qh,leiai auvtw/n meth,llaxan th.n
fusikh.n crh/sin eivj th.n para. fu,sin(
For this cause God gave them up unto vile affections: for even their women did change the natural use into that
which is against nature:
因此神任憑他們放縱可羞恥的情慾；他們的女人，把順性的用處，變為逆性的用處；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交付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神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苦楚激情 從屬(她)低賤羞愧； (她們)那些 並/又 因為 (她們)女性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轉變改換 到於(她)那 到於(她)屬天然本性的 到於(她)用處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在旁邊>到旁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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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於(她)天然本性，

羅 1:27 òmoi,wj te kai. oi` a;rsenej avfe,ntej th.n fusikh.n crh/sin th/j qhlei,aj evxekau,qhsan evn th/| ovre,xei auvtw/n
eivj avllh,louj( a;rsenej evn a;rsesin th.n avschmosu,nhn katergazo,menoi kai. th.n avntimisqi,an h]n e;dei th/j pla,nhj
auvtw/n evn eàutoi/j avpolamba,nontejÅ
And likewise also the men, leaving the natural use of the woman, burned in their lust one toward another; men
with men working that which is unseemly, and receiving in themselves that recompence of their error which was
meet.
男人也是如此，棄了女人順性的用處，慾火攻心，彼此貪戀，男和男行可羞恥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這妄為當得

的報應。

具同樣相同地 並/又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男性的 (他們)那時(也是)任憑釋放離開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屬天然本性的 到於(她)用處 從屬(她)那 從屬(她)女性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向外點燃焚燒出來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亟欲切望 從屬(他們)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彼此； (他們)男性的 在內 在對(他們)男性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全然不端雅體面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作工作完成了的，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回報酬勞

到於(她)這個 他/她/它當時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從屬(她)那 從屬(她)迷途錯謬 從屬(他們)同一者 在內

在對(他們)同一者自己 (他們)現正持續從那裏拿取了的。

羅 1:28 kai. kaqw.j ouvk evdoki,masan to.n qeo.n e;cein evn evpignw,sei( pare,dwken auvtou.j ò qeo.j eivj avdo,kimon nou/n(
poiei/n ta. mh. kaqh,konta(
And even as they did not like to retain God in their knowledge, God gave them over to a reprobate mind, to do
those things which are not convenient;
他們既然故意不認識神，神就任憑他們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

並且 按照正如地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查驗證實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現要去持續持有 在內

在對(她)清楚認識知道， 他/她/它那時(也是)交付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神 向內進入 到於(他)驗明不實的

到於(他)悟念知性 現要去持續行出作成 到於(它們)那些 不會/不要 到於(它們)現正持續向下達至適合了的，

羅 1:29 peplhrwme,nouj pa,sh| avdiki,a| ponhri,a| pleonexi,a| kaki,a|( mestou.j fqo,nou fo,nou e;ridoj do,lou kakohqei,aj(
yiqurista,j
Being filled with all unrighteousness, fornication, wickedness, covetousness, maliciousness; full of envy, murder,
debate, deceit, malignity; whisperers,
裝滿了各樣不義，邪惡，貪婪，惡毒；〔或作陰毒〕滿心是嫉妒，兇殺，爭競，詭詐，毒恨；

到於(他們)現在已經被促使成充滿添足了的 在對(她)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她)不義， 在對(她)惡性， 在對(她)貪心，

在對(她)惡劣不好； 到於(他們)裝滿的 從屬(他)惡意嫉妒， 從屬(他)謀害凶殺， 從屬(她)爭執競爭，

從屬(他)餌誘詭詐， 從屬(她)惡劣不好的慣常習性； 到於(他們)私語讒言者，
[經文變異RT]

到於(他們)現在已經被促使成充滿添足了的 在對(她)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她)不義， 在對(她)通奸淫行， 在對(她)惡性，

在對(她)貪心， 在對(她)惡劣不好； 到於(他們)裝滿的 從屬(他)惡意嫉妒， 從屬(他)謀害凶殺， 從屬(她)爭執競爭，

從屬(他)餌誘詭詐， 從屬(她)惡劣不好的慣常習性； 到於(他們)私語讒言者，

羅 1:30 katala,louj qeostugei/j ùbrista.j ùperhfa,nouj avlazo,naj( evfeureta.j kakw/n( goneu/sin avpeiqei/j(
Backbiters, haters of God, despiteful, proud, boasters, inventors of evil things, disobedient to parents,
又是讒毀的，背後說人的，怨恨神的，〔或作被神所憎惡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誇的，捏造惡事的，違背父

母的，

到於(他們)誹謗誣蔑的， 到於(他們)憎恨厭惡神的， 到於(他們)淩辱者， 到於(他們)驕傲誇顯的，

到於(他們)虛浮誇傲之人， 到於(他們)發明者 從屬(它們)卑劣不好的， 在對(他們)父母 到於(他們)頑固不信的，

羅 1:31 avsune,touj avsunqe,touj avsto,rgouj avneleh,monaj\
Without understanding, covenantbreakers, without natural affection, implacable, unmerciful:
無知的，背約的，無親情的，不憐憫人的；

到於(他們)不能貫通理解的， 到於(他們)為不守約定決議的， 到於(他們)沒有珍愛親情的，

到於(他們)不發憐憫慈悲的；
[經文變異RT]

到於(他們)不能貫通理解的， 到於(他們)為不守約定決議的， 到於(他們)沒有珍愛親情的，

到於(他們)沒有停戰和約的， 到於(他們)不發憐憫慈悲的；

羅 1:32 oi[tinej to. dikai,wma tou/ qeou/ evpigno,ntej o[ti oi` ta. toiau/ta pra,ssontej a;xioi qana,tou eivsi,n( ouv mo,non
auvta. poiou/sin avlla. kai. suneudokou/sin toi/j pra,ssousinÅ
Who knowing the judgment of God, that they which commit such things are worthy of death, not only do the
same, but have pleasure in them that d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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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雖知道神判定，行這樣事的人是當死的，然而他們不但自己去行，還喜歡別人去行。

(他們)這個任何什麼 到於(它)那 到於(它)義行義禮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們)那時(也是)清楚認識知道了的，

是這樣 (他們)那些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那種樣 (他們)現正持續實施行使了的 (他們)相配值得的 從屬(他)死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不是/不 僅有單獨地 到於(它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但乃是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共同歡愉認可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實施行使了的。

羅 2:1 Dio. avnapolo,ghtoj ei=( w= a;nqrwpe pa/j ò kri,nwn\ evn w-| ga.r kri,neij to.n e[teron( seauto.n katakri,neij( ta.
ga.r auvta. pra,sseij ò kri,nwnÅ
Therefore thou art inexcusable, O man, whosoever thou art that judgest: for wherein thou judgest another, thou
condemnest thyself; for thou that judgest doest the same things.
你這論斷人的，無論你是誰，也無可推諉，你在甚麼事上論斷人，就在甚麼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這論斷人的，

自己所行卻和別人一樣。

為這個緣故 (他)無可推諉的 你現在持續是， 哦呀 阿,(他)人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他)現正持續區別審斷了的；

在內 在對(它)這個 因為 你現在持續區別審斷 到於(他)那 到於(他)相異不同的， 到於(他)你自己

你現在持續斷定有罪； 到於(它們)那些 因為 到於(它們)同一者 你現在持續實施行使 (他)那

(他)現正持續區別審斷了的。

羅 2:2 oi;damen de. o[ti to. kri,ma tou/ qeou/ evstin kata. avlh,qeian evpi. tou.j ta. toiau/ta pra,ssontajÅ
But we are sure that the judgment of God is according to truth against them which commit such things.
我們知道這樣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審判他。

我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然而也 是這樣 (它)那 (它)審案判決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真情實理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那種樣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實施行使了的。

羅 2:3 logi,zh| de. tou/to( w= a;nqrwpe ò kri,nwn tou.j ta. toiau/ta pra,ssontaj kai. poiw/n auvta,( o[ti su. evkfeu,xh| to.
kri,ma tou/ qeou/È
And thinkest thou this, O man, that judgest them which do such things, and doest the same, that thou shalt
escape the judgment of God?
你這人哪，你論斷行這樣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卻和別人一樣，你以為能逃脫神的審判麼。

你現在持續讓自己/被估算 然而也 到於(它)那同一者， 哦呀 阿,(他)人 (他)那 (他)現正持續區別審斷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那種樣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實施行使了的 並且 (他)現正持續行出作成了的

到於(它們)同一者， 是這樣 你 你將要(持續)讓自己向外逃離走避出來 到於(它)那 到於(它)審案判決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羅 2:4 h' tou/ plou,tou th/j crhsto,thtoj auvtou/ kai. th/j avnoch/j kai. th/j makroqumi,aj katafronei/j( avgnow/n o[ti to.
crhsto.n tou/ qeou/ eivj meta,noia,n se a;geiÈ
Or despisest thou the riches of his goodness and forbearance and longsuffering; not knowing that the goodness
of God leadeth thee to repentance?
還是你藐視他豐富的恩慈，寬容，忍耐，不曉得他的恩慈是領你悔改呢；

甚或/或而 從屬(他)那 從屬(他)豐滿富足 從屬(她)那 從屬(她)恩慈合宜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從屬(她)那

從屬(她)自制容忍 並且 從屬(她)那 從屬(她)恆忍耐性 你現在持續輕忽蔑視， (他)現正持續不領悟認知了的 是這樣

(它)那 (它)合宜恩慈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向內進入 到於(她)轉悟悔改 到於你 他/她/它現在持續帶領？

羅 2:5 kata. de. th.n sklhro,thta, sou kai. avmetano,hton kardi,an qhsauri,zeij seautw/| ovrgh.n evn h̀me,ra| ovrgh/j kai.
avpokalu,yewj dikaiokrisi,aj tou/ qeou/
But after thy hardness and impenitent heart treasurest up unto thyself wrath against the day of wrath and
revelation of the righteous judgment of God;
你竟任著你剛硬不悔改的心，為自己積蓄忿怒，以致神震怒，顯他公義審判的日子來到。

<向下>向下按照 然而也 到於(她)那 到於(她)堅硬倔強 從屬你 並且 到於(她)乃不轉念悔悟的 到於(她)內心

你現在持續儲蓄積存 在對(他)你自己 到於(她)激動忿怒 在內 在對(她)日子/白日 從屬(她)激動忿怒 並且

從屬(她)啟示揭露 從屬(她)公義的審判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羅 2:6 o]j avpodw,sei ek̀a,stw| kata. ta. e;rga auvtou/\
Who will render to every man according to his deeds:
他必照各人的行為報應各人；

(他)這個 他/她/它將要(持續)從那裏給與 在對(他)各個的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工作

從屬(他)同一者；

羅 2:7 toi/j me.n kaqV ùpomonh.n e;rgou avgaqou/ do,xan kai. timh.n kai. avfqarsi,an zhtou/sin zwh.n aivw,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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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hem who by patient continuance in well doing seek for glory and honour and immortality, eternal life:
凡恆心行善，尋求榮耀尊貴，和不能朽壞之福的，就以永生報應他們；

在對(他們)那些 的確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堅忍持守 從屬(它)工作 從屬(它)良善的 到於(她)榮耀 並且

到於(她)珍貴價值 並且 到於(她)不會朽敗朽壞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探索尋求了的， 到於(她)生命

到於(她)時世恆久的；

羅 2:8 toi/j de. evx evriqei,aj kai. avpeiqou/si th/| avlhqei,a| peiqome,noij de. th/| avdiki,a| ovrgh. kai. qumo,jÅ
But unto them that are contentious, and do not obey the truth, but obey unrighteousness, indignation and wrath,
惟有結黨不順從真理，反順從不義的，就以忿怒惱恨報應他們；

在對(他們)那些 然而也 向外出來 從屬(她)分門結黨 並且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成頑固不信了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真情實理，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被勸信說服了的
註1 然而也 在對(她)那 在對(她)不義， (她)激動忿怒 並且

(他)熾熱憤恨；

註1：“在對(他們)現正持續被勸信說服了的”文法上亦可以為“在對(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勸信說服了的”。

[經文變異RT]

在對(他們)那些 然而也 向外出來 從屬(她)分門結黨 並且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成頑固不信了的 的確 在對(她)那

在對(她)真情實理，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被勸信說服了的 然而也 在對(她)那 在對(她)不義， (他)熾熱憤恨 並且

(她)激動忿怒；

羅 2:9 qli/yij kai. stenocwri,a evpi. pa/san yuch.n avnqrw,pou tou/ katergazome,nou to. kako,n( VIoudai,ou te prw/ton
kai. {Ellhnoj\
Tribulation and anguish, upon every soul of man that doeth evil, of the Jew first, and also of the Gentile;
將患難，困苦，加給一切作惡的人，先是猶太人，後是希利尼人；

(她)壓迫患難 並且 (她)狹隘困苦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生魂意念 從屬(他)人 從屬(他)那

從屬(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作工作完成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卑劣不好的； 從屬(他)猶太人的 並/又 首先地， 並且

從屬(他)希利尼人；

羅 2:10 do,xa de. kai. timh. kai. eivrh,nh panti. tw/| evrgazome,nw| to. avgaqo,n( VIoudai,w| te prw/ton kai. {Ellhni\
But glory, honour, and peace, to every man that worketh good, to the Jew first, and also to the Gentile:
卻將榮耀，尊貴，平安，加給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猶太人，後是希利尼人；

(她)榮耀 然而也 並且 (她)珍貴價值 並且 (她)和平安寧 在對(他)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作工作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良善的； 在對(他)猶太人的 並/又 首先地， 並且

在對(他)希利尼人；

羅 2:11 ouv ga,r evstin proswpolhmyi,a para. tw/| qew/|Å
For there is no respect of persons with God.
因為神不偏待人。

不是/不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為以貌偏待人 <在旁邊>在旁邊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羅 2:12 o[soi ga.r avno,mwj h[marton( avno,mwj kai. avpolou/ntai( kai. o[soi evn no,mw| h[marton( dia. no,mou
kriqh,sontai\
For as many as have sinned without law shall also perish without law: and as many as have sinned in the law
shall be judged by the law;
凡沒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滅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審判，

(他們)這每一切 因為 沒有律法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犯罪， 沒有律法地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毀掉除滅； 並且 (他們)這每一切 在內 在對(他)律法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犯罪，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律法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被區別審斷；

羅 2:13 ouv ga.r oì avkroatai. no,mou di,kaioi para. Îtw/|Ð qew/|( avllV oì poihtai. no,mou dikaiwqh,sontaiÅ
(For not the hearers of the law are just before God, but the doers of the law shall be justified.
（原來在神面前，不是聽律法的為義，乃是行律法的稱義；

不是/不 因為 (他們)那些 (他們)行聲聞耳聽者 從屬(他)律法 (他們)具公平正義的 <在旁邊>在旁邊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但乃是 (他們)那些 (他們)行出作成者 從屬(他)律法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被稱為公義。
[經文變異RT]

不是/不 因為 (他們)那些 (他們)行聲聞耳聽者 從屬(他)那 從屬(他)律法 (他們)具公平正義的 <在旁邊>在旁邊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但乃是 (他們)那些 (他們)行出作成者 從屬(他)那 從屬(他)律法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被稱為公義。

羅 2:14 o[tan ga.r e;qnh ta. mh. no,mon e;conta fu,sei ta. tou/ no,mou poiw/sin( ou-toi no,mon mh. e;contej eàutoi/j
eivsin no,moj\
For when the Gentiles, which have not the law, do by nature the things contained in the law, these, having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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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aw, are a law unto themselves:
沒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順著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們雖然沒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

但凡當這時 因為 (它們)種族邦國 (它們)那些 不會/不要 到於(他)律法 (它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在對(她)天然本性

到於(它們)那些 從屬(他)那 從屬(他)律法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行出作成， (他們)那同一者 到於(他)律法 不會/不要

(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在對(他們)同一者自己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律法；
[經文變異RT]

但凡當這時 因為 (它們)種族邦國 (它們)那些 不會/不要 到於(他)律法 (它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在對(她)天然本性

到於(它們)那些 從屬(他)那 從屬(他)律法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行出作成， (他們)那同一者 到於(他)律法 不會/不要

(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在對(他們)同一者自己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律法；

羅 2:15 oi[tinej evndei,knuntai to. e;rgon tou/ no,mou grapto.n evn tai/j kardi,aij auvtw/n( summarturou,shj auvtw/n th/j
suneidh,sewj kai. metaxu. avllh,lwn tw/n logismw/n kathgorou,ntwn h' kai. avpologoume,nwn(
Which shew the work of the law written in their hearts, their conscience also bearing witness, and their thoughts
the mean while accusing or else excusing one another;)
這是顯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們心裏，他們是非之心同作見證，並且他們的思念互相較量，或以為是，或以為非）

(他們)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在內顯示展現 到於(它)那 到於(它)工作 從屬(他)那 從屬(他)律法

到於(它)乃刻寫記載的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內心 從屬(他們)同一者， 從屬(她)現正持續共同作見證人了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從屬(她)那 從屬(她)自覺良心， 並且 共同轉接之間地 從屬(他們)彼此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估算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行控告了的 甚或/或而 並且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以道理申辯分訴了的，

羅 2:16 evn h̀me,ra| o[te kri,nei ò qeo.j ta. krupta. tw/n avnqrw,pwn kata. to. euvagge,lio,n mou dia. Cristou/ VIhsou/Å
In the day when God shall judge the secrets of men by Jesus Christ according to my gospel.
就在神藉耶穌基督審判人隱秘事的日子，照著我的福音所言。

在內 在對(她)日子/白日 當這時地 他/她/它將要(持續)區別審斷註1
(他)那 (他)神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乃隱藏遮掩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人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那 到於(它)福音佳訊 從屬我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基督 從屬(他)耶穌。

註1：“他/她/它將要(持續)區別審斷”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現在持續區別審斷”。

[經文變異RT]

在內 在對(她)日子/白日 當這時地 他/她/它將要(持續)區別審斷註1
(他)那 (他)神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乃隱藏遮掩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人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那 到於(它)福音佳訊 從屬我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經文變異WH]

在內 在對(她)這個 在對(她)日子/白日 他/她/它將要(持續)區別審斷 (他)那 (他)神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乃隱藏遮掩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人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那 到於(它)福音佳訊 從屬我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基督 從屬(他)耶穌。

羅 2:17 Eiv de. su. VIoudai/oj evponoma,zh| kai. evpanapau,h| no,mw| kai. kauca/sai evn qew/|
Behold, thou art called a Jew, and restest in the law, and makest thy boast of God,
你稱為猶太人，又倚靠律法，且指著神誇口；

若是 然而也 你 (他)猶太人的 你現在持續被在上面題名稱呼註1， 並且 你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在上面休息恢復

在對(他)律法， 並且 你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誇耀 在內 在對(他)神，

註1：“你現在持續被在上面題名稱呼”文法上亦可以為“你現在持續讓自己在上面題名稱呼”。

[經文變異RT]

你那時(也是)就要看哪， 你 (他)猶太人的 你現在持續被在上面題名稱呼， 並且

你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在上面休息恢復 在對(他)那 在對(他)律法， 並且 你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誇耀 在內 在對(他)神，

羅 2:18 kai. ginw,skeij to. qe,lhma kai. dokima,zeij ta. diafe,ronta kathcou,menoj evk tou/ no,mou(
And knowest his will, and approvest the things that are more excellent, being instructed out of the law;
既從律法中受了教訓，就曉得神的旨意，也能分別是非，〔或作也喜愛那美好的事〕

並且 你現在持續認識知道 到於(它)那 到於(它)所定意， 並且 你現在持續查驗證實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現正持續攜負經過/獨特超群了的， (他)現正持續被以言語指示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律法，

羅 2:19 pe,poiqa,j te seauto.n òdhgo.n ei=nai tuflw/n( fw/j tw/n evn sko,tei(
And art confident that thou thyself art a guide of the blind, a light of them which are in darkness,
又深信自己是給瞎子領路的，是黑暗中人的光，

你現在已經勸信說服 並/又 到於(他)你自己 到於(他)指引道路之人 現要去持續是 從屬(他們)瞎眼的， 到於(它)光明

從屬(他們)那些 在內 在對(它)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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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 2:20 paideuth.n avfro,nwn( dida,skalon nhpi,wn( e;conta th.n mo,rfwsin th/j gnw,sewj kai. th/j avlhqei,aj evn tw/|
no,mw|\
An instructor of the foolish, a teacher of babes, which hast the form of knowledge and of the truth in the law.
是蠢笨人的師傅，是小孩子的先生，在律法上有知識和真理的模範。

到於(她)訓練管教者 從屬(他們)遲笨愚妄的， 到於(他)老師 從屬(他們)嬰孩的， 到於(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塑造成形 從屬(她)那 從屬(她)知識認識 並且 從屬(她)那 從屬(她)真情實理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律法；

羅 2:21 ò ou=n dida,skwn e[teron seauto.n ouv dida,skeijÈ ò khru,sswn mh. kle,ptein kle,pteijÈ
Thou therefore which teachest another, teachest thou not thyself? thou that preachest a man should not steal,
dost thou steal?
你既是教導別人，還不教導自己麼；你講說人不可偷竊，自己還偷竊麼；

(他)那 這樣 (他)現正持續教導了的 到於(他)相異不同的， 到於(他)你自己 不是/不 你現在持續教導？ (他)那

(他)現正持續傳達宣講了的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偷竊盜取， 你現在持續偷竊盜取？

羅 2:22 ò le,gwn mh. moiceu,ein moiceu,eijÈ ò bdelusso,menoj ta. ei;dwla ìerosulei/jÈ
Thou that sayest a man should not commit adultery, dost thou commit adultery? thou that abhorrest idols, dost
thou commit sacrilege?
你說人不可姦淫，自己還姦淫麼；你厭惡偶像，自己還偷竊廟中之物麼；

(他)那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行姦淫， 你現在持續行姦淫？ (他)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厭恨憎惡了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偶像， 你現在持續作掠取聖殿之人？

羅 2:23 o]j evn no,mw| kauca/sai( dia. th/j paraba,sewj tou/ no,mou to.n qeo.n avtima,zeij\
Thou that makest thy boast of the law, through breaking the law dishonourest thou God?
你指著律法誇口，自己倒犯律法，玷辱神麼。

(他)這個 在內 在對(他)律法 你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誇耀，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違犯 從屬(他)那

從屬(他)律法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你現在持續凌辱羞賤？
[不同標點]

(他)這個 在內 在對(他)律法 你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誇耀，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違犯 從屬(他)那

從屬(他)律法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你現在持續凌辱羞賤；

羅 2:24 to. ga.r o;noma tou/ qeou/ diV ùma/j blasfhmei/tai evn toi/j e;qnesin( kaqw.j ge,graptaiÅ
For the name of God is blasphemed among the Gentiles through you, as it is written.
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們受了褻瀆，正如經上所記的。

(它)那 因為 (它)名字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你們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謗瀆 在內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種族邦國，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羅 2:25 peritomh. me.n ga.r wvfelei/ eva.n no,mon pra,ssh|j\ eva.n de. paraba,thj no,mou h=|j( h` peritomh, sou avkrobusti,a
ge,gonenÅ
For circumcision verily profiteth, if thou keep the law: but if thou be a breaker of the law, thy circumcision is
made uncircumcision.
你若是行律法的，割禮固然於你有益；若是犯律法的，你的割禮就算不得割禮。

(她)割禮 的確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利益， 但凡若是 到於(他)律法 你現在應該持續實施行使； 但凡若是

然而也 (他)違犯者 從屬(他)律法 你現在應該持續是， (她)那 (她)割禮 從屬你 (她)未受割禮

他/她/它現在已經生發成為。

羅 2:26 eva.n ou=n h̀ avkrobusti,a ta. dikaiw,mata tou/ no,mou fula,ssh|( ouvc h` avkrobusti,a auvtou/ eivj peritomh.n
logisqh,setaiÈ
Therefore if the uncircumcision keep the righteousness of the law, shall not his uncircumcision be counted for
circumcision?
所以那未受割禮的，若遵守律法的條例，他雖然未受割禮，豈不算是有割禮麼。

但凡若是 這樣 (她)那 (她)未受割禮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義行義禮 從屬(他)那 從屬(他)律法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看管守護， 豈非呢 (她)那 (她)未受割禮 從屬(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割禮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估算？

羅 2:27 kai. krinei/ h` evk fu,sewj avkrobusti,a to.n no,mon telou/sa se. to.n dia. gra,mmatoj kai. peritomh/j
paraba,thn no,mouÅ
And shall not uncircumcision which is by nature, if it fulfil the law, judge thee, who by the letter and circumcision
dost transgress the law?
而且那本來未受割禮的，若能全守律法，豈不是要審判你這有儀文和割禮竟犯律法的人麼。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區別審斷 (她)那 向外出來 從屬(她)天然本性 (她)未受割禮 到於(他)那 到於(他)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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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現正持續完成了的 到於你 到於(他)那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所刻寫記載 並且 從屬(她)割禮 到於(他)違犯者

從屬(他)律法？
[不同標點]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區別審斷 (她)那 向外出來 從屬(她)天然本性 (她)未受割禮 到於(他)那 到於(他)律法

(她)現正持續完成了的 到於你 到於(他)那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所刻寫記載 並且 從屬(她)割禮 到於(他)違犯者

從屬(他)律法。

羅 2:28 ouv ga.r ò evn tw/| fanerw/| VIoudai/o,j evstin ouvde. h̀ evn tw/| fanerw/| evn sarki. peritomh,(
For he is not a Jew, which is one outwardly; neither is that circumcision, which is outward in the flesh:
因為外面作猶太人的，不是真猶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禮，也不是真割禮；

不是/不 因為 (他)那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促為照亮顯明的 (他)猶太人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然而也不是地

(她)那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促為照亮顯明的 在內 在對(她)肉體 (她)割禮；

羅 2:29 avllV ò evn tw/| kruptw/| VIoudai/oj( kai. peritomh. kardi,aj evn pneu,mati ouv gra,mmati( ou- ò e;painoj ouvk evx
avnqrw,pwn avllV evk tou/ qeou/Å
But he is a Jew, which is one inwardly; and circumcision is that of the heart, in the spirit, and not in the letter;
whose praise is not of men, but of God.
惟有裏面作的，纔是真猶太人；真割禮也是心裏的，在乎靈不在乎儀文；這人的稱讚，不是從人來的，乃是從神

來的。

但乃是 (他)那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乃隱藏遮掩的 (他)猶太人的； 並且 (她)割禮 從屬(她)內心 在內

在對(它)靈/風， 不是/不 在對(它)所刻寫記載； 從屬(他)這個 (他)那 (他)稱揚嘉許 不是/不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人， 但乃是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羅 3:1 Ti, ou=n to. perisso.n tou/ VIoudai,ou h' ti,j h̀ wvfe,leia th/j peritomh/jÈ
What advantage then hath the Jew? or what profit is there of circumcision?
這樣說來，猶太人有甚麼長處，割禮有甚麼益處呢；

(它)任何什麼呢 這樣 (它)那 (它)格外多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猶太人的？ 甚或/或而 (她)任何什麼呢 (她)那

(她)益處 從屬(她)那 從屬(她)割禮？

羅 3:2 polu. kata. pa,nta tro,ponÅ prw/ton me.n Îga.rÐ o[ti evpisteu,qhsan ta. lo,gia tou/ qeou/Å
Much every way: chiefly, because that unto them were committed the oracles of God.
凡事大有好處；第一是神的聖言交託他們。

(它)許多的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運轉模式。 首先地 的確 因為， 是這樣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置信信託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神諭聖言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羅 3:3 ti, ga,rÈ eiv hvpi,sthsa,n tinej( mh. h` avpisti,a auvtw/n th.n pi,stin tou/ qeou/ katargh,seiÈ
or what if some did not believe? shall their unbelief make the faith of God without effect?
即便有不信的，這有何妨呢；難道他們的不信，就廢掉神的信麼。

(它)任何什麼呢 因為， 若是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缺誠不信 (他們)任何什麼？ 豈會呢 (她)那 (她)缺誠乏信

從屬(他們)同一者 到於(她)那 到於(她)信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她/它將要(持續)使完全閒散停頓？
[不同標點]

(它)任何什麼呢 因為？ 若是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缺誠不信 (他們)任何什麼， 豈會呢 (她)那 (她)缺誠乏信

從屬(他們)同一者 到於(她)那 到於(她)信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她/它將要(持續)使完全閒散停頓？

羅 3:4 mh. ge,noito\ gine,sqw de. ò qeo.j avlhqh,j( pa/j de. a;nqrwpoj yeu,sthj( kaqw.j ge,graptai( {Opwj a'n
dikaiwqh/|j evn toi/j lo,goij sou kai. nikh,seij evn tw/| kri,nesqai, seÅ
God forbid: yea, let God be true, but every man a liar; as it is written, That thou mightest be justified in thy
sayings, and mightest overcome when thou art judged.
斷乎不能；不如說，神是真實的，人都是虛謊的；如經上所記：『你責備人的時候，顯為公義；被人議論的時候

，可以得勝。』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可以讓自己生發成為。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然而也 (他)那 (他)神

(他)誠正真實的， (他)所有每一個的 然而也 (他)人 (他)說謊作假者；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這怎樣如何地 但凡 你那時(也是)應該被稱為公義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你，

並且 你將要(持續)獲勝 在內 在對(它)那 現要去持續被區別審斷 到於你。
[經文變異RT]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可以讓自己生發成為。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然而也 (他)那 (他)神

(他)誠正真實的， (他)所有每一個的 然而也 (他)人 (他)說謊作假者；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這怎樣如何地 但凡 你那時(也是)應該被稱為公義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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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 你那時(也是)應該獲勝 在內 在對(它)那 現要去持續被區別審斷 到於你。
[經文變異WH]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可以讓自己生發成為。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然而也 (他)那 (他)神

(他)誠正真實的， (他)所有每一個的 然而也 (他)人 (他)說謊作假者； 甚至按照這些地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這怎樣如何地 但凡 你那時(也是)應該被稱為公義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你， 並且 你將要(持續)獲勝 在內 在對(它)那 現要去持續被區別審斷 到於你。

羅 3:5 eiv de. h̀ avdiki,a h̀mw/n qeou/ dikaiosu,nhn suni,sthsin( ti, evrou/menÈ mh. a;dikoj ò qeo.j ò evpife,rwn th.n
ovrgh,nÈ kata. a;nqrwpon le,gwÅ
But if our unrighteousness commend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what shall we say? Is God unrighteous who
taketh vengeance? (I speak as a man)
我且照著人的常話說，我們的不義，若顯出神的義來，我們可以怎麼說呢；神降怒，是他不義麼。

若是 然而也 (她)那 (她)不義 從屬我們 從屬(他)神 到於(她)至義 他/她/它現在持續並立/並列表明，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我們將要(持續)開聲言說？ 豈會呢 (他)不義的 (他)那 (他)神 (他)那

(他)現正持續負載攜帶在上面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激動忿怒？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人 我現在持續道說。

羅 3:6 mh. ge,noito\ evpei. pw/j krinei/ ò qeo.j to.n ko,smonÈ
God forbid: for then how shall God judge the world?
斷乎不是；若是這樣，神怎能審判世界呢。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可以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其上 怎樣如何地呢 他/她/它將要(持續)區別審斷註1 (他)那

(他)神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美容妝束/世界？

註1：“他/她/它將要(持續)區別審斷”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現在持續區別審斷[字形相同,重音不同,意義不同]”。

羅 3:7 eiv de. h̀ avlh,qeia tou/ qeou/ evn tw/| evmw/| yeu,smati evperi,sseusen eivj th.n do,xan auvtou/( ti, e;ti kavgw. wj̀
am̀artwlo.j kri,nomaiÈ
For if the truth of God hath more abounded through my lie unto his glory; why yet am I also judged as a sinner?
若神的真實，因我的虛謊，越發顯出他的榮耀，為甚麼我還受審判，好像罪人呢。

若是 然而也 (她)那 (她)真情實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我之物 在對(它)所說謊作假

他/她/它那時(也是)成格外多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榮耀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依然仍舊地

並且我 正如地 (他)犯罪的 我現在持續被區別審斷？
[經文變異RT]

若是 因為 (她)那 (她)真情實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我之物 在對(它)所說謊作假

他/她/它那時(也是)成格外多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榮耀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依然仍舊地

並且我 正如地 (他)犯罪的 我現在持續被區別審斷？

羅 3:8 kai. mh. kaqw.j blasfhmou,meqa kai. kaqw,j fasi,n tinej hm̀a/j le,gein o[ti Poih,swmen ta. kaka,( i[na e;lqh| ta.
avgaqa,È w-n to. kri,ma e;ndiko,n evstinÅ
And not rather, (as we be slanderously reported, and as some affirm that we say,) Let us do evil, that good may
come? whose damnation is just.
為甚麼不說，我們可以作惡以成善呢；這是毀謗我們的人，說我們有這話；這等人定罪，是該當的。

並且 不會/不要， 按照正如地 我們現在持續被謗瀆， 並且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宣稱傳講

(他們)任何什麼 到於我們 現要去持續道說， 是這樣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行出作成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卑劣不好的，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到來前往 (它們)那些 (它們)良善的？ 從屬(他們)這些個 (它)那

(它)審案判決 (它)合乎公平正義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不同標點][不同讀法]

並且 豈會呢註1， 按照正如地 我們現在持續被謗瀆 並且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宣稱傳講 (他們)任何什麼

到於我們 現要去持續道說， 是這樣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行出作成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卑劣不好的，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到來前往 (它們)那些 (它們)良善的？ 從屬(他們)這些個 (它)那 (它)審案判決

(它)合乎公平正義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註1：不會/不要[若為質問=豈會呢?]。

羅 3:9 Ti, ou=nÈ proeco,meqaÈ ouv pa,ntwj\ proh|tiasa,meqa ga.r VIoudai,ouj te kai. {Ellhnaj pa,ntaj ùfV àmarti,an
ei=nai(
What then? are we better than they? No, in no wise: for we have before proved both Jews and Gentiles, that
they are all under sin;
這卻怎麼樣呢；我們比他們強麼；決不是的；因我們已經證明，猶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在罪惡之下；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註1 這樣？ 我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領先在前？ 不是/不 乃全部必定地。

我們那時(也是)讓自己預先提案指控 因為 到於(他們)猶太人的 並/又 並且 到於(他們)希利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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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底下>在底下 到於(她)罪 現要去持續是；

註1：“到於(它)任何什麼呢”文法上亦可以為“(它)任何什麼呢”。

羅 3:10 kaqw.j ge,graptai o[ti Ouvk e;stin di,kaioj ouvde. ei-j(
As it is written, There is none righteous, no, not one:
就如經上所記：『沒有義人，連一個也沒有；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是這樣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具公平正義的， 然而也不是地

(他)一個；

羅 3:11 ouvk e;stin ò suni,wn( ouvk e;stin ò evkzhtw/n to.n qeo,nÅ
There is none that understandeth, there is none that seeketh after God.
沒有明白的，沒有尋求神的；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現正持續貫通理解了的，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現正持續向外探索尋求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經文變異WH]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現正持續貫通理解了的，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現正持續向外探索尋求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羅 3:12 pa,ntej evxe,klinan a[ma hvcrew,qhsan\ ouvk e;stin ò poiw/n crhsto,thta( Îouvk e;stinÐ e[wj eǹo,jÅ
They are all gone out of the way, they are together become unprofitable; there is none that doeth good, no, not
one.
都是偏離正路，一同變為無用；沒有行善的，連一個也沒有。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偏移轉離， 同時一齊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促使成無用；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現正持續行出作成了的 到於(她)恩慈合宜，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一直直到

從屬(他)一個。
[經文變異RT][經文變異WH]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偏移轉離， 同時一齊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促使成無用；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現正持續行出作成了的 到於(她)恩慈合宜，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一直直到

從屬(他)一個。

羅 3:13 ta,foj avnew|gme,noj ò la,rugx auvtw/n( tai/j glw,ssaij auvtw/n evdoliou/san( ivo.j avspi,dwn ùpo. ta. cei,lh
auvtw/n\
Their throat is an open sepulchre; with their tongues they have used deceit; the poison of asps is under their
lips:
他們的喉嚨是敞開的墳墓；他們用舌頭弄詭詐；嘴唇裏有虺蛇的毒氣；

(他)墓穴 (他)現在已經被向上開啟打開了的 (他)那 (他)喉嚨 從屬(他們)同一者；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舌頭/語言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促使為具餌誘詭詐； (他)腐蝕毒害 從屬(她們)虺蛇 <在底下>在底下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唇 從屬(他們)同一者；

羅 3:14 w-n to. sto,ma avra/j kai. pikri,aj ge,mei(
Whose mouth is full of cursing and bitterness:
滿口是咒罵苦毒；

從屬(他們)這些個 (它)那 (它)口/嘴 從屬(她)禱告咒詛 並且 從屬(她)辛辣苦毒 他/她/它現在持續鼓起滿載；

羅 3:15 ovxei/j oì po,dej auvtw/n evkce,ai ai-ma(
Their feet are swift to shed blood:
殺人流血他們的腳飛跑；

(他們)敏銳鋒利的 (他們)那些 (他們)腳 從屬(他們)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向外傾注澆流 到於(它)血；

羅 3:16 su,ntrimma kai. talaipwri,a evn tai/j òdoi/j auvtw/n(
Destruction and misery are in their ways:
所經過的路，便行殘害暴虐的事；

(它)毀壞廢墟 並且 (她)悲慘不幸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道路途徑 從屬(他們)同一者；

羅 3:17 kai. òdo.n eivrh,nhj ouvk e;gnwsanÅ
And the way of peace have they not known:
平安的路，他們未曾知道；

並且 到於(她)道路途徑 從屬(她)和平安寧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認識知道。

羅 3:18 ouvk e;stin fo,boj qeou/ avpe,nanti tw/n ovfqalmw/n auvtw/nÅ
There is no fear of God before their eyes.
他們眼中不怕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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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畏懼害怕 從屬(他)神 從那裏當面於前地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眼睛

從屬(他們)同一者。

羅 3:19 Oi;damen de. o[ti o[sa ò no,moj le,gei toi/j evn tw/| no,mw| lalei/( i[na pa/n sto,ma fragh/| kai. ùpo,dikoj ge,nhtai
pa/j ò ko,smoj tw/| qew/|\
Now we know that what things soever the law saith, it saith to them who are under the law: that every mouth
may be stopped, and all the world may become guilty before God.
我們曉得律法上的話，都是對律法以下之人說的，好塞住各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審判之下；

我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然而也 是這樣 到於(它們)這每一切 (他)那 (他)律法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那些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律法 他/她/它現在持續發言講說； 為要 (它)所有每一個的 (它)口/嘴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圍住阻隔， 並且 (他)在正義公斷之下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生發成為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他)美容妝束/世界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羅 3:20 dio,ti evx e;rgwn no,mou ouv dikaiwqh,setai pa/sa sa.rx evnw,pion auvtou/( dia. ga.r no,mou evpi,gnwsij àmarti,ajÅ
Therefore by the deeds of the law there shall no flesh be justified in his sight: for by the law is the knowledge of
sin.
所以凡有血氣的沒有一個，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稱義；因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

為是這樣之緣故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工作 從屬(他)律法 不是/不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稱為公義 (她)所有每一個的

(她)肉體 在面前地 從屬(他)同一者； <徹底經過>經由 因為 從屬(他)律法 (她)清楚認識知道 從屬(她)罪。

羅 3:21 Nuni. de. cwri.j no,mou dikaiosu,nh qeou/ pefane,rwtai marturoume,nh up̀o. tou/ no,mou kai. tw/n profhtw/n(
But now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without the law is manifested, being witnessed by the law and the prophets;
但如今神的義在律法以外已經顯明出來，有律法和先知為證；

就現在此時地 然而也 脫離開地 從屬(他)律法 (她)至義 從屬(他)神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促使成促為照亮顯明，

(她)現正持續被作見證人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那 從屬(他)律法 並且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羅 3:22 dikaiosu,nh de. qeou/ dia. pi,stewj VIhsou/ Cristou/ eivj pa,ntaj tou.j pisteu,ontajÅ ouv ga,r evstin diastolh,(
Even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which is by faith of Jesus Christ unto all and upon all them that believe: for there
is no difference:
就是神的義，因信耶穌基督，加給一切相信的人，並沒有分別；

(她)至義 然而也 從屬(他)神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信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不是/不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分別區分；
[經文變異RT]

(她)至義 然而也 從屬(他)神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信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並且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不是/不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分別區分；

羅 3:23 pa,ntej ga.r h[marton kai. ùsterou/ntai th/j do,xhj tou/ qeou/
For all have sinned, and come short of the glory of God;
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因為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犯罪，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被落後短缺 從屬(她)那 從屬(她)榮耀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羅 3:24 dikaiou,menoi dwrea.n th/| auvtou/ ca,riti dia. th/j avpolutrw,sewj th/j evn Cristw/| VIhsou/\
Being justified freely by his grace through the redemption that is in Christ Jesus:
如今卻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穌的救贖，就白白的稱義。

(他們)現正持續被稱為公義了的 白白地 在對(她)那 從屬(他)同一者 在對(她)恩典惠意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解脫得贖 從屬(她)那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在對(他)耶穌；

羅 3:25 o]n proe,qeto ò qeo.j il̀asth,rion dia. Îth/jÐ pi,stewj evn tw/| auvtou/ ai[mati eivj e;ndeixin th/j dikaiosu,nhj
auvtou/ dia. th.n pa,resin tw/n progegono,twn àmarthma,twn
Whom God hath set forth to be a propitiation through faith in his blood, to declare his righteousness for the
remission of sins that are past, through the forbearance of God;
神設立耶穌作挽回祭，是憑著耶穌的血，藉著人的信，要顯明神的義；因為他用忍耐的心，寬容人先時所犯的罪

；

到於(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置放擺設在前面 (他)那 (他)神 到於(它)具和解挽回之器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信 在內 在對(它)那 從屬(他)同一者 在對(它)血 向內進入 到於(她)在內顯示展現 從屬(她)那

從屬(她)至義 從屬(他)同一者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她)那 到於(她)任憑不管 從屬(它們)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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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屬(它們)現在已經在前面生發成為了的 從屬(它們)所犯之罪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自制容忍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經文變異WH]

到於(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置放擺設在前面 (他)那 (他)神 到於(它)具和解挽回之器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信 在內 在對(它)那 從屬(他)同一者 在對(它)血 向內進入 到於(她)在內顯示展現 從屬(她)那 從屬(她)至義

從屬(他)同一者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她)那 到於(她)任憑不管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現在已經在前面生發成為了的 從屬(它們)所犯之罪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自制容忍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羅 3:26 evn th/| avnoch/| tou/ qeou/( pro.j th.n e;ndeixin th/j dikaiosu,nhj auvtou/ evn tw/| nu/n kairw/|( eivj to. ei=nai auvto.n
di,kaion kai. dikaiou/nta to.n evk pi,stewj VIhsou/Å
To declare, I say, at this time his righteousness: that he might be just, and the justifier of him which believeth in
Jesus.
好在今時顯明他的義，使人知道他自己為義，也稱信耶穌的人為義。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在內顯示展現 從屬(她)那 從屬(她)至義 從屬(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他)那

現在此時地 在對(他)場合時節，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現要去持續是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他)具公平正義的 並且

到於(他)現正持續稱為公義了的 到於(他)那 向外出來 從屬(她)信 從屬(他)耶穌。
[經文變異RT]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在內顯示展現 從屬(她)那 從屬(她)至義 從屬(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他)那 現在此時地

在對(他)場合時節，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現要去持續是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他)具公平正義的 並且

到於(他)現正持續稱為公義了的 到於(他)那 向外出來 從屬(她)信 從屬(他)耶穌。

羅 3:27 Pou/ ou=n h` kau,chsijÈ evxeklei,sqhÅ dia. poi,ou no,mouÈ tw/n e;rgwnÈ ouvci,( avlla. dia. no,mou pi,stewjÅ
Where is boasting then? It is excluded. By what law? of works? Nay: but by the law of faith.
既是這樣，那裏能誇口呢；沒有可誇的了。用何法沒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麼；不是，乃用信主之法。

從屬某個什麼地方呢 這樣 (她)那 (她)誇耀？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關上鎖住到外面。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什麼樣呢 從屬(他)律法？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工作？ 真不是； 但乃是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律法

從屬(她)信。

羅 3:28 logizo,meqa ga.r dikaiou/sqai pi,stei a;nqrwpon cwri.j e;rgwn no,mouÅ
Therefore we conclude that a man is justified by faith without the deeds of the law.
所以〔有古卷作因為〕我們看定了，人稱義是因著信，不在乎遵行律法。

我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估算 因為 現要去持續被稱為公義 在對(她)信 到於(他)人 脫離開地 從屬(它們)工作

從屬(他)律法。
[經文變異RT]

我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估算 這樣 在對(她)信 現要去持續被稱為公義 到於(他)人 脫離開地 從屬(它們)工作

從屬(他)律法。

羅 3:29 h' VIoudai,wn ò qeo.j mo,nonÈ ouvci. kai. evqnw/nÈ nai. kai. evqnw/n(
Is he the God of the Jews only? is he not also of the Gentiles? Yes, of the Gentiles also:
難道神只作猶太人的神麼；不也是作外邦人的神麼；是的，也作外邦人的神。

甚或/或而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他)那 (他)神 僅有單獨地？ 豈不是呢 並且 從屬(它們)種族邦國？ 誠然為是；

並且 從屬(它們)種族邦國，
[經文變異RT]

甚或/或而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他)那 (他)神 僅有單獨地？ 豈不是呢 然而也 並且 從屬(它們)種族邦國？

誠然為是； 並且 從屬(它們)種族邦國；

羅 3:30 ei;per ei-j ò qeo.j o]j dikaiw,sei peritomh.n evk pi,stewj kai. avkrobusti,an dia. th/j pi,stewjÅ
Seeing it is one God, which shall justify the circumcision by faith, and uncircumcision through faith.
神既是一位，他就要因信稱那受割禮的為義，也要因信稱那未受割禮的為義。

若是甚至 (他)一個 (他)那 (他)神， (他)這個 他/她/它將要(持續)稱為公義 到於(她)割禮 向外出來 從屬(她)信， 並且

到於(她)未受割禮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信。
[經文變異RT]

在其上甚至 (他)一個 (他)那 (他)神， (他)這個 他/她/它將要(持續)稱為公義 到於(她)割禮 向外出來 從屬(她)信，

並且 到於(她)未受割禮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信。

羅 3:31 no,mon ou=n katargou/men dia. th/j pi,stewjÈ mh. ge,noito\ avlla. no,mon ìsta,nomenÅ
Do we then make void the law through faith? God forbid: yea, we establish the law.
這樣，我們因信廢了律法麼；斷乎不是，更是堅固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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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於(他)律法 這樣 我們現在持續使完全閒散停頓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信？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可以讓自己生發成為。 但乃是 到於(他)律法 我們現在持續立定站住。

羅 4:1 Ti, ou=n evrou/men eùrhke,nai VAbraa.m to.n propa,tora hm̀w/n kata. sa,rkaÈ
What shall we say then that Abraham our father, as pertaining to the flesh, hath found?
如此說來，我們的祖宗亞伯拉罕，憑著肉體得了甚麼呢。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這樣 我們將要(持續)開聲言說 現已經去找到尋見 到於(他)亞伯拉罕 到於(他)那

到於(他)族父先祖 從屬我們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肉體？
[經文變異RT]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這樣 我們將要(持續)開聲言說 到於(他)亞伯拉罕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從屬我們

現已經去找到尋見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肉體？
[經文變異WH]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這樣 我們將要(持續)開聲言說 到於(他)亞伯拉罕 到於(他)那 到於(他)族父先祖 從屬我們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肉體？

羅 4:2 eiv ga.r VAbraa.m evx e;rgwn evdikaiw,qh( e;cei kau,chma( avllV ouv pro.j qeo,nÅ
For if Abraham were justified by works, he hath whereof to glory; but not before God.
倘若亞伯拉罕是因行為稱義，就有可誇的；只是在神面前並無可誇。

若是 因為 (他)亞伯拉罕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工作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稱為公義，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它)所誇耀； 但乃是 不是/不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神。
[經文變異RT]

若是 因為 (他)亞伯拉罕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工作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稱為公義，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它)所誇耀； 但乃是 不是/不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羅 4:3 ti, ga.r h` grafh. le,geiÈ VEpi,steusen de. VAbraa.m tw/| qew/| kai. evlogi,sqh auvtw/| eivj dikaiosu,nhnÅ
For what saith the scripture? Abraham believed God, and it was counted unto him for righteousness.
經上說甚麼呢；說：『亞伯拉罕信神，這就算為他的義。』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因為 (她)那 (她)經文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他/她/它那時(也是)置信信託 然而也 (他)亞伯拉罕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估算 在對(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至義。

羅 4:4 tw/| de. evrgazome,nw| ò misqo.j ouv logi,zetai kata. ca,rin avlla. kata. ovfei,lhma(
Now to him that worketh is the reward not reckoned of grace, but of debt.
作工的得工價，不算恩典，乃是該得的，

在對(他)那 然而也 在對(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作工作了的 (他)那 (他)工價報酬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估算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恩典惠意， 但乃是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所積負之債務；
[經文變異RT]

在對(他)那 然而也 在對(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作工作了的 (他)那 (他)工價報酬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估算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恩典惠意， 但乃是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那 到於(它)所積負之債務；

羅 4:5 tw/| de. mh. evrgazome,nw| pisteu,onti de. evpi. to.n dikaiou/nta to.n avsebh/ logi,zetai h̀ pi,stij auvtou/ eivj
dikaiosu,nhn\
But to him that worketh not, but believeth on him that justifieth the ungodly, his faith is counted for
righteousness.
惟有不作工的，只信稱罪人為義的神，他的信就算為義。

在對(他)那 然而也 不會/不要 在對(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作工作了的， 在對(他)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然而也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那 到於(他)現正持續稱為公義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不尊崇敬愛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估算 (她)那 (她)信 從屬(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至義；

羅 4:6 kaqa,per kai. Daui.d le,gei to.n makarismo.n tou/ avnqrw,pou w-| o` qeo.j logi,zetai dikaiosu,nhn cwri.j e;rgwn(
Even as David also describeth the blessedness of the man, unto whom God imputeth righteousness without
works,
正如大衛稱那在行為以外，蒙神算為義的人是有福的。

甚至按照這些地 並且 (他)大衛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到於(他)那 到於(他)稱為蒙至高褔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在對(他)這個 (他)那 (他)神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估算 到於(她)至義 脫離開地 從屬(它們)工作，

羅 4:7 Maka,rioi w-n avfe,qhsan aì avnomi,ai kai. w-n evpekalu,fqhsan aì am̀arti,ai\
Saying, Blessed are they whose iniquities are forgiven, and whose sins are covered.
他說：『得赦免其過，遮蓋其罪的，這人是有福的。

(他們)蒙至高褔的 從屬(他們)這些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任憑釋放離開 (她們)那些 (她們)不法， 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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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屬(他們)這些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在上面遮蓋隱藏 (她們)那些 (她們)罪；

羅 4:8 maka,rioj avnh.r ou- ouv mh. logi,shtai ku,rioj àmarti,anÅ
Blessed is the man to whom the Lord will not impute sin.
主不算為有罪的，這人是有福的。』

(他)蒙至高褔的 (他)男人/丈夫 從屬(他)這個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估算 (他)主人

到於(她)罪。
[經文變異RT]

(他)蒙至高褔的 (他)男人/丈夫 在對(他)這個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估算 (他)主人

到於(她)罪。

羅 4:9 ò makarismo.j ou=n ou-toj evpi. th.n peritomh.n h' kai. evpi. th.n avkrobusti,anÈ le,gomen ga,r( VElogi,sqh tw/|
VAbraa.m h` pi,stij eivj dikaiosu,nhnÅ
Cometh this blessedness then upon the circumcision only, or upon the uncircumcision also? for we say that faith
was reckoned to Abraham for righteousness.
如此看來，這福是單加給那受割禮的人麼；不也是加給那未受割禮的人麼；因我們所說，亞伯拉罕的信，就算為

他的義。

(他)那 (他)稱為蒙至高褔 這樣 (他)那同一者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割禮， 甚或/或而 並且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未受割禮？ 我們現在持續道說 因為，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估算 在對(他)那

在對(他)亞伯拉罕 (她)那 (她)信 向內進入 到於(她)至義。
[經文變異RT]

(他)那 (他)稱為蒙至高褔 這樣 (他)那同一者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割禮， 甚或/或而 並且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未受割禮？ 我們現在持續道說 因為， 是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估算

在對(他)那 在對(他)亞伯拉罕 (她)那 (她)信 向內進入 到於(她)至義。

羅 4:10 pw/j ou=n evlogi,sqhÈ evn peritomh/| o;nti h' evn avkrobusti,a|È ouvk evn peritomh/| avllV evn avkrobusti,a|\
How was it then reckoned? when he was in circumcision, or in uncircumcision? Not in circumcision, but in
uncircumcision.
是怎麼算的呢；是在他受割禮的時候呢；是在他未受割禮的時候呢；不是在受割禮的時候，乃是在未受割禮的時

候。

怎樣如何地呢 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估算？ 在內 在對(她)割禮 在對(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甚或/或而 在內

在對(她)未受割禮？ 不是/不 在內 在對(她)割禮， 但乃是 在內 在對(她)未受割禮；

羅 4:11 kai. shmei/on e;laben peritomh/j sfragi/da th/j dikaiosu,nhj th/j pi,stewj th/j evn th/| avkrobusti,a|( eivj to.
ei=nai auvto.n pate,ra pa,ntwn tw/n pisteuo,ntwn diV avkrobusti,aj( eivj to. logisqh/nai Îkai.Ð auvtoi/j Îth.nÐ
dikaiosu,nhn(
And he received the sign of circumcision, a seal of the righteousness of the faith which he had yet being
uncircumcised: that he might be the father of all them that believe, though they be not circumcised; that
righteousness might be imputed unto them also:
並且他受了割禮的記號，作他未受割禮的時候因信稱義的印證，叫他作一切未受割禮而信之人的父，使他們也算

為義；

並且 到於(它)識別之表記徵兆 他/她/它那時(也是)拿取 從屬(她)割禮 到於(她)圖章封印 從屬(她)那 從屬(她)至義

從屬(她)那 從屬(她)信 從屬(她)那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未受割禮，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現要去持續是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他)父親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未受割禮，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被估算 並且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她)那

到於(她)至義，
[經文變異WH]

並且 到於(它)識別之表記徵兆 他/她/它那時(也是)拿取 從屬(她)割禮 到於(她)圖章封印 從屬(她)那 從屬(她)至義

從屬(她)那 從屬(她)信 從屬(她)那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未受割禮，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現要去持續是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他)父親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未受割禮，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被估算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她)那

到於(她)至義，

羅 4:12 kai. pate,ra peritomh/j toi/j ouvk evk peritomh/j mo,non avlla. kai. toi/j stoicou/sin toi/j i;cnesin th/j evn
avkrobusti,a| pi,stewj tou/ patro.j h̀mw/n VAbraa,mÅ
And the father of circumcision to them who are not of the circumcision only, but who also walk in the steps of
that faith of our father Abraham, which he had being yet uncircumcised.
又作受割禮之人的父，就是那些不但受割禮，並且按我們的祖宗亞伯拉罕，未受割禮而信之蹤跡去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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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 到於(他)父親 從屬(她)割禮 在對(他們)那些 不是/不 向外出來 從屬(她)割禮 僅有單獨地， 但乃是 並且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按次序行了的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行徑腳蹤 從屬(她)那 在內

在對(她)未受割禮 從屬(她)信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從屬我們 從屬(他)亞伯拉罕。
[經文變異RT]

並且 到於(他)父親 從屬(她)割禮 在對(他們)那些 不是/不 向外出來 從屬(她)割禮 僅有單獨地， 但乃是 並且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按次序行了的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行徑腳蹤 從屬(她)那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未受割禮 從屬(她)信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從屬我們 從屬(他)亞伯拉罕。
[經文變異MT]

並且 到於(他)父親 從屬(她)割禮 在對(他們)那些 不是/不 向外出來 從屬(她)割禮 僅有單獨地， 但乃是 並且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按次序行了的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行徑腳蹤 從屬(她)那 從屬(她)信

從屬(她)那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未受割禮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從屬我們 從屬(他)亞伯拉罕。

羅 4:13 Ouv ga.r dia. no,mou h` evpaggeli,a tw/| VAbraa.m h' tw/| spe,rmati auvtou/( to. klhrono,mon auvto.n ei=nai ko,smou(
avlla. dia. dikaiosu,nhj pi,stewjÅ
For the promise, that he should be the heir of the world, was not to Abraham, or to his seed, through the law, but
through the righteousness of faith.
因為神應許亞伯拉罕和他後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義。

不是/不 因為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律法 (她)那 (她)應許 在對(他)那 在對(他)亞伯拉罕 甚或/或而 在對(它)那

在對(它)種裔 從屬(他)同一者， (它)那 到於(他)承受產業之人 到於(他)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是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但乃是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至義 從屬(她)信。
[經文變異RT]

不是/不 因為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律法 (她)那 (她)應許 在對(他)那 在對(他)亞伯拉罕 甚或/或而 在對(它)那

在對(它)種裔 從屬(他)同一者， (它)那 到於(他)承受產業之人 到於(他)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是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但乃是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至義 從屬(她)信。

羅 4:14 eiv ga.r oi` evk no,mou klhrono,moi( keke,nwtai h̀ pi,stij kai. kath,rghtai h̀ evpaggeli,a\
For if they which are of the law be heirs, faith is made void, and the promise made of none effect:
若是屬乎律法的人，纔得為後嗣，信就歸於虛空，應許也就廢棄了。

若是 因為 (他們)那些 向外出來 從屬(他)律法 (他們)承受產業之人，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促使成虛空無有 (她)那

(她)信， 並且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使完全閒散停頓 (她)那 (她)應許；

羅 4:15 ò ga.r no,moj ovrgh.n katerga,zetai\ ou- de. ouvk e;stin no,moj ouvde. para,basijÅ
Because the law worketh wrath: for where no law is, there is no transgression.
因為律法是惹動忿怒的；〔或作叫人受刑的〕那裏沒有律法，那裏就沒有過犯。

(他)那 因為 (他)律法 到於(她)激動忿怒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作工作完成； 在這裏地 然而也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律法， 然而也不是地 (她)違犯。
[經文變異RT]

(他)那 因為 (他)律法 到於(她)激動忿怒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作工作完成； 在這裏地 因為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律法， 然而也不是地 (她)違犯。

羅 4:16 dia. tou/to evk pi,stewj( i[na kata. ca,rin( eivj to. ei=nai bebai,an th.n evpaggeli,an panti. tw/| spe,rmati( ouv tw/|
evk tou/ no,mou mo,non avlla. kai. tw/| evk pi,stewj VAbraa,m( o[j evstin path.r pa,ntwn h̀mw/n(
Therefore it is of faith, that it might be by grace; to the end the promise might be sure to all the seed; not to that
only which is of the law, but to that also which is of the faith of Abraham; who is the father of us all,
所以人得為後嗣是本乎信；因此就屬乎恩；叫應許定然歸給一切後裔；不但歸給那屬乎律法的，也歸給那效法亞

伯拉罕之信的。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同一者 向外出來 從屬(她)信， 為要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恩典惠意，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現要去持續是 到於(她)穩固踏實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應許 在對(它)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它)那

在對(它)種裔； 不是/不 在對(它)那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律法 僅有單獨地， 但乃是 並且 在對(它)那

向外出來 從屬(她)信 從屬(他)亞伯拉罕， (他)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父親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我們，

羅 4:17 kaqw.j ge,graptai o[ti Pate,ra pollw/n evqnw/n te,qeika, se( kate,nanti ou- evpi,steusen qeou/ tou/
zw|opoiou/ntoj tou.j nekrou.j kai. kalou/ntoj ta. mh. o;nta wj̀ o;nta\
(As it is written, I have made thee a father of many nations,) before him whom he believed, even God, who

quickeneth the dead, and calleth those things which be not as though they were.
亞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復活使無變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作我們世人的父；如經上所記：『我已經立你作

多國的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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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是這樣 到於(他)父親 從屬(它們)許多的 從屬(它們)種族邦國

我現在已經置放擺設 到於你， 直接當面於前地 從屬(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置信信託 從屬(他)神 從屬(他)那

從屬(他)現正持續行出作成活活生動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死掉的 並且 從屬(他)現正持續促請召喚了的

到於(它們)那些 不會/不要 到於(它們)現正持續是了的 正如地 到於(它們)現正持續是了的。

羅 4:18 o]j parV evlpi,da evpV evlpi,di evpi,steusen eivj to. gene,sqai auvto.n pate,ra pollw/n evqnw/n kata. to. eivrhme,non(
Ou[twj e;stai to. spe,rma sou(
Who against hope believed in hope, that he might become the father of many nations; according to that which
was spoken, So shall thy seed be.
他在無可指望的時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作多國的父，正如先前所說：『你的後裔將要如此。』

(他)這個 <在旁邊>到旁邊 到於(她)期盼指望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期盼指望 他/她/它那時(也是)置信信託，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生發成為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他)父親 從屬(它們)許多的

從屬(它們)種族邦國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那 到於(它)現在已經被開聲言說了的， 那同一樣式地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它)那 (它)種裔 從屬你。

羅 4:19 kai. mh. avsqenh,saj th/| pi,stei kateno,hsen to. èautou/ sw/ma Îh;dhÐ nenekrwme,non( ek̀atontaeth,j pou
up̀a,rcwn( kai. th.n ne,krwsin th/j mh,traj Sa,rraj\
And being not weak in faith, he considered not his own body now dead, when he was about an hundred years
old, neither yet the deadness of Sara's womb:
他將近百歲的時候，雖然想到自己的身體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經斷絕，他的信心還是不軟弱；

並且 不會/不要 (他)那時(也是)成軟弱無力了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信 他/她/它那時(也是)仔細觀察了解 到於(它)那

從屬(他)同一者自己 到於(它)身體 甚而已然如此地 到於(它)現在已經被促使成死掉了的， (他)一百歲的

從屬某個地方 (他)現正持續源屬具有了的，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促使成死掉 從屬(她)那 從屬(她)母體子宮

從屬(她)撒拉；
[經文變異RT]

並且 不會/不要 (他)那時(也是)成軟弱無力了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信，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仔細觀察了解

到於(它)那 從屬(他)同一者自己 到於(它)身體 甚而已然如此地 到於(它)現在已經被促使成死掉了的， (他)一百歲的

從屬某個地方 (他)現正持續源屬具有了的，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促使成死掉 從屬(她)那 從屬(她)母體子宮

從屬(她)撒拉；

羅 4:20 eivj de. th.n evpaggeli,an tou/ qeou/ ouv diekri,qh th/| avpisti,a| avllV evnedunamw,qh th/| pi,stei( dou.j do,xan tw/|
qew/|
He staggered not at the promise of God through unbelief; but was strong in faith, giving glory to God;
並且仰望神的應許，總沒有因不信，心裏起疑惑；反倒因信，心裏得堅固，將榮耀歸給神。

向內進入 然而也 到於(她)那 到於(她)應許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徹底分開辨明

在對(她)那 在對(她)缺誠乏信， 但乃是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促使有能力權能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信，

(他)那時(也是)給與了的 到於(她)榮耀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羅 4:21 kai. plhroforhqei.j o[ti o] evph,ggeltai dunato,j evstin kai. poih/saiÅ
And being fully persuaded that, what he had promised, he was able also to perform.
且滿心相信，神所應許的必能作成；

並且 (他)那時(也是)被完滿地實踐確認了的， 是這樣 到於(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已經讓自己/被應承許諾，

(他)乃能夠可能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行出作成。

羅 4:22 dio. Îkai.Ð evlogi,sqh auvtw/| eivj dikaiosu,nhnÅ
And therefore it was imputed to him for righteousness.
所以這就算為他的義。

為這個緣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估算 在對(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至義。

羅 4:23 Ouvk evgra,fh de. diV auvto.n mo,non o[ti evlogi,sqh auvtw/|
Now it was not written for his sake alone, that it was imputed to him;
算為他義的這句話，不是單為他寫的，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刻寫記載 然而也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他)同一者 僅有單獨地， 是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估算 在對(他)同一者，

羅 4:24 avlla. kai. diV h̀ma/j( oi-j me,llei logi,zesqai( toi/j pisteu,ousin evpi. to.n evgei,ranta VIhsou/n to.n ku,rion
hm̀w/n evk nekrw/n(
But for us also, to whom it shall be imputed, if we believe on him that raised up Jesus our Lord from the dead;
也是為我們將來得算為義之人寫的；就是我們這信神使我們的主耶穌從死裏復活的人。

但乃是 並且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我們， 在對(他們)這些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準備快要 現要去持續被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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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那 到於(他)那時(也是)喚醒起來了的

到於(他)耶穌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主人 從屬我們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死掉的；

羅 4:25 o]j paredo,qh dia. ta. paraptw,mata h̀mw/n kai. hvge,rqh dia. th.n dikai,wsin h̀mw/nÅ
Who was delivered for our offences, and was raised again for our justification.
耶穌被交給人，是為我們的過犯，復活，是為叫我們稱義。〔或作耶穌是為我們的過犯交付了是為我們稱義復活

了〕

(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交付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誤差過犯 從屬我們，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喚醒起來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她)那 到於(她)稱為公義 從屬我們。

羅 5:1 Dikaiwqe,ntej ou=n evk pi,stewj eivrh,nhn e;comen pro.j to.n qeo.n dia. tou/ kuri,ou h̀mw/n VIhsou/ Cristou/
Therefore being justified by faith, we have peace with God through our Lord Jesus Christ:
我們既因信稱義，就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與神相和。

(他們)那時(也是)被稱為公義了的 這樣 向外出來 從屬(她)信 到於(她)和平安寧 我們現在持續持有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我們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經文變異WH]

(他們)那時(也是)被稱為公義了的 這樣 向外出來 從屬(她)信 到於(她)和平安寧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持有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我們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羅 5:2 diV ou- kai. th.n prosagwgh.n evsch,kamen Îth/| pi,steiÐ eivj th.n ca,rin tau,thn evn h-| es̀th,kamen kai. kaucw,meqa
evpV evlpi,di th/j do,xhj tou/ qeou/Å
By whom also we have access by faith into this grace wherein we stand, and rejoice in hope of the glory of God.
我們又藉著他，因信得進入現在所站的這恩典中，並且歡歡喜喜盼望神的榮耀。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這個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趨前就近 我們現在已經持有 在對(她)那 在對(她)信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恩典惠意 到於(她)那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這個 我們現在已經立定站住， 並且

我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誇耀註1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期盼指望 從屬(她)那 從屬(她)榮耀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註1：“我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誇耀”文法上亦可以為“我們現在應該持續讓自己/被誇耀”。

羅 5:3 ouv mo,non de,( avlla. kai. kaucw,meqa evn tai/j qli,yesin( eivdo,tej o[ti h` qli/yij up̀omonh.n katerga,zetai(
And not only so, but we glory in tribulations also: knowing that tribulation worketh patience;
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

不是/不 僅有單獨地 然而也， 但乃是 並且 我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誇耀註1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壓迫患難， (他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了的 是這樣 (她)那 (她)壓迫患難 到於(她)堅忍持守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作工作完成；

註1：“我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誇耀”文法上亦可以為“我們現在應該持續讓自己/被誇耀”。

羅 5:4 h` de. ùpomonh. dokimh,n( h` de. dokimh. evlpi,daÅ
And patience, experience; and experience, hope:
忍耐生老練；老練生盼望；

(她)那 然而也 (她)堅忍持守 到於(她)驗證證實； (她)那 然而也 (她)驗證證實 到於(她)期盼指望。
[不同標點]

(她)那 然而也 (她)堅忍持守 到於(她)驗證證實； (她)那 然而也 (她)驗證證實 到於(她)期盼指望；

羅 5:5 h` de. evlpi.j ouv kataiscu,nei( o[ti h` avga,ph tou/ qeou/ evkke,cutai evn tai/j kardi,aij h̀mw/n dia. pneu,matoj
ag̀i,ou tou/ doqe,ntoj hm̀i/nÅ
And hope maketh not ashamed; because the love of God is shed abroad in our hearts by the Holy Ghost which
is given unto us.
盼望不至於羞恥；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裏。

(她)那 然而也 (她)期盼指望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向下挑起羞辱感， 是這樣 (她)那 (她)愛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向外傾注澆流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內心 從屬我們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靈/風 從屬(它)聖的 從屬(它)那 從屬(它)那時(也是)被給與了的 在對我們；
[不同標點]

(她)那 然而也 (她)期盼指望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向下挑起羞辱感， 是這樣 (她)那 (她)愛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向外傾注澆流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內心 從屬我們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靈/風 從屬(它)聖的 從屬(它)那 從屬(它)那時(也是)被給與了的 在對我們。

羅 5:6 e;ti ga.r Cristo.j o;ntwn h̀mw/n avsqenw/n e;ti kata. kairo.n ùpe.r avsebw/n avpe,qanenÅ
For when we were yet without strength, in due time Christ died for the ungod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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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我們還軟弱的時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為罪人死。

依然仍舊地 因為 (他)基督，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是了的 從屬我們 從屬(他們)軟弱無力的 依然仍舊地，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場合時節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他們)不尊崇敬愛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死去。
[經文變異RT]

依然仍舊地 因為 (他)基督，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是了的 從屬我們 從屬(他們)軟弱無力的，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場合時節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他們)不尊崇敬愛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死去。
[經文變異WH]

若是 確實 (他)基督，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是了的 從屬我們 從屬(他們)軟弱無力的 依然仍舊地，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場合時節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他們)不尊崇敬愛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死去。

羅 5:7 mo,lij ga.r ùpe.r dikai,ou tij avpoqanei/tai\ ùpe.r ga.r tou/ avgaqou/ ta,ca tij kai. tolma/| avpoqanei/n\
For scarcely for a righteous man will one die: yet peradventure for a good man some would even dare to die.
為義人死，是少有的，為仁人死，或者有敢作的。

艱辛勉強地 因為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他)具公平正義的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死去；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因為 從屬(他)那 從屬(他)良善的註1 也許地 (他)任何什麼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斗膽冒險

那時(也是)要去死去；

註1：“從屬(他)那 從屬(他)良善的”文法上亦可以為“從屬(它)那 從屬(它)良善的”。

羅 5:8 suni,sthsin de. th.n èautou/ avga,phn eivj h̀ma/j ò qeo,j( o[ti e;ti am̀artwlw/n o;ntwn h̀mw/n Cristo.j ùpe.r hm̀w/n
avpe,qanenÅ
But God commendeth his love toward us, in that, while we were yet sinners, Christ died for us.
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

他/她/它現在持續並立/並列表明 然而也 到於(她)那 從屬(他)同一者自己 到於(她)愛 向內進入 到於我們 (他)那

(他)神， 是這樣 依然仍舊地 從屬(他們)犯罪的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是了的 從屬我們， (他)基督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我們 他/她/它那時(也是)死去。

羅 5:9 pollw/| ou=n ma/llon dikaiwqe,ntej nu/n evn tw/| ai[mati auvtou/ swqhso,meqa diV auvtou/ avpo. th/j ovrgh/jÅ
Much more then, being now justified by his blood, we shall be saved from wrath through him.
現在我們既靠著他的血稱義，就更要藉著他免去神的忿怒。

在對(它)許多的 這樣 更特別尤其地 (他們)那時(也是)被稱為公義了的 現在此時地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血

從屬(他)同一者 我們將要(持續)被拯救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同一者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激動忿怒。

羅 5:10 eiv ga.r evcqroi. o;ntej kathlla,ghmen tw/| qew/| dia. tou/ qana,tou tou/ uiòu/ auvtou/( pollw/| ma/llon
katallage,ntej swqhso,meqa evn th/| zwh/| auvtou/\
For if, when we were enemies, we were reconciled to God by the death of his Son, much more, being
reconciled, we shall be saved by his life.
因為我們作仇敵的時候，且藉著神兒子的死，得與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

若是 因為 (他們)仇視敵對的 (他們)現正持續是了的 我們那時(也是)被改正復和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那 從屬(他)死 從屬(他)那 從屬(他)兒子 從屬(他)同一者， 在對(它)許多的 更特別尤其地

(他們)那時(也是)被改正復和了的 我們將要(持續)被拯救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生命 從屬(他)同一者；

羅 5:11 ouv mo,non de,( avlla. kai. kaucw,menoi evn tw/| qew/| dia. tou/ kuri,ou hm̀w/n VIhsou/ Cristou/ diV ou- nu/n th.n
katallagh.n evla,bomenÅ
And not only so, but we also joy in God through our Lord Jesus Christ, by whom we have now received the
atonement.
不但如此，我們既藉著我主耶穌基督，得與神和好，也就藉著他，以神為樂。

不是/不 僅有單獨地 然而也， 但乃是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誇耀了的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我們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這個

現在此時地 到於(她)那 到於(她)復和改正 我們那時(也是)拿取。

羅 5:12 Dia. tou/to w[sper diV èno.j avnqrw,pou h` am̀arti,a eivj to.n ko,smon eivsh/lqen kai. dia. th/j am̀arti,aj ò
qa,natoj( kai. ou[twj eivj pa,ntaj avnqrw,pouj ò qa,natoj dih/lqen( evfV w-| pa,ntej h[marton\
Wherefore, as by one man sin entered into the world, and death by sin; and so death passed upon all men, for
that all have sinned:
這就如罪是從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從罪來的，於是死就臨到眾人，因為眾人都犯了罪。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同一者 甚至正如地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一個 從屬(他)人 (她)那 (她)罪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美容妝束/世界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並且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罪 (他)那 (他)死； 並且 那同一樣式地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們)人 (他)那

(他)死 他/她/它那時(也是)橫過穿越，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它)這個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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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 5:13 a;cri ga.r no,mou àmarti,a h=n evn ko,smw|( àmarti,a de. ouvk evllogei/tai mh. o;ntoj no,mou(
(For until the law sin was in the world: but sin is not imputed when there is no law.
沒有律法之先，罪已經在世上；但沒有律法，罪也不算罪。

直至達到 因為 從屬(他)律法 (她)罪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在內 在對(他)美容妝束/世界， (她)罪 然而也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結算在內， 不會/不要 從屬(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從屬(他)律法，

羅 5:14 avlla. evbasi,leusen ò qa,natoj avpo. VAda.m me,cri Mwu?se,wj kai. evpi. tou.j mh. am̀arth,santaj evpi. tw/|
òmoiw,mati th/j paraba,sewj VAda.m o[j evstin tu,poj tou/ me,llontojÅ
Nevertheless death reigned from Adam to Moses, even over them that had not sinned after the similitude of
Adam's transgression, who is the figure of him that was to come.
然而從亞當到摩西死就作了王，連那些不與亞當犯一樣罪過的，也在他的權下；亞當乃是那以後要來之人的預像

。

但乃是 他/她/它那時(也是)作君王 (他)那 (他)死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亞當 一直達到 從屬(他)摩西， 並且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那些 不會/不要 到於(他們)那時(也是)犯罪了的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它)那

在對(它)形式類同 從屬(她)那 從屬(她)違犯 從屬(他)亞當， (他)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印模樣本 從屬(他)那

從屬(他)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的。

羅 5:15 VAllV ouvc ẁj to. para,ptwma( ou[twj kai. to. ca,risma\ eiv ga.r tw/| tou/ eǹo.j paraptw,mati oì polloi.
avpe,qanon( pollw/| ma/llon h` ca,rij tou/ qeou/ kai. h̀ dwrea. evn ca,riti th/| tou/ eǹo.j avnqrw,pou VIhsou/ Cristou/ eivj
tou.j pollou.j evperi,sseusenÅ
But not as the offence, so also is the free gift. For if through the offence of one many be dead, much more the
grace of God, and the gift by grace, which is by one man, Jesus Christ, hath abounded unto many.
只是過犯不如恩賜；若因一人的過犯，眾人都死了，何況神的恩典，與那因耶穌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賞賜，豈不更

加倍的臨到眾人麼。

但乃是 不是/不 正如地 (它)那 (它)誤差過犯， 那同一樣式地 並且 (它)那 (它)恩賜； 若是 因為 在對(它)那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一個 在對(它)誤差過犯 (他們)那些 (他們)許多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死去， 在對(它)許多的

更特別尤其地 (她)那 (她)恩典惠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她)那 (她)賞賜 在內 在對(她)恩典惠意 在對(她)那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一個 從屬(他)人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許多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成格外多。

羅 5:16 kai. ouvc wj̀ diV èno.j àmarth,santoj to. dw,rhma\ to. me.n ga.r kri,ma evx eǹo.j eivj kata,krima( to. de. ca,risma
evk pollw/n paraptwma,twn eivj dikai,wmaÅ
And not as it was by one that sinned, so is the gift: for the judgment was by one to condemnation, but the free
gift is of many offences unto justification.
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賜；原來審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賜乃是由許多過犯而稱義。

並且 不是/不 正如地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一個 從屬(他)那時(也是)犯罪了的 (它)那 (它)賜予； (它)那 的確

因為 (它)審案判決 向外出來 從屬(它)一個註1 向內進入 到於(它)判決有罪， (它)那 然而也 (它)恩賜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許多的 從屬(它們)誤差過犯 向內進入 到於(它)義行義禮。

註1：“從屬(它)一個”文法上亦可以為“從屬(他)一個”。

羅 5:17 eiv ga.r tw/| tou/ eǹo.j paraptw,mati ò qa,natoj evbasi,leusen dia. tou/ eǹo,j( pollw/| ma/llon oì th.n
perissei,an th/j ca,ritoj kai. th/j dwrea/j th/j dikaiosu,nhj lamba,nontej evn zwh/| basileu,sousin dia. tou/ èno.j
VIhsou/ Cristou/Å
For if by one man's offence death reigned by one; much more they which receive abundance of grace and of the
gift of righteousness shall reign in life by one, Jesus Christ.)
若因一人的過犯，死就因這一人作了王，何況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賜之義的，豈不更要因耶穌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

王麼。

若是 因為 在對(它)那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一個 在對(它)誤差過犯 (他)那 (他)死 他/她/它那時(也是)作君王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一個， 在對(它)許多的 更特別尤其地 (他們)那些 到於(她)那 到於(她)超量盈餘

從屬(她)那 從屬(她)恩典惠意 並且 從屬(她)那 從屬(她)賞賜 從屬(她)那 從屬(她)至義 (他們)現正持續拿取了的 在內

在對(她)生命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作君王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一個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羅 5:18 :Ara ou=n ẁj diV èno.j paraptw,matoj eivj pa,ntaj avnqrw,pouj eivj kata,krima( ou[twj kai. diV èno.j
dikaiw,matoj eivj pa,ntaj avnqrw,pouj eivj dikai,wsin zwh/j\
Therefore as by the offence of one judgment came upon all men to condemnation; even so by the righteousness
of one the free gift came upon all men unto justification of life.
如此說來，因一次的過犯，眾人都被定罪，照樣，因一次的義行，眾人也就被稱義得生命了。

果然如此 這樣 正如地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一個 從屬(它)誤差過犯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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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於(他們)人 向內進入 到於(它)判決有罪， 那同一樣式地 並且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一個 從屬(它)義行義禮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們)人 向內進入 到於(她)稱為公義 從屬(她)生命。

羅 5:19 w[sper ga.r dia. th/j parakoh/j tou/ eǹo.j avnqrw,pou àmartwloi. katesta,qhsan oì polloi,( ou[twj kai. dia.
th/j up̀akoh/j tou/ eǹo.j di,kaioi katastaqh,sontai oì polloi,Å
For as by one man's disobedience many were made sinners, so by the obedience of one shall many be made
righteous.
因一人的悖逆，眾人成為罪人，照樣，因一人的順從，眾人也成為義了。

甚至正如地 因為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不聽不從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一個 從屬(他)人 (他們)犯罪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設立派定 (他們)那些 (他們)許多的， 那同一樣式地 並且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聽從順服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一個 (他們)具公平正義的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被設立派定 (他們)那些

(他們)許多的。

羅 5:20 no,moj de. pareish/lqen( i[na pleona,sh| to. para,ptwma\ ou- de. evpleo,nasen h` am̀arti,a( ùpereperi,sseusen h`
ca,rij(
Moreover the law entered, that the offence might abound. But where sin abounded, grace did much more
abound:
律法本是外添的，叫過犯顯多；只是罪在那裏顯多，恩典就更顯多了。

(他)律法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旁邊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使成更許多 (它)那

(它)誤差過犯； 在這裏地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使成更許多 (她)那 (她)罪， 他/她/它那時(也是)特別成格外多

(她)那 (她)恩典惠意；

羅 5:21 i[na w[sper evbasi,leusen h` àmarti,a evn tw/| qana,tw|( ou[twj kai. h̀ ca,rij basileu,sh| dia. dikaiosu,nhj eivj
zwh.n aivw,nion dia. VIhsou/ Cristou/ tou/ kuri,ou hm̀w/nÅ
That as sin hath reigned unto death, even so might grace reign through righteousness unto eternal life by Jesus
Christ our Lord.
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樣，恩典也藉著義作王，叫人因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永生。

為要 甚至正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作君王 (她)那 (她)罪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死， 那同一樣式地 並且 (她)那

(她)恩典惠意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作君王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至義 向內進入 到於(她)生命

到於(她)時世恆久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我們。

羅 6:1 Ti, ou=n evrou/menÈ evpime,nwmen th/| am̀arti,a|( i[na h̀ ca,rij pleona,sh|È
What shall we say then? Shall we continue in sin, that grace may abound?
這樣，怎麼說呢；我們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顯多麼。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這樣 我們將要(持續)開聲言說？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在上面停留持守 在對(她)那 在對(她)罪，

為要 (她)那 (她)恩典惠意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使成更許多？
[經文變異RT]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這樣 我們將要(持續)開聲言說？ 我們將要(持續)在上面停留持守 在對(她)那 在對(她)罪， 為要

(她)那 (她)恩典惠意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使成更許多？
[經文變異MT]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這樣 我們將要(持續)開聲言說？ 我們現在持續在上面停留持守 在對(她)那 在對(她)罪， 為要

(她)那 (她)恩典惠意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使成更許多？

羅 6:2 mh. ge,noitoÅ oi[tinej avpeqa,nomen th/| am̀arti,a|( pw/j e;ti zh,somen evn auvth/|È
God forbid. How shall we, that are dead to sin, live any longer therein?
斷乎不可；我們在罪上死了的人，豈可仍在罪中活著呢。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可以讓自己生發成為。 (他們)這個任何什麼 我們那時(也是)死去 在對(她)那 在對(她)罪，

怎樣如何地呢 依然仍舊地 我們將要(持續)活 在內 在對(她)同一者？

羅 6:3 h' avgnoei/te o[ti( o[soi evbapti,sqhmen eivj Cristo.n VIhsou/n( eivj to.n qa,naton auvtou/ evbapti,sqhmenÈ
Know ye not, that so many of us as were baptized into Jesus Christ were baptized into his death?
豈不知我們這受洗歸入基督耶穌的人，是受洗歸入他的死麼。

甚或/或而 你們現在持續不領悟認知， 是這樣 (他們)這每一切 我們那時(也是)被浸洗 向內進入 到於(他)基督

到於(他)耶穌，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死 從屬(他)同一者 我們那時(也是)被浸洗？

羅 6:4 suneta,fhmen ou=n auvtw/| dia. tou/ bapti,smatoj eivj to.n qa,naton( i[na w[sper hvge,rqh Cristo.j evk nekrw/n dia.
th/j do,xhj tou/ patro,j( ou[twj kai. hm̀ei/j evn kaino,thti zwh/j peripath,swmenÅ
Therefore we are buried with him by baptism into death: that like as Christ was raised up from the dead by the
glory of the Father, even so we also should walk in newness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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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藉著洗禮歸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們一舉一動有新生的樣式，像基督藉著父的榮耀，從死裏復

活一樣。

我們那時(也是)被共同殯殮埋葬 這樣 在對(他)同一者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那 從屬(它)浸洗之禮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死， 為要 甚至正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喚醒起來 (他)基督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死掉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榮耀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那同一樣式地 並且 我們 在內 在對(她)全新

從屬(她)生命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來往昂然踏行。

羅 6:5 eiv ga.r su,mfutoi gego,namen tw/| òmoiw,mati tou/ qana,tou auvtou/( avlla. kai. th/j avnasta,sewj evso,meqa\
For if we have been planted together in the likeness of his death, we shall be also in the likeness of his
resurrection:
我們若在他死的形狀上與他聯合，也要在他復活的形狀上與他聯合；

若是 因為 (他們)共同種植栽培的 我們現在已經生發成為 在對(它)那 在對(它)形式類同 從屬(他)那 從屬(他)死

從屬(他)同一者， 但乃是 並且 從屬(她)那 從屬(她)再站立起來 我們將要(持續)是；

羅 6:6 tou/to ginw,skontej o[ti ò palaio.j hm̀w/n a;nqrwpoj sunestaurw,qh( i[na katarghqh/| to. sw/ma th/j àmarti,aj(
tou/ mhke,ti douleu,ein h̀ma/j th/| am̀arti,a|\
Knowing this, that our old man is crucified with him, that the body of sin might be destroyed, that henceforth we
should not serve sin.
因為知道我們的舊人，和他同釘十字架，使罪身滅絕，叫我們不再作罪的奴僕；

到於(它)那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認識知道了的， 是這樣 (他)那 (他)老舊的 從屬我們 (他)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一同釘十字架，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使完全閒散停頓 (它)那 (它)身體 從屬(她)那

從屬(她)罪， 從屬(它)那 不再可以地 現要去持續作奴僕 到於我們 在對(她)那 在對(她)罪；

羅 6:7 ò ga.r avpoqanw.n dedikai,wtai avpo. th/j àmarti,ajÅ
For he that is dead is freed from sin.
因為已死的人，是脫離了罪。

(他)那 因為 (他)那時(也是)死去了的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稱為公義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罪。

羅 6:8 eiv de. avpeqa,nomen su.n Cristw/|( pisteu,omen o[ti kai. suzh,somen auvtw/|(
Now if we be dead with Christ, we believe that we shall also live with him:
我們若是與基督同死，就信必與他同活；

若是 然而也 我們那時(也是)死去 共同一起 在對(他)基督， 我們現在持續置信信託 是這樣 並且

我們將要(持續)共同活 在對(他)同一者；

羅 6:9 eivdo,tej o[ti Cristo.j evgerqei.j evk nekrw/n ouvke,ti avpoqnh,|skei( qa,natoj auvtou/ ouvke,ti kurieu,eiÅ
Knowing that Christ being raised from the dead dieth no more; death hath no more dominion over him.
因為知道基督既從死裏復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作他的主了。

(他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了的 是這樣 (他)基督 (他)那時(也是)被喚醒起來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死掉的 不再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死去； (他)死 從屬(他)同一者 不再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行主持支配。

羅 6:10 o] ga.r avpe,qanen( th/| am̀arti,a| avpe,qanen evfa,pax\ o] de. zh/|( zh/| tw/| qew/|Å
For in that he died, he died unto sin once: but in that he liveth, he liveth unto God.
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著。

到於(它)這個 因為 他/她/它那時(也是)死去， 在對(她)那 在對(她)罪 他/她/它那時(也是)死去 只一次地； 到於(它)這個

然而也 他/她/它現在持續活， 他/她/它現在持續活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羅 6:11 ou[twj kai. um̀ei/j logi,zesqe eàutou.j Îei=naiÐ nekrou.j me.n th/| am̀arti,a| zw/ntaj de. tw/| qew/| evn Cristw/|
VIhsou/Å
Likewise reckon ye also yourselves to be dead indeed unto sin, but alive unto God through Jesus Christ our
Lord.
這樣，你們向罪也當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穌裏，卻當看自己是活的。

那同一樣式地 並且 你們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估算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現要去持續是 到於(他們)死掉的

的確 在對(她)那 在對(她)罪，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活了的 然而也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在對(他)耶穌。
[經文變異RT]

那同一樣式地 並且 你們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估算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到於(他們)死掉的 的確

現要去持續是 在對(她)那 在對(她)罪，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活了的 然而也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在對(他)耶穌 在對(他)那 在對(他)主人 從屬我們。

羅 6:12 Mh. ou=n basileue,tw h̀ am̀arti,a evn tw/| qnhtw/| ùmw/n sw,mati eivj to. ùpakou,ein tai/j evpiqumi,aij auvtou/(
Let not sin therefore reign in your mortal body, that ye should obey it in the lusts there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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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不要容罪在你們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們順從身子的私慾；

不會/不要 這樣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作君王 (她)那 (她)罪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會死亡的 從屬你們

在對(它)身體，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現要去持續留心聽從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渴想慕戀 從屬(它)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不會/不要 這樣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作君王 (她)那 (她)罪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會死亡的 從屬你們

在對(它)身體，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現要去持續留心聽從 在對(她)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渴想慕戀

從屬(它)同一者；

羅 6:13 mhde. parista,nete ta. me,lh ùmw/n o[pla avdiki,aj th/| àmarti,a|( avlla. parasth,sate èautou.j tw/| qew/| ẁsei. evk
nekrw/n zw/ntaj kai. ta. me,lh ùmw/n o[pla dikaiosu,nhj tw/| qew/|Å
Neither yield ye your members as instruments of unrighteousness unto sin: but yield yourselves unto God, as
those that are alive from the dead, and your members as instruments of righteousness unto God.
也不要將你們的肢體獻給罪作不義的器具；倒要像從死裏復活的人，將自己獻給神；並將肢體作義的器具獻給神

。

然而也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立定站住在旁邊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肢體 從屬你們 到於(它們)器械裝備

從屬(她)不義 在對(她)那 在對(她)罪； 但乃是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立定站住在旁邊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正如好像地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死掉的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活了的，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肢體 從屬你們 到於(它們)器械裝備 從屬(她)至義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經文變異RT]

然而也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立定站住在旁邊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肢體 從屬你們 到於(它們)器械裝備

從屬(她)不義 在對(她)那 在對(她)罪； 但乃是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立定站住在旁邊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正如地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死掉的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活了的，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肢體

從屬你們 到於(它們)器械裝備 從屬(她)至義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羅 6:14 am̀arti,a ga.r ùmw/n ouv kurieu,sei\ ouv ga,r evste up̀o. no,mon avlla. ùpo. ca,rinÅ
For sin shall not have dominion over you: for ye are not under the law, but under grace.
罪必不能作你們的主；因你們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

(她)罪 因為 從屬你們 不是/不 他/她/它將要(持續)行主持支配； 不是/不 因為 你們現在持續是 <在底下>在底下

到於(他)律法， 但乃是 <在底下>在底下 到於(她)恩典惠意。

羅 6:15 Ti, ou=nÈ àmarth,swmen( o[ti ouvk evsme.n ùpo. no,mon avlla. up̀o. ca,rinÈ mh. ge,noitoÅ
What then? shall we sin, because we are not under the law, but under grace? God forbid.
這卻怎麼樣呢；我們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麼；斷乎不可。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這樣？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犯罪， 是這樣 不是/不 我們現在持續是 <在底下>在底下

到於(他)律法， 但乃是 <在底下>在底下 到於(她)恩典惠意？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可以讓自己生發成為。
[經文變異RT]

(它)任何什麼呢註1 這樣？ 我們將要(持續)犯罪， 是這樣 不是/不 我們現在持續是 <在底下>在底下 到於(他)律法，

但乃是 <在底下>在底下 到於(她)恩典惠意？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可以讓自己生發成為。

註1：“到於(它)任何什麼呢”文法上亦可以為“(它)任何什麼呢”。

羅 6:16 ouvk oi;date o[ti w-| parista,nete èautou.j dou,louj eivj ùpakoh,n( dou/loi, evste w-| up̀akou,ete( h;toi am̀arti,aj
eivj qa,naton h' ùpakoh/j eivj dikaiosu,nhnÈ
Know ye not, that to whom ye yield yourselves servants to obey, his servants ye are to whom ye obey; whether
of sin unto death, or of obedience unto righteousness?
豈不曉得你們獻上自己作奴僕，順從誰，就作誰的奴僕麼；或作罪的奴僕，以至於死；或作順命的奴僕，以至成

義。

豈非呢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在對(他)這個 你們現在持續立定站住在旁邊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到於(他們)奴僕 向內進入 到於(她)聽從順服， (他們)奴僕 你們現在持續是 在對(他)這個 你們現在持續留心聽從？

甚或其實 從屬(她)罪 向內進入 到於(他)死， 甚或/或而 從屬(她)聽從順服 向內進入 到於(她)至義？

羅 6:17 ca,rij de. tw/| qew/| o[ti h=te dou/loi th/j am̀arti,aj ùphkou,sate de. evk kardi,aj eivj o]n paredo,qhte tu,pon
didach/j(
But God be thanked, that ye were the servants of sin, but ye have obeyed from the heart that form of doctrine
which was delivered you.
感謝神，因為你們從前雖然作罪的奴僕，現今卻從心裏順服了所傳給你們道理的模範。

(她)恩典惠意 然而也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是這樣 你們當時持續是 (他們)奴僕 從屬(她)那 從屬(她)罪，

你們那時(也是)留心聽從 然而也 向外出來 從屬(她)內心 向內進入 到於(他)這個 你們那時(也是)被交付

到於(他)印模樣本 從屬(她)教授講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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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 6:18 evleuqerwqe,ntej de. avpo. th/j àmarti,aj evdoulw,qhte th/| dikaiosu,nh|Å
Being then made free from sin, ye became the servants of righteousness.
你們既從罪裏得了釋放，就作了義的奴僕。

(他們)那時(也是)被促使成自由自主了的 然而也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罪 你們那時(也是)被促使成奴僕

在對(她)那 在對(她)至義。

羅 6:19 avnqrw,pinon le,gw dia. th.n avsqe,neian th/j sarko.j um̀w/nÅ w[sper ga.r paresth,sate ta. me,lh ùmw/n dou/la
th/| avkaqarsi,a| kai. th/| avnomi,a| eivj th.n avnomi,an( ou[twj nu/n parasth,sate ta. me,lh um̀w/n dou/la th/| dikaiosu,nh| eivj
ag̀iasmo,nÅ
I speak after the manner of men because of the infirmity of your flesh: for as ye have yielded your members
servants to uncleanness and to iniquity unto iniquity; even so now yield your members servants to
righteousness unto holiness.
我因你們肉體的軟弱，就照人的常話對你們說，你們從前怎樣將肢體獻給不潔不法作奴僕，以至於不法；現今也

要照樣將肢體獻給義作奴僕，以至於成聖；

到於(它)人類的 我現在持續道說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她)那 到於(她)無力軟弱 從屬(她)那 從屬(她)肉體

從屬你們； 甚至正如地 因為 你們那時(也是)立定站住在旁邊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肢體 從屬你們

到於(它們)奴僕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污穢不潔 並且 在對(她)那 在對(她)不法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不法，

那同一樣式地 現在此時地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立定站住在旁邊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肢體 從屬你們

到於(它們)奴僕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至義 向內進入 到於(他)使成聖。

羅 6:20 o[te ga.r dou/loi h=te th/j am̀arti,aj( evleu,qeroi h=te th/| dikaiosu,nh|Å
For when ye were the servants of sin, ye were free from righteousness.
因為你們作罪之奴僕的時候，就不被義約束了。

當這時地 因為 (他們)奴僕 你們當時持續是 從屬(她)那 從屬(她)罪， (他們)自由自主的 你們當時持續是 在對(她)那

在對(她)至義。

羅 6:21 ti,na ou=n karpo.n ei;cete to,teÈ evfV oi-j nu/n evpaiscu,nesqe( to. ga.r te,loj evkei,nwn qa,natojÅ
What fruit had ye then in those things whereof ye are now ashamed? for the end of those things is death.
你們現今所看為羞恥的事，當日有甚麼果子呢；那些事的結局就是死。

到於(他)任何什麼呢 這樣 到於(他)果實 你們當時持續持有 當那時地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它們)這些個 現在此時地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在上面挑起羞辱感？ (它)那 因為 (它)終結/貨物或旅行之終結稅 從屬(它們)在那裏的那個

(他)死。

羅 6:22 nuni. de. evleuqerwqe,ntej avpo. th/j àmarti,aj doulwqe,ntej de. tw/| qew/| e;cete to.n karpo.n um̀w/n eivj
ag̀iasmo,n( to. de. te,loj zwh.n aivw,nionÅ
But now being made free from sin, and become servants to God, ye have your fruit unto holiness, and the end
everlasting life.
但現今你們既從罪裏得了釋放，作了神的奴僕，就有成聖的果子，那結局就是永生。

就現在此時地 然而也 (他們)那時(也是)被促使成自由自主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罪，

(他們)那時(也是)被促使成奴僕了的 然而也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你們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他)那 到於(他)果實

從屬你們 向內進入 到於(他)使成聖， 到於(它)那 然而也 到於(它)終結/貨物或旅行之終結稅 到於(她)生命

到於(她)時世恆久的。

羅 6:23 ta. ga.r ovyw,nia th/j am̀arti,aj qa,natoj( to. de. ca,risma tou/ qeou/ zwh. aivw,nioj evn Cristw/| VIhsou/ tw/|
kuri,w| hm̀w/nÅ
For the wages of sin is death; but the gift of God is eternal life through Jesus Christ our Lord.
因為罪的工價乃是死；惟有神的恩賜，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裏，乃是永生。

(它們)那些 因為 (它們)配給糧餉 從屬(她)那 從屬(她)罪 (他)死； (它)那 然而也 (它)恩賜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她)生命 (她)時世恆久的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在對(他)耶穌 在對(他)那 在對(他)主人 從屬我們。

羅 7:1 "H avgnoei/te( avdelfoi,( ginw,skousin ga.r no,mon lalw/( o[ti ò no,moj kurieu,ei tou/ avnqrw,pou evfV o[son
cro,non zh/|È
Know ye not, brethren, (for I speak to them that know the law,) how that the law hath dominion over a man as
long as he liveth?
弟兄們，我現在對明白律法的人說：你們豈不曉得律法管人是在活著的時候麼。

甚或/或而 你們現在持續不領悟認知， 阿,(他們)弟兄，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認識知道了的 因為 到於(他)律法

我現在持續發言講說， 是這樣 (他)那 (他)律法 他/她/它現在持續行主持支配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這每一切 到於(他)時段期間 他/她/它現在持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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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 7:2 h` ga.r u[pandroj gunh. tw/| zw/nti avndri. de,detai no,mw|\ eva.n de. avpoqa,nh| ò avnh,r( kath,rghtai avpo. tou/ no,mou
tou/ avndro,jÅ
For the woman which hath an husband is bound by the law to her husband so long as he liveth; but if the
husband be dead, she is loosed from the law of her husband.
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還活著，就被律法約束；丈夫若死了，就脫離了丈夫的律法。

(她)那 因為 (她)在丈夫制下的 (她)女人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活了的 在對(他)男人/丈夫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拴綁 在對(他)律法； 但凡若是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死去 (他)那 (他)男人/丈夫，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使完全閒散停頓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律法 從屬(他)那 從屬(他)男人/丈夫。

羅 7:3 a;ra ou=n zw/ntoj tou/ avndro.j moicali.j crhmati,sei eva.n ge,nhtai avndri. et̀e,rw|\ eva.n de. avpoqa,nh| ò avnh,r(
evleuqe,ra evsti.n avpo. tou/ no,mou( tou/ mh. ei=nai auvth.n moicali,da genome,nhn avndri. et̀e,rw|Å
So then if, while her husband liveth, she be married to another man, she shall be called an adulteress: but if her
husband be dead, she is free from that law; so that she is no adulteress, though she be married to another man.
所以丈夫活著，他若歸於別人，便叫淫婦；丈夫若死了，他就脫離了丈夫的律法，雖然歸於別人，也不是淫婦。

果然如此 這樣 從屬(他)現正持續活了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男人/丈夫， (她)淫婦

他/她/它將要(持續)傳諭交代/註冊商標， 但凡若是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對(他)男人/丈夫

在對(他)相異不同的； 但凡若是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死去 (他)那 (他)男人/丈夫， (她)自由自主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律法， 從屬(它)那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是 到於(她)同一者

到於(她)淫婦 到於(她)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在對(他)男人/丈夫 在對(他)相異不同的。

羅 7:4 w[ste( avdelfoi, mou( kai. ùmei/j evqanatw,qhte tw/| no,mw| dia. tou/ sw,matoj tou/ Cristou/( eivj to. gene,sqai
um̀a/j ète,rw|( tw/| evk nekrw/n evgerqe,nti( i[na karpoforh,swmen tw/| qew/|Å
Wherefore, my brethren, ye also are become dead to the law by the body of Christ; that ye should be married to
another, even to him who is raised from the dead, that we should bring forth fruit unto God.
我的弟兄們，這樣說來，你們藉著基督的身體，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們歸於別人，就是歸於那從死裏復活的

，叫我們結果子給神。

以致， 阿,(他們)弟兄 從屬我， 並且 你們 你們那時(也是)被促使為死 在對(他)那 在對(他)律法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那 從屬(它)身體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生發成為 到於你們

在對(他)相異不同的 在對(他)那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死掉的 在對(他)那時(也是)被喚醒起來了的， 為要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成負載攜帶果實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羅 7:5 o[te ga.r h=men evn th/| sarki,( ta. paqh,mata tw/n am̀artiw/n ta. dia. tou/ no,mou evnhrgei/to evn toi/j me,lesin
hm̀w/n( eivj to. karpoforh/sai tw/| qana,tw|\
For when we were in the flesh, the motions of sins, which were by the law, did work in our members to bring
forth fruit unto death.
因為我們屬肉體的時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惡慾，就在我們肢體中發動，以致結成死亡的果子；

當這時地 因為 我們當時持續是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肉體， (它們)那些 (它們)所經歷承受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罪 (它們)那些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那 從屬(他)律法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成有功效 在內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肢體 從屬我們，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成負載攜帶果實 在對(他)那

在對(他)死；

羅 7:6 nuni. de. kathrgh,qhmen avpo. tou/ no,mou avpoqano,ntej evn w-| kateico,meqa( w[ste douleu,ein h̀ma/j evn kaino,thti
pneu,matoj kai. ouv palaio,thti gra,mmatojÅ
But now we are delivered from the law, that being dead wherein we were held; that we should serve in newness
of spirit, and not in the oldness of the letter.
但我們既然在捆我們的律法上死了，現今就脫離了律法；叫我們服事主，要按著心靈的新樣，不按著儀文的舊樣

。〔心靈或作聖靈〕

就現在此時地 然而也 我們那時(也是)被使完全閒散停頓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律法，

(他們)那時(也是)死去了的 在內 在對(他)這個 我們當時持續被持住， 以致 現要去持續作奴僕 到於我們 在內

在對(她)全新 從屬(它)靈/風， 並且 不是/不 在對(她)老舊陳舊 從屬(它)所刻寫記載。
[經文變異RT]

就現在此時地 然而也 我們那時(也是)被使完全閒散停頓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律法

從屬(他)那時(也是)死去了的 在內 在對(他)這個 我們當時持續被持住， 以致 現要去持續作奴僕 到於我們 在內

在對(她)全新 從屬(它)靈/風， 並且 不是/不 在對(她)老舊陳舊 從屬(它)所刻寫記載。

羅 7:7 Ti, ou=n evrou/menÈ o` no,moj àmarti,aÈ mh. ge,noito\ avlla. th.n àmarti,an ouvk e;gnwn eiv mh. dia. no,mou\ th,n te
ga.r evpiqumi,an ouvk h;|dein eiv mh. ò no,moj e;legen( Ouvk evpiqumh,seijÅ
What shall we say then? Is the law sin? God forbid. Nay, I had not known sin, but by the law: for I had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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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n lust, except the law had said, Thou shalt not covet.
這樣，我們可說甚麼呢；律法是罪麼；斷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為罪；非律法說：『不可起貪心。

』我就不知何為貪心。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這樣 我們將要(持續)開聲言說？ (他)那 (他)律法 (她)罪？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可以讓自己生發成為。 但乃是 到於(她)那 到於(她)罪 不是/不 我那時(也是)認識知道， 若是

不會/不要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律法； 到於(她)那 並/又 因為 到於(她)渴想慕戀 不是/不

我當時已經看見察覺， 若是 不會/不要 (他)那 (他)律法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不是/不 你將要(持續)熱戀愛慕。

羅 7:8 avformh.n de. labou/sa h` am̀arti,a dia. th/j evntolh/j kateirga,sato evn evmoi. pa/san evpiqumi,an\ cwri.j ga.r
no,mou àmarti,a nekra,Å
But sin, taking occasion by the commandment, wrought in me all manner of concupiscence. For without the law
sin was dead.
然而罪趁著機會，就藉著誡命叫諸般的貪心在我裏頭發動；因為沒有律法罪是死的。

到於(她)開始的機會 然而也 (她)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她)那 (她)罪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誡律命令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作工作完成 在內 在對"我" 到於(她)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渴想慕戀； 脫離開地 因為

從屬(他)律法 (她)罪 (她)死掉的。

羅 7:9 evgw. de. e;zwn cwri.j no,mou pote,( evlqou,shj de. th/j evntolh/j h` àmarti,a avne,zhsen( evgw. de. avpe,qanon
For I was alive without the law once: but when the commandment came, sin revived, and I died.
我以前沒有律法是活著的，但是誡命來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

我 然而也 我當時持續活 脫離開地 從屬(他)律法 在那個時候； 從屬(她)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然而也 從屬(她)那

從屬(她)誡律命令， (她)那 (她)罪 他/她/它那時(也是)又再活， 我 然而也 我那時(也是)死去；

羅 7:10 kai. eùre,qh moi h̀ evntolh. h` eivj zwh.n( au[th eivj qa,naton\
And the commandment, which was ordained to life, I found to be unto death.
那本來叫人活的誡命，反倒叫我死；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找到尋見 在對我 (她)那 (她)誡律命令 (她)那 向內進入 到於(她)生命， (她)那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他)死；

羅 7:11 h` ga.r àmarti,a avformh.n labou/sa dia. th/j evntolh/j evxhpa,thse,n me kai. diV auvth/j avpe,kteinenÅ
For sin, taking occasion by the commandment, deceived me, and by it slew me.
因為罪趁著機會，就藉著誡命引誘我，並且殺了我。

(她)那 因為 (她)罪 到於(她)開始的機會 (她)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誡律命令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欺騙引誘出來 到於我， 並且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殺害除掉。

羅 7:12 w[ste ò me.n no,moj a[gioj kai. h` evntolh. ag̀i,a kai. dikai,a kai. avgaqh,Å
Wherefore the law is holy, and the commandment holy, and just, and good.
這樣看來，律法是聖潔的，誡命也是聖潔，公義，良善的。

以致 (他)那 的確 (他)律法 (他)聖的， 並且 (她)那 (她)誡律命令 (她)聖的 並且 (她)具公平正義的 並且

(她)良善的。

羅 7:13 To. ou=n avgaqo.n evmoi. evge,neto qa,natojÈ mh. ge,noito\ avlla. h̀ am̀arti,a( i[na fanh/| am̀arti,a( dia. tou/ avgaqou/
moi katergazome,nh qa,naton( i[na ge,nhtai kaqV ùperbolh.n am̀artwlo.j h̀ am̀arti,a dia. th/j evntolh/jÅ
Was then that which is good made death unto me? God forbid. But sin, that it might appear sin, working death in
me by that which is good; that sin by the commandment might become exceeding sinful.
既然如此，那良善的是叫我死麼；斷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但罪藉著那良善的叫我死，就顯出真是罪；叫罪

因著誡命更顯出是惡極了。

(它)那 這樣 (它)良善的 在對"我"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他)死？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可以讓自己生發成為。 但乃是 (她)那 (她)罪，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促為照亮顯明

(她)罪，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那 從屬(它)良善的 在對我 (她)現正持續讓自己/被作工作完成了的 到於(他)死；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生發成為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卓絕超凡 (她)犯罪的 (她)那 (她)罪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誡律命令。

羅 7:14 oi;damen ga.r o[ti ò no,moj pneumatiko,j evstin( evgw. de. sa,rkino,j eivmi peprame,noj ùpo. th.n am̀arti,anÅ
For we know that the law is spiritual: but I am carnal, sold under sin.
我們原曉得律法是屬乎靈的，但我是屬乎肉體的，是已經賣給罪了。

我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因為 是這樣 (他)那 (他)律法 (他)屬靈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我 然而也 (他)肉體成的

我現在持續是， (他)現在已經被出售變賣了的 <在底下>在底下 到於(她)那 到於(她)罪。
[經文變異RT]

我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因為 是這樣 (他)那 (他)律法 (他)屬靈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我 然而也 (他)屬肉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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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現在持續是， (他)現在已經被出售變賣了的 <在底下>在底下 到於(她)那 到於(她)罪。

羅 7:15 o] ga.r katerga,zomai ouv ginw,skw\ ouv ga.r o] qe,lw tou/to pra,ssw( avllV o] misw/ tou/to poiw/Å
For that which I do I allow not: for what I would, that do I not; but what I hate, that do I.
因為我所作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願意的，我並不作；我所恨惡的，我倒去作。

到於(它)這個 因為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作工作完成，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認識知道； 不是/不 因為 到於(它)這個

我現在持續定意， 到於(它)那同一者 我現在持續實施行使； 但乃是 到於(它)這個 我現在持續恨惡，

到於(它)那同一者 我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羅 7:16 eiv de. o] ouv qe,lw tou/to poiw/( su,mfhmi tw/| no,mw| o[ti kalo,jÅ
If then I do that which I would not, I consent unto the law that it is good.
若我所作的，是我所不願意的，我就應承律法是善的。

若是 然而也 到於(它)這個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定意， 到於(它)那同一者 我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我現在持續是共同宣稱傳講 在對(他)那 在對(他)律法， 是這樣 (他)美好適當的。

羅 7:17 nuni. de. ouvke,ti evgw. katerga,zomai auvto. avlla. h` oivkou/sa evn evmoi. am̀arti,aÅ
Now then it is no more I that do it, but sin that dwelleth in me.
既是這樣，就不是我作的，乃是住在我裏頭的罪作的。

就現在此時地 然而也 不再地 我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作工作完成 到於(它)同一者， 但乃是 (她)那

(她)現正持續住了的 在內 在對"我" (她)罪。
[經文變異WH]

就現在此時地 然而也 不再地 我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作工作完成 到於(它)同一者， 但乃是 (她)那

(她)現正持續住在內了的 在內 在對"我" (她)罪。

羅 7:18 oi=da ga.r o[ti ouvk oivkei/ evn evmoi,( tou/tV e;stin evn th/| sarki, mou( avgaqo,n\ to. ga.r qe,lein para,keitai, moi(
to. de. katerga,zesqai to. kalo.n ou;\
For I know that in me (that is, in my flesh,) dwelleth no good thing: for to will is present with me; but how to
perform that which is good I find not.
我也知道，在我裏頭，就是我肉體之中，沒有良善；因為立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

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因為 是這樣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住 在內 在對"我"， (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肉體 從屬我， (它)良善的； (它)那 因為 現要去持續定意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安置在旁邊 在對我； (它)那 然而也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作工作完成 到於(它)那

到於(它)美好適當的 不是/不；
[經文變異RT]

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因為 是這樣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住 在內 在對"我"， (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肉體 從屬我， (它)良善的； (它)那 因為 現要去持續定意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安置在旁邊 在對我； 到於(它)那註1 然而也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作工作完成 到於(它)那

到於(它)美好適當的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找到尋見；

註1：“(它)那”文法上亦可以為“到於(它)那”。

羅 7:19 ouv ga.r o] qe,lw poiw/ avgaqo,n( avlla. o] ouv qe,lw kako.n tou/to pra,sswÅ
For the good that I would I do not: but the evil which I would not, that I do.
故此，我所願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願意的惡，我倒去作。

不是/不 因為 到於(它)這個 我現在持續定意 我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到於(它)良善的； 但乃是 到於(它)這個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定意 到於(它)卑劣不好的， 到於(它)那同一者 我現在持續實施行使。

羅 7:20 eiv de. o] ouv qe,lw Îevgw.Ð tou/to poiw/( ouvke,ti evgw. katerga,zomai auvto. avlla. h̀ oivkou/sa evn evmoi. am̀arti,aÅ
Now if I do that I would not, it is no more I that do it, but sin that dwelleth in me.
若我去作所不願意作的，就不是我作的，乃是住在我裏頭的罪作的。

若是 然而也 到於(它)這個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定意 我， 到於(它)那同一者 我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不再地 我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作工作完成 到於(它)同一者， 但乃是 (她)那 (她)現正持續住了的 在內 在對"我" (她)罪。
[經文變異WH]

若是 然而也 到於(它)這個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定意， 到於(它)那同一者 我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不再地 我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作工作完成 到於(它)同一者， 但乃是 (她)那 (她)現正持續住了的 在內 在對"我" (她)罪。

羅 7:21 Eùri,skw a;ra to.n no,mon( tw/| qe,lonti evmoi. poiei/n to. kalo,n( o[ti evmoi. to. kako.n para,keitai\
I find then a law, that, when I would do good, evil is present with me.
我覺得有個律，就是我願意為善的時候，便有惡與我同在。

我現在持續找到尋見 果然如此 到於(他)那 到於(他)律法，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定意了的 在對"我"

現要去持續行出作成 到於(它)那 到於(它)美好適當的， 是這樣 在對"我" (它)那 (它)卑劣不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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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安置在旁邊；

羅 7:22 sunh,domai ga.r tw/| no,mw| tou/ qeou/ kata. to.n e;sw a;nqrwpon(
For I delight in the law of God after the inward man:
因為按著我裏面的意思，〔原文作人〕我是喜歡神的律；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共同歡樂滿意 因為 在對(他)那 在對(他)律法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那

入內裏面地 到於(他)人；

羅 7:23 ble,pw de. e[teron no,mon evn toi/j me,lesi,n mou avntistrateuo,menon tw/| no,mw| tou/ noo,j mou kai.
aivcmalwti,zonta, me evn tw/| no,mw| th/j am̀arti,aj tw/| o;nti evn toi/j me,lesi,n mouÅ
But I see another law in my members, warring against the law of my mind, and bringing me into captivity to the
law of sin which is in my members.
但我覺得肢體中另有個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戰，把我擄去叫我附從那肢體中犯罪的律。

我現在持續著眼觀看 然而也 到於(他)相異不同的 到於(他)律法 在內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肢體 從屬我，

到於(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攻擊對抗了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律法 從屬(他)那 從屬(他)悟念知性 從屬我 並且

到於(他)現正持續使成俘擄了的 到於我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律法 從屬(她)那 從屬(她)罪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在內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肢體 從屬我。
[經文變異RT]

我現在持續著眼觀看 然而也 到於(他)相異不同的 到於(他)律法 在內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肢體 從屬我，

到於(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攻擊對抗了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律法 從屬(他)那 從屬(他)悟念知性 從屬我 並且

到於(他)現正持續使成俘擄了的 到於我 在對(他)那 在對(他)律法 從屬(她)那 從屬(她)罪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在內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肢體 從屬我。

羅 7:24 talai,pwroj evgw. a;nqrwpoj\ ti,j me rù,setai evk tou/ sw,matoj tou/ qana,tou tou,touÈ
O wretched man that I am! who shall deliver me from the body of this death?
我真是苦阿，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呢。

(他)受苦悽慘的 我 (他)人。 (他)任何什麼呢 到於我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搭救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身體 從屬(他)那 從屬(他)死 從屬(他)那同一者？

羅 7:25 ca,rij de. tw/| qew/| dia. VIhsou/ Cristou/ tou/ kuri,ou hm̀w/nÅ a;ra ou=n auvto.j evgw. tw/| me.n noi> douleu,w no,mw|
qeou/ th/| de. sarki. no,mw| am̀arti,ajÅ
I thank God through Jesus Christ our Lord. So then with the mind I myself serve the law of God; but with the
flesh the law of sin.
感謝神，靠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就能脫離了。這樣看來，我以內心順服神的律；我肉體卻順服罪的律了。

(她)恩典惠意 然而也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我們。 果然如此 這樣 (他)同一者 我 在對(他)那 的確 在對(他)悟念知性 我現在持續作奴僕 在對(他)律法

從屬(他)神； 在對(她)那 然而也 在對(她)肉體 在對(他)律法 從屬(她)罪。
[經文變異RT]

我現在持續感謝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我們。 果然如此 這樣 (他)同一者 我 在對(他)那 的確 在對(他)悟念知性 我現在持續作奴僕 在對(他)律法

從屬(他)神； 在對(她)那 然而也 在對(她)肉體 在對(他)律法 從屬(她)罪。

羅 8:1 Ouvde.n a;ra nu/n kata,krima toi/j evn Cristw/| VIhsou/\
There is therefore now no condemnation to them which are in Christ Jesus, who walk not after the flesh, but
after the Spirit.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穌裏的，就不定罪了。

(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果然如此 現在此時地 (它)判決有罪 在對(他們)那些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在對(他)耶穌。
[經文變異RT]

(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果然如此 現在此時地 (它)判決有罪 在對(他們)那些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在對(他)耶穌，

不會/不要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肉體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來往昂然踏行了的， 但乃是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靈/風。

羅 8:2 ò ga.r no,moj tou/ pneu,matoj th/j zwh/j evn Cristw/| VIhsou/ hvleuqe,rwse,n se avpo. tou/ no,mou th/j àmarti,aj
kai. tou/ qana,touÅ
For the law of the Spirit of life in Christ Jesus hath made me free from the law of sin and death.
因為賜生命聖靈的律，在基督耶穌裏釋放了我，使我脫離罪和死的律了。

(他)那 因為 (他)律法 從屬(它)那 從屬(它)靈/風 從屬(她)那 從屬(她)生命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在對(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促使成自由自主 到於你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律法 從屬(她)那 從屬(她)罪 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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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屬(他)那 從屬(他)死。
[經文變異RT]

(他)那 因為 (他)律法 從屬(它)那 從屬(它)靈/風 從屬(她)那 從屬(她)生命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在對(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促使成自由自主 到於我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律法 從屬(她)那 從屬(她)罪 並且

從屬(他)那 從屬(他)死。

羅 8:3 to. ga.r avdu,naton tou/ no,mou evn w-| hvsqe,nei dia. th/j sarko,j( ò qeo.j to.n eàutou/ uiò.n pe,myaj evn òmoiw,mati
sarko.j àmarti,aj kai. peri. àmarti,aj kate,krinen th.n àmarti,an evn th/| sarki,(
For what the law could not do, in that it was weak through the flesh, God sending his own Son in the likeness of
sinful flesh, and for sin, condemned sin in the flesh:
律法既因肉體軟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兒子，成為罪身的形狀，作了贖罪祭，在肉體中定了罪案；

到於(它)那 因為 到於(它)乃不能夠可能的註1
從屬(他)那 從屬(他)律法， 在內 在對(它)這個

他/她/它當時持續成軟弱無力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肉體， (他)那 (他)神 到於(他)那

從屬(他)同一者自己 到於(他)兒子 (他)那時(也是)差送打發了的 在內 在對(它)形式類同 從屬(她)肉體 從屬(她)罪 並且

<在周圍>關於 從屬(她)罪， 他/她/它那時(也是)斷定有罪 到於(她)那 到於(她)罪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肉體；

註1：“到於(它)那 因為 到於(它)乃不能夠可能的”文法上亦可以為“(它)那 因為 (它)乃不能夠可能的”。

羅 8:4 i[na to. dikai,wma tou/ no,mou plhrwqh/| evn h̀mi/n toi/j mh. kata. sa,rka peripatou/sin avlla. kata. pneu/maÅ
That the righteousness of the law might be fulfilled in us, who walk not after the flesh, but after the Spirit.
使律法的義，成就在我們這不隨從肉體，只隨從聖靈的人身上。

為要 (它)那 (它)義行義禮 從屬(他)那 從屬(他)律法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促使成充滿添足 在內 在對我們，

在對(他們)那些 不會/不要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肉體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來往昂然踏行了的， 但乃是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靈/風。

羅 8:5 oì ga.r kata. sa,rka o;ntej ta. th/j sarko.j fronou/sin( oì de. kata. pneu/ma ta. tou/ pneu,matojÅ
For they that are after the flesh do mind the things of the flesh; but they that are after the Spirit the things of the
Spirit.
因為隨從肉體的人，體貼肉體的事；隨從聖靈的人，體貼聖靈的事。

(他們)那些 因為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肉體 (他們)現正持續是了的 到於(它們)那些 從屬(她)那 從屬(她)肉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感受體察； (他們)那些 然而也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靈/風 到於(它們)那些 從屬(它)那

從屬(它)靈/風。

羅 8:6 to. ga.r fro,nhma th/j sarko.j qa,natoj( to. de. fro,nhma tou/ pneu,matoj zwh. kai. eivrh,nh\
For to be carnally minded is death; but to be spiritually minded is life and peace.
體貼肉體的就是死；體貼聖靈的乃是生命平安；

(它)那 因為 (它)體念意向 從屬(她)那 從屬(她)肉體 (他)死； (它)那 然而也 (它)體念意向 從屬(它)那 從屬(它)靈/風

(她)生命 並且 (她)和平安寧；

羅 8:7 dio,ti to. fro,nhma th/j sarko.j e;cqra eivj qeo,n( tw/| ga.r no,mw| tou/ qeou/ ouvc up̀ota,ssetai( ouvde. ga.r
du,natai\
Because the carnal mind is enmity against God: for it is not subject to the law of God, neither indeed can be.
原來體貼肉體的，就是與神為仇；因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

為是這樣之緣故 (它)那 (它)體念意向 從屬(她)那 從屬(她)肉體 (她)仇意敵視 向內進入 到於(他)神； 在對(他)那

因為 在對(他)律法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使服膺服從， 然而也不是地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羅 8:8 oì de. evn sarki. o;ntej qew/| avre,sai ouv du,nantaiÅ
So then they that are in the flesh cannot please God.
而且屬肉體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歡。

(他們)那些 然而也 在內 在對(她)肉體 (他們)現正持續是了的 在對(他)神 那時(也是)要去取悅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羅 8:9 ùmei/j de. ouvk evste. evn sarki. avlla. evn pneu,mati( ei;per pneu/ma qeou/ oivkei/ evn ùmi/nÅ eiv de, tij pneu/ma
Cristou/ ouvk e;cei( ou-toj ouvk e;stin auvtou/Å
But ye are not in the flesh, but in the Spirit, if so be that the Spirit of God dwell in you. Now if any man have not
the Spirit of Christ, he is none of his.
如果神的靈住在你們心裏，你們就不屬肉體，乃屬聖靈了；人若沒有基督的靈，就不是屬基督的。

你們 然而也 不是/不 你們現在持續是 在內 在對(她)肉體， 但乃是 在內 在對(它)靈/風， 若是甚至 (它)靈/風

從屬(他)神 他/她/它現在持續住 在內 在對你們。 若是 然而也 (他)任何什麼 到於(它)靈/風 從屬(他)基督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他)那同一者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從屬(他)同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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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 8:10 eiv de. Cristo.j evn um̀i/n( to. me.n sw/ma nekro.n dia. am̀arti,an to. de. pneu/ma zwh. dia. dikaiosu,nhnÅ
And if Christ be in you, the body is dead because of sin; but the Spirit is life because of righteousness.
基督若在你們心裏，身體就因罪而死，心靈卻因義而活；

若是 然而也 (他)基督 在內 在對你們， (它)那 的確 (它)身體 (它)死掉的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她)罪；

(它)那 然而也 (它)靈/風 (她)生命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她)至義。

羅 8:11 eiv de. to. pneu/ma tou/ evgei,rantoj to.n VIhsou/n evk nekrw/n oivkei/ evn ùmi/n( ò evgei,raj Cristo.n evk nekrw/n
zw|opoih,sei kai. ta. qnhta. sw,mata ùmw/n dia. tou/ evnoikou/ntoj auvtou/ pneu,matoj evn ùmi/nÅ
But if the Spirit of him that raised up Jesus from the dead dwell in you, he that raised up Christ from the dead
shall also quicken your mortal bodies by his Spirit that dwelleth in you.
然而叫耶穌從死裏復活者的靈，若住在你們心裏，那叫基督耶穌從死裏復活的，也必藉著住在你們心裏的聖靈，

使你們必死的身體又活過來。

若是 然而也 (它)那 (它)靈/風 從屬(他)那 從屬(他)那時(也是)喚醒起來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死掉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住 在內 在對你們， (他)那 (他)那時(也是)喚醒起來了的 到於(他)基督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死掉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行出作成活活生動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會死亡的 到於(它們)身體

從屬你們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那 從屬(它)現正持續住在內了的 從屬(他)同一者 從屬(它)靈/風 在內 在對你們。
[經文變異RT]

若是 然而也 (它)那 (它)靈/風 從屬(他)那 從屬(他)那時(也是)喚醒起來了的 到於(他)耶穌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死掉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住 在內 在對你們， (他)那 (他)那時(也是)喚醒起來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基督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死掉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行出作成活活生動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會死亡的 到於(它們)身體

從屬你們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 到於(它)現正持續住在內了的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它)靈/風 在內

在對你們。
[經文變異WH]

若是 然而也 (它)那 (它)靈/風 從屬(他)那 從屬(他)那時(也是)喚醒起來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死掉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住 在內 在對你們， (他)那 (他)那時(也是)喚醒起來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死掉的 到於(他)基督 到於(他)耶穌 他/她/它將要(持續)行出作成活活生動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會死亡的 到於(它們)身體 從屬你們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那 從屬(它)現正持續住在內了的

從屬(他)同一者 從屬(它)靈/風 在內 在對你們。

羅 8:12 :Ara ou=n( avdelfoi,( ovfeile,tai evsme.n ouv th/| sarki. tou/ kata. sa,rka zh/n(
Therefore, brethren, we are debtors, not to the flesh, to live after the flesh.
弟兄們，這樣看來，我們並不是欠肉體的債，去順從肉體活著。

果然如此 這樣， 阿,(他們)弟兄， (他們)積欠負債者 我們現在持續是， 不是/不 在對(她)那 在對(她)肉體，

從屬(它)那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肉體 現要去持續活；

羅 8:13 eiv ga.r kata. sa,rka zh/te( me,llete avpoqnh,|skein\ eiv de. pneu,mati ta.j pra,xeij tou/ sw,matoj qanatou/te(
zh,sesqeÅ
For if ye live after the flesh, ye shall die: but if ye through the Spirit do mortify the deeds of the body, ye shall
live.
你們若順從肉體活著必要死；若靠著聖靈治死身體的惡行必要活著。

若是 因為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肉體 你們現在持續活， 你們現在持續準備快要 現要去持續死去； 若是 然而也

在對(它)靈/風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實施行使 從屬(它)那 從屬(它)身體 你們現在持續促使為死，

你們將要(持續)讓自己活。

羅 8:14 o[soi ga.r pneu,mati qeou/ a;gontai( ou-toi uiòi. qeou/ eivsinÅ
For as many as are led by the Spirit of God, they are the sons of God.
因為凡被神的靈引導的，都是神的兒子。

(他們)這每一切 因為 在對(它)靈/風 從屬(他)神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被帶領， (他們)那同一者 (他們)兒子 從屬(他)神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他們)這每一切 因為 在對(它)靈/風 從屬(他)神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被帶領， (他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兒子 從屬(他)神。

羅 8:15 ouv ga.r evla,bete pneu/ma doulei,aj pa,lin eivj fo,bon avlla. evla,bete pneu/ma uiòqesi,aj evn w-| kra,zomen( Abba
ò path,rÅ
For ye have not received the spirit of bondage again to fear; but ye have received the Spirit of adoption,
whereby we cry, Abba, Father.
你們所受的不是奴僕的心，仍舊害怕；所受的乃是兒子的心，因此我們呼叫：阿爸，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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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不 因為 你們那時(也是)拿取 到於(它)靈/風 從屬(她)奴役為奴 重新又再地 向內進入 到於(他)畏懼害怕；

但乃是 你們那時(也是)拿取 到於(它)靈/風 從屬(她)兒子之置放擺設， 在內 在對(它)這個 我們現在持續嘶聲吶喊，

阿,(他)阿爸 (他)那 (他)父親。

羅 8:16 auvto. to. pneu/ma summarturei/ tw/| pneu,mati h̀mw/n o[ti evsme.n te,kna qeou/Å
The Spirit itself beareth witness with our spirit, that we are the children of God:
聖靈與我們的心同證我們是神的兒女；

(它)同一者 (它)那 (它)靈/風 他/她/它現在持續共同作見證人 在對(它)那 在對(它)靈/風 從屬我們， 是這樣

我們現在持續是 (它們)孩子 從屬(他)神。

羅 8:17 eiv de. te,kna( kai. klhrono,moi\ klhrono,moi me.n qeou/( sugklhrono,moi de. Cristou/( ei;per sumpa,scomen i[na
kai. sundoxasqw/menÅ
And if children, then heirs; heirs of God, and joint-heirs with Christ; if so be that we suffer with him, that we may
be also glorified together.
既是兒女，便是後嗣，就是神的後嗣，和基督同作後嗣；如果我們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榮耀。

若是 然而也 (它們)孩子， 並且 (他們)承受產業之人； (他們)承受產業之人 的確 從屬(他)神，

(他們)共同承受產業的 然而也 從屬(他)基督， 若是甚至 我們現在持續共同經歷承受， 為要 並且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被共同歸榮耀。

羅 8:18 Logi,zomai ga.r o[ti ouvk a;xia ta. paqh,mata tou/ nu/n kairou/ pro.j th.n me,llousan do,xan avpokalufqh/nai
eivj hm̀a/jÅ
For I reckon that the sufferings of this present time are not worthy to be compared with the glory which shall be
revealed in us.
我想現在的苦楚，若比起將來要顯於我們的榮耀，就不足介意了。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估算 因為 是這樣 不是/不 (它們)相配值得的 (它們)那些 (它們)所經歷承受 從屬(他)那

現在此時地 從屬(他)場合時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那 到於(她)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的 到於(她)榮耀

那時(也是)要去被啟示揭露 向內進入 到於我們。

羅 8:19 h` ga.r avpokaradoki,a th/j kti,sewj th.n avpoka,luyin tw/n uiẁ/n tou/ qeou/ avpekde,cetaiÅ
For the earnest expectation of the creature waiteth for the manifestation of the sons of God.
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眾子顯出來。

(她)那 因為 (她)切切想望 從屬(她)那 從屬(她)創造建立 到於(她)那 到於(她)啟示揭露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從那裏期望等候；

羅 8:20 th/| ga.r mataio,thti h` kti,sij ùpeta,gh( ouvc ek̀ou/sa avlla. dia. to.n ùpota,xanta( evfV èlpi,di
For the creature was made subject to vanity, not willingly, but by reason of him who hath subjected the same in
hope,
因為受造之物服在虛空之下，不是自己願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

在對(她)那 因為 在對(她)無益虛妄 (她)那 (她)創造建立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使服膺服從， 不是/不

(她)心甘情願的， 但乃是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他)那 到於(他)那時(也是)使服膺服從了的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期盼指望，
[不同標點]

在對(她)那 因為 在對(她)無益虛妄 (她)那 (她)創造建立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使服膺服從， 不是/不

(她)心甘情願的， 但乃是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他)那 到於(他)那時(也是)使服膺服從了的；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期盼指望，

羅 8:21 o[ti kai. auvth. h` kti,sij evleuqerwqh,setai avpo. th/j doulei,aj th/j fqora/j eivj th.n evleuqeri,an th/j do,xhj tw/n
te,knwn tou/ qeou/Å
Because the creature itself also shall be delivered from the bondage of corruption into the glorious liberty of the
children of God.
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脫離敗壞的轄制，得享神兒女自由的榮耀。〔享原文作入〕

是這樣 並且 (她)同一者 (她)那 (她)創造建立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促使成自由自主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奴役為奴 從屬(她)那 從屬(她)朽敗朽壞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自主自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榮耀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孩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羅 8:22 oi;damen ga.r o[ti pa/sa h̀ kti,sij sustena,zei kai. sunwdi,nei a;cri tou/ nu/n\
For we know that the whole creation groaneth and travaileth in pain together until now.
我們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歎息勞苦，直到如今。

我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因為 是這樣 (她)所有每一個的 (她)那 (她)創造建立 他/她/它現在持續共同歎息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共同有劇痛陣痛 直至達到 從屬(他)那 現在此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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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 8:23 ouv mo,non de,( avlla. kai. auvtoi. th.n avparch.n tou/ pneu,matoj e;contej( hm̀ei/j kai. auvtoi. evn èautoi/j
stena,zomen uìoqesi,an avpekdeco,menoi( th.n avpolu,trwsin tou/ sw,matoj h̀mw/nÅ
And not only they, but ourselves also, which have the firstfruits of the Spirit, even we ourselves groan within
ourselves, waiting for the adoption, to wit, the redemption of our body.
不但如此，就是我們這有聖靈初結果子的，也是自己心裏歎息，等候得著兒子的名分，乃是我們的身體得贖。

不是/不 僅有單獨地 然而也， 但乃是 並且 (他們)同一者 到於(她)那 到於(她)初熟的果子 從屬(它)那 從屬(它)靈/風

(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我們 並且 (他們)同一者 在內 在對(他們)同一者自己 我們現在持續歎息，

到於(她)兒子之置放擺設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從那裏期望等候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解脫得贖 從屬(它)那

從屬(它)身體 從屬我們。
[經文變異RT]

不是/不 僅有單獨地 然而也， 但乃是 並且 (他們)同一者 到於(她)那 到於(她)初熟的果子 從屬(它)那 從屬(它)靈/風

(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並且 我們 (他們)同一者 在內 在對(他們)同一者自己 我們現在持續歎息，

到於(她)兒子之置放擺設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從那裏期望等候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解脫得贖 從屬(它)那

從屬(它)身體 從屬我們。

羅 8:24 th/| ga.r evlpi,di evsw,qhmen\ evlpi.j de. blepome,nh ouvk e;stin evlpi,j\ o] ga.r ble,pei ti,j evlpi,zeiÈ
For we are saved by hope: but hope that is seen is not hope: for what a man seeth, why doth he yet hope for?
我們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見的盼望不是盼望；誰還盼望他所見的呢。〔有古卷作人所看見的何必再盼望呢〕

在對(她)那 因為 在對(她)期盼指望 我們那時(也是)被拯救； (她)期盼指望 然而也 (她)現正持續被著眼觀看了的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期盼指望； 到於(它)這個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著眼觀看， (他)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有期盼指望？
[經文變異RT]

在對(她)那 因為 在對(她)期盼指望 我們那時(也是)被拯救； (她)期盼指望 然而也 (她)現正持續被著眼觀看了的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期盼指望； 到於(它)這個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著眼觀看 (他)任何什麼，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有期盼指望？

羅 8:25 eiv de. o] ouv ble,pomen evlpi,zomen( diV ùpomonh/j avpekdeco,meqaÅ
But if we hope for that we see not, then do we with patience wait for it.
但我們若盼望那所不見的，就必忍耐等候。

若是 然而也 到於(它)這個 不是/不 我們現在持續著眼觀看， 我們現在持續有期盼指望，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堅忍持守 我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從那裏期望等候。

羅 8:26 ~Wsau,twj de. kai. to. pneu/ma sunantilamba,netai th/| avsqenei,a| hm̀w/n\ to. ga.r ti, proseuxw,meqa kaqo. dei/
ouvk oi;damen( avlla. auvto. to. pneu/ma ùperentugca,nei stenagmoi/j avlalh,toij\
Likewise the Spirit also helpeth our infirmities: for we know not what we should pray for as we ought: but the
Spirit itself maketh intercession for us with groanings which cannot be uttered.
況且我們的軟弱有聖靈幫助，我們本不曉得當怎樣禱告，只是聖靈親自用說不出來的歎息，替我們禱告。

正如同一樣式地 然而也 並且 (它)那 (它)靈/風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共同扶助幫扶 在對(她)那

在對(她)無力軟弱 從屬我們； 到於(它)那 因為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祈禱求告 按照這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不是/不 我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但乃是 (它)同一者 (它)那 (它)靈/風

他/她/它現在持續當面懇切代求 在對(他們)歎息 在對(他們)不能以言語表達的；
[經文變異RT]

正如同一樣式地 然而也 並且 (它)那 (它)靈/風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共同扶助幫扶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無力軟弱 從屬我們； 到於(它)那 因為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祈禱求告 按照這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不是/不 我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但乃是 (它)同一者 (它)那 (它)靈/風

他/她/它現在持續當面懇切代求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我們 在對(他們)歎息 在對(他們)不能以言語表達的；

羅 8:27 ò de. evraunw/n ta.j kardi,aj oi=den ti, to. fro,nhma tou/ pneu,matoj( o[ti kata. qeo.n evntugca,nei ùpe.r ag̀i,wnÅ
And he that searcheth the hearts knoweth what is the mind of the Spirit, because he maketh intercession for the
saints according to the will of God.
鑒察人心的，曉得聖靈的意思；因為聖靈照著神的旨意替聖徒祈求。

(他)那 然而也 (他)現正持續詢求查考了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內心 他/她/它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它)任何什麼呢註1

(它)那 (它)體念意向 從屬(它)那 從屬(它)靈/風， 是這樣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神 他/她/它現在持續當面懇求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他們)聖的。

註1：“(它)任何什麼呢”文法上亦可以為“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羅 8:28 oi;damen de. o[ti toi/j avgapw/sin to.n qeo.n pa,nta sunergei/ eivj avgaqo,n( toi/j kata. pro,qesin klhtoi/j ou=sinÅ
And we know that all things work together for good to them that love God, to them who are the called accor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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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his purpose.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我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然而也 是這樣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愛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作同工 向內進入 到於(它)良善的， 在對(他們)那些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目的展示 在對(他們)乃召請的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是了的。
[不同讀法]

我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然而也 是這樣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愛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註1 他/她/它現在持續作同工 向內進入 到於(它)良善的， 在對(他們)那些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目的展示 在對(他們)乃召請的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是了的。

註1：“(它)任何什麼呢”文法上亦可以為“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經文變異WH]

我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然而也 是這樣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愛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作同工 (他)那 (他)神 向內進入 到於(它)良善的， 在對(他們)那些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目的展示 在對(他們)乃召請的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是了的。

羅 8:29 o[ti ou]j proe,gnw( kai. prow,risen summo,rfouj th/j eivko,noj tou/ uìou/ auvtou/( eivj to. ei=nai auvto.n
prwto,tokon evn polloi/j avdelfoi/j\
For whom he did foreknow, he also did predestinate to be conformed to the image of his Son, that he might be
the firstborn among many brethren.
因為他預先所知道的人，就預先定下效法他兒子的模樣，使他兒子在許多弟兄中作長子；

是這樣 到於(他們)這些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預先認識知道，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預先界定

到於(他們)同樣形貌特質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表像 從屬(他)那 從屬(他)兒子 從屬(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現要去持續是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他)頭生長子的 在內 在對(他們)許多的 在對(他們)弟兄；

羅 8:30 ou]j de. prow,risen( tou,touj kai. evka,lesen\ kai. ou]j evka,lesen( tou,touj kai. evdikai,wsen\ ou]j de.
evdikai,wsen( tou,touj kai. evdo,xasenÅ
Moreover whom he did predestinate, them he also called: and whom he called, them he also justified: and
whom he justified, them he also glorified.
預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們來；所召來的人，又稱他們為義；所稱為義的人，又叫他們得榮耀。

到於(他們)這些個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預先界定， 到於(他們)那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促請召喚；

並且 到於(他們)這些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促請召喚， 到於(他們)那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稱為公義；

到於(他們)這些個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稱為公義， 到於(他們)那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歸榮耀。

羅 8:31 Ti, ou=n evrou/men pro.j tau/taÈ eiv ò qeo.j ùpe.r hm̀w/n( ti,j kaqV h̀mw/nÈ
What shall we then say to these things? If God be for us, who can be against us?
既是這樣，還有甚麼說的呢；神若幫助我們，誰能敵擋我們呢。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這樣 我們將要(持續)開聲言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若是 (他)那 (他)神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我們， (他)任何什麼呢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我們？

羅 8:32 o[j ge tou/ ivdi,ou uiòu/ ouvk evfei,sato avlla. up̀e.r hm̀w/n pa,ntwn pare,dwken auvto,n( pw/j ouvci. kai. su.n auvtw/|
ta. pa,nta hm̀i/n cari,setaiÈ
He that spared not his own Son, but delivered him up for us all, how shall he not with him also freely give us all
things?
神既不愛惜自己的兒子為我們眾人捨了，豈不也把萬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賜給我們麼。

(他)這個 確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私人個別的 從屬(他)兒子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憐惜寬免， 但乃是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我們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交付 到於(他)同一者， 怎樣如何地呢

豈不是呢 並且 共同一起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我們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恩待？

羅 8:33 ti,j evgkale,sei kata. evklektw/n qeou/È qeo.j ò dikaiw/n\
Who shall lay any thing to the charge of God's elect? It is God that justifieth.
誰能控告神所揀選的人呢；有神稱他們為義了。〔或作是稱他們為義的神麼〕

(他)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將要(持續)控訴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他們)乃挑選的 從屬(他)神？ (他)神 (他)那

(他)現正持續稱為公義了的；

羅 8:34 ti,j ò katakrinw/nÈ Cristo.j Îvihsou/jÐ ò avpoqanw,n( ma/llon de. evgerqei,j( o]j kai, evstin evn dexia/| tou/ qeou/(
o]j kai. evntugca,nei ùpe.r hm̀w/nÅ
Who is he that condemneth? It is Christ that died, yea rather, that is risen again, who is even at the right hand of
God, who also maketh intercession for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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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能定他們的罪呢；有基督耶穌已經死了，而且從死裏復活，現今在神的右邊，也替我們祈求。〔有基督云云或

作是已經死了而且從死裏復活現今在神的右邊也替我們祈求的基督耶穌麼〕

(他)任何什麼呢 (他)那 (他)現正持續斷定有罪了的
註1？ (他)基督 (他)耶穌 (他)那 (他)那時(也是)死去了的，

更特別尤其地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被喚醒起來了的， (他)這個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內 在對(她)右手邊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這個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當面懇求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我們。

註1：“(他)現正持續斷定有罪了的”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將要(持續)斷定有罪了的”。

[經文變異RT]

(他)任何什麼呢 (他)那 (他)現正持續斷定有罪了的？ (他)基督 (他)那 (他)那時(也是)死去了的， 更特別尤其地

然而也 並且 (他)那時(也是)被喚醒起來了的， (他)這個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內 在對(她)右手邊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這個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當面懇求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我們。
[經文變異WH]

(他)任何什麼呢 (他)那 (他)現正持續斷定有罪了的？ (他)基督 (他)耶穌 (他)那 (他)那時(也是)死去了的，

更特別尤其地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被喚醒起來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死掉的， (他)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內 在對(她)右手邊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這個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當面懇求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我們。

羅 8:35 ti,j h̀ma/j cwri,sei avpo. th/j avga,phj tou/ Cristou/È qli/yij h' stenocwri,a h' diwgmo.j h' limo.j h' gumno,thj h'
ki,ndunoj h' ma,cairaÈ
Who shall separate us from the love of Christ? shall tribulation, or distress, or persecution, or famine, or
nakedness, or peril, or sword?
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呢；難道是患難麼，是困苦麼，是逼迫麼，是飢餓麼，是赤身露體麼，是危險麼，是

刀劍麼。

(他)任何什麼呢 到於我們 他/她/它將要(持續)分離隔開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愛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她)壓迫患難， 甚或/或而 (她)狹隘困苦， 甚或/或而 (他)追趕逼迫， 甚或/或而 (他)糧食缺乏， 甚或/或而

(她)裸露赤身， 甚或/或而 (他)危險， 甚或/或而 (她)兵刃？

羅 8:36 kaqw.j ge,graptai o[ti {Eneken sou/ qanatou,meqa o[lhn th.n hm̀e,ran( evlogi,sqhmen wj̀ pro,bata sfagh/jÅ
As it is written, For thy sake we are killed all the day long; we are accounted as sheep for the slaughter.
如經上所記：『我們為你的緣故，終日被殺；人看我們如將宰的羊。』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是這樣 由于為此地 從屬你 我們現在持續被促使為死

到於(她)整個全部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日子/白日； 我們那時(也是)被估算 正如地 (它們)綿羊 從屬(她)殺戮屠宰。

羅 8:37 avllV evn tou,toij pa/sin ùpernikw/men dia. tou/ avgaph,santoj hm̀a/jÅ
Nay, in all these things we are more than conquerors through him that loved us.
然而靠著愛我們的主，在這一切的事上，已經得勝有餘了。

但乃是 在內 在對(它們)那同一者 在對(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我們現在持續壓倒性地獲勝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那

從屬(他)那時(也是)愛了的 到於我們。

羅 8:38 pe,peismai ga.r o[ti ou;te qa,natoj ou;te zwh. ou;te a;ggeloi ou;te avrcai. ou;te evnestw/ta ou;te me,llonta ou;te
duna,meij
For I am persuaded, that neither death, nor life, nor angels, nor principalities, nor powers, nor things present,
nor things to come,
因為我深信無論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權的，是有能的，是現在的事，是將來的事，

我現在已經被勸信說服 因為， 是這樣 並不/又不 (他)死， 並不/又不 (她)生命， 並不/又不 (他們)使者，

並不/又不 (她們)為起始為首， 並不/又不 (它們)現在已經臨到了的， 並不/又不 (它們)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的，

並不/又不 (她們)能力權能，
[經文變異RT]

我現在已經被勸信說服 因為， 是這樣 並不/又不 (他)死， 並不/又不 (她)生命， 並不/又不 (他們)使者，

並不/又不 (她們)為起始為首， 並不/又不 (她們)能力權能， 並不/又不 (它們)現在已經臨到了的， 並不/又不

(它們)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的，

羅 8:39 ou;te u[ywma ou;te ba,qoj ou;te tij kti,sij ète,ra dunh,setai h̀ma/j cwri,sai avpo. th/j avga,phj tou/ qeou/ th/j evn
Cristw/| VIhsou/ tw/| kuri,w| hm̀w/nÅ
Nor height, nor depth, nor any other creature, shall be able to separate us from the love of God, which is in
Christ Jesus our Lord.
是高處的，是低處的，是別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們與神的愛隔絕；這愛是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裏的。

並不/又不 (它)所升高， 並不/又不 (它)深度， 並不/又不 (她)任何什麼 (她)創造建立 (她)相異不同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能夠可能 到於我們 那時(也是)要去分離隔開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愛 從屬(他)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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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屬(他)神， 從屬(她)那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在對(他)耶穌 在對(他)那 在對(他)主人 從屬我們。

羅 9:1 VAlh,qeian le,gw evn Cristw/|( ouv yeu,domai( summarturou,shj moi th/j suneidh,sew,j mou evn pneu,mati ag̀i,w|(
I say the truth in Christ, I lie not, my conscience also bearing me witness in the Holy Ghost,
我在基督裏說真話，並不謊言，有我良心被聖靈感動，給我作見證；

到於(她)真情實理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內 在對(他)基督，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說謊作假，

從屬(她)現正持續共同作見證人了的 在對我 從屬(她)那 從屬(她)自覺良心 從屬我 在內 在對(它)靈/風 在對(它)聖的，

羅 9:2 o[ti lu,ph moi, evstin mega,lh kai. avdia,leiptoj ovdu,nh th/| kardi,a| mouÅ
That I have great heaviness and continual sorrow in my heart.
我是大有憂愁，心裏時常傷痛。

是這樣 (她)憂傷愁苦 在對我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極大的， 並且 (她)乃不中止間斷的 (她)痛苦傷痛 在對(她)那

在對(她)內心 從屬我。

羅 9:3 huvco,mhn ga.r avna,qema ei=nai auvto.j evgw. avpo. tou/ Cristou/ ùpe.r tw/n avdelfw/n mou tw/n suggenw/n mou
kata. sa,rka(
For I could wish that myself were accursed from Christ for my brethren, my kinsmen according to the flesh:
為我弟兄，我骨肉之親，就是自己被咒詛，與基督分離，我也願意。

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許願祈求 因為 (它)咒逐禁物 現要去持續是 (他)同一者 我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弟兄 從屬我，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親族的 從屬我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肉體；
[經文變異RT]

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許願祈求 因為 (他)同一者 我 (它)咒逐禁物 現要去持續是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弟兄 從屬我，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親族的 從屬我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肉體；

羅 9:4 oi[tine,j eivsin VIsrahli/tai( w-n h` uiòqesi,a kai. h` do,xa kai. aì diaqh/kai kai. h` nomoqesi,a kai. h̀ latrei,a
kai. aì evpaggeli,ai(
Who are Israelites; to whom pertaineth the adoption, and the glory, and the covenants, and the giving of the law,
and the service of God, and the promises;
他們是以色列人；那兒子的名分，榮耀，諸約，律法，禮儀，應許，都是他們的；

(他們)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以色列人； 從屬(他們)這些個 (她)那 (她)兒子之置放擺設 並且

(她)那 (她)榮耀 並且 (她們)那些 (她們)遺囑契約 並且 (她)那 (她)律法訂立 並且 (她)那 (她)事奉敬奉 並且

(她們)那些 (她們)應許；

羅 9:5 w-n oi` pate,rej kai. evx w-n ò Cristo.j to. kata. sa,rka( ò w'n evpi. pa,ntwn qeo.j euvloghto.j eivj tou.j aivw/naj(
avmh,nÅ
Whose are the fathers, and of whom as concerning the flesh Christ came, who is over all, God blessed for ever.
Amen.
列祖就是他們的祖宗，按肉體說，基督也是從他們出來的，他是在萬有之上，永遠可稱頌的神。阿們。

從屬(他們)這些個 (他們)那些 (他們)父親， 並且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這些個 (他)那 (他)基督， 到於(它)那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肉體， (他)那 (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它們)所有每一個的註1
(他)神

(他)可祝福稱讚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世紀時代。 阿們。

註1：“從屬(它們)所有每一個的”文法上亦可以為“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不同標點]

從屬(他們)這些個 (他們)那些 (他們)父親， 並且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這些個 (他)那 (他)基督， 到於(它)那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肉體： (他)那 (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神

(他)可祝福稱讚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世紀時代。 阿們。

羅 9:6 Ouvc oi-on de. o[ti evkpe,ptwken ò lo,goj tou/ qeou/Å ouv ga.r pa,ntej oì evx VIsrah.l ou-toi VIsrah,l\
Not as though the word of God hath taken none effect. For they are not all Israel, which are of Israel:
這不是說神的話落了空；因為從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

不是/不 (它)如此這樣 然而也 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已經向外落下墜落 (他)那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不是/不 因為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那些 向外出來 從屬(他)以色列， (他們)那同一者

(他)以色列；

羅 9:7 ouvdV o[ti eivsi.n spe,rma VAbraa.m pa,ntej te,kna( avllv( VEn VIsaa.k klhqh,setai, soi spe,rmaÅ
Neither, because they are the seed of Abraham, are they all children: but, In Isaac shall thy seed be called.
也不因為是亞伯拉罕的後裔，就都作他的兒女；惟獨『從以撒生的，纔要稱為你的後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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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也不是地 是這樣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它)種裔 從屬(他)亞伯拉罕，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它們)孩子；

但乃是 在內 在對(他)以撒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促請召喚 在對你 (它)種裔。

羅 9:8 tou/tV e;stin( ouv ta. te,kna th/j sarko.j tau/ta te,kna tou/ qeou/ avlla. ta. te,kna th/j evpaggeli,aj logi,zetai eivj
spe,rmaÅ
That is, They which are the children of the flesh, these are not the children of God: but the children of the
promise are counted for the seed.
這就是說，肉身所生的兒女，不是神的兒女；惟獨那應許的兒女，纔算是後裔。

(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不是/不 (它們)那些 (它們)孩子 從屬(她)那 從屬(她)肉體， (它們)那同一者

(它們)孩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但乃是 (它們)那些 (它們)孩子 從屬(她)那 從屬(她)應許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估算 向內進入 到於(它)種裔。

羅 9:9 evpaggeli,aj ga.r ò lo,goj ou-toj( Kata. to.n kairo.n tou/ton evleu,somai kai. e;stai th/| Sa,rra| uìo,jÅ
For this is the word of promise, At this time will I come, and Sara shall have a son.
因為所應許的話是這樣說：『到明年這時候我要來，撒拉必生一個兒子。』

從屬(她)應許 因為 (他)那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他)那同一者，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那 到於(他)場合時節

到於(他)那同一者 我將要(持續)讓自己到來前往，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在對(她)那 在對(她)撒拉 (他)兒子。

羅 9:10 ouv mo,non de,( avlla. kai. ~Rebe,kka evx eǹo.j koi,thn e;cousa( VIsaa.k tou/ patro.j hm̀w/n\
And not only this; but when Rebecca also had conceived by one, even by our father Isaac;
不但如此，還有利百加，既從一個人，就是從我們的祖宗以撒懷了孕；

不是/不 僅有單獨地 然而也， 但乃是 並且 (她)利百加 向外出來 從屬(他)一個 到於(她)睡床臥榻

(她)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從屬(他)以撒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從屬我們；

羅 9:11 mh,pw ga.r gennhqe,ntwn mhde. praxa,ntwn ti avgaqo.n h' fau/lon( i[na h` katV evklogh.n pro,qesij tou/ qeou/
me,nh|( ouvk evx e;rgwn avllV evk tou/ kalou/ntoj(
(For the children being not yet born, neither having done any good or evil, that the purpose of God according to

election might stand, not of works, but of him that calleth;)
（雙子還沒有生下來，善惡還沒有作出來，只因要顯明神揀選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為，乃在乎召人的主）

尚不可以地 因為 從屬(他們)那時(也是)被生發成為族類了的， 然而也不要 從屬(他們)那時(也是)實施行使了的

到於(它)任何什麼 到於(它)良善的 甚或/或而 到於(它)低俗缺德的， 為要 (她)那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揀選

(她)目的展示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停留持守， 不是/不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工作， 但乃是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現正持續促請召喚了的，
[經文變異RT]

尚不可以地 因為 從屬(他們)那時(也是)被生發成為族類了的， 然而也不要 從屬(他們)那時(也是)實施行使了的

到於(它)任何什麼 到於(它)良善的 甚或/或而 到於(它)卑劣不好的 為要 (她)那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揀選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她)目的展示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停留持守， 不是/不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工作， 但乃是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現正持續促請召喚了的，

羅 9:12 evrre,qh auvth/| o[ti ~O mei,zwn douleu,sei tw/| evla,ssoni(
It was said unto her, The elder shall serve the younger.
神就對利百加說：『將來大的要服事小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發表言說 在對(她)同一者， 是這樣 (他)那 (他)更大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作奴僕 在對(他)那

在對(他)更微小低下的；

羅 9:13 kaqw.j ge,graptai( To.n VIakw.b hvga,phsa( to.n de. VHsau/ evmi,shsaÅ
As it is written, Jacob have I loved, but Esau have I hated.
正如經上所記：『雅各是我所愛的，以掃是我所惡的。』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到於(他)那 到於(他)雅各 我那時(也是)愛， 到於(他)那 然而也

到於(他)以掃 我那時(也是)恨惡。
[經文變異WH]

甚至按照這些地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到於(他)那 到於(他)雅各 我那時(也是)愛， 到於(他)那 然而也

到於(他)以掃 我那時(也是)恨惡。

羅 9:14 Ti, ou=n evrou/menÈ mh. avdiki,a para. tw/| qew/|È mh. ge,noito\
What shall we say then? Is there unrighteousness with God? God forbid.
這樣，我們可說甚麼呢；難道神有甚麼不公平麼；斷乎沒有。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這樣 我們將要(持續)開聲言說？ 豈會呢 (她)不義 <在旁邊>在旁邊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可以讓自己生發成為。

羅 9:15 tw/| Mwu?sei/ ga.r le,gei( VEleh,sw o]n a'n evlew/ kai. oivktirh,sw o]n a'n oivkti,rw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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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he saith to Moses, I will have mercy on whom I will have mercy, and I will have compassion on whom I will
have compassion.
因他對摩西說：『我要憐憫誰，就憐憫誰，要恩待誰，就恩待誰。』

在對(他)那 在對(他)摩西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我將要(持續)發憐憫慈悲 到於(他)這個 但凡

我現在應該持續發憐憫慈悲， 並且 我將要(持續)有同情憐恤 到於(他)這個 但凡 我現在應該持續有同情憐恤。
[經文變異RT]

在對(他)那 因為 在對(他)摩西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我將要(持續)發憐憫慈悲 到於(他)這個 但凡

我現在應該持續發憐憫慈悲， 並且 我將要(持續)有同情憐恤 到於(他)這個 但凡 我現在應該持續有同情憐恤。

羅 9:16 a;ra ou=n ouv tou/ qe,lontoj ouvde. tou/ tre,contoj avlla. tou/ evlew/ntoj qeou/Å
So then it is not of him that willeth, nor of him that runneth, but of God that sheweth mercy.
據此看來，這不在乎那定意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發憐憫的神。

果然如此 這樣 不是/不 從屬(他)那 從屬(他)現正持續定意了的， 然而也不是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現正持續奔跑疾行了的， 但乃是 從屬(他)那 從屬(他)現正持續發憐憫慈悲了的 從屬(他)神。

羅 9:17 le,gei ga.r h̀ grafh. tw/| Faraw. o[ti Eivj auvto. tou/to evxh,geira, se o[pwj evndei,xwmai evn soi. th.n du,nami,n
mou kai. o[pwj diaggelh/| to. o;noma, mou evn pa,sh| th/| gh/|Å
For the scripture saith unto Pharaoh, Even for this same purpose have I raised thee up, that I might shew my
power in thee, and that my name might be declared throughout all the earth.
因為經上有話向法老說：『我將你興起來，特要在你身上彰顯我的權能，並要使我的名傳遍天下。』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因為 (她)那 (她)經文 在對(他)那 在對(他)法老， 是這樣 向內進入 到於(它)同一者

到於(它)那同一者 我那時(也是)向外喚醒起來 到於你， 這怎樣如何地 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在內顯示展現 在內

在對你 到於(她)那 到於(她)能力權能 從屬我， 並且 這怎樣如何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徹底地報信通告 (它)那

(它)名字 從屬我 在內 在對(她)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地土/地。

羅 9:18 a;ra ou=n o]n qe,lei evleei/( o]n de. qe,lei sklhru,neiÅ
Therefore hath he mercy on whom he will have mercy, and whom he will he hardeneth.
如此看來，神要憐憫誰，就憐憫誰，要叫誰剛硬，就叫誰剛硬。

果然如此 這樣 到於(他)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定意， 他/她/它現在持續發憐憫慈悲； 到於(他)這個 然而也

他/她/它現在持續定意， 他/她/它現在持續促成剛硬艱澀。

羅 9:19 VErei/j moi ou=n( Ti, Îou=nÐ e;ti me,mfetaiÈ tw/| ga.r boulh,mati auvtou/ ti,j avnqe,sthkenÈ
Thou wilt say then unto me, Why doth he yet find fault? For who hath resisted his will?
這樣，你必對我說：他為甚麼還指責人呢；有誰抗拒他的旨意呢。

你將要(持續)開聲言說 在對我 這樣，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這樣 依然仍舊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指責歸咎？

在對(它)那 因為 在對(它)所諮商決意 從屬(他)同一者 (他)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已經對立抗拒？
[經文變異RT]

你將要(持續)開聲言說 這樣 在對我，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依然仍舊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指責歸咎？

在對(它)那 因為 在對(它)所諮商決意 從屬(他)同一者 (他)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已經對立抗拒？
[經文變異WH]

你將要(持續)開聲言說 在對我 這樣，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依然仍舊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指責歸咎？

在對(它)那 因為 在對(它)所諮商決意 從屬(他)同一者 (他)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已經對立抗拒？

羅 9:20 w= a;nqrwpe( menou/nge su. ti,j ei= ò avntapokrino,menoj tw/| qew/|È mh. evrei/ to. pla,sma tw/| pla,santi( Ti, me
evpoi,hsaj ou[twjÈ
Nay but, O man, who art thou that repliest against God? Shall the thing formed say to him that formed it, Why
hast thou made me thus?
你這個人哪，你是誰，竟敢向神強嘴呢；受造之物豈能對造他的說：你為甚麼這樣造我呢。

哦呀 阿,(他)人， 的確這樣確實 你 (他)任何什麼呢 你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生頂嘴反駁了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豈會呢 他/她/它將要(持續)開聲言說 (它)那 (它)所塑造模成 在對(他)那

在對(他)那時(也是)塑造模成了的，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到於我 你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那同一樣式地？
[經文變異RT]

的確這樣確實， 哦呀 阿,(他)人， 你 (他)任何什麼呢 你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生頂嘴反駁了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豈會呢 他/她/它將要(持續)開聲言說 (它)那 (它)所塑造模成 在對(他)那

在對(他)那時(也是)塑造模成了的，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到於我 你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那同一樣式地？

羅 9:21 h' ouvk e;cei evxousi,an ò kerameu.j tou/ phlou/ evk tou/ auvtou/ fura,matoj poih/sai o] me.n eivj timh.n skeu/oj o]
de. eivj avtimi,anÈ
Hath not the potter power over the clay, of the same lump to make one vessel unto honour, and another u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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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honour?
窰匠難道沒有權柄，從一團泥裏拿一塊作成貴重的器皿，又拿一塊作成卑賤的器皿麼。 

甚或/或而 豈非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權柄掌握 (他)那 (他)陶瓦匠 從屬(他)那 從屬(他)黏土濕泥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同一者 從屬(它)團塊 那時(也是)要去行出作成 到於(它)這個 的確 向內進入

到於(她)珍貴價值 到於(它)器皿用具， 到於(它)這個 然而也 向內進入 到於(她)低賤羞愧？

羅 9:22 eiv de. qe,lwn ò qeo.j evndei,xasqai th.n ovrgh.n kai. gnwri,sai to. dunato.n auvtou/ h;negken evn pollh/|
makroqumi,a| skeu,h ovrgh/j kathrtisme,na eivj avpw,leian(
What if God, willing to shew his wrath, and to make his power known, endured with much longsuffering the
vessels of wrath fitted to destruction:
倘若神要顯明他的忿怒，彰顯他的權能，就多多忍耐寬容那可怒預備遭毀滅的器皿；

若是 然而也 (他)現正持續定意了的 (他)那 (他)神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在內顯示展現 到於(她)那 到於(她)激動忿怒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使成認識知道 到於(它)那 到於(它)乃能夠可能的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負載攜帶

在內 在對(她)許多的 在對(她)恆忍耐性 到於(它們)器皿用具 從屬(她)激動忿怒

到於(它們)現在已經被向下使成裝備妥當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毀壞失喪；

羅 9:23 kai. i[na gnwri,sh| to.n plou/ton th/j do,xhj auvtou/ evpi. skeu,h evle,ouj a] prohtoi,masen eivj do,xanÈ
And that he might make known the riches of his glory on the vessels of mercy, which he had afore prepared
unto glory,
又要將他豐盛的榮耀，彰顯在那蒙憐憫早預備得榮耀的器皿上；

並且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使成認識知道 到於(他)那 到於(他)豐滿富足 從屬(她)那 從屬(她)榮耀

從屬(他)同一者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們)器皿用具 從屬(它)憐憫慈悲， 到於(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預先使成妥切齊備 向內進入 到於(她)榮耀，
[經文變異WH]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使成認識知道 到於(他)那 到於(他)豐滿富足 從屬(她)那 從屬(她)榮耀 從屬(他)同一者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們)器皿用具 從屬(它)憐憫慈悲， 到於(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預先使成妥切齊備

向內進入 到於(她)榮耀，

羅 9:24 ou]j kai. evka,lesen h̀ma/j ouv mo,non evx VIoudai,wn avlla. kai. evx evqnw/n(
Even us, whom he hath called, not of the Jews only, but also of the Gentiles?
這器皿就是我們被神所召的，不但是從猶太人中，也是從外邦人中，這有甚麼不可呢。

到於(他們)這些個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促請召喚 到於我們， 不是/不 僅有單獨地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但乃是 並且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種族邦國？

羅 9:25 wj̀ kai. evn tw/| ~Wshe. le,gei( Kale,sw to.n ouv lao,n mou lao,n mou kai. th.n ouvk hvgaphme,nhn hvgaphme,nhn\
As he saith also in Osee, I will call them my people, which were not my people; and her beloved, which was not
beloved.
就像神在何西阿書上說：『那本來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稱為我的子民；本來不是蒙愛的，我要稱為蒙愛的。

正如地 並且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何西阿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我將要(持續)促請召喚 到於(他)那 不是/不

到於(他)人民百姓 從屬我 到於(他)人民百姓 從屬我； 並且 到於(她)那 不是/不 到於(她)現在已經被愛了的

到於(她)現在已經被愛了的；

羅 9:26 kai. e;stai evn tw/| to,pw| ou- evrre,qh auvtoi/j( Ouv lao,j mou ùmei/j( evkei/ klhqh,sontai uìoi. qeou/ zw/ntojÅ
And it shall come to pass, that in the place where it was said unto them, Ye are not my people; there shall they
be called the children of the living God.
從前在甚麼地方對他們說：你們不是我的子民；將來就在那裏稱他們為永生神的兒子。』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地點處所 在這裏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發表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不是/不 (他)人民百姓 從屬我 你們； 在那裏地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被促請召喚 (他們)兒子

從屬(他)神 從屬(他)現正持續活了的。

羅 9:27 VHsai<aj de. kra,zei ùpe.r tou/ VIsrah,l( VEa.n h=| ò avriqmo.j tw/n uiẁ/n VIsrah.l wj̀ h` a;mmoj th/j qala,sshj( to.
up̀o,leimma swqh,setai\
Esaias also crieth concerning Israel, Though the number of the children of Israel be as the sand of the sea, a
remnant shall be saved:
以賽亞指著以色列人喊著說：『以色列人雖多如海沙，得救的不過是剩下的餘數；

(他)以賽亞 然而也 他/她/它現在持續嘶聲吶喊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他)那 從屬(他)以色列， 但凡若是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是 (他)那 (他)數目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兒子 從屬(他)以色列 正如地 (她)那 (她)沙土

從屬(她)那 從屬(她)海， (它)那 (它)所遺留在底下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拯救；
[經文變異RT]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  簡易閲讀版  996

996

(他)以賽亞 然而也 他/她/它現在持續嘶聲吶喊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他)那 從屬(他)以色列， 但凡若是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是 (他)那 (他)數目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兒子 從屬(他)以色列 正如地 (她)那 (她)沙土

從屬(她)那 從屬(她)海， (它)那 (它)所遺留下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拯救；

羅 9:28 lo,gon ga.r suntelw/n kai. sunte,mnwn poih,sei ku,rioj evpi. th/j gh/jÅ
For he will finish the work, and cut it short in righteousness: because a short work will the Lord make upon the
earth.
因為主要在世上施行他的話，叫他的話都成全，速速的完結。』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因為 (他)現正持續全部完成了的 並且 (他)現正持續精簡短捷了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行出作成 (他)主人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經文變異RT]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因為 (他)現正持續全部完成了的 並且 (他)現正持續精簡短捷了的 在內 在對(她)至義；

是這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到於(他)現在已經被精簡短捷了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行出作成 (他)主人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羅 9:29 kai. kaqw.j proei,rhken VHsai<aj( Eiv mh. ku,rioj Sabaw.q evgkate,lipen hm̀i/n spe,rma( wj̀ So,doma a'n
evgenh,qhmen kai. wj̀ Go,morra a'n wm̀oiw,qhmenÅ
And as Esaias said before, Except the Lord of Sabaoth had left us a seed, we had been as Sodoma, and been
made like unto Gomorrha.
又如以賽亞先前說過：『若不是萬軍之主給我們存留餘種，我們早已像所多瑪，蛾摩拉的樣子了。』

並且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現在已經預先開聲言說 (他)以賽亞， 若是 不會/不要 (他)主人 從屬(他們)眾軍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內遺留下 在對我們 到於(它)種裔， 正如地 (它們)所多瑪 但凡 我們那時(也是)被生發成為，

並且 正如地 (她)蛾摩拉 但凡 我們那時(也是)被促使為具同樣相同。

羅 9:30 Ti, ou=n evrou/menÈ o[ti e;qnh ta. mh. diw,konta dikaiosu,nhn kate,laben dikaiosu,nhn( dikaiosu,nhn de. th.n evk
pi,stewj(
What shall we say then? That the Gentiles, which followed not after righteousness, have attained to
righteousness, even the righteousness which is of faith.
這樣，我們可說甚麼呢；那本來不追求義的外邦人，反得了義，就是因信而得的義；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這樣 我們將要(持續)開聲言說？ 是這樣 (它們)種族邦國 (它們)那些 不會/不要

(它們)現正持續追趕迫求了的 到於(她)至義 他/她/它那時(也是)拿取住 到於(她)至義， 到於(她)至義 然而也 到於(她)那

向外出來 從屬(她)信；

羅 9:31 VIsrah.l de. diw,kwn no,mon dikaiosu,nhj eivj no,mon ouvk e;fqasenÅ
But Israel, which followed after the law of righteousness, hath not attained to the law of righteousness.
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義，反得不著律法的義。

(他)以色列 然而也 (他)現正持續追趕迫求了的 到於(他)律法 從屬(她)至義 向內進入 到於(他)律法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佔前先到。
[經文變異RT]

(他)以色列 然而也 (他)現正持續追趕迫求了的 到於(他)律法 從屬(她)至義 向內進入 到於(他)律法 從屬(她)至義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佔前先到。

羅 9:32 dia. ti,È o[ti ouvk evk pi,stewj avllV ẁj evx e;rgwn\ prose,koyan tw/| li,qw| tou/ prosko,mmatoj(
Wherefore? Because they sought it not by faith, but as it were by the works of the law. For they stumbled at that
stumblingstone;
這是甚麼緣故呢；是因為他們不憑著信心求，只憑著行為求；他們正跌在那絆腳石上；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是這樣 不是/不 向外出來 從屬(她)信， 但乃是 正如地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工作；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撞擊絆跌 在對(他)那 在對(他)石頭 從屬(它)那 從屬(它)絆腳物；
[經文變異RT]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是這樣 不是/不 向外出來 從屬(她)信， 但乃是 正如地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工作 從屬(他)律法；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撞擊絆跌 因為 在對(他)那 在對(他)石頭 從屬(它)那

從屬(它)絆腳物；

羅 9:33 kaqw.j ge,graptai( VIdou. ti,qhmi evn Siw.n li,qon prosko,mmatoj kai. pe,tran skanda,lou( kai. o` pisteu,wn
evpV auvtw/| ouv kataiscunqh,setaiÅ
As it is written, Behold, I lay in Sion a stumblingstone and rock of offence: and whosoever believeth on him shall
not be ashamed.
就如經上所記：『我在錫安放一塊絆腳的石頭，跌人的磐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至於羞愧。』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我現在持續置放擺設 在內 在對(她)錫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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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於(他)石頭 從屬(它)絆腳物 並且 到於(她)磐石 從屬(它)機關陷阱； 並且 (他)那 (他)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同一者 不是/不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向下挑起羞辱感。
[經文變異RT]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我現在持續置放擺設 在內 在對(她)錫安

到於(他)石頭 從屬(它)絆腳物 並且 到於(她)磐石 從屬(它)機關陷阱； 並且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他)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同一者 不是/不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向下挑起羞辱感。

羅 10:1 VAdelfoi,( h` me.n euvdoki,a th/j evmh/j kardi,aj kai. h` de,hsij pro.j to.n qeo.n ùpe.r auvtw/n eivj swthri,anÅ
Brethren, my heart's desire and prayer to God for Israel is, that they might be saved.
弟兄們，我心裏所願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

阿,(他們)弟兄， (她)那 的確 (她)認可歡愉 從屬(她)那 從屬(她)我之物 從屬(她)內心 並且 (她)那 (她)自卑乞求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他們)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拯救。
[經文變異RT]

阿,(他們)弟兄， (她)那 的確 (她)認可歡愉 從屬(她)那 從屬(她)我之物 從屬(她)內心 並且 (她)那 (她)自卑乞求

(她)那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他)那 從屬(他)以色列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向內進入 到於(她)拯救。

羅 10:2 marturw/ ga.r auvtoi/j o[ti zh/lon qeou/ e;cousin avllV ouv katV evpi,gnwsin\
For I bear them record that they have a zeal of God, but not according to knowledge.
我可以證明他們向神有熱心，但不是按著真知識；

我現在持續作見證人 因為 在對(他們)同一者， 是這樣 到於(他)火熱激昂 從屬(他)神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持有，

但乃是 不是/不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清楚認識知道；

羅 10:3 avgnoou/ntej ga.r th.n tou/ qeou/ dikaiosu,nhn kai. th.n ivdi,an Îdikaiosu,nhnÐ zhtou/ntej sth/sai( th/|
dikaiosu,nh| tou/ qeou/ ouvc ùpeta,ghsan\
For they being ignorant of God's righteousness, and going about to establish their own righteousness, have not
submitted themselves unto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因為不知道神的義，想要立自己的義，就不服神的義了。

(他們)現正持續不領悟認知了的 因為 到於(她)那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到於(她)至義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私人個別的 到於(她)至義 (他們)現正持續探索尋求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立定站住， 在對(她)那 在對(她)至義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使服膺服從。
[經文變異WH]

(他們)現正持續不領悟認知了的 因為 到於(她)那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到於(她)至義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私人個別的 (他們)現正持續探索尋求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立定站住， 在對(她)那 在對(她)至義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使服膺服從。

羅 10:4 te,loj ga.r no,mou Cristo.j eivj dikaiosu,nhn panti. tw/| pisteu,ontiÅ
For Christ is the end of the law for righteousness to every one that believeth.
律法的總結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著義。

(它)終結/貨物或旅行之終結稅 因為 從屬(他)律法 (他)基督 向內進入 到於(她)至義 在對(他)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羅 10:5 Mwu?sh/j ga.r gra,fei th.n dikaiosu,nhn th.n evk Îtou/Ð no,mou o[ti ò poih,saj auvta. a;nqrwpoj zh,setai evn
auvtoi/jÅ
For Moses describeth the righteousness which is of the law, That the man which doeth those things shall live by
them.
摩西寫著說：『人若行那出於律法的義，就必因此活著。』

(他)摩西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刻寫記載 到於(她)那 到於(她)至義 到於(她)那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律法，

是這樣 (他)那 (他)那時(也是)行出作成了的 到於(它們)同一者 (他)人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活 在內

在對(它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WH]

(他)摩西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刻寫記載， 是這樣 到於(她)那 到於(她)至義 到於(她)那 向外出來 從屬(他)律法

(他)那 (他)那時(也是)行出作成了的 (他)人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活 在內 在對(她)同一者。

羅 10:6 h` de. evk pi,stewj dikaiosu,nh ou[twj le,gei( Mh. ei;ph|j evn th/| kardi,a| sou( Ti,j avnabh,setai eivj to.n
ouvrano,nÈ tou/tV e;stin Cristo.n katagagei/n\
But the righteousness which is of faith speaketh on this wise, Say not in thine heart, Who shall ascend into
heaven? (that is, to bring Christ down from ab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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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有出於信心的義如此說：『你不要心裏說：誰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領下基督來；

(她)那 然而也 向外出來 從屬(她)信 (她)至義 那同一樣式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不會/不要

你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內心 從屬你， (他)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向上行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天空/天？ (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到於(他)基督 那時(也是)要去向下帶領；

羅 10:7 h;( Ti,j katabh,setai eivj th.n a;bussonÈ tou/tV e;stin Cristo.n evk nekrw/n avnagagei/nÅ
Or, Who shall descend into the deep? (that is, to bring up Christ again from the dead.)
誰要下到陰間去呢；就是要領基督從死裏上來。』

甚或/或而， (他)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向下行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無底坑？ (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到於(他)基督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死掉的 那時(也是)要去向上帶領。

羅 10:8 avlla. ti, le,geiÈ VEggu,j sou to. rh̀/ma, evstin evn tw/| sto,mati, sou kai. evn th/| kardi,a| sou( tou/tV e;stin to.
rh̀/ma th/j pi,stewj o] khru,ssomenÅ
But what saith it? The word is nigh thee, even in thy mouth, and in thy heart: that is, the word of faith, which we
preach;
他到底怎麼說呢；他說：『這道離你不遠，正在你口裏，在你心裏。』就是我們所傳信主的道。

但乃是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接近地 從屬你 (它)那 (它)所發表言說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口/嘴 從屬你 並且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內心 從屬你； (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那 (它)所發表言說 從屬(她)那 從屬(她)信， 到於(它)這個 我們現在持續傳達宣講；

羅 10:9 o[ti eva.n òmologh,sh|j evn tw/| sto,mati, sou ku,rion VIhsou/n kai. pisteu,sh|j evn th/| kardi,a| sou o[ti ò qeo.j
auvto.n h;geiren evk nekrw/n( swqh,sh|\
That if thou shalt confess with thy mouth the Lord Jesus, and shalt believe in thine heart that God hath raised
him from the dead, thou shalt be saved.
你若口裏認耶穌為主，心裏信神叫他從死裏復活，就必得救；

是這樣 但凡若是 你那時(也是)應該同意承認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口/嘴 從屬你 到於(他)主人 到於(他)耶穌，

並且 你那時(也是)應該置信信託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內心 從屬你 是這樣 (他)那 (他)神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喚醒起來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死掉的， 你將要(持續)被拯救；
[經文變異WH]

是這樣 但凡若是 你那時(也是)應該同意承認 到於(它)那 到於(它)所發表言說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口/嘴 從屬你

是這樣 (他)主人 (他)耶穌， 並且 你那時(也是)應該置信信託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內心 從屬你 是這樣 (他)那

(他)神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喚醒起來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死掉的， 你將要(持續)被拯救；

羅 10:10 kardi,a| ga.r pisteu,etai eivj dikaiosu,nhn( sto,mati de. òmologei/tai eivj swthri,anÅ
For with the heart man believeth unto righteousness; and with the mouth confession is made unto salvation.
因為人心裏相信，就可以稱義；口裏承認，就可以得救。

在對(她)內心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置信信託 向內進入 到於(她)至義； 在對(它)口/嘴 然而也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同意承認 向內進入 到於(她)拯救。

羅 10:11 le,gei ga.r h̀ grafh,( Pa/j ò pisteu,wn evpV auvtw/| ouv kataiscunqh,setaiÅ
For the scripture saith, Whosoever believeth on him shall not be ashamed.
經上說：『凡信他的人，必不至於羞愧。』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因為 (她)那 (她)經文，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他)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同一者 不是/不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向下挑起羞辱感。

羅 10:12 ouv ga,r evstin diastolh. VIoudai,ou te kai. {Ellhnoj( ò ga.r auvto.j ku,rioj pa,ntwn( ploutw/n eivj pa,ntaj
tou.j evpikaloume,nouj auvto,n\
For there is no difference between the Jew and the Greek: for the same Lord over all is rich unto all that call
upon him.
猶太人和希利尼人，並沒有分別；因為眾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

不是/不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分別區分 從屬(他)猶太人的 並/又 並且 從屬(他)希利尼人； (他)那 因為

(他)同一者 (他)主人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現正持續成豐滿富足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召告稱呼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不同標點]

不是/不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分別區分 從屬(他)猶太人的 並/又 並且 從屬(他)希利尼人； (他)那 因為

(他)同一者 (他)主人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現正持續成豐滿富足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召告稱呼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羅 10:13 Pa/j ga.r o]j a'n evpikale,shtai to. o;noma kuri,ou swqh,setaiÅ
For whosoever shall call upon the name of the Lord shall be sa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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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他)所有每一個的 因為， (他)這個 但凡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召告稱呼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名字

從屬(他)主人，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拯救。

羅 10:14 Pw/j ou=n evpikale,swntai eivj o]n ouvk evpi,steusanÈ pw/j de. pisteu,swsin ou- ouvk h;kousanÈ pw/j de.
avkou,swsin cwri.j khru,ssontojÈ
How then shall they call on him in whom they have not believed? and how shall they believe in him of whom
they have not heard? and how shall they hear without a preacher?
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聽見他，怎能信他呢；沒有傳道的，怎能聽見呢。

怎樣如何地呢 這樣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召告稱呼 向內進入 到於(他)這個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置信信託？ 怎樣如何地呢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置信信託 從屬(他)這個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怎樣如何地呢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聲聞耳聽 脫離開地

從屬(他)現正持續傳達宣講了的？
[經文變異RT]

怎樣如何地呢 這樣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召告稱呼 向內進入 到於(他)這個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置信信託？ 怎樣如何地呢 然而也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置信信託 從屬(他)這個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怎樣如何地呢 然而也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聲聞耳聽 脫離開地

從屬(他)現正持續傳達宣講了的？

羅 10:15 pw/j de. khru,xwsin eva.n mh. avpostalw/sinÈ kaqw.j ge,graptai( ~Wj wr̀ai/oi oi` po,dej tw/n euvaggelizome,nwn
Îta.Ð avgaqa,Å
And how shall they preach, except they be sent? as it is written, How beautiful are the feet of them that preach
the gospel of peace, and bring glad tidings of good things!
若沒有奉差遣，怎能傳道呢；如經上所記：『報福音傳喜信的人，他們的腳蹤何等佳美。』

怎樣如何地呢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傳達宣講， 但凡若是 不會/不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被分派差遣？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正如地 (他們)佳美的 (他們)那些

(他們)腳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傳福音佳訊了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良善的。
[經文變異RT]

怎樣如何地呢 然而也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傳達宣講， 但凡若是 不會/不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被分派差遣？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正如地 (他們)佳美的 (他們)那些 (他們)腳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傳福音佳訊了的 到於(她)和平安寧，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傳福音佳訊了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良善的。
[經文變異WH]

怎樣如何地呢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傳達宣講， 但凡若是 不會/不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被分派差遣？ 甚至按照這些地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正如地 (他們)佳美的

(他們)那些 (他們)腳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傳福音佳訊了的 到於(它們)良善的。

羅 10:16 VAllV ouv pa,ntej ùph,kousan tw/| euvaggeli,w|Å VHsai<aj ga.r le,gei( Ku,rie( ti,j evpi,steusen th/| avkoh/| hm̀w/nÈ
But they have not all obeyed the gospel. For Esaias saith, Lord, who hath believed our report?
只是人沒有都聽從福音；因為以賽亞說：『主阿，我們所傳的有誰信呢。』

但乃是 不是/不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留心聽從 在對(它)那 在對(它)福音佳訊； (他)以賽亞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阿,(他)主人， (他)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那時(也是)置信信託 在對(她)那 在對(她)聽聞

從屬我們？

羅 10:17 a;ra h̀ pi,stij evx avkoh/j( h̀ de. avkoh. dia. rh̀,matoj Cristou/Å
So then faith cometh by hearing, and hearing by the word of God.
可見信道是從聽道來的，聽道是從基督的話來的。

果然如此 (她)那 (她)信 向外出來 從屬(她)聽聞， (她)那 然而也 (她)聽聞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所發表言說

從屬(他)基督。
[經文變異RT]

果然如此 (她)那 (她)信 向外出來 從屬(她)聽聞， (她)那 然而也 (她)聽聞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所發表言說

從屬(他)神。

羅 10:18 avlla. le,gw( mh. ouvk h;kousanÈ menou/nge( Eivj pa/san th.n gh/n evxh/lqen ò fqo,ggoj auvtw/n kai. eivj ta.
pe,rata th/j oivkoume,nhj ta. rh̀,mata auvtw/nÅ
But I say, Have they not heard? Yes verily, their sound went into all the earth, and their words unto the ends of
the world.
但我說：人沒有聽見麼；誠然聽見了；『他們的聲音傳遍天下，他們的言語傳到地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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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乃是 我現在持續道說， 豈會呢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的確這樣確實， 向內進入

到於(她)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他)那 (他)聲響樂音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那邊之極末端 從屬(她)那 從屬(她)全地 (它們)那些

(它們)所發表言說 從屬(他們)同一者。

羅 10:19 avlla. le,gw( mh. VIsrah.l ouvk e;gnwÈ prw/toj Mwu?sh/j le,gei( VEgw. parazhlw,sw ùma/j evpV ouvk e;qnei( evpV
e;qnei avsune,tw| parorgiw/ ùma/jÅ
But I say, Did not Israel know? First Moses saith, I will provoke you to jealousy by them that are no people, and
by a foolish nation I will anger you.
我再說：以色列人不知道麼；先有摩西說：『我要用那不成子民的，惹動你們的憤恨；我要用那無知的民，觸動

你們的怒氣。』

但乃是 我現在持續道說， 豈會呢 (他)以色列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認識知道？ (他)首先的 (他)摩西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我 我將要(持續)煽動激發 到於你們 <在上面>在上面 不是/不 在對(它)種族邦國；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它)種族邦國 在對(它)不能貫通理解的 我將要(持續)惹動怒氣 到於你們。
[經文變異RT]

但乃是 我現在持續道說， 豈會呢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認識知道 (他)以色列？ (他)首先的 (他)摩西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我 我將要(持續)煽動激發 到於你們 <在上面>在上面 不是/不 在對(它)種族邦國；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它)種族邦國 在對(它)不能貫通理解的 我將要(持續)惹動怒氣 到於你們。

羅 10:20 VHsai<aj de. avpotolma/| kai. le,gei( Eùre,qhn ÎevnÐ toi/j evme. mh. zhtou/sin( evmfanh.j evgeno,mhn toi/j evme. mh.
evperwtw/sinÅ
But Esaias is very bold, and saith, I was found of them that sought me not; I was made manifest unto them that
asked not after me.
又有以賽亞放膽說：『沒有尋找我的，我叫他們遇見；沒有訪問我的，我向他們顯現。』

(他)以賽亞 然而也 他/她/它現在持續從那裏斗膽冒險，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我那時(也是)被找到尋見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到於"我" 不會/不要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探索尋求了的； (他)在內促為照亮顯明的

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對(他們)那些 到於"我" 不會/不要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在上面查詢求問了的。
[經文變異RT][經文變異WH]

(他)以賽亞 然而也 他/她/它現在持續從那裏斗膽冒險，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我那時(也是)被找到尋見

在對(他們)那些 到於"我" 不會/不要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探索尋求了的； (他)在內促為照亮顯明的

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對(他們)那些 到於"我" 不會/不要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在上面查詢求問了的。

羅 10:21 pro.j de. to.n VIsrah.l le,gei( {Olhn th.n h̀me,ran evxepe,tasa ta.j cei/ra,j mou pro.j lao.n avpeiqou/nta kai.
avntile,gontaÅ
But to Israel he saith, All day long I have stretched forth my hands unto a disobedient and gainsaying people.
至於以色列人，他說：『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頂嘴的百姓。』

<在前面向著>向著 然而也 到於(他)那 到於(他)以色列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到於(她)整個全部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日子/白日 我那時(也是)伸出展開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手 從屬我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人民百姓

到於(他)現正持續成頑固不信了的 並且 到於(他)現正持續辯駁對抗了的。

羅 11:1 Le,gw ou=n( mh. avpw,sato ò qeo.j to.n lao.n auvtou/È mh. ge,noito\ kai. ga.r evgw. VIsrahli,thj eivmi,( evk
spe,rmatoj VAbraa,m( fulh/j Beniami,nÅ
I say then, Hath God cast away his people? God forbid. For I also am an Israelite, of the seed of Abraham, of
the tribe of Benjamin.
我且說：神棄絕了他的百姓麼；斷乎沒有；因為我也是以色列人，亞伯拉罕的後裔，屬便雅憫支派的。

我現在持續道說 這樣， 豈會呢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推開摒棄 (他)那 (他)神 到於(他)那 到於(他)人民百姓

從屬(他)同一者？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可以讓自己生發成為。 並且 因為 我 (他)以色列人 我現在持續是，

向外出來 從屬(它)種裔 從屬(他)亞伯拉罕， 從屬(她)分支族派 從屬(他)便雅憫。

羅 11:2 ouvk avpw,sato ò qeo.j to.n lao.n auvtou/ o]n proe,gnwÅ h' ouvk oi;date evn VHli,a| ti, le,gei h̀ grafh,( wj̀
evntugca,nei tw/| qew/| kata. tou/ VIsrah,lÈ
God hath not cast away his people which he foreknew. Wot ye not what the scripture saith of Elias? how he
maketh intercession to God against Israel, saying,
神並沒有棄絕他預先所知道的百姓。你們豈不曉得經上論到以利亞是怎麼說的呢；他在神面前怎樣控告以色列人

，說：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推開摒棄 (他)那 (他)神 到於(他)那 到於(他)人民百姓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預先認識知道。 甚或/或而 豈非呢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在內 在對(他)以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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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她)那 (她)經文， 正如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當面懇求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他)那 從屬(他)以色列？
[經文變異RT]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推開摒棄 (他)那 (他)神 到於(他)那 到於(他)人民百姓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預先認識知道。 甚或/或而 豈非呢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在內 在對(他)以利亞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她)那 (她)經文？ 正如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當面懇求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他)那 從屬(他)以色列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羅 11:3 Ku,rie( tou.j profh,taj sou avpe,kteinan( ta. qusiasth,ria, sou kate,skayan( kavgw. ùpelei,fqhn mo,noj kai.
zhtou/sin th.n yuch,n mouÅ
Lord, they have killed thy prophets, and digged down thine altars; and I am left alone, and they seek my life.
『主阿，他們殺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壇，只剩下我一個人，他們還要尋索我的命。』

阿,(他)主人，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從屬你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殺害除掉；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祭壇 從屬你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拆除破壞； 並且我 我那時(也是)被遺留在底下 (他)僅有單獨的，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探索尋求 到於(她)那 到於(她)生魂意念 從屬我。
[經文變異RT]

阿,(他)主人，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從屬你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殺害除掉；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祭壇 從屬你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拆除破壞； 並且我 我那時(也是)被遺留在底下

(他)僅有單獨的，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探索尋求 到於(她)那 到於(她)生魂意念 從屬我。

羅 11:4 avlla. ti, le,gei auvtw/| ò crhmatismo,jÈ Kate,lipon evmautw/| èptakiscili,ouj a;ndraj( oi[tinej ouvk e;kamyan
go,nu th/| Ba,alÅ
But what saith the answer of God unto him? I have reserved to myself seven thousand men, who have not
bowed the knee to the image of Baal.
神的回話是怎麼說的呢；他說：『我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

但乃是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傳諭交代？ 我那時(也是)遺留下

在對(他)我自己 到於(他們)七千的 到於(他們)男人/丈夫， (他們)這個任何什麼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折彎

到於(它)膝蓋 在對(她)那 在對(她)巴力。

羅 11:5 ou[twj ou=n kai. evn tw/| nu/n kairw/| lei/mma katV evklogh.n ca,ritoj ge,gonen\
Even so then at this present time also there is a remnant according to the election of grace.
如今也是這樣，照著揀選的恩典還有所留的餘數。

那同一樣式地 這樣 並且 在內 在對(他)那 現在此時地 在對(他)場合時節 (它)所遺留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揀選 從屬(她)恩典惠意 他/她/它現在已經生發成為。

羅 11:6 eiv de. ca,riti( ouvke,ti evx e;rgwn( evpei. h` ca,rij ouvke,ti gi,netai ca,rijÅ
And if by grace, then is it no more of works: otherwise grace is no more grace. But if it be of works, then is it no
more grace: otherwise work is no more work.
既是出於恩典，就不在乎行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

若是 然而也 在對(她)恩典惠意， 不再地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工作； 在其上 (她)那 (她)恩典惠意 不再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她)恩典惠意。
[經文變異RT]

若是 然而也 在對(她)恩典惠意， 不再地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工作； 在其上 (她)那 (她)恩典惠意 不再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她)恩典惠意。 若是 然而也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工作， 不再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恩典惠意， 在其上 (它)那 (它)工作 不再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工作。

羅 11:7 ti, ou=nÈ o] evpizhtei/ VIsrah,l( tou/to ouvk evpe,tucen( h` de. evklogh. evpe,tucen\ oi` de. loipoi. evpwrw,qhsan(
What then? Israel hath not obtained that which he seeketh for; but the election hath obtained it, and the rest
were blinded
這是怎麼樣呢；以色列人所求的，他們沒有得著；惟有蒙揀選的人得著了，其餘的就成了頑梗不化的；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註1 這樣？ 到於(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在上面探索尋求 (他)以色列， 到於(它)那同一者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上面巧遇得著； (她)那 然而也 (她)揀選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上面巧遇得著，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其餘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結趼硬化。

註1：“到於(它)任何什麼呢”文法上亦可以為“(它)任何什麼呢”。

羅 11:8 kaqw.j ge,graptai( :Edwken auvtoi/j ò qeo.j pneu/ma katanu,xewj( ovfqalmou.j tou/ mh. ble,pein kai. w=ta tou/
mh. avkou,ein( e[wj th/j sh,meron h̀me,rajÅ
(According as it is written, God hath given them the spirit of slumber, eyes that they should not see, and ears

that they should not hear;) unto this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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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經上所記：『神給他們昏迷的心，眼睛不能看見，耳朵不能聽見，直到今日。』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神 到於(它)靈/風

從屬(她)昏沉痲痺， 到於(他們)眼睛 從屬(它)那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著眼觀看， 並且 到於(它們)耳朵 從屬(它)那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聲聞耳聽， 一直直到 從屬(她)那 今日地 從屬(她)日子/白日。
[經文變異WH]

甚至按照這些地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神

到於(它)靈/風 從屬(她)昏沉痲痺， 到於(他們)眼睛 從屬(它)那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著眼觀看， 並且

到於(它們)耳朵 從屬(它)那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聲聞耳聽， 一直直到 從屬(她)那 今日地 從屬(她)日子/白日。

羅 11:9 kai. Daui.d le,gei( Genhqh,tw h̀ tra,peza auvtw/n eivj pagi,da kai. eivj qh,ran kai. eivj ska,ndalon kai. eivj
avntapo,doma auvtoi/j(
And David saith, Let their table be made a snare, and a trap, and a stumbling block, and a recompence unto
them:
大衛也說：『願他們的筵席變為網羅，變為機檻，變為絆腳石，作他們的報應；

並且 (他)大衛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被生發成為 (她)那 (她)桌子 從屬(他們)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網羅， 並且 向內進入 到於(她)獵捕， 並且 向內進入 到於(它)機關陷阱， 並且 向內進入

到於(它)所給付報償 在對(他們)同一者；

羅 11:10 skotisqh,twsan oi` ovfqalmoi. auvtw/n tou/ mh. ble,pein kai. to.n nw/ton auvtw/n dia. panto.j su,gkamyonÅ
Let their eyes be darkened, that they may not see, and bow down their back alway.
願他們的眼睛昏矇，不得看見；願你時常彎下他們的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就要被蔽以黑暗 (他們)那些 (他們)眼睛 從屬(他們)同一者， 從屬(它)那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著眼觀看，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背脊後背 從屬(他們)同一者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所有每一個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共同折彎。

羅 11:11 Le,gw ou=n( mh. e;ptaisan i[na pe,swsinÈ mh. ge,noito\ avlla. tw/| auvtw/n paraptw,mati h̀ swthri,a toi/j
e;qnesin eivj to. parazhlw/sai auvtou,jÅ
I say then, Have they stumbled that they should fall? God forbid: but rather through their fall salvation is come
unto the Gentiles, for to provoke them to jealousy.
我且說：他們失腳是要他們跌倒麼；斷乎不是；反倒因他們的過失，救恩便臨到外邦人，要激動他們發憤。

我現在持續道說 這樣， 豈會呢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失足絆跌 為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落下墜落？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可以讓自己生發成為。 但乃是 在對(它)那 從屬(他們)同一者 在對(它)誤差過犯 (她)那 (她)拯救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種族邦國，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煽動激發 到於(他們)同一者。

羅 11:12 eiv de. to. para,ptwma auvtw/n plou/toj ko,smou kai. to. h[tthma auvtw/n plou/toj evqnw/n( po,sw| ma/llon to.
plh,rwma auvtw/nÅ
Now if the fall of them be the riches of the world, and the diminishing of them the riches of the Gentiles; how
much more their fulness?
若他們的過失，為天下的富足，他們的缺乏，為外邦人的富足；何況他們的豐滿呢。

若是 然而也 (它)那 (它)誤差過犯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豐滿富足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並且 (它)那

(它)虧缺損失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豐滿富足 從屬(它們)種族邦國； 在對(它)這多少呢 更特別尤其地 (它)那

(它)所用以充滿添足/所被充滿添足 從屬(他們)同一者？

羅 11:13 ~Umi/n de. le,gw toi/j e;qnesin\ evfV o[son me.n ou=n eivmi evgw. evqnw/n avpo,stoloj( th.n diakoni,an mou doxa,zw(
For I speak to you Gentiles, inasmuch as I am the apostle of the Gentiles, I magnify mine office:
我對你們外邦人說這話；因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敬重我的職分；〔敬重原文作榮耀〕

在對你們 然而也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種族邦國；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這每一切 的確

這樣 我現在持續是 我 從屬(它們)種族邦國 (他)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到於(她)那 到於(她)職務服事 從屬我

我現在持續歸榮耀，
[經文變異RT]

在對你們 因為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種族邦國；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這每一切 的確

我現在持續是 我 從屬(它們)種族邦國 (他)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到於(她)那 到於(她)職務服事 從屬我

我現在持續歸榮耀，

羅 11:14 ei; pwj parazhlw,sw mou th.n sa,rka kai. sw,sw tina.j evx auvtw/nÅ
If by any means I may provoke to emulation them which are my flesh, and might save some of them.
或者可以激動我骨肉之親發憤，好救他們一些人。

若是 某個方式地 我那時(也是)應該煽動激發 從屬我 到於(她)那 到於(她)肉體， 並且 我那時(也是)應該拯救

到於(他們)任何什麼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同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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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讀法]

若是 某個方式地 我將要(持續)煽動激發註1
從屬我 到於(她)那 到於(她)肉體， 並且 我將要(持續)拯救註2

到於(他們)任何什麼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同一者。

註1：“我那時(也是)應該煽動激發”文法上亦可以為“我將要(持續)煽動激發”。

註2：“我那時(也是)應該拯救”文法上亦可以為“我將要(持續)拯救”。

羅 11:15 eiv ga.r h` avpobolh. auvtw/n katallagh. ko,smou( ti,j h` pro,slhmyij eiv mh. zwh. evk nekrw/nÈ
For if the casting away of them be the reconciling of the world, what shall the receiving of them be, but life from
the dead?
若他們被丟棄，天下就得與神和好，他們被收納，豈不是死而復生麼。

若是 因為 (她)那 (她)棄置丟棄 從屬(他們)同一者 (她)復和改正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她)任何什麼呢 (她)那

(她)收納， 若是 不會/不要 (她)生命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死掉的？

羅 11:16 eiv de. h` avparch. àgi,a( kai. to. fu,rama\ kai. eiv h` rì,za àgi,a( kai. oi` kla,doiÅ
For if the firstfruit be holy, the lump is also holy: and if the root be holy, so are the branches.
所獻的新麵若是聖潔，全團也就聖潔了；樹根若是聖潔，樹枝也就聖潔了。

若是 然而也 (她)那 (她)初熟的果子 (她)聖的， 並且 (它)那 (它)團塊； 並且 若是 (她)那 (她)根 (她)聖的，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分枝。

羅 11:17 Eiv de, tinej tw/n kla,dwn evxekla,sqhsan( su. de. avgrie,laioj w'n evnekentri,sqhj evn auvtoi/j kai.
sugkoinwno.j th/j rì,zhj th/j pio,thtoj th/j evlai,aj evge,nou(
And if some of the branches be broken off, and thou, being a wild olive tree, wert graffed in among them, and
with them partakest of the root and fatness of the olive tree;
若有幾根枝子被折下來，你這野橄欖得接在其中，一同得著橄欖根的肥汁；

若是 然而也 (他們)任何什麼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分枝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折下切除， 你 然而也

(她)野生橄欖樹 (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你那時(也是)被插入接枝 在內 在對(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共同合夥共享之人

從屬(她)那 從屬(她)根 從屬(她)那 從屬(她)肥沃豐富 從屬(她)那 從屬(她)橄欖 你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經文變異RT]

若是 然而也 (他們)任何什麼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分枝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折下切除， 你 然而也

(她)野生橄欖樹 (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你那時(也是)被插入接枝 在內 在對(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共同合夥共享之人

從屬(她)那 從屬(她)根 並且 從屬(她)那 從屬(她)肥沃豐富 從屬(她)那 從屬(她)橄欖 你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羅 11:18 mh. katakaucw/ tw/n kla,dwn\ eiv de. katakauca/sai ouv su. th.n rì,zan basta,zeij avlla. h` rì,za se,Å
Boast not against the branches. But if thou boast, thou bearest not the root, but the root thee.
你就不可向舊枝子誇口，若是誇口，當知道不是你托著根，乃是根托著你。

不會/不要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對著誇耀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分枝； 若是 然而也

你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對著誇耀， 不是/不 你 到於(她)那 到於(她)根 你現在持續提舉擔負， 但乃是 (她)那 (她)根

到於你。

羅 11:19 evrei/j ou=n( VExekla,sqhsan kla,doi i[na evgw. evgkentrisqw/Å
Thou wilt say then, The branches were broken off, that I might be graffed in.
你若說：那枝子被折下來，是特為叫我接上。

你將要(持續)開聲言說 這樣，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折下切除 (他們)分枝， 為要 我 我那時(也是)應該被插入接枝。
[經文變異RT]

你將要(持續)開聲言說 這樣，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折下切除 (他們)那些 (他們)分枝， 為要 我

我那時(也是)應該被插入接枝。

羅 11:20 kalw/j\ th/| avpisti,a| evxekla,sqhsan( su. de. th/| pi,stei e[sthkajÅ mh. ùyhla. fro,nei avlla. fobou/\
Well; because of unbelief they were broken off, and thou standest by faith. Be not highminded, but fear:
不錯；他們因為不信，所以被折下來；你因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懼怕。

美好適當地； 在對(她)那 在對(她)缺誠乏信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折下切除， 你 然而也 在對(她)那 在對(她)信

你現在已經立定站住。 不會/不要 到於(它們)高的 你現在就要持續感受體察， 但乃是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成驚恐畏懼；
[經文變異RT]

美好適當地； 在對(她)那 在對(她)缺誠乏信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折下切除， 你 然而也 在對(她)那 在對(她)信

你現在已經立定站住。 不會/不要 你現在就要持續成高傲， 但乃是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成驚恐畏懼；

羅 11:21 eiv ga.r ò qeo.j tw/n kata. fu,sin kla,dwn ouvk evfei,sato( Îmh, pwjÐ ouvde. sou/ fei,setaiÅ
For if God spared not the natural branches, take heed lest he also spare not thee.
神既不愛惜原來的枝子，也必不愛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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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 因為 (他)那 (他)神 從屬(他們)那些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天然本性 從屬(他們)分枝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憐惜寬免， 不會/不要 某個方式地 然而也不是地 從屬你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憐惜寬免。
[經文變異RT]

若是 因為 (他)那 (他)神 從屬(他們)那些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天然本性 從屬(他們)分枝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憐惜寬免， 不會/不要 某個方式地 然而也不是地 從屬你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憐惜寬免。
[經文變異WH]

若是 因為 (他)那 (他)神 從屬(他們)那些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天然本性 從屬(他們)分枝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憐惜寬免， 然而也不是地 從屬你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憐惜寬免。

羅 11:22 i;de ou=n crhsto,thta kai. avpotomi,an qeou/\ evpi. me.n tou.j peso,ntaj avpotomi,a( evpi. de. se. crhsto,thj qeou/(
eva.n evpime,nh|j th/| crhsto,thti( evpei. kai. su. evkkoph,sh|Å
Behold therefore the goodness and severity of God: on them which fell, severity; but toward thee, goodness, if
thou continue in his goodness: otherwise thou also shalt be cut off.
可見神的恩慈，和嚴厲；向那跌倒的人，是嚴厲的；向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長久在他的恩慈裏；不然，你也要

被砍下來。

你那時(也是)就要看見察覺 這樣 到於(她)恩慈合宜 並且 到於(她)果斷嚴厲 從屬(他)神： <在上面>到上面 的確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那時(也是)落下墜落了的 (她)果斷嚴厲； <在上面>到上面 然而也 到於你 (她)恩慈合宜

從屬(他)神， 但凡若是 你現在應該持續在上面停留持守 在對(她)那 在對(她)恩慈合宜； 在其上 並且 你

你將要(持續)被砍斷切開。
[經文變異RT]

你那時(也是)就要看見察覺 這樣 到於(她)恩慈合宜 並且 到於(她)果斷嚴厲 從屬(他)神； <在上面>到上面 的確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那時(也是)落下墜落了的 到於(她)果斷嚴厲； <在上面>到上面 然而也 到於你

到於(她)恩慈合宜， 但凡若是 你現在應該持續在上面停留持守 在對(她)那 在對(她)恩慈合宜； 在其上 並且 你

你將要(持續)被砍斷切開。

羅 11:23 kavkei/noi de,( eva.n mh. evpime,nwsin th/| avpisti,a|( evgkentrisqh,sontai\ dunato.j ga,r evstin ò qeo.j pa,lin
evgkentri,sai auvtou,jÅ
And they also, if they abide not still in unbelief, shall be graffed in: for God is able to graff them in again.
而且他們若不是長久不信，仍要被接上；因為神能夠把他們從新接上。

(他們)且在那裏的那個 然而也， 但凡若是 不會/不要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在上面停留持守 在對(她)那

在對(她)缺誠乏信，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被插入接枝； (他)乃能夠可能的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神

重新又再地 那時(也是)要去插入接枝 到於(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們)在那裏的那個 然而也， 但凡若是 不會/不要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在上面停留持守 在對(她)那

在對(她)缺誠乏信，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被插入接枝； (他)乃能夠可能的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神

重新又再地 那時(也是)要去插入接枝 到於(他們)同一者。

羅 11:24 eiv ga.r su. evk th/j kata. fu,sin evxeko,phj avgrielai,ou kai. para. fu,sin evnekentri,sqhj eivj kallie,laion(
po,sw| ma/llon ou-toi oi` kata. fu,sin evgkentrisqh,sontai th/| ivdi,a| evlai,a|Å
For if thou wert cut out of the olive tree which is wild by nature, and wert graffed contrary to nature into a good
olive tree: how much more shall these, which be the natural branches, be graffed into their own olive tree?
你是從那天生的野橄欖上砍下來的，尚且逆著性得接在好橄欖上，何況這本樹的枝子，要接在本樹上呢。

若是 因為 你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天然本性 你那時(也是)被砍斷切開

從屬(她)野生橄欖樹， 並且 <在旁邊>到旁邊 到於(她)天然本性 你那時(也是)被插入接枝 向內進入

到於(她)更美好適當的橄欖之樹， 在對(它)這多少呢 更特別尤其地 (他們)那同一者 (他們)那些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天然本性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被插入接枝 在對(她)那 在對(她)私人個別的 在對(她)橄欖？

羅 11:25 Ouv ga.r qe,lw ùma/j avgnoei/n( avdelfoi,( to. musth,rion tou/to( i[na mh. h=te ÎparvÐ eàutoi/j fro,nimoi( o[ti
pw,rwsij avpo. me,rouj tw/| VIsrah.l ge,gonen a;crij ou- to. plh,rwma tw/n evqnw/n eivse,lqh|
For I would not, brethren, that ye should be ignorant of this mystery, lest ye should be wise in your own conceits;
that blindness in part is happened to Israel, until the fulness of the Gentiles be come in.
弟兄們，我不願意你們不知道這奧秘，（恐怕你們自以為聰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幾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數

目添滿了；

不是/不 因為 我現在持續定意 到於你們 現要去持續不領悟認知， 阿,(他們)弟兄， 到於(它)那 到於(它)奧祕

到於(它)那同一者， 為要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是 <在旁邊>在旁邊 在對(他們)同一者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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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精明聰敏的； 是這樣 (她)結趼硬化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部分 在對(他)那 在對(他)以色列

他/她/它現在已經生發成為， 直至達到 從屬(它)這個 (它)那 (它)所用以充滿添足/所被充滿添足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種族邦國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經文變異WH]

不是/不 因為 我現在持續定意 到於你們 現要去持續不領悟認知， 阿,(他們)弟兄， 到於(它)那 到於(它)奧祕

到於(它)那同一者， 為要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是 在內 在對(他們)同一者自己 (他們)精明聰敏的； 是這樣

(她)結趼硬化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部分 在對(他)那 在對(他)以色列 他/她/它現在已經生發成為， 直至達到

從屬(它)這個 (它)那 (它)所用以充滿添足/所被充滿添足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種族邦國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羅 11:26 kai. ou[twj pa/j VIsrah.l swqh,setai\ kaqw.j ge,graptai( {Hxei evk Siw.n ò rùo,menoj( avpostre,yei avsebei,aj
avpo. VIakw,b\
And so all Israel shall be saved: as it is written, There shall come out of Sion the Deliverer, and shall turn away
ungodliness from Jacob:
於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經上所記：『必有一位救主，從錫安出來，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惡。』

並且 那同一樣式地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以色列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拯救；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他/她/它將要(持續)到達來臨 向外出來 從屬(她)錫安 (他)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搭救了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從那裏轉動翻轉 到於(她們)不敬愛尊崇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雅各；
[經文變異RT]

並且 那同一樣式地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以色列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拯救；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他/她/它將要(持續)到達來臨 向外出來 從屬(她)錫安 (他)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搭救了的；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從那裏轉動翻轉 到於(她們)不敬愛尊崇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雅各；

羅 11:27 kai. au[th auvtoi/j h` parV evmou/ diaqh,kh( o[tan avfe,lwmai ta.j àmarti,aj auvtw/nÅ
For this is my covenant unto them, when I shall take away their sins.
又說：『我除去他們罪的時候，這就是我與他們所立的約。』

並且 (她)那同一者 在對(他們)同一者 (她)那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我" (她)遺囑契約， 但凡當這時

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分離去除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罪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不同標點]

並且， (她)那同一者 在對(他們)同一者 (她)那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我" (她)遺囑契約， 但凡當這時

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分離去除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罪 從屬(他們)同一者。

羅 11:28 kata. me.n to. euvagge,lion evcqroi. diV ùma/j( kata. de. th.n evklogh.n avgaphtoi. dia. tou.j pate,raj\
As concerning the gospel, they are enemies for your sakes: but as touching the election, they are beloved for
the fathers' sakes.
就著福音說，他們為你們的緣故是仇敵；就著揀選說，他們為列祖的緣故是蒙愛的。

<向下>向下按照 的確 到於(它)那 到於(它)福音佳訊 (他們)仇視敵對的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你們；

<向下>向下按照 然而也 到於(她)那 到於(她)揀選 (他們)蒙愛的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父親。

羅 11:29 avmetame,lhta ga.r ta. cari,smata kai. h` klh/sij tou/ qeou/Å
For the gifts and calling of God are without repentance.
因為神的恩賜和選召，是沒有後悔的。

(它們)不會轉意後悔的 因為 (它們)那些 (它們)恩賜 並且 (她)那 (她)促請召喚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羅 11:30 w[sper ga.r ùmei/j pote hvpeiqh,sate tw/| qew/|( nu/n de. hvleh,qhte th/| tou,twn avpeiqei,a|(
For as ye in times past have not believed God, yet have now obtained mercy through their unbelief:
你們從前不順服神，如今因他們的不順服，你們倒蒙了憐恤；

甚至正如地 因為 你們 在那個時候 你們那時(也是)成頑固不信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現在此時地 然而也

你們那時(也是)被發憐憫慈悲 在對(她)那 從屬(他們)那同一者 在對(她)頑梗不信；
[經文變異RT]

甚至正如地 因為 並且 你們 在那個時候 你們那時(也是)成頑固不信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現在此時地 然而也

你們那時(也是)被發憐憫慈悲 在對(她)那 從屬(他們)那同一者 在對(她)頑梗不信；

羅 11:31 ou[twj kai. ou-toi nu/n hvpei,qhsan tw/| ùmete,rw| evle,ei( i[na kai. auvtoi. Înu/nÐ evlehqw/sin\
Even so have these also now not believed, that through your mercy they also may obtain mercy.
這樣，他們也是不順服，叫他們因著施給你們的憐恤，現在也就蒙憐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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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同一樣式地 並且 (他們)那同一者 現在此時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成頑固不信， 在對(它)那 在對(它)你們之物

在對(它)憐憫慈悲 為要 並且 (他們)同一者 現在此時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被發憐憫慈悲；
[經文變異RT]

那同一樣式地 並且 (他們)那同一者 現在此時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成頑固不信， 在對(它)那 在對(它)你們之物

在對(它)憐憫慈悲 為要 並且 (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被發憐憫慈悲；

羅 11:32 sune,kleisen ga.r o` qeo.j tou.j pa,ntaj eivj avpei,qeian( i[na tou.j pa,ntaj evleh,sh|Å
For God hath concluded them all in unbelief, that he might have mercy upon all.
因為神將眾人都圈在不順服之中，特意要憐恤眾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共同關上鎖住 因為 (他)那 (他)神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頑梗不信， 為要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發憐憫慈悲。

羅 11:33 +W ba,qoj plou,tou kai. sofi,aj kai. gnw,sewj qeou/\ ẁj avnexerau,nhta ta. kri,mata auvtou/ kai.
avnexicni,astoi ai` òdoi. auvtou/Å
O the depth of the riches both of the wisdom and knowledge of God! how unsearchable are his judgments, and
his ways past finding out!
深哉，神豐富的智慧和知識。他的判斷，何其難測，他的蹤跡，何其難尋。

哦呀 (它)深度 從屬(他)豐滿富足 並且 從屬(她)智慧 並且 從屬(她)知識認識 從屬(他)神； 正如地

(它們)無可向外詢求查考的 (它們)那些 (它們)審案判決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她們)無可探出行徑腳蹤的

(她們)那些 (她們)道路途徑 從屬(他)同一者。

羅 11:34 Ti,j ga.r e;gnw nou/n kuri,ouÈ h' ti,j su,mbouloj auvtou/ evge,netoÈ
For who hath known the mind of the Lord? or who hath been his counseller?
誰知道主的心，誰作過他的謀士呢；

(他)任何什麼呢 因為， 他/她/它那時(也是)認識知道 到於(他)悟念知性 從屬(他)主人？ 甚或/或而 (他)任何什麼呢

(他)顧問謀士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羅 11:35 h' ti,j proe,dwken auvtw/|( kai. avntapodoqh,setai auvtw/|È
Or who hath first given to him, and it shall be recompensed unto him again?
誰是先給了他，使他後來償還呢。

甚或/或而 (他)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先給與 在對(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給付報償

在對(他)同一者？

羅 11:36 o[ti evx auvtou/ kai. diV auvtou/ kai. eivj auvto.n ta. pa,nta\ auvtw/| h` do,xa eivj tou.j aivw/naj( avmh,nÅ
For of him, and through him, and to him, are all things: to whom be glory for ever. Amen.
因為萬有都是本於他，倚靠他，歸於他；願榮耀歸給他，直到永遠。阿們。

是這樣 向外出來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向內進入 到於(他)同一者 (它們)那些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同一者 (她)那 (她)榮耀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世紀時代。 阿們。

羅 12:1 Parakalw/ ou=n ùma/j( avdelfoi,( dia. tw/n oivktirmw/n tou/ qeou/ parasth/sai ta. sw,mata ùmw/n qusi,an
zw/san ag̀i,an euva,reston tw/| qew/|( th.n logikh.n latrei,an ùmw/n\
I beseech you therefore, brethren, by the mercies of God, that ye present your bodies a living sacrifice, holy,
acceptable unto God, which is your reasonable service.
所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

所當然的。

我現在持續勸勉請求 這樣 到於你們， 阿,(他們)弟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有同情憐恤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那時(也是)要去立定站住在旁邊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身體 從屬你們 到於(她)犧牲祭物

到於(她)現正持續活了的， 到於(她)聖的， 到於(她)可喜悅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到於(她)那

到於(她)合乎道理話語的 到於(她)事奉敬奉 從屬你們；
[經文變異WH]

我現在持續勸勉請求 這樣 到於你們， 阿,(他們)弟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有同情憐恤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那時(也是)要去立定站住在旁邊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身體 從屬你們 到於(她)犧牲祭物

到於(她)現正持續活了的， 到於(她)聖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到於(她)可喜悅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合乎道理話語的 到於(她)事奉敬奉 從屬你們；

羅 12:2 kai. mh. suschmati,zesqe tw/| aivw/ni tou,tw|( avlla. metamorfou/sqe th/| avnakainw,sei tou/ noo.j eivj to.
dokima,zein ùma/j ti, to. qe,lhma tou/ qeou/( to. avgaqo.n kai. euva,reston kai. te,leionÅ
And be not conformed to this world: but be ye transformed by the renewing of your mind, that ye may prove
what is that good, and acceptable, and perfect, will of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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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

並且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依照順應 在對(他)那 在對(他)世紀時代 在對(他)那同一者； 但乃是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被塑造成形轉換 在對(她)那 在對(她)促使成更新 從屬(他)那 從屬(他)悟念知性，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現要去持續查驗證實 到於你們 (它)任何什麼呢 (它)那 (它)所定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它)那

(它)良善的 並且 (它)可喜悅的 並且 (它)完滿成全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依照順應 在對(他)那 在對(他)世紀時代 在對(他)那同一者； 但乃是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被塑造成形轉換 在對(她)那 在對(她)促使成更新 從屬(他)那 從屬(他)悟念知性 從屬你們，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現要去持續查驗證實 到於你們 (它)任何什麼呢 (它)那 (它)所定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它)那

(它)良善的 並且 (它)可喜悅的 並且 (它)完滿成全的。

羅 12:3 Le,gw ga.r dia. th/j ca,ritoj th/j doqei,shj moi panti. tw/| o;nti evn ùmi/n mh. ùperfronei/n parV o] dei/
fronei/n avlla. fronei/n eivj to. swfronei/n( ek̀a,stw| wj̀ ò qeo.j evme,risen me,tron pi,stewjÅ
For I say, through the grace given unto me, to every man that is among you, not to think of himself more highly
than he ought to think; but to think soberly, according as God hath dealt to every man the measure of faith.
我憑著所賜我的恩，對你們各人說：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要照著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

。

我現在持續道說 因為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恩典惠意 從屬(她)那 從屬(她)那時(也是)被給與了的 在對我

在對(他)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在內 在對你們，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高看自己

<在旁邊>到旁邊 到於(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現要去持續感受體察； 但乃是

現要去持續感受體察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現要去持續成心智清明謹守， 在對(他)各個的 正如地 (他)那 (他)神

他/她/它那時(也是)分開 到於(它)量器量度 從屬(她)信。

羅 12:4 kaqa,per ga.r evn eǹi. sw,mati polla. me,lh e;comen( ta. de. me,lh pa,nta ouv th.n auvth.n e;cei pra/xin(
For as we have many members in one body, and all members have not the same office:
正如我們一個身子上有好些肢體，肢體也不都是一樣的用處。

甚至按照這些地 因為 在內 在對(它)一個 在對(它)身體 到於(它們)許多的 到於(它們)肢體 我們現在持續持有，

(它們)那些 然而也 (它們)肢體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不是/不 到於(她)那 到於(她)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實施行使；
[經文變異RT]

甚至按照這些地 因為 在內 在對(它)一個 在對(它)身體 到於(它們)肢體 到於(它們)許多的 我們現在持續持有，

(它們)那些 然而也 (它們)肢體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不是/不 到於(她)那 到於(她)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實施行使；

羅 12:5 ou[twj oi` polloi. e]n sw/ma, evsmen evn Cristw/|( to. de. kaqV ei-j avllh,lwn me,lhÅ
So we, being many, are one body in Christ, and every one members one of another.
我們這許多人，在基督裏成為一身，互相聯絡作肢體，也是如此。

那同一樣式地 (他們)那些 (他們)許多的 (它)一個 (它)身體 我們現在持續是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它)那 然而也

向下[副詞性用法] (他)一個 從屬(他們)彼此 (它們)肢體。
[經文變異RT]

那同一樣式地 (他們)那些 (他們)許多的 (它)一個 (它)身體 我們現在持續是 在內 在對(他)基督， (他)那 然而也

向下[副詞性用法] (他)一個 從屬(他們)彼此 (它們)肢體。

羅 12:6 e;contej de. cari,smata kata. th.n ca,rin th.n doqei/san hm̀i/n dia,fora( ei;te profhtei,an kata. th.n
avnalogi,an th/j pi,stewj(
Having then gifts differing according to the grace that is given to us, whether prophecy, let us prophesy
according to the proportion of faith;
按我們所得的恩賜，各有不同；或說預言，就當照著信心的程度說預言；

(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然而也 到於(它們)恩賜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那 到於(她)恩典惠意 到於(她)那

到於(她)那時(也是)被給與了的 在對我們 到於(它們)獨特超群的， 無論若是 到於(她)預示宣達，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那 到於(她)相稱比率 從屬(她)那 從屬(她)信；

羅 12:7 ei;te diakoni,an evn th/| diakoni,a|( ei;te ò dida,skwn evn th/| didaskali,a|(
Or ministry, let us wait on our ministering: or he that teacheth, on teaching;
或作執事，就當專一執事；或作教導的，就當專一教導；

無論若是 到於(她)職務服事，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職務服事； 無論若是 (他)那 (他)現正持續教導了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教訓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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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 12:8 ei;te ò parakalw/n evn th/| paraklh,sei\ ò metadidou.j evn ap̀lo,thti( ò proi?sta,menoj evn spoudh/|( ò evlew/n evn
il̀aro,thtiÅ
Or he that exhorteth, on exhortation: he that giveth, let him do it with simplicity; he that ruleth, with diligence; he
that sheweth mercy, with cheerfulness.
或作勸化的，就當專一勸化；施捨的，就當誠實；治理的，就當殷勤；憐憫人的，就當甘心。

無論若是 (他)那 (他)現正持續勸勉請求了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勸勉請求； (他)那

(他)現正持續交出分享了的， 在內 在對(她)純誠無私； (他)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照管了的， 在內

在對(她)勤奮殷切； (他)那 (他)現正持續發憐憫慈悲了的， 在內 在對(她)爽快樂意。

羅 12:9 ~H avga,ph avnupo,kritojÅ avpostugou/ntej to. ponhro,n( kollw,menoi tw/| avgaqw/|(
Let love be without dissimulation. Abhor that which is evil; cleave to that which is good.
愛人不可虛假，惡要厭惡，善要親近。

(她)那 (她)愛 (她)不會作戲假裝的。 (他們)現正持續極其憎恨厭惡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惡的；

(他們)現正持續被貼近連合了的 在對(它)那 在對(它)良善的。

羅 12:10 th/| filadelfi,a| eivj avllh,louj filo,storgoi( th/| timh/| avllh,louj prohgou,menoi(
Be kindly affectioned one to another with brotherly love; in honour preferring one another;
愛弟兄，要彼此親熱；恭敬人，要彼此推讓。

在對(她)那 在對(她)兄弟之友愛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彼此 (他們)喜愛珍愛親情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珍貴價值

到於(他們)彼此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在前面帶領引導了的；

羅 12:11 th/| spoudh/| mh. ovknhroi,( tw/| pneu,mati ze,ontej( tw/| kuri,w| douleu,ontej(
Not slothful in business; fervent in spirit; serving the Lord;
殷勤不可懶惰；要心裏火熱；常常服事主。

在對(她)那 在對(她)勤奮殷切 不會/不要 (他們)遲疑怠惰的； 在對(它)那 在對(它)靈/風

(他們)現正持續煮沸灼燙了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主人 (他們)現正持續作奴僕了的；

羅 12:12 th/| evlpi,di cai,rontej( th/| qli,yei ùpome,nontej( th/| proseuch/| proskarterou/ntej(
Rejoicing in hope; patient in tribulation; continuing instant in prayer;
在指望中要喜樂；在患難中要忍耐；禱告要恆切；

在對(她)那 在對(她)期盼指望 (他們)現正持續歡喜安樂了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壓迫患難

(他們)現正持續在底下停留持守了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求告祈禱 (他們)現正持續在前面向著堅強持恆了的；

羅 12:13 tai/j crei,aij tw/n ag̀i,wn koinwnou/ntej( th.n filoxeni,an diw,kontejÅ
Distributing to the necessity of saints; given to hospitality.
聖徒缺乏要幫補；客要一味的款待。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需用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聖的 (他們)現正持續成合夥共享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以愛心對待陌生客旅 (他們)現正持續追趕迫求了的。

羅 12:14 euvlogei/te tou.j diw,kontaj Îùma/jÐ( euvlogei/te kai. mh. katara/sqeÅ
Bless them which persecute you: bless, and curse not.
逼迫你們的，要給他們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詛。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祝福稱讚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追趕迫求了的 到於你們；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祝福稱讚， 並且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發向下禱告咒詛。
[經文變異WH]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祝福稱讚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追趕迫求了的；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祝福稱讚， 並且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發向下禱告咒詛。

羅 12:15 cai,rein meta. cairo,ntwn( klai,ein meta. klaio,ntwnÅ
Rejoice with them that do rejoice, and weep with them that weep.
與喜樂的人要同樂；與哀哭的人要同哭。

現要去持續歡喜安樂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歡喜安樂了的； 現要去持續哭泣哀號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哭泣哀號了的。
[經文變異RT]

現要去持續歡喜安樂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歡喜安樂了的； 並且 現要去持續哭泣哀號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哭泣哀號了的。

羅 12:16 to. auvto. eivj avllh,louj fronou/ntej( mh. ta. ùyhla. fronou/ntej avlla. toi/j tapeinoi/j sunapago,menoiÅ mh.
gi,nesqe fro,nimoi parV èautoi/jÅ
Be of the same mind one toward another. Mind not high things, but condescend to men of low estate. Be not
wise in your own conce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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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氣高大，倒要俯就卑微的人。〔人或作事〕不要自以為聰明。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彼此 (他們)現正持續感受體察了的； 不會/不要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高的 (他們)現正持續感受體察了的， 但乃是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低微降卑的註1

(他們)現正持續被共同從那裏帶領離開了的。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他們)精明聰敏的

<在旁邊>在旁邊 在對(他們)同一者自己。

註1：“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低微降卑的”文法上亦可以為“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低微降卑的”。

羅 12:17 mhdeni. kako.n avnti. kakou/ avpodido,ntej( pronoou,menoi kala. evnw,pion pa,ntwn avnqrw,pwn\
Recompense to no man evil for evil. Provide things honest in the sight of all men.
不要以惡報惡，眾人以為美的事，要留心去作。

在對(他)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到於(它)卑劣不好的 相對對應 從屬(它)卑劣不好的 (他們)現正持續從那裏給與了的；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預見留心了的 到於(它們)美好適當的 在面前地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他們)人。

羅 12:18 eiv dunato.n to. evx ùmw/n( meta. pa,ntwn avnqrw,pwn eivrhneu,ontej\
If it be possible, as much as lieth in you, live peaceably with all men.
若是能行，總要盡力與眾人和睦。

若是 (它)乃能夠可能的， 到於(它)那 向外出來 從屬你們，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他們)人 (他們)現正持續行和平安寧了的。

羅 12:19 mh. èautou.j evkdikou/ntej( avgaphtoi,( avlla. do,te to,pon th/| ovrgh/|( ge,graptai ga,r( VEmoi. evkdi,khsij( evgw.
avntapodw,sw( le,gei ku,riojÅ
Dearly beloved, avenge not yourselves, but rather give place unto wrath: for it is written, Vengeance is mine; I
will repay, saith the Lord.
親愛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寧可讓步，聽憑主怒；〔或作讓人發怒〕因為經上記著：『主說：伸冤在我；我必

報應。』

不會/不要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他們)現正持續行伸張公平正義了的， 阿,(他們)蒙愛的， 但乃是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給與 到於(他)地點處所 在對(她)那 在對(她)激動忿怒；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因為，

在對"我" (她)行伸張公平正義， 我 我將要(持續)給付報償，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他)主人。

羅 12:20 avlla. eva.n peina/| ò evcqro,j sou( yw,mize auvto,n\ eva.n diya/|( po,tize auvto,n\ tou/to ga.r poiw/n a;nqrakaj
puro.j swreu,seij evpi. th.n kefalh.n auvtou/Å
Therefore if thine enemy hunger, feed him; if he thirst, give him drink: for in so doing thou shalt heap coals of fire
on his head.
所以『你的仇敵若餓了，就給他喫；若渴了，就給他喝；因為你這樣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頭上。』

但乃是 但凡若是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有飢餓 (他)那 (他)仇視敵對的 從屬你， 你現在就要持續餵養滋補

到於(他)同一者； 但凡若是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有乾渴， 你現在就要持續餵飲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它)那同一者

因為 (他)現正持續行出作成了的 到於(他們)火炭 從屬(它)火 你將要(持續)行堆起累積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頭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但凡若是 這樣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有飢餓 (他)那 (他)仇視敵對的 從屬你， 你現在就要持續餵養滋補

到於(他)同一者； 但凡若是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有乾渴， 你現在就要持續餵飲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它)那同一者

因為 (他)現正持續行出作成了的 到於(他們)火炭 從屬(它)火 你將要(持續)行堆起累積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頭 從屬(他)同一者。

羅 12:21 mh. nikw/ ùpo. tou/ kakou/ avlla. ni,ka evn tw/| avgaqw/| to. kako,nÅ
Be not overcome of evil, but overcome evil with good.
你不可為惡所勝，反要以善勝惡。

不會/不要 你現在就要持續被獲勝 <在底下>被從 從屬(它)那 從屬(它)卑劣不好的， 但乃是 你現在就要持續獲勝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良善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卑劣不好的。

羅 13:1 Pa/sa yuch. evxousi,aij ùperecou,saij ùpotasse,sqwÅ ouv ga.r e;stin evxousi,a eiv mh. ùpo. qeou/( aì de. ou=sai
up̀o. qeou/ tetagme,nai eivsi,n\
Let every soul be subject unto the higher powers. For there is no power but of God: the powers that be are
ordained of God.
在上有權柄的，人人當順服他；因為沒有權柄不是出於神的；凡掌權的都是神所命的。

(她)所有每一個的 (她)生魂意念 在對(她們)權柄掌握 在對(她們)現正持續優勝超越了的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被使服膺服從註1。 不是/不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權柄掌握， 若是 不會/不要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神； (她們)那些 然而也 (她們)現正持續是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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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們)現在已經被安排定規了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註1：“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被使服膺服從”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使服膺服從”。

[經文變異RT]

(她)所有每一個的 (她)生魂意念 在對(她們)權柄掌握 在對(她們)現正持續優勝超越了的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被使服膺服從。 不是/不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權柄掌握， 若是 不會/不要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神； (她們)那些 然而也 (她們)現正持續是了的 (她們)權柄掌握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她們)現在已經被安排定規了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羅 13:2 w[ste ò avntitasso,menoj th/| evxousi,a| th/| tou/ qeou/ diatagh/| avnqe,sthken( oi` de. avnqesthko,tej èautoi/j kri,ma
lh,myontaiÅ
Whosoever therefore resisteth the power, resisteth the ordinance of God: and they that resist shall receive to
themselves damnation.
所以抗拒掌權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罰。

以致 (他)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對抗地安排定規了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權柄掌握 在對(她)那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在對(她)部署制定 他/她/它現在已經對立抗拒；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現在已經對立抗拒了的

在對(他們)同一者自己 到於(它)審案判決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拿取。

羅 13:3 oi` ga.r a;rcontej ouvk eivsi.n fo,boj tw/| avgaqw/| e;rgw| avlla. tw/| kakw/|Å qe,leij de. mh. fobei/sqai th.n evxousi,an\
to. avgaqo.n poi,ei( kai. e[xeij e;painon evx auvth/j\
For rulers are not a terror to good works, but to the evil. Wilt thou then not be afraid of the power? do that which
is good, and thou shalt have praise of the same:
作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懼怕，乃是叫作惡的懼怕。你願意不懼怕掌權的麼；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稱讚；

(他們)那些 因為 (他們)首領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畏懼害怕 在對(它)那 在對(它)良善的 在對(它)工作，

但乃是 在對(它)那 在對(它)卑劣不好的。 你現在持續定意 然而也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成驚恐畏懼

到於(她)那 到於(她)權柄掌握？ 到於(它)那 到於(它)良善的 你現在就要持續行出作成， 並且 你將要(持續)持有

到於(他)稱揚嘉許 向外出來 從屬(她)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些 因為 (他們)首領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畏懼害怕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良善的

從屬(它們)工作， 但乃是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卑劣不好的。 你現在持續定意 然而也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成驚恐畏懼 到於(她)那 到於(她)權柄掌握？ 到於(它)那 到於(它)良善的

你現在就要持續行出作成， 並且 你將要(持續)持有 到於(他)稱揚嘉許 向外出來 從屬(她)同一者；

羅 13:4 qeou/ ga.r dia,kono,j evstin soi. eivj to. avgaqo,nÅ eva.n de. to. kako.n poih/|j( fobou/\ ouv ga.r eivkh/| th.n ma,cairan
forei/\ qeou/ ga.r dia,kono,j evstin e;kdikoj eivj ovrgh.n tw/| to. kako.n pra,ssontiÅ
For he is the minister of God to thee for good. But if thou do that which is evil, be afraid; for he beareth not the
sword in vain: for he is the minister of God, a revenger to execute wrath upon him that doeth evil.
因為他是神的用人，是與你有益的。你若作惡，卻當懼怕；因為他不是空空的佩劍；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

刑罰那作惡的。

從屬(他)神 因為 (他)僕工執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對你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良善的。 但凡若是 然而也

到於(它)那 到於(它)卑劣不好的 你現在應該持續行出作成，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成驚恐畏懼； 不是/不 因為

徒然無用地 到於(她)那 到於(她)兵刃 他/她/它現在持續穿佩負載； 從屬(他)神 因為 (他)僕工執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伸張公平正義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激動忿怒 在對(他)那 到於(它)那 到於(它)卑劣不好的

在對(他)現正持續實施行使了的。

羅 13:5 dio. avna,gkh ùpota,ssesqai( ouv mo,non dia. th.n ovrgh.n avlla. kai. dia. th.n sunei,dhsinÅ
Wherefore ye must needs be subject, not only for wrath, but also for conscience sake.
所以你們必須順服，不但是因為刑罰，也是因為良心。

為這個緣故 (她)迫切需要 現要去持續被使服膺服從註1， 不是/不 僅有單獨地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她)那

到於(她)激動忿怒， 但乃是 並且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她)那 到於(她)自覺良心。

註1：“現要去持續被使服膺服從”文法上亦可以為“現要去持續讓自己使服膺服從”。

羅 13:6 dia. tou/to ga.r kai. fo,rouj telei/te\ leitourgoi. ga.r qeou/ eivsin eivj auvto. tou/to proskarterou/ntejÅ
For for this cause pay ye tribute also: for they are God's ministers, attending continually upon this very thing.
你們納糧，也為這個緣故；因他們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這事。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同一者 因為 並且 到於(他們)貢稅 你們現在持續完成； (他們)公僕 因為 從屬(他)神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向內進入 到於(它)同一者 到於(它)那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在前面向著堅強持恆了的。

羅 13:7 avpo,dote pa/sin ta.j ovfeila,j( tw/| to.n fo,ron to.n fo,ron( tw/| to. te,loj to. te,loj( tw/| to.n fo,bon to.n fo,bon(
tw/| th.n timh.n th.n timh,n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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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der therefore to all their dues: tribute to whom tribute is due; custom to whom custom; fear to whom fear;
honour to whom honour.
凡人所當得的，就給他；當得糧的，給他納糧；當得稅的，給他上稅；當懼怕的，懼怕他；當恭敬的，恭敬他。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從那裏給與 在對(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負債積欠： 在對(他)那 到於(他)那

到於(他)貢稅， 到於(他)那 到於(他)貢稅； 在對(他)那 到於(它)那 到於(它)終結/貨物或旅行之終結稅， 到於(它)那

到於(它)終結/貨物或旅行之終結稅； 在對(他)那 到於(他)那 到於(他)畏懼害怕， 到於(他)那 到於(他)畏懼害怕；

在對(他)那 到於(她)那 到於(她)珍貴價值， 到於(她)那 到於(她)珍貴價值。
[經文變異RT]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從那裏給與 這樣 在對(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負債積欠： 在對(他)那

到於(他)那 到於(他)貢稅， 到於(他)那 到於(他)貢稅； 在對(他)那 到於(它)那 到於(它)終結/貨物或旅行之終結稅，

到於(它)那 到於(它)終結/貨物或旅行之終結稅； 在對(他)那 到於(他)那 到於(他)畏懼害怕， 到於(他)那

到於(他)畏懼害怕； 在對(他)那 到於(她)那 到於(她)珍貴價值， 到於(她)那 到於(她)珍貴價值。

羅 13:8 Mhdeni. mhde.n ovfei,lete eiv mh. to. avllh,louj avgapa/n\ ò ga.r avgapw/n to.n e[teron no,mon peplh,rwkenÅ
Owe no man any thing, but to love one another: for he that loveth another hath fulfilled the law.
凡事都不可虧欠人，惟有彼此相愛，要常以為虧欠；因為愛人的就完全了律法。

在對(他)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到於(它)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積欠負債， 若是 不會/不要

到於(它)那 到於(他們)彼此 現要去持續愛； (他)那 因為 (他)現正持續愛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相異不同的

到於(他)律法 他/她/它現在已經促使成充滿添足。
[經文變異RT]

在對(他)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到於(它)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積欠負債， 若是 不會/不要

到於(它)那 現要去持續愛 到於(他們)彼此； (他)那 因為 (他)現正持續愛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相異不同的

到於(他)律法 他/她/它現在已經促使成充滿添足。

羅 13:9 to. ga.r Ouv moiceu,seij( Ouv foneu,seij( Ouv kle,yeij( Ouvk evpiqumh,seij( kai. ei; tij ète,ra evntolh,( evn tw/|
lo,gw| tou,tw| avnakefalaiou/tai Îevn tw/|Ð VAgaph,seij to.n plhsi,on sou ẁj seauto,nÅ
For this, Thou shalt not commit adultery, Thou shalt not kill, Thou shalt not steal, Thou shalt not bear false
witness, Thou shalt not covet; and if there be any other commandment, it is briefly comprehended in this saying,
namely, Thou shalt love thy neighbour as thyself.
像那不可姦淫，不可殺人，不可偷盜，不可貪婪，或有別的誡命，都包在愛人如己這一句話之內了。

(它)那 因為， 不是/不 你將要(持續)行姦淫， 不是/不 你將要(持續)行謀害凶殺， 不是/不 你將要(持續)偷竊盜取，

不是/不 你將要(持續)熱戀愛慕， 並且 若是 (她)任何什麼 (她)相異不同的 (她)誡律命令，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在對(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再向上促使有總結首要， 在內 在對(他)那：

你將要(持續)愛 到於(他)那 在鄰近之處地 從屬你 正如地 到於(他)你自己。
[經文變異RT]

(它)那 因為， 不是/不 你將要(持續)行姦淫， 不是/不 你將要(持續)行謀害凶殺， 不是/不 你將要(持續)偷竊盜取，

不是/不 你將要(持續)作假見證人， 不是/不 你將要(持續)熱戀愛慕， 並且 若是 (她)任何什麼 (她)相異不同的

(她)誡律命令， 在內 在對(他)那同一者 在對(他)那 在對(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再向上促使有總結首要， 在內 在對(他)那， 你將要(持續)愛 到於(他)那 在鄰近之處地 從屬你

正如地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羅 13:10 h` avga,ph tw/| plhsi,on kako.n ouvk evrga,zetai\ plh,rwma ou=n no,mou h` avga,phÅ
Love worketh no ill to his neighbour: therefore love is the fulfilling of the law.
愛是不加害與人的，所以愛就完全了律法。

(她)那 (她)愛 在對(他)那 在鄰近之處地 到於(它)卑劣不好的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作工作；

(它)所用以充滿添足/所被充滿添足 這樣 從屬(他)律法 (她)那 (她)愛。

羅 13:11 Kai. tou/to eivdo,tej to.n kairo,n( o[ti w[ra h;dh ùma/j evx u[pnou evgerqh/nai( nu/n ga.r evggu,teron hm̀w/n h`
swthri,a h' o[te evpisteu,samenÅ
And that, knowing the time, that now it is high time to awake out of sleep: for now is our salvation nearer than
when we believed.
再者，你們曉得現今就是該趁早睡醒的時候，因為我們得救，現今比初信的時候更近了。

並且 到於(它)那同一者， (他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場合時節， 是這樣 (她)鐘點時刻

甚而已然如此地 到於你們 向外出來 從屬(他)睡眠 那時(也是)要去被喚醒起來； 現在此時地 因為 更接近地

從屬我們 (她)那 (她)拯救 甚或/或而 當這時地 我們那時(也是)置信信託。
[經文變異RT]

並且 (它)那同一者註1， (他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場合時節， 是這樣 (她)鐘點時刻 到於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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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而已然如此地 向外出來 從屬(他)睡眠 那時(也是)要去被喚醒起來； 現在此時地 因為 更接近地 從屬我們 (她)那

(她)拯救 甚或/或而 當這時地 我們那時(也是)置信信託。

註1：“到於(它)那同一者”文法上亦可以為“(它)那同一者”。

羅 13:12 h` nu.x proe,koyen( h̀ de. hm̀e,ra h;ggikenÅ avpoqw,meqa ou=n ta. e;rga tou/ sko,touj( evndusw,meqa Îde.Ð ta. o[pla
tou/ fwto,jÅ
The night is far spent, the day is at hand: let us therefore cast off the works of darkness, and let us put on the
armour of light.
黑夜已深，白晝將近；我們就當脫去暗昧的行為，帶上光明的兵器。

(她)那 (她)夜晚 他/她/它那時(也是)往前推進， (她)那 然而也 (她)日子/白日 他/她/它現在已經靠近。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置開移掉 這樣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工作 從屬(它)那 從屬(它)黑暗，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穿著 然而也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器械裝備 從屬(它)那 從屬(它)光明。
[經文變異RT]

(她)那 (她)夜晚 他/她/它那時(也是)往前推進， (她)那 然而也 (她)日子/白日 他/她/它現在已經靠近。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置開移掉 這樣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工作 從屬(它)那 從屬(它)黑暗， 並且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穿著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器械裝備 從屬(它)那 從屬(它)光明。

羅 13:13 wj̀ evn h̀me,ra| euvschmo,nwj peripath,swmen( mh. kw,moij kai. me,qaij( mh. koi,taij kai. avselgei,aij( mh. e;ridi
kai. zh,lw|(
Let us walk honestly, as in the day; not in rioting and drunkenness, not in chambering and wantonness, not in
strife and envying.
行事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晝；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蕩；不可爭競嫉妒。

正如地 在內 在對(她)日子/白日 高雅尊貴地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來往昂然踏行； 不會/不要 在對(他們)夜宴狂歡

並且 在對(她們)酒醉， 不會/不要 在對(她們)睡床臥榻 並且 在對(她們)縱慾邪蕩， 不會/不要 在對(她)爭執競爭

並且 在對(他)火熱激昂；

羅 13:14 avlla. evndu,sasqe to.n ku,rion VIhsou/n Cristo.n kai. th/j sarko.j pro,noian mh. poiei/sqe eivj evpiqumi,ajÅ
But put ye on the Lord Jesus Christ, and make not provision for the flesh, to fulfil the lusts thereof.
總要披戴主耶穌基督，不要為肉體安排，去放縱私慾。

但乃是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穿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主人 到於(他)耶穌 到於(他)基督， 並且 從屬(她)那

從屬(她)肉體 到於(她)先見預察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行出作成 向內進入 到於(她們)渴想慕戀。

羅 14:1 To.n de. avsqenou/nta th/| pi,stei proslamba,nesqe( mh. eivj diakri,seij dialogismw/nÅ
Him that is weak in the faith receive ye, but not to doubtful disputations.
信心軟弱的，你們要接納，但不要辯論所疑惑的事。

到於(他)那 然而也 到於(他)現正持續成軟弱無力了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信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在前面向著拿取， 不會/不要 向內進入 到於(她們)徹底分開辨明 從屬(他們)思量議論。

羅 14:2 o]j me.n pisteu,ei fagei/n pa,nta( ò de. avsqenw/n la,cana evsqi,eiÅ
For one believeth that he may eat all things: another, who is weak, eateth herbs.
有人信百物都可喫；但那軟弱的，只喫蔬菜。

(他)這個 的確 他/她/它現在持續置信信託 那時(也是)要去吃食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然而也

(他)現正持續成軟弱無力了的 到於(它們)蔬菜 他/她/它現在持續喫食。

羅 14:3 ò evsqi,wn to.n mh. evsqi,onta mh. evxouqenei,tw( ò de. mh. evsqi,wn to.n evsqi,onta mh. krine,tw( ò qeo.j ga.r auvto.n
prosela,betoÅ
Let not him that eateth despise him that eateth not; and let not him which eateth not judge him that eateth: for
God hath received him.
喫的人不可輕看不喫的人；不喫的人不可論斷喫的人；因為神已經收納他了。

(他)那 (他)現正持續喫食了的 到於(他)那 不會/不要 到於(他)現正持續喫食了的 不會/不要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輕視；

(他)那 然而也 不會/不要 (他)現正持續喫食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現正持續喫食了的 不會/不要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區別審斷； (他)那 (他)神 因為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在前面向著拿取。
[經文變異RT]

(他)那 (他)現正持續喫食了的 到於(他)那 不會/不要 到於(他)現正持續喫食了的 不會/不要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輕視；

並且 (他)那 不會/不要 (他)現正持續喫食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現正持續喫食了的 不會/不要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區別審斷； (他)那 (他)神 因為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在前面向著拿取。

羅 14:4 su. ti,j ei= ò kri,nwn avllo,trion oivke,thnÈ tw/| ivdi,w| kuri,w| sth,kei h' pi,ptei\ staqh,setai de,( dunatei/ ga.r ò
ku,rioj sth/sai auvto,n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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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art thou that judgest another man's servant? to his own master he standeth or falleth. Yea, he shall be
holden up: for God is able to make him stand.
你是誰，竟論斷別人的僕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為主能使他站住。

你 (他)任何什麼呢 你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現正持續區別審斷了的 到於(他)別人的 到於(他)家僕？ 在對(他)那

在對(他)私人個別的 在對(他)主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站立不動 甚或/或而 他/她/它現在持續落下墜落。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立定站住 然而也；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乃能夠可能 因為 (他)那 (他)主人

那時(也是)要去立定站住 到於(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你 (他)任何什麼呢 你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現正持續區別審斷了的 到於(他)別人的 到於(他)家僕？ 在對(他)那

在對(他)私人個別的 在對(他)主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站立不動 甚或/或而 他/她/它現在持續落下墜落。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立定站住 然而也； (他)乃能夠可能的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神

那時(也是)要去立定站住 到於(他)同一者。

羅 14:5 o]j me.n Îga.rÐ kri,nei hm̀e,ran parV h̀me,ran( o]j de. kri,nei pa/san hm̀e,ran\ e[kastoj evn tw/| ivdi,w| noi>
plhroforei,sqwÅ
One man esteemeth one day above another: another esteemeth every day alike. Let every man be fully
persuaded in his own mind.
有人看這日比那日強，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樣；只是各人心裏要意見堅定。

(他)這個 的確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區別審斷 到於(她)日子/白日 <在旁邊>到旁邊 到於(她)日子/白日； (他)這個

然而也 他/她/它現在持續區別審斷 到於(她)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日子/白日。 (他)各個的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私人個別的 在對(他)悟念知性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被完滿地實踐確認。
[經文變異RT]

(他)這個 的確 他/她/它現在持續區別審斷 到於(她)日子/白日 <在旁邊>到旁邊 到於(她)日子/白日； (他)這個 然而也

他/她/它現在持續區別審斷 到於(她)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日子/白日。 (他)各個的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私人個別的 在對(他)悟念知性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被完滿地實踐確認。

羅 14:6 ò fronw/n th.n h̀me,ran kuri,w| fronei/\ kai. ò evsqi,wn kuri,w| evsqi,ei( euvcaristei/ ga.r tw/| qew/|\ kai. ò mh.
evsqi,wn kuri,w| ouvk evsqi,ei kai. euvcaristei/ tw/| qew/|Å
He that regardeth the day, regardeth it unto the Lord; and he that regardeth not the day, to the Lord he doth not
regard it. He that eateth, eateth to the Lord, for he giveth God thanks; and he that eateth not, to the Lord he
eateth not, and giveth God thanks.
守日的人，是為主守的；喫的人，是為主喫的，因他感謝神；不喫的人，是為主不喫的，也感謝神。

(他)那 (他)現正持續感受體察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日子/白日 在對(他)主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感受體察； 並且

(他)那 (他)現正持續喫食了的 在對(他)主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喫食， 他/她/它現在持續感謝 因為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並且 (他)那 不會/不要 (他)現正持續喫食了的 在對(他)主人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喫食，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感謝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經文變異RT]

(他)那 (他)現正持續感受體察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日子/白日 在對(他)主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感受體察； 並且

(他)那 不會/不要 (他)現正持續感受體察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日子/白日 在對(他)主人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感受體察； (他)那 (他)現正持續喫食了的 在對(他)主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喫食， 他/她/它現在持續感謝

因為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並且 (他)那 不會/不要 (他)現正持續喫食了的 在對(他)主人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喫食，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感謝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羅 14:7 ouvdei.j ga.r hm̀w/n èautw/| zh/| kai. ouvdei.j èautw/| avpoqnh,|skei\
For none of us liveth to himself, and no man dieth to himself.
我們沒有一個人為自己活，也沒有一個人為自己死。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因為 從屬我們 在對(他)同一者自己 他/她/它現在持續活， 並且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在對(他)同一者自己 他/她/它現在持續死去。

羅 14:8 eva,n te ga.r zw/men( tw/| kuri,w| zw/men( eva,n te avpoqnh,|skwmen( tw/| kuri,w| avpoqnh,|skomenÅ eva,n te ou=n zw/men
eva,n te avpoqnh,|skwmen( tou/ kuri,ou evsme,nÅ
For whether we live, we live unto the Lord; and whether we die, we die unto the Lord: whether we live therefore,
or die, we are the Lord's.
我們若活著，是為主而活；若死了，是為主而死；所以我們或活或死，總是主的人。

但凡若是 並/又 因為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活， 在對(他)那 在對(他)主人 我們現在持續活； 但凡若是 並/又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死去， 在對(他)那 在對(他)主人 我們現在持續死去； 但凡若是 並/又 這樣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活，

但凡若是 並/又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死去，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我們現在持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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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 14:9 eivj tou/to ga.r Cristo.j avpe,qanen kai. e;zhsen( i[na kai. nekrw/n kai. zw,ntwn kurieu,sh|Å
For to this end Christ both died, and rose, and revived, that he might be Lord both of the dead and living.
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為要作死人並活人的主。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同一者 因為 (他)基督 他/她/它那時(也是)死去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活， 為要 並且

從屬(他們)死掉的 並且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活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行主持支配。
[經文變異RT]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同一者 因為 (他)基督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死去，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又再活， 為要 並且 從屬(他們)死掉的 並且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活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行主持支配。

羅 14:10 su. de. ti, kri,neij to.n avdelfo,n souÈ h' kai. su. ti, evxouqenei/j to.n avdelfo,n souÈ pa,ntej ga.r
parasthso,meqa tw/| bh,mati tou/ qeou/(
But why dost thou judge thy brother? or why dost thou set at nought thy brother? for we shall all stand before
the judgment seat of Christ.
你這個人，為甚麼論斷弟兄呢；又為甚麼輕看弟兄呢；因我們都要站在神的臺前。

你 然而也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現在持續區別審斷 到於(他)那 到於(他)弟兄 從屬你？ 甚或/或而 並且 你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現在持續輕視 到於(他)那 到於(他)弟兄 從屬你？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因為

我們將要(持續)讓自己立定站住在旁邊 在對(它)那 在對(它)審判臺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經文變異RT]

你 然而也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現在持續區別審斷 到於(他)那 到於(他)弟兄 從屬你？ 甚或/或而 並且 你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現在持續輕視 到於(他)那 到於(他)弟兄 從屬你？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因為

我們將要(持續)讓自己立定站住在旁邊 在對(它)那 在對(它)審判臺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羅 14:11 ge,graptai ga,r( Zw/ evgw,( le,gei ku,rioj( o[ti evmoi. ka,myei pa/n go,nu kai. pa/sa glw/ssa evxomologh,setai
tw/| qew/|Å
For it is written, As I live, saith the Lord, every knee shall bow to me, and every tongue shall confess to God.
經上寫著：『主說：我憑著我的永生起誓，萬膝必向我跪拜，萬口必向我承認。』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因為， 我現在持續活 我，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他)主人， 是這樣 在對"我"

他/她/它將要(持續)折彎 (它)所有每一個的 (它)膝蓋， 並且 (她)所有每一個的 (她)舌頭/語言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公開完全同意承認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羅 14:12 a;ra Îou=nÐ e[kastoj h̀mw/n peri. eàutou/ lo,gon dw,sei Îtw/| qew/|ÐÅ
So then every one of us shall give account of himself to God.
這樣看來，我們各人必要將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說明。

果然如此 這樣 (他)各個的 從屬我們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同一者自己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他/她/它將要(持續)給與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羅 14:13 Mhke,ti ou=n avllh,louj kri,nwmen\ avlla. tou/to kri,nate ma/llon( to. mh. tiqe,nai pro,skomma tw/| avdelfw/| h'
ska,ndalonÅ
Let us not therefore judge one another any more: but judge this rather, that no man put a stumblingblock or an
occasion to fall in his brother's way.
所以我們不可再彼此論斷；寧可定意誰也不給弟兄放下絆腳跌人之物。

不再可以地 這樣 到於(他們)彼此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區別審斷； 但乃是 到於(它)那同一者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區別審斷 更特別尤其地， 到於(它)那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置放擺設 到於(它)絆腳物 在對(他)那

在對(他)弟兄 甚或/或而 到於(它)機關陷阱。

羅 14:14 oi=da kai. pe,peismai evn kuri,w| VIhsou/ o[ti ouvde.n koino.n diV èautou/( eiv mh. tw/| logizome,nw| ti koino.n
ei=nai( evkei,nw| koino,nÅ
I know, and am persuaded by the Lord Jesus, that there is nothing unclean of itself: but to him that esteemeth
any thing to be unclean, to him it is unclean.
我憑著主耶穌確知深信，凡物本來沒有不潔淨的；惟獨人以為不潔淨的，在他就不潔淨了。

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並且 我現在已經被勸信說服 在內 在對(他)主人 在對(他)耶穌， 是這樣 (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它)通俗共有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同一者自己， 若是 不會/不要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估算了的 到於(它)任何什麼 到於(它)通俗共有的 現要去持續是， 在對(他)在那裏的那個

(它)通俗共有的。

羅 14:15 eiv ga.r dia. brw/ma ò avdelfo,j sou lupei/tai( ouvke,ti kata. avga,phn peripatei/j\ mh. tw/| brw,mati, sou
evkei/non avpo,llue ùpe.r ou- Cristo.j avpe,qanenÅ
But if thy brother be grieved with thy meat, now walkest thou not charitably. Destroy not him with thy meat,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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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m Christ died.
你若因食物叫弟兄憂愁，就不是按著愛人的道理行。基督已經替他死，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敗壞。

若是 因為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食物 (他)那 (他)弟兄 從屬你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致憂傷愁苦， 不再地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愛 你現在持續來往昂然踏行。 不會/不要 在對(它)那 在對(它)食物 從屬你

到於(他)在那裏的那個 你現在就要持續毀掉除滅，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他)這個 (他)基督

他/她/它那時(也是)死去。
[經文變異RT]

若是 然而也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食物 (他)那 (他)弟兄 從屬你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致憂傷愁苦， 不再地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愛 你現在持續來往昂然踏行。 不會/不要 在對(它)那 在對(它)食物 從屬你

到於(他)在那裏的那個 你現在就要持續毀掉除滅，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他)這個 (他)基督

他/她/它那時(也是)死去。

羅 14:16 mh. blasfhmei,sqw ou=n ùmw/n to. avgaqo,nÅ
Let not then your good be evil spoken of:
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毀謗；

不會/不要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被謗瀆 這樣 從屬你們 (它)那 (它)良善的。

羅 14:17 ouv ga,r evstin h̀ basilei,a tou/ qeou/ brw/sij kai. po,sij avlla. dikaiosu,nh kai. eivrh,nh kai. cara. evn
pneu,mati àgi,w|\
For the kingdom of God is not meat and drink; but righteousness, and peace, and joy in the Holy Ghost.
因為神的國，不在乎喫喝，只在乎公義，和平，並聖靈中的喜樂。

不是/不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她)食用 並且 (她)喝， 但乃是

(她)至義 並且 (她)和平安寧 並且 (她)歡喜快樂 在內 在對(它)靈/風 在對(它)聖的；

羅 14:18 ò ga.r evn tou,tw| douleu,wn tw/| Cristw/| euva,restoj tw/| qew/| kai. do,kimoj toi/j avnqrw,poijÅ
For he that in these things serveth Christ is acceptable to God, and approved of men.
在這幾樣上服事基督的，就為神所喜悅，又為人所稱許。

(他)那 因為 在內 在對(它)那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作奴僕了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基督， (他)可喜悅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並且 (他)驗明證實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人。
[經文變異RT]

(他)那 因為 在內 在對(它們)那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作奴僕了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基督， (他)可喜悅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並且 (他)驗明證實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人。

羅 14:19 a;ra ou=n ta. th/j eivrh,nhj diw,kwmen kai. ta. th/j oivkodomh/j th/j eivj avllh,loujÅ
Let us therefore follow after the things which make for peace, and things wherewith one may edify another.
所以我們務要追求和睦的事，與彼此建立德行的事。

果然如此 這樣 到於(它們)那些 從屬(她)那 從屬(她)和平安寧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追趕迫求，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從屬(她)那 從屬(她)建築造就 從屬(她)那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彼此。
[經文變異Tischendorph]

果然如此 這樣 到於(它們)那些 從屬(她)那 從屬(她)和平安寧 我們現在持續追趕迫求，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從屬(她)那 從屬(她)建築造就 從屬(她)那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彼此。

羅 14:20 mh. e[neken brw,matoj kata,lue to. e;rgon tou/ qeou/Å pa,nta me.n kaqara,( avlla. kako.n tw/| avnqrw,pw| tw/| dia.
prosko,mmatoj evsqi,ontiÅ
For meat destroy not the work of God. All things indeed are pure; but it is evil for that man who eateth with
offence.
不可因食物毀壞神的工程；凡物固然潔淨，但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就是他的罪了。

不會/不要 由于為此地 從屬(它)食物 你現在就要持續拆毀/歇息 到於(它)那 到於(它)工作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的確 (它們)乾淨純潔的； 但乃是 (它)卑劣不好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人 在對(他)那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絆腳物 在對(他)現正持續喫食了的。

羅 14:21 kalo.n to. mh. fagei/n kre,a mhde. piei/n oi=non mhde. evn w-| o` avdelfo,j sou prosko,pteiÅ
It is good neither to eat flesh, nor to drink wine, nor any thing whereby thy brother stumbleth, or is offended, or is
made weak.
無論是喫肉，是喝酒，是甚麼別的事，叫弟兄跌倒，一概不作纔好。

(它)美好適當的 (它)那 不會/不要 那時(也是)要去吃食 到於(它們)肉類肉食， 然而也不要 那時(也是)要去喝

到於(他)酒， 然而也不要 在內 在對(它)這個 (他)那 (他)弟兄 從屬你 他/她/它現在持續撞擊絆跌。
[經文變異RT]

(它)美好適當的 (它)那 不會/不要 那時(也是)要去吃食 到於(它們)肉類肉食， 然而也不要 那時(也是)要去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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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於(他)酒， 然而也不要 在內 在對(它)這個 (他)那 (他)弟兄 從屬你 他/她/它現在持續撞擊絆跌， 甚或/或而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誘陷絆倒， 甚或/或而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軟弱無力。

羅 14:22 su. pi,stin Îh]nÐ e;ceij kata. seauto.n e;ce evnw,pion tou/ qeou/Å maka,rioj ò mh. kri,nwn èauto.n evn w-|
dokima,zei\
Hast thou faith? have it to thyself before God. Happy is he that condemneth not himself in that thing which he
alloweth.
你有信心，就當在神面前守著。人在自己以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責，就有福了。

你 到於(她)信 到於(她)這個 你現在持續持有，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你自己 你現在就要持續持有 在面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蒙至高褔的 (他)那 不會/不要 (他)現正持續區別審斷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在內

在對(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查驗證實。
[經文變異RT]

你 到於(她)信 你現在持續持有，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你自己 你現在就要持續持有 在面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蒙至高褔的 (他)那 不會/不要 (他)現正持續區別審斷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在內 在對(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查驗證實。

羅 14:23 ò de. diakrino,menoj eva.n fa,gh| katake,kritai( o[ti ouvk evk pi,stewj\ pa/n de. o] ouvk evk pi,stewj àmarti,a
evsti,nÅ
And he that doubteth is damned if he eat, because he eateth not of faith: for whatsoever is not of faith is sin.
若有疑心而喫的，就必有罪；因為他喫，不是出於信心；凡不出於信心的都是罪。

(他)那 然而也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徹底分開辨明了的 但凡若是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吃食，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斷定有罪， 是這樣 不是/不 向外出來 從屬(她)信； (它)所有每一個的 然而也 (它)這個 不是/不

向外出來 從屬(她)信， (她)罪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羅 15:1 VOfei,lomen de. hm̀ei/j oì dunatoi. ta. avsqenh,mata tw/n avduna,twn basta,zein kai. mh. eàutoi/j avre,skeinÅ
We then that are strong ought to bear the infirmities of the weak, and not to please ourselves.
我們堅固的人，應該擔代不堅固人的軟弱，不求自己的喜悅。

我們現在持續積欠負債 然而也 我們 (他們)那些 (他們)乃能夠可能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乏力虛弱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乃不能夠可能的 現要去持續提舉擔負， 並且 不會/不要 在對(他們)同一者自己

現要去持續取悅。

羅 15:2 e[kastoj hm̀w/n tw/| plhsi,on avreske,tw eivj to. avgaqo.n pro.j oivkodomh,n\
Let every one of us please his neighbour for his good to edification.
我們各人務要叫鄰舍喜悅，使他得益處，建立德行。

(他)各個的 從屬我們 在對(他)那 在鄰近之處地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取悅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良善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建築造就；
[經文變異RT]

(他)各個的 因為 從屬我們 在對(他)那 在鄰近之處地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取悅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良善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建築造就；

羅 15:3 kai. ga.r o` Cristo.j ouvc eàutw/| h;resen\ avlla. kaqw.j ge,graptai( Oi` ovneidismoi. tw/n ovneidizo,ntwn se
evpe,pesan evpV evme,Å
For even Christ pleased not himself; but, as it is written, The reproaches of them that reproached thee fell on
me.
因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悅，如經上所記：『辱罵你人的辱罵，都落在我身上。』

並且 因為 (他)那 (他)基督 不是/不 在對(他)同一者自己 他/她/它那時(也是)取悅； 但乃是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他們)那些 (他們)奚落貶責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奚落貶責了的 到於你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落在其上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我"。

羅 15:4 o[sa ga.r proegra,fh( eivj th.n hm̀ete,ran didaskali,an evgra,fh( i[na dia. th/j up̀omonh/j kai. dia. th/j
paraklh,sewj tw/n grafw/n th.n evlpi,da e;cwmenÅ
For whatsoever things were written aforetime were written for our learning, that we through patience and
comfort of the scriptures might have hope.
從前所寫的聖經，都是為教訓我們寫的，叫我們因聖經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著盼望。

(它們)這每一切 因為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預先刻寫記載/張貼描繪，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我們之物

到於(她)教訓教導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刻寫記載， 為要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堅忍持守 並且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勸勉請求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經文 到於(她)那 到於(她)期盼指望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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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變異RT]

(它們)這每一切 因為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預先刻寫記載/張貼描繪，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我們之物

到於(她)教訓教導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預先刻寫記載/張貼描繪， 為要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堅忍持守

並且 從屬(她)那 從屬(她)勸勉請求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經文 到於(她)那 到於(她)期盼指望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持有。
[經文變異WH]

(它們)這每一切 因為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預先刻寫記載/張貼描繪，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我們之物 到於(她)教訓教導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刻寫記載， 為要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堅忍持守 並且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勸勉請求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經文 到於(她)那

到於(她)期盼指望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持有。

羅 15:5 ò de. qeo.j th/j ùpomonh/j kai. th/j paraklh,sewj dw,|h ùmi/n to. auvto. fronei/n evn avllh,loij kata. Cristo.n
VIhsou/n(
Now the God of patience and consolation grant you to be likeminded one toward another according to Christ
Jesus:
但願賜忍耐安慰的神，叫你們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穌；

(他)那 然而也 (他)神 從屬(她)那 從屬(她)堅忍持守 並且 從屬(她)那 從屬(她)勸勉請求 他/她/它那時(也是)可以給與

在對你們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感受體察 在內 在對(他們)彼此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基督

到於(他)耶穌；

羅 15:6 i[na òmoqumado.n evn eǹi. sto,mati doxa,zhte to.n qeo.n kai. pate,ra tou/ kuri,ou hm̀w/n VIhsou/ Cristou/Å
That ye may with one mind and one mouth glorify God, even the Father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一心一口，榮耀神，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

為要 同心一致地 在內 在對(它)一個 在對(它)口/嘴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歸榮耀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並且

到於(他)父親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我們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羅 15:7 Dio. proslamba,nesqe avllh,louj( kaqw.j kai. ò Cristo.j prosela,beto ùma/j eivj do,xan tou/ qeou/Å
Wherefore receive ye one another, as Christ also received us to the glory of God.
所以你們要彼此接納，如同基督接納你們一樣，使榮耀歸與神。

為這個緣故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在前面向著拿取 到於(他們)彼此， 按照正如地 並且 (他)那 (他)基督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在前面向著拿取 到於你們， 向內進入 到於(她)榮耀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經文變異RT][不同標點]

為這個緣故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在前面向著拿取 到於(他們)彼此， 按照正如地 並且 (他)那 (他)基督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在前面向著拿取 到於我們 向內進入 到於(她)榮耀 從屬(他)神。
[經文變異WH]

為這個緣故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在前面向著拿取 到於(他們)彼此， 按照正如地 並且 (他)那 (他)基督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在前面向著拿取 到於我們， 向內進入 到於(她)榮耀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羅 15:8 le,gw ga.r Cristo.n dia,konon gegenh/sqai peritomh/j ùpe.r avlhqei,aj qeou/( eivj to. bebaiw/sai ta.j
evpaggeli,aj tw/n pate,rwn(
Now I say that Jesus Christ was a minister of the circumcision for the truth of God, to confirm the promises
made unto the fathers:
我說，基督是為神真理作了受割禮人的執事，要證實所應許列祖的話。

我現在持續道說 因為 到於(他)基督 到於(他)僕工執事 現已經去被生發成為 從屬(她)割禮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她)真情實理 從屬(他)神，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促使成穩固踏實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應許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父親，
[經文變異RT]

我現在持續道說 然而也 到於(他)耶穌 到於(他)基督 到於(他)僕工執事 現已經去被生發成為 從屬(她)割禮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她)真情實理 從屬(他)神，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促使成穩固踏實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應許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父親，

羅 15:9 ta. de. e;qnh ùpe.r evle,ouj doxa,sai to.n qeo,n( kaqw.j ge,graptai( Dia. tou/to evxomologh,somai, soi evn e;qnesin
kai. tw/| ovnomati, sou yalw/Å
And that the Gentiles might glorify God for his mercy; as it is written, For this cause I will confess to thee among
the Gentiles, and sing unto thy name.
並叫外邦人，因他的憐憫，榮耀神；如經上所記：『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稱讚你，歌頌你的名。』

到於(它們)那些 然而也 到於(它們)種族邦國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它)憐憫慈悲 那時(也是)要去歸榮耀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同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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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將要(持續)讓自己公開完全同意承認 在對你 在內 在對(它們)種族邦國， 並且 在對(它)那 在對(它)名字 從屬你

我將要(持續)撥弦弄樂。

羅 15:10 kai. pa,lin le,gei( Euvfra,nqhte( e;qnh( meta. tou/ laou/ auvtou/Å
And again he saith, Rejoice, ye Gentiles, with his people.
又說：『你們外邦人，當與主的百姓一同歡樂。』

並且 重新又再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被促為歡悅愉快， 阿,(它們)種族邦國，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民百姓 從屬(他)同一者。

羅 15:11 kai. pa,lin( Aivnei/te( pa,nta ta. e;qnh( to.n ku,rion kai. evpainesa,twsan auvto.n pa,ntej oì laoi,Å
And again, Praise the Lord, all ye Gentiles; and laud him, all ye people.
又說：『外邦阿，你們當讚美主；萬民哪，你們都當頌讚他。』

並且 重新又再地，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頌揚讚美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它們)那些 (它們)種族邦國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主人；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就要在上面頌揚讚美 到於(他)同一者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那些

(他們)人民百姓。
[經文變異RT]

並且 重新又再地，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頌揚讚美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主人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它們)那些

(它們)種族邦國；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在上面頌揚讚美 到於(他)同一者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那些

(他們)人民百姓。

羅 15:12 kai. pa,lin VHsai<aj le,gei( :Estai h̀ rì,za tou/ VIessai. kai. ò avnista,menoj a;rcein evqnw/n( evpV auvtw/| e;qnh
evlpiou/sinÅ
And again, Esaias saith, There shall be a root of Jesse, and he that shall rise to reign over the Gentiles; in him
shall the Gentiles trust.
又有以賽亞說：『將來有耶西的根，就是那興起來要治理外邦的；外邦人要仰望他。』

並且 重新又再地 (他)以賽亞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她)那 (她)根 從屬(他)那 從屬(他)耶西，

並且 (他)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再站立起來了的 現要去持續起始為首 從屬(它們)種族邦國；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同一者 (它們)種族邦國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有期盼指望。

羅 15:13 ò de. qeo.j th/j evlpi,doj plhrw,sai ùma/j pa,shj cara/j kai. eivrh,nhj evn tw/| pisteu,ein( eivj to. perisseu,ein
um̀a/j evn th/| evlpi,di evn duna,mei pneu,matoj àgi,ouÅ
Now the God of hope fill you with all joy and peace in believing, that ye may abound in hope, through the power
of the Holy Ghost.
但願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將諸般的喜樂平安，充滿你們的心，使你們藉著聖靈的能力，大有盼望。

(他)那 然而也 (他)神 從屬(她)那 從屬(她)期盼指望 他/她/它那時(也是)可以促使成充滿添足 到於你們

從屬(她)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她)歡喜快樂 並且 從屬(她)和平安寧 在內 在對(它)那 現要去持續置信信託，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現要去持續成格外多 到於你們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期盼指望 在內 在對(她)能力權能 從屬(它)靈/風

從屬(它)聖的。

羅 15:14 Pe,peismai de,( avdelfoi, mou( kai. auvto.j evgw. peri. ùmw/n o[ti kai. auvtoi. mestoi, evste avgaqwsu,nhj(
peplhrwme,noi pa,shj Îth/jÐ gnw,sewj( duna,menoi kai. avllh,louj nouqetei/nÅ
And I myself also am persuaded of you, my brethren, that ye also are full of goodness, filled with all knowledge,
able also to admonish one another.
弟兄們，我自己也深信你們是滿有良善，充足了諸般的知識，也能彼此勸戒。

我現在已經被勸信說服 然而也， 阿,(他們)弟兄 從屬我， 並且 (他)同一者 我 <在周圍>關於 從屬你們， 是這樣

並且 (他們)同一者 (他們)裝滿的 你們現在持續是 從屬(她)全然良善， (他們)現在已經被促使成充滿添足了的

從屬(她)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知識認識，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了的 並且 到於(他們)彼此

現要去持續行警告勸戒。
[經文變異RT]

我現在已經被勸信說服 然而也， 阿,(他們)弟兄 從屬我， 並且 (他)同一者 我 <在周圍>關於 從屬你們， 是這樣

並且 (他們)同一者 (他們)裝滿的 你們現在持續是 從屬(她)全然良善， (他們)現在已經被促使成充滿添足了的

從屬(她)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她)知識認識，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了的 並且 到於(他們)彼此

現要去持續行警告勸戒。

羅 15:15 tolmhro,teron de. e;graya um̀i/n avpo. me,rouj ẁj evpanamimnh,|skwn ùma/j dia. th.n ca,rin th.n doqei/sa,n moi
up̀o. tou/ qeou/
Nevertheless, brethren, I have written the more boldly unto you in some sort, as putting you in mind, because of
the grace that is given to me of God,
但我稍微放膽寫信給你們，是要提醒你們的記性，特因神所給我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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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膽量勇敢地 然而也 我那時(也是)刻寫記載 在對你們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部分， 正如地

(他)現正持續在上面再向上致使提醒記得了的 到於你們，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她)那 到於(她)恩典惠意

到於(她)那 到於(她)那時(也是)被給與了的 在對我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經文變異RT]

更有膽量勇敢地 然而也 我那時(也是)刻寫記載 在對你們， 阿,(他們)弟兄，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部分， 正如地

(他)現正持續在上面再向上致使提醒記得了的 到於你們，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她)那 到於(她)恩典惠意

到於(她)那 到於(她)那時(也是)被給與了的 在對我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經文變異WH]

更有膽量勇敢地 然而也 我那時(也是)刻寫記載 在對你們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部分， 正如地

(他)現正持續在上面再向上致使提醒記得了的 到於你們，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她)那 到於(她)恩典惠意

到於(她)那 到於(她)那時(也是)被給與了的 在對我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羅 15:16 eivj to. ei=nai, me leitourgo.n Cristou/ VIhsou/ eivj ta. e;qnh( ìerourgou/nta to. euvagge,lion tou/ qeou/( i[na
ge,nhtai h̀ prosfora. tw/n evqnw/n euvpro,sdektoj( h̀giasme,nh evn pneu,mati àgi,w|Å
That I should be the minister of Jesus Christ to the Gentiles, ministering the gospel of God, that the offering up
of the Gentiles might be acceptable, being sanctified by the Holy Ghost.
使我為外邦人作基督耶穌的僕役，作神福音的祭司，叫所獻上的外邦人，因著聖靈，成為聖潔，可蒙悅納。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現要去持續是 到於我 到於(他)公僕 從屬(他)基督 從屬(他)耶穌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種族邦國， 到於(他)現正持續在聖殿作工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福音佳訊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生發成為 (她)那 (她)供奉獻與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種族邦國 (她)可悅納的，

(她)現在已經被使成聖了的 在內 在對(它)靈/風 在對(它)聖的。
[經文變異RT]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現要去持續是 到於我 到於(他)公僕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種族邦國， 到於(他)現正持續在聖殿作工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福音佳訊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生發成為 (她)那 (她)供奉獻與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種族邦國 (她)可悅納的，

(她)現在已經被使成聖了的 在內 在對(它)靈/風 在對(它)聖的。

羅 15:17 e;cw ou=n Îth.nÐ kau,chsin evn Cristw/| VIhsou/ ta. pro.j to.n qeo,n\
I have therefore whereof I may glory through Jesus Christ in those things which pertain to God.
所以論到神的事我在基督耶穌裏有可誇的。

我現在持續持有 這樣 到於(她)那 到於(她)誇耀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在對(他)耶穌 到於(它們)那些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經文變異RT]

我現在持續持有 這樣 到於(她)誇耀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在對(他)耶穌 到於(它們)那些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神；

羅 15:18 ouv ga.r tolmh,sw ti lalei/n w-n ouv kateirga,sato Cristo.j diV evmou/ eivj ùpakoh.n evqnw/n( lo,gw| kai. e;rgw|(
For I will not dare to speak of any of those things which Christ hath not wrought by me, to make the Gentiles
obedient, by word and deed,
除了基督藉我作的那些事，我甚麼都不敢提；只提他藉我言語作為，用神蹟奇事的能力，並聖靈的能力，使外邦

人順服；

不是/不 因為 我將要(持續)斗膽冒險 到於(它)任何什麼 現要去持續發言講說 從屬(它們)這些個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作工作完成 (他)基督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我"， 向內進入 到於(她)聽從順服

從屬(它們)種族邦國， 在對(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並且 在對(它)工作，
[經文變異RT]

不是/不 因為 我將要(持續)斗膽冒險 現要去持續發言講說 到於(它)任何什麼 從屬(它們)這些個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作工作完成 (他)基督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我"， 向內進入 到於(她)聽從順服

從屬(它們)種族邦國， 在對(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並且 在對(它)工作，

羅 15:19 evn duna,mei shmei,wn kai. tera,twn( evn duna,mei pneu,matoj Îqeou/Ð\ w[ste me avpo. VIerousalh.m kai. ku,klw|
me,cri tou/ VIllurikou/ peplhrwke,nai to. euvagge,lion tou/ Cristou/(
Through mighty signs and wonders, by the power of the Spirit of God; so that from Jerusalem, and round about
unto Illyricum, I have fully preached the gospel of Christ.
甚至我從耶路撒冷，直轉到以利哩古，到處傳了基督的福音。

在內 在對(她)能力權能 從屬(它們)識別之表記徵兆 並且 從屬(它們)奇事預兆， 在內 在對(她)能力權能

從屬(它)靈/風 從屬(他)神； 以致 到於我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耶陸撒冷 並且 在對(他)四周 一直達到 從屬(它)那

從屬(它)以利哩古 現已經去促使成充滿添足 到於(它)那 到於(它)福音佳訊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經文變異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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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內 在對(她)能力權能 從屬(它們)識別之表記徵兆 並且 從屬(它們)奇事預兆， 在內 在對(她)能力權能

從屬(它)靈/風 從屬(它)聖的； 以致 到於我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耶陸撒冷 並且 在對(他)四周 一直達到 從屬(它)那

從屬(它)以利哩古 現已經去促使成充滿添足 到於(它)那 到於(它)福音佳訊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羅 15:20 ou[twj de. filotimou,menon euvaggeli,zesqai ouvc o[pou wvnoma,sqh Cristo,j( i[na mh. evpV avllo,trion qeme,lion
oivkodomw/(
Yea, so have I strived to preach the gospel, not where Christ was named, lest I should build upon another man's
foundation:
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稱過的地方傳福音，免得建造在別人的根基上；

那同一樣式地 然而也 到於(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立志奮鬥了的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傳福音佳訊 不是/不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題名稱呼 (他)基督， 為要 不會/不要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別人的

到於(他)根基 我現在應該持續營建修造；

羅 15:21 avlla. kaqw.j ge,graptai( Oi-j ouvk avnhgge,lh peri. auvtou/ o;yontai( kai. oi] ouvk avkhko,asin sunh,sousinÅ
But as it is written, To whom he was not spoken of, they shall see: and they that have not heard shall
understand.
就如經上所記：『未曾聞知他信息的，將要看見；未曾聽過的，將要明白。』

但乃是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在對(他們)這些個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向上報信通告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看見注目； 並且 (他們)這些個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已經聲聞耳聽，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貫通理解。
[經文變異WH]

但乃是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看見注目 在對(他們)這些個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向上報信通告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們)這些個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已經聲聞耳聽，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貫通理解。

羅 15:22 Dio. kai. evnekopto,mhn ta. polla. tou/ evlqei/n pro.j um̀a/j\
For which cause also I have been much hindered from coming to you.
我因多次被攔阻，總不得到你們那裏去；

為這個緣故 並且 我當時持續被切入阻礙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許多的 從屬(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羅 15:23 nuni. de. mhke,ti to,pon e;cwn evn toi/j kli,masi tou,toij( evpipoqi,an de. e;cwn tou/ evlqei/n pro.j ùma/j avpo.
pollw/n evtw/n(
But now having no more place in these parts, and having a great desire these many years to come unto you;
但如今在這裏再沒有可傳的地方，而且這好幾年，我切心想望到士班雅去的時候，可以到你們那裏；

就現在此時地 然而也 不再可以地 到於(他)地點處所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在內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區域

在對(它們)那同一者， 到於(她)切慕渴念 然而也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從屬(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們)許多的 從屬(它們)年，
[經文變異WH]

就現在此時地 然而也 不再可以地 到於(他)地點處所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在內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區域

在對(它們)那同一者， 到於(她)切慕渴念 然而也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從屬(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們)達到足夠的 從屬(它們)年，

羅 15:24 wj̀ a'n poreu,wmai eivj th.n Spani,an\ evlpi,zw ga.r diaporeuo,menoj qea,sasqai ùma/j kai. ùfV ùmw/n
propemfqh/nai evkei/ eva.n ùmw/n prw/ton avpo. me,rouj evmplhsqw/Å
Whensoever I take my journey into Spain, I will come to you: for I trust to see you in my journey, and to be
brought on my way thitherward by you, if first I be somewhat filled with your company.
盼望從你們那裏經過，得見你們，先與你們彼此交往，心裏稍微滿足，然後蒙你們送行。

正如地 但凡 我現在應該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西班牙； 我現在持續有期盼指望 因為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行去經過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定睛觀看 到於你們， 並且 <在底下>被從 從屬你們

那時(也是)要去被打發送行 在那裏地， 但凡若是 從屬你們 首先地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部分

我那時(也是)應該被致使填飽滿足；
[經文變異RT]

正如地 但凡 我現在應該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西班牙， 我將要(持續)讓自己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我現在持續有期盼指望 因為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行去經過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定睛觀看 到於你們， 並且 <在底下>被從 從屬你們 那時(也是)要去被打發送行 在那裏地，

但凡若是 從屬你們 首先地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部分 我那時(也是)應該被致使填飽滿足；

羅 15:25 nuni. de. poreu,omai eivj VIerousalh.m diakonw/n toi/j àgi,oijÅ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  簡易閲讀版  1021

1021

But now I go unto Jerusalem to minister unto the saints.
但現在我往耶路撒冷去，供給聖徒。

就現在此時地 然而也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陸撒冷 (他)現正持續行服事了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聖的。

羅 15:26 euvdo,khsan ga.r Makedoni,a kai. VAcai<a koinwni,an tina. poih,sasqai eivj tou.j ptwcou.j tw/n ag̀i,wn tw/n
evn VIerousalh,mÅ
For it hath pleased them of Macedonia and Achaia to make a certain contribution for the poor saints which are
at Jerusalem.
因為馬其頓，和亞該亞人樂意湊出捐項，給耶路撒冷聖徒中的窮人。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歡愉認可 因為 (她)馬其頓 並且 (她)亞該亞 到於(她)共通合享 到於(她)任何什麼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行出作成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貧苦窮困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聖的

從屬(他們)那些 在內 在對(她)耶陸撒冷。

羅 15:27 euvdo,khsan ga.r kai. ovfeile,tai eivsi.n auvtw/n\ eiv ga.r toi/j pneumatikoi/j auvtw/n evkoinw,nhsan ta. e;qnh(
ovfei,lousin kai. evn toi/j sarkikoi/j leitourgh/sai auvtoi/jÅ
It hath pleased them verily; and their debtors they are. For if the Gentiles have been made partakers of their
spiritual things, their duty is also to minister unto them in carnal things.
這固然是他們樂意的；其實也算是所欠的債；因外邦人，既然在他們屬靈的好處上有分，就當把養身之物供給他

們。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歡愉認可 因為， 並且 (他們)積欠負債者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從屬(他們)同一者； 若是 因為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屬靈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成合夥共享 (它們)那些 (它們)種族邦國，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積欠負債 並且 在內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屬肉體的 那時(也是)要去作公僕

在對(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歡愉認可 因為， 並且 (他們)積欠負債者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若是 因為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屬靈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成合夥共享 (它們)那些 (它們)種族邦國，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積欠負債 並且 在內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屬肉體的 那時(也是)要去作公僕

在對(他們)同一者。

羅 15:28 tou/to ou=n evpitele,saj kai. sfragisa,menoj auvtoi/j to.n karpo.n tou/ton( avpeleu,somai diV ùmw/n eivj
Spani,an\
When therefore I have performed this, and have sealed to them this fruit, I will come by you into Spain.
等我辦完了這事，把這善果向他們交付明白，我就要路過你們那裏，往士班雅去。

到於(它)那同一者 這樣 (他)那時(也是)在上面完成了的 並且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蓋圖章封印了的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那 到於(他)果實 到於(他)那同一者 我將要(持續)讓自己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你們

向內進入 到於(她)西班牙；
[經文變異RT]

到於(它)那同一者 這樣 (他)那時(也是)在上面完成了的 並且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蓋圖章封印了的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那 到於(他)果實 到於(他)那同一者 我將要(持續)讓自己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你們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西班牙；

羅 15:29 oi=da de. o[ti evrco,menoj pro.j ùma/j evn plhrw,mati euvlogi,aj Cristou/ evleu,somaiÅ
And I am sure that, when I come unto you, I shall come in the fulness of the blessing of the gospel of Christ.
我也曉得去的時候，必帶著基督豐盛的恩典而去。

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然而也 是這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在內

在對(它)所用以充滿添足/所被充滿添足 從屬(她)稱讚祝福 從屬(他)基督 我將要(持續)讓自己到來前往。
[經文變異RT]

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然而也 是這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在內

在對(它)所用以充滿添足/所被充滿添足 從屬(她)稱讚祝福 從屬(它)那 從屬(它)福音佳訊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我將要(持續)讓自己到來前往。

羅 15:30 Parakalw/ de. ùma/sÎ( avdelfoi,(Ð dia. tou/ kuri,ou hm̀w/n VIhsou/ Cristou/ kai. dia. th/j avga,phj tou/
pneu,matoj sunagwni,sasqai, moi evn tai/j proseucai/j ùpe.r evmou/ pro.j to.n qeo,n(
Now I beseech you, brethren, for the Lord Jesus Christ's sake, and for the love of the Spirit, that ye strive
together with me in your prayers to God for me;
弟兄們，我藉著我們主耶穌基督，又藉著聖靈的愛，勸你們與我一同竭力，為我祈求神；

我現在持續勸勉請求 然而也 到於你們， 阿,(他們)弟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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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並且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愛 從屬(它)那 從屬(它)靈/風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一同努力奮鬥 在對我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求告祈禱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我"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羅 15:31 i[na r̀usqw/ avpo. tw/n avpeiqou,ntwn evn th/| VIoudai,a| kai. h` diakoni,a mou h̀ eivj VIerousalh.m euvpro,sdektoj
toi/j àgi,oij ge,nhtai(
That I may be delivered from them that do not believe in Judaea; and that my service which I have for
Jerusalem may be accepted of the saints;
叫我脫離在猶太不順從的人，也叫我為耶路撒冷所辦的捐項，可蒙聖徒悅納；

為要 我那時(也是)應該被搭救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成頑固不信了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猶太地方， 並且 (她)那 (她)職務服事 從屬我 (她)那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陸撒冷 (她)可悅納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聖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生發成為；
[經文變異RT]

為要 我那時(也是)應該被搭救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成頑固不信了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猶太地方， 並且 為要 (她)那 (她)職務服事 從屬我 (她)那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陸撒冷 (她)可悅納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聖的；

羅 15:32 i[na evn cara/| evlqw.n pro.j ùma/j dia. qelh,matoj qeou/ sunanapau,swmai ùmi/nÅ
That I may come unto you with joy by the will of God, and may with you be refreshed.
並叫我順著神的旨意，歡歡喜喜的到你們那裏，與你們同得安息。

為要 在內 在對(她)歡喜快樂 (他)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所定意 從屬(他)神 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共同休息恢復 在對你們。
[經文變異RT]

為要 在內 在對(她)歡喜快樂 我那時(也是)應該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所定意 從屬(他)神， 並且 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共同休息恢復 在對你們。

羅 15:33 ò de. qeo.j th/j eivrh,nhj meta. pa,ntwn ùmw/n( avmh,nÅ
Now the God of peace be with you all. Amen.
願賜平安的神，常和你們眾人同在。阿們。

(他)那 然而也 (他)神 從屬(她)那 從屬(她)和平安寧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你們。 阿們。

羅 16:1 Suni,sthmi de. ùmi/n Foi,bhn th.n avdelfh.n h̀mw/n( ou=san Îkai.Ð dia,konon th/j evkklhsi,aj th/j evn Kegcreai/j(
I commend unto you Phebe our sister, which is a servant of the church which is at Cenchrea:
我對你們舉薦我們的姊妹非比，他是堅革哩教會中的女執事；

我現在持續並立/並列表明 然而也 在對你們 到於(她)非比 到於(她)那 到於(她)姊妹 從屬我們，

到於(她)現正持續是了的 並且 到於(她)僕工執事 從屬(她)那 從屬(她)傳召 從屬(她)那 在內 在對(她們)堅革哩；
[經文變異RT]

我現在持續並立/並列表明 然而也 在對你們 到於(她)非比 到於(她)那 到於(她)姊妹 從屬我們，

到於(她)現正持續是了的 到於(她)僕工執事 從屬(她)那 從屬(她)傳召 從屬(她)那 在內 在對(她們)堅革哩；

羅 16:2 i[na auvth.n prosde,xhsqe evn kuri,w| avxi,wj tw/n àgi,wn kai. parasth/te auvth/| evn w-| a'n ùmw/n crh,|zh| pra,gmati\
kai. ga.r auvth. prosta,tij pollw/n evgenh,qh kai. evmou/ auvtou/Å
That ye receive her in the Lord, as becometh saints, and that ye assist her in whatsoever business she hath
need of you: for she hath been a succourer of many, and of myself also.
請你們為主接待他，合乎聖徒的體統；他在何事上，要你們幫助，你們就幫助他；因他素來幫助許多人，也幫助

了我。

為要 到於(她)同一者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在前面向著接納領受 在內 在對(他)主人 相配值得地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聖的，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立定站住在旁邊 在對(她)同一者 在內 在對(它)這個 但凡 從屬你們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有需要 在對(它)事務行動； 並且 因為 (她)同一者 (她)女照管者 從屬(他們)許多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發成為， 並且 從屬"我"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為要 到於(她)同一者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在前面向著接納領受 在內 在對(他)主人 相配值得地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聖的，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立定站住在旁邊 在對(她)同一者 在內 在對(它)這個 但凡 從屬你們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有需要 在對(它)事務行動； 並且 因為 (她)同一者 (她)女照管者 從屬(他們)許多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發成為， 並且 從屬(他)同一者 從屬"我"。
[經文變異WH]

為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在前面向著接納領受 到於(她)同一者 在內 在對(他)主人 相配值得地 從屬(他們)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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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屬(他們)聖的，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立定站住在旁邊 在對(她)同一者 在內 在對(它)這個 但凡 從屬你們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有需要 在對(它)事務行動； 並且 因為 (她)同一者 (她)女照管者 從屬(他們)許多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發成為， 並且 從屬"我" 從屬(他)同一者。

羅 16:3 VAspa,sasqe Pri,skan kai. VAku,lan tou.j sunergou,j mou evn Cristw/| VIhsou/(
Greet Priscilla and Aquila my helpers in Christ Jesus:
問百基拉和亞居拉安；他們在基督耶穌裏與我同工，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擁抱問安 到於(她)百基拉 並且 到於(他)亞居拉，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共同作工的

從屬我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在對(他)耶穌；
[經文變異RT]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擁抱問安 到於(她)小百基拉 並且 到於(他)亞居拉，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共同作工的

從屬我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在對(他)耶穌；

羅 16:4 oi[tinej ùpe.r th/j yuch/j mou to.n eàutw/n tra,chlon ùpe,qhkan( oi-j ouvk evgw. mo,noj euvcaristw/ avlla. kai.
pa/sai ai` evkklhsi,ai tw/n evqnw/n(
Who have for my life laid down their own necks: unto whom not only I give thanks, but also all the churches of
the Gentiles.
也為我的命，將自己的頸項，置之度外；不但我感謝他們，就是外邦的眾教會，也感謝他們；

(他們)這個任何什麼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她)那 從屬(她)生魂意念 從屬我 到於(他)那

從屬(他們)同一者自己 到於(他)咽喉頸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置放擺設在底下； 在對(他們)這些個 不是/不 我

(他)僅有單獨的 我現在持續感謝， 但乃是 並且 (她們)所有每一個的 (她們)那些 (她們)傳召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種族邦國；

羅 16:5 kai. th.n katV oi=kon auvtw/n evkklhsi,anÅ avspa,sasqe VEpai,neton to.n avgaphto,n mou( o[j evstin avparch. th/j
VAsi,aj eivj Cristo,nÅ
Likewise greet the church that is in their house. Salute my wellbeloved Epaenetus, who is the firstfruits of
Achaia unto Christ.
又問在他們家中的教會安。問我所親愛的以拜尼土安；他在亞西亞是歸基督初結的果子。

並且 到於(她)那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住處家室 從屬(他們)同一者 到於(她)傳召。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擁抱問安 到於(他)以拜尼土 到於(他)那 到於(他)蒙愛的 從屬我， (他)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初熟的果子 從屬(她)那 從屬(她)亞細亞 向內進入 到於(他)基督。
[經文變異RT]

並且 到於(她)那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住處家室 從屬(他們)同一者 到於(她)傳召。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擁抱問安 到於(他)以拜尼土 到於(他)那 到於(他)蒙愛的 從屬我， (他)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初熟的果子 從屬(她)那 從屬(她)亞該亞 向內進入 到於(他)基督。

羅 16:6 avspa,sasqe Mari,an( h[tij polla. evkopi,asen eivj ùma/jÅ
Greet Mary, who bestowed much labour on us.
又問馬利亞安；他為你們多受勞苦。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擁抱問安 到於(她)馬利亞， (她)這個任何什麼 到於(它們)許多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有勞碌疲累 向內進入 到於你們。
[經文變異RT]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擁抱問安 到於(她)馬利亞， (她)這個任何什麼 到於(它們)許多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有勞碌疲累 向內進入 到於我們。

羅 16:7 avspa,sasqe VAndro,nikon kai. VIounia/n tou.j suggenei/j mou kai. sunaicmalw,touj mou( oi[tine,j eivsin
evpi,shmoi evn toi/j avposto,loij( oi] kai. pro. evmou/ ge,gonan evn Cristw/|Å
Salute Andronicus and Junia, my kinsmen, and my fellowprisoners, who are of note among the apostles, who
also were in Christ before me.
又問我親屬與我一同坐監的安多尼古和猶尼亞安；他們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也是比我先在基督裏。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擁抱問安 到於(他)安多尼古 並且 到於(她)猶尼亞註1，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親族的

從屬我 並且 到於(他們)同伴俘擄 從屬我， (他們)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顯著有名的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他們)這些個 並且 在前面 從屬"我" 他/她/它們現在已經生發成為

在內 在對(他)基督。

註1：“到於(她)猶尼亞”文法上亦可以為“到於(他)猶尼亞”。

羅 16:8 avspa,sasqe VAmplia/ton to.n avgaphto,n mou evn kuri,w|Å
Greet Amplias my beloved in the Lord.
又問我在主裏面所親愛的暗伯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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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擁抱問安 到於(他)暗伯利 到於(他)那 到於(他)蒙愛的 從屬我 在內 在對(他)主人。

羅 16:9 avspa,sasqe Ouvrbano.n to.n sunergo.n h̀mw/n evn Cristw/| kai. Sta,cun to.n avgaphto,n mouÅ
Salute Urbane, our helper in Christ, and Stachys my beloved.
又問在基督裏與我們同工的耳巴奴，並我所親愛的士大古安。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擁抱問安 到於(他)耳巴奴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共同作工的 從屬我們 在內 在對(他)基督，

並且 到於(他)士大古 到於(他)那 到於(他)蒙愛的 從屬我。

羅 16:10 avspa,sasqe VApellh/n to.n do,kimon evn Cristw/|Å avspa,sasqe tou.j evk tw/n VAristobou,louÅ
Salute Apelles approved in Christ. Salute them which are of Aristobulus' household.
又問在基督裏經過試驗的亞比利安。問亞利多布家裏的人安。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擁抱問安 到於(他)亞比利 到於(他)那 到於(他)驗明證實的 在內 在對(他)基督。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擁抱問安 到於(他們)那些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亞利多布。

羅 16:11 avspa,sasqe ~Hrw|di,wna to.n suggenh/ mouÅ avspa,sasqe tou.j evk tw/n Narki,ssou tou.j o;ntaj evn kuri,w|Å
Salute Herodion my kinsman. Greet them that be of the household of Narcissus, which are in the Lord.
又問我親屬希羅天安。問拿其數家在主裏的人安。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擁抱問安 到於(他)希羅天 到於(他)那 到於(他)親族的 從屬我。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擁抱問安 到於(他們)那些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拿其數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是了的 在內 在對(他)主人。

羅 16:12 avspa,sasqe Tru,fainan kai. Trufw/san ta.j kopiw,saj evn kuri,w|Å avspa,sasqe Persi,da th.n avgaphth,n(
h[tij polla. evkopi,asen evn kuri,w|Å
Salute Tryphena and Tryphosa, who labour in the Lord. Salute the beloved Persis, which laboured much in the
Lord.
又問為主勞苦的土非拿氏和土富撒氏安。問可親愛為主多受勞苦的彼息氏安。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擁抱問安 到於(她)土非拿 並且 到於(她)土富撒，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現正持續有勞碌疲累了的 在內 在對(他)主人。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擁抱問安 到於(她)彼息氏

到於(她)那 到於(她)蒙愛的， (她)這個任何什麼 到於(它們)許多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有勞碌疲累 在內

在對(他)主人。

羅 16:13 avspa,sasqe ~Rou/fon to.n evklekto.n evn kuri,w| kai. th.n mhte,ra auvtou/ kai. evmou/Å
Salute Rufus chosen in the Lord, and his mother and mine.
又問在主蒙揀選的魯孚和他母親安；他的母親就是我的母親。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擁抱問安 到於(他)魯孚 到於(他)那 到於(他)乃挑選的 在內 在對(他)主人，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母親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從屬"我"。

羅 16:14 avspa,sasqe VAsu,gkriton( Fle,gonta( ~Ermh/n( Patroba/n( ~Erma/n kai. tou.j su.n auvtoi/j avdelfou,jÅ
Salute Asyncritus, Phlegon, Hermas, Patrobas, Hermes, and the brethren which are with them.
又問亞遜其土，弗勒干，黑米，八羅巴，黑馬，並與他們在一處的弟兄們安。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擁抱問安 到於(他)亞遜其土， 到於(他)弗勒干， 到於(他)希耳米， 到於(他)八羅巴，

到於(他)黑馬，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共同一起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們)弟兄。

羅 16:15 avspa,sasqe Filo,logon kai. VIouli,an( Nhre,a kai. th.n avdelfh.n auvtou/( kai. VOlumpa/n kai. tou.j su.n auvtoi/j
pa,ntaj àgi,oujÅ
Salute Philologus, and Julia, Nereus, and his sister, and Olympas, and all the saints which are with them.
又問非羅羅古，和猶利亞，尼利亞，和他姊妹，同阿林巴，並與他們在一處的眾聖徒安。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擁抱問安 到於(他)非羅羅古 並且 到於(她)猶利亞， 到於(他)尼利亞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姊妹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到於(他)阿林巴，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共同一起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們)聖的。

羅 16:16 VAspa,sasqe avllh,louj evn filh,mati àgi,w|Å VAspa,zontai ùma/j aì evkklhsi,ai pa/sai tou/ Cristou/Å
Salute one another with an holy kiss. The churches of Christ salute you.
你們親嘴問安，彼此務要聖潔。基督的眾教會都問你們安。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擁抱問安 到於(他們)彼此 在內 在對(它)親吻之禮 在對(它)聖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擁抱問安 到於你們 (她們)那些 (她們)傳召 (她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經文變異RT]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擁抱問安 到於(他們)彼此 在內 在對(它)親吻之禮 在對(它)聖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擁抱問安 到於你們 (她們)那些 (她們)傳召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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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 16:17 Parakalw/ de. ùma/j( avdelfoi,( skopei/n tou.j ta.j dicostasi,aj kai. ta. ska,ndala para. th.n didach.n h]n
um̀ei/j evma,qete poiou/ntaj( kai. evkkli,nete avpV auvtw/n\
Now I beseech you, brethren, mark them which cause divisions and offences contrary to the doctrine which ye
have learned; and avoid them.
弟兄們，那些離間你們，叫你們跌倒，背乎所學之道的人，我勸你們要留意躲避他們。

我現在持續勸勉請求 然而也 到於你們， 阿,(他們)弟兄， 現要去持續行眺望偵察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立場分歧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機關陷阱 <在旁邊>到旁邊 到於(她)那 到於(她)教授講訓

到於(她)這個 你們 你們那時(也是)學習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行出作成了的； 並且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偏移轉離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同一者；

羅 16:18 oi` ga.r toiou/toi tw/| kuri,w| hm̀w/n Cristw/| ouv douleu,ousin avlla. th/| èautw/n koili,a|( kai. dia. th/j
crhstologi,aj kai. euvlogi,aj evxapatw/sin ta.j kardi,aj tw/n avka,kwnÅ
For they that are such serve not our Lord Jesus Christ, but their own belly; and by good words and fair
speeches deceive the hearts of the simple.
因為這樣的人不服事我們的主基督，只服事自己的肚腹；用花言巧語，誘惑那些老實人的心。

(他們)那些 因為 (他們)那種樣 在對(他)那 在對(他)主人 從屬我們 在對(他)基督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作奴僕，

但乃是 在對(她)那 從屬(他們)同一者自己 在對(她)腹腔； 並且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機巧之言 並且

從屬(她)稱讚祝福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向外欺騙引誘出來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內心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不卑劣不好的。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些 因為 (他們)那種樣 在對(他)那 在對(他)主人 從屬我們 在對(他)耶穌 在對(他)基督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作奴僕， 但乃是 在對(她)那 從屬(他們)同一者自己 在對(她)腹腔； 並且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機巧之言 並且 從屬(她)稱讚祝福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向外欺騙引誘出來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內心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不卑劣不好的。

羅 16:19 h` ga.r um̀w/n ùpakoh. eivj pa,ntaj avfi,keto\ evfV um̀i/n ou=n cai,rw( qe,lw de. ùma/j sofou.j ei=nai eivj to.
avgaqo,n( avkerai,ouj de. eivj to. kako,nÅ
For your obedience is come abroad unto all men. I am glad therefore on your behalf: but yet I would have you
wise unto that which is good, and simple concerning evil.
你們的順服，已經傳於眾人，所以我為你們歡喜；但我願意你們在善上聰明，在惡上愚拙。

(她)那 因為 從屬你們 (她)聽從順服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從那裏離開達到別處；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你們 這樣 我現在持續歡喜安樂；

我現在持續定意 然而也 到於你們 到於(他們)明智通達的 現要去持續是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良善的，

到於(他們)純淨不混雜的 然而也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卑劣不好的。
[經文變異RT]

(她)那 因為 從屬你們 (她)聽從順服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從那裏離開達到別處； 我現在持續歡喜安樂 這樣 到於(它)那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你們；

我現在持續定意 然而也 到於你們 到於(他們)明智通達的 的確 現要去持續是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良善的， 到於(他們)純淨不混雜的 然而也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卑劣不好的。
[經文變異WH]

(她)那 因為 從屬你們 (她)聽從順服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從那裏離開達到別處；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你們 這樣 我現在持續歡喜安樂；

我現在持續定意 然而也 到於你們 到於(他們)明智通達的 的確 現要去持續是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良善的， 到於(他們)純淨不混雜的 然而也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卑劣不好的。

羅 16:20 ò de. qeo.j th/j eivrh,nhj suntri,yei to.n Satana/n ùpo. tou.j po,daj ùmw/n evn ta,ceiÅ h̀ ca,rij tou/ kuri,ou
hm̀w/n VIhsou/ meqV ùmw/nÅ
And the God of peace shall bruise Satan under your feet shortly. The grace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be with
you. Amen.
賜平安的神，快要將撒但踐踏在你們腳下。願我主耶穌基督的恩，常和你們同在。

(他)那 然而也 (他)神 從屬(她)那 從屬(她)和平安寧 他/她/它將要(持續)完全壓碎損壞 到於(他)那 到於(他)撒但

<在底下>在底下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腳 從屬你們 在內 在對(它)短暫急速之間。 (她)那 (她)恩典惠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我們 從屬(他)耶穌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你們。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神 從屬(她)那 從屬(她)和平安寧 他/她/它將要(持續)完全壓碎損壞 到於(他)那 到於(他)撒但

<在底下>在底下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腳 從屬你們 在內 在對(它)短暫急速之間。 (她)那 (她)恩典惠意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  簡易閲讀版  1026

1026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我們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你們。 阿們。

羅 16:21 VAspa,zetai ùma/j Timo,qeoj ò sunergo,j mou kai. Lou,kioj kai. VIa,swn kai. Swsi,patroj oi` suggenei/j mouÅ
Timotheus my workfellow, and Lucius, and Jason, and Sosipater, my kinsmen, salute you.
與我同工的提摩太，和我的親屬路求，耶孫，所西巴德，問你們安。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擁抱問安 到於你們 (他)提摩太 (他)那 (他)共同作工的 從屬我 並且 (他)路求 並且

(他)耶孫 並且 (他)所西巴德 (他們)那些 (他們)親族的 從屬我。

羅 16:22 avspa,zomai ùma/j evgw. Te,rtioj ò gra,yaj th.n evpistolh.n evn kuri,w|Å
I Tertius, who wrote this epistle, salute you in the Lord.
我這代筆寫信的德丟，在主裏面問你們安。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擁抱問安 到於你們 我 (他)德丟 (他)那 (他)那時(也是)刻寫記載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書信

在內 在對(他)主人。

羅 16:23 avspa,zetai ùma/j Ga,i?oj ò xe,noj mou kai. o[lhj th/j evkklhsi,ajÅ avspa,zetai ùma/j :Erastoj ò oivkono,moj th/j
po,lewj kai. Kou,artoj ò avdelfo,jÅ
Gaius mine host, and of the whole church, saluteth you. Erastus the chamberlain of the city saluteth you, and
Quartus a brother.
那接待我，也接待全教會的該猶，問你們安。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擁抱問安 到於你們 (他)該猶 (他)那 (他)陌生客旅的/陌生奇異的 從屬我 並且

從屬(她)整個全部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傳召。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擁抱問安 到於你們 (他)以拉都 (他)那

(他)經理管家 從屬(她)那 從屬(她)城邑 並且 (他)括土 (他)那 (他)弟兄。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擁抱問安 到於你們 (他)該猶 (他)那 (他)陌生客旅的/陌生奇異的 從屬我 並且 從屬(她)那

從屬(她)傳召 從屬(她)整個全部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擁抱問安 到於你們 (他)以拉都 (他)那 (他)經理管家

從屬(她)那 從屬(她)城邑 並且 (他)括土 (他)那 (他)弟兄。

羅 16:24 ca,rij tou/ Kuri,ou hm̀w/n VIhsou/ Cristou/ meta. pa,ntwn ùmw/nÅ avmh,nÅ
The grace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be with you all. Amen.
城內管銀庫的以拉都，和兄弟括土，問你們安。

註：Nestle-Aland 26/27版本無此節。和合本24節在原文為23 節後半。
[經文變異RT]

(她)那 (她)恩典惠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我們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你們。 阿們。

羅 16:25 Îtw/| de. duname,nw| ùma/j sthri,xai kata. to. euvagge,lio,n mou kai. to. kh,rugma VIhsou/ Cristou/( kata.
avpoka,luyin musthri,ou cro,noij aivwni,oij sesighme,nou(
Now to him that is of power to stablish you according to my gospel, and the preaching of Jesus Christ, according
to the revelation of the mystery, which was kept secret since the world began,
惟有神能照我所傳的福音，和所講的耶穌基督，並照永古隱藏不言的奧秘，堅固你們的心。

在對(他)那 然而也 在對(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了的 到於你們 那時(也是)要去堅定加固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那 到於(它)福音佳訊 從屬我 並且 到於(它)那 到於(它)所傳達宣講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啟示揭露 從屬(它)奧祕 在對(他們)時段期間 在對(他們)時世恆久的

從屬(它)現在已經被保持靜默了的，

羅 16:26 fanerwqe,ntoj de. nu/n dia, te grafw/n profhtikw/n katV evpitagh.n tou/ aivwni,ou qeou/ eivj ùpakoh.n
pi,stewj eivj pa,nta ta. e;qnh gnwrisqe,ntoj(
But now is made manifest, and by the scriptures of the prophets, according to the commandment of the
everlasting God, made known to all nations for the obedience of faith:
這奧秘如今顯明出來，而且按著永生神的命，藉眾先知的書指示萬國的民，使他們信服真道。

從屬(它)那時(也是)被促使成促為照亮顯明了的
註1 然而也 現在此時地， <徹底經過>經由 並/又 從屬(她們)經文

從屬(她們)屬在前面宣稱傳講者的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指令規定 從屬(他)那 從屬(他)時世恆久的 從屬(他)神

向內進入 到於(她)聽從順服 從屬(她)信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種族邦國

從屬(它)那時(也是)被使成認識知道了的；

註1：“從屬(它)那時(也是)被促使成促為照亮顯明了的”文法上亦可以為“從屬(他)那時(也是)被促使成促為照亮顯明了的

”。

羅 16:27 mo,nw| sofw/| qew/|( dia. VIhsou/ Cristou/( w-| h` do,xa eivj tou.j aivw/naj( avmh,nÅÐ
To God only wise, be glory through Jesus Christ for ever. Amen.
願榮耀因耶穌基督歸與獨一全智的神，直到永遠。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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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他)僅有單獨的 在對(他)明智通達的 在對(他)神，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在對(他)這個

(她)那 (她)榮耀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世紀時代。 阿們。
[經文變異RT]

在對(他)僅有單獨的 在對(他)明智通達的 在對(他)神，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在對(他)這個

(她)那 (她)榮耀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世紀時代。 阿們。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羅馬人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刻寫記載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哥林多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非比 從屬(她)那

從屬(她)僕工執事 從屬(她)那 在內 在對(她們)堅革哩 從屬(她)傳召。
[經文變異Scrivener]

在對(他)僅有單獨的 在對(他)明智通達的 在對(他)神，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她)那 (她)榮耀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世紀時代。 阿們。

註：Nestle-Aland26/27版本16:25~27為不確定型。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  簡易閲讀版  1028

1028

哥林多前書 // 1 Corinthians

林前 1:1 Pau/loj klhto.j avpo,stoloj Cristou/ VIhsou/ dia. qelh,matoj qeou/ kai. Swsqe,nhj ò avdelfo.j
Paul, called to be an apostle of Jesus Christ through the will of God, and Sosthenes our brother,
奉神旨意，蒙召作耶穌基督使徒的保羅，同兄弟所提尼，

(他)保羅 (他)乃召請的 (他)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從屬(他)基督 從屬(他)耶穌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所定意

從屬(他)神 並且 (他)所提尼 (他)那 (他)弟兄，
[經文變異RT][經文變異WH]

(他)保羅 (他)乃召請的 (他)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所定意

從屬(他)神 並且 (他)所提尼 (他)那 (他)弟兄，

林前 1:2 th/| evkklhsi,a| tou/ qeou/ th/| ou;sh| evn Kori,nqw|( h̀giasme,noij evn Cristw/| VIhsou/( klhtoi/j ag̀i,oij( su.n
pa/sin toi/j evpikaloume,noij to. o;noma tou/ kuri,ou hm̀w/n VIhsou/ Cristou/ evn panti. to,pw|( auvtw/n kai. hm̀w/n\
Unto the church of God which is at Corinth, to them that are sanctified in Christ Jesus, called to be saints, with
all that in every place call upon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our Lord, both theirs and ours:
寫信給在哥林多神的教會，就是在基督耶穌裏成聖，蒙召作聖徒的，以及所有在各處求告我主耶穌基督之名的人

；基督是他們的主，也是我們的主；

在對(她)那 在對(她)傳召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在對(她)那 在對(她)現正持續是了的 在內 在對(她)哥林多，

在對(他們)現在已經被使成聖了的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在對(他)耶穌， 在對(他們)乃召請的 在對(他們)聖的， 共同一起

在對(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召告稱呼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名字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我們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在內 在對(他)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地點處所，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從屬我們：
[經文變異RT]

在對(她)那 在對(她)傳召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在對(她)那 在對(她)現正持續是了的 在內 在對(她)哥林多，

在對(他們)現在已經被使成聖了的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在對(他)耶穌， 在對(他們)乃召請的 在對(他們)聖的， 共同一起

在對(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召告稱呼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名字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我們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在內 在對(他)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地點處所，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又 並且 從屬我們：

林前 1:3 ca,rij ùmi/n kai. eivrh,nh avpo. qeou/ patro.j hm̀w/n kai. kuri,ou VIhsou/ Cristou/Å
Grace be unto you, and peace, from God our Father, and from the Lord Jesus Christ.
願恩惠平安，從神我們的父，並主耶穌基督，歸與你們。

(她)恩典惠意 在對你們 並且 (她)和平安寧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神 從屬(他)父親 從屬我們 並且 從屬(他)主人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林前 1:4 Euvcaristw/ tw/| qew/| mou pa,ntote peri. ùmw/n evpi. th/| ca,riti tou/ qeou/ th/| doqei,sh| ùmi/n evn Cristw/|
VIhsou/(
I thank my God always on your behalf, for the grace of God which is given you by Jesus Christ;
我常為你們感謝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穌裏所賜給你們的恩惠；

我現在持續感謝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從屬我 總是地 <在周圍>關於 從屬你們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那

在對(她)恩典惠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在對(她)那 在對(她)那時(也是)被給與了的 在對你們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在對(他)耶穌；
[經文變異WH]

我現在持續感謝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總是地 <在周圍>關於 從屬你們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那

在對(她)恩典惠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在對(她)那 在對(她)那時(也是)被給與了的 在對你們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在對(他)耶穌；

林前 1:5 o[ti evn panti. evplouti,sqhte evn auvtw/|( evn panti. lo,gw| kai. pa,sh| gnw,sei(
That in every thing ye are enriched by him, in all utterance, and in all knowledge;
又因你們在他裏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識都全備；

是這樣 在內 在對(它)所有每一個的 你們那時(也是)被使有豐滿富足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他)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並且 在對(她)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她)知識認識，

林前 1:6 kaqw.j to. martu,rion tou/ Cristou/ evbebaiw,qh evn ùmi/n(
Even as the testimony of Christ was confirmed in you:
正如我為基督作的見證，在你們心裏得以堅固；

按照正如地 (它)那 (它)見證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促使成穩固踏實 在內 在對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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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前 1:7 w[ste ùma/j mh. ùsterei/sqai evn mhdeni. cari,smati avpekdecome,nouj th.n avpoka,luyin tou/ kuri,ou hm̀w/n
VIhsou/ Cristou/\
So that ye come behind in no gift; waiting for the coming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以致你們在恩賜上沒有一樣不及人的；等候我們的主耶穌基督顯現；

以致 到於你們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被落後短缺 在內 在對(它)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在對(它)恩賜，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從那裏期望等候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啟示揭露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我們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林前 1:8 o]j kai. bebaiw,sei ùma/j e[wj te,louj avnegklh,touj evn th/| hm̀e,ra| tou/ kuri,ou hm̀w/n VIhsou/ Îcristou/ÐÅ
Who shall also confirm you unto the end, that ye may be blameless in the day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他也必堅固你們到底，叫你們在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日子，無可責備。

(他)這個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促使成穩固踏實 到於你們 一直直到 從屬(它)終結/貨物或旅行之終結稅

到於(他們)無可控訴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日子/白日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我們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林前 1:9 pisto.j ò qeo,j( diV ou- evklh,qhte eivj koinwni,an tou/ uiòu/ auvtou/ VIhsou/ Cristou/ tou/ kuri,ou hm̀w/nÅ
God is faithful, by whom ye were called unto the fellowship of his Son Jesus Christ our Lord.
神是信實的，你們原是被他所召，好與他兒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一同得分。

(他)誠且信的 (他)那 (他)神，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這個 你們那時(也是)被促請召喚 向內進入 到於(她)共通合享

從屬(他)那 從屬(他)兒子 從屬(他)同一者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我們。

林前 1:10 Parakalw/ de. ùma/j( avdelfoi,( dia. tou/ ovno,matoj tou/ kuri,ou hm̀w/n VIhsou/ Cristou/( i[na to. auvto. le,ghte
pa,ntej kai. mh. h=| evn ùmi/n sci,smata( h=te de. kathrtisme,noi evn tw/| auvtw/| noi> kai. evn th/| auvth/| gnw,mh|Å
Now I beseech you, brethren, by the name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that ye all speak the same thing, and that
there be no divisions among you; but that ye be perfectly joined together in the same mind and in the same
judgment.
弟兄們，我藉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勸你們都說一樣的話；你們中間也不可分黨；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

我現在持續勸勉請求 然而也 到於你們， 阿,(他們)弟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那 從屬(它)名字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我們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為要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同一者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道說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並且 不會/不要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是 在內 在對你們 (它們)裂口間隙；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是 然而也 (他們)現在已經被向下使成裝備妥當了的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同一者

在對(他)悟念知性 並且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同一者 在對(她)意見看法。

林前 1:11 evdhlw,qh ga,r moi peri. ùmw/n( avdelfoi, mou( up̀o. tw/n Clo,hj o[ti e;ridej evn ùmi/n eivsinÅ
For it hath been declared unto me of you, my brethren, by them which are of the house of Chloe, that there are
contentions among you.
因為革來氏家裏的人，曾對我提起弟兄們來，說你們中間有分爭。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促使為清晰明顯 因為 在對我 <在周圍>關於 從屬你們， 阿,(他們)弟兄 從屬我，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她)革來氏， 是這樣 (她們)爭執競爭 在內 在對你們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林前 1:12 le,gw de. tou/to o[ti e[kastoj ùmw/n le,gei( VEgw. me,n eivmi Pau,lou( VEgw. de. VApollw/( VEgw. de. Khfa/(
VEgw. de. Cristou/Å
Now this I say, that every one of you saith, I am of Paul; and I of Apollos; and I of Cephas; and I of Christ.
我的意思就是你們各人說：我是屬保羅的；我是屬亞波羅的；我是屬磯法的；我是屬基督的。

我現在持續道說 然而也 到於(它)那同一者， 是這樣 (他)各個的 從屬你們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我 的確

我現在持續是 從屬(他)保羅； 我 然而也 從屬(他)亞波羅； 我 然而也 從屬(他)磯法； 我 然而也 從屬(他)基督。

林前 1:13 meme,ristai ò Cristo,jÈ mh. Pau/loj evstaurw,qh ùpe.r ùmw/n( h' eivj to. o;noma Pau,lou evbapti,sqhteÈ
Is Christ divided? was Paul crucified for you? or were ye baptized in the name of Paul?
基督是分開的麼；保羅為你們釘了十字架麼；你們是奉保羅的名受了洗麼。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分開 (他)那 (他)基督？ 豈會呢 (他)保羅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釘十字架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你們？ 甚或/或而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名字 從屬(他)保羅 你們那時(也是)被浸洗？
[不同標點]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分開 (他)那 (他)基督。 豈會呢 (他)保羅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釘十字架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你們？ 甚或/或而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名字 從屬(他)保羅 你們那時(也是)被浸洗？

林前 1:14 euvcaristw/ Îtw/| qew/|Ð o[ti ouvde,na ùmw/n evba,ptisa eiv mh. Kri,spon kai. Ga,i?on(
I thank God that I baptized none of you, but Crispus and Gaius;
我感謝神，除了基利司布並該猶以外，我沒有給你們一個人施洗；

我現在持續感謝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是這樣 到於(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從屬你們 我那時(也是)浸洗， 若是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  簡易閲讀版  1030

1030

不會/不要 到於(他)基利司布 並且 到於(他)該猶；
[經文變異WH]

我現在持續感謝， 是這樣 到於(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從屬你們 我那時(也是)浸洗， 若是 不會/不要

到於(他)基利司布 並且 到於(他)該猶；

林前 1:15 i[na mh, tij ei;ph| o[ti eivj to. evmo.n o;noma evbapti,sqhteÅ
Lest any should say that I had baptized in mine own name.
免得有人說，你們是奉我的名受洗。

為要 不會/不要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是這樣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我之物

到於(它)名字 你們那時(也是)被浸洗。
[經文變異RT]

為要 不會/不要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是這樣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我之物

到於(它)名字 我那時(也是)浸洗。

林前 1:16 evba,ptisa de. kai. to.n Stefana/ oi=kon( loipo.n ouvk oi=da ei; tina a;llon evba,ptisaÅ
And I baptized also the household of Stephanas: besides, I know not whether I baptized any other.
我也給司提反家施過洗；此外給別人施洗沒有，我卻記不清。

我那時(也是)浸洗 然而也 並且 到於(他)那 從屬(他)司提凡 到於(他)住處家室； 到於(它)此後的/此外的， 不是/不

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若是 到於(他)任何什麼 到於(他)另外不同的 我那時(也是)浸洗。

林前 1:17 ouv ga.r avpe,steile,n me Cristo.j bapti,zein avlla. euvaggeli,zesqai( ouvk evn sofi,a| lo,gou( i[na mh. kenwqh/|
ò stauro.j tou/ Cristou/Å
For Christ sent me not to baptize, but to preach the gospel: not with wisdom of words, lest the cross of Christ
should be made of none effect.
基督差遣我，原不是為施洗，乃是為傳福音；並不用智慧的言語，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

不是/不 因為 他/她/它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到於我 (他)基督 現要去持續浸洗， 但乃是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傳福音佳訊； 不是/不 在內 在對(她)智慧 從屬(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為要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促使成虛空無有 (他)那 (他)十字架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林前 1:18 ~O lo,goj ga.r ò tou/ staurou/ toi/j me.n avpollume,noij mwri,a evsti,n( toi/j de. sw|zome,noij h̀mi/n du,namij
qeou/ evstinÅ
For the preaching of the cross is to them that perish foolishness; but unto us which are saved it is the power of
God.
因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滅亡的人為愚拙；在我們得救的人卻為神的大能。

(他)那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因為 (他)那 從屬(他)那 從屬(他)十字架 在對(他們)那些 的確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毀掉除滅了的 (她)愚魯笨拙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對(他們)那些 然而也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被拯救了的 在對我們 (她)能力權能 從屬(他)神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林前 1:19 ge,graptai ga,r( VApolw/ th.n sofi,an tw/n sofw/n kai. th.n su,nesin tw/n sunetw/n avqeth,swÅ
For it is written, I will destroy the wisdom of the wise, and will bring to noth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prudent.
就如經上所記：『我要滅絕智慧人的智慧，廢棄聰明人的聰明。』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因為， 我將要(持續)毀掉除滅 到於(她)那 到於(她)智慧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明智通達的，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貫通理解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能貫通理解的

我將要(持續)廢除棄絕。

林前 1:20 pou/ sofo,jÈ pou/ grammateu,jÈ pou/ suzhthth.j tou/ aivw/noj tou,touÈ ouvci. evmw,ranen ò qeo.j th.n sofi,an
tou/ ko,smouÈ
Where is the wise? where is the scribe? where is the disputer of this world? hath not God made foolish the
wisdom of this world?
智慧人在那裏；文士在那裏；這世上的辯士在那裏；神豈不是叫這世上的智慧變成愚拙麼。

從屬某個什麼地方呢 (他)明智通達的？ 從屬某個什麼地方呢 (他)書記文士？ 從屬某個什麼地方呢

(他)爭論詭辯者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世紀時代 從屬(他)那同一者？ 豈不是呢 他/她/它那時(也是)促為魯鈍愚拙 (他)那

(他)神 到於(她)那 到於(她)智慧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經文變異RT]

從屬某個什麼地方呢 (他)明智通達的？ 從屬某個什麼地方呢 (他)書記文士？ 從屬某個什麼地方呢

(他)爭論詭辯者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世紀時代 從屬(他)那同一者？ 豈不是呢 他/她/它那時(也是)促為魯鈍愚拙 (他)那

(他)神 到於(她)那 到於(她)智慧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從屬(他)那同一者？

林前 1:21 evpeidh. ga.r evn th/| sofi,a| tou/ qeou/ ouvk e;gnw ò ko,smoj dia. th/j sofi,aj to.n qeo,n( euvdo,khsen ò qeo.j dia.
th/j mwri,aj tou/ khru,gmatoj sw/sai tou.j pisteu,onta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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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after that in the wisdom of God the world by wisdom knew not God, it pleased God by the foolishness of
preaching to save them that believe.
世人憑自己的智慧，既不認識神，神就樂意用人所當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這就是神的智慧了。

在其上已然如此 因為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智慧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認識知道

(他)那 (他)美容妝束/世界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智慧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他/她/它那時(也是)歡愉認可 (他)那 (他)神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愚魯笨拙 從屬(它)那

從屬(它)所傳達宣講 那時(也是)要去拯救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林前 1:22 evpeidh. kai. VIoudai/oi shmei/a aivtou/sin kai. {Ellhnej sofi,an zhtou/sin(
For the Jews require a sign, and the Greeks seek after wisdom:
猶太人是要神蹟，希利尼人是求智慧；

在其上已然如此 並且 (他們)猶太人的 到於(它們)識別之表記徵兆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索問要求， 並且

(他們)希利尼人 到於(她)智慧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探索尋求；
[經文變異RT]

在其上已然如此 並且 (他們)猶太人的 到於(它)識別之表記徵兆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索問要求， 並且

(他們)希利尼人 到於(她)智慧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探索尋求；

林前 1:23 hm̀ei/j de. khru,ssomen Cristo.n evstaurwme,non( VIoudai,oij me.n ska,ndalon( e;qnesin de. mwri,an(
But we preach Christ crucified, unto the Jews a stumblingblock, and unto the Greeks foolishness;
我們卻是傳釘十字架的基督，在猶太人為絆腳石，在外邦人為愚拙，

我們 然而也 我們現在持續傳達宣講 到於(他)基督 到於(他)現在已經被釘十字架了的， 在對(他們)猶太人的 的確

到於(它)機關陷阱， 在對(它們)種族邦國 然而也 到於(她)愚魯笨拙；
[經文變異RT]

我們 然而也 我們現在持續傳達宣講 到於(他)基督 到於(他)現在已經被釘十字架了的， 在對(他們)猶太人的 的確

到於(它)機關陷阱， 在對(他們)希利尼人 然而也 到於(她)愚魯笨拙；

林前 1:24 auvtoi/j de. toi/j klhtoi/j( VIoudai,oij te kai. {Ellhsin( Cristo.n qeou/ du,namin kai. qeou/ sofi,an\
But unto them which are called, both Jews and Greeks, Christ the power of God, and the wisdom of God.
但在那蒙召的，無論是猶太人，希利尼人，基督總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

在對(他們)同一者 然而也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乃召請的， 在對(他們)猶太人的 並/又 並且

在對(他們)希利尼人， 到於(他)基督 從屬(他)神 到於(她)能力權能， 並且 從屬(他)神 到於(她)智慧；

林前 1:25 o[ti to. mwro.n tou/ qeou/ sofw,teron tw/n avnqrw,pwn evsti.n kai. to. avsqene.j tou/ qeou/ ivscuro,teron tw/n
avnqrw,pwnÅ
Because the foolishness of God is wiser than men; and the weakness of God is stronger than men.
因神的愚拙總比人智慧；神的軟弱總比人強壯。

是這樣 (它)那 (它)魯鈍愚拙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它)更明智通達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並且 (它)那 (它)軟弱無力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它)更強壯大力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人。
[經文變異RT]

是這樣 (它)那 (它)魯鈍愚拙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它)更明智通達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並且 (它)那 (它)軟弱無力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它)更強壯大力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林前 1:26 Ble,pete ga.r th.n klh/sin um̀w/n( avdelfoi,( o[ti ouv polloi. sofoi. kata. sa,rka( ouv polloi. dunatoi,( ouv
polloi. euvgenei/j\
For ye see your calling, brethren, how that not many wise men after the flesh, not many mighty, not many noble,
are called:
弟兄們哪，可見你們蒙召的，按著肉體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貴的也不多；

你們現在持續著眼觀看註1 因為 到於(她)那 到於(她)促請召喚 從屬你們， 阿,(他們)弟兄， 是這樣 不是/不

(他們)許多的 (他們)明智通達的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肉體， 不是/不 (他們)許多的 (他們)乃能夠可能的，

不是/不 (他們)許多的 (他們)高尚尊貴的；

註1：“你們現在持續著眼觀看”文法上亦可以為“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著眼觀看”。

林前 1:27 avlla. ta. mwra. tou/ ko,smou evxele,xato ò qeo,j( i[na kataiscu,nh| tou.j sofou,j( kai. ta. avsqenh/ tou/ ko,smou
evxele,xato ò qeo,j( i[na kataiscu,nh| ta. ivscura,(
But God hath chosen the foolish things of the world to confound the wise; and God hath chosen the weak things
of the world to confound the things which are mighty;
神卻揀選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揀選了世上軟弱的，叫那強壯的羞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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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乃是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魯鈍愚拙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挑選

(他)那 (他)神， 為要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向下挑起羞辱感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明智通達的；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軟弱無力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挑選 (他)那

(他)神， 為要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向下挑起羞辱感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強壯大力的；
[經文變異RT]

但乃是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魯鈍愚拙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挑選

(他)那 (他)神， 為要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明智通達的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向下挑起羞辱感；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軟弱無力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挑選 (他)那

(他)神， 為要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向下挑起羞辱感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強壯大力的；

林前 1:28 kai. ta. avgenh/ tou/ ko,smou kai. ta. evxouqenhme,na evxele,xato ò qeo,j( ta. mh. o;nta( i[na ta. o;nta katargh,sh|(
And base things of the world, and things which are despised, hath God chosen, yea, and things which are not,
to bring to nought things that are:
神也揀選了世上卑賤的，被人厭惡的，以及那無有的，為要廢掉那有的；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寒微卑賤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現在已經被輕視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挑選 (他)那 (他)神， 到於(它們)那些 不會/不要

到於(它們)現正持續是了的， 為要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現正持續是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使完全閒散停頓；
[經文變異RT][經文變異WH]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寒微卑賤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現在已經被輕視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挑選 (他)那 (他)神，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不會/不要

到於(它們)現正持續是了的， 為要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現正持續是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使完全閒散停頓；

林前 1:29 o[pwj mh. kauch,shtai pa/sa sa.rx evnw,pion tou/ qeou/Å
That no flesh should glory in his presence.
使一切有血氣的，在神面前一個也不能自誇。

這怎樣如何地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誇耀 (她)所有每一個的 (她)肉體 在面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經文變異RT]

這怎樣如何地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誇耀 (她)所有每一個的 (她)肉體 在面前地 從屬(他)同一者。

林前 1:30 evx auvtou/ de. ùmei/j evste evn Cristw/| VIhsou/( o]j evgenh,qh sofi,a hm̀i/n avpo. qeou/( dikaiosu,nh te kai.
ag̀iasmo.j kai. avpolu,trwsij(
But of him are ye in Christ Jesus, who of God is made unto us wisdom, and righteousness, and sanctification,
and redemption:
但你們得在基督耶穌裏，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為我們的智慧，公義，聖潔，救贖；

向外出來 從屬(他)同一者 然而也 你們 你們現在持續是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在對(他)耶穌， (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發成為 (她)智慧 在對我們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神， (她)至義 並/又 並且 (他)使成聖 並且

(她)解脫得贖；
[經文變異RT]

向外出來 從屬(他)同一者 然而也 你們 你們現在持續是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在對(他)耶穌， (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發成為 在對我們 (她)智慧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神， (她)至義 並/又 並且 (他)使成聖 並且

(她)解脫得贖；

林前 1:31 i[na kaqw.j ge,graptai( ~O kaucw,menoj evn kuri,w| kauca,sqwÅ
That, according as it is written, He that glorieth, let him glory in the Lord.
如經上所記：『誇口的當指著主誇口。』

為要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他)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誇耀了的 在內 在對(他)主人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誇耀。

林前 2:1 Kavgw. evlqw.n pro.j ùma/j( avdelfoi,( h=lqon ouv kaqV ùperoch.n lo,gou h' sofi,aj katagge,llwn ùmi/n to.
musth,rion tou/ qeou/Å
And I, brethren, when I came to you, came not with excellency of speech or of wisdom, declaring unto you the
testimony of God.
弟兄們，從前我到你們那裏去，並沒有用高言大智對你們宣傳神的奧秘。

並且我 (他)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阿,(他們)弟兄， 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不是/不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優越顯要 從屬(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甚或/或而 從屬(她)智慧， (他)現正持續發佈傳揚了的

在對你們 到於(它)那 到於(它)奧祕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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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變異RT]

並且我 (他)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阿,(他們)弟兄， 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不是/不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優越顯要 從屬(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甚或/或而 從屬(她)智慧， (他)現正持續發佈傳揚了的

在對你們 到於(它)那 到於(它)見證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林前 2:2 ouv ga.r e;krina, ti eivde,nai evn ùmi/n eiv mh. VIhsou/n Cristo.n kai. tou/ton evstaurwme,nonÅ
For I determined not to know any thing among you, save Jesus Christ, and him crucified.
因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們中間不知道別的，只知道耶穌基督，並他釘十字架。

不是/不 因為 我那時(也是)區別審斷 到於(它)任何什麼 現已經去看見察覺 在內 在對你們， 若是 不會/不要

到於(他)耶穌 到於(他)基督 並且 到於(他)那同一者 到於(他)現在已經被釘十字架了的。
[經文變異RT]

不是/不 因為 我那時(也是)區別審斷 從屬(它)那 現已經去看見察覺 到於(它)任何什麼 在內 在對你們， 若是

不會/不要 到於(他)耶穌 到於(他)基督 並且 到於(他)那同一者 到於(他)現在已經被釘十字架了的。

林前 2:3 kavgw. evn avsqenei,a| kai. evn fo,bw| kai. evn tro,mw| pollw/| evgeno,mhn pro.j ùma/j(
And I was with you in weakness, and in fear, and in much trembling.
我在你們那裏，又軟弱，又懼怕，又甚戰兢。

並且我 在內 在對(她)無力軟弱 並且 在內 在對(他)畏懼害怕 並且 在內 在對(他)懼怕戰兢 在對(他)許多的

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經文變異RT]

並且 我 在內 在對(她)無力軟弱 並且 在內 在對(他)畏懼害怕 並且 在內 在對(他)懼怕戰兢 在對(他)許多的

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林前 2:4 kai. ò lo,goj mou kai. to. kh,rugma, mou ouvk evn peiqoi/ÎjÐ sofi,aj Îlo,goijÐ avllV evn avpodei,xei pneu,matoj
kai. duna,mewj(
And my speech and my preaching was not with enticing words of man's wisdom, but in demonstration of the
Spirit and of power:
我說的話講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語，乃是用聖靈和大能的明證；

並且 (他)那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我 並且 (它)那 (它)所傳達宣講 從屬我 不是/不 在內

在對(他們)勸信說服的 [或=在對(她)勸信說服的] 從屬(她)智慧 在對(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但乃是 在內

在對(她)從那裏顯示展現 從屬(它)靈/風 並且 從屬(她)能力權能；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我 並且 (它)那 (它)所傳達宣講 從屬我 不是/不 在內

在對(他們)勸信說服的 從屬(她)人類的 從屬(她)智慧 在對(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但乃是 在內

在對(她)從那裏顯示展現 從屬(它)靈/風 並且 從屬(她)能力權能；

林前 2:5 i[na h̀ pi,stij ùmw/n mh. h=| evn sofi,a| avnqrw,pwn avllV evn duna,mei qeou/Å
That your faith should not stand in the wisdom of men, but in the power of God.
叫你們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

為要 (她)那 (她)信 從屬你們 不會/不要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是 在內 在對(她)智慧 從屬(他們)人， 但乃是 在內

在對(她)能力權能 從屬(他)神。

林前 2:6 Sofi,an de. lalou/men evn toi/j telei,oij( sofi,an de. ouv tou/ aivw/noj tou,tou ouvde. tw/n avrco,ntwn tou/
aivw/noj tou,tou tw/n katargoume,nwn\
Howbeit we speak wisdom among them that are perfect: yet not the wisdom of this world, nor of the princes of
this world, that come to nought:
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們也講智慧；但不是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這世上有權有位將要敗亡之人的智慧；

到於(她)智慧 然而也 我們現在持續發言講說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完滿成全的； 到於(她)智慧 然而也

不是/不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世紀時代 從屬(他)那同一者， 然而也不是地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首領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世紀時代 從屬(他)那同一者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被使完全閒散停頓了的；

林前 2:7 avlla. lalou/men qeou/ sofi,an evn musthri,w| th.n avpokekrumme,nhn( h]n prow,risen ò qeo.j pro. tw/n aivw,nwn
eivj do,xan hm̀w/n\
But we speak the wisdom of God in a mystery, even the hidden wisdom, which God ordained before the world
unto our glory:
我們講的，乃是從前所隱藏，神奧秘的智慧，就是神在萬世以前，預定使我們得榮耀的；

但乃是 我們現在持續發言講說 從屬(他)神 到於(她)智慧 在內 在對(它)奧祕， 到於(她)那

到於(她)現在已經被從那裏隱藏遮掩離開了的， 到於(她)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預先界定 (他)那 (他)神 在前面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世紀時代 向內進入 到於(她)榮耀 從屬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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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變異RT]

但乃是 我們現在持續發言講說 到於(她)智慧 從屬(他)神 在內 在對(它)奧祕， 到於(她)那

到於(她)現在已經被從那裏隱藏遮掩離開了的， 到於(她)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預先界定 (他)那 (他)神 在前面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世紀時代 向內進入 到於(她)榮耀 從屬我們；

林前 2:8 h]n ouvdei.j tw/n avrco,ntwn tou/ aivw/noj tou,tou e;gnwken( eiv ga.r e;gnwsan( ouvk a'n to.n ku,rion th/j do,xhj
evstau,rwsanÅ
Which none of the princes of this world knew: for had they known it, they would not have crucified the Lord of
glory.
這智慧世上有權有位的人沒有一個知道的；他們若知道，就不把榮耀的主釘在十字架上了；

到於(她)這個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首領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世紀時代 從屬(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已經認識知道； 若是 因為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認識知道， 不是/不 但凡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主人

從屬(她)那 從屬(她)榮耀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釘十字架。

林前 2:9 avlla. kaqw.j ge,graptai( }A ovfqalmo.j ouvk ei=den kai. ou=j ouvk h;kousen kai. evpi. kardi,an avnqrw,pou ouvk
avne,bh( a] ht̀oi,masen ò qeo.j toi/j avgapw/sin auvto,nÅ
But as it is written, Eye hath not seen, nor ear heard, neither have entered into the heart of man, the things
which God hath prepared for them that love him.
如經上所記：『神為愛他的人所預備的，是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見，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但乃是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到於(它們)這些個 (他)眼睛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並且 (它)耳朵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並且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內心 從屬(他)人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上行， 到於(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使成妥切齊備 (他)那 (他)神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愛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WH]

但乃是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到於(它們)這些個 (他)眼睛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並且 (它)耳朵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並且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內心 從屬(他)人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上行， 到於(它們)這每一切 他/她/它那時(也是)使成妥切齊備 (他)那 (他)神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愛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林前 2:10 hm̀i/n de. avpeka,luyen ò qeo.j dia. tou/ pneu,matoj\ to. ga.r pneu/ma pa,nta evrauna/|( kai. ta. ba,qh tou/ qeou/Å
But God hath revealed them unto us by his Spirit: for the Spirit searcheth all things, yea, the deep things of God.
只有神藉著聖靈向我們顯明了；因為聖靈參透萬事，就是神深奧的事也參透了。

在對我們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啟示揭露 (他)那 (他)神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那 從屬(它)靈/風； (它)那 因為

(它)靈/風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詢求查考，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深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經文變異RT]

在對我們 然而也 (他)那 (他)神 他/她/它那時(也是)啟示揭露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那 從屬(它)靈/風

從屬(他)同一者； (它)那 因為 (它)靈/風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詢求查考，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深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經文變異WH]

在對我們 因為 他/她/它那時(也是)啟示揭露 (他)那 (他)神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那 從屬(它)靈/風； (它)那 因為

(它)靈/風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詢求查考，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深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林前 2:11 ti,j ga.r oi=den avnqrw,pwn ta. tou/ avnqrw,pou eiv mh. to. pneu/ma tou/ avnqrw,pou to. evn auvtw/|È ou[twj kai. ta.
tou/ qeou/ ouvdei.j e;gnwken eiv mh. to. pneu/ma tou/ qeou/Å
For what man knoweth the things of a man, save the spirit of man which is in him? even so the things of God
knoweth no man, but the Spirit of God.
除了在人裏頭的靈，誰知道人的事；像這樣，除了神的靈，也沒有人知道神的事。

(他)任何什麼呢 因為 他/她/它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從屬(他們)人 到於(它們)那些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若是

不會/不要 (它)那 (它)靈/風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它)那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那同一樣式地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已經認識知道， 若是 不會/不要 (它)那

(它)靈/風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經文變異RT]

(他)任何什麼呢 因為 他/她/它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從屬(他們)人 到於(它們)那些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若是

不會/不要 (它)那 (它)靈/風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它)那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那同一樣式地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若是 不會/不要 (它)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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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靈/風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林前 2:12 hm̀ei/j de. ouv to. pneu/ma tou/ ko,smou evla,bomen avlla. to. pneu/ma to. evk tou/ qeou/( i[na eivdw/men ta. ùpo. tou/
qeou/ carisqe,nta h̀mi/n\
Now we have received, not the spirit of the world, but the spirit which is of God; that we might know the things
that are freely given to us of God.
我們所領受的，並不是世上的靈，乃是從神來的靈，叫我們能知道神開恩賜給我們的事。

我們 然而也 不是/不 到於(它)那 到於(它)靈/風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我們那時(也是)拿取， 但乃是

到於(它)那 到於(它)靈/風 到於(它)那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為要 我們現在應該已經看見察覺

到於(它們)那些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到於(它們)那時(也是)被恩待了的 在對我們；

林前 2:13 a] kai. lalou/men ouvk evn didaktoi/j avnqrwpi,nhj sofi,aj lo,goij avllV evn didaktoi/j pneu,matoj(
pneumatikoi/j pneumatika. sugkri,nontejÅ
Which things also we speak, not in the words which man's wisdom teacheth, but which the Holy Ghost teacheth;
comparing spiritual things with spiritual.
並且我們講說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語，乃是用聖靈所指教的言語，將屬靈的話，解釋屬靈的事。〔

或作將屬靈的事講與屬靈的人〕

到於(它們)這些個 並且 我們現在持續發言講說 不是/不 在內 在對(他們)乃教導的 從屬(她)人類的 從屬(她)智慧

在對(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但乃是 在內 在對(他們)乃教導的 從屬(它)靈/風， 在對(它們)屬靈的註1

到於(它們)屬靈的 (他們)現正持續並列評審比較了的。

註1：“在對(它們)屬靈的”文法上亦可以為“在對(他們)屬靈的”。

[經文變異RT]

到於(它們)這些個 並且 我們現在持續發言講說 不是/不 在內 在對(他們)乃教導的 從屬(她)人類的 從屬(她)智慧

在對(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但乃是 在內 在對(他們)乃教導的 從屬(它)靈/風 從屬(它)聖的， 在對(它們)屬靈的

到於(它們)屬靈的 (他們)現正持續並列評審比較了的。

林前 2:14 yuciko.j de. a;nqrwpoj ouv de,cetai ta. tou/ pneu,matoj tou/ qeou/( mwri,a ga.r auvtw/| evstin kai. ouv du,natai
gnw/nai( o[ti pneumatikw/j avnakri,netai\
But the natural man receiveth not the things of the Spirit of God: for they are foolishness unto him: neither can
he know them, because they are spiritually discerned.
然而屬血氣的人不領會神聖靈的事，反倒以為愚拙；並且不能知道，因為這些事惟有屬靈的人纔能看透。

(他)屬生魂意念的 然而也 (他)人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接納領受 到於(它們)那些 從屬(它)那

從屬(它)靈/風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她)愚魯笨拙 因為 在對(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那時(也是)要去認識知道； 是這樣 屬靈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詳細審察。

林前 2:15 ò de. pneumatiko.j avnakri,nei Îta.Ð pa,nta( auvto.j de. ùpV ouvdeno.j avnakri,netaiÅ
But he that is spiritual judgeth all things, yet he himself is judged of no man.
屬靈的人能看透萬事，卻沒有一人能看透了他。

(他)那 然而也 (他)屬靈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詳細審察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同一者 然而也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詳細審察。
[經文變異RT][經文變異WH]

(他)那 然而也 (他)屬靈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詳細審察 的確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同一者 然而也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詳細審察。

林前 2:16 ti,j ga.r e;gnw nou/n kuri,ou( o]j sumbiba,sei auvto,nÈ h̀mei/j de. nou/n Cristou/ e;comenÅ
For who hath known the mind of the Lord, that he may instruct him? But we have the mind of Christ.
誰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導他呢；但我們是有基督的心了。

(他)任何什麼呢 因為， 他/她/它那時(也是)認識知道 到於(他)悟念知性 從屬(他)主人， (他)這個

他/她/它將要(持續)敦促聯合一致 到於(他)同一者？ 我們 然而也 到於(他)悟念知性 從屬(他)基督 我們現在持續持有。

林前 3:1 Kavgw,( avdelfoi,( ouvk hvdunh,qhn lalh/sai ùmi/n ẁj pneumatikoi/j avllV ẁj sarki,noij( wj̀ nhpi,oij evn
Cristw/|Å
And I, brethren, could not speak unto you as unto spiritual, but as unto carnal, even as unto babes in Christ.
弟兄們，我從前對你們說話，不能把你們當作屬靈的，只得把你們當作屬肉體，在基督裏為嬰孩的。

並且我， 阿,(他們)弟兄， 不是/不 我那時(也是)被能夠可能 那時(也是)要去發言講說 在對你們 正如地

在對(他們)屬靈的， 但乃是 正如地 在對(他們)肉體成的， 正如地 在對(他們)嬰孩的 在內 在對(他)基督。
[經文變異RT]

並且 我， 阿,(他們)弟兄， 不是/不 我那時(也是)被能夠可能 那時(也是)要去發言講說 在對你們 正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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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他們)屬靈的， 但乃是 正如地 在對(他們)肉體成的， 正如地 在對(他們)嬰孩的 在內 在對(他)基督。

林前 3:2 ga,la ùma/j evpo,tisa( ouv brw/ma( ou;pw ga.r evdu,nasqeÅ avllV ouvde. e;ti nu/n du,nasqe(
I have fed you with milk, and not with meat: for hitherto ye were not able to bear it, neither yet now are ye able.
我是用奶餵你們，沒有用飯餵你們；那時你們不能喫，就是如今還是不能。

到於(它)奶 到於你們 我那時(也是)餵飲， 不是/不 到於(它)食物； 尚未地 因為 你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但乃是 然而也不是地 依然仍舊地 現在此時地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經文變異RT]

到於(它)奶 到於你們 我那時(也是)餵飲， 並且 不是/不 到於(它)食物； 尚未地 因為

你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但乃是 然而也不是地 依然仍舊地 現在此時地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林前 3:3 e;ti ga.r sarkikoi, evsteÅ o[pou ga.r evn ùmi/n zh/loj kai. e;rij( ouvci. sarkikoi, evste kai. kata. a;nqrwpon
peripatei/teÈ
For ye are yet carnal: for whereas there is among you envying, and strife, and divisions, are ye not carnal, and
walk as men?
你們仍是屬肉體的；因為在你們中間有嫉妒分爭，這豈不是屬乎肉體，照著世人的樣子行麼。

依然仍舊地 因為 (他們)屬肉體的 你們現在持續是。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因為 在內 在對你們 (他)火熱激昂 並且

(她)爭執競爭， 豈不是呢 (他們)屬肉體的 你們現在持續是， 並且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人

你們現在持續來往昂然踏行？
[經文變異RT]

依然仍舊地 因為 (他們)屬肉體的 你們現在持續是。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因為 在內 在對你們 (他)火熱激昂 並且

(她)爭執競爭 並且 (她們)立場分歧， 豈不是呢 (他們)屬肉體的 你們現在持續是， 並且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人 你們現在持續來往昂然踏行？

林前 3:4 o[tan ga.r le,gh| tij( VEgw. me,n eivmi Pau,lou( e[teroj de,( VEgw. VApollw/( ouvk a;nqrwpoi, evsteÈ
For while one saith, I am of Paul; and another, I am of Apollos; are ye not carnal?
有說：我是屬保羅的；有說：我是屬亞波羅的；這豈不是你們和世人一樣麼。

但凡當這時 因為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道說 (他)任何什麼， 我 的確 我現在持續是 從屬(他)保羅； (他)相異不同的

然而也， 我 從屬(他)亞波羅； 豈非呢 (他們)人 你們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但凡當這時 因為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道說 (他)任何什麼， 我 的確 我現在持續是 從屬(他)保羅； (他)相異不同的

然而也， 我 從屬(他)亞波羅； 豈不是呢 (他們)屬肉體的 你們現在持續是？

林前 3:5 ti, ou=n evstin VApollw/jÈ ti, de, evstin Pau/lojÈ dia,konoi diV w-n evpisteu,sate( kai. ek̀a,stw| wj̀ ò ku,rioj
e;dwkenÅ
Who then is Paul, and who is Apollos, but ministers by whom ye believed, even as the Lord gave to every man?
亞波羅算甚麼；保羅算甚麼；無非是執事，照主所賜給他們各人的，引導你們相信。

(它)任何什麼呢 這樣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亞波羅？ (它)任何什麼呢 然而也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保羅？

(他們)僕工執事，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們)這些個 你們那時(也是)置信信託， 並且 在對(他)各個的 正如地 (他)那

(他)主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經文變異RT]

(他)任何什麼呢 這樣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保羅， (他)任何什麼呢 然而也 (他)亞波羅， 但乃是 甚或/或而

(他們)僕工執事，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們)這些個 你們那時(也是)置信信託， 並且 在對(他)各個的 正如地 (他)那

(他)主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林前 3:6 evgw. evfu,teusa( VApollw/j evpo,tisen( avlla. ò qeo.j hu;xanen\
I have planted, Apollos watered; but God gave the increase.
我栽種了，亞波羅澆灌了；惟有神叫他生長。

我 我那時(也是)栽種， (他)亞波羅 他/她/它那時(也是)餵飲； 但乃是 (他)那 (他)神 他/她/它當時持續成長變大；

林前 3:7 w[ste ou;te ò futeu,wn evsti,n ti ou;te ò poti,zwn avllV ò auvxa,nwn qeo,jÅ
So then neither is he that planteth any thing, neither he that watereth; but God that giveth the increase.
可見栽種的算不得甚麼，澆灌的也算不得甚麼；只在那叫他生長的神。

以致 並不/又不 (他)那 (他)現正持續栽種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任何什麼， 並不/又不 (他)那

(他)現正持續餵飲了的； 但乃是 (他)那 (他)現正持續成長變大了的 (他)神。

林前 3:8 ò futeu,wn de. kai. ò poti,zwn e[n eivsin( e[kastoj de. to.n i;dion misqo.n lh,myetai kata. to.n i;dion ko,pon\
Now he that planteth and he that watereth are one: and every man shall receive his own reward according to his
own labour.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  簡易閲讀版  1037

1037

栽種的和澆灌的都是一樣；但將來各人要照自己的工夫，得自己的賞賜。

(他)那 (他)現正持續栽種了的 然而也 並且 (他)那 (他)現正持續餵飲了的 (它)一個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各個的

然而也 到於(他)那 到於(他)私人個別的 到於(他)工價報酬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拿取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那

到於(他)私人個別的 到於(他)勞碌疲累。

林前 3:9 qeou/ ga,r evsmen sunergoi,( qeou/ gew,rgion( qeou/ oivkodomh, evsteÅ
For we are labourers together with God: ye are God's husbandry, ye are God's building.
因為我們是與神同工的；你們是神所耕種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

從屬(他)神 因為 我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共同作工的； 從屬(他)神 (它)有人耕種之地， 從屬(他)神 (她)建築造就

你們現在持續是。

林前 3:10 Kata. th.n ca,rin tou/ qeou/ th.n doqei/sa,n moi ẁj sofo.j avrcite,ktwn qeme,lion e;qhka( a;lloj de.
evpoikodomei/Å e[kastoj de. blepe,tw pw/j evpoikodomei/Å
According to the grace of God which is given unto me, as a wise masterbuilder, I have laid the foundation, and
another buildeth thereon. But let every man take heed how he buildeth thereupon.
我照神所給我的恩，好像一個聰明的工頭，立好了根基，有別人在上面建造；只是各人要謹慎怎樣在上面建造。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那 到於(她)恩典惠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到於(她)那 到於(她)那時(也是)被給與了的

在對我， 正如地 (他)明智通達的 (他)總建築師 到於(他)根基 我那時(也是)置放擺設； (他)另外不同的 然而也

他/她/它現在持續在上面營建修造。 (他)各個的 然而也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著眼觀看 怎樣如何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在上面營建修造。
[經文變異RT]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那 到於(她)恩典惠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到於(她)那 到於(她)那時(也是)被給與了的

在對我， 正如地 (他)明智通達的 (他)總建築師 到於(他)根基 我現在已經置放擺設； (他)另外不同的 然而也

他/她/它現在持續在上面營建修造。 (他)各個的 然而也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著眼觀看 怎樣如何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在上面營建修造。

林前 3:11 qeme,lion ga.r a;llon ouvdei.j du,natai qei/nai para. to.n kei,menon( o[j evstin VIhsou/j Cristo,jÅ
For other foundation can no man lay than that is laid, which is Jesus Christ.
因為那已經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穌基督，此外沒有人能立別的根基。

到於(他)根基 因為 到於(他)另外不同的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那時(也是)要去置放擺設 <在旁邊>到旁邊 到於(他)那 到於(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安置了的， (他)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耶穌 (他)基督。
[經文變異RT]

到於(他)根基 因為 到於(他)另外不同的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那時(也是)要去置放擺設 <在旁邊>到旁邊 到於(他)那 到於(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安置了的， (他)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耶穌 (他)那 (他)基督。

林前 3:12 eiv de, tij evpoikodomei/ evpi. to.n qeme,lion cruso,n( a;rguron( li,qouj timi,ouj( xu,la( co,rton( kala,mhn(
Now if any man build upon this foundation gold, silver, precious stones, wood, hay, stubble;
若有人用金，銀，寶石，草木，禾楷，在這根基上建造；

若是 然而也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在上面營建修造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那 到於(他)根基

到於(他)黃金， 到於(他)白銀， 到於(他們)石頭 到於(他們)具珍貴價值的， 到於(它們)木幹， 到於(他)草場禾草，

到於(她)葦莖禾稈；
[經文變異RT]

若是 然而也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在上面營建修造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那 到於(他)根基

到於(他)那同一者 到於(他)黃金， 到於(他)白銀， 到於(他們)石頭 到於(他們)具珍貴價值的， 到於(它們)木幹，

到於(他)草場禾草， 到於(她)葦莖禾稈；
[經文變異WH]

若是 然而也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在上面營建修造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那 到於(他)根基

到於(它)金子， 到於(它)銀錢， 到於(他們)石頭 到於(他們)具珍貴價值的， 到於(它們)木幹， 到於(他)草場禾草，

到於(她)葦莖禾稈；

林前 3:13 ek̀a,stou to. e;rgon fanero.n genh,setai( h̀ ga.r hm̀e,ra dhlw,sei( o[ti evn puri. avpokalu,ptetai\ kai.
ek̀a,stou to. e;rgon òpoi/o,n evstin to. pu/r Îauvto.Ð dokima,seiÅ
Every man's work shall be made manifest: for the day shall declare it, because it shall be revealed by fire; and
the fire shall try every man's work of what sort it is.
各人的工程必然顯露；因為那日子要將他表明出來，有火發現；這火要試驗各人的工程怎樣。

從屬(他)各個的 (它)那 (它)工作 (它)促為照亮顯明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生發成為； (她)那 因為 (她)日子/白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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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將要(持續)促使為清晰明顯， 是這樣 在內 在對(它)火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啟示揭露； 並且 從屬(他)各個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工作 (它)這什麼樣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那 (它)火 (它)同一者註1

他/她/它將要(持續)查驗證實。

註1：“(它)同一者”文法上亦可以為“到於(它)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從屬(他)各個的 (它)那 (它)工作 (它)促為照亮顯明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生發成為； (她)那 因為 (她)日子/白日

他/她/它將要(持續)促使為清晰明顯， 是這樣 在內 在對(它)火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啟示揭露； 並且 從屬(他)各個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工作 (它)這什麼樣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那 (它)火 他/她/它將要(持續)查驗證實。

林前 3:14 ei; tinoj to. e;rgon menei/ o] evpoikodo,mhsen( misqo.n lh,myetai\
If any man's work abide which he hath built thereupon, he shall receive a reward.
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賞賜。

若是 從屬(他)任何什麼 (它)那 (它)工作 他/她/它將要(持續)停留持守 到於(它)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上面營建修造， 到於(他)工價報酬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拿取；
[經文變異RT]

若是 從屬(他)任何什麼 (它)那 (它)工作 他/她/它現在持續停留持守[字形相同,重音不同,意義不同] 到於(它)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上面營建修造， 到於(他)工價報酬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拿取；

林前 3:15 ei; tinoj to. e;rgon katakah,setai( zhmiwqh,setai( auvto.j de. swqh,setai( ou[twj de. wj̀ dia. puro,jÅ
If any man's work shall be burned, he shall suffer loss: but he himself shall be saved; yet so as by fire.
人的工程若被燒了，他就要受虧損；自己卻要得救；雖然得救乃像從火裏經過的一樣。

若是 從屬(他)任何什麼 (它)那 (它)工作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焚燒燒毀，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促使有損害虧失；

(他)同一者 然而也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拯救； 那同一樣式地 然而也 正如地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火。

林前 3:16 ouvk oi;date o[ti nao.j qeou/ evste kai. to. pneu/ma tou/ qeou/ oivkei/ evn ùmi/nÈ
Know ye not that ye are the temple of God, and that the Spirit of God dwelleth in you?
豈不知你們是神的殿，神的靈住在你們裏頭麼。

豈非呢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他)殿宇 從屬(他)神 你們現在持續是， 並且 (它)那 (它)靈/風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她/它現在持續住 在內 在對你們？
[經文變異RT]

豈非呢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他)殿宇 從屬(他)神 你們現在持續是， 並且 (它)那 (它)靈/風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在內 在對你們 他/她/它現在持續住？

林前 3:17 ei; tij to.n nao.n tou/ qeou/ fqei,rei( fqerei/ tou/ton ò qeo,j\ ò ga.r nao.j tou/ qeou/ a[gio,j evstin( oi[tine,j
evste ùmei/jÅ
If any man defile the temple of God, him shall God destroy; for the temple of God is holy, which temple ye are.
若有人毀壞神的殿，神必要毀壞那人；因為神的殿是聖的，這殿就是你們。

若是 (他)任何什麼 到於(他)那 到於(他)殿宇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她/它現在持續腐朽敗壞，

他/她/它將要(持續)腐朽敗壞 到於(他)那同一者 (他)那 (他)神； (他)那 因為 (他)殿宇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聖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們)這個任何什麼 你們現在持續是 你們。

林前 3:18 Mhdei.j èauto.n evxapata,tw\ ei; tij dokei/ sofo.j ei=nai evn ùmi/n evn tw/| aivw/ni tou,tw|( mwro.j gene,sqw(
i[na ge,nhtai sofo,jÅ
Let no man deceive himself. If any man among you seemeth to be wise in this world, let him become a fool, that
he may be wise.
人不可自欺；你們中間若有人，在這世界自以為有智慧，倒不如變作愚拙，好成為有智慧的。

(他)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向外欺騙引誘出來； 若是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設想認為對 (他)明智通達的 現要去持續是 在內 在對你們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世紀時代

在對(他)那同一者， (他)魯鈍愚拙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生發成為，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生發成為 (他)明智通達的。
[不同標點]

(他)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向外欺騙引誘出來； 若是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設想認為對 (他)明智通達的 現要去持續是 在內 在對你們，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世紀時代

在對(他)那同一者 (他)魯鈍愚拙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生發成為，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生發成為 (他)明智通達的。

林前 3:19 h` ga.r sofi,a tou/ ko,smou tou,tou mwri,a para. tw/| qew/| evstinÅ ge,graptai ga,r( ~O drasso,menoj tou.j
sofou.j evn th/| panourgi,a| auvtw/n\
For the wisdom of this world is foolishness with God. For it is written, He taketh the wise in their own craft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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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是愚拙；如經上記著說：『主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詭計。』

(她)那 因為 (她)智慧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從屬(他)那同一者 (她)愚魯笨拙 <在旁邊>在旁邊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因為， (他)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抓緊牢握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明智通達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機變取巧 從屬(他們)同一者。

林前 3:20 kai. pa,lin( Ku,rioj ginw,skei tou.j dialogismou.j tw/n sofw/n o[ti eivsi.n ma,taioiÅ
And again, The Lord knoweth the thoughts of the wise, that they are vain.
又說：『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是虛妄的。』

並且 重新又再地， (他)主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認識知道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思量議論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明智通達的， 是這樣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虛妄無益的。

林前 3:21 w[ste mhdei.j kauca,sqw evn avnqrw,poij\ pa,nta ga.r ùmw/n evstin(
Therefore let no man glory in men. For all things are yours;
所以無論誰，都不可拿人誇口；因為萬有全是你們的；

以致 (他)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誇耀 在內 在對(他們)人；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因為

從屬你們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林前 3:22 ei;te Pau/loj ei;te VApollw/j ei;te Khfa/j( ei;te ko,smoj ei;te zwh. ei;te qa,natoj( ei;te evnestw/ta ei;te
me,llonta\ pa,nta ùmw/n(
Whether Paul, or Apollos, or Cephas, or the world, or life, or death, or things present, or things to come; all are
yours;
或保羅，或亞波羅，或磯法，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現今的事，或將來的事，全是你們的；

無論若是 (他)保羅， 無論若是 (他)亞波羅， 無論若是 (他)磯法， 無論若是 (他)美容妝束/世界， 無論若是

(她)生命， 無論若是 (他)死， 無論若是 (它們)現在已經臨到了的， 無論若是 (它們)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的，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你們；
[經文變異RT]

無論若是 (他)保羅， 無論若是 (他)亞波羅， 無論若是 (他)磯法， 無論若是 (他)美容妝束/世界， 無論若是

(她)生命， 無論若是 (他)死， 無論若是 (它們)現在已經臨到了的， 無論若是 (它們)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的，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你們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林前 3:23 um̀ei/j de. Cristou/( Cristo.j de. qeou/Å
And ye are Christ's; and Christ is God's.
並且你們是屬基督的；基督又是屬神的。

你們 然而也 從屬(他)基督； (他)基督 然而也 從屬(他)神。

林前 4:1 Ou[twj h̀ma/j logize,sqw a;nqrwpoj ẁj ùphre,taj Cristou/ kai. oivkono,mouj musthri,wn qeou/Å
Let a man so account of us, as of the ministers of Christ, and stewards of the mysteries of God.
人應當以我們為基督的執事，為神奧秘事的管家。

那同一樣式地 到於我們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估算 (他)人 正如地 到於(他們)差役 從屬(他)基督 並且

到於(他們)經理管家 從屬(它們)奧祕 從屬(他)神。

林前 4:2 w-de loipo.n zhtei/tai evn toi/j oivkono,moij( i[na pisto,j tij eùreqh/|Å
Moreover it is required in stewards, that a man be found faithful.
所求於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

也就在此地 到於(它)此後的/此外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探索尋求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經理管家 為要

(他)誠且信的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找到尋見。
[經文變異RT]

到於(它)這個 然而也 到於(它)此後的/此外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探索尋求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經理管家 為要 (他)誠且信的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找到尋見。

林前 4:3 evmoi. de. eivj evla,cisto,n evstin( i[na ùfV ùmw/n avnakriqw/ h' ùpo. avnqrwpi,nhj hm̀e,raj\ avllV ouvde. evmauto.n
avnakri,nwÅ
But with me it is a very small thing that I should be judged of you, or of man's judgment: yea, I judge not mine
own self.
我被你們論斷，或被別人論斷，我都以為極小的事；連我自己也不論斷自己。

在對"我" 然而也 向內進入 到於(它)最微小低下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為要 <在底下>被從 從屬你們

我那時(也是)應該被詳細審察， 甚或/或而 <在底下>被從 從屬(她)人類的 從屬(她)日子/白日； 但乃是 然而也不是地

到於(他)我自己 我現在持續詳細審察。

林前 4:4 ouvde.n ga.r evmautw/| su,noida( avllV ouvk evn tou,tw| dedikai,wmai( ò de. avnakri,nwn me ku,rio,j evstin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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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I know nothing by myself; yet am I not hereby justified: but he that judgeth me is the Lord.
我雖不覺得自己有錯，卻也不能因此得以稱義；但判斷我的乃是主。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因為 在對(他)我自己 我現在已經完全意識明白； 但乃是 不是/不 在內

在對(它)那同一者 我現在已經被稱為公義； (他)那 然而也 (他)現正持續詳細審察了的 到於我 (他)主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林前 4:5 w[ste mh. pro. kairou/ ti kri,nete e[wj a'n e;lqh| o` ku,rioj( o]j kai. fwti,sei ta. krupta. tou/ sko,touj kai.
fanerw,sei ta.j boula.j tw/n kardiw/n\ kai. to,te ò e;painoj genh,setai èka,stw| avpo. tou/ qeou/Å
Therefore judge nothing before the time, until the Lord come, who both will bring to light the hidden things of
darkness, and will make manifest the counsels of the hearts: and then shall every man have praise of God.
所以時候未到，甚麼都不要論斷，只等主來，他要照出暗中的隱情，顯明人心的意念；那時各人要從神那裏得著

稱讚。

以致 不會/不要 在前面 從屬(他)場合時節 到於(它)任何什麼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區別審斷， 一直直到 但凡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到來前往 (他)那 (他)主人， (他)這個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光照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乃隱藏遮掩的 從屬(它)那 從屬(它)黑暗，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促使成促為照亮顯明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打算意圖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內心； 並且 當那時地 (他)那 (他)稱揚嘉許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對(他)各個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林前 4:6 Tau/ta de,( avdelfoi,( meteschma,tisa eivj evmauto.n kai. VApollw/n diV ùma/j( i[na evn hm̀i/n ma,qhte to. Mh.
up̀e.r a] ge,graptai( i[na mh. ei-j ùpe.r tou/ èno.j fusiou/sqe kata. tou/ ète,rouÅ
And these things, brethren, I have in a figure transferred to myself and to Apollos for your sakes; that ye might
learn in us not to think of men above that which is written, that no one of you be puffed up for one against
another.
弟兄們，我為你們的緣故，拿這些事轉比自己和亞波羅；叫你們效法我們不可過於聖經所記；免得你們自高自大

，貴重這個，輕看那個。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然而也， 阿,(他們)弟兄， 我那時(也是)變形改裝 向內進入 到於(他)我自己 並且

到於(他)亞波羅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你們； 為要 在內 在對我們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學習 到於(它)那

不會/不要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高超 到於(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為要 不會/不要 (他)一個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一個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被促使為自大張狂註1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他)那

從屬(他)相異不同的。

註1：“你們現在應該持續被促使為自大張狂”文法上亦可以為“你們現在持續被促使為自大張狂”。

[經文變異RT]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然而也， 阿,(他們)弟兄， 我那時(也是)變形改裝 向內進入 到於(他)我自己 並且

到於(他)亞波羅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你們； 為要 在內 在對我們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學習 到於(它)那

不會/不要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高超 到於(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現要去持續感受體察； 為要

不會/不要 (他)一個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一個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被促使為自大張狂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他)那 從屬(他)相異不同的。

林前 4:7 ti,j ga,r se diakri,neiÈ ti, de. e;ceij o] ouvk e;labejÈ eiv de. kai. e;labej( ti, kauca/sai wj̀ mh. labw,nÈ
For who maketh thee to differ from another? and what hast thou that thou didst not receive? now if thou didst
receive it, why dost thou glory, as if thou hadst not received it?
使你與人不同的是誰呢；你有甚麼不是領受的呢；若是領受的，為何自誇，彷彿不是領受的呢。

(他)任何什麼呢 因為 到於你 他/她/它現在持續徹底分開辨明？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然而也 你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它)這個 不是/不 你那時(也是)拿取？ 若是 然而也 並且 你那時(也是)拿取，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誇耀 正如地 不會/不要 (他)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林前 4:8 h;dh kekoresme,noi evste,( h;dh evplouth,sate( cwri.j h̀mw/n evbasileu,sate\ kai. o;felo,n ge evbasileu,sate( i[na
kai. hm̀ei/j um̀i/n sumbasileu,swmenÅ
Now ye are full, now ye are rich, ye have reigned as kings without us: and I would to God ye did reign, that we
also might reign with you.
你們已經飽足了，已經豐富了，不用我們，自己就作王了；我願意你們果真作王，叫我們也得與你們一同作王。

甚而已然如此地 (他們)現在已經被填滿飽食了的 你們現在持續是， 甚而已然如此地 你們那時(也是)成豐滿富足，

脫離開地 從屬我們 你們那時(也是)作君王； 並且 我巴不得呀 確實 你們那時(也是)作君王， 為要 並且 我們

在對你們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共同作君王。

林前 4:9 dokw/ ga,r( ò qeo.j hm̀a/j tou.j avposto,louj evsca,touj avpe,deixen ẁj evpiqanati,ouj( o[ti qe,atron evgenh,qhmen
tw/| ko,smw| kai. avgge,loij kai. avnqrw,poijÅ
For I think that God hath set forth us the apostles last, as it were appointed to death: for we are mad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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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tacle unto the world, and to angels, and to men.
我想神把我們使徒明明列在末後，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為我們成了一臺戲，給世人和天使觀看。

我現在持續設想認為對 因為， (他)那 (他)神 到於我們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到於(他們)最末後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顯示展現 正如地 到於(他們)待死的； 是這樣 (它)戲劇場

我們那時(也是)被生發成為 在對(他)那 在對(他)美容妝束/世界 並且 在對(他們)使者 並且 在對(他們)人。
[經文變異RT]

我現在持續設想認為對 因為 是這樣 (他)那 (他)神 到於我們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到於(他們)最末後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顯示展現 正如地 到於(他們)待死的； 是這樣 (它)戲劇場

我們那時(也是)被生發成為 在對(他)那 在對(他)美容妝束/世界 並且 在對(他們)使者 並且 在對(他們)人。

林前 4:10 hm̀ei/j mwroi. dia. Cristo,n( ùmei/j de. fro,nimoi evn Cristw/|\ hm̀ei/j avsqenei/j( ùmei/j de. ivscuroi,\ ùmei/j
e;ndoxoi( h̀mei/j de. a;timoiÅ
We are fools for Christ's sake, but ye are wise in Christ; we are weak, but ye are strong; ye are honourable, but
we are despised.
我們為基督的緣故算是愚拙的，你們在基督裏倒是聰明的，我們軟弱，你們倒強壯；你們有榮耀，我們倒被藐視

。

我們 (他們)魯鈍愚拙的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他)基督， 你們 然而也 (他們)精明聰敏的 在內 在對(他)基督；

我們 (他們)軟弱無力的， 你們 然而也 (他們)強壯大力的； 你們 (他們)在榮耀內的， 我們 然而也

(他們)羞賤卑微的。

林前 4:11 a;cri th/j a;rti w[raj kai. peinw/men kai. diyw/men kai. gumniteu,omen kai. kolafizo,meqa kai. avstatou/men
Even unto this present hour we both hunger, and thirst, and are naked, and are buffeted, and have no certain
dwellingplace;
直到如今，我們還是又飢，又渴，又赤身露體，又挨打，又沒有一定的住處；

直至達到 從屬(她)那 現今地 從屬(她)鐘點時刻 並且 我們現在持續有飢餓， 並且 我們現在持續有乾渴， 並且

我們現在持續衣不蔽體， 並且 我們現在持續被用拳頭毆打， 並且 我們現在持續沒有固定居處，

林前 4:12 kai. kopiw/men evrgazo,menoi tai/j ivdi,aij cersi,n\ loidorou,menoi euvlogou/men( diwko,menoi avneco,meqa(
And labour, working with our own hands: being reviled, we bless; being persecuted, we suffer it:
並且勞苦，親手作工；被人咒罵，我們就祝福；被人逼迫，我們就忍受；

並且 我們現在持續有勞碌疲累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作工作了的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私人個別的

在對(她們)手； (他們)現正持續被行漫罵斥責了的 我們現在持續祝福稱讚， (他們)現正持續被追趕迫求了的

我們現在持續讓自己支撐忍受，

林前 4:13 dusfhmou,menoi parakalou/men\ wj̀ perikaqa,rmata tou/ ko,smou evgenh,qhmen( pa,ntwn peri,yhma e[wj
a;rtiÅ
Being defamed, we intreat: we are made as the filth of the world, and are the offscouring of all things unto this
day.
被人毀謗，我們就善勸；直到如今，人還把我們看作世界上的污穢，萬物中的渣滓。

(他們)現正持續被破壞名聲了的 我們現在持續勸勉請求； 正如地 (它們)淨純下來之污物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我們那時(也是)被生發成為， 從屬(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它)四散擦除的碎渣 一直直到

現今地。
[經文變異RT]

(他們)現正持續被謗瀆了的 我們現在持續勸勉請求； 正如地 (它們)淨純下來之污物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我們那時(也是)被生發成為， 從屬(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它)四散擦除的碎渣 一直直到

現今地。

林前 4:14 Ouvk evntre,pwn ùma/j gra,fw tau/ta avllV ẁj te,kna mou avgaphta. nouqetw/ÎnÐÅ
I write not these things to shame you, but as my beloved sons I warn you.
我寫這話，不是叫你們羞愧，乃是警戒你們，好像我所親愛的兒女一樣。

不是/不 (他)現正持續反轉降卑了的 到於你們 我現在持續刻寫記載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但乃是 正如地

到於(它們)孩子 從屬我 到於(它們)蒙愛的 (他)現正持續行警告勸戒了的 [或=我現在持續行警告勸戒]。
[經文變異RT]

不是/不 (他)現正持續反轉降卑了的 到於你們 我現在持續刻寫記載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但乃是 正如地

到於(它們)孩子 從屬我 到於(它們)蒙愛的 我現在持續行警告勸戒。

林前 4:15 eva.n ga.r muri,ouj paidagwgou.j e;chte evn Cristw/| avllV ouv pollou.j pate,raj\ evn ga.r Cristw/| VIhsou/ dia.
tou/ euvaggeli,ou evgw. ùma/j evge,nnhsaÅ
For though ye have ten thousand instructors in Christ, yet have ye not many fathers: for in Christ Jesus I h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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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gotten you through the gospel.
你們學基督的，師傅雖有一萬，為父的卻是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穌裏用福音生了你們。

但凡若是 因為 到於(他們)上萬的 到於(他們)訓育輔導師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持有 在內 在對(他)基督， 但乃是

不是/不 到於(他們)許多的 到於(他們)父親； 在內 因為 在對(他)基督 在對(他)耶穌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那

從屬(它)福音佳訊 我 到於你們 我那時(也是)生發成為族類。

林前 4:16 parakalw/ ou=n ùma/j( mimhtai, mou gi,nesqeÅ
Wherefore I beseech you, be ye followers of me.
所以我求你們效法我。

我現在持續勸勉請求 這樣 到於你們， (他們)模仿效法者 從屬我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林前 4:17 dia. tou/to e;pemya ùmi/n Timo,qeon( o[j evsti,n mou te,knon avgaphto.n kai. pisto.n evn kuri,w|( o]j um̀a/j
avnamnh,sei ta.j òdou,j mou ta.j evn Cristw/| Îvihsou/Ð( kaqw.j pantacou/ evn pa,sh| evkklhsi,a| dida,skwÅ
For this cause have I sent unto you Timotheus, who is my beloved son, and faithful in the Lord, who shall bring
you into remembrance of my ways which be in Christ, as I teach every where in every church.
因此我已打發提摩太到你們那裏去；他在主裏面，是我所親愛有忠心的兒子；他必提醒你們，記念我在基督裏怎

樣行事，在各處各教會中怎樣教導人。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同一者 我那時(也是)差送打發 在對你們 到於(他)提摩太， (他)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從屬我 (它)孩子 (它)蒙愛的 並且 (它)誠且信的 在內 在對(他)主人， (他)這個 到於你們

他/她/它將要(持續)再向上致使提醒記得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道路途徑 從屬我 到於(她們)那些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在對(他)耶穌， 按照正如地 在各處地 在內 在對(她)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她)傳召 我現在持續教導。
[經文變異RT]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同一者 我那時(也是)差送打發 在對你們 到於(他)提摩太， (他)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孩子 從屬我 (它)蒙愛的 並且 (它)誠且信的 在內 在對(他)主人， (他)這個 到於你們

他/她/它將要(持續)再向上致使提醒記得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道路途徑 從屬我 到於(她們)那些 在內

在對(他)基督， 按照正如地 在各處地 在內 在對(她)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她)傳召 我現在持續教導。

林前 4:18 wj̀ mh. evrcome,nou de, mou pro.j ùma/j evfusiw,qhsa,n tinej\
Now some are puffed up, as though I would not come to you.
有些人自高自大，以為我不到你們那裏去。

正如地 不會/不要 從屬(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然而也 從屬我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促使為自大張狂 (他們)任何什麼；

林前 4:19 evleu,somai de. tace,wj pro.j ùma/j eva.n ò ku,rioj qelh,sh|( kai. gnw,somai ouv to.n lo,gon tw/n
pefusiwme,nwn avlla. th.n du,namin\
But I will come to you shortly, if the Lord will, and will know, not the speech of them which are puffed up, but the
power.
然而主若許我，我必快到你們那裏去；並且我所要知道的，不是那些自高自大之人的言語，乃是他們的權能。

我將要(持續)讓自己到來前往 然而也 快快地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但凡若是 (他)那 (他)主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定意； 並且 我將要(持續)讓自己認識知道 不是/不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在已經被促使為自大張狂了的， 但乃是 到於(她)那 到於(她)能力權能；

林前 4:20 ouv ga.r evn lo,gw| h` basilei,a tou/ qeou/ avllV evn duna,meiÅ
For the kingdom of God is not in word, but in power.
因為神的國不在乎言語，乃在乎權能。

不是/不 因為 在內 在對(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她)那 (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但乃是 在內

在對(她)能力權能。

林前 4:21 ti, qe,leteÈ evn rà,bdw| e;lqw pro.j ùma/j h' evn avga,ph| pneu,mati, te prau<thtojÈ
What will ye? shall I come unto you with a rod, or in love, and in the spirit of meekness?
你們願意怎麼樣呢；是願意我帶著刑杖到你們那裏去呢，還是要我存慈愛溫柔的心呢。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們現在持續定意？ 在內 在對(她)棍杖 我那時(也是)應該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甚或/或而 在內 在對(她)愛， 在對(它)靈/風 並/又 從屬(她)溫和謙柔？
[經文變異RT]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們現在持續定意？ 在內 在對(她)棍杖 我那時(也是)應該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甚或/或而 在內 在對(她)愛， 在對(它)靈/風 並/又 從屬(她)溫和謙柔[同#4240]？

林前 5:1 {Olwj avkou,etai evn ùmi/n pornei,a( kai. toiau,th pornei,a h[tij ouvde. evn toi/j e;qnesin( w[ste gunai/ka,
tina tou/ patro.j e;cein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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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is reported commonly that there is fornication among you, and such fornication as is not so much as named
among the Gentiles, that one should have his father's wife.
風聞在你們中間有淫亂的事；這樣的淫亂，連外邦人中也沒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繼母。

整個全部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聲聞耳聽 在內 在對你們 (她)通奸淫行， 並且 (她)那種樣 (她)通奸淫行

(她)這個任何什麼 然而也不是地 在內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種族邦國， 以致 到於(她)女人 到於(他)任何什麼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現要去持續持有。
[經文變異RT]

整個全部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聲聞耳聽 在內 在對你們 (她)通奸淫行， 並且 (她)那種樣 (她)通奸淫行

(她)這個任何什麼 然而也不是地 在內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種族邦國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題名稱呼， 以致

到於(她)女人 到於(他)任何什麼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現要去持續持有。

林前 5:2 kai. ùmei/j pefusiwme,noi evste. kai. ouvci. ma/llon evpenqh,sate( i[na avrqh/| evk me,sou um̀w/n ò to. e;rgon tou/to
pra,xajÈ
And ye are puffed up, and have not rather mourned, that he that hath done this deed might be taken away from
among you.
你們還是自高自大，並不哀痛，把行這事的人從你們中間趕出去。

並且 你們 (他們)現在已經被促使為自大張狂了的 你們現在持續是， 並且 真不是 更特別尤其地

你們那時(也是)哀慟，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提起 向外出來 從屬(它)中間當中的 從屬你們 (他)那 到於(它)那

到於(它)工作 到於(它)那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實施行使了的。
[不同標點][不同讀法]

並且 你們 (他們)現在已經被促使為自大張狂了的 你們現在持續是。/？ 並且 豈不是呢註1 更特別尤其地

你們那時(也是)哀慟，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提起 向外出來 從屬(它)中間當中的 從屬你們 (他)那 到於(它)那

到於(它)工作 到於(它)那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實施行使了的？
註1：真不是[若為質問=豈不是呢]。

[經文變異RT]

並且 你們 (他們)現在已經被促使為自大張狂了的 你們現在持續是， 並且 真不是 更特別尤其地

你們那時(也是)哀慟，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除去 向外出來 從屬(它)中間當中的 從屬你們 (他)那 到於(它)那

到於(它)工作 到於(它)那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行出作成了的。

林前 5:3 evgw. me.n ga,r( avpw.n tw/| sw,mati parw.n de. tw/| pneu,mati( h;dh ke,krika wj̀ parw.n to.n ou[twj tou/to
katergasa,menon\
For I verily, as absent in body, but present in spirit, have judged already, as though I were present, concerning
him that hath so done this deed,
我身子雖不在你們那裏，心卻在你們那裏，好像我親自與你們同在，已經判斷了行這事的人，

我 的確 因為， (他)現正持續是是離開不在了的 在對(它)那 在對(它)身體， (他)現正持續是是在旁邊了的 然而也

在對(它)那 在對(它)靈/風， 甚而已然如此地 我現在已經區別審斷 正如地 (他)現正持續是是在旁邊了的 到於(他)那

那同一樣式地 到於(它)那同一者 到於(他)那時(也是)讓自己作工作完成了的，
[不同標點]

我 的確 因為， (他)現正持續是是離開不在了的 在對(它)那 在對(它)身體， (他)現正持續是是在旁邊了的 然而也

在對(它)那 在對(它)靈/風， 甚而已然如此地 我現在已經區別審斷 正如地 (他)現正持續是是在旁邊了的 到於(他)那

那同一樣式地 到於(它)那同一者 到於(他)那時(也是)讓自己作工作完成了的

[經文變異RT]

我 的確 因為， 正如地 (他)現正持續是是離開不在了的 在對(它)那 在對(它)身體， (他)現正持續是是在旁邊了的

然而也 在對(它)那 在對(它)靈/風， 甚而已然如此地 我現在已經區別審斷 正如地 (他)現正持續是是在旁邊了的

到於(他)那 那同一樣式地 到於(它)那同一者 到於(他)那時(也是)讓自己作工作完成了的，

林前 5:4 evn tw/| ovno,mati tou/ kuri,ou Îhm̀w/nÐ VIhsou/ sunacqe,ntwn ùmw/n kai. tou/ evmou/ pneu,matoj su.n th/| duna,mei
tou/ kuri,ou hm̀w/n VIhsou/(
In the name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when ye are gathered together, and my spirit, with the power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就是你們聚會的時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們主耶穌的名，並用我們主耶穌的權能，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名字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我們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們)那時(也是)被聚集了的

從屬你們 並且 從屬(它)那 從屬"我" 從屬(它)靈/風 共同一起 在對(她)那 在對(她)能力權能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我們 從屬(他)耶穌，
[不同標點]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名字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我們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們)那時(也是)被聚集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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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屬你們 並且 從屬(它)那 從屬"我" 從屬(它)靈/風 共同一起 在對(她)那 在對(她)能力權能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我們 從屬(他)耶穌，
[經文變異RT][不同標點]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名字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我們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從屬(他們)那時(也是)被聚集了的 從屬你們 並且 從屬(它)那 從屬"我" 從屬(它)靈/風， 共同一起 在對(她)那

在對(她)能力權能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我們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林前 5:5 paradou/nai to.n toiou/ton tw/| Satana/| eivj o;leqron th/j sarko,j( i[na to. pneu/ma swqh/| evn th/| h̀me,ra| tou/
kuri,ouÅ
To deliver such an one unto Satan for the destruction of the flesh, that the spirit may be saved in the day of the
Lord Jesus.
要把這樣的人交給撒但，敗壞他的肉體，使他的靈魂在主耶穌的日子可以得救。

那時(也是)要去交付 到於(他)那 到於(他)那種樣 在對(他)那 在對(他)撒但 向內進入 到於(他)毀滅 從屬(她)那

從屬(她)肉體， 為要 (它)那 (它)靈/風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拯救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日子/白日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經文變異RT]

那時(也是)要去交付 到於(他)那 到於(他)那種樣 在對(他)那 在對(他)撒但 向內進入 到於(他)毀滅 從屬(她)那

從屬(她)肉體， 為要 (它)那 (它)靈/風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拯救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日子/白日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他)耶穌。

林前 5:6 Ouv kalo.n to. kau,chma ùmw/nÅ ouvk oi;date o[ti mikra. zu,mh o[lon to. fu,rama zumoi/È
Your glorying is not good. Know ye not that a little leaven leaveneth the whole lump?
你們這自誇是不好的；豈不知一點麵酵能使全團發起來麼。

不是/不 (它)美好適當的 (它)那 (它)所誇耀 從屬你們。 豈非呢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她)細微極小的

(她)酵素 到於(它)整個全部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團塊 他/她/它現在持續發酵？

林前 5:7 evkkaqa,rate th.n palaia.n zu,mhn( i[na h=te ne,on fu,rama( kaqw,j evste a;zumoi\ kai. ga.r to. pa,sca h̀mw/n
evtu,qh Cristo,jÅ
Purge out therefore the old leaven, that ye may be a new lump, as ye are unleavened. For even Christ our
passover is sacrificed for us:
你們既是無酵的麵，應當把舊酵除淨，好使你們成為新團；因為我們逾越節的羔羊基督，已經被殺獻祭了。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向外淨純 到於(她)那 到於(她)老舊的 到於(她)酵素， 為要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是 (它)新初年淺的

(它)團塊， 按照正如地 你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無酵的。 並且 因為 (它)那 (它)逾越/逾越節 從屬我們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宰殺獻祭 (他)基督；
[經文變異RT]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向外淨純 這樣 到於(她)那 到於(她)老舊的 到於(她)酵素， 為要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是

(它)新初年淺的 (它)團塊， 按照正如地 你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無酵的。 並且 因為 (它)那 (它)逾越/逾越節

從屬我們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我們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宰殺獻祭 (他)基督；
[經文變異MT]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向外淨純 到於(她)那 到於(她)老舊的 到於(她)酵素， 為要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是 (它)新初年淺的

(它)團塊， 按照正如地 你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無酵的。 並且 因為 (它)那 (它)逾越/逾越節 從屬我們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我們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宰殺獻祭 (他)基督；

林前 5:8 w[ste èorta,zwmen mh. evn zu,mh| palaia/| mhde. evn zu,mh| kaki,aj kai. ponhri,aj avllV evn avzu,moij eivlikrinei,aj
kai. avlhqei,ajÅ
Therefore let us keep the feast, not with old leaven, neither with the leaven of malice and wickedness; but with
the unleavened bread of sincerity and truth.
所以我們守這節不可用舊酵，也不可用惡毒〔或作陰毒〕邪惡的酵，只用誠實真正的無酵餅。

以致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守節期 不會/不要 在內 在對(她)酵素 在對(她)老舊的， 然而也不要 在內 在對(她)酵素

從屬(她)惡劣不好 並且 從屬(她)惡性； 但乃是 在內 在對(它們)無酵的 從屬(她)真誠清純 並且 從屬(她)真情實理。

林前 5:9 :Egraya ùmi/n evn th/| evpistolh/| mh. sunanami,gnusqai po,rnoij(
I wrote unto you in an epistle not to company with fornicators:
我先前寫信給你們說，不可與淫亂的人相交；

我那時(也是)刻寫記載 在對你們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書信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共同再向上攙雜混合

在對(他們)男娼；

林前 5:10 ouv pa,ntwj toi/j po,rnoij tou/ ko,smou tou,tou h' toi/j pleone,ktaij kai. a[rpaxin h' eivdwlola,traij( evpei.
wvfei,lete a;ra evk tou/ ko,smou evxelqei/n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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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t not altogether with the fornicators of this world, or with the covetous, or extortioners, or with idolaters; for
then must ye needs go out of the world.
此話不是指這世上一概行淫亂的，或貪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若是這樣，你們除非離開世界方可；

不是/不 乃全部必定地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男娼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從屬(他)那同一者，

甚或/或而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貪婪者 並且 在對(他們)強取劫奪的， 甚或/或而 在對(他們)偶像之事奉者；

在其上 你們當時持續積欠負債 果然如此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那時(也是)要去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經文變異RT]

並且 不是/不 乃全部必定地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男娼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從屬(他)那同一者，

甚或/或而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貪婪者， 甚或/或而 在對(他們)強取劫奪的， 甚或/或而

在對(他們)偶像之事奉者； 在其上 你們現在持續積欠負債 果然如此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那時(也是)要去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林前 5:11 nu/n de. e;graya ùmi/n mh. sunanami,gnusqai eva,n tij avdelfo.j ovnomazo,menoj h=| po,rnoj h' pleone,kthj h'
eivdwlola,trhj h' loi,doroj h' me,qusoj h' a[rpax( tw/| toiou,tw| mhde. sunesqi,einÅ
But now I have written unto you not to keep company, if any man that is called a brother be a fornicator, or
covetous, or an idolater, or a railer, or a drunkard, or an extortioner; with such an one no not to eat.
但如今我寫信給你們說，若有稱為弟兄，是行淫亂的，或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罵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

；這樣的人不可與他相交；就是與他喫飯都不可。

現在此時地 然而也 我那時(也是)刻寫記載 在對你們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共同再向上攙雜混合， 但凡若是

(他)任何什麼 (他)弟兄 (他)現正持續被題名稱呼了的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是 (他)男娼， 甚或/或而 (他)貪婪者，

甚或/或而 (他)偶像之事奉者， 甚或/或而 (他)漫罵斥責的， 甚或/或而 (他)酒徒， 甚或/或而 (他)強取劫奪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那種樣 然而也不要 現要去持續一同喫食。

林前 5:12 ti, ga,r moi tou.j e;xw kri,neinÈ ouvci. tou.j e;sw um̀ei/j kri,neteÈ
For what have I to do to judge them also that are without? do not ye judge them that are within?
因為審判教外的人與我何干；教內的人豈不是你們審判的麼；

(它)任何什麼呢 因為 在對我 到於(他們)那些 在外面地 現要去持續區別審斷？ 豈不是呢 到於(他們)那些

入內裏面地 你們 你們現在持續區別審斷？
[經文變異RT]

(它)任何什麼呢 因為 在對我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在外面地 現要去持續區別審斷？ 豈不是呢 到於(他們)那些

入內裏面地 你們 你們現在持續區別審斷？

林前 5:13 tou.j de. e;xw ò qeo.j krinei/Å evxa,rate to.n ponhro.n evx um̀w/n auvtw/nÅ
But them that are without God judgeth. Therefore put away from among yourselves that wicked person.
至於外人有神審判他們；你們應當把那惡人從你們中間趕出去。

到於(他們)那些 然而也 在外面地 (他)那 (他)神 他/她/它將要(持續)區別審斷註1。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除去 到於(他)那

到於(他)惡的 向外出來 從屬你們 從屬(他們)同一者。

註1：“他/她/它將要(持續)區別審斷”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現在持續區別審斷[字形相同,重音不同,意義不同]”。

[經文變異RT]

到於(他們)那些 然而也 在外面地 (他)那 (他)神 他/她/它將要(持續)區別審斷。 並且 你們將要(持續)除去 到於(他)那

到於(他)惡的 向外出來 從屬你們 從屬(他們)同一者。

林前 6:1 Tolma/| tij ùmw/n pra/gma e;cwn pro.j to.n e[teron kri,nesqai evpi. tw/n avdi,kwn kai. ouvci. evpi. tw/n ag̀i,wnÈ
Dare any of you, having a matter against another, go to law before the unjust, and not before the saints?
你們中間有彼此相爭的事，怎敢在不義的人面前求審，不在聖徒面前求審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斗膽冒險 (他)任何什麼 從屬你們 到於(它)事務行動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相異不同的 現要去持續被區別審斷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不義的， 並且

真不是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聖的？

林前 6:2 h' ouvk oi;date o[ti oi` a[gioi to.n ko,smon krinou/sinÈ kai. eiv evn ùmi/n kri,netai ò ko,smoj( avna,xioi, evste
krithri,wn evlaci,stwnÈ
Do ye not know that the saints shall judge the world? and if the world shall be judged by you, are ye unworthy to
judge the smallest matters?
豈不知聖徒要審判世界麼；若世界為你們所審，難道你們不配審判這最小的事麼。

甚或/或而 豈非呢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他們)那些 (他們)聖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美容妝束/世界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區別審斷？ 並且 若是 在內 在對你們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區別審斷 (他)那 (他)美容妝束/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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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不相配值得的 你們現在持續是 從屬(它們)法庭法規 從屬(它們)最微小低下的？
[經文變異RT]

豈非呢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他們)那些 (他們)聖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美容妝束/世界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區別審斷？ 並且 若是 在內 在對你們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區別審斷 (他)那 (他)美容妝束/世界，

(他們)不相配值得的 你們現在持續是 從屬(它們)法庭法規 從屬(它們)最微小低下的？

林前 6:3 ouvk oi;date o[ti avgge,louj krinou/men( mh,tige biwtika,È
Know ye not that we shall judge angels? how much more things that pertain to this life?
豈不知我們要審判天使麼，何況今生的事呢。

豈非呢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到於(他們)使者 我們將要(持續)區別審斷？ 豈更會是確實

到於(它們)有關今生的？

林前 6:4 biwtika. me.n ou=n krith,ria eva.n e;chte( tou.j evxouqenhme,nouj evn th/| evkklhsi,a|( tou,touj kaqi,zeteÈ
If then ye have judgments of things pertaining to this life, set them to judge who are least esteemed in the
church.
既是這樣，你們若有今生的事當審判，是派教會所輕看的人審判麼。

到於(它們)有關今生的 的確 這樣 到於(它們)法庭法規 但凡若是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持有，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在已經被輕視了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傳召 到於(他們)那同一者 你們現在持續就座註1？

註1：“你們現在持續就座”文法上亦可以為“你們現在就要持續就座”。

[不同標點]

到於(它們)有關今生的 的確 這樣 到於(它們)法庭法規 但凡若是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持有，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在已經被輕視了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傳召 到於(他們)那同一者 你們現在持續就座。

林前 6:5 pro.j evntroph.n ùmi/n le,gwÅ ou[twj ouvk e;ni evn um̀i/n ouvdei.j sofo,j( o]j dunh,setai diakri/nai avna. me,son
tou/ avdelfou/ auvtou/È
I speak to your shame. Is it so, that there is not a wise man among you? no, not one that shall be able to judge
between his brethren?
我說這話，是要叫你們羞恥。難道你們中間沒有一個智慧人，能審斷弟兄們的事麼。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反轉羞慚 在對你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那同一樣式地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是在其中 在內 在對你們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明智通達的， (他)這個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能夠可能 那時(也是)要去徹底分開辨明 向上到/各向上到 到於(它)中間當中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弟兄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反轉羞慚 在對你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那同一樣式地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內

在對你們 (他)明智通達的 然而也不是地 (他)一個， (他)這個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能夠可能

那時(也是)要去徹底分開辨明 向上到/各向上到 到於(它)中間當中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弟兄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MT]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反轉羞慚 在對你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那同一樣式地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是在其中 在內 在對你們 (他)明智通達的 然而也不是地 (他)一個， (他)這個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能夠可能 那時(也是)要去徹底分開辨明 向上到/各向上到 到於(它)中間當中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弟兄 從屬(他)同一者？

林前 6:6 avlla. avdelfo.j meta. avdelfou/ kri,netai kai. tou/to evpi. avpi,stwnÈ
But brother goeth to law with brother, and that before the unbelievers.
你們竟是弟兄與弟兄告狀，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

但乃是 (他)弟兄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弟兄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區別審斷， 並且 (它)那同一者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他們)不誠不信的。
[不同標點]

但乃是 (他)弟兄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弟兄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區別審斷， 並且 (它)那同一者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他們)不誠不信的？

林前 6:7 h;dh me.n Îou=nÐ o[lwj h[tthma ùmi/n evstin o[ti kri,mata e;cete meqV eàutw/nÅ dia. ti, ouvci. ma/llon avdikei/sqeÈ
dia. ti, ouvci. ma/llon avposterei/sqeÈ
Now therefore there is utterly a fault among you, because ye go to law one with another. Why do ye not rather
take wrong? why do ye not rather suffer yourselves to be defrauded?
你們彼此告狀，這已經是你們的大錯了；為甚麼不情願受欺呢；為甚麼不情願喫虧呢。

甚而已然如此地 的確 這樣 整個全部地 (它)虧缺損失 在對你們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是這樣 到於(它們)審案判決

你們現在持續持有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同一者自己。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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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特別尤其地 你們現在持續被行不義？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真不是 更特別尤其地

你們現在持續被剝奪虧負？
[經文變異RT]

甚而已然如此地 的確 這樣 整個全部地 (它)虧缺損失 在內 在對你們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是這樣

到於(它們)審案判決 你們現在持續持有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同一者自己。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真不是 更特別尤其地 你們現在持續被行不義？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真不是 更特別尤其地 你們現在持續被剝奪虧負？

林前 6:8 avlla. ùmei/j avdikei/te kai. avposterei/te( kai. tou/to avdelfou,jÅ
Nay, ye do wrong, and defraud, and that your brethren.
你們倒是欺壓人，虧負人，況且所欺壓所虧負的就是弟兄。

但乃是 你們 你們現在持續行不義， 並且 你們現在持續剝奪虧負， 並且 (它)那同一者 到於(他們)弟兄。
[經文變異RT]

但乃是 你們 你們現在持續行不義， 並且 你們現在持續剝奪虧負， 並且 (它們)那同一者 到於(他們)弟兄。

林前 6:9 h' ouvk oi;date o[ti a;dikoi qeou/ basilei,an ouv klhronomh,sousinÈ mh. plana/sqe\ ou;te po,rnoi ou;te
eivdwlola,trai ou;te moicoi. ou;te malakoi. ou;te avrsenokoi/tai
Know ye not that the unrighteous shall not inherit the kingdom of God? Be not deceived: neither fornicators, nor
idolaters, nor adulterers, nor effeminate, nor abusers of themselves with mankind,
你們豈不知，不義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國麼。不要自欺；無論是淫亂的，拜偶像的，姦淫的，作孌童的，親男色的

，

甚或/或而 豈非呢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他們)不義的 從屬(他)神 到於(她)王權國度 不是/不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行承受產業？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被有迷途錯謬； 並不/又不 (他們)男娼， 並不/又不

(他們)偶像之事奉者， 並不/又不 (他們)姦夫， 並不/又不 (他們)柔細嬌弱的， 並不/又不 (他們)與男子睡臥者，
[經文變異RT]

甚或/或而 豈非呢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他們)不義的 到於(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神 不是/不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行承受產業？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被有迷途錯謬； 並不/又不 (他們)男娼， 並不/又不

(他們)偶像之事奉者， 並不/又不 (他們)姦夫， 並不/又不 (他們)柔細嬌弱的， 並不/又不 (他們)與男子睡臥者，

林前 6:10 ou;te kle,ptai ou;te pleone,ktai( ouv me,qusoi( ouv loi,doroi( ouvc a[rpagej basilei,an qeou/
klhronomh,sousinÅ
Nor thieves, nor covetous, nor drunkards, nor revilers, nor extortioners, shall inherit the kingdom of God.
偷竊的，貪婪的，醉酒的，辱罵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國。

並不/又不 (他們)竊賊， 並不/又不 (他們)貪婪者， 不是/不 (他們)酒徒， 不是/不 (他們)漫罵斥責的， 不是/不

(他們)強取劫奪的 到於(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神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行承受產業。
[經文變異RT]

並不/又不 (他們)竊賊， 並不/又不 (他們)貪婪者， 並不/又不 (他們)酒徒， 不是/不 (他們)漫罵斥責的， 不是/不

(他們)強取劫奪的， 到於(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神 不是/不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行承受產業。
[經文變異MT]

並不/又不 (他們)貪婪者， 並不/又不 (他們)竊賊， 並不/又不 (他們)酒徒， 不是/不 (他們)漫罵斥責的， 不是/不

(他們)強取劫奪的， 到於(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神 不是/不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行承受產業。

林前 6:11 kai. tau/ta, tinej h=te\ avlla. avpelou,sasqe( avlla. h̀gia,sqhte( avlla. evdikaiw,qhte evn tw/| ovno,mati tou/
kuri,ou VIhsou/ Cristou/ kai. evn tw/| pneu,mati tou/ qeou/ hm̀w/nÅ
And such were some of you: but ye are washed, but ye are sanctified, but ye are justified in the name of the
Lord Jesus, and by the Spirit of our God.
你們中間也有人從前是這樣；但如今你們奉主耶穌基督的名，並藉著我們神的靈，已經洗淨，成聖稱義了。

並且 (它們)那同一者 (他們)任何什麼 你們當時持續是； 但乃是 你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從那裏洗滌淨身離開，

但乃是 你們那時(也是)被使成聖， 但乃是 你們那時(也是)被稱為公義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名字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並且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靈/風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從屬我們。
[經文變異RT]

並且 (它們)那同一者 (他們)任何什麼 你們當時持續是； 但乃是 你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從那裏洗滌淨身離開，

但乃是 你們那時(也是)被使成聖， 但乃是 你們那時(也是)被稱為公義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名字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他)耶穌 並且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靈/風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從屬我們。
[經文變異WH]

並且 (它們)那同一者 (他們)任何什麼 你們當時持續是； 但乃是 你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從那裏洗滌淨身離開，

但乃是 你們那時(也是)被使成聖， 但乃是 你們那時(也是)被稱為公義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名字 從屬(他)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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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屬(他)主人 從屬我們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並且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靈/風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從屬我們。

林前 6:12 Pa,nta moi e;xestin avllV ouv pa,nta sumfe,reiÅ pa,nta moi e;xestin avllV ouvk evgw. evxousiasqh,somai ùpo,
tinojÅ
All things are lawful unto me, but all things are not expedient: all things are lawful for me, but I will not be
brought under the power of any.
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處。凡事我都可行，但無論那一件，我總不受他的轄制。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我 他/她/它現在持續合乎法理[非人稱用法]， 但乃是 不是/不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一起負載攜帶/輕省有益；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我 他/她/它現在持續合乎法理[非人稱用法]，

但乃是 不是/不 我 我將要(持續)被使有權柄掌握 <在底下>被從 從屬(它)任何什麼。

林前 6:13 ta. brw,mata th/| koili,a| kai. h` koili,a toi/j brw,masin( ò de. qeo.j kai. tau,thn kai. tau/ta katargh,seiÅ to.
de. sw/ma ouv th/| pornei,a| avlla. tw/| kuri,w|( kai. ò ku,rioj tw/| sw,mati\
Meats for the belly, and the belly for meats: but God shall destroy both it and them. Now the body is not for
fornication, but for the Lord; and the Lord for the body.
食物是為肚腹，肚腹是為食物；但神要叫這兩樣都廢壞。身子不是為淫亂，乃是為主；主也是為身子；

(它們)那些 (它們)食物 在對(她)那 在對(她)腹腔， 並且 (她)那 (她)腹腔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食物； (他)那

然而也 (他)神 並且 到於(她)那同一者 並且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使完全閒散停頓。 (它)那

然而也 (它)身體 不是/不 在對(她)那 在對(她)通奸淫行， 但乃是 在對(他)那 在對(他)主人； 並且 (他)那 (他)主人

在對(它)那 在對(它)身體；

林前 6:14 ò de. qeo.j kai. to.n ku,rion h;geiren kai. hm̀a/j evxegerei/ dia. th/j duna,mewj auvtou/Å
And God hath both raised up the Lord, and will also raise up us by his own power.
並且神已經叫主復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們復活。

(他)那 然而也 (他)神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主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喚醒起來， 並且 到於我們

他/她/它將要(持續)向外喚醒起來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能力權能 從屬(他)同一者。

林前 6:15 ouvk oi;date o[ti ta. sw,mata ùmw/n me,lh Cristou/ evstinÈ a;raj ou=n ta. me,lh tou/ Cristou/ poih,sw po,rnhj
me,lhÈ mh. ge,noitoÅ
Know ye not that your bodies are the members of Christ? shall I then take the members of Christ, and make
them the members of an harlot? God forbid.
豈不知你們的身子是基督的肢體麼；我可以將基督的肢體作為娼妓的肢體麼；斷乎不可。

豈非呢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它們)那些 (它們)身體 從屬你們 (它們)肢體 從屬(他)基督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時(也是)提起了的 這樣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肢體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我那時(也是)應該行出作成註1
從屬(她)娼妓 到於(它們)肢體？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可以讓自己生發成為。

註1：“我那時(也是)應該行出作成”文法上亦可以為“我將要(持續)行出作成”。

林前 6:16 Îh'Ð ouvk oi;date o[ti ò kollw,menoj th/| po,rnh| e]n sw/ma, evstinÈ :Esontai ga,r( fhsi,n( oi` du,o eivj sa,rka
mi,anÅ
What? know ye not that he which is joined to an harlot is one body? for two, saith he, shall be one flesh.
豈不知與娼妓聯合的，便是與他成為一體麼；因為主說：『二人要成為一體。』

甚或/或而 豈非呢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他)那 (他)現正持續被貼近連合了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娼妓

(它)一個 (它)身體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是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宣稱傳講， (他們)那些

(他們)二個/兩個 向內進入 到於(她)肉體 到於(她)一個/第一。

林前 6:17 ò de. kollw,menoj tw/| kuri,w| e]n pneu/ma, evstinÅ
But he that is joined unto the Lord is one spirit.
但與主聯合的，便是與主成為一靈。

(他)那 然而也 (他)現正持續被貼近連合了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主人 (它)一個 (它)靈/風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林前 6:18 feu,gete th.n pornei,anÅ pa/n am̀a,rthma o] eva.n poih,sh| a;nqrwpoj evkto.j tou/ sw,mato,j evstin\ ò de.
porneu,wn eivj to. i;dion sw/ma àmarta,neiÅ
Flee fornication. Every sin that a man doeth is without the body; but he that committeth fornication sinneth
against his own body.
你們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無論甚麼罪，都在身子以外；惟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逃離走避 到於(她)那 到於(她)通奸淫行。 (它)所有每一個的 (它)所犯之罪 到於(它)這個 但凡若是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行出作成 (他)人， 為外面地 從屬(它)那 從屬(它)身體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然而也

(他)現正持續行賣淫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私人個別的 到於(它)身體 他/她/它現在持續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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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前 6:19 h' ouvk oi;date o[ti to. sw/ma um̀w/n nao.j tou/ evn ùmi/n àgi,ou pneu,mato,j evstin ou- e;cete avpo. qeou/( kai. ouvk
evste. èautw/nÈ
What? know ye not that your body is the temple of the Holy Ghost which is in you, which ye have of God, and ye
are not your own?
豈不知你們的身子就是聖靈的殿麼；這聖靈是從神而來，住在你們裏頭的；並且你們不是自己的人；

甚或/或而 豈非呢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它)那 (它)身體 從屬你們 (他)殿宇 從屬(它)那 在內 在對你們

從屬(它)聖的 從屬(它)靈/風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從屬(它)這個 你們現在持續持有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神， 並且

不是/不 你們現在持續是 從屬(他們)同一者自己？

林前 6:20 hvgora,sqhte ga.r timh/j\ doxa,sate dh. to.n qeo.n evn tw/| sw,mati ùmw/nÅ
For ye are bought with a price: therefore glorify God in your body, and in your spirit, which are God's.
因為你們是重價買來的；所以要在你們的身子上榮耀神。

你們那時(也是)被購買 因為 從屬(她)珍貴價值；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歸榮耀 必然如此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身體 從屬你們。
[經文變異RT]

你們那時(也是)被購買 因為 從屬(她)珍貴價值；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歸榮耀 必然如此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身體 從屬你們， 並且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靈/風 從屬你們， (它們)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林前 7:1 Peri. de. w-n evgra,yate( kalo.n avnqrw,pw| gunaiko.j mh. a[ptesqai\
Now concerning the things whereof ye wrote unto me: It is good for a man not to touch a woman.
論到你們信上所提的事，我說男不近女倒好。

<在周圍>關於 然而也 從屬(它們)這些個 你們那時(也是)刻寫記載， (它)美好適當的 在對(他)人 從屬(她)女人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觸摸連接；
[經文變異RT]

<在周圍>關於 然而也 從屬(它們)這些個 你們那時(也是)刻寫記載 在對我， (它)美好適當的 在對(他)人 從屬(她)女人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觸摸連接；

林前 7:2 dia. de. ta.j pornei,aj e[kastoj th.n èautou/ gunai/ka evce,tw kai. ek̀a,sth to.n i;dion a;ndra evce,twÅ
Nevertheless, to avoid fornication, let every man have his own wife, and let every woman have her own
husband.
但要免淫亂的事，男子當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當各有自己的丈夫。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然而也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通奸淫行 (他)各個的 到於(她)那 從屬(他)同一者自己

到於(她)女人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持有， 並且 (她)各個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私人個別的 到於(他)男人/丈夫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持有。

林前 7:3 th/| gunaiki. ò avnh.r th.n ovfeilh.n avpodido,tw( òmoi,wj de. kai. h` gunh. tw/| avndri,Å
Let the husband render unto the wife due benevolence: and likewise also the wife unto the husband.
丈夫當用合宜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

在對(她)那 在對(她)女人 (他)那 (他)男人/丈夫 到於(她)那 到於(她)負債積欠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從那裏給與；

具同樣相同地 然而也 並且 (她)那 (她)女人 在對(他)那 在對(他)男人/丈夫。
[經文變異RT]

在對(她)那 在對(她)女人 (他)那 (他)男人/丈夫 到於(她)那 到於(她)現正持續被積欠負債了的 到於(她)和善好意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從那裏給與； 具同樣相同地 然而也 並且 (她)那 (她)女人 在對(他)那 在對(他)男人/丈夫。

林前 7:4 h` gunh. tou/ ivdi,ou sw,matoj ouvk evxousia,zei avlla. ò avnh,r( òmoi,wj de. kai. ò avnh.r tou/ ivdi,ou sw,matoj ouvk
evxousia,zei avlla. h` gunh,Å
The wife hath not power of her own body, but the husband: and likewise also the husband hath not power of his
own body, but the wife.
妻子沒有權柄主張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沒有權柄主張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

(她)那 (她)女人 從屬(它)那 從屬(它)私人個別的 從屬(它)身體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使有權柄掌握， 但乃是

(他)那 (他)男人/丈夫； 具同樣相同地 然而也 並且 (他)那 (他)男人/丈夫 從屬(它)那 從屬(它)私人個別的

從屬(它)身體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使有權柄掌握， 但乃是 (她)那 (她)女人。

林前 7:5 mh. avposterei/te avllh,louj( eiv mh,ti a'n evk sumfw,nou pro.j kairo,n( i[na scola,shte th/| proseuch/| kai.
pa,lin evpi. to. auvto. h=te( i[na mh. peira,zh| ùma/j ò Satana/j dia. th.n avkrasi,an ùmw/nÅ
Defraud ye not one the other, except it be with consent for a time, that ye may give yourselves to fasting and
prayer; and come together again, that Satan tempt you not for your incontin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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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不可彼此虧負，除非兩相情願，暫時分房，為要專心禱告方可；以後仍要同房，免得撒但趁著你們情不自禁

，引誘你們。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剝奪虧負 到於(他們)彼此， 若是 豈會是呢 但凡 向外出來 從屬(它)聲音一致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場合時節， 為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使有閒暇空閒 在對(她)那 在對(她)求告祈禱； 並且

重新又再地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同一者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是， 為要 不會/不要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使有探測試驗 到於你們 (他)那 (他)撒但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她)那 到於(她)無法自制

從屬你們。
[經文變異RT]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剝奪虧負 到於(他們)彼此， 若是 豈會是呢 但凡 向外出來 從屬(它)聲音一致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場合時節， 為要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使有閒暇空閒 在對(她)那 在對(她)禁食 並且

在對(她)那 在對(她)求告祈禱； 並且 重新又再地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同一者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讓自己/被共同到來前往， 為要 不會/不要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使有探測試驗 到於你們 (他)那

(他)撒但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她)那 到於(她)無法自制 從屬你們。

林前 7:6 tou/to de. le,gw kata. suggnw,mhn ouv katV evpitagh,nÅ
But I speak this by permission, and not of commandment.
我說這話，原是准你們的，不是命你們的。

到於(它)那同一者 然而也 我現在持續道說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共識同意， 不是/不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指令規定。

林前 7:7 qe,lw de. pa,ntaj avnqrw,pouj ei=nai wj̀ kai. evmauto,n\ avlla. e[kastoj i;dion e;cei ca,risma evk qeou/( ò me.n
ou[twj( ò de. ou[twjÅ
For I would that all men were even as I myself. But every man hath his proper gift of God, one after this manner,
and another after that.
我願意眾人像我一樣；只是各人領受神的恩賜，一個是這樣，一個是那樣。

我現在持續定意 然而也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們)人 現要去持續是 正如地 並且 到於(他)我自己；

但乃是 (他)各個的 到於(它)私人個別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它)恩賜 向外出來 從屬(他)神， (他)那 的確

那同一樣式地， (他)那 然而也 那同一樣式地。
[經文變異RT]

我現在持續定意 因為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們)人 現要去持續是 正如地 並且 到於(他)我自己； 但乃是

(他)各個的 到於(它)私人個別的 到於(它)恩賜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向外出來 從屬(他)神， (他)那 的確

那同一樣式地， (他)那 然而也 那同一樣式地。

林前 7:8 Le,gw de. toi/j avga,moij kai. tai/j ch,raij( kalo.n auvtoi/j eva.n mei,nwsin wj̀ kavgw,\
I say therefore to the unmarried and widows, It is good for them if they abide even as I.
我對著沒有嫁娶的和寡婦說，若他們常像我就好。

我現在持續道說 然而也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未婚之人 並且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寡婦， (它)美好適當的

在對(他們)同一者， 但凡若是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停留持守 正如地 並且我；
[經文變異RT]

我現在持續道說 然而也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未婚之人 並且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寡婦， (它)美好適當的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但凡若是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停留持守 正如地 並且我；

林前 7:9 eiv de. ouvk evgkrateu,ontai( gamhsa,twsan( krei/tton ga,r evstin gamh/sai h' purou/sqaiÅ
But if they cannot contain, let them marry: for it is better to marry than to burn.
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與其慾火攻心，倒不如嫁娶為妙。

若是 然而也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行主控自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就要結婚娶嫁； (它)更優秀的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那時(也是)要去結婚娶嫁 甚或/或而 現要去持續被用火燒。
[經文變異WH]

若是 然而也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行主控自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就要結婚娶嫁； (它)更優秀的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現要去持續結婚娶嫁 甚或/或而 現要去持續被用火燒。

林前 7:10 toi/j de. gegamhko,sin paragge,llw( ouvk evgw. avlla. ò ku,rioj( gunai/ka avpo. avndro.j mh. cwrisqh/nai(
And unto the married I command, yet not I, but the Lord, Let not the wife depart from her husband:
至於那已經嫁娶的，我吩咐他們，其實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說：妻子不可離開丈夫。

在對(他們)那些 然而也 在對(他們)現在已經結婚娶嫁了的 我現在持續命令吩咐， 不是/不 我， 但乃是 (他)那

(他)主人， 到於(她)女人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男人/丈夫 不會/不要 那時(也是)要去被分離隔開；

林前 7:11 & eva.n de. kai. cwrisqh/|( mene,tw a;gamoj h' tw/| avndri. katallagh,tw( & kai. a;ndra gunai/ka mh. avfie,naiÅ
But and if she depart, let her remain unmarried, or be reconciled to her husband: and let not the husband 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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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ay his wife.
若是離開了，不可再嫁；或是仍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離棄妻子。

但凡若是 然而也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分離隔開註1，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停留持守 (她)未婚之人，

甚或/或而 在對(他)那 在對(他)男人/丈夫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被改正復和； 並且 到於(他)男人/丈夫 到於(她)女人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任憑釋放離開。

註1：“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分離隔開”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分離隔開”。

林前 7:12 Toi/j de. loipoi/j le,gw evgw. ouvc ò ku,rioj\ ei; tij avdelfo.j gunai/ka e;cei a;piston kai. au[th suneudokei/
oivkei/n metV auvtou/( mh. avfie,tw auvth,n\
But to the rest speak I, not the Lord: If any brother hath a wife that believeth not, and she be pleased to dwell
with him, let him not put her away.
我對其餘的人說，不是主說：倘若某弟兄有不信的妻子，妻子也情願和他同住，他就不要離棄妻子。

在對(他們)那些 然而也 在對(他們)其餘的 我現在持續道說 我， 不是/不 (他)那 (他)主人， 若是 (他)任何什麼

(他)弟兄 到於(她)女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不誠不信的， 並且 (她)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共同歡愉認可 現要去持續住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同一者， 不會/不要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任憑釋放離開 到於(她)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在對(他們)那些 然而也 在對(他們)其餘的 我 我現在持續道說， 不是/不 (他)那 (他)主人， 若是 (他)任何什麼

(他)弟兄 到於(她)女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不誠不信的， 並且 (她)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共同歡愉認可 現要去持續住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同一者， 不會/不要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任憑釋放離開 到於(她)同一者；

林前 7:13 kai. gunh. ei; tij e;cei a;ndra a;piston kai. ou-toj suneudokei/ oivkei/n metV auvth/j( mh. avfie,tw to.n a;ndraÅ
And the woman which hath an husband that believeth not, and if he be pleased to dwell with her, let her not
leave him.
妻子有不信的丈夫，丈夫也情願和他同住，他就不要離棄丈夫。

並且 (她)女人 若是 (她)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他)男人/丈夫 到於(他)不誠不信的， 並且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共同歡愉認可 現要去持續住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同一者， 不會/不要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任憑釋放離開 到於(他)那 到於(他)男人/丈夫。
[經文變異RT]

並且 (她)女人 (她)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他)男人/丈夫 到於(他)不誠不信的， 並且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共同歡愉認可 現要去持續住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同一者， 不會/不要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任憑釋放離開 到於(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WH]

並且 (她)女人 (她)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他)男人/丈夫 到於(他)不誠不信的， 並且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共同歡愉認可 現要去持續住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同一者， 不會/不要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任憑釋放離開 到於(他)那 到於(他)男人/丈夫。

林前 7:14 hg̀i,astai ga.r ò avnh.r ò a;pistoj evn th/| gunaiki. kai. h̀gi,astai h` gunh. h` a;pistoj evn tw/| avdelfw/|\ evpei.
a;ra ta. te,kna ùmw/n avka,qarta, evstin( nu/n de. a[gia, evstinÅ
For the unbelieving husband is sanctified by the wife, and the unbelieving wife is sanctified by the husband: else
were your children unclean; but now are they holy.
因為不信的丈夫，就因著妻子成了聖潔；並且不信的妻子，就因著丈夫成了聖潔；〔丈夫原文作弟兄〕不然，你

們的兒女就不潔淨；但如今他們是聖潔的了。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使成聖 因為 (他)那 (他)男人/丈夫 (他)那 (他)不誠不信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女人， 並且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使成聖 (她)那 (她)女人 (她)那 (她)不誠不信的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弟兄； 在其上

果然如此 (它們)那些 (它們)孩子 從屬你們 (它們)污穢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現在此時地 然而也 (它們)聖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使成聖 因為 (他)那 (他)男人/丈夫 (他)那 (他)不誠不信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女人， 並且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使成聖 (她)那 (她)女人 (她)那 (她)不誠不信的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男人/丈夫； 在其上

果然如此 (它們)那些 (它們)孩子 從屬你們 (它們)污穢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現在此時地 然而也 (它們)聖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林前 7:15 eiv de. ò a;pistoj cwri,zetai( cwrize,sqw\ ouv dedou,lwtai ò avdelfo.j h' h` avdelfh. evn toi/j toiou,toij\ evn
de. eivrh,nh| ke,klhken ùma/j ò qeo,jÅ
But if the unbelieving depart, let him depart. A brother or a sister is not under bondage in such cases: but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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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th called us to peace.
倘若那不信的人要離去，就由他離去罷；無論是弟兄，是姐妹，遇著這樣的事，都不必拘束；神召我們原是要我

們和睦。

若是 然而也 (他)那 (他)不誠不信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分離隔開註1，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被分離隔開；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促使成奴僕 (他)那 (他)弟兄 甚或/或而 (她)那 (她)姊妹 在內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那種樣； 在內 然而也 在對(她)和平安寧 他/她/它現在已經促請召喚 到於你們 (他)那 (他)神。

註1：“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分離隔開”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現在持續被分離隔開”。

[經文變異RT]

若是 然而也 (他)那 (他)不誠不信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分離隔開，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被分離隔開；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促使成奴僕 (他)那 (他)弟兄 甚或/或而 (她)那 (她)姊妹 在內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那種樣；

在內 然而也 在對(她)和平安寧 他/她/它現在已經促請召喚 到於我們 (他)那 (他)神。

林前 7:16 ti, ga.r oi=daj( gu,nai( eiv to.n a;ndra sw,seijÈ h' ti, oi=daj( a;ner( eiv th.n gunai/ka sw,seijÈ
For what knowest thou, O wife, whether thou shalt save thy husband? or how knowest thou, O man, whether
thou shalt save thy wife?
你這作妻子的，怎麼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這作丈夫的，怎麼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因為 你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阿,(她)女人， 若是 到於(他)那 到於(他)男人/丈夫

你將要(持續)拯救？ 甚或/或而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阿,(他)男人/丈夫， 若是 到於(她)那

到於(她)女人 你將要(持續)拯救？

林前 7:17 Eiv mh. èka,stw| wj̀ evme,risen ò ku,rioj( e[kaston ẁj ke,klhken ò qeo,j( ou[twj peripatei,twÅ kai. ou[twj evn
tai/j evkklhsi,aij pa,saij diata,ssomaiÅ
But as God hath distributed to every man, as the Lord hath called every one, so let him walk. And so ordain I in
all churches.
只要照主所分給各人的，和神所召各人的而行。我吩咐各教會都是這樣。

若是 不會/不要 在對(他)各個的 正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分開 (他)那 (他)主人， 到於(他)各個的 正如地

他/她/它現在已經促請召喚 (他)那 (他)神， 那同一樣式地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來往昂然踏行。 並且 那同一樣式地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傳召 在對(她們)所有每一個的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制定定規。
[經文變異RT]

若是 不會/不要 在對(他)各個的 正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分開 (他)那 (他)神， 到於(他)各個的 正如地

他/她/它現在已經促請召喚 (他)那 (他)主人， 那同一樣式地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來往昂然踏行。 並且

那同一樣式地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傳召 在對(她們)所有每一個的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制定定規。
[經文變異WH]

若是 不會/不要 在對(他)各個的 正如地 他/她/它現在已經分開 (他)那 (他)主人， 到於(他)各個的 正如地

他/她/它現在已經促請召喚 (他)那 (他)神， 那同一樣式地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來往昂然踏行。 並且 那同一樣式地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傳召 在對(她們)所有每一個的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制定定規。

林前 7:18 peritetmhme,noj tij evklh,qh( mh. evpispa,sqw\ evn avkrobusti,a| ke,klhtai, tij( mh. peritemne,sqwÅ
Is any man called being circumcised? let him not become uncircumcised. Is any called in uncircumcision? let
him not be circumcised.
有人已受割禮蒙召呢，就不要廢割禮；有人未受割禮蒙召呢，就不要受割禮。

(他)現在已經被行割禮了的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促請召喚？ 不會/不要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拉包皮以去除割禮記號。 在內 在對(她)未受割禮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促請召喚

(他)任何什麼？ 不會/不要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被行割禮。
[經文變異RT]

(他)現在已經被行割禮了的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促請召喚？ 不會/不要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拉包皮以去除割禮記號。 在內 在對(她)未受割禮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促請召喚？ 不會/不要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被行割禮。

林前 7:19 h` peritomh. ouvde,n evstin kai. h` avkrobusti,a ouvde,n evstin( avlla. th,rhsij evntolw/n qeou/Å
Circumcision is nothing, and uncircumcision is nothing, but the keeping of the commandments of God.
受割禮算不得甚麼，不受割禮也算不得甚麼，只要守神的誡命就是了。

(她)那 (她)割禮 (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並且 (她)那 (她)未受割禮 (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但乃是 (她)行看護守衛 從屬(她們)誡律命令 從屬(他)神。

林前 7:20 e[kastoj evn th/| klh,sei h-| evklh,qh( evn tau,th| mene,twÅ
Let every man abide in the same calling wherein he was called.
各人蒙召的時候是甚麼身分，仍要守住這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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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各個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促請召喚 在對(她)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促請召喚， 在內 在對(她)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停留持守。

林前 7:21 dou/loj evklh,qhj( mh, soi mele,tw\ avllV eiv kai. du,nasai evleu,qeroj gene,sqai( ma/llon crh/saiÅ
Art thou called being a servant? care not for it: but if thou mayest be made free, use it rather.
你是作奴隸蒙召的麼，不要因此憂慮；若能以自由，就求自由更好。

(他)奴僕 你那時(也是)被促請召喚？ 不會/不要 在對你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留意顧念[非人稱用法]； 但乃是 若是

並且 你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他)自由自主的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生發成為， 更特別尤其地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提供使用。

林前 7:22 ò ga.r evn kuri,w| klhqei.j dou/loj avpeleu,qeroj kuri,ou evsti,n( òmoi,wj ò evleu,qeroj klhqei.j dou/lo,j evstin
Cristou/Å
For he that is called in the Lord, being a servant, is the Lord's freeman: likewise also he that is called, being free,
is Christ's servant.
因為作奴僕蒙召於主的，就是主所釋放的人；作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僕。

(他)那 因為 在內 在對(他)主人 (他)那時(也是)被促請召喚了的 (他)奴僕 (他)解放自由自主之人 從屬(他)主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具同樣相同地 (他)那 (他)自由自主的 (他)那時(也是)被促請召喚了的 (他)奴僕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從屬(他)基督。
[經文變異RT]

(他)那 因為 在內 在對(他)主人 (他)那時(也是)被促請召喚了的 (他)奴僕 (他)解放自由自主之人 從屬(他)主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具同樣相同地 並且 (他)那 (他)自由自主的 (他)那時(也是)被促請召喚了的 (他)奴僕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從屬(他)基督。

林前 7:23 timh/j hvgora,sqhte\ mh. gi,nesqe dou/loi avnqrw,pwnÅ
Ye are bought with a price; be not ye the servants of men.
你們是重價買來的；不要作人的奴僕。

從屬(她)珍貴價值 你們那時(也是)被購買；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他們)奴僕 從屬(他們)人。

林前 7:24 e[kastoj evn w-| evklh,qh( avdelfoi,( evn tou,tw| mene,tw para. qew/|Å
Brethren, let every man, wherein he is called, therein abide with God.
弟兄們，你們各人蒙召的時候是甚麼身分，仍要在神面前守住這身分。

(他)各個的 在內 在對(它)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促請召喚， 阿,(他們)弟兄， 在內 在對(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停留持守 <在旁邊>在旁邊 在對(他)神。
[經文變異RT]

(他)各個的 在內 在對(它)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促請召喚， 阿,(他們)弟兄， 在內 在對(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停留持守 <在旁邊>在旁邊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林前 7:25 Peri. de. tw/n parqe,nwn evpitagh.n kuri,ou ouvk e;cw( gnw,mhn de. di,dwmi ẁj hvlehme,noj ùpo. kuri,ou
pisto.j ei=naiÅ
Now concerning virgins I have no commandment of the Lord: yet I give my judgment, as one that hath obtained
mercy of the Lord to be faithful.
論到童身的人，我沒有主的命令，但我既蒙主憐恤，能作忠心的人，就把自己的意見告訴你們。

<在周圍>關於 然而也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童身處女 到於(她)指令規定 從屬(他)主人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意見看法 然而也 我現在持續給與 正如地 (他)現在已經被發憐憫慈悲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主人 (他)誠且信的 現要去持續是。

林前 7:26 Nomi,zw ou=n tou/to kalo.n up̀a,rcein dia. th.n evnestw/san avna,gkhn( o[ti kalo.n avnqrw,pw| to. ou[twj ei=naiÅ
I suppose therefore that this is good for the present distress, I say, that it is good for a man so to be.
因現今的艱難，據我看來，人不如守素安常纔好。

我現在持續視成慣例而認定 這樣 到於(它)那同一者 到於(它)美好適當的 現要去持續源屬具有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她)那 到於(她)現在已經臨到了的 到於(她)迫切需要， 是這樣 (它)美好適當的 在對(他)人 (它)那 那同一樣式地

現要去持續是。

林前 7:27 de,desai gunaiki,( mh. zh,tei lu,sin\ le,lusai avpo. gunaiko,j( mh. zh,tei gunai/kaÅ
Art thou bound unto a wife? seek not to be loosed. Art thou loosed from a wife? seek not a wife.
你有妻子纏著呢，就不要求脫離；你沒有妻子纏著呢，就不要求妻子。

你現在已經被拴綁 在對(她)女人？ 不會/不要 你現在就要持續探索尋求 到於(她)鬆綁脫解。 你現在已經被鬆綁脫解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女人？ 不會/不要 你現在就要持續探索尋求 到於(她)女人。

林前 7:28 eva.n de. kai. gamh,sh|j( ouvc h[martej\ kai. eva.n gh,mh| h` parqe,noj( ouvc h[martenÅ qli/yin de. th/| sarki.
e[xousin oì toiou/toi( evgw. de. ùmw/n fei,domai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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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and if thou marry, thou hast not sinned; and if a virgin marry, she hath not sinned. Nevertheless such shall
have trouble in the flesh: but I spare you.
你若娶妻，並不是犯罪；處女若出嫁，也不是犯罪；然而這等人肉身必受苦難；我卻願意你們免這苦難。

但凡若是 然而也 並且 你那時(也是)應該結婚娶嫁， 不是/不 你那時(也是)犯罪； 並且 但凡若是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結婚娶嫁 (她)那 (她)童身處女，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犯罪； 到於(她)壓迫患難 然而也

在對(她)那 在對(她)肉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持有 (他們)那些 (他們)那種樣； 我 然而也 從屬你們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憐惜寬免。

林前 7:29 tou/to de, fhmi( avdelfoi,( o` kairo.j sunestalme,noj evsti,n\ to. loipo,n( i[na kai. oi` e;contej gunai/kaj wj̀
mh. e;contej w=sin
But this I say, brethren, the time is short: it remaineth, that both they that have wives be as though they had
none;
弟兄們，我對你們說，時候減少了；從此以後，那有妻子的，要像沒有妻子；

到於(它)那同一者 然而也 我現在持續是宣稱傳講， 阿,(他們)弟兄， (他)那 (他)場合時節

(他)現在已經被包裹減縮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到於(它)那 到於(它)此後的/此外的， 為要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們)女人 正如地 不會/不要 (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到於(它)那同一者 然而也 我現在持續是宣稱傳講， 阿,(他們)弟兄， (他)那 (他)場合時節

(他)現在已經被包裹減縮了的； (它)那 (它)此後的/此外的註1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為要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們)女人 正如地 不會/不要 (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是；

註1：“到於(它)那 到於(它)此後的/此外的”文法上亦可以為“(它)那 (它)此後的/此外的”。

[經文變異Scrivener]

到於(它)那同一者 然而也 我現在持續是宣稱傳講， 阿,(他們)弟兄， 是這樣 (他)那 (他)場合時節

(他)現在已經被包裹減縮了的； (它)那 (它)此後的/此外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為要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們)女人 正如地 不會/不要 (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是；

林前 7:30 kai. oì klai,ontej wj̀ mh. klai,ontej kai. oi` cai,rontej wj̀ mh. cai,rontej kai. oi` avgora,zontej wj̀ mh.
kate,contej(
And they that weep, as though they wept not; and they that rejoice, as though they rejoiced not; and they that
buy, as though they possessed not;
哀哭的，要像不哀哭；快樂的，要像不快樂，置買的，要像無有所得；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哭泣哀號了的 正如地 不會/不要 (他們)現正持續哭泣哀號了的；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歡喜安樂了的 正如地 不會/不要 (他們)現正持續歡喜安樂了的；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購買了的 正如地 不會/不要 (他們)現正持續持住了的；

林前 7:31 kai. oì crw,menoi to.n ko,smon ẁj mh. katacrw,menoi\ para,gei ga.r to. sch/ma tou/ ko,smou tou,touÅ
And they that use this world, as not abusing it: for the fashion of this world passeth away.
用世物的，要像不用世物；因為這世界的樣子將要過去了。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提供使用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美容妝束/世界 正如地 不會/不要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過度使用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在旁邊經過 因為 (它)那 (它)風格樣式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從屬(他)那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提供使用了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美容妝束/世界 在對(他)那同一者 正如地

不會/不要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過度使用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在旁邊經過 因為 (它)那 (它)風格樣式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從屬(他)那同一者。

林前 7:32 qe,lw de. ùma/j avmeri,mnouj ei=naiÅ ò a;gamoj merimna/| ta. tou/ kuri,ou( pw/j avre,sh| tw/| kuri,w|\
But I would have you without carefulness. He that is unmarried careth for the things that belong to the Lord, how
he may please the Lord:
我願你們無所挂慮。沒有娶妻的，是為主的事挂慮，想怎樣叫主喜悅。

我現在持續定意 然而也 到於你們 到於(他們)沒有分心掛慮的 現要去持續是。 (他)那 (他)未婚之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有分心掛慮 到於(它們)那些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怎樣如何地呢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取悅

在對(他)那 在對(他)主人；

林前 7:33 ò de. gamh,saj merimna/| ta. tou/ ko,smou( pw/j avre,sh| th/| gunaiki,(
But he that is married careth for the things that are of the world, how he may please his wife.
娶了妻的，是為世上的事挂慮，想怎樣叫妻子喜悅。

(他)那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結婚娶嫁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有分心掛慮 到於(它們)那些 從屬(他)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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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怎樣如何地呢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取悅 在對(她)那 在對(她)女人，
[經文變異RT][不同標點]

(他)那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結婚娶嫁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有分心掛慮 到於(它們)那些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怎樣如何地呢 他/她/它將要(持續)取悅 在對(她)那 在對(她)女人。

林前 7:34 kai. meme,ristaiÅ kai. h` gunh. h̀ a;gamoj kai. h̀ parqe,noj merimna/| ta. tou/ kuri,ou( i[na h=| ag̀i,a kai. tw/|
sw,mati kai. tw/| pneu,mati\ h̀ de. gamh,sasa merimna/| ta. tou/ ko,smou( pw/j avre,sh| tw/| avndri,Å
There is difference also between a wife and a virgin. The unmarried woman careth for the things of the Lord,
that she may be holy both in body and in spirit: but she that is married careth for the things of the world, how she
may please her husband.
婦人和處女也有分別。沒有出嫁的，是為主的事挂慮，要身體靈魂都聖潔；已經出嫁的，是為世上的事挂慮，想

怎樣叫丈夫喜悅。

並且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分開。 並且 (她)那 (她)女人， (她)那 (她)未婚之人 並且 (她)那 (她)童身處女，

他/她/它現在持續有分心掛慮 到於(它們)那些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為要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是 (她)聖的 並且

在對(它)那 在對(它)身體 並且 在對(它)那 在對(它)靈/風； (她)那 然而也 (她)那時(也是)結婚娶嫁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有分心掛慮 到於(它們)那些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怎樣如何地呢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取悅 在對(他)那 在對(他)男人/丈夫。
[經文變異RT][不同標點]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分開 (她)那 (她)女人 並且 (她)那 (她)童身處女。 (她)那 (她)未婚之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有分心掛慮 到於(它們)那些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為要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是 (她)聖的 並且

在對(它)身體 並且 在對(它)靈/風； (她)那 然而也 (她)那時(也是)結婚娶嫁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有分心掛慮

到於(它們)那些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怎樣如何地呢 他/她/它將要(持續)取悅 在對(他)那

在對(他)男人/丈夫。

林前 7:35 tou/to de. pro.j to. um̀w/n auvtw/n su,mforon le,gw( ouvc i[na bro,con um̀i/n evpiba,lw avlla. pro.j to. eu;schmon
kai. euvpa,redron tw/| kuri,w| avperispa,stwjÅ
And this I speak for your own profit; not that I may cast a snare upon you, but for that which is comely, and that
ye may attend upon the Lord without distraction.
我說這話，是為你們的益處；不是要牢籠你們，乃是要叫你們行合宜的事，得以殷勤服事主，沒有分心的事。

到於(它)那同一者 然而也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它)那 從屬你們 從屬(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一起負載攜帶的/輕省有益的 我現在持續道說； 不是/不 為要 到於(他)套索 在對你們

我那時(也是)應該投擲在上面， 但乃是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它)那 到於(它)高雅尊貴的 並且 到於(它)勤勉在側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主人 不會攪亂分心地。
[經文變異RT]

到於(它)那同一者 然而也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它)那 從屬你們 從屬(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一起負載攜帶的/輕省有益的 我現在持續道說； 不是/不 為要 到於(他)套索 在對你們

我那時(也是)應該投擲在上面， 但乃是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它)那 到於(它)高雅尊貴的 並且 到於(它)勤勉在前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主人 不會攪亂分心地。

林前 7:36 Eiv de, tij avschmonei/n evpi. th.n parqe,non auvtou/ nomi,zei( eva.n h=| up̀e,rakmoj kai. ou[twj ovfei,lei
gi,nesqai( o] qe,lei poiei,tw( ouvc àmarta,nei( gamei,twsanÅ
But if any man think that he behaveth himself uncomely toward his virgin, if she pass the flower of her age, and
need so require, let him do what he will, he sinneth not: let them marry.
若有人以為自己待他的女兒不合宜，女兒也過了年歲，事又當行，他就可隨意辦理，不算有罪，叫二人成親就是

了。

若是 然而也 (他)任何什麼 現要去持續成不端雅體面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童身處女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視成慣例而認定， 但凡若是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是 (她)過了年歲的註1， 並且 那同一樣式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積欠負債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到於(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定意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行出作成，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犯罪； 他/她/它們現在就要持續結婚娶嫁。

註1：“(她)過了年歲的”文法上亦可以為“(他)過了年歲的”。

林前 7:37 o]j de. e[sthken evn th/| kardi,a| auvtou/ ed̀rai/oj mh. e;cwn avna,gkhn( evxousi,an de. e;cei peri. tou/ ivdi,ou
qelh,matoj kai. tou/to ke,kriken evn th/| ivdi,a| kardi,a|( threi/n th.n eàutou/ parqe,non( kalw/j poih,seiÅ
Nevertheless he that standeth stedfast in his heart, having no necessity, but hath power over his own will, and
hath so decreed in his heart that he will keep his virgin, doeth well.
倘若人心裏堅定，沒有不得已的事，並且由得自己作主，心裏又決定了留下女兒不出嫁，如此行也好。

(他)這個 然而也 他/她/它現在已經立定站住註1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內心 從屬(他)同一者 (他)篤定不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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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不要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迫切需要， 到於(她)權柄掌握 然而也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在周圍>關於

從屬(它)那 從屬(它)私人個別的 從屬(它)所定意， 並且 到於(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已經區別審斷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私人個別的 在對(她)內心 現要去持續行看護守衛 到於(她)那 從屬(他)同一者自己

到於(她)童身處女， 美好適當地 他/她/它將要(持續)行出作成。

註1：“他/她/它現在已經立定站住”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當時持續立定站住”。

[經文變異RT]

(他)這個 然而也 他/她/它現在已經立定站住 (他)篤定不移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內心， 不會/不要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迫切需要， 到於(她)權柄掌握 然而也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在周圍>關於 從屬(它)那

從屬(它)私人個別的 從屬(它)所定意， 並且 到於(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已經區別審斷 在內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內心 從屬(他)同一者， 從屬(它)那 現要去持續行看護守衛 到於(她)那 從屬(他)同一者自己

到於(她)童身處女， 美好適當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林前 7:38 w[ste kai. ò gami,zwn th.n eàutou/ parqe,non kalw/j poiei/ kai. o` mh. gami,zwn krei/sson poih,seiÅ
So then he that giveth her in marriage doeth well; but he that giveth her not in marriage doeth better.
這樣看來，叫自己的女兒出嫁是好；不叫他出嫁更是好。

以致 並且 (他)那 (他)現正持續出嫁了的 到於(她)那 從屬(他)同一者自己 到於(她)童身處女 美好適當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並且 (他)那 不會/不要 (他)現正持續出嫁了的 到於(它)更優秀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行出作成。
[經文變異RT]

以致 並且 (他)那 (他)現正持續向外出嫁了的 美好適當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他)那 然而也 不會/不要

(他)現正持續向外出嫁了的 到於(它)更優秀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林前 7:39 Gunh. de,detai evfV o[son cro,non zh/| o` avnh.r auvth/j\ eva.n de. koimhqh/| o` avnh,r( evleuqe,ra evsti.n w-| qe,lei
gamhqh/nai( mo,non evn kuri,w|Å
The wife is bound by the law as long as her husband liveth; but if her husband be dead, she is at liberty to be
married to whom she will; only in the Lord.
丈夫活著的時候，妻子是被約束的；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隨意再嫁；只是要嫁這在主裏面的人。

(她)女人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拴綁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這每一切 到於(他)時段期間 他/她/它現在持續活 (他)那

(他)男人/丈夫 從屬(她)同一者； 但凡若是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安置入睡 (他)那 (他)男人/丈夫，

(她)自由自主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對(他)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定意 那時(也是)要去被結婚娶嫁； 僅有單獨地

在內 在對(他)主人。
[經文變異RT]

(她)女人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拴綁 在對(他)律法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這每一切 到於(他)時段期間

他/她/它現在持續活 (他)那 (他)男人/丈夫 從屬(她)同一者； 但凡若是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安置入睡

(他)那 (他)男人/丈夫 從屬(她)同一者， (她)自由自主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對(他)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定意

那時(也是)要去被結婚娶嫁； 僅有單獨地 在內 在對(他)主人。

林前 7:40 makariwte,ra de, evstin eva.n ou[twj mei,nh|( kata. th.n evmh.n gnw,mhn\ dokw/ de. kavgw. pneu/ma qeou/ e;ceinÅ
But she is happier if she so abide, after my judgment: and I think also that I have the Spirit of God.
然而按我的意見，若常守節更有福氣；我也想自己是被神的靈感動了。

(她)更蒙至高褔的 然而也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但凡若是 那同一樣式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停留持守，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那 到於(她)我之物 到於(她)意見看法； 我現在持續設想認為對 然而也 並且我

到於(它)靈/風 從屬(他)神 現要去持續持有。
[經文變異WH]

(她)更蒙至高褔的 然而也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但凡若是 那同一樣式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停留持守，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那 到於(她)我之物 到於(她)意見看法； 我現在持續設想認為對 因為 並且我 到於(它)靈/風

從屬(他)神 現要去持續持有。

林前 8:1 Peri. de. tw/n eivdwloqu,twn( oi;damen o[ti pa,ntej gnw/sin e;comenÅ h̀ gnw/sij fusioi/( h` de. avga,ph
oivkodomei/\
Now as touching things offered unto idols, we know that we all have knowledge. Knowledge puffeth up, but
charity edifieth.
論到祭偶像之物，我們曉得我們都有知識；但知識是叫人自高自大，惟有愛心能造就人。

<在周圍>關於 然而也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乃宰殺獻祭給偶像的 我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知識認識 我們現在持續持有。 (她)那 (她)知識認識 他/她/它現在持續促使為自大張狂，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  簡易閲讀版  1057

1057

(她)那 然而也 (她)愛 他/她/它現在持續營建修造。

林前 8:2 ei; tij dokei/ evgnwke,nai ti( ou;pw e;gnw kaqw.j dei/ gnw/nai\
And if any man think that he knoweth anything, he knoweth nothing yet as he ought to know.
若有人以為自己知道甚麼，按他所當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

若是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設想認為對 現已經去認識知道 到於(它)任何什麼， 尚未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認識知道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那時(也是)要去認識知道；
[經文變異RT]

若是 然而也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設想認為對 現已經去看見察覺 到於(它)任何什麼， 然而也尚未地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已經認識知道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那時(也是)要去認識知道；

林前 8:3 eiv de, tij avgapa/| to.n qeo,n( ou-toj e;gnwstai ùpV auvtou/Å
But if any man love God, the same is known of him.
若有人愛神，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

若是 然而也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愛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認識知道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同一者。

林前 8:4 Peri. th/j brw,sewj ou=n tw/n eivdwloqu,twn( oi;damen o[ti ouvde.n ei;dwlon evn ko,smw| kai. o[ti ouvdei.j qeo.j eiv
mh. ei-jÅ
As concerning therefore the eating of those things that are offered in sacrifice unto idols, we know that an idol is
nothing in the world, and that there is none other God but one.
論到喫祭偶像之物，我們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甚麼；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沒有別的神。

<在周圍>關於 從屬(她)那 從屬(她)食用 這樣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乃宰殺獻祭給偶像的，

我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它)偶像 在內 在對(他)美容妝束/世界， 並且 是這樣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神， 若是 不會/不要 (他)一個。
[經文變異RT]

<在周圍>關於 從屬(她)那 從屬(她)食用 這樣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乃宰殺獻祭給偶像的，

我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它)偶像 在內 在對(他)美容妝束/世界， 並且 是這樣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神 (他)相異不同的， 若是 不會/不要 (他)一個。

林前 8:5 kai. ga.r ei;per eivsi.n lego,menoi qeoi. ei;te evn ouvranw/| ei;te evpi. gh/j( w[sper eivsi.n qeoi. polloi. kai.
ku,rioi polloi,(
For though there be that are called gods, whether in heaven or in earth, (as there be gods many, and lords
many,)
雖有稱為神的，或在天，或在地；就如那許多的神，許多的主；

並且 因為 若是甚至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現正持續被道說了的 (他們)神， 無論若是 在內 在對(他)天空/天，

無論若是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地土/地， 甚至正如地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神 (他們)許多的， 並且

(他們)主人 (他們)許多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因為 若是甚至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現正持續被道說了的 (他們)神， 無論若是 在內 在對(他)天空/天，

無論若是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甚至正如地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神 (他們)許多的，

並且 (他們)主人 (他們)許多的，

林前 8:6 avllV h̀mi/n ei-j qeo.j ò path.r evx ou- ta. pa,nta kai. hm̀ei/j eivj auvto,n( kai. ei-j ku,rioj VIhsou/j Cristo.j diV
ou- ta. pa,nta kai. hm̀ei/j diV auvtou/Å
But to us there is but one God, the Father, of whom are all things, and we in him; and one Lord Jesus Christ, by
whom are all things, and we by him.
然而我們只有一位神，就是父，萬物都本於他，我們也歸於他；並有一位主，就是耶穌基督，萬物都是藉著他有

的，我們也是藉著他有的。

但乃是 在對我們 (他)一個 (他)神 (他)那 (他)父親， 向外出來 從屬(他)這個 (它們)那些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並且 我們 向內進入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他)一個 (他)主人 (他)耶穌 (他)基督，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這個

(它們)那些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並且 我們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同一者。

林前 8:7 VAllV ouvk evn pa/sin h` gnw/sij\ tine.j de. th/| sunhqei,a| e[wj a;rti tou/ eivdw,lou wj̀ eivdwlo,quton evsqi,ousin(
kai. h` sunei,dhsij auvtw/n avsqenh.j ou=sa molu,netaiÅ
Howbeit there is not in every man that knowledge: for some with conscience of the idol unto this hour eat it as a
thing offered unto an idol; and their conscience being weak is defiled.
但人不都有這等知識；有人到如今因拜慣了偶像，就以為所喫的是祭偶像之物；他們的良心既然軟弱，也就污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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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但乃是 不是/不 在內 在對(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她)那 (她)知識認識； (他們)任何什麼 然而也 在對(她)那

在對(她)習俗常規 一直直到 現今地 從屬(它)那 從屬(它)偶像 正如地 到於(它)乃宰殺獻祭給偶像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喫食； 並且 (她)那 (她)自覺良心 從屬(他們)同一者 (她)軟弱無力的 (她)現正持續是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促成髒損染污。
[經文變異RT]

但乃是 不是/不 在內 在對(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她)那 (她)知識認識； (他們)任何什麼 然而也 在對(她)那

在對(她)自覺良心 從屬(它)那 從屬(它)偶像 一直直到 現今地 正如地 到於(它)乃宰殺獻祭給偶像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喫食； 並且 (她)那 (她)自覺良心 從屬(他們)同一者 (她)軟弱無力的 (她)現正持續是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促成髒損染污。

林前 8:8 brw/ma de. hm̀a/j ouv parasth,sei tw/| qew/|\ ou;te eva.n mh. fa,gwmen ùsterou,meqa( ou;te eva.n fa,gwmen
perisseu,omenÅ
But meat commendeth us not to God: for neither, if we eat, are we the better; neither, if we eat not, are we the
worse.
其實食物不能叫神看中我們；因為我們不喫也無損，喫也無益。

(它)食物 然而也 到於我們 不是/不 他/她/它將要(持續)立定站住在旁邊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並不/又不

但凡若是 不會/不要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吃食， 我們現在持續被落後短缺； 並不/又不 但凡若是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吃食， 我們現在持續成格外多。
[經文變異RT]

(它)食物 然而也 到於我們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立定站住在旁邊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並不/又不 因為

但凡若是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吃食， 我們現在持續成格外多； 並不/又不 但凡若是 不會/不要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吃食， 我們現在持續被落後短缺。

林前 8:9 ble,pete de. mh, pwj h` evxousi,a ùmw/n au[th pro,skomma ge,nhtai toi/j avsqene,sinÅ
But take heed lest by any means this liberty of yours become a stumblingblock to them that are weak.
只是你們要謹慎，恐怕你們這自由，竟成了那軟弱人的絆腳石。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著眼觀看 然而也， 不會/不要 某個方式地 (她)那 (她)權柄掌握 從屬你們 (她)那同一者

(它)絆腳物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軟弱無力的。
[經文變異RT]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著眼觀看 然而也， 不會/不要 某個方式地 (她)那 (她)權柄掌握 從屬你們 (她)那同一者

(它)絆腳物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成軟弱無力了的。

林前 8:10 eva.n ga,r tij i;dh| se. to.n e;conta gnw/sin evn eivdwlei,w| katakei,menon( ouvci. h̀ sunei,dhsij auvtou/ avsqenou/j
o;ntoj oivkodomhqh,setai eivj to. ta. eivdwlo,quta evsqi,einÈ
For if any man see thee which hast knowledge sit at meat in the idol's temple, shall not the conscience of him
which is weak be emboldened to eat those things which are offered to idols;
若有人見你這有知識的，在偶像的廟裏坐席，這人的良心，若是軟弱，豈不放膽去喫那祭偶像之物麼。

但凡若是 因為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看見察覺 到於你 到於(他)那 到於(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知識認識 在內 在對(它)具偶像之寺院 到於(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向下靠躺了的， 豈不是呢 (她)那

(她)自覺良心 從屬(他)同一者 從屬(他)軟弱無力的 從屬(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營建修造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乃宰殺獻祭給偶像的 現要去持續喫食？

林前 8:11 avpo,llutai ga.r o` avsqenw/n evn th/| sh/| gnw,sei( ò avdelfo.j diV o]n Cristo.j avpe,qanenÅ
And through thy knowledge shall the weak brother perish, for whom Christ died?
因此，基督為他死的那軟弱弟兄，也就因你的知識沉淪了。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毀掉除滅 因為 (他)那 (他)現正持續成軟弱無力了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你之物

在對(她)知識認識 (他)那 (他)弟兄，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他)這個 (他)基督 他/她/它那時(也是)死去。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毀掉除滅 (他)那 (他)現正持續成軟弱無力了的 (他)弟兄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那

在對(她)你之物 在對(她)知識認識，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他)這個 (他)基督 他/她/它那時(也是)死去？

林前 8:12 ou[twj de. àmarta,nontej eivj tou.j avdelfou.j kai. tu,ptontej auvtw/n th.n sunei,dhsin avsqenou/san eivj
Cristo.n àmarta,neteÅ
But when ye sin so against the brethren, and wound their weak conscience, ye sin against Christ.
你們這樣得罪弟兄們，傷了他們軟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

那同一樣式地 然而也 (他們)現正持續犯罪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弟兄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連敲重擊了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到於(她)那 到於(她)自覺良心 到於(她)現正持續成軟弱無力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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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內進入 到於(他)基督 你們現在持續犯罪。

林前 8:13 dio,per eiv brw/ma skandali,zei to.n avdelfo,n mou( ouv mh. fa,gw kre,a eivj to.n aivw/na( i[na mh. to.n
avdelfo,n mou skandali,swÅ
Wherefore, if meat make my brother to offend, I will eat no flesh while the world standeth, lest I make my brother
to offend.
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遠不喫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

為這個緣故甚至 若是 (它)食物 他/她/它現在持續誘陷絆倒 到於(他)那 到於(他)弟兄 從屬我， 不是/不 不會/不要

我那時(也是)應該吃食 到於(它們)肉類肉食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世紀時代， 為要 不會/不要 到於(他)那

到於(他)弟兄 從屬我 我那時(也是)應該誘陷絆倒。

林前 9:1 Ouvk eivmi. evleu,qerojÈ ouvk eivmi. avpo,stolojÈ ouvci. VIhsou/n to.n ku,rion hm̀w/n èo,rakaÈ ouv to. e;rgon mou
um̀ei/j evste evn kuri,w|È
Am I not an apostle? am I not free? have I not seen Jesus Christ our Lord? are not ye my work in the Lord?
我不是自由的麼；我不是使徒麼；我不是見過我們的主耶穌麼；你們不是我在主裏面所作之工麼。

豈非呢 我現在持續是 (他)自由自主的？ 豈非呢 我現在持續是 (他)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豈不是呢 到於(他)耶穌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主人 從屬我們 我現在已經看見清楚？ 豈非呢 (它)那 (它)工作 從屬我 你們 你們現在持續是

在內 在對(他)主人？
[經文變異RT]

豈非呢 我現在持續是 (他)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豈非呢 我現在持續是 (他)自由自主的？ 豈不是呢 到於(他)耶穌

到於(他)基督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主人 從屬我們 我現在已經看見清楚？ 豈非呢 (它)那 (它)工作 從屬我 你們

你們現在持續是 在內 在對(他)主人？

林前 9:2 eiv a;lloij ouvk eivmi. avpo,stoloj( avlla, ge ùmi/n eivmi\ h` ga.r sfragi,j mou th/j avpostolh/j ùmei/j evste evn
kuri,w|Å
If I be not an apostle unto others, yet doubtless I am to you: for the seal of mine apostleship are ye in the Lord.
假若在別人我不是使徒，在你們我總是使徒；因為你們在主裏正是我作使徒的印證。

若是 在對(他們)另外不同的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是 (他)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但乃是 確實 在對你們

我現在持續是； (她)那 因為 (她)圖章封印 從屬我 從屬(她)那 從屬(她)使徒職分 你們 你們現在持續是 在內

在對(他)主人。
[經文變異RT]

若是 在對(他們)另外不同的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是 (他)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但乃是 確實 在對你們

我現在持續是； (她)那 因為 (她)圖章封印 從屬(她)那 從屬(她)我之物 從屬(她)使徒職分 你們 你們現在持續是 在內

在對(他)主人。

林前 9:3 ~H evmh. avpologi,a toi/j evme. avnakri,nousi,n evstin au[thÅ
Mine answer to them that do examine me is this,
我對那盤問我的人，就是這樣分訴。

(她)那 (她)我之物 (她)申訴答辯 在對(他們)那些 到於"我"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詳細審察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同一者。
[經文變異RT][不同標點]

(她)那 (她)我之物 (她)申訴答辯 在對(他們)那些 到於"我"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詳細審察了的 (她)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林前 9:4 mh. ouvk e;comen evxousi,an fagei/n kai. pei/nÈ
Have we not power to eat and to drink?
難道我們沒有權柄靠福音喫喝麼。

豈會呢 不是/不 我們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權柄掌握 那時(也是)要去吃食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喝？

林前 9:5 mh. ouvk e;comen evxousi,an avdelfh.n gunai/ka peria,gein wj̀ kai. oi` loipoi. avpo,stoloi kai. oi` avdelfoi. tou/
kuri,ou kai. Khfa/jÈ
Have we not power to lead about a sister, a wife, as well as other apostles, and as the brethren of the Lord, and
Cephas?
難道我們沒有權柄娶信主的姊妹為妻，帶著一同往來，彷彿其餘的使徒，和主的弟兄，並磯法一樣麼。

豈會呢 不是/不 我們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權柄掌握 到於(她)姊妹 到於(她)女人 現要去持續帶領四處走動， 正如地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其餘的 (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弟兄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並且

(他)磯法？

林前 9:6 h' mo,noj evgw. kai. Barnaba/j ouvk e;comen evxousi,an mh. evrga,zesqai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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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 I only and Barnabas, have not we power to forbear working?
獨有我與巴拿巴沒有權柄不作工麼。

甚或/或而 (他)僅有單獨的 我 並且 (他)巴拿巴 不是/不 我們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權柄掌握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作工作？
[經文變異RT]

甚或/或而 (他)僅有單獨的 我 並且 (他)巴拿巴 不是/不 我們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權柄掌握 從屬(它)那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作工作？

林前 9:7 ti,j strateu,etai ivdi,oij ovywni,oij pote,È ti,j futeu,ei avmpelw/na kai. to.n karpo.n auvtou/ ouvk evsqi,eiÈ h' ti,j
poimai,nei poi,mnhn kai. evk tou/ ga,laktoj th/j poi,mnhj ouvk evsqi,eiÈ
Who goeth a warfare any time at his own charges? who planteth a vineyard, and eateth not of the fruit thereof?
or who feedeth a flock, and eateth not of the milk of the flock?
有誰當兵，自備糧餉呢；有誰栽葡萄園，不喫園裏的果子呢；有誰牧養牛羊，不喫牛羊的奶呢。

(他)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行軍作戰 在對(它們)私人個別的 在對(它們)配給糧餉 在那個時候？

(他)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栽種 到於(他)葡萄園，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果實 從屬(他)同一者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喫食？ 甚或/或而 (他)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牧養 到於(她)牧群， 並且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奶 從屬(她)那 從屬(她)牧群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喫食？
[經文變異RT]

(他)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行軍作戰 在對(它們)私人個別的 在對(它們)配給糧餉 在那個時候？

(他)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栽種 到於(他)葡萄園， 並且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果實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喫食？ 甚或/或而 (他)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牧養 到於(她)牧群， 並且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奶 從屬(她)那 從屬(她)牧群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喫食？

林前 9:8 Mh. kata. a;nqrwpon tau/ta lalw/ h' kai. ò no,moj tau/ta ouv le,geiÈ
Say I these things as a man? or saith not the law the same also?
我說這話，豈是照人的意見；律法不也是這樣說麼。

豈會呢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人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我現在持續發言講說？ 甚或/或而 並且 (他)那 (他)律法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豈非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經文變異RT]

豈會呢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人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我現在持續發言講說？ 甚或/或而 豈不是呢 並且 (他)那

(他)律法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林前 9:9 evn ga.r tw/| Mwu?se,wj no,mw| ge,graptai( Ouv khmw,seij bou/n avlow/ntaÅ mh. tw/n bow/n me,lei tw/| qew/|
For it is written in the law of Moses, Thou shalt not muzzle the mouth of the ox that treadeth out the corn. Doth
God take care for oxen?
就如摩西的律法記著說：『牛在場上踹榖的時候，不可籠住他的嘴。』難道神所掛念的是牛麼；

在內 因為 在對(他)那 從屬(他)摩西 在對(他)律法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不是/不 你將要(持續)籠住嘴

到於(他)牛 到於(他)現正持續踹穀了的。 豈會呢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牛 他/她/它現在持續留意顧念[非人稱用法]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經文變異RT][經文變異WH]

在內 因為 在對(他)那 從屬(他)摩西 在對(他)律法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不是/不 你將要(持續)籠住口

到於(他)牛 到於(他)現正持續踹穀了的。 豈會呢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牛 他/她/它現在持續留意顧念[非人稱用法]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林前 9:10 h' diV h̀ma/j pa,ntwj le,geiÈ diV h̀ma/j ga.r evgra,fh o[ti ovfei,lei evpV evlpi,di ò avrotriw/n avrotria/n kai. ò
avlow/n evpV evlpi,di tou/ mete,ceinÅ
Or saith he it altogether for our sakes? For our sakes, no doubt, this is written: that he that ploweth should plow
in hope; and that he that thresheth in hope should be partaker of his hope.
不全是為我們說的麼；分明是為我們說的；因為耕種的當存著指望去耕種；打場的也當存得糧的指望去打場。

甚或/或而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我們 乃全部必定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我們

因為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刻寫記載； 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持續積欠負債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期盼指望 (他)那

(他)現正持續用犁耕地了的 現要去持續用犁耕地， 並且 (他)那 (他)現正持續踹穀了的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期盼指望 從屬(它)那 現要去持續參與有分。
[經文變異RT]

甚或/或而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我們 乃全部必定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我們

因為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刻寫記載； 是這樣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期盼指望 他/她/它現在持續積欠負債 (他)那

(他)現正持續用犁耕地了的 現要去持續用犁耕地， 並且 (他)那 (他)現正持續踹穀了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期盼指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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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屬(他)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參與有分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期盼指望。

林前 9:11 eiv hm̀ei/j ùmi/n ta. pneumatika. evspei,ramen( me,ga eiv hm̀ei/j ùmw/n ta. sarkika. qeri,somenÈ
If we have sown unto you spiritual things, is it a great thing if we shall reap your carnal things?
我們若把屬靈的種子撒在你們中間，就是從你們收割奉養肉身之物，這還算大事麼。

若是 我們 在對你們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屬靈的 我們那時(也是)散佈播撒， (它)極大的 若是 我們 從屬你們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屬肉體的 我們將要(持續)收取莊稼？

林前 9:12 eiv hm̀ei/j ùmi/n ta. pneumatika. evspei,ramen( me,ga eiv hm̀ei/j ùmw/n ta. sarkika. qeri,somenÈ
If others be partakers of this power over you, are not we rather? Nevertheless we have not used this power; but
suffer all things, lest we should hinder the gospel of Christ.
若別人在你們身上有這權柄，何況我們呢；然而我們沒有用過這權柄，倒凡事忍受，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

若是 (他們)另外不同的 從屬(她)那 從屬你們 從屬(她)權柄掌握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參與有分， 豈非呢

更特別尤其地 我們？ 但乃是 不是/不 我們那時(也是)讓自己提供使用 在對(她)那 在對(她)權柄掌握

在對(她)那同一者； 但乃是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我們現在持續包容覆蔽， 為要 不會/不要 到於(她)任何什麼

到於(她)阻擋阻礙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給與 在對(它)那 在對(它)福音佳訊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經文變異RT]

若是 (他們)另外不同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權柄掌握 從屬你們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參與有分， 豈非呢

更特別尤其地 我們？ 但乃是 不是/不 我們那時(也是)讓自己提供使用 在對(她)那 在對(她)權柄掌握

在對(她)那同一者； 但乃是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我們現在持續包容覆蔽， 為要 不會/不要 到於(她)阻擋阻礙

到於(她)任何什麼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給與 在對(它)那 在對(它)福音佳訊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林前 9:13 ouvk oi;date o[ti oì ta. ìera. evrgazo,menoi Îta.Ð evk tou/ ìerou/ evsqi,ousin( oì tw/| qusiasthri,w|
paredreu,ontej tw/| qusiasthri,w| summeri,zontaiÈ
Do ye not know that they which minister about holy things live of the things of the temple? and they which wait
at the altar are partakers with the altar?
你們豈不知為聖事勞碌的，就喫殿中的物麼；伺候祭壇的，就分領壇上的物麼。

豈非呢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他們)那些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神聖的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作工作了的 到於(它們)那些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聖殿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喫食？

(他們)那些 在對(它)那 在對(它)祭壇 (他們)現正持續侍守在側了的 在對(它)那 在對(它)祭壇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共同分享？
[經文變異RT]

豈非呢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他們)那些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神聖的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作工作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聖殿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喫食？ (他們)那些

在對(它)那 在對(它)祭壇 (他們)現正持續侍守在前了的 在對(它)那 在對(它)祭壇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共同分享？

林前 9:14 ou[twj kai. o` ku,rioj die,taxen toi/j to. euvagge,lion katagge,llousin evk tou/ euvaggeli,ou zh/nÅ
Even so hath the Lord ordained that they which preach the gospel should live of the gospel.
主也是這樣命定，叫傳福音的靠著福音養生。

那同一樣式地 並且 (他)那 (他)主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制定定規 在對(他們)那些 到於(它)那 到於(它)福音佳訊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發佈傳揚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福音佳訊 現要去持續活。

林前 9:15 evgw. de. ouv ke,crhmai ouvdeni. tou,twnÅ ouvk e;graya de. tau/ta( i[na ou[twj ge,nhtai evn evmoi,\ kalo.n ga,r
moi ma/llon avpoqanei/n h; & to. kau,chma, mou ouvdei.j kenw,seiÅ
But I have used none of these things: neither have I written these things, that it should be so done unto me: for it
were better for me to die, than that any man should make my glorying void.
但這權柄我全沒有用過；我寫這話，並非要你們這樣待我；因為我寧可死，也不叫人使我所誇的落了空。

我 然而也 不是/不 我現在已經讓自己/被提供使用 在對(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從屬(它們)那同一者。 不是/不

我那時(也是)刻寫記載 然而也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為要 那同一樣式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內

在對"我"； (它)美好適當的 因為 在對我 更特別尤其地 那時(也是)要去死去， 甚或/或而 到於(它)那

到於(它)所誇耀 從屬我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促使成虛空無有。
[經文變異RT][不同標點]

我 然而也 在對(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我那時(也是)讓自己提供使用 從屬(它們)那同一者； 不是/不

我那時(也是)刻寫記載 然而也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為要 那同一樣式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內

在對"我"； (它)美好適當的 因為 在對我 更特別尤其地 那時(也是)要去死去， 甚或/或而 到於(它)那

到於(它)所誇耀 從屬我 為要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促使成虛空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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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前 9:16 eva.n ga.r euvaggeli,zwmai( ouvk e;stin moi kau,chma\ avna,gkh ga,r moi evpi,keitai\ ouvai. ga,r moi, evstin eva.n
mh. euvaggeli,swmaiÅ
For though I preach the gospel, I have nothing to glory of: for necessity is laid upon me; yea, woe is unto me, if I
preach not the gospel!
我傳福音原沒有可誇的；因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傳福音，我便有禍了。

但凡若是 因為 我現在應該持續讓自己傳福音佳訊，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對我 (它)所誇耀； (她)迫切需要

因為 在對我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壓放在上面； 哀哉呀 因為 在對我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但凡若是

不會/不要 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傳福音佳訊。
[經文變異RT]

但凡若是 因為 我現在應該持續讓自己傳福音佳訊，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對我 (它)所誇耀； (她)迫切需要

因為 在對我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壓放在上面； 哀哉呀 然而也 在對我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但凡若是

不會/不要 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傳福音佳訊。

林前 9:17 eiv ga.r ek̀w.n tou/to pra,ssw( misqo.n e;cw\ eiv de. a;kwn( oivkonomi,an pepi,steumai\
For if I do this thing willingly, I have a reward: but if against my will, a dispensation of the gospel is committed
unto me.
我若甘心作這事，就有賞賜；若不甘心，責任卻已經託付我了。

若是 因為 (他)心甘情願的 到於(它)那同一者 我現在持續實施行使， 到於(他)工價報酬 我現在持續持有； 若是

然而也 (他)不心甘情願的， 到於(她)經營管理 我現在已經被置信信託。

林前 9:18 ti,j ou=n mou, evstin ò misqo,jÈ i[na euvaggelizo,menoj avda,panon qh,sw to. euvagge,lion eivj to. mh.
katacrh,sasqai th/| evxousi,a| mou evn tw/| euvaggeli,w|Å
What is my reward then? Verily that, when I preach the gospel, I may make the gospel of Christ without charge,
that I abuse not my power in the gospel.
既是這樣，我的賞賜是甚麼呢；就是我傳福音的時候，叫人不花錢得福音，免得用盡我傳福音的權柄。

(他)任何什麼呢 這樣 從屬我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工價報酬？ 為要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傳福音佳訊了的

到於(它)沒有損耗花費的 我那時(也是)應該置放擺設 到於(它)那 到於(它)福音佳訊，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不會/不要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過度使用 在對(她)那 在對(她)權柄掌握 從屬我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福音佳訊。
[經文變異RT]

(他)任何什麼呢 這樣 從屬我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工價報酬？ 為要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傳福音佳訊了的

到於(它)沒有損耗花費的 我那時(也是)應該置放擺設 到於(它)那 到於(它)福音佳訊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不會/不要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過度使用 在對(她)那 在對(她)權柄掌握 從屬我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福音佳訊。

林前 9:19 VEleu,qeroj ga.r w'n evk pa,ntwn pa/sin evmauto.n evdou,lwsa( i[na tou.j plei,onaj kerdh,sw\
For though I be free from all men, yet have I made myself servant unto all, that I might gain the more.
我雖是自由的，無人轄管，然而我甘心作了眾人的僕人，為要多得人。

(他)自由自主的 因為 (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我自己 我那時(也是)促使成奴僕， 為要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更多的 我那時(也是)應該贏取賺得；

林前 9:20 kai. evgeno,mhn toi/j VIoudai,oij wj̀ VIoudai/oj( i[na VIoudai,ouj kerdh,sw\ toi/j ùpo. no,mon wj̀ ùpo. no,mon(
mh. w'n auvto.j ùpo. no,mon( i[na tou.j up̀o. no,mon kerdh,sw\
And unto the Jews I became as a Jew, that I might gain the Jews; to them that are under the law, as under the
law, that I might gain them that are under the law;
向猶太人，我就作猶太人，為要得猶太人；向律法以下的人，我雖不在律法以下，還是作律法以下的人，為要得

律法以下的人。

並且 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猶太人的 正如地 (他)猶太人的， 為要

到於(他們)猶太人的 我那時(也是)應該贏取賺得； 在對(他們)那些 <在底下>在底下 到於(他)律法 正如地

<在底下>在底下 到於(他)律法， 不會/不要 (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他)同一者 <在底下>在底下 到於(他)律法， 為要

到於(他們)那些 <在底下>在底下 到於(他)律法 我那時(也是)應該贏取賺得；
[經文變異RT]

並且 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猶太人的 正如地 (他)猶太人的， 為要

到於(他們)猶太人的 我那時(也是)應該贏取賺得； 在對(他們)那些 <在底下>在底下 到於(他)律法 正如地

<在底下>在底下 到於(他)律法， 為要 到於(他們)那些 <在底下>在底下 到於(他)律法 我那時(也是)應該贏取賺得；

林前 9:21 toi/j avno,moij wj̀ a;nomoj( mh. w'n a;nomoj qeou/ avllV e;nnomoj Cristou/( i[na kerda,nw tou.j avno,mouj\
To them that are without law, as without law, (being not without law to God, but under the law to Christ,) that I
might gain them that are without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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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沒有律法的人，我就作沒有律法的人，為要得沒有律法的人；其實我在神面前，不是沒有律法，在基督面前，

正在律法之下。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沒有律法的 正如地 (他)沒有律法的， 不會/不要 (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他)沒有律法的

從屬(他)神， 但乃是 (他)在律法内的  從屬(他)基督， 為要 我那時(也是)應該贏取賺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沒有律法的；
[經文變異RT]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沒有律法的 正如地 (他)沒有律法的， 不會/不要 (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他)沒有律法的

在對(他)神， 但乃是 (他)在律法内的  在對(他)基督， 為要 我那時(也是)應該贏取賺得 到於(他們)沒有律法的；

林前 9:22 evgeno,mhn toi/j avsqene,sin avsqenh,j( i[na tou.j avsqenei/j kerdh,sw\ toi/j pa/sin ge,gona pa,nta( i[na pa,ntwj
tina.j sw,swÅ
To the weak became I as weak, that I might gain the weak: I am made all things to all men, that I might by all
means save some.
向軟弱的人，我就作軟弱的人，為要得軟弱的人；向甚麼樣的人，我就作甚麼樣的人；無論如何，總要救些人。

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軟弱無力的 (他)軟弱無力的， 為要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軟弱無力的 我那時(也是)應該贏取賺得；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我現在已經生發成為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為要 乃全部必定地 到於(他們)任何什麼 我那時(也是)應該拯救。
[經文變異RT]

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軟弱無力的 正如地 (他)軟弱無力的， 為要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軟弱無力的 我那時(也是)應該贏取賺得；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我現在已經生發成為

(它們)那些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為要 乃全部必定地 到於(他們)任何什麼 我那時(也是)應該拯救。

林前 9:23 pa,nta de. poiw/ dia. to. euvagge,lion( i[na sugkoinwno.j auvtou/ ge,nwmaiÅ
And this I do for the gospel's sake, that I might be partaker thereof with you.
凡我所行的，都是為福音的緣故，為要與人同得這福音的好處。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然而也 我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 到於(它)福音佳訊， 為要

(他)共同合夥共享之人 從屬(它)同一者 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生發成為。
[經文變異RT]

到於(它)那同一者 然而也 我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 到於(它)福音佳訊， 為要

(他)共同合夥共享之人 從屬(它)同一者 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生發成為。

林前 9:24 Ouvk oi;date o[ti oì evn stadi,w| tre,contej pa,ntej me.n tre,cousin( ei-j de. lamba,nei to. brabei/onÈ ou[twj
tre,cete i[na katala,bhteÅ
Know ye not that they which run in a race run all, but one receiveth the prize? So run, that ye may obtain.
豈不知在場上賽跑的都跑，但得獎賞的只有一人；你們也當這樣跑，好叫你們得著獎賞。

豈非呢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他們)那些 在內 在對(它)具606.75英尺長的賽跑道

(他們)現正持續奔跑疾行了的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的確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奔跑疾行， (他)一個 然而也

他/她/它現在持續拿取 到於(它)那 到於(它)裁判員裁決得勝之獎賞？ 那同一樣式地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奔跑疾行，

為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拿取住。

林前 9:25 pa/j de. ò avgwnizo,menoj pa,nta evgkrateu,etai( evkei/noi me.n ou=n i[na fqarto.n ste,fanon la,bwsin( h̀mei/j
de. a;fqartonÅ
And every man that striveth for the mastery is temperate in all things. Now they do it to obtain a corruptible
crown; but we an incorruptible.
凡較力爭勝的，諸事都有節制；他們不過是要得能壞的冠冕；我們卻是要得不能壞的冠冕。

(他)所有每一個的 然而也 (他)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努力奮鬥了的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行主控自約； (他們)在那裏的那個 的確 這樣 為要 到於(他)會腐朽敗壞的 到於(他)花冠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拿取； 我們 然而也 到於(他)不會腐朽敗壞的。

林前 9:26 evgw. toi,nun ou[twj tre,cw wj̀ ouvk avdh,lwj( ou[twj pukteu,w wj̀ ouvk ave,ra de,rwn\
I therefore so run, not as uncertainly; so fight I, not as one that beateth the air:
所以我奔跑，不像無定向的；我鬥拳，不像打空氣的。

我 現此其時 那同一樣式地 我現在持續奔跑疾行 正如地 不是/不 不清晰明顯地； 那同一樣式地

我現在持續打拳擊 正如地 不是/不 到於(他)空中 (他)現正持續抽打了的；

林前 9:27 avlla. ùpwpia,zw mou to. sw/ma kai. doulagwgw/( mh, pwj a;lloij khru,xaj auvto.j avdo,kimoj ge,nwmaiÅ
But I keep under my body, and bring it into subjection: lest that by any means, when I have preached to others, I
myself should be a castaway.
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傳福音給別人，自己反被棄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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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乃是 我現在持續毆打騷亂而折服 從屬我 到於(它)那 到於(它)身體 並且 我現在持續行帶領奴僕； 不會/不要

某個方式地 在對(他們)另外不同的 (他)那時(也是)傳達宣講了的， (他)同一者 (他)驗明不實的

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生發成為。

林前 10:1 Ouv qe,lw ga.r ùma/j avgnoei/n( avdelfoi,( o[ti oi` pate,rej h̀mw/n pa,ntej ùpo. th.n nefe,lhn h=san kai.
pa,ntej dia. th/j qala,sshj dih/lqon
Moreover, brethren, I would not that ye should be ignorant, how that all our fathers were under the cloud, and all
passed through the sea;
弟兄們，我不願意你們不曉得，我們的祖宗從前都在雲下，都從海中經過；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定意 因為 到於你們 現要去持續不領悟認知， 阿,(他們)弟兄， 是這樣 (他們)那些 (他們)父親

從屬我們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底下>在底下 到於(她)那 到於(她)雲團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並且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海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橫過穿越；
[經文變異RT]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定意 然而也 到於你們 現要去持續不領悟認知， 阿,(他們)弟兄， 是這樣 (他們)那些 (他們)父親

從屬我們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底下>在底下 到於(她)那 到於(她)雲團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並且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海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橫過穿越；

林前 10:2 kai. pa,ntej eivj to.n Mwu?sh/n evbapti,sqhsan evn th/| nefe,lh| kai. evn th/| qala,ssh|
And were all baptized unto Moses in the cloud and in the sea;
都在雲裏海裏受洗歸了摩西；

並且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摩西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浸洗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雲團 並且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海；
[經文變異RT][經文變異WH]

並且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摩西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浸洗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雲團 並且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海；

林前 10:3 kai. pa,ntej to. auvto. pneumatiko.n brw/ma e;fagon
And did all eat the same spiritual meat;
並且都喫了一樣的靈食；

並且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同一者 到於(它)屬靈的 到於(它)食物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吃食；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同一者 到於(它)食物 到於(它)屬靈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吃食；
[經文變異WH]

並且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同一者 到於(它)屬靈的 到於(它)食物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吃食；

林前 10:4 kai. pa,ntej to. auvto. pneumatiko.n e;pion po,ma\ e;pinon ga.r evk pneumatikh/j avkolouqou,shj pe,traj( h̀
pe,tra de. h=n ò Cristo,jÅ
And did all drink the same spiritual drink: for they drank of that spiritual Rock that followed them: and that Rock
was Christ.
也都喝了一樣的靈水；所喝的是出於隨著他們的靈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

並且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同一者 到於(它)屬靈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喝 到於(它)飲料；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喝 因為 向外出來 從屬(她)屬靈的 從屬(她)現正持續跟隨了的 從屬(她)磐石； (她)那 (她)磐石

然而也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那 (他)基督。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同一者 到於(它)飲料 到於(它)屬靈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喝；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喝 因為 向外出來 從屬(她)屬靈的 從屬(她)現正持續跟隨了的 從屬(她)磐石； (她)那 然而也

(她)磐石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那 (他)基督。

林前 10:5 avllV ouvk evn toi/j plei,osin auvtw/n euvdo,khsen ò qeo,j( katestrw,qhsan ga.r evn th/| evrh,mw|Å
But with many of them God was not well pleased: for they were overthrown in the wilderness.
但他們中間，多半是神不喜歡的人；所以在曠野倒斃。

但乃是 不是/不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更多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歡愉認可 (他)那

(他)神；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伏地倒斃 因為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孤獨荒涼的。

林前 10:6 tau/ta de. tu,poi hm̀w/n evgenh,qhsan( eivj to. mh. ei=nai h̀ma/j evpiqumhta.j kakw/n( kaqw.j kavkei/noi
evpequ,mhsanÅ
Now these things were our examples, to the intent we should not lust after evil things, as they also lusted.
這些事都是我們的鑑戒，叫我們不要貪戀惡事，像他們那樣貪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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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們)那同一者 然而也 (他們)印模樣本 從屬我們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生發成為，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是 到於我們 到於(他們)熱戀愛慕者 從屬(它們)卑劣不好的， 按照正如地

(他們)且在那裏的那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熱戀愛慕。

林前 10:7 mhde. eivdwlola,trai gi,nesqe kaqw,j tinej auvtw/n( w[sper ge,graptai( VEka,qisen ò lao.j fagei/n kai. pei/n
kai. avne,sthsan pai,zeinÅ
Neither be ye idolaters, as were some of them; as it is written, The people sat down to eat and drink, and rose
up to play.
也不要拜偶像，像他們有人拜的；如經上所記：『百姓坐下喫喝，起來玩耍。』

然而也不要 (他們)偶像之事奉者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按照正如地 (他們)任何什麼

從屬(他們)同一者； 甚至正如地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座 (他)那 (他)人民百姓

那時(也是)要去吃食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喝，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 現要去持續如孩童戲耍。
[經文變異RT]

然而也不要 (他們)偶像之事奉者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按照正如地 (他們)任何什麼

從屬(他們)同一者； 正如地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座 (他)那 (他)人民百姓

那時(也是)要去吃食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喝，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 現要去持續如孩童戲耍。

林前 10:8 mhde. porneu,wmen( kaqw,j tinej auvtw/n evpo,rneusan kai. e;pesan mia/| hm̀e,ra| ei;kosi trei/j cilia,dejÅ
Neither let us commit fornication, as some of them committed, and fell in one day three and twenty thousand.
我們也不要行姦淫，像他們有人行的，一天就倒斃了二萬三千人。

然而也不要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行賣淫， 按照正如地 (他們)任何什麼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行賣淫，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落下墜落 在對(她)一個/第一 在對(她)日子/白日 (她們)二十 (她們)三個 (她們)一千之數。
[經文變異RT]

然而也不要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行賣淫， 按照正如地 (他們)任何什麼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行賣淫，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落下墜落 在內 在對(她)一個/第一 在對(她)日子/白日 (她們)二十 (她們)三個

(她們)一千之數。

林前 10:9 mhde. evkpeira,zwmen to.n Cristo,n( kaqw,j tinej auvtw/n evpei,rasan kai. ùpo. tw/n o;fewn avpw,lluntoÅ
Neither let us tempt Christ, as some of them also tempted, and were destroyed of serpents.
也不要試探主，〔主有古卷作基督〕像他們有人試探的，就被蛇所滅。

然而也不要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向外使有探測試驗 到於(他)那 到於(他)基督， 按照正如地 (他們)任何什麼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使有探測試驗， 並且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蛇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被毀掉除滅註1。

註1：“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被毀掉除滅”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毀掉除滅”。

[經文變異RT]

然而也不要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向外使有探測試驗 到於(他)那 到於(他)基督， 按照正如地 並且 (他們)任何什麼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使有探測試驗， 並且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蛇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毀掉除滅。
[經文變異WH]

然而也不要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向外使有探測試驗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主人， 按照正如地 (他們)任何什麼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使有探測試驗， 並且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蛇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被毀掉除滅。

林前 10:10 mhde. goggu,zete( kaqa,per tine.j auvtw/n evgo,ggusan kai. avpw,lonto ùpo. tou/ ovloqreutou/Å
Neither murmur ye, as some of them also murmured, and were destroyed of the destroyer.
你們也不要發怨言，像他們有發怨言的，就被滅命的所滅。

然而也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嘟噥嘀咕， 甚至按照這些地 (他們)任何什麼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嘟噥嘀咕，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毀掉除滅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那

從屬(他)行毀滅者。
[經文變異RT]

然而也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嘟噥嘀咕， 按照正如地 並且 (他們)任何什麼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嘟噥嘀咕，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毀掉除滅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那

從屬(他)行毀滅者。

林前 10:11 tau/ta de. tupikw/j sune,bainen evkei,noij( evgra,fh de. pro.j nouqesi,an h̀mw/n( eivj ou]j ta. te,lh tw/n
aivw,nwn kath,nthkenÅ
Now all these things happened unto them for ensamples: and they are written for our admonition, upon whom
the ends of the world are 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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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遭遇這些事，都要作為鑑戒；並且寫在經上，正是警戒我們這末世的人。

(它們)那同一者 然而也 屬印模樣本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發生遭遇 在對(他們)在那裏的那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刻寫記載 然而也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警戒勸告 從屬我們，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這些個

(它們)那些 (它們)終結/貨物或旅行之終結稅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世紀時代 他/她/它現在已經行抵來到。
[經文變異RT]

(它們)那同一者 然而也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印模樣本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發生遭遇 在對(他們)在那裏的那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刻寫記載 然而也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警戒勸告 從屬我們，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這些個

(它們)那些 (它們)終結/貨物或旅行之終結稅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世紀時代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抵來到。

林前 10:12 w[ste ò dokw/n es̀ta,nai blepe,tw mh. pe,sh|Å
Wherefore let him that thinketh he standeth take heed lest he fall.
所以自己以為站得穩的，須要謹慎，免得跌倒。

以致 (他)那 (他)現正持續設想認為對了的 現已經去立定站住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著眼觀看，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落下墜落。

林前 10:13 peirasmo.j ùma/j ouvk ei;lhfen eiv mh. avnqrw,pinoj\ pisto.j de. ò qeo,j( o]j ouvk eva,sei ùma/j peirasqh/nai
up̀e.r o] du,nasqe avlla. poih,sei su.n tw/| peirasmw/| kai. th.n e;kbasin tou/ du,nasqai ùpenegkei/nÅ
There hath no temptation taken you but such as is common to man: but God is faithful, who will not suffer you to
be tempted above that ye are able; but will with the temptation also make a way to escape, that ye may be able
to bear it.
你們所遇見的試探，無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實的，必不叫你們受試探過於所能受的；在受試探的時候，總要

給你們開一條出路，叫你們能忍受得住。

(他)試探試煉 到於你們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已經拿取， 若是 不會/不要 (他)人類的； (他)誠且信的 然而也 (他)那

(他)神， (他)這個 不是/不 他/她/它將要(持續)容許任由 到於你們 那時(也是)要去被使有探測試驗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高超 到於(它)這個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但乃是 他/她/它將要(持續)行出作成

共同一起 在對(他)那 在對(他)試探試煉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出路， 從屬(它)那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那時(也是)要去扛負忍受。
[經文變異RT]

(他)試探試煉 到於你們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已經拿取， 若是 不會/不要 (他)人類的； (他)誠且信的 然而也 (他)那

(他)神， (他)這個 不是/不 他/她/它將要(持續)容許任由 到於你們 那時(也是)要去被使有探測試驗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高超 到於(它)這個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但乃是 他/她/它將要(持續)行出作成

共同一起 在對(他)那 在對(他)試探試煉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出路， 從屬(它)那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到於你們 那時(也是)要去扛負忍受。

林前 10:14 Dio,per( avgaphtoi, mou( feu,gete avpo. th/j eivdwlolatri,ajÅ
Wherefore, my dearly beloved, flee from idolatry.
我所親愛的弟兄阿，你們要逃避拜偶像的事。

為這個緣故甚至， 阿,(他們)蒙愛的 從屬我，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逃離走避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偶像之事奉敬奉。

林前 10:15 wj̀ froni,moij le,gw\ kri,nate ùmei/j o[ fhmiÅ
I speak as to wise men; judge ye what I say.
我好像對明白人說的，你們要審察我的話。

正如地 在對(他們)精明聰敏的 我現在持續道說，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區別審斷 你們 到於(它)這個

我現在持續是宣稱傳講。

林前 10:16 to. poth,rion th/j euvlogi,aj o] euvlogou/men( ouvci. koinwni,a evsti.n tou/ ai[matoj tou/ Cristou/È to.n a;rton
o]n klw/men( ouvci. koinwni,a tou/ sw,matoj tou/ Cristou/ evstinÈ
The cup of blessing which we bless, is it not the communion of the blood of Christ? The bread which we break,
is it not the communion of the body of Christ?
我們所祝福的杯，豈不是同領基督的血麼；我們所擘開的餅，豈不是同領基督的身體麼。

(它)那 (它)杯 從屬(她)那 從屬(她)稱讚祝福 到於(它)這個 我們現在持續祝福稱讚， 豈不是呢 (她)共通合享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從屬(它)那 從屬(它)血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到於(他)那 到於(他)麵餅 到於(他)這個

我們現在持續折裂破開， 豈不是呢 (她)共通合享 從屬(它)那 從屬(它)身體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它)那 (它)杯 從屬(她)那 從屬(她)稱讚祝福 到於(它)這個 我們現在持續祝福稱讚， 豈不是呢 (她)共通合享

從屬(它)那 從屬(它)血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到於(他)那 到於(他)麵餅 到於(他)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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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現在持續折裂破開， 豈不是呢 (她)共通合享 從屬(它)那 從屬(它)身體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林前 10:17 o[ti ei-j a;rtoj( e]n sw/ma oì polloi, evsmen( oi` ga.r pa,ntej evk tou/ eǹo.j a;rtou mete,comenÅ
For we being many are one bread, and one body: for we are all partakers of that one bread.
我們雖多，仍是一個餅，一個身體；因為我們都是分受這一個餅。

是這樣 (他)一個 (他)麵餅 (它)一個 (它)身體 (他們)那些 (他們)許多的 我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那些 因為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一個 從屬(他)麵餅 我們現在持續參與有分。
[不同標點]

是這樣 (他)一個 (他)麵餅， (它)一個 (它)身體 (他們)那些 (他們)許多的 我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那些 因為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一個 從屬(他)麵餅 我們現在持續參與有分。

林前 10:18 ble,pete to.n VIsrah.l kata. sa,rka\ ouvc oì evsqi,ontej ta.j qusi,aj koinwnoi. tou/ qusiasthri,ou eivsi,nÈ
Behold Israel after the flesh: are not they which eat of the sacrifices partakers of the altar?
你們看屬肉體的以色列人；那喫祭物的，豈不是在祭壇上有分麼。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著眼觀看 到於(他)那 到於(他)以色列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肉體： 豈非呢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喫食了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犧牲祭物 (他們)合夥共享之人 從屬(它)那 從屬(它)祭壇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林前 10:19 ti, ou=n fhmiÈ o[ti eivdwlo,quto,n ti, evstin h' o[ti ei;dwlo,n ti, evstinÈ
What say I then? that the idol is any thing, or that which is offered in sacrifice to idols is any thing?
我是怎麼說呢；豈是說祭偶像之物算得甚麼呢；或說偶像算得甚麼呢。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這樣 我現在持續是宣稱傳講？ 是這樣 (它)乃宰殺獻祭給偶像的 (它)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甚或/或而 是這樣 (它)偶像 (它)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這樣 我現在持續是宣稱傳講？ 是這樣 (它)偶像 (它)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甚或/或而

是這樣 (它)乃宰殺獻祭給偶像的 (它)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林前 10:20 avllV o[ti a] qu,ousin( daimoni,oij kai. ouv qew/| Îqu,ousinÐ\ ouv qe,lw de. ùma/j koinwnou.j tw/n daimoni,wn
gi,nesqaiÅ
But I say, that the things which the Gentiles sacrifice, they sacrifice to devils, and not to God: and I would not
that ye should have fellowship with devils.
我乃是說，外邦人所獻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我不願意你們與鬼相交。

但乃是 是這樣 到於(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宰殺獻祭， 在對(它們)鬼魔 並且 不是/不 在對(他)神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宰殺獻祭；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定意 然而也 到於你們 到於(他們)合夥共享之人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鬼魔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經文變異RT]

但乃是 是這樣 到於(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宰殺獻祭 (它們)那些 (它們)種族邦國， 在對(它們)鬼魔

他/她/它現在持續宰殺獻祭， 並且 不是/不 在對(他)神；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定意 然而也 到於你們

到於(他們)合夥共享之人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鬼魔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經文變異WH]

但乃是 是這樣 到於(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宰殺獻祭 (它們)那些 (它們)種族邦國， 在對(它們)鬼魔 並且

不是/不 在對(他)神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宰殺獻祭；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定意 然而也 到於你們

到於(他們)合夥共享之人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鬼魔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林前 10:21 ouv du,nasqe poth,rion kuri,ou pi,nein kai. poth,rion daimoni,wn( ouv du,nasqe trape,zhj kuri,ou mete,cein
kai. trape,zhj daimoni,wnÅ
Ye cannot drink the cup of the Lord, and the cup of devils: ye cannot be partakers of the Lord's table, and of the
table of devils.
你們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喫主的筵席，又喫鬼的筵席。

不是/不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到於(它)杯 從屬(他)主人 現要去持續喝 並且 到於(它)杯 從屬(它們)鬼魔；

不是/不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從屬(她)桌子 從屬(他)主人 現要去持續參與有分 並且 從屬(她)桌子

從屬(它們)鬼魔。

林前 10:22 h' parazhlou/men to.n ku,rionÈ mh. ivscuro,teroi auvtou/ evsmenÈ
Do we provoke the Lord to jealousy? are we stronger than he?
我們可惹主的憤恨麼；我們比他還有能力麼。

甚或/或而 我們現在持續煽動激發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主人？ 豈會呢 (他們)更強壯大力的 從屬(他)同一者

我們現在持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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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前 10:23 Pa,nta e;xestin avllV ouv pa,nta sumfe,rei\ pa,nta e;xestin avllV ouv pa,nta oivkodomei/Å
All things are lawful for me, but all things are not expedient: all things are lawful for me, but all things edify not.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處。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合乎法理[非人稱用法]， 但乃是 不是/不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一起負載攜帶/輕省有益；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合乎法理[非人稱用法]， 但乃是

不是/不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營建修造。
[經文變異RT]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我 他/她/它現在持續合乎法理[非人稱用法]， 但乃是 不是/不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一起負載攜帶/輕省有益；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我 他/她/它現在持續合乎法理[非人稱用法]，

但乃是 不是/不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營建修造。

林前 10:24 mhdei.j to. eàutou/ zhtei,tw avlla. to. tou/ ète,rouÅ
Let no man seek his own, but every man another's wealth.
無論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處，乃要求別人的益處。

(他)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到於(它)那 從屬(他)同一者自己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探索尋求， 但乃是 到於(它)那

從屬(他)那 從屬(他)相異不同的。
[經文變異RT]

(他)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到於(它)那 從屬(他)同一者自己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探索尋求， 但乃是 到於(它)那

從屬(他)那 從屬(他)相異不同的 (他)各個的。

林前 10:25 Pa/n to. evn make,llw| pwlou,menon evsqi,ete mhde.n avnakri,nontej dia. th.n sunei,dhsin\
Whatsoever is sold in the shambles, that eat, asking no question for conscience sake:
凡市上所賣的，你們只管喫，不要為良心的緣故問甚麼話；

到於(它)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那 在內 在對(它)屠市肉舖 到於(它)現正持續被售賣了的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喫食，

到於(它)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他們)現正持續詳細審察了的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她)那 到於(她)自覺良心；

林前 10:26 tou/ kuri,ou ga.r h` gh/ kai. to. plh,rwma auvth/jÅ
For the earth is the Lord's, and the fulness thereof.
因為地和其中所充滿的，都屬乎主。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因為 (她)那 (她)地土/地 並且 (它)那 (它)所用以充滿添足/所被充滿添足 從屬(她)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從屬(他)那 因為 從屬(他)主人 (她)那 (她)地土/地 並且 (它)那 (它)所用以充滿添足/所被充滿添足 從屬(她)同一者。

林前 10:27 ei; tij kalei/ ùma/j tw/n avpi,stwn kai. qe,lete poreu,esqai( pa/n to. paratiqe,menon ùmi/n evsqi,ete mhde.n
avnakri,nontej dia. th.n sunei,dhsinÅ
If any of them that believe not bid you to a feast, and ye be disposed to go; whatsoever is set before you, eat,
asking no question for conscience sake.
倘有一個不信的人請你們赴席，你們若願意去，凡擺在你們面前的，只管喫，不要為良心的緣故問甚麼話。

若是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促請召喚 到於你們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不誠不信的， 並且

你們現在持續定意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到於(它)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現正持續被置放擺設在旁邊了的 在對你們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喫食， 到於(它)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他們)現正持續詳細審察了的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她)那 到於(她)自覺良心。
[經文變異RT]

若是 然而也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促請召喚 到於你們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不誠不信的， 並且

你們現在持續定意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到於(它)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現正持續被置放擺設在旁邊了的 在對你們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喫食， 到於(它)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他們)現正持續詳細審察了的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她)那 到於(她)自覺良心。

林前 10:28 eva.n de, tij ùmi/n ei;ph|( Tou/to ìero,quto,n evstin( mh. evsqi,ete diV evkei/non to.n mhnu,santa kai. th.n
sunei,dhsin\
But if any man say unto you, This is offered in sacrifice unto idols, eat not for his sake that shewed it, and for
conscience sake: for the earth is the Lord's, and the fulness thereof:
若有人對你們說：這是獻過祭的物；就要為那告訴你們的人，並為良心的緣故，不喫。

但凡若是 然而也 (他)任何什麼 在對你們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它)那同一者 (它)乃神聖地宰殺獻祭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喫食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他)在那裏的那個 到於(他)那

到於(他)那時(也是)透露告訴了的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自覺良心；
[經文變異RT]

但凡若是 然而也 (他)任何什麼 在對你們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它)那同一者 (它)乃宰殺獻祭給偶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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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喫食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他)在那裏的那個 到於(他)那

到於(他)那時(也是)透露告訴了的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自覺良心； 從屬(他)那 因為 從屬(他)主人 (她)那

(她)地土/地 並且 (它)那 (它)所用以充滿添足/所被充滿添足 從屬(她)同一者。

林前 10:29 sunei,dhsin de. le,gw ouvci. th.n èautou/ avlla. th.n tou/ et̀e,rouÅ ìnati, ga.r h` evleuqeri,a mou kri,netai ùpo.
a;llhj suneidh,sewjÈ
Conscience, I say, not thine own, but of the other: for why is my liberty judged of another man's conscience?
我說的良心，不是你的，乃是他的；我這自由，為甚麼被別人的良心論斷呢。

到於(她)自覺良心 然而也 我現在持續道說， 真不是 到於(她)那 從屬(他)同一者自己， 但乃是 到於(她)那

從屬(他)那 從屬(他)相異不同的。 為什麼呢 因為 (她)那 (她)自主自由 從屬我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區別審斷

<在底下>被從 從屬(她)另外不同的 從屬(她)自覺良心？

林前 10:30 eiv evgw. ca,riti mete,cw( ti, blasfhmou/mai ùpe.r ou- evgw. euvcaristw/È
For if I by grace be a partaker, why am I evil spoken of for that for which I give thanks?
我若謝恩而喫，為甚麼因我謝恩的物被人毀謗呢。

若是 我 在對(她)恩典惠意 我現在持續參與有分，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我現在持續被謗瀆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它)這個 我 我現在持續感謝？
[經文變異RT]

若是 然而也 我 在對(她)恩典惠意 我現在持續參與有分，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我現在持續被謗瀆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它)這個 我 我現在持續感謝？

林前 10:31 ei;te ou=n evsqi,ete ei;te pi,nete ei;te ti poiei/te( pa,nta eivj do,xan qeou/ poiei/teÅ
Whether therefore ye eat, or drink, or whatsoever ye do, do all to the glory of God.
所以你們或喫或喝，無論作甚麼，都要為榮耀神而行。

無論若是 這樣 你們現在持續喫食， 無論若是 你們現在持續喝， 無論若是 到於(它)任何什麼

你們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榮耀 從屬(他)神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行出作成。

林前 10:32 avpro,skopoi kai. VIoudai,oij gi,nesqe kai. {Ellhsin kai. th/| evkklhsi,a| tou/ qeou/(
Give none offence, neither to the Jews, nor to the Gentiles, nor to the church of God:
不拘是猶太人，是希利尼人，是神的教會，你們都不要使他跌倒；

(他們)無害無過的 並且 在對(他們)猶太人的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並且 在對(他們)希利尼人 並且

在對(她)那 在對(她)傳召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經文變異RT]

(他們)無害無過的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並且 在對(他們)猶太人的 並且 在對(他們)希利尼人 並且

在對(她)那 在對(她)傳召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林前 10:33 kaqw.j kavgw. pa,nta pa/sin avre,skw mh. zhtw/n to. evmautou/ su,mforon avlla. to. tw/n pollw/n( i[na
swqw/sinÅ
Even as I please all men in all things, not seeking mine own profit, but the profit of many, that they may be
saved.
就好像我凡事都叫眾人喜歡，不求自己的益處，只求眾人的益處，叫他們得救。

按照正如地 並且我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我現在持續取悅， 不會/不要

(他)現正持續探索尋求了的 到於(它)那 從屬(他)我自己 到於(它)一起負載攜帶的/輕省有益的， 但乃是 到於(它)那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許多的， 為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被拯救。
[經文變異RT]

按照正如地 並且我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我現在持續取悅， 不會/不要

(他)現正持續探索尋求了的 到於(它)那 從屬(他)我自己 到於(它)現正持續一起負載攜帶/輕省有益了的， 但乃是

到於(它)那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許多的， 為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被拯救。

林前 11:1 mimhtai, mou gi,nesqe kaqw.j kavgw. Cristou/Å
Be ye followers of me, even as I also am of Christ.
你們該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樣。

(他們)模仿效法者 從屬我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按照正如地 並且我 從屬(他)基督。

林前 11:2 VEpainw/ de. ùma/j o[ti pa,nta mou me,mnhsqe kai,( kaqw.j pare,dwka ùmi/n( ta.j parado,seij kate,ceteÅ
Now I praise you, brethren, that ye remember me in all things, and keep the ordinances, as I delivered them to
you.
我稱讚你們，因你們凡事記念我，又堅守我所傳給你們的。

我現在持續在上面頌揚讚美 然而也 到於你們， 是這樣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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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現在已經被提醒記得， 並且 按照正如地 我那時(也是)交付 在對你們，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交付

你們現在持續持住。
[經文變異RT]

我現在持續在上面頌揚讚美 然而也 到於你們， 阿,(他們)弟兄， 是這樣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我

你們現在已經被提醒記得， 並且 按照正如地 我那時(也是)交付 在對你們，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交付

你們現在持續持住。

林前 11:3 qe,lw de. ùma/j eivde,nai o[ti panto.j avndro.j h` kefalh. ò Cristo,j evstin( kefalh. de. gunaiko.j ò avnh,r(
kefalh. de. tou/ Cristou/ ò qeo,jÅ
But I would have you know, that the head of every man is Christ; and the head of the woman is the man; and
the head of Christ is God.
我願意你們知道，基督是各人的頭；男人是女人的頭，神是基督的頭。

我現在持續定意 然而也 到於你們 現已經去看見察覺 是這樣 從屬(他)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他)男人/丈夫 (她)那

(她)頭 (他)那 (他)基督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頭 然而也 從屬(她)女人 (他)那 (他)男人/丈夫； (她)頭 然而也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他)那 (他)神。
[經文變異RT]

我現在持續定意 然而也 到於你們 現已經去看見察覺 是這樣 從屬(他)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他)男人/丈夫 (她)那

(她)頭 (他)那 (他)基督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頭 然而也 從屬(她)女人 (他)那 (他)男人/丈夫； (她)頭 然而也

從屬(他)基督 (他)那 (他)神。

林前 11:4 pa/j avnh.r proseuco,menoj h' profhteu,wn kata. kefalh/j e;cwn kataiscu,nei th.n kefalh.n auvtou/Å
Every man praying or prophesying, having his head covered, dishonoureth his head.
凡男人禱告或是講道，〔講道或作說預言下同〕若蒙著頭，就羞辱自己的頭。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男人/丈夫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祈禱求告了的 甚或/或而

(他)現正持續行在前面宣稱傳講了的，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她)頭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向下挑起羞辱感 到於(她)那 到於(她)頭 從屬(他)同一者。

林前 11:5 pa/sa de. gunh. proseucome,nh h' profhteu,ousa avkatakalu,ptw| th/| kefalh/| kataiscu,nei th.n kefalh.n
auvth/j\ e]n ga,r evstin kai. to. auvto. th/| evxurhme,nh|Å
But every woman that prayeth or prophesieth with her head uncovered dishonoureth her head: for that is even
all one as if she were shaven.
凡女人禱告或是講道，若不蒙著頭，就羞辱自己的頭；因為這就如同剃了頭髮一樣。

(她)所有每一個的 然而也 (她)女人 (她)現正持續讓自己/被祈禱求告了的 甚或/或而

(她)現正持續行在前面宣稱傳講了的 在對(她)乃不向下遮蓋隱藏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頭

他/她/它現在持續向下挑起羞辱感 到於(她)那 到於(她)頭 從屬(她)同一者； (它)一個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並且

(它)那 (它)同一者 在對(她)那 在對(她)現在已經被剃剪了的。
[經文變異RT]

(她)所有每一個的 然而也 (她)女人 (她)現正持續讓自己/被祈禱求告了的 甚或/或而

(她)現正持續行在前面宣稱傳講了的 在對(她)乃不向下遮蓋隱藏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頭

他/她/它現在持續向下挑起羞辱感 到於(她)那 到於(她)頭 從屬(她)同一者自己； (它)一個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並且 (它)那 (它)同一者 在對(她)那 在對(她)現在已經被剃剪了的。

林前 11:6 eiv ga.r ouv katakalu,ptetai gunh,( kai. keira,sqw\ eiv de. aivscro.n gunaiki. to. kei,rasqai h' xura/sqai(
katakalupte,sqwÅ
For if the woman be not covered, let her also be shorn: but if it be a shame for a woman to be shorn or shaven,
let her be covered.
女人若不蒙著頭，就該剪了頭髮；女人若以剪髮剃髮為羞愧，就該蒙著頭。

若是 因為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向下遮蓋隱藏 (她)女人，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修剃剪短；

若是 然而也 (它)損形恥辱的 在對(她)女人 (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修剃剪短 甚或/或而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剃剪註1，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向下遮蓋隱藏。

註1：“現要去持續被剃剪”文法上亦可以為“現要去持續讓自己剃剪” ， 亦可以為“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剃剪”。

林前 11:7 avnh.r me.n ga.r ouvk ovfei,lei katakalu,ptesqai th.n kefalh.n eivkw.n kai. do,xa qeou/ ùpa,rcwn\ h̀ gunh. de.
do,xa avndro,j evstinÅ
For a man indeed ought not to cover his head, forasmuch as he is the image and glory of God: but the woman is
the glory of the man.
男人本不該蒙著頭，因為他是神的形像和榮耀，但女人是男人的榮耀。

(他)男人/丈夫 的確 因為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積欠負債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向下遮蓋隱藏 到於(她)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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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於(她)頭， (她)表像 並且 (她)榮耀 從屬(他)神 (他)現正持續源屬具有了的； (她)那 (她)女人 然而也 (她)榮耀

從屬(他)男人/丈夫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他)男人/丈夫 的確 因為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積欠負債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向下遮蓋隱藏 到於(她)那

到於(她)頭， (她)表像 並且 (她)榮耀 從屬(他)神 (他)現正持續源屬具有了的； (她)女人 然而也 (她)榮耀

從屬(他)男人/丈夫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林前 11:8 ouv ga,r evstin avnh.r evk gunaiko.j avlla. gunh. evx avndro,j\
For the man is not of the woman; but the woman of the man.
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

不是/不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男人/丈夫 向外出來 從屬(她)女人； 但乃是 (她)女人 向外出來

從屬(他)男人/丈夫；

林前 11:9 kai. ga.r ouvk evkti,sqh avnh.r dia. th.n gunai/ka( avlla. gunh. dia. to.n a;ndraÅ
Neither was the man created for the woman; but the woman for the man.
並且男人不是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為男人造的。

並且 因為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創造建立 (他)男人/丈夫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她)那 到於(她)女人；

但乃是 (她)女人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他)那 到於(他)男人/丈夫。

林前 11:10 dia. tou/to ovfei,lei h̀ gunh. evxousi,an e;cein evpi. th/j kefalh/j dia. tou.j avgge,loujÅ
For this cause ought the woman to have power on her head because of the angels.
因此，女人為天使的緣故，應當在頭上有服權柄的記號。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積欠負債 (她)那 (她)女人 到於(她)權柄掌握 現要去持續持有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頭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使者。

林前 11:11 plh.n ou;te gunh. cwri.j avndro.j ou;te avnh.r cwri.j gunaiko.j evn kuri,w|\
Nevertheless neither is the man without the woman, neither the woman without the man, in the Lord.
然而照主的安排，女也不是無男，男也不是無女。

超出之外地 並不/又不 (她)女人 脫離開地 從屬(他)男人/丈夫， 並不/又不 (他)男人/丈夫 脫離開地 從屬(她)女人

在內 在對(他)主人；
[經文變異RT]

超出之外地 並不/又不 (他)男人/丈夫 脫離開地 從屬(她)女人， 並不/又不 (她)女人 脫離開地 從屬(他)男人/丈夫

在內 在對(他)主人；

林前 11:12 w[sper ga.r h` gunh. evk tou/ avndro,j( ou[twj kai. ò avnh.r dia. th/j gunaiko,j\ ta. de. pa,nta evk tou/ qeou/Å
For as the woman is of the man, even so is the man also by the woman; but all things of God.
因為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但萬有都是出乎神。

甚至正如地 因為 (她)那 (她)女人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男人/丈夫， 那同一樣式地 並且 (他)那

(他)男人/丈夫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女人； (它們)那些 然而也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林前 11:13 evn ùmi/n auvtoi/j kri,nate\ pre,pon evsti.n gunai/ka avkataka,lupton tw/| qew/| proseu,cesqaiÈ
Judge in yourselves: is it comely that a woman pray unto God uncovered?
你們自己審察，女人禱告神，不蒙著頭，是合宜的麼。

在內 在對你們 在對(他們)同一者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區別審斷： (它)現正持續突顯適宜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到於(她)女人 到於(她)乃不向下遮蓋隱藏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祈禱求告？

林前 11:14 ouvde. h` fu,sij auvth. dida,skei ùma/j o[ti avnh.r me.n eva.n koma/| avtimi,a auvtw/| evstin(
Doth not even nature itself teach you, that, if a man have long hair, it is a shame unto him?
你們的本性不也指示你們，男人若有長頭髮，便是他的羞辱麼。

然而也不是地 (她)那 (她)天然本性 (她)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教導 到於你們， 是這樣 (他)男人/丈夫 的確

但凡若是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有長髮髮束， (她)低賤羞愧 在對(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甚或/或而 然而也不是地 (她)同一者 (她)那 (她)天然本性 他/她/它現在持續教導 到於你們， 是這樣 (他)男人/丈夫

的確 但凡若是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有長髮髮束， (她)低賤羞愧 在對(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林前 11:15 gunh. de. eva.n koma/| do,xa auvth/| evstinÈ o[ti h` ko,mh avnti. peribolai,ou de,dotai Îauvth/|ÐÅ
But if a woman have long hair, it is a glory to her: for her hair is given her for a covering.
但女人有長頭髮，乃是他的榮耀；因為這頭髮是給他作蓋頭的。

(她)女人 然而也 但凡若是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有長髮髮束， (她)榮耀 在對(她)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是這樣 (她)那 (她)長髮髮束 相對對應 從屬(它)披蓋穿裹之物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給與 在對(她)同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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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變異MT]

(她)女人 然而也 但凡若是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有長髮髮束， (她)榮耀 在對(她)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是這樣 (她)那 (她)長髮髮束 相對對應 從屬(它)披蓋穿裹之物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給與 。

林前 11:16 Eiv de, tij dokei/ filo,neikoj ei=nai( h̀mei/j toiau,thn sunh,qeian ouvk e;comen ouvde. aì evkklhsi,ai tou/
qeou/Å
But if any man seem to be contentious, we have no such custom, neither the churches of God.
若有人想要辯駁，我們卻沒有這樣的規矩，神的眾教會也是沒有的。

若是 然而也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設想認為對 (他)喜愛爭論吵架的 現要去持續是， 我們 到於(她)那種樣

到於(她)習俗常規 不是/不 我們現在持續持有， 然而也不是地 (她們)那些 (她們)傳召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林前 11:17 Tou/to de. paragge,llwn ouvk evpainw/ o[ti ouvk eivj to. krei/sson avlla. eivj to. h-sson sune,rcesqeÅ Now in

this that I declare unto you I praise you not, that ye come together not for the better, but for the worse.
我現今吩咐你們的話，不是稱讚你們；因為你們聚會不是受益，乃是招損。

到於(它)那同一者 然而也 (他)現正持續命令吩咐了的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在上面頌揚讚美， 是這樣 不是/不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更優秀的， 但乃是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更變差減少的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共同到來前往。

林前 11:18 prw/ton me.n ga.r sunercome,nwn ùmw/n evn evkklhsi,a| avkou,w sci,smata evn um̀i/n ùpa,rcein kai. me,roj ti
pisteu,wÅ
For first of all, when ye come together in the church, I hear that there be divisions among you; and I partly
believe it.
第一，我聽說你們聚會的時候，彼此分門別類；我也稍微的信這話。

首先地 的確 因為，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共同到來前往了的 從屬你們 在內 在對(她)傳召，

我現在持續聲聞耳聽 到於(它們)裂口間隙 在內 在對你們 現要去持續源屬具有； 並且 到於(它)部分

到於(它)任何什麼 我現在持續置信信託。
[經文變異RT]

首先地 的確 因為，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共同到來前往了的 從屬你們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傳召，

我現在持續聲聞耳聽 到於(它們)裂口間隙 在內 在對你們 現要去持續源屬具有； 並且 到於(它)部分

到於(它)任何什麼 我現在持續置信信託。

林前 11:19 dei/ ga.r kai. aìre,seij evn ùmi/n ei=nai( i[na Îkai.Ð oi` do,kimoi faneroi. ge,nwntai evn ùmi/nÅ
For there must be also heresies among you, that they which are approved may be made manifest among you.
在你們中間不免有分門結黨的事，好叫那些有經驗的人，顯明出來。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因為 並且 到於(她們)教門黨派 在內 在對你們 現要去持續是， 為要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驗明證實的 (他們)促為照亮顯明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內 在對你們。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因為 並且 到於(她們)教門黨派 在內 在對你們 現要去持續是， 為要

(他們)那些 (他們)驗明證實的 (他們)促為照亮顯明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內 在對你們。

林前 11:20 Sunercome,nwn ou=n ùmw/n evpi. to. auvto. ouvk e;stin kuriako.n dei/pnon fagei/n\
When ye come together therefore into one place, this is not to eat the Lord's supper.
你們聚會的時候，算不得喫主的晚餐；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共同到來前往了的 這樣 從屬你們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同一者，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到於(它)屬主人的 到於(它)晚餐 那時(也是)要去吃食；

林前 11:21 e[kastoj ga.r to. i;dion dei/pnon prolamba,nei evn tw/| fagei/n( kai. o]j me.n peina/| o]j de. mequ,eiÅ
For in eating every one taketh before other his own supper: and one is hungry, and another is drunken.
因為喫的時候，各人先喫自己的飯，甚至這個飢餓，那個酒醉。

(他)各個的 因為 到於(它)那 到於(它)私人個別的 到於(它)晚餐 他/她/它現在持續預先拿取 在內 在對(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吃食； 並且 (他)這個 的確 他/她/它現在持續有飢餓， (他)這個 然而也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醉酒。

林前 11:22 mh. ga.r oivki,aj ouvk e;cete eivj to. evsqi,ein kai. pi,neinÈ h' th/j evkklhsi,aj tou/ qeou/ katafronei/te( kai.
kataiscu,nete tou.j mh. e;contajÈ ti, ei;pw ùmi/nÈ evpaine,sw ùma/jÈ evn tou,tw| ouvk evpainw/Å
What? have ye not houses to eat and to drink in? or despise ye the church of God, and shame them that have
not? What shall I say to you? shall I praise you in this? I praise you not.
你們要喫喝，難道沒有家麼；還是藐視神的教會，叫那沒有的羞愧呢。我向你們可怎麼說呢；可因此稱讚你們麼

；我不稱讚。

豈會呢 因為 到於(她們)住屋家庭 不是/不 你們現在持續持有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現要去持續喫食 並且

現要去持續喝？ 甚或/或而 從屬(她)那 從屬(她)傳召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你們現在持續輕忽蔑視， 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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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現在持續向下挑起羞辱感 到於(他們)那些 不會/不要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我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在對你們？ 我那時(也是)應該在上面頌揚讚美 到於你們 在內 在對(它)那同一者？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在上面頌揚讚美。
[不同標點]

豈會呢 因為 到於(她們)住屋家庭 不是/不 你們現在持續持有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現要去持續喫食 並且

現要去持續喝？ 甚或/或而 從屬(她)那 從屬(她)傳召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你們現在持續輕忽蔑視， 並且

你們現在持續向下挑起羞辱感 到於(他們)那些 不會/不要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我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在對你們？ 我那時(也是)應該在上面頌揚讚美 到於你們？ 在內 在對(它)那同一者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在上面頌揚讚美。
[經文變異RT]

豈會呢 因為 到於(她們)住屋家庭 不是/不 你們現在持續持有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現要去持續喫食 並且

現要去持續喝？ 甚或/或而 從屬(她)那 從屬(她)傳召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你們現在持續輕忽蔑視， 並且

你們現在持續向下挑起羞辱感 到於(他們)那些 不會/不要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在對你們 我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我那時(也是)應該在上面頌揚讚美 到於你們 在內 在對(它)那同一者？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在上面頌揚讚美。

林前 11:23 VEgw. ga.r pare,labon avpo. tou/ kuri,ou( o] kai. pare,dwka ùmi/n( o[ti ò ku,rioj VIhsou/j evn th/| nukti. h-|
paredi,deto e;laben a;rton
For I have received of the Lord that which also I delivered unto you, That the Lord Jesus the same night in which
he was betrayed took bread:
我當日傳給你們的，原是從主領受的，就是主耶穌被賣的那一夜，拿起餅來，

我 因為 我那時(也是)拿取在旁邊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到於(它)這個 並且 我那時(也是)交付

在對你們， 是這樣 (他)那 (他)主人 (他)耶穌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夜晚 在對(她)這個 他/她/它當時持續被交付，

他/她/它那時(也是)拿取 到於(他)麵餅，

林前 11:24 kai. euvcaristh,saj e;klasen kai. ei=pen( Tou/to, mou, evstin to. sw/ma to. ùpe.r ùmw/n\ tou/to poiei/te eivj
th.n evmh.n avna,mnhsinÅ
And when he had given thanks, he brake it, and said, Take, eat: this is my body, which is broken for you: this do
in remembrance of me.
祝謝了，就擘開，說：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捨的；〔捨有古卷作擘開〕你們應當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

並且 (他)那時(也是)感謝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折裂破開，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它)那同一者 從屬我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那 (它)身體 (它)那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你們， 到於(它)那同一者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行出作成註1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我之物 到於(她)再向上致使提醒記得。

註1：“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行出作成”文法上亦可以為“你們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感謝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折裂破開，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拿取，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吃食； (它)那同一者 從屬我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那 (它)身體 (它)那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你們 (它)現正持續被折裂破開了的， 到於(它)那同一者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行出作成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我之物 到於(她)再向上致使提醒記得。

林前 11:25 ws̀au,twj kai. to. poth,rion meta. to. deipnh/sai le,gwn( Tou/to to. poth,rion h` kainh. diaqh,kh evsti.n evn
tw/| evmw/| ai[mati\ tou/to poiei/te( òsa,kij eva.n pi,nhte( eivj th.n evmh.n avna,mnhsinÅ
After the same manner also he took the cup, when he had supped, saying, This cup is the new testament in my
blood: this do ye, as oft as ye drink it, in remembrance of me.
飯後，也照樣拿起杯來，說：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約；你們每逢喝的時候，要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

正如同一樣式地 並且 到於(它)那 到於(它)杯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用晚餐，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它)那同一者 (它)那 (它)杯 (她)那 (她)嶄新的 (她)遺囑契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我之物 在對(它)血； 到於(它)那同一者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行出作成註1， 這每次地 但凡若是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喝，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我之物 到於(她)再向上致使提醒記得。

註1：“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行出作成”文法上亦可以為“你們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經文變異RT]

正如同一樣式地 並且 到於(它)那 到於(它)杯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用晚餐，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它)那同一者 (它)那 (它)杯 (她)那 (她)嶄新的 (她)遺囑契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我之物 在對(它)血； 到於(它)那同一者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行出作成， 這每次地 但凡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喝，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我之物 到於(她)再向上致使提醒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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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前 11:26 os̀a,kij ga.r eva.n evsqi,hte to.n a;rton tou/ton kai. to. poth,rion pi,nhte( to.n qa,naton tou/ kuri,ou
katagge,llete a;crij ou- e;lqh|Å
For as often as ye eat this bread, and drink this cup, ye do shew the Lord's death till he come.
你們每逢喫這餅，喝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他來。

這每次地 因為 但凡若是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喫食 到於(他)那 到於(他)麵餅 到於(他)那同一者 並且 到於(它)那

到於(它)杯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喝， 到於(他)那 到於(他)死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你們現在持續發佈傳揚， 直至達到

從屬(它)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到來前往。
[經文變異RT]

這每次地 因為 但凡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喫食 到於(他)那 到於(他)麵餅 到於(他)那同一者 並且 到於(它)那 到於(它)杯

到於(它)那同一者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喝， 到於(他)那 到於(他)死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你們現在持續發佈傳揚，

直至達到 從屬(它)這個 但凡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到來前往。

林前 11:27 {Wste o]j a'n evsqi,h| to.n a;rton h' pi,nh| to. poth,rion tou/ kuri,ou avnaxi,wj( e;nocoj e;stai tou/ sw,matoj
kai. tou/ ai[matoj tou/ kuri,ouÅ
Wherefore whosoever shall eat this bread, and drink this cup of the Lord, unworthily, shall be guilty of the body
and blood of the Lord.
所以無論何人，不按理喫主的餅，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

以致 (他)這個 但凡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喫食 到於(他)那 到於(他)麵餅 甚或/或而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喝

到於(它)那 到於(它)杯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不相配值得地， (他)有責任難以脫逃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從屬(它)那 從屬(它)身體 並且 從屬(它)那 從屬(它)血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經文變異RT]

以致 (他)這個 但凡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喫食 到於(他)那 到於(他)麵餅 到於(他)那同一者 甚或/或而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喝 到於(它)那 到於(它)杯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不相配值得地， (他)有責任難以脫逃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從屬(它)那 從屬(它)身體 並且 從屬(它)血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經文變異MT]

以致 (他)這個 但凡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喫食 到於(他)那 到於(他)麵餅 到於(他)那同一者 甚或/或而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喝 到於(它)那 到於(它)杯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不相配值得地， (他)有責任難以脫逃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從屬(它)那 從屬(它)身體 並且 從屬(它)那 從屬(它)血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林前 11:28 dokimaze,tw de. a;nqrwpoj èauto.n kai. ou[twj evk tou/ a;rtou evsqie,tw kai. evk tou/ pothri,ou pine,tw\
But let a man examine himself, and so let him eat of that bread, and drink of that cup.
人應當自己省察，然後喫這餅，喝這杯。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查驗證實 然而也 (他)人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並且 那同一樣式地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麵餅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喫食 並且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杯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喝；

林前 11:29 o` ga.r evsqi,wn kai. pi,nwn kri,ma èautw/| evsqi,ei kai. pi,nei mh. diakri,nwn to. sw/maÅ
For he that eateth and drinketh unworthily, eateth and drinketh damnation to himself, not discerning the Lord's
body.
因為人喫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體，就是喫喝自己的罪了。

(他)那 因為 (他)現正持續喫食了的 並且 (他)現正持續喝了的 到於(它)審案判決 在對(他)同一者自己

他/她/它現在持續喫食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喝， 不會/不要 (他)現正持續徹底分開辨明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身體。
[經文變異RT]

(他)那 因為 (他)現正持續喫食了的 並且 (他)現正持續喝了的 不相配值得地， 到於(它)審案判決 在對(他)同一者自己

他/她/它現在持續喫食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喝， 不會/不要 (他)現正持續徹底分開辨明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身體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林前 11:30 dia. tou/to evn um̀i/n polloi. avsqenei/j kai. a;rrwstoi kai. koimw/ntai ìkanoi,Å
For this cause many are weak and sickly among you, and many sleep.
因此，在你們中間有好些軟弱的，與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死原文作睡〕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同一者 在內 在對你們 (他們)許多的 (他們)軟弱無力的 並且 (他們)衰弱生病的，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被安置入睡 (他們)達到足夠的。

林前 11:31 eiv de. eàutou.j diekri,nomen( ouvk a'n evkrino,meqa\
For if we would judge ourselves, we should not be judged.
我們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於受審。

若是 然而也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我們當時持續徹底分開辨明， 不是/不 但凡 我們當時持續被區別審斷；
[經文變異RT]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  簡易閲讀版  1075

1075

若是 因為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我們當時持續徹底分開辨明， 不是/不 但凡 我們當時持續被區別審斷；

林前 11:32 krino,menoi de. ùpo. Îtou/Ð kuri,ou paideuo,meqa( i[na mh. su.n tw/| ko,smw| katakriqw/menÅ
But when we are judged, we are chastened of the Lord, that we should not be condemned with the world.
我們受審的時候，乃是被主懲治；免得我們和世人一同定罪。

(他們)現正持續被區別審斷了的 然而也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我們現在持續被訓練管教， 為要

不會/不要 共同一起 在對(他)那 在對(他)美容妝束/世界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被斷定有罪。
[經文變異RT]

(他們)現正持續被區別審斷了的 然而也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主人 我們現在持續被訓練管教， 為要 不會/不要

共同一起 在對(他)那 在對(他)美容妝束/世界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被斷定有罪。

林前 11:33 w[ste( avdelfoi, mou( sunerco,menoi eivj to. fagei/n avllh,louj evkde,cesqeÅ
Wherefore, my brethren, when ye come together to eat, tarry one for another.
所以我弟兄們，你們聚會喫的時候，要彼此等待。

以致， 阿,(他們)弟兄 從屬我，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共同到來前往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吃食， 到於(他們)彼此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期望等候。

林前 11:34 ei; tij peina/|( evn oi;kw| evsqie,tw( i[na mh. eivj kri,ma sune,rchsqeÅ Ta. de. loipa. ẁj a'n e;lqw diata,xomaiÅ
And if any man hunger, let him eat at home; that ye come not together unto condemnation. And the rest will I set
in order when I come.
若有人飢餓，可以在家裏先喫；免得你們聚會自己取罪。其餘的事，我來的時候再安排。

若是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有飢餓， 在內 在對(他)住處家室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喫食； 為要 不會/不要

向內進入 到於(它)審案判決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讓自己/被共同到來前往。 到於(它們)那些 然而也 到於(它們)其餘的，

正如地 但凡 我那時(也是)應該到來前往， 我將要(持續)讓自己制定定規。
[經文變異RT]

若是 然而也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有飢餓， 在內 在對(他)住處家室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喫食； 為要

不會/不要 向內進入 到於(它)審案判決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讓自己/被共同到來前往。 到於(它們)那些 然而也

到於(它們)其餘的， 正如地 但凡 我那時(也是)應該到來前往， 我將要(持續)讓自己制定定規。

林前 12:1 Peri. de. tw/n pneumatikw/n( avdelfoi,( ouv qe,lw ùma/j avgnoei/nÅ
Now concerning spiritual gifts, brethren, I would not have you ignorant.
弟兄們，論到屬靈的恩賜，我不願意你們不明白。

<在周圍>關於 然而也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屬靈的註1， 阿,(他們)弟兄，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定意 到於你們

現要去持續不領悟認知。

註1：“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屬靈的”文法上亦可以為“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屬靈的”。

林前 12:2 Oi;date o[ti o[te e;qnh h=te pro.j ta. ei;dwla ta. a;fwna wj̀ a'n h;gesqe avpago,menoiÅ
Ye know that ye were Gentiles, carried away unto these dumb idols, even as ye were led.
你們作外邦人的時候，隨事被牽引受迷惑，去服事那啞吧偶像；這是你們知道的。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當這時地 (它們)種族邦國 你們當時持續是，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偶像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沉默無言的， 正如地 但凡 你們當時持續被帶領，

(他們)現正持續被從那裏帶領離開了的。
[經文變異RT]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它們)種族邦國 你們當時持續是，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偶像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沉默無言的， 正如地 但凡 你們當時持續被帶領，

(他們)現正持續被從那裏帶領離開了的。

林前 12:3 dio. gnwri,zw ùmi/n o[ti ouvdei.j evn pneu,mati qeou/ lalw/n le,gei( VAna,qema VIhsou/j( kai. ouvdei.j du,natai
eivpei/n( Ku,rioj VIhsou/j( eiv mh. evn pneu,mati àgi,w|Å
Wherefore I give you to understand, that no man speaking by the Spirit of God calleth Jesus accursed: and that
no man can say that Jesus is the Lord, but by the Holy Ghost.
所以我告訴你們，被神的靈感動的，沒有說耶穌是可咒詛的；若不是被聖靈感動的，也沒有能說耶穌是主的。

為這個緣故 我現在持續使成認識知道 在對你們， 是這樣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在內 在對(它)靈/風 從屬(他)神

(他)現正持續發言講說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它)咒逐禁物 (他)耶穌； 並且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那時(也是)要去發話言說， (他)主人 (他)耶穌， 若是 不會/不要 在內

在對(它)靈/風 在對(它)聖的。
[經文變異RT]

為這個緣故 我現在持續使成認識知道 在對你們， 是這樣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在內 在對(它)靈/風 從屬(他)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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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現正持續發言講說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它)咒逐禁物 到於(他)耶穌； 並且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那時(也是)要去發話言說， 到於(他)主人 到於(他)耶穌， 若是 不會/不要 在內

在對(它)靈/風 在對(它)聖的。

林前 12:4 Diaire,seij de. carisma,twn eivsi,n( to. de. auvto. pneu/ma\
Now there are diversities of gifts, but the same Spirit.
恩賜原有分別，聖靈卻是一位。

(她們)具體區分 然而也 從屬(它們)恩賜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它)那 然而也 (它)同一者 (它)靈/風；

林前 12:5 kai. diaire,seij diakoniw/n eivsin( kai. ò auvto.j ku,rioj\
And there are differences of administrations, but the same Lord.
職事也有分別，主卻是一位。

並且 (她們)具體區分 從屬(她們)職務服事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並且 (他)那 (他)同一者 (他)主人；

林前 12:6 kai. diaire,seij evnerghma,twn eivsi,n( ò de. auvto.j qeo.j ò evnergw/n ta. pa,nta evn pa/sinÅ
And there are diversities of operations, but it is the same God which worketh all in all.
功用也有分別，神卻是一位，在眾人裏面運行一切的事。

並且 (她們)具體區分 從屬(它們)功用果效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那 然而也 (他)同一者 (他)神 (他)那

(他)現正持續成有功效了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內 在對(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她們)具體區分 從屬(它們)功用果效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那 然而也 (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神 (他)那 (他)現正持續成有功效了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內 在對(它們)所有每一個的註1。

註1：“在對(他們)所有每一個的”文法上亦可以為“在對(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經文變異WH]

並且 (她們)具體區分 從屬(它們)功用果效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並且 (他)那 (他)同一者 (他)神 (他)那

(他)現正持續成有功效了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內 在對(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林前 12:7 ek̀a,stw| de. di,dotai h̀ fane,rwsij tou/ pneu,matoj pro.j to. sumfe,ronÅ
But the manifestation of the Spirit is given to every man to profit withal.
聖靈顯在各人身上，是叫人得益處。

在對(他)各個的 然而也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給與 (她)那 (她)促使成促為照亮顯明 從屬(它)那 從屬(它)靈/風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它)那 到於(它)現正持續一起負載攜帶/輕省有益了的。

林前 12:8 w-| me.n ga.r dia. tou/ pneu,matoj di,dotai lo,goj sofi,aj( a;llw| de. lo,goj gnw,sewj kata. to. auvto. pneu/ma(
For to one is given by the Spirit the word of wisdom; to another the word of knowledge by the same Spirit;
這人蒙聖靈賜他智慧的言語；那人也蒙這位聖靈賜他知識的言語；

在對(他)這個 的確 因為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那 從屬(它)靈/風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給與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她)智慧； 在對(他)另外不同的 然而也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她)知識認識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同一者 到於(它)靈/風；

林前 12:9 et̀e,rw| pi,stij evn tw/| auvtw/| pneu,mati( a;llw| de. cari,smata ivama,twn evn tw/| eǹi. pneu,mati(
To another faith by the same Spirit; to another the gifts of healing by the same Spirit;
又有一人蒙這位聖靈賜他信心；還有一人蒙這位聖靈賜他醫病的恩賜；

在對(他)相異不同的 (她)信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同一者 在對(它)靈/風； 在對(他)另外不同的 然而也 (它們)恩賜

從屬(它們)療法醫治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一個 在對(它)靈/風；
[經文變異RT]

在對(他)相異不同的 然而也 (她)信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同一者 在對(它)靈/風； 在對(他)另外不同的 然而也

(它們)恩賜 從屬(它們)療法醫治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同一者 在對(它)靈/風；

林前 12:10 a;llw| de. evnergh,mata duna,mewn( a;llw| Îde.Ð profhtei,a( a;llw| Îde.Ð diakri,seij pneuma,twn( et̀e,rw| ge,nh
glwssw/n( a;llw| de. èrmhnei,a glwssw/n\
To another the working of miracles; to another prophecy; to another discerning of spirits; to another divers kinds
of tongues; to another the interpretation of tongues:
又叫一人能行異能；又叫一人能作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別諸靈；又叫一人能說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

在對(他)另外不同的 然而也 (它們)功用果效 從屬(她們)能力權能； 在對(他)另外不同的 然而也 (她)預示宣達；

在對(他)另外不同的 然而也 (她們)徹底分開辨明 從屬(它們)靈/風； 在對(他)相異不同的 (它們)族類

從屬(她們)舌頭/語言； 在對(他)另外不同的 然而也 (她)翻譯解釋 從屬(她們)舌頭/語言；
[經文變異RT]

在對(他)另外不同的 然而也 (它們)功用果效 從屬(她們)能力權能； 在對(他)另外不同的 然而也 (她)預示宣達；

在對(他)另外不同的 然而也 (她們)徹底分開辨明 從屬(它們)靈/風； 在對(他)相異不同的 然而也 (它們)族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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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屬(她們)舌頭/語言； 在對(他)另外不同的 然而也 (她)翻譯解釋 從屬(她們)舌頭/語言；

林前 12:11 pa,nta de. tau/ta evnergei/ to. e]n kai. to. auvto. pneu/ma diairou/n ivdi,a| ek̀a,stw| kaqw.j bou,letaiÅ
But all these worketh that one and the selfsame Spirit, dividing to every man severally as he will.
這一切都是這位聖靈所運行，隨己意分給各人的。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然而也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有功效 (它)那 (它)一個 並且 (它)那

(它)同一者 (它)靈/風， (它)現正持續具體區分了的 在對(她)私人個別的 在對(他)各個的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諮商決意。

林前 12:12 Kaqa,per ga.r to. sw/ma e[n evstin kai. me,lh polla. e;cei( pa,nta de. ta. me,lh tou/ sw,matoj polla. o;nta e[n
evstin sw/ma( ou[twj kai. ò Cristo,j\
For as the body is one, and hath many members, and all the members of that one body, being many, are one
body: so also is Christ.
就如身子是一個，卻有許多肢體，而且肢體雖多，仍是一個身子；基督也是這樣。

甚至按照這些地 因為 (它)那 (它)身體 (它)一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並且 到於(它們)肢體 到於(它們)許多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然而也 (它們)那些 (它們)肢體 從屬(它)那 從屬(它)身體 (它們)許多的

(它們)現正持續是了的 (它)一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身體； 那同一樣式地 並且 (他)那 (他)基督；
[經文變異RT]

甚至按照這些地 因為 (它)那 (它)身體 (它)一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並且 到於(它們)肢體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它們)許多的，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然而也 (它們)那些 (它們)肢體 從屬(它)那 從屬(它)身體 從屬(它)那

從屬(它)一個 (它們)許多的 (它們)現正持續是了的 (它)一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身體； 那同一樣式地 並且

(他)那 (他)基督；

林前 12:13 kai. ga.r evn èni. pneu,mati h̀mei/j pa,ntej eivj e]n sw/ma evbapti,sqhmen( ei;te VIoudai/oi ei;te {Ellhnej ei;te
dou/loi ei;te evleu,qeroi( kai. pa,ntej e]n pneu/ma evpoti,sqhmenÅ
For by one Spirit are we all baptized into one body, whether we be Jews or Gentiles, whether we be bond or
free; and have been all made to drink into one Spirit.
我們不拘是猶太人，是希利尼人，是為奴的，是自主的，都從一位聖靈受洗，成了一個身體；飲於一位聖靈。

並且 因為 在內 在對(它)一個 在對(它)靈/風 我們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向內進入 到於(它)一個 到於(它)身體

我們那時(也是)被浸洗， 無論若是 (他們)猶太人的， 無論若是 (他們)希利尼人， 無論若是 (他們)奴僕， 無論若是

(他們)自由自主的； 並且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一個 到於(它)靈/風 我們那時(也是)被餵飲。

林前 12:14 kai. ga.r to. sw/ma ouvk e;stin e]n me,loj avlla. polla,Å
For the body is not one member, but many.
身子原不是一個肢體，乃是許多肢體。

並且 因為 (它)那 (它)身體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一個 (它)肢體， 但乃是 (它們)許多的。

林前 12:15 eva.n ei;ph| ò pou,j( {Oti ouvk eivmi. cei,r( ouvk eivmi. evk tou/ sw,matoj( ouv para. tou/to ouvk e;stin evk tou/
sw,matojÈ
If the foot shall say, Because I am not the hand, I am not of the body; is it therefore not of the body?
設若腳說：我不是手，所以不屬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屬乎身子。

但凡若是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他)那 (他)腳， 是這樣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是 (她)手，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是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身體； 不是/不 <在旁邊>到旁邊 到於(它)那同一者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身體。
[不同標點]

但凡若是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他)那 (他)腳， 是這樣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是 (她)手，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是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身體； 不是/不 <在旁邊>到旁邊 到於(它)那同一者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身體？

林前 12:16 kai. eva.n ei;ph| to. ou=j( {Oti ouvk eivmi. ovfqalmo,j( ouvk eivmi. evk tou/ sw,matoj( ouv para. tou/to ouvk e;stin
evk tou/ sw,matojÈ
And if the ear shall say, Because I am not the eye, I am not of the body; is it therefore not of the body?
設若耳說：我不是眼，所以不屬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屬乎身子。

並且 但凡若是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它)那 (它)耳朵， 是這樣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是 (他)眼睛，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是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身體； 不是/不 <在旁邊>到旁邊 到於(它)那同一者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身體。
[不同標點]

並且 但凡若是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它)那 (它)耳朵， 是這樣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是 (他)眼睛，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是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身體； 不是/不 <在旁邊>到旁邊 到於(它)那同一者 不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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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身體？

林前 12:17 eiv o[lon to. sw/ma ovfqalmo,j( pou/ h` avkoh,È eiv o[lon avkoh,( pou/ h` o;sfrhsijÈ
If the whole body were an eye, where were the hearing? If the whole were hearing, where were the smelling?
若全身是眼，從那裏聽聲呢；若全身是耳，從那裏聞味呢。

若是 (它)整個全部的 (它)那 (它)身體 (他)眼睛， 從屬某個什麼地方呢 (她)那 (她)聽聞？ 若是 (它)整個全部的

(她)聽聞， 從屬某個什麼地方呢 (她)那 (她)聞味？

林前 12:18 nuni. de. ò qeo.j e;qeto ta. me,lh( e]n e[kaston auvtw/n evn tw/| sw,mati kaqw.j hvqe,lhsenÅ
But now hath God set the members every one of them in the body, as it hath pleased him.
但如今神隨自己的意思，把肢體俱各安排在身上了。

就現在此時地 然而也 (他)那 (他)神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置放擺設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肢體 到於(它)一個

到於(它)各個的 從屬(它們)同一者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身體，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定意。
[經文變異WH]

現在此時地 然而也 (他)那 (他)神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置放擺設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肢體 到於(它)一個

到於(它)各個的 從屬(它們)同一者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身體，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定意。

林前 12:19 eiv de. h=n ta. pa,nta e]n me,loj( pou/ to. sw/maÈ
And if they were all one member, where were the body?
若都是一個肢體，身子在哪裏呢。

若是 然而也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它們)那些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它)一個 (它)肢體， 從屬某個什麼地方呢 (它)那

(它)身體？

林前 12:20 nu/n de. polla. me.n me,lh( e]n de. sw/maÅ
But now are they many members, yet but one body.
但如今肢體是多的，身子卻是一個。

現在此時地 然而也 (它們)許多的 的確 (它們)肢體， (它)一個 然而也 (它)身體。
[經文變異WH]

現在此時地 然而也 (它們)許多的 (它們)肢體， (它)一個 然而也 (它)身體。

林前 12:21 ouv du,natai de. ò ovfqalmo.j eivpei/n th/| ceiri,( Crei,an sou ouvk e;cw( h' pa,lin h̀ kefalh. toi/j posi,n(
Crei,an ùmw/n ouvk e;cw\
And the eye cannot say unto the hand, I have no need of thee: nor again the head to the feet, I have no need of
you.
眼不能對手說：我用不著你；頭也不能對腳說：我用不著你。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然而也 (他)那 (他)眼睛 那時(也是)要去發話言說 在對(她)那

在對(她)手， 到於(她)需用 從屬你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持有； 甚或/或而 重新又再地 (她)那 (她)頭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腳， 到於(她)需用 從屬你們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持有；
[經文變異RT]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然而也 (他)眼睛 那時(也是)要去發話言說 在對(她)那 在對(她)手，

到於(她)需用 從屬你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持有； 甚或/或而 重新又再地 (她)那 (她)頭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腳， 到於(她)需用 從屬你們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持有；

林前 12:22 avlla. pollw/| ma/llon ta. dokou/nta me,lh tou/ sw,matoj avsqene,stera ùpa,rcein avnagkai/a, evstin(
Nay, much more those members of the body, which seem to be more feeble, are necessary:
不但如此，身上肢體人以為軟弱的，更是不可少的；

但乃是 在對(它)許多的 更特別尤其地 (它們)那些 (它們)現正持續設想認為對了的 (它們)肢體 從屬(它)那

從屬(它)身體 (它們)更軟弱無力的 現要去持續源屬具有， (它們)具迫切需要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林前 12:23 kai. a] dokou/men avtimo,tera ei=nai tou/ sw,matoj tou,toij timh.n perissote,ran periti,qemen( kai. ta.
avsch,mona h̀mw/n euvschmosu,nhn perissote,ran e;cei(
And those members of the body, which we think to be less honourable, upon these we bestow more abundant
honour; and our uncomely parts have more abundant comeliness.
身上肢體，我們看為不體面的，越發給他加上體面；不俊美的，越發得著俊美；

並且 到於(它們)這些個 我們現在持續設想認為對 到於(它們)更羞賤卑微的 現要去持續是 從屬(它)那 從屬(它)身體，

在對(它們)那同一者 到於(她)珍貴價值 到於(她)更格外多的 我們現在持續置放擺設在周圍； 並且 (它們)那些

(它們)不端雅體面的 從屬我們 到於(她)全然高雅尊貴 到於(她)更格外多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林前 12:24 ta. de. euvsch,mona hm̀w/n ouv crei,an e;ceiÅ avlla. ò qeo.j suneke,rasen to. sw/ma tw/| ùsteroume,nw|
perissote,ran dou.j timh,n(
For our comely parts have no need: but God hath tempered the body together, having given more abund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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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our to that part which lacked:
我們俊美的肢體，自然用不著裝飾；但神配搭這身子，把加倍的體面給那有缺欠的肢體；

(它們)那些 然而也 (它們)高雅尊貴的 從屬我們 不是/不 到於(她)需用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但乃是 (他)那 (他)神

他/她/它那時(也是)攙混調合在一起 到於(它)那 到於(它)身體， 在對(它)那 在對(它)現正持續被落後短缺了的

到於(她)更格外多的 (他)那時(也是)給與了的 到於(她)珍貴價值；
[經文變異RT]

(它們)那些 然而也 (它們)高雅尊貴的 從屬我們 不是/不 到於(她)需用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但乃是 (他)那 (他)神

他/她/它那時(也是)攙混調合在一起 到於(它)那 到於(它)身體， 在對(他)那註1 在對(他)現正持續被落後短缺了的

到於(她)更格外多的 (他)那時(也是)給與了的 到於(她)珍貴價值；

註1：“在對(它)那”文法上亦可以為“在對(他)那”。

林前 12:25 i[na mh. h=| sci,sma evn tw/| sw,mati avlla. to. auvto. ùpe.r avllh,lwn merimnw/sin ta. me,lhÅ
That there should be no schism in the body; but that the members should have the same care one for another.
免得身上分門別類；總要肢體彼此相顧。

為要 不會/不要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是 (它)裂口間隙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身體； 但乃是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同一者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它們)彼此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有分心掛慮 (它們)那些

(它們)肢體。
[經文變異MT/Tischendorph]

為要 不會/不要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是 (它們)裂口間隙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身體； 但乃是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同一者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它們)彼此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有分心掛慮 (它們)那些

(它們)肢體。

林前 12:26 kai. ei;te pa,scei e]n me,loj( sumpa,scei pa,nta ta. me,lh\ ei;te doxa,zetai Îe]nÐ me,loj( sugcai,rei pa,nta ta.
me,lhÅ
And whether one member suffer, all the members suffer with it; or one member be honoured, all the members
rejoice with it.
若一個肢體受苦，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受苦；若一個肢體得榮耀，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快樂。

並且 無論若是 他/她/它現在持續經歷承受 (它)一個 (它)肢體， 他/她/它現在持續共同經歷承受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它們)那些 (它們)肢體； 無論若是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歸榮耀 (它)一個 (它)肢體， 他/她/它現在持續共同歡喜安樂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它們)那些 (它們)肢體。
[經文變異WH]

並且 無論若是 他/她/它現在持續經歷承受 (它)一個 (它)肢體， 他/她/它現在持續共同經歷承受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它們)那些 (它們)肢體； 無論若是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歸榮耀 (它)肢體， 他/她/它現在持續共同歡喜安樂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它們)那些 (它們)肢體。

林前 12:27 ~Umei/j de, evste sw/ma Cristou/ kai. me,lh evk me,roujÅ
Now ye are the body of Christ, and members in particular.
你們就是基督的身子，並且各自作肢體。

你們 然而也 你們現在持續是 (它)身體 從屬(他)基督， 並且 (它們)肢體 向外出來 從屬(它)部分。

林前 12:28 kai. ou]j me.n e;qeto ò qeo.j evn th/| evkklhsi,a| prw/ton avposto,louj( deu,teron profh,taj( tri,ton
didaska,louj( e;peita duna,meij( e;peita cari,smata ivama,twn( avntilh,myeij( kubernh,seij( ge,nh glwssw/nÅ
And God hath set some in the church, first apostles, secondarily prophets, thirdly teachers, after that miracles,
then gifts of healings, helps, governments, diversities of tongues.
神在教會所設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師；其次是行異能的；再次是得恩賜醫病的；幫助人的

；治理事的；說方言的。

並且 到於(他們)這些個 的確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置放擺設 (他)那 (他)神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傳召，

首先地 到於(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到於(它)第二的 到於(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到於(它)第三的

到於(他們)老師， 在其後地 到於(她們)能力權能， 在其後地 到於(它們)恩賜 從屬(它們)療法醫治，

到於(她們)扶助幫扶， 到於(她們)掌管導航， 到於(它們)族類 從屬(她們)舌頭/語言。
[經文變異RT]

並且 到於(他們)這些個 的確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置放擺設 (他)那 (他)神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傳召，

首先地 到於(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到於(它)第二的 到於(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到於(它)第三的

到於(他們)老師， 在其後地 到於(她們)能力權能， 其後地 到於(它們)恩賜 從屬(它們)療法醫治，

到於(她們)扶助幫扶， 到於(她們)掌管導航， 到於(它們)族類 從屬(她們)舌頭/語言。

林前 12:29 mh. pa,ntej avpo,stoloiÈ mh. pa,ntej profh/taiÈ mh. pa,ntej dida,skaloiÈ mh. pa,ntej duna,meijÈ
Are all apostles? are all prophets? are all teachers? are all workers of mira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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豈都是使徒麼；豈都是先知麼；豈都是教師麼；豈都是行異能的麼；

豈會呢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豈會呢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豈會呢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老師？ 豈會呢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她們)能力權能？

林前 12:30 mh. pa,ntej cari,smata e;cousin ivama,twnÈ mh. pa,ntej glw,ssaij lalou/sinÈ mh. pa,ntej diermhneu,ousinÈ
Have all the gifts of healing? do all speak with tongues? do all interpret?
豈都是得恩賜醫病的麼；豈都是說方言的麼；豈都是翻方言的麼。

豈會呢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恩賜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持有 從屬(它們)療法醫治？ 豈會呢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她們)舌頭/語言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發言講說？ 豈會呢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徹底地行解釋翻譯？

林前 12:31 zhlou/te de. ta. cari,smata ta. mei,zonaÅ Kai. e;ti kaqV ùperbolh.n òdo.n ùmi/n dei,knumiÅ
But covet earnestly the best gifts: and yet shew I unto you a more excellent way.
你們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賜，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具火熱激昂之情註1 然而也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恩賜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更大的。 並且

依然仍舊地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卓絕超凡 到於(她)道路途徑 在對你們 我現在持續顯示展現。

註1：“你們現在就要持續具火熱激昂之情”文法上亦可以為“你們現在持續具火熱激昂之情”。

[經文變異RT]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具火熱激昂之情 然而也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恩賜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比較好的。

並且 依然仍舊地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卓絕超凡 到於(她)道路途徑 在對你們 我現在持續顯示展現。

林前 13:1 VEa.n tai/j glw,ssaij tw/n avnqrw,pwn lalw/ kai. tw/n avgge,lwn( avga,phn de. mh. e;cw( ge,gona calko.j
hvcw/n h' ku,mbalon avlala,zonÅ
Though I speak with the tongues of men and of angels, and have not charity, I am become as sounding brass,
or a tinkling cymbal.
我若能說萬人的方言，並天使的話語，卻沒有愛，我就成了鳴的鑼，響的鈸一般。

但凡若是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舌頭/語言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人 我現在應該持續發言講說 並且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使者， 到於(她)愛 然而也 不會/不要 我現在應該持續持有， 我現在已經生發成為

(他)銅/銅錢 (他)現正持續有響聲回響了的 甚或/或而 (它)鈸 (它)現正持續發叫喊鳴聲了的。

林前 13:2 kai. eva.n e;cw profhtei,an kai. eivdw/ ta. musth,ria pa,nta kai. pa/san th.n gnw/sin kai. eva.n e;cw pa/san th.n
pi,stin w[ste o;rh meqista,nai( avga,phn de. mh. e;cw( ouvqe,n eivmiÅ
And though I have the gift of prophecy, and understand all mysteries, and all knowledge; and though I have all
faith, so that I could remove mountains, and have not charity, I am nothing.
我若有先知講道之能，也明白各樣的奧秘，各樣的知識；而且有全備的信，叫我能夠移山，卻沒有愛，我就算不

得甚麼。

並且 但凡若是 我現在應該持續持有 到於(她)預示宣達， 並且 我現在應該已經看見察覺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奧祕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並且 到於(她)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知識認識， 並且

但凡若是 我現在應該持續持有 到於(她)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信， 以致 到於(它們)高山

現要去持續轉移遷動， 到於(她)愛 然而也 不會/不要 我現在應該持續持有， (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我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WH]

且但凡若是 我現在應該持續持有 到於(她)預示宣達， 並且 我現在應該已經看見察覺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奧祕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並且 到於(她)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知識認識， 且但凡若是

我現在應該持續持有 到於(她)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信 以致 到於(它們)高山 現要去持續轉移遷動，

到於(她)愛 然而也 不會/不要 我現在應該持續持有， (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我現在持續是。

林前 13:3 ka'n ywmi,sw pa,nta ta. ùpa,rconta, mou kai. eva.n paradw/ to. sw/ma, mou i[na kauch,swmai( avga,phn de. mh.
e;cw( ouvde.n wvfelou/maiÅ
And though I bestow all my goods to feed the poor, and though I give my body to be burned, and have not
charity, it profiteth me nothing.
我若將所有的賙濟窮人，又捨己身叫人焚燒，卻沒有愛，仍然與我無益。

且但凡若是 我那時(也是)應該餵養滋補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現正持續源屬具有了的

從屬我， 並且 但凡若是 我那時(也是)應該交付 到於(它)那 到於(它)身體 從屬我 為要

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誇耀， 到於(她)愛 然而也 不會/不要 我現在應該持續持有，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我現在持續被成利益。
[經文變異RT]

並且 但凡若是 我那時(也是)應該餵養滋補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現正持續源屬具有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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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屬我， 並且 但凡若是 我那時(也是)應該交付 到於(它)那 到於(它)身體 從屬我 為要

我應該將要(持續)被點燃焚燒， 到於(她)愛 然而也 不會/不要 我現在應該持續持有，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我現在持續被成利益。
[經文變異WH]

且但凡若是 我那時(也是)應該餵養滋補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現正持續源屬具有了的

從屬我， 且但凡若是 我那時(也是)應該交付 到於(它)那 到於(它)身體 從屬我 為要 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誇耀，

到於(她)愛 然而也 不會/不要 我現在應該持續持有，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我現在持續被成利益。

林前 13:4 ~H avga,ph makroqumei/( crhsteu,etai h̀ avga,ph( ouv zhloi/( Îh` avga,phÐ ouv perpereu,etai( ouv fusiou/tai(
Charity suffereth long, and is kind; charity envieth not; charity vaunteth not itself, is not puffed up,
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誇；不張狂；

(她)那 (她)愛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忍耐寬容，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行合宜恩慈； (她)那 (她)愛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具火熱激昂之情； (她)那 (她)愛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行吹噓矜誇，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促使為自大張狂，
[經文變異WH]

(她)那 (她)愛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忍耐寬容，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行合宜恩慈； (她)那 (她)愛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具火熱激昂之情；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行吹噓矜誇，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促使為自大張狂，

林前 13:5 ouvk avschmonei/( ouv zhtei/ ta. èauth/j( ouv paroxu,netai( ouv logi,zetai to. kako,n(
Doth not behave itself unseemly, seeketh not her own, is not easily provoked, thinketh no evil;
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不端雅體面，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探索尋求 到於(它們)那些 從屬(她)同一者自己，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尖銳激發，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估算 到於(它)那 到於(它)卑劣不好的；

林前 13:6 ouv cai,rei evpi. th/| avdiki,a|( sugcai,rei de. th/| avlhqei,a|\
Rejoiceth not in iniquity, but rejoiceth in the truth;
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歡喜安樂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那 在對(她)不義， 他/她/它現在持續共同歡喜安樂

然而也 在對(她)那 在對(她)真情實理；

林前 13:7 pa,nta ste,gei( pa,nta pisteu,ei( pa,nta evlpi,zei( pa,nta ùpome,neiÅ
Beareth all things, believeth all things, hopeth all things, endureth all things.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包容覆蔽，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置信信託，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有期盼指望，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在底下停留持守。

林前 13:8 ~H avga,ph ouvde,pote pi,ptei\ ei;te de. profhtei/ai( katarghqh,sontai\ ei;te glw/ssai( pau,sontai\ ei;te
gnw/sij( katarghqh,setaiÅ
Charity never faileth: but whether there be prophecies, they shall fail; whether there be tongues, they shall
cease; whether there be knowledge, it shall vanish away.
愛是永不止息；先知講道之能，終必歸於無有；說方言之能，終必停止，知識也終必歸於無有。

(她)那 (她)愛 然而也不是任何時候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落下墜落； 無論若是 然而也 (她們)預示宣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被使完全閒散停頓； 無論若是 (她們)舌頭/語言，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停息休止；

無論若是 (她)知識認識，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使完全閒散停頓。
[經文變異RT]

(她)那 (她)愛 然而也不是任何時候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向外落下墜落； 無論若是 然而也 (她們)預示宣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被使完全閒散停頓； 無論若是 (她們)舌頭/語言，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停息休止；

無論若是 (她)知識認識，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使完全閒散停頓。

林前 13:9 evk me,rouj ga.r ginw,skomen kai. evk me,rouj profhteu,omen\
For we know in part, and we prophesy in part.
我們現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講的也有限；

向外出來 從屬(它)部分 因為 我們現在持續認識知道， 並且 向外出來 從屬(它)部分

我們現在持續行在前面宣稱傳講；
[經文變異MT]

向外出來 從屬(它)部分 然而也 我們現在持續認識知道， 並且 向外出來 從屬(它)部分

我們現在持續行在前面宣稱傳講；

林前 13:10 o[tan de. e;lqh| to. te,leion( to. evk me,rouj katarghqh,setai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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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when that which is perfect is come, then that which is in part shall be done away.
等那完全的來到，這有限的必歸於無有了。

但凡當這時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到來前往 (它)那 (它)完滿成全的， (它)那 向外出來 從屬(它)部分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使完全閒散停頓。
[經文變異RT]

但凡當這時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到來前往 (它)那 (它)完滿成全的， 當那時地 向外出來 從屬(它)部分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使完全閒散停頓。

林前 13:11 o[te h;mhn nh,pioj( evla,loun wj̀ nh,pioj( evfro,noun wj̀ nh,pioj( evlogizo,mhn ẁj nh,pioj\ o[te ge,gona avnh,r(
kath,rghka ta. tou/ nhpi,ouÅ
When I was a child, I spake as a child, I understood as a child, I thought as a child: but when I became a man, I
put away childish things.
我作孩子的時候，話語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丟棄了。

當這時地 我當時持續是 (他)嬰孩的， 我當時持續發言講說 正如地 (他)嬰孩的， 我當時持續感受體察 正如地

(他)嬰孩的， 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估算 正如地 (他)嬰孩的； 當這時地 我現在已經生發成為 (他)男人/丈夫，

我現在已經使完全閒散停頓 到於(它們)那些 從屬(他)那 從屬(他)嬰孩的。
[經文變異RT]

當這時地 我當時持續是 (他)嬰孩的， 正如地 (他)嬰孩的 我當時持續發言講說， 正如地 (他)嬰孩的

我當時持續感受體察， 正如地 (他)嬰孩的 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估算； 當這時地 然而也 我現在已經生發成為

(他)男人/丈夫， 我現在已經使完全閒散停頓 到於(它們)那些 從屬(他)那 從屬(他)嬰孩的。

林前 13:12 ble,pomen ga.r a;rti diV evso,ptrou evn aivni,gmati( to,te de. pro,swpon pro.j pro,swpon\ a;rti ginw,skw evk
me,rouj( to,te de. evpignw,somai kaqw.j kai. evpegnw,sqhnÅ
For now we see through a glass, darkly; but then face to face: now I know in part; but then shall I know even as
also I am known.
我們如今彷彿對著鏡子觀看，模糊不清；〔模糊不清原文作如同猜謎〕到那時，就要面對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

有限；到那時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樣。

我們現在持續著眼觀看 因為 現今地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鏡子 在內 在對(它)朦朧不清； 當那時地 然而也

到於(它)前面的臉面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它)前面的臉面； 現今地 我現在持續認識知道 向外出來

從屬(它)部分； 當那時地 然而也 我將要(持續)讓自己清楚認識知道 按照正如地 並且

我那時(也是)被清楚認識知道。

林前 13:13 nuni. de. me,nei pi,stij( evlpi,j( avga,ph( ta. tri,a tau/ta\ mei,zwn de. tou,twn h̀ avga,phÅ
And now abideth faith, hope, charity, these three; but the greatest of these is charity.
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

就現在此時地 然而也 他/她/它現在持續停留持守 (她)信， (她)期盼指望， (她)愛， (它們)那些 (它們)三個

(它們)那同一者； (她)更大的 然而也 從屬(她們)那同一者 (她)那 (她)愛。

林前 14:1 Diw,kete th.n avga,phn( zhlou/te de. ta. pneumatika,( ma/llon de. i[na profhteu,hteÅ
Follow after charity, and desire spiritual gifts, but rather that ye may prophesy.
你們要追求愛，也要切慕屬靈的恩賜，其中更要羨慕的，是作先知講道。〔原文作是說預言下同〕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追趕迫求 到於(她)那 到於(她)愛；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具火熱激昂之情 然而也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屬靈的， 更特別尤其地 然而也 為要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行在前面宣稱傳講。

林前 14:2 ò ga.r lalw/n glw,ssh| ouvk avnqrw,poij lalei/ avlla. qew/|\ ouvdei.j ga.r avkou,ei( pneu,mati de. lalei/
musth,ria\
For he that speaketh in an unknown tongue speaketh not unto men, but unto God: for no man understandeth
him; howbeit in the spirit he speaketh mysteries.
那說方言的，原不是對人說，乃是對神說；因為沒有人聽出來；然而他在心靈裏，卻是講說各樣的奧秘。

(他)那 因為 (他)現正持續發言講說了的 在對(她)舌頭/語言 不是/不 在對(他們)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發言講說， 但乃是

在對(他)神；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聲聞耳聽； 在對(它)靈/風 然而也

他/她/它現在持續發言講說 到於(它們)奧祕；
[經文變異RT]

(他)那 因為 (他)現正持續發言講說了的 在對(她)舌頭/語言 不是/不 在對(他們)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發言講說， 但乃是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聲聞耳聽； 在對(它)靈/風 然而也

他/她/它現在持續發言講說 到於(它們)奧祕；

林前 14:3 ò de. profhteu,wn avnqrw,poij lalei/ oivkodomh.n kai. para,klhsin kai. paramuqi,an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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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he that prophesieth speaketh unto men to edification, and exhortation, and comfort.
但作先知講道的，是對人說，要造就，安慰，勸勉人。

(他)那 然而也 (他)現正持續行在前面宣稱傳講了的 在對(他們)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發言講說 到於(她)建築造就 並且

到於(她)勸勉請求 並且 到於(她)慰藉安撫。

林前 14:4 ò lalw/n glw,ssh| eàuto.n oivkodomei/\ ò de. profhteu,wn evkklhsi,an oivkodomei/Å
He that speaketh in an unknown tongue edifieth himself; but he that prophesieth edifieth the church.
說方言的，是造就自己；作先知講道的，乃是造就教會。

(他)那 (他)現正持續發言講說了的 在對(她)舌頭/語言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他/她/它現在持續營建修造； (他)那 然而也

(他)現正持續行在前面宣稱傳講了的 到於(她)傳召 他/她/它現在持續營建修造。

林前 14:5 qe,lw de. pa,ntaj ùma/j lalei/n glw,ssaij( ma/llon de. i[na profhteu,hte\ mei,zwn de. ò profhteu,wn h' ò
lalw/n glw,ssaij evkto.j eiv mh. diermhneu,h|( i[na h̀ evkklhsi,a oivkodomh.n la,bh|Å
I would that ye all spake with tongues, but rather that ye prophesied: for greater is he that prophesieth than he
that speaketh with tongues, except he interpret, that the church may receive edifying.
我願意你們都說方言；更願意你們作先知講道；因為說方言的，若不翻出來，使教會被造就，那作先知講道的，

就比他強了。

我現在持續定意 然而也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你們 現要去持續發言講說 在對(她們)舌頭/語言，

更特別尤其地 然而也 為要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行在前面宣稱傳講； (他)更大的 然而也 (他)那

(他)現正持續行在前面宣稱傳講了的 甚或/或而 (他)那 (他)現正持續發言講說了的 在對(她們)舌頭/語言， 為外面地

若是 不會/不要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徹底地行解釋翻譯， 為要 (她)那 (她)傳召 到於(她)建築造就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拿取。
[經文變異RT]

我現在持續定意 然而也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你們 現要去持續發言講說 在對(她們)舌頭/語言，

更特別尤其地 然而也 為要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行在前面宣稱傳講； (他)更大的 因為 (他)那

(他)現正持續行在前面宣稱傳講了的 甚或/或而 (他)那 (他)現正持續發言講說了的 在對(她們)舌頭/語言， 為外面地

若是 不會/不要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徹底地行解釋翻譯， 為要 (她)那 (她)傳召 到於(她)建築造就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拿取。

林前 14:6 Nu/n de,( avdelfoi,( eva.n e;lqw pro.j ùma/j glw,ssaij lalw/n( ti, ùma/j wvfelh,sw eva.n mh. ùmi/n lalh,sw h' evn
avpokalu,yei h' evn gnw,sei h' evn profhtei,a| h' ÎevnÐ didach/|È
Now, brethren, if I come unto you speaking with tongues, what shall I profit you, except I shall speak to you
either by revelation, or by knowledge, or by prophesying, or by doctrine?
弟兄們，我到你們那裏去，若只說方言，不用啟示，或知識，或預言，或教訓，給你們講解，我與你們有甚麼益

處呢。

現在此時地 然而也， 阿,(他們)弟兄， 但凡若是 我那時(也是)應該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在對(她們)舌頭/語言 (他)現正持續發言講說了的，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到於你們 我將要(持續)成利益， 但凡若是

不會/不要 在對你們 我那時(也是)應該發言講說 甚或/或而 在內 在對(她)啟示揭露， 甚或/或而 在內

在對(她)知識認識， 甚或/或而 在內 在對(她)預示宣達， 甚或/或而 在內 在對(她)教授講訓？

林前 14:7 o[mwj ta. a;yuca fwnh.n dido,nta( ei;te auvlo.j ei;te kiqa,ra( eva.n diastolh.n toi/j fqo,ggoij mh. dw/|( pw/j
gnwsqh,setai to. auvlou,menon h' to. kiqarizo,menonÈ
And even things without life giving sound, whether pipe or harp, except they give a distinction in the sounds,
how shall it be known what is piped or harped?
就是那有聲無氣的物，或簫，或琴，若發出來的聲音，沒有分別，怎能知道所吹所彈的是甚麼呢。

同樣相同地 (它們)那些 (它們)無生魂意念的 到於(她)聲音 (它們)現正持續給與了的， 無論若是 (他)簫笛，

無論若是 (她)豎琴， 但凡若是 到於(她)分別區分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聲響樂音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給與， 怎樣如何地呢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認識知道 (它)那 (它)現正持續被吹簫笛了的

甚或/或而 (它)那 (它)現正持續被彈豎琴了的？

林前 14:8 kai. ga.r eva.n a;dhlon sa,lpigx fwnh.n dw/|( ti,j paraskeua,setai eivj po,lemonÈ
For if the trumpet give an uncertain sound, who shall prepare himself to the battle?
若吹無定的號聲，誰能預備打仗呢。

並且 因為 但凡若是 到於(她)不清晰明顯的 (她)喇叭號筒 到於(她)聲音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給與，

(他)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預備貼切 向內進入 到於(他)戰爭打仗？
[經文變異RT]

並且 因為 但凡若是 到於(她)不清晰明顯的 到於(她)聲音 (她)喇叭號筒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給與，

(他)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預備貼切 向內進入 到於(他)戰爭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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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前 14:9 ou[twj kai. ùmei/j dia. th/j glw,sshj eva.n mh. eu;shmon lo,gon dw/te( pw/j gnwsqh,setai to. lalou,menonÈ
e;sesqe ga.r eivj ave,ra lalou/ntejÅ
So likewise ye, except ye utter by the tongue words easy to be understood, how shall it be known what is
spoken? for ye shall speak into the air.
你們也是如此，舌頭若不說容易明白的話，怎能知道所說的是甚麼呢；這就是向空說話了。

那同一樣式地 並且 你們，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舌頭/語言 但凡若是 不會/不要

到於(他)易於識別指明的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給與， 怎樣如何地呢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認識知道 (它)那 (它)現正持續被發言講說了的？ 你們將要(持續)是 因為 向內進入 到於(他)空中

(他們)現正持續發言講說了的。

林前 14:10 tosau/ta eiv tu,coi ge,nh fwnw/n eivsin evn ko,smw| kai. ouvde.n a;fwnon\
There are, it may be, so many kinds of voices in the world, and none of them is without signification.
世上的聲音，或者甚多，卻沒有一樣是無意思的。

(它們)那這麼樣大/那這麼樣多， 若是 他/她/它那時(也是)可以巧遇得著， (它們)族類 從屬(他們)聲音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在內 在對(他)美容妝束/世界， 並且 (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它)沉默無言的。
[經文變異RT]

(它們)那這麼樣大/那這麼樣多， 若是 他/她/它那時(也是)可以巧遇得著， (它們)族類 從屬(他們)聲音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在內 在對(他)美容妝束/世界， 並且 (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它)沉默無言的。

林前 14:11 eva.n ou=n mh. eivdw/ th.n du,namin th/j fwnh/j( e;somai tw/| lalou/nti ba,rbaroj kai. o` lalw/n evn evmoi.
ba,rbarojÅ
Therefore if I know not the meaning of the voice, I shall be unto him that speaketh a barbarian, and he that
speaketh shall be a barbarian unto me.
我若不明白那聲音的意思，這說話的人必以我為化外之人，我也以他為化外之人。

但凡若是 這樣 不會/不要 我現在應該已經看見察覺 到於(她)那 到於(她)能力權能 從屬(她)那 從屬(她)聲音，

我將要(持續)是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發言講說了的 (他)外語異族的， 並且 (他)那 (他)現正持續發言講說了的

在內 在對"我" (他)外語異族的。

林前 14:12 ou[twj kai. ùmei/j( evpei. zhlwtai, evste pneuma,twn( pro.j th.n oivkodomh.n th/j evkklhsi,aj zhtei/te i[na
perisseu,hteÅ
Even so ye, forasmuch as ye are zealous of spiritual gifts, seek that ye may excel to the edifying of the church.
你們也是如此；既是切慕屬靈的恩賜，就當求多得造就教會的恩賜。

那同一樣式地 並且 你們， 在其上 (他們)具火熱激昂之情者 你們現在持續是 從屬(它們)靈/風，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那 到於(她)建築造就 從屬(她)那 從屬(她)傳召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探索尋求 為要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成格外多。

林前 14:13 dio. ò lalw/n glw,ssh| proseuce,sqw i[na diermhneu,h|Å
Wherefore let him that speaketh in an unknown tongue pray that he may interpret.
所以那說方言的，就當求著能翻出來。

為這個緣故 (他)那 (他)現正持續發言講說了的 在對(她)舌頭/語言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祈禱求告 為要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徹底地行解釋翻譯。
[經文變異RT]

為這個緣故甚至 (他)那 (他)現正持續發言講說了的 在對(她)舌頭/語言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祈禱求告 為要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徹底地行解釋翻譯。

林前 14:14 eva.n Îga.rÐ proseu,cwmai glw,ssh|( to. pneu/ma, mou proseu,cetai( ò de. nou/j mou a;karpo,j evstinÅ
For if I pray in an unknown tongue, my spirit prayeth, but my understanding is unfruitful.
我若用方言禱告，是我的靈禱告；但我的悟性沒有果效。

但凡若是 因為 我現在應該持續讓自己/被祈禱求告 在對(她)舌頭/語言， (它)那 (它)靈/風 從屬我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祈禱求告， (他)那 然而也 (他)悟念知性 從屬我 (他)沒有果實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林前 14:15 ti, ou=n evstinÈ proseu,xomai tw/| pneu,mati( proseu,xomai de. kai. tw/| noi<\ yalw/ tw/| pneu,mati( yalw/ de.
kai. tw/| noi<Å
What is it then? I will pray with the spirit, and I will pray with the understanding also: I will sing with the spirit, and
I will sing with the understanding also.
這卻怎麼樣呢；我要用靈禱告，也要用悟性禱告；我要用靈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

(它)任何什麼呢 這樣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我將要(持續)讓自己祈禱求告 在對(它)那 在對(它)靈/風，

我將要(持續)讓自己祈禱求告 然而也 並且 在對(他)那 在對(他)悟念知性； 我將要(持續)撥弦弄樂 在對(它)那

在對(它)靈/風， 我將要(持續)撥弦弄樂 然而也 並且 在對(他)那 在對(他)悟念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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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前 14:16 evpei. eva.n euvlogh/|j ÎevnÐ pneu,mati( ò avnaplhrw/n to.n to,pon tou/ ivdiw,tou pw/j evrei/ to. VAmh,n evpi. th/| sh/|
euvcaristi,a|È evpeidh. ti, le,geij ouvk oi=den\
Else when thou shalt bless with the spirit, how shall he that occupieth the room of the unlearned say Amen at
thy giving of thanks, seeing he understandeth not what thou sayest?
不然，你用靈祝謝，那在座不通方言的人，既然不明白你的話，怎能在你感謝的時候說阿們呢。

在其上 但凡若是 你現在應該持續祝福稱讚 在內 在對(它)靈/風， (他)那 (他)現正持續補充到滿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地點處所 從屬(他)那 從屬(他)普通個人 怎樣如何地呢 他/她/它將要(持續)開聲言說 到於(它)那 阿們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那 在對(她)你之物 在對(她)感恩祝謝， 在其上已然如此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現在持續道說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經文變異RT]

在其上 但凡若是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祝福稱讚 在對(它)那 在對(它)靈/風， (他)那 (他)現正持續補充到滿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地點處所 從屬(他)那 從屬(他)普通個人 怎樣如何地呢 他/她/它將要(持續)開聲言說 到於(它)那

阿們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那 在對(她)你之物 在對(她)感恩祝謝， 在其上已然如此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現在持續道說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林前 14:17 su. me.n ga.r kalw/j euvcaristei/j avllV ò e[teroj ouvk oivkodomei/taiÅ
For thou verily givest thanks well, but the other is not edified.
你感謝的固然是好，無奈不能造就別人。

你 的確 因為 美好適當地 你現在持續感謝， 但乃是 (他)那 (他)相異不同的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營建修造。

林前 14:18 euvcaristw/ tw/| qew/|( pa,ntwn ùmw/n ma/llon glw,ssaij lalw/\
I thank my God, I speak with tongues more than ye all:
我感謝神，我說方言比你們眾人還多；

我現在持續感謝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你們 更特別尤其地 在對(她們)舌頭/語言

我現在持續發言講說；
[經文變異RT]

我現在持續感謝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從屬我，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你們 更特別尤其地

在對(她們)舌頭/語言 (他)現正持續發言講說了的；

林前 14:19 avlla. evn evkklhsi,a| qe,lw pe,nte lo,gouj tw/| noi< mou lalh/sai( i[na kai. a;llouj kathch,sw( h' muri,ouj
lo,gouj evn glw,ssh|Å
Yet in the church I had rather speak five words with my understanding, that by my voice I might teach others
also, than ten thousand words in an unknown tongue.
但在教會中，寧可用悟性說五句教導人的話，強如說萬句方言。

但乃是 在內 在對(她)傳召 我現在持續定意 到於(他們)五個 到於(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在對(他)那

在對(他)悟念知性 從屬我 那時(也是)要去發言講說， 為要 並且 到於(他們)另外不同的

我那時(也是)應該以言語指示， 甚或/或而 到於(他們)上萬的 到於(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在內

在對(她)舌頭/語言。
[經文變異RT]

但乃是 在內 在對(她)傳召 我現在持續定意 到於(他們)五個 到於(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那 從屬(他)悟念知性 從屬我 那時(也是)要去發言講說， 為要 並且 到於(他們)另外不同的

我那時(也是)應該以言語指示， 甚或/或而 到於(他們)上萬的 到於(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在內

在對(她)舌頭/語言。

林前 14:20 VAdelfoi,( mh. paidi,a gi,nesqe tai/j fresi.n avlla. th/| kaki,a| nhpia,zete( tai/j de. fresi.n te,leioi gi,nesqeÅ
Brethren, be not children in understanding: howbeit in malice be ye children, but in understanding be men.
弟兄們，在心志上不要作小孩子；然而在惡事上要作嬰孩；在心志上總要作大人。

阿,(他們)弟兄， 不會/不要 (它們)小孩童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官感體驗；

但乃是 在對(她)那 在對(她)惡劣不好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使為嬰孩， 在對(她們)那些 然而也 在對(她們)官感體驗

(他們)完滿成全的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林前 14:21 evn tw/| no,mw| ge,graptai o[ti VEn èteroglw,ssoij kai. evn cei,lesin ète,rwn lalh,sw tw/| law/| tou,tw| kai.
ouvdV ou[twj eivsakou,sontai, mou( le,gei ku,riojÅ
In the law it is written, With men of other tongues and other lips will I speak unto this people; and yet for all that
will they not hear me, saith the Lord.
律法上記著：『主說：我要用外邦人的舌頭，和外邦人的嘴唇，向這百姓說話；雖然如此，他們還是不聽從我。

』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  簡易閲讀版  1086

1086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律法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是這樣 在內 在對(他們)不同的口舌的 並且 在內

在對(它們)唇 從屬(他們)相異不同的 我將要(持續)發言講說 在對(他)那 在對(他)人民百姓 在對(他)那同一者； 並且

然而也不是地 那同一樣式地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聽見 從屬我，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他)主人。
[經文變異RT]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律法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是這樣 在內 在對(他們)不同的口舌的 並且 在內

在對(它們)唇 在對(它們)相異不同的 我將要(持續)發言講說 在對(他)那 在對(他)人民百姓 在對(他)那同一者； 並且

然而也不是地 那同一樣式地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聽見 從屬我，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他)主人。

林前 14:22 w[ste aì glw/ssai eivj shmei/o,n eivsin ouv toi/j pisteu,ousin avlla. toi/j avpi,stoij( h` de. profhtei,a ouv
toi/j avpi,stoij avlla. toi/j pisteu,ousinÅ
Wherefore tongues are for a sign, not to them that believe, but to them that believe not: but prophesying serveth
not for them that believe not, but for them which believe.
這樣看來，說方言，不是為信的人作證據，乃是為不信的人；作先知講道，不是為不信的人作證據，乃是為信的

人。

以致 (她們)那些 (她們)舌頭/語言 向內進入 到於(它)識別之表記徵兆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不是/不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但乃是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不誠不信的； (她)那 然而也

(她)預示宣達 不是/不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不誠不信的， 但乃是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林前 14:23 VEa.n ou=n sune,lqh| h` evkklhsi,a o[lh evpi. to. auvto. kai. pa,ntej lalw/sin glw,ssaij( eivse,lqwsin de.
ivdiw/tai h' a;pistoi( ouvk evrou/sin o[ti mai,nesqeÈ
If therefore the whole church be come together into one place, and all speak with tongues, and there come in
those that are unlearned, or unbelievers, will they not say that ye are mad?
所以全教會聚在一處的時候，若都說方言，偶然有不通方言的，或是不信的人進來，豈不說你們癲狂了麼。

但凡若是 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共同到來前往 (她)那 (她)傳召 (她)整個全部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同一者， 並且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發言講說 在對(她們)舌頭/語言，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然而也 (他們)普通個人 甚或/或而 (他們)不誠不信的， 豈非呢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開聲言說 是這樣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熱望瘋狂？
[經文變異RT]

但凡若是 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共同到來前往 (她)那 (她)傳召 (她)整個全部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同一者， 並且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她們)舌頭/語言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發言講說，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然而也 (他們)普通個人 甚或/或而 (他們)不誠不信的， 豈非呢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開聲言說 是這樣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熱望瘋狂？

林前 14:24 eva.n de. pa,ntej profhteu,wsin( eivse,lqh| de, tij a;pistoj h' ivdiw,thj( evle,gcetai ùpo. pa,ntwn( avnakri,netai
up̀o. pa,ntwn(
But if all prophesy, and there come in one that believeth not, or one unlearned, he is convinced of all, he is
judged of all:
若都作先知講道，偶然有不信的，或是不通方言的人進來，就被眾人勸醒，被眾人審明；

但凡若是 然而也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行在前面宣稱傳講，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然而也 (他)任何什麼 (他)不誠不信的 甚或/或而 (他)普通個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指證駁斥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詳細審察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林前 14:25 ta. krupta. th/j kardi,aj auvtou/ fanera. gi,netai( kai. ou[twj pesw.n evpi. pro,swpon proskunh,sei tw/| qew/|
avpagge,llwn o[ti :Ontwj ò qeo.j evn ùmi/n evstinÅ
And thus are the secrets of his heart made manifest; and so falling down on his face he will worship God, and
report that God is in you of a truth.
他心裏的隱情顯露出來，就必將臉伏地，敬拜神，說神真是在你們中間了。

(它們)那些 (它們)乃隱藏遮掩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內心 從屬(他)同一者 (它們)促為照亮顯明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並且 那同一樣式地 (他)那時(也是)落下墜落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前面的臉面 他/她/它將要(持續)敬拜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他)現正持續從那裏報信通告了的 是這樣

真正是地 (他)那 (他)神 在內 在對你們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並且 那同一樣式地 (它們)那些 (它們)乃隱藏遮掩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內心 從屬(他)同一者 (它們)促為照亮顯明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並且 那同一樣式地 (他)那時(也是)落下墜落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前面的臉面 他/她/它將要(持續)敬拜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他)現正持續從那裏報信通告了的 是這樣 (他)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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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神 真正是地 在內 在對你們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林前 14:26 Ti, ou=n evstin( avdelfoi,È o[tan sune,rchsqe( e[kastoj yalmo.n e;cei( didach.n e;cei( avpoka,luyin e;cei(
glw/ssan e;cei( èrmhnei,an e;cei\ pa,nta pro.j oivkodomh.n gine,sqwÅ
How is it then, brethren? when ye come together, everyone of you hath a psalm, hath a doctrine, hath a tongue,
hath a revelation, hath an interpretation. Let all things be done unto edifying.
弟兄們，這卻怎麼樣呢；你們聚會的時候，各人或有詩歌，或有教訓，或有啟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來的話；

凡事都當造就人。

(它)任何什麼呢 這樣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阿,(他們)弟兄？ 但凡當這時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讓自己/被共同到來前往，

(他)各個的 到於(他)樂章詩篇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教授講訓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啟示揭露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舌頭/語言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翻譯解釋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建築造就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經文變異RT]

(它)任何什麼呢 這樣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阿,(他們)弟兄？ 但凡當這時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讓自己/被共同到來前往，

(他)各個的 從屬你們 到於(他)樂章詩篇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他)樂章詩篇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舌頭/語言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啟示揭露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翻譯解釋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建築造就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林前 14:27 ei;te glw,ssh| tij lalei/( kata. du,o h' to. plei/ston trei/j kai. avna. me,roj( kai. ei-j diermhneue,tw\
If any man speak in an unknown tongue, let it be by two, or at the most by three, and that by course; and let one
interpret.
若有說方言的，只好兩個人，至多三個人，且要輪流著說，也要一個人翻出來；

無論若是 在對(她)舌頭/語言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發言講說，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們)二個/兩個

甚或/或而 到於(它)那 到於(它)最大數目的 到於(他們)三個， 並且 向上到/各向上到 到於(它)部分； 並且 (他)一個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徹底地行解釋翻譯。

林前 14:28 eva.n de. mh. h=| diermhneuth,j( siga,tw evn evkklhsi,a|( èautw/| de. lalei,tw kai. tw/| qew/|Å
But if there be no interpreter, let him keep silence in the church; and let him speak to himself, and to God.
若沒有人翻，就當在會中閉口；只對自己和神說，就是了。

但凡若是 然而也 不會/不要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是 (他)徹底地行解釋翻譯者，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保持靜默

在內 在對(她)傳召； 在對(他)同一者自己 然而也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發言講說 並且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林前 14:29 profh/tai de. du,o h' trei/j lalei,twsan kai. oi` a;lloi diakrine,twsan\
Let the prophets speak two or three, and let the other judge.
至於作先知講道的，只好兩個人，或是三個人，其餘的就當慎思明辨。

(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然而也 (他們)二個/兩個 甚或/或而 (他們)三個 他/她/它們現在就要持續發言講說，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另外不同的 他/她/它們現在就要持續徹底分開辨明；

林前 14:30 eva.n de. a;llw| avpokalufqh/| kaqhme,nw|( ò prw/toj siga,twÅ
If any thing be revealed to another that sitteth by, let the first hold his peace.
若旁邊坐著的得了啟示，那先說話的就當閉口不言。

但凡若是 然而也 在對(他)另外不同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啟示揭露 在對(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他)那 (他)首先的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保持靜默。

林前 14:31 du,nasqe ga.r kaqV e[na pa,ntej profhteu,ein( i[na pa,ntej manqa,nwsin kai. pa,ntej parakalw/ntaiÅ
For ye may all prophesy one by one, that all may learn, and all may be comforted.
因為你們都可以一個一個的作先知講道，叫眾人學道理；叫眾人得勸勉。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因為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一個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現要去持續行在前面宣稱傳講， 為要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學習， 並且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被勸勉請求；

林前 14:32 kai. pneu,mata profhtw/n profh,taij ùpota,ssetai(
And the spirits of the prophets are subject to the prophets.
先知的靈，原是順服先知的；

並且 (它們)靈/風 從屬(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在對(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使服膺服從；

林前 14:33 ouv ga,r evstin avkatastasi,aj ò qeo.j avlla. eivrh,nhjÅ ~Wj evn pa,saij tai/j evkklhsi,aij tw/n àgi,wn
For God is not the author of confusion, but of peace, as in all churches of the saints.
因為神不是叫人混亂，乃是叫人安靜。

不是/不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從屬(她)混亂不安 (他)那 (他)神， 但乃是 從屬(她)和平安寧， 正如地 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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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她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傳召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聖的。
[不同標點]

不是/不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從屬(她)混亂不安 (他)那 (他)神， 但乃是 從屬(她)和平安寧。 正如地 在內

在對(她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傳召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聖的，

林前 14:34 ai` gunai/kej evn tai/j evkklhsi,aij siga,twsan\ ouv ga.r evpitre,petai auvtai/j lalei/n( avlla.
up̀otasse,sqwsan( kaqw.j kai. ò no,moj le,geiÅ
Let your women keep silence in the churches: for it is not permitted unto them to speak; but they are
commanded to be under obedience, as also saith the law.
婦女在會中要閉口不言，像在聖徒的眾教會一樣；因為不准他們說話；他們總要順服，正如律法所說的。

(她們)那些 (她們)女人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傳召 他/她/它們現在就要持續保持靜默； 不是/不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准許 在對(她們)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發言講說； 但乃是 他/她/它們現在就要持續被使服膺服從，

按照正如地 並且 (他)那 (他)律法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經文變異RT]

(她們)那些 (她們)女人 從屬你們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傳召 他/她/它們現在就要持續保持靜默； 不是/不

因為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准許 在對(她們)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發言講說； 但乃是 現要去持續被使服膺服從，

按照正如地 並且 (他)那 (他)律法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林前 14:35 eiv de, ti maqei/n qe,lousin( evn oi;kw| tou.j ivdi,ouj a;ndraj evperwta,twsan\ aivscro.n ga,r evstin gunaiki.
lalei/n evn evkklhsi,a|Å
And if they will learn any thing, let them ask their husbands at home: for it is a shame for women to speak in the
church.
他們若要學甚麼，可以在家裏問自己的丈夫；因為婦女在會中說話原是可恥的。

若是 然而也 到於(它)任何什麼 那時(也是)要去學習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定意， 在內 在對(他)住處家室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私人個別的 到於(他們)男人/丈夫 他/她/它們現在就要持續在上面查詢求問；

(它)損形恥辱的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對(她)女人 現要去持續發言講說 在內 在對(她)傳召。
[經文變異RT]

若是 然而也 到於(它)任何什麼 那時(也是)要去學習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定意， 在內 在對(他)住處家室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私人個別的 到於(他們)男人/丈夫 他/她/它們現在就要持續在上面查詢求問；

(它)損形恥辱的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對(她們)女人 在內 在對(她)傳召 現要去持續發言講說。
[經文變異WH]

若是 然而也 到於(它)任何什麼 現要去持續學習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定意， 在內 在對(他)住處家室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私人個別的 到於(他們)男人/丈夫 他/她/它們現在就要持續在上面查詢求問； (它)損形恥辱的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對(她)女人 現要去持續發言講說 在內 在對(她)傳召。

林前 14:36 h' avfV ùmw/n ò lo,goj tou/ qeou/ evxh/lqen( h' eivj ùma/j mo,nouj kath,nthsenÈ
What? came the word of God out from you? or came it unto you only?
神的道理，豈是從你們出來麼；豈是單臨到你們麼。

甚或/或而 從那裏離開 從屬你們 (他)那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甚或/或而 向內進入 到於你們 到於(他們)僅有單獨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抵來到？

林前 14:37 Ei; tij dokei/ profh,thj ei=nai h' pneumatiko,j( evpiginwske,tw a] gra,fw ùmi/n o[ti kuri,ou evsti.n evntolh,\
If any man think himself to be a prophet, or spiritual, let him acknowledge that the things that I write unto you are
the commandments of the Lord.
若有人以為自己是先知，或是屬靈的，就該知道，我所寫給你們的是主的命令。

若是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設想認為對 (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現要去持續是 甚或/或而 (他)屬靈的，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清楚認識知道 到於(它們)這些個 我現在持續刻寫記載 在對你們， 是這樣 從屬(他)主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誡律命令。
[經文變異RT]

若是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設想認為對 (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現要去持續是 甚或/或而 (他)屬靈的，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清楚認識知道 到於(它們)這些個 我現在持續刻寫記載 在對你們， 是這樣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她們)誡律命令。

林前 14:38 eiv de, tij avgnoei/( avgnoei/taiÅ
But if any man be ignorant, let him be ignorant.
若有不知道的，就由他不知道罷。

若是 然而也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不領悟認知，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不領悟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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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變異RT]

若是 然而也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不領悟認知，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不領悟認知。

林前 14:39 w[ste( avdelfoi, ÎmouÐ( zhlou/te to. profhteu,ein kai. to. lalei/n mh. kwlu,ete glw,ssaij\
Wherefore, brethren, covet to prophesy, and forbid not to speak with tongues.
所以我弟兄們，你們要切慕作先知講道，也不要禁止說方言。

以致， 阿,(他們)弟兄 從屬我，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具火熱激昂之情 到於(它)那 現要去持續行在前面宣稱傳講， 並且

到於(它)那 現要去持續發言講說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阻攔禁止 在對(她們)舌頭/語言。
[經文變異RT]

以致， 阿,(他們)弟兄，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具火熱激昂之情 到於(它)那 現要去持續行在前面宣稱傳講， 並且

到於(它)那 現要去持續發言講說 在對(她們)舌頭/語言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阻攔禁止。

林前 14:40 pa,nta de. euvschmo,nwj kai. kata. ta,xin gine,sqwÅ
Let all things be done decently and in order.
凡事都要規規矩矩的按著次序行。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然而也 高雅尊貴地 並且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安排定規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經文變異RT]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高雅尊貴地 並且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安排定規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林前 15:1 Gnwri,zw de. ùmi/n( avdelfoi,( to. euvagge,lion o] euvhggelisa,mhn um̀i/n( o] kai. parela,bete( evn w-| kai.
es̀th,kate(
Moreover, brethren, I declare unto you the gospel which I preached unto you, which also ye have received, and
wherein ye stand;
弟兄們，我如今把先前所傳給你們的福音，告訴你們知道，這福音你們也領受了，又靠著站立得住；

我現在持續使成認識知道 然而也 在對你們， 阿,(他們)弟兄， 到於(它)那 到於(它)福音佳訊 到於(它)這個

我那時(也是)讓自己傳福音佳訊 在對你們， 到於(它)這個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拿取在旁邊， 在內 在對(它)這個

並且 你們現在已經立定站住，

林前 15:2 diV ou- kai. sw,|zesqe( ti,ni lo,gw| euvhggelisa,mhn ùmi/n eiv kate,cete( evkto.j eiv mh. eivkh/| evpisteu,sateÅ
By which also ye are saved, if ye keep in memory what I preached unto you, unless ye have believed in vain.
並且你們若不是徒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傳給你們的，就必因這福音得救。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這個 並且 你們現在持續被拯救， 在對(他)任何什麼 在對(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我那時(也是)讓自己傳福音佳訊 在對你們 若是 你們現在持續持住， 為外面地 若是 不會/不要 徒然無用地

你們那時(也是)置信信託。

林前 15:3 pare,dwka ga.r ùmi/n evn prw,toij( o] kai. pare,labon( o[ti Cristo.j avpe,qanen ùpe.r tw/n àmartiw/n hm̀w/n
kata. ta.j grafa.j
For I delivered unto you first of all that which I also received, how that Christ died for our sins according to the
scriptures;
我當日所領受又傳給你們的，第一，就是基督照聖經所說，為我們的罪死了；

我那時(也是)交付 因為 在對你們 在內 在對(它們)首先的 到於(它)這個 並且 我那時(也是)拿取在旁邊， 是這樣

(他)基督 他/她/它那時(也是)死去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罪 從屬我們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經文；

林前 15:4 kai. o[ti evta,fh kai. o[ti evgh,gertai th/| hm̀e,ra| th/| tri,th| kata. ta.j grafa.j
And that he was buried, and that he rose again the third day according to the scriptures:
而且埋葬了；又照聖經所說，第三天復活了；

並且 是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殯殮埋葬； 並且 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喚醒起來 在對(她)那

在對(她)日子/白日 在對(她)那 在對(她)第三的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經文；
[經文變異RT]

並且 是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殯殮埋葬； 並且 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喚醒起來 在對(她)那 在對(她)第三的

在對(她)日子/白日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經文；

林前 15:5 kai. o[ti w;fqh Khfa/| ei=ta toi/j dw,deka\
And that he was seen of Cephas, then of the twelve:
並且顯給磯法看；然後顯給十二使徒看；

並且 是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看見注目 在對(他)磯法； 其後地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十二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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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前 15:6 e;peita w;fqh evpa,nw pentakosi,oij avdelfoi/j evfa,pax( evx w-n oi` plei,onej me,nousin e[wj a;rti( tine.j de.
evkoimh,qhsan\
After that, he was seen of above five hundred brethren at once; of whom the greater part remain unto this
present, but some are fallen asleep.
後來一時顯給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還在，卻也有已經睡了的；

在其後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看見注目 在上面上頭地 在對(他們)五百個 在對(他們)弟兄 只一次地，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這些個 (他們)那些 (他們)更多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停留持守 一直直到 現今地， (他們)任何什麼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安置入睡；
[經文變異RT]

在其後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看見注目 在上面上頭地 在對(他們)五百個 在對(他們)弟兄 只一次地，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這些個 (他們)那些 (他們)更多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停留持守 一直直到 現今地， (他們)任何什麼 然而也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安置入睡；

林前 15:7 e;peita w;fqh VIakw,bw| ei=ta toi/j avposto,loij pa/sin\
After that, he was seen of James; then of all the apostles.
以後顯給雅各看；再顯給眾使徒看；

在其後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看見注目 在對(他)雅各； 其後地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在對(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林前 15:8 e;scaton de. pa,ntwn ws̀perei. tw/| evktrw,mati w;fqh kavmoi,Å
And last of all he was seen of me also, as of one born out of due time.
末了也顯給我看；我如同未到產期而生的人一般。

到於(它)最末後的 然而也 從屬(它們)所有每一個的註1 甚至正如好像地 在對(它)那 在對(它)小產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看見注目 在對並且我。

註1：“到於(它)最末後的 從屬(它們)所有每一個的”文法上亦可以為“到於(他)最末後的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林前 15:9 VEgw. ga,r eivmi o` evla,cistoj tw/n avposto,lwn o]j ouvk eivmi. ik̀ano.j kalei/sqai avpo,stoloj( dio,ti evdi,wxa
th.n evkklhsi,an tou/ qeou/\
For I am the least of the apostles, that am not meet to be called an apostle, because I persecuted the church of
God.
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稱為使徒，因為我從前逼迫神的教會。

我 因為 我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最微小低下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他)這個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是 (他)達到足夠的 現要去持續被促請召喚 (他)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為是這樣之緣故

我那時(也是)追趕迫求 到於(她)那 到於(她)傳召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林前 15:10 ca,riti de. qeou/ eivmi o[ eivmi( kai. h̀ ca,rij auvtou/ h` eivj evme. ouv kenh. evgenh,qh( avlla. perisso,teron
auvtw/n pa,ntwn evkopi,asa( ouvk evgw. de. avlla. h` ca,rij tou/ qeou/ Îh̀Ð su.n evmoi,Å
But by the grace of God I am what I am: and his grace which was bestowed upon me was not in vain; but I
laboured more abundantly than they all: yet not I, but the grace of God which was with me.
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纔成的；並且他所賜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眾使徒格外勞苦；這原不是

我，乃是神的恩與我同在。

在對(她)恩典惠意 然而也 從屬(他)神 我現在持續是 (它)這個 我現在持續是； 並且 (她)那 (她)恩典惠意

從屬(他)同一者 (她)那 向內進入 到於"我" 不是/不 (她)虛空無有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發成為； 但乃是

到於(它)更格外多的註1
從屬(他們)同一者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我那時(也是)有勞碌疲累； 不是/不 我 然而也，

但乃是 (她)那 (她)恩典惠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她)那 共同一起 在對"我"。

註1：“到於(它)更格外多的”文法上亦可以為“更格外多地”。

[經文變異WH]

在對(她)恩典惠意 然而也 從屬(他)神 我現在持續是 (它)這個 我現在持續是； 並且 (她)那 (她)恩典惠意

從屬(他)同一者 (她)那 向內進入 到於"我" 不是/不 (她)虛空無有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發成為； 但乃是

到於(它)更格外多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我那時(也是)有勞碌疲累； 不是/不 我 然而也，

但乃是 (她)那 (她)恩典惠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共同一起 在對"我"。

林前 15:11 ei;te ou=n evgw. ei;te evkei/noi( ou[twj khru,ssomen kai. ou[twj evpisteu,sateÅ
Therefore whether it were I or they, so we preach, and so ye believed.
不拘是我是眾使徒，我們如此傳，你們也如此信了。

無論若是 這樣 我， 無論若是 (他們)在那裏的那個， 那同一樣式地 我們現在持續傳達宣講， 並且

那同一樣式地 你們那時(也是)置信信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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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前 15:12 Eiv de. Cristo.j khru,ssetai o[ti evk nekrw/n evgh,gertai( pw/j le,gousin evn ùmi/n tinej o[ti avna,stasij
nekrw/n ouvk e;stinÈ
Now if Christ be preached that he rose from the dead, how say some among you that there is no resurrection of
the dead?
既傳基督是從死裏復活了，怎麼在你們中間，有人說沒有死人復活的事呢。

若是 然而也 (他)基督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傳達宣講 是這樣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死掉的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喚醒起來， 怎樣如何地呢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在內 在對你們 (他們)任何什麼， 是這樣

(她)再站立起來 從屬(他們)死掉的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若是 然而也 (他)基督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傳達宣講 是這樣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死掉的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喚醒起來， 怎樣如何地呢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他們)任何什麼 在內 在對你們， 是這樣

(她)再站立起來 從屬(他們)死掉的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林前 15:13 eiv de. avna,stasij nekrw/n ouvk e;stin( ouvde. Cristo.j evgh,gertai\
But if there be no resurrection of the dead, then is Christ not risen:
若沒有死人復活的事，基督也就沒有復活了。

若是 然而也 (她)再站立起來 從屬(他們)死掉的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然而也不是地 (他)基督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喚醒起來；

林前 15:14 eiv de. Cristo.j ouvk evgh,gertai( keno.n a;ra Îkai.Ð to. kh,rugma hm̀w/n( kenh. kai. h` pi,stij ùmw/n\
And if Christ be not risen, then is our preaching vain, and your faith is also vain.
若基督沒有復活，我們所傳的便是枉然，你們所信的也是枉然。

若是 然而也 (他)基督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喚醒起來， (它)虛空無有的 果然如此 並且 (它)那

(它)所傳達宣講 從屬我們， (她)虛空無有的 並且 (她)那 (她)信 從屬你們；
[經文變異RT]

若是 然而也 (他)基督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喚醒起來， (它)虛空無有的 果然如此 (它)那 (它)所傳達宣講

從屬我們， (她)虛空無有的 然而也 並且 (她)那 (她)信 從屬你們；
[經文變異WH]

若是 然而也 (他)基督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喚醒起來， (它)虛空無有的 果然如此 (它)那 (它)所傳達宣講

從屬我們， (她)虛空無有的 並且 (她)那 (她)信 從屬我們；

林前 15:15 eùrisko,meqa de. kai. yeudoma,rturej tou/ qeou/( o[ti evmarturh,samen kata. tou/ qeou/ o[ti h;geiren to.n
Cristo,n( o]n ouvk h;geiren ei;per a;ra nekroi. ouvk evgei,rontaiÅ
Yea, and we are found false witnesses of God; because we have testified of God that he raised up Christ: whom
he raised not up, if so be that the dead rise not.
並且明顯我們是為神妄作見證的；因我們見證神是叫基督復活了；若死人真不復活，神也就沒有叫基督復活了。

我們現在持續被找到尋見 然而也 並且 (他們)假見證人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是這樣 我們那時(也是)作見證人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是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喚醒起來 到於(他)那 到於(他)基督； 到於(他)這個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喚醒起來， 若是甚至 果然如此 (他們)死掉的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被喚醒起來。

林前 15:16 eiv ga.r nekroi. ouvk evgei,rontai( ouvde. Cristo.j evgh,gertai\
For if the dead rise not, then is not Christ raised:
因為死人若不復活，基督也就沒有復活了。

若是 因為 (他們)死掉的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被喚醒起來， 然而也不是地 (他)基督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喚醒起來；

林前 15:17 eiv de. Cristo.j ouvk evgh,gertai( matai,a h̀ pi,stij ùmw/n( e;ti evste. evn tai/j àmarti,aij ùmw/n(
And if Christ be not raised, your faith is vain; ye are yet in your sins.
基督若沒有復活，你們的信便是徒然；你們仍在罪裏。

若是 然而也 (他)基督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喚醒起來， (她)虛妄無益的 (她)那 (她)信 從屬你們；

依然仍舊地 你們現在持續是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罪 從屬你們。
[經文變異WH]

若是 然而也 (他)基督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喚醒起來， (她)虛妄無益的 (她)那 (她)信 從屬你們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依然仍舊地 你們現在持續是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罪 從屬你們。

林前 15:18 a;ra kai. oì koimhqe,ntej evn Cristw/| avpw,lontoÅ
Then they also which are fallen asleep in Christ are perished.
就是在基督裏睡了的人也滅亡了。

果然如此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那時(也是)被安置入睡了的 在內 在對(他)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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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毀掉除滅。

林前 15:19 eiv evn th/| zwh/| tau,th| evn Cristw/| hvlpiko,tej evsme.n mo,non( evleeino,teroi pa,ntwn avnqrw,pwn evsme,nÅ
If in this life only we have hope in Christ, we are of all men most miserable.
我們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眾人更可憐。

若是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生命 在對(她)那同一者 在內 在對(他)基督 (他們)現在已經有期盼指望了的

我們現在持續是 僅有單獨地， (他們)更需憐憫慈悲的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他們)人 我們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若是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生命 在對(她)那同一者 (他們)現在已經有期盼指望了的 我們現在持續是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僅有單獨地， (他們)更需憐憫慈悲的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他們)人 我們現在持續是。

林前 15:20 Nuni. de. Cristo.j evgh,gertai evk nekrw/n avparch. tw/n kekoimhme,nwnÅ
But now is Christ risen from the dead, and become the firstfruits of them that slept.
但基督已經從死裏復活，成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

就現在此時地 然而也 (他)基督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喚醒起來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死掉的 (她)初熟的果子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在已經被安置入睡了的。
[經文變異RT]

就現在此時地 然而也 (他)基督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喚醒起來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死掉的， (她)初熟的果子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在已經被安置入睡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林前 15:21 evpeidh. ga.r diV avnqrw,pou qa,natoj( kai. diV avnqrw,pou avna,stasij nekrw/nÅ
For since by man came death, by man came also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dead.
死既是因一人而來，死人復活也是因一人而來。

在其上已然如此 因為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人 (他)死， 並且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人 (她)再站立起來

從屬(他們)死掉的。
[經文變異RT]

在其上已然如此 因為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人 (他)那 (他)死， 並且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人

(她)再站立起來 從屬(他們)死掉的。

林前 15:22 w[sper ga.r evn tw/| VAda.m pa,ntej avpoqnh,|skousin( ou[twj kai. evn tw/| Cristw/| pa,ntej zw|opoihqh,sontaiÅ
For as in Adam all die, even so in Christ shall all be made alive.
在亞當裏眾人都死了；照樣，在基督裏眾人也都要復活。

甚至正如地 因為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亞當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死去， 那同一樣式地

並且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基督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被行出作成活活生動。

林前 15:23 e[kastoj de. evn tw/| ivdi,w| ta,gmati\ avparch. Cristo,j( e;peita oi` tou/ Cristou/ evn th/| parousi,a| auvtou/(
But every man in his own order: Christ the firstfruits; afterward they that are Christ's at his coming.
但各人是按著自己的次序復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後在他來的時候，是那些屬基督的。

(他)各個的 然而也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私人個別的 在對(它)所安排定規： (她)初熟的果子 (他)基督；

在其後地 (他們)那些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臨近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各個的 然而也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私人個別的 在對(它)所安排定規： (她)初熟的果子 (他)基督；

在其後地 (他們)那些 從屬(他)基督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臨近 從屬(他)同一者；

林前 15:24 ei=ta to. te,loj( o[tan paradidw/| th.n basilei,an tw/| qew/| kai. patri,( o[tan katargh,sh| pa/san avrch.n kai.
pa/san evxousi,an kai. du,naminÅ
Then cometh the end, when he shall have delivered up the kingdom to God, even the Father; when he shall
have put down all rule and all authority and power.
再後末期到了，那時，基督既將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有能的，都毀滅了，就把國交與父神。

其後地 (它)那 (它)終結/貨物或旅行之終結稅， 但凡當這時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交付 到於(她)那 到於(她)王權國度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並且 在對(他)父親， 但凡當這時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使完全閒散停頓

到於(她)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為起始為首 並且 到於(她)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權柄掌握 並且 到於(她)能力權能。
[經文變異RT]

其後地 (它)那 (它)終結/貨物或旅行之終結稅， 但凡當這時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交付 到於(她)那

到於(她)王權國度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並且 在對(他)父親， 但凡當這時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使完全閒散停頓

到於(她)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為起始為首 並且 到於(她)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權柄掌握 並且 到於(她)能力權能。

林前 15:25 dei/ ga.r auvto.n basileu,ein a;cri ou- qh/| pa,ntaj tou.j evcqrou.j ùpo. tou.j po,daj auvtou/Å
For he must reign, till he hath put all enemies under his feet.
因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敵，都放在他的腳下。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  簡易閲讀版  1093

1093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因為 到於(他)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作君王， 直至達到 從屬(它)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置放擺設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仇視敵對的 <在底下>在底下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腳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因為 到於(他)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作君王， 直至達到 從屬(它)這個 但凡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置放擺設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仇視敵對的 <在底下>在底下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腳 從屬(他)同一者。

林前 15:26 e;scatoj evcqro.j katargei/tai ò qa,natoj\
The last enemy that shall be destroyed is death.
儘末了所毀滅的仇敵，就是死。

(他)最末後的 (他)仇視敵對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使完全閒散停頓 (他)那 (他)死；

林前 15:27 pa,nta ga.r ùpe,taxen ùpo. tou.j po,daj auvtou/Å o[tan de. ei;ph| o[ti pa,nta up̀ote,taktai( dh/lon o[ti evkto.j
tou/ ùpota,xantoj auvtw/| ta. pa,ntaÅ
For he hath put all things under his feet. But when he saith, all things are put under him, it is manifest that he is
excepted, which did put all things under him.
因為經上說：『神叫萬物都服在他的腳下。』既說萬物都服了他，明顯那叫萬物服他的不在其內了。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因為 他/她/它那時(也是)使服膺服從 <在底下>在底下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腳

從屬(他)同一者。 但凡當這時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是這樣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使服膺服從， (它)清晰明顯的 是這樣 為外面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那時(也是)使服膺服從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林前 15:28 o[tan de. ùpotagh/| auvtw/| ta. pa,nta( to,te Îkai.Ð auvto.j ò uiò.j ùpotagh,setai tw/| ùpota,xanti auvtw/| ta.
pa,nta( i[na h=| ò qeo.j Îta.Ð pa,nta evn pa/sinÅ
And when all things shall be subdued unto him, then shall the Son also himself be subject unto him that put all
things under him, that God may be all in all.
萬物既服了他，那時，子也要自己服那叫萬物服他的，叫神在萬物之上，為萬物之主。

但凡當這時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使服膺服從 在對(他)同一者 (它們)那些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當那時地 並且 (他)同一者 (他)那 (他)兒子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使服膺服從 在對(他)那

在對(他)那時(也是)使服膺服從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為要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是 (他)那 (他)神 (它們)那些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內 在對(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經文變異WH]

但凡當這時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使服膺服從 在對(他)同一者 (它們)那些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當那時地 並且 (他)同一者 (他)那 (他)兒子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使服膺服從 在對(他)那

在對(他)那時(也是)使服膺服從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為要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是 (他)那 (他)神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內 在對(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林前 15:29 VEpei. ti, poih,sousin oì baptizo,menoi ùpe.r tw/n nekrw/nÈ eiv o[lwj nekroi. ouvk evgei,rontai( ti, kai.
bapti,zontai ùpe.r auvtw/nÈ
Else what shall they do which are baptized for the dead, if the dead rise not at all? why are they then baptized
for the dead?
不然，那些為死人受洗的，將來怎樣呢；若死人總不復活，因何為他們受洗呢；

在其上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行出作成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被浸洗了的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死掉的？ 若是 整個全部地 (他們)死掉的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被喚醒起來，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被浸洗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在其上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行出作成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被浸洗了的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死掉的？ 若是 整個全部地 (他們)死掉的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被喚醒起來，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被浸洗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死掉的？

林前 15:30 ti, kai. hm̀ei/j kinduneu,omen pa/san w[ranÈ
And why stand we in jeopardy every hour?
我們又因何時刻冒險呢。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並且 我們 我們現在持續經歷危險 到於(她)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鐘點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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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前 15:31 kaqV hm̀e,ran avpoqnh,|skw( nh. th.n ùmete,ran kau,chsin( Îavdelfoi,(Ð h]n e;cw evn Cristw/| VIhsou/ tw/| kuri,w|
hm̀w/nÅ
I protest by your rejoicing which I have in Christ Jesus our Lord, I die daily.
弟兄們，我在我主基督耶穌裏，指著你們所誇的口，極力的說：我是天天冒死。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日子/白日 我現在持續死去， 與之一樣肯定 到於(她)那 到於(她)你們之物 到於(她)誇耀，

阿,(他們)弟兄， 到於(她)這個 我現在持續持有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在對(他)耶穌 在對(他)那 在對(他)主人 從屬我們。
[經文變異RT]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日子/白日 我現在持續死去， 與之一樣肯定 到於(她)那 到於(她)我們之物 到於(她)誇耀，

到於(她)這個 我現在持續持有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在對(他)耶穌 在對(他)那 在對(他)主人 從屬我們。

林前 15:32 eiv kata. a;nqrwpon evqhrioma,chsa evn VEfe,sw|( ti, moi to. o;felojÈ eiv nekroi. ouvk evgei,rontai( Fa,gwmen
kai. pi,wmen( au;rion ga.r avpoqnh,|skomenÅ
If after the manner of men I have fought with beasts at Ephesus, what advantageth it me, if the dead rise not?
let us eat and drink; for to morrow we die.
我若當日像尋常人，在以弗所同野獸戰鬥，那於我有甚麼益處呢；若死人不復活，我們就喫喫喝喝罷；因為明天

要死了。

若是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人 我那時(也是)成爭戰搏鬥野獸 在內 在對(她)以弗所， (它)任何什麼呢 在對我

(它)那 (它)效益， 若是 (他們)死掉的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被喚醒起來？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吃食 並且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喝； 明日地 因為 我們現在持續死去。

林前 15:33 mh. plana/sqe\ Fqei,rousin h;qh crhsta. òmili,ai kakai,Å
Be not deceived: evil communications corrupt good manners.
你們不要自欺；濫交是敗壞善行。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被有迷途錯謬；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腐朽敗壞 到於(它們)慣常習性 到於(它們)合宜恩慈的

(她們)聯絡交誼 (她們)卑劣不好的。

林前 15:34 evknh,yate dikai,wj kai. mh. àmarta,nete( avgnwsi,an ga.r qeou/ tinej e;cousin( pro.j evntroph.n ùmi/n lalw/Å
Awake to righteousness, and sin not; for some have not the knowledge of God: I speak this to your shame.
你們要醒悟為善，不要犯罪；因為有人不認識神；我說這話，是要叫你們羞愧。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向外清醒謹慎過來 具公平正義地， 並且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犯罪； 到於(她)蒙昧無知

因為 從屬(他)神 (他們)任何什麼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持有；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反轉羞慚 在對你們

我現在持續發言講說。
[經文變異RT]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向外清醒謹慎過來 具公平正義地， 並且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犯罪； 到於(她)蒙昧無知

因為 從屬(他)神 (他們)任何什麼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持有；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反轉羞慚 在對你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林前 15:35 VAlla. evrei/ tij( Pw/j evgei,rontai oì nekroi,È poi,w| de. sw,mati e;rcontaiÈ
But some man will say, How are the dead raised up? and with what body do they come?
或有人問，死人怎樣復活；帶著甚麼身體來呢。

但乃是 他/她/它將要(持續)開聲言說 (他)任何什麼， 怎樣如何地呢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被喚醒起來 (他們)那些

(他們)死掉的？ 在對(它)什麼樣呢 然而也 在對(它)身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林前 15:36 a;frwn( su. o] spei,reij( ouv zw|opoiei/tai eva.n mh. avpoqa,nh|\
Thou fool, that which thou sowest is not quickened, except it die:
無知的人哪，你所種的，若不死就不能生。

阿,(他)遲笨愚妄的， 你 到於(它)這個 你現在持續散佈播撒，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行出作成活活生動，

但凡若是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死去；

林前 15:37 kai. o] spei,reij( ouv to. sw/ma to. genhso,menon spei,reij avlla. gumno.n ko,kkon eiv tu,coi si,tou h; tinoj
tw/n loipw/n\
And that which thou sowest, thou sowest not that body that shall be, but bare grain, it may chance of wheat, or
of some other grain:
並且你所種的，不是那將來的形體，不過是子粒，即如麥子，或是別樣的穀；

並且 到於(它)這個 你現在持續散佈播撒， 不是/不 到於(它)那 到於(它)身體 到於(它)那

到於(它)將要(持續)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你現在持續散佈播撒， 但乃是 到於(他)赤身裸露的 到於(他)種核顆粒， 若是

他/她/它那時(也是)可以巧遇得著， 從屬(他)穀物麥粒 甚或/或而 從屬(它)任何什麼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其餘的；

林前 15:38 o` de. qeo.j di,dwsin auvtw/| sw/ma kaqw.j hvqe,lhsen( kai. ek̀a,stw| tw/n sperma,twn i;dion sw/ma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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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God giveth it a body as it hath pleased him, and to every seed his own body.
但神隨自己的意思，給他一個形體，並叫各等子粒，各有自己的形體。

(他)那 然而也 (他)神 他/她/它現在持續給與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它)身體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定意，

並且 在對(它)各個的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種裔 到於(它)私人個別的 到於(它)身體。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神 在對(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給與 到於(它)身體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定意，

並且 在對(它)各個的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種裔 到於(它)那 到於(它)私人個別的 到於(它)身體。

林前 15:39 ouv pa/sa sa.rx h` auvth. sa.rx avlla. a;llh me.n avnqrw,pwn( a;llh de. sa.rx kthnw/n( a;llh de. sa.rx pthnw/n(
a;llh de. ivcqu,wnÅ
All flesh is not the same flesh: but there is one kind of flesh of men, another flesh of beasts, another of fishes,
and another of birds.
凡肉體各有不同；人是一樣，獸又是一樣，鳥又是一樣，魚又是一樣。

不是/不 (她)所有每一個的 (她)肉體 (她)那 (她)同一者 (她)肉體； 但乃是 (她)另外不同的 的確 從屬(他們)人，

(她)另外不同的 然而也 (她)肉體 從屬(它們)牲口， (她)另外不同的 然而也 (她)肉體 從屬(它們)飛鳥的，

(她)另外不同的 然而也 從屬(他們)魚。
[經文變異RT]

不是/不 (她)所有每一個的 (她)肉體 (她)那 (她)同一者 (她)肉體； 但乃是 (她)另外不同的 的確 (她)肉體

從屬(他們)人， (她)另外不同的 然而也 (她)肉體 從屬(它們)牲口， (她)另外不同的 然而也 從屬(他們)魚，

(她)另外不同的 然而也 從屬(它們)飛鳥的。

林前 15:40 kai. sw,mata evpoura,nia( kai. sw,mata evpi,geia\ avlla. et̀e,ra me.n h̀ tw/n evpourani,wn do,xa( et̀e,ra de. h̀
tw/n evpigei,wnÅ
There are also celestial bodies, and bodies terrestrial: but the glory of the celestial is one, and the glory of the
terrestrial is another.
有天上的形體，也有地上的形體；但天上形體的榮光是一樣，地上形體的榮光又是一樣。

並且 (它們)身體 (它們)在天上的， 並且 (它們)身體 (它們)在地上的； 但乃是 (她)相異不同的 的確 (她)那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在天上的 (她)榮耀， (她)相異不同的 然而也 (她)那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在地上的。

林前 15:41 a;llh do,xa hl̀i,ou( kai. a;llh do,xa selh,nhj( kai. a;llh do,xa avste,rwn\ avsth.r ga.r avste,roj diafe,rei evn
do,xh|Å
There is one glory of the sun, and another glory of the moon, and another glory of the stars: for one star differeth
from another star in glory.
日有日的榮光，月有月的榮光，星有星的榮光；這星和那星的榮光，也有分別。

(她)另外不同的 (她)榮耀 從屬(他)日頭太陽， 並且 (她)另外不同的 (她)榮耀 從屬(她)月亮， 並且 (她)另外不同的

(她)榮耀 從屬(他們)星星； (他)星星 因為 從屬(他)星星 他/她/它現在持續攜負經過/獨特超群 在內 在對(她)榮耀。

林前 15:42 Ou[twj kai. h̀ avna,stasij tw/n nekrw/nÅ spei,retai evn fqora/|( evgei,retai evn avfqarsi,a|\
So also is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dead. It is sown in corruption; it is raised in incorruption:
死人復活也是這樣；所種的是必朽壞的，復活的是不朽壞的；

那同一樣式地 並且 (她)那 (她)再站立起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死掉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散佈播撒 在內

在對(她)朽敗朽壞，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喚醒起來 在內 在對(她)不會朽敗朽壞；

林前 15:43 spei,retai evn avtimi,a|( evgei,retai evn do,xh|\ spei,retai evn avsqenei,a|( evgei,retai evn duna,mei\
It is sown in dishonour; it is raised in glory: it is sown in weakness; it is raised in power:
所種的是羞辱的，復活的是榮耀的；所種的是軟弱的，復活的是強壯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散佈播撒 在內 在對(她)低賤羞愧，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喚醒起來 在內 在對(她)榮耀；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散佈播撒 在內 在對(她)無力軟弱，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喚醒起來 在內 在對(她)能力權能；

林前 15:44 spei,retai sw/ma yuciko,n( evgei,retai sw/ma pneumatiko,nÅ eiv e;stin sw/ma yuciko,n( e;stin kai.
pneumatiko,nÅ
It is sown a natural body; it is raised a spiritual body. There is a natural body, and there is a spiritual body.
所種的是血氣的身體，復活的是靈性的身體；若有血氣的身體，也必有靈性的身體。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散佈播撒 (它)身體 (它)屬生魂意念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喚醒起來 (它)身體 (它)屬靈的。 若是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身體 (它)屬生魂意念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並且 (它)屬靈的。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散佈播撒 (它)身體 (它)屬生魂意念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喚醒起來 (它)身體 (它)屬靈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身體 (它)屬生魂意念的，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身體 (它)屬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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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前 15:45 ou[twj kai. ge,graptai( VEge,neto ò prw/toj a;nqrwpoj VAda.m eivj yuch.n zw/san( ò e;scatoj VAda.m eivj
pneu/ma zw|opoiou/nÅ
And so it is written, The first man Adam was made a living soul; the last Adam was made a quickening spirit.
經上也是這樣記著說：『首先的人亞當，成了有靈的活人。』〔靈或作血氣〕末後的亞當，成了叫人活的靈。

那同一樣式地 並且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他)那 (他)首先的 (他)人

(他)亞當 向內進入 到於(她)生魂意念 到於(她)現正持續活了的； (他)那 (他)最末後的 (他)亞當 向內進入

到於(它)靈/風 到於(它)現正持續行出作成活活生動了的。

林前 15:46 avllV ouv prw/ton to. pneumatiko.n avlla. to. yuciko,n( e;peita to. pneumatiko,nÅ
Howbeit that was not first which is spiritual, but that which is natural; and afterward that which is spiritual.
但屬靈的不在先，屬血氣的在先；以後纔有屬靈的。

但乃是 不是/不 首先地 (它)那 (它)屬靈的， 但乃是 (它)那 (它)屬生魂意念的； 在其後地 (它)那 (它)屬靈的。

林前 15:47 o` prw/toj a;nqrwpoj evk gh/j coi?ko,j( ò deu,teroj a;nqrwpoj evx ouvranou/Å
The first man is of the earth, earthy: the second man is the Lord from heaven.
頭一個人是出於地，乃屬土；第二個人是出於天。

(他)那 (他)首先的 (他)人 向外出來 從屬(她)地土/地 (他)屬塵土的； (他)那 (他)第二的 (他)人 向外出來

從屬(他)天空/天。
[經文變異RT]

(他)那 (他)首先的 (他)人 向外出來 從屬(她)地土/地 (他)屬塵土的； (他)那 (他)第二的 (他)人 (他)那 (他)主人

向外出來 從屬(他)天空/天。

林前 15:48 oi-oj ò coi?ko,j( toiou/toi kai. oì coi?koi,( kai. oi-oj ò evpoura,nioj( toiou/toi kai. oi` evpoura,nioi\
As is the earthy, such are they also that are earthy: and as is the heavenly, such are they also that are
heavenly.
那屬土的怎樣，凡屬土的也就怎樣；屬天的怎樣，凡屬天的也就怎樣。

(他)如此這樣 (他)那 (他)屬塵土的， (他們)那種樣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屬塵土的； 並且 (他)如此這樣 (他)那

(他)在天上的， (他們)那種樣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在天上的；

林前 15:49 kai. kaqw.j evfore,samen th.n eivko,na tou/ coi?kou/( fore,somen kai. th.n eivko,na tou/ evpourani,ouÅ
And as we have borne the image of the earthy, we shall also bear the image of the heavenly.
我們既有屬土的形狀，將來也必有屬天的形狀。

並且 按照正如地 我們那時(也是)穿佩負載 到於(她)那 到於(她)表像 從屬(他)那 從屬(他)屬塵土的，

我們將要(持續)穿佩負載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表像 從屬(他)那 從屬(他)在天上的。
[經文變異WH]

並且 按照正如地 我們那時(也是)穿佩負載 到於(她)那 到於(她)表像 從屬(他)那 從屬(他)屬塵土的，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穿佩負載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表像 從屬(他)那 從屬(他)在天上的。

林前 15:50 kai. kaqw.j evfore,samen th.n eivko,na tou/ coi?kou/( fore,somen kai. th.n eivko,na tou/ evpourani,ouÅ
Now this I say, brethren, that flesh and blood cannot inherit the kingdom of God; neither doth corruption inherit
incorruption.
弟兄們，我告訴你們說：血肉之體，不能承受神的國；必朽壞的，不能承受不朽壞的。

到於(它)那同一者 然而也 我現在持續是宣稱傳講， 阿,(他們)弟兄， 是這樣 (她)肉體 並且 (它)血 到於(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神 那時(也是)要去行承受產業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然而也不是地 (她)那

(她)朽敗朽壞 到於(她)那 到於(她)不會朽敗朽壞 他/她/它現在持續行承受產業。

林前 15:51 ivdou. musth,rion um̀i/n le,gw\ pa,ntej ouv koimhqhso,meqa( pa,ntej de. avllaghso,meqa(
Behold, I shew you a mystery; We shall not all sleep, but we shall all be changed,
我如今把一件奧秘的事告訴你們；我們不是都要睡覺，乃是都要改變，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到於(它)奧祕 在對你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不是/不

我們將要(持續)被安置入睡，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然而也 我們將要(持續)被改換，
[經文變異RT]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到於(它)奧祕 在對你們 我現在持續道說，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的確 不是/不

我們將要(持續)被安置入睡，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然而也 我們將要(持續)被改換，

林前 15:52 evn avto,mw|( evn rìph/| ovfqalmou/( evn th/| evsca,th| sa,lpiggi\ salpi,sei ga.r kai. oi` nekroi. evgerqh,sontai
a;fqartoi kai. hm̀ei/j avllaghso,meqaÅ
In a moment, in the twinkling of an eye, at the last trump: for the trumpet shall sound, and the dead shall be
raised incorruptible, and we shall be changed.
就在一霎時，眨眼之間，號筒末次吹響的時候；因號筒要響，死人要復活成為不朽壞的，我們也要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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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內 在對(它)一瞬間的， 在內 在對(她)眨眼之間 從屬(他)眼睛，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最末後的

在對(她)喇叭號筒； 他/她/它將要(持續)吹喇叭號筒 因為，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死掉的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被喚醒起來 (他們)不會腐朽敗壞的， 並且 我們 我們將要(持續)被改換。

林前 15:53 dei/ ga.r to. fqarto.n tou/to evndu,sasqai avfqarsi,an kai. to. qnhto.n tou/to evndu,sasqai avqanasi,anÅ
For this corruptible must put on incorruption, and this mortal must put on immortality.
這必朽壞的，總要變成不朽壞的；〔變成原文作穿下同〕這必死的，總要變成不死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因為 到於(它)那 到於(它)會腐朽敗壞的 到於(它)那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穿著 到於(她)不會朽敗朽壞， 並且 到於(它)那 到於(它)會死亡的 到於(它)那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穿著 到於(她)不死。

林前 15:54 o[tan de. to. fqarto.n tou/to evndu,shtai avfqarsi,an kai. to. qnhto.n tou/to evndu,shtai avqanasi,an( to,te
genh,setai ò lo,goj ò gegramme,noj( Katepo,qh ò qa,natoj eivj ni/kojÅ
So when this corruptible shall have put on incorruption, and this mortal shall have put on immortality, then shall
be brought to pass the saying that is written, Death is swallowed up in victory.
這必朽壞的，既變成不朽壞的；這必死的，既變成不死的；那時經上所記，死被得勝吞滅的話就應驗了。

但凡當這時 然而也 (它)那 (它)會腐朽敗壞的 (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穿著

到於(她)不會朽敗朽壞， 並且 (它)那 (它)會死亡的 (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穿著 到於(她)不死，

當那時地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生發成為 (他)那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他)那 (他)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吞下 (他)那 (他)死 向內進入 到於(它)得勝。
[經文變異WH]

但凡當這時 然而也 (它)那 (它)會死亡的 (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穿著 到於(她)那 到於(她)不死，

當那時地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生發成為 (他)那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他)那 (他)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吞下 (他)那 (他)死 向內進入 到於(它)得勝。

林前 15:55 pou/ sou( qa,nate( to. ni/kojÈ pou/ sou( qa,nate( to. ke,ntronÈ
O death, where is thy sting? O grave, where is thy victory?
死阿，你得勝的權勢在那裏；死阿，你的毒鉤在那裏；

從屬某個什麼地方呢 從屬你， 阿,(他)死， (它)那 (它)得勝？ 從屬某個什麼地方呢 從屬你， 阿,(他)死， (它)那

(它)蜂蠍尾之螫刺/刺棒？
[經文變異RT]

從屬某個什麼地方呢 從屬你， 阿,(他)死， (它)那 (它)蜂蠍尾之螫刺/刺棒？ 從屬某個什麼地方呢 從屬你，

阿,(他)陰間， (它)那 (它)得勝？

林前 15:56 to. de. ke,ntron tou/ qana,tou h` am̀arti,a( h` de. du,namij th/j am̀arti,aj ò no,moj\
The sting of death is sin; and the strength of sin is the law.
死的毒鉤就是罪；罪的權勢就是律法。

(它)那 然而也 (它)蜂蠍尾之螫刺/刺棒 從屬(他)那 從屬(他)死 (她)那 (她)罪； (她)那 然而也 (她)能力權能

從屬(她)那 從屬(她)罪 (他)那 (他)律法；

林前 15:57 tw/| de. qew/| ca,rij tw/| dido,nti hm̀i/n to. ni/koj dia. tou/ kuri,ou hm̀w/n VIhsou/ Cristou/Å
But thanks be to God, which giveth us the victory through our Lord Jesus Christ.
感謝神，使我們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勝。

在對(他)那 然而也 在對(他)神 (她)恩典惠意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給與了的 在對我們 到於(它)那 到於(它)得勝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我們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林前 15:58 {Wste( avdelfoi, mou avgaphtoi,( èdrai/oi gi,nesqe( avmetaki,nhtoi( perisseu,ontej evn tw/| e;rgw| tou/ kuri,ou
pa,ntote( eivdo,tej o[ti ò ko,poj ùmw/n ouvk e;stin keno.j evn kuri,w|Å
Therefore, my beloved brethren, be ye stedfast, unmoveable, always abounding in the work of the Lord,
forasmuch as ye know that your labour is not in vain in the Lord.
所以我親愛的弟兄們，你們務要堅固不可搖動，常常竭力多作主工，因為知道你們的勞苦，在主裏面不是徒然的

。

以致， 阿,(他們)弟兄 從屬我 阿,(他們)蒙愛的， (他們)篤定不移的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他們)不會移動轉換的， (他們)現正持續成格外多了的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工作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總是地， (他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了的 是這樣 (他)那 (他)勞碌疲累 從屬你們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虛空無有的 在內 在對(他)主人。

林前 16:1 Peri. de. th/j logei,aj th/j eivj tou.j àgi,ouj w[sper die,taxa tai/j evkklhsi,aij th/j Galati,aj( ou[twj kai.
um̀ei/j poih,sate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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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w concerning the collection for the saints, as I have given order to the churches of Galatia, even so do ye.
論到為聖徒捐錢，我從前怎樣吩咐加拉太的眾教會，你們也當怎樣行。

<在周圍>關於 然而也 從屬(她)那 從屬(她)捐獻 從屬(她)那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聖的， 甚至正如地

我那時(也是)制定定規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傳召 從屬(她)那 從屬(她)加拉太， 那同一樣式地 並且 你們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行出作成。

林前 16:2 kata. mi,an sabba,tou e[kastoj ùmw/n parV èautw/| tiqe,tw qhsauri,zwn o[ ti eva.n euvodw/tai( i[na mh. o[tan
e;lqw to,te logei/ai gi,nwntaiÅ
Upon the first day of the week let every one of you lay by him in store, as God hath prospered him, that there be
no gatherings when I come.
每逢七日的第一日，各人要照自己的進項抽出來留著；免得我來的時候現湊。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一個/第一 從屬(它)安息 (他)各個的 從屬你們 <在旁邊>在旁邊 在對(他)同一者自己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置放擺設 (他)現正持續儲蓄積存了的 到於(它)這個 到於(它)任何什麼 但凡若是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被促使道途順利興盛， 為要 不會/不要 但凡當這時 我那時(也是)應該到來前往， 當那時地

(她們)捐獻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經文變異RT]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一個/第一 從屬(它們)安息 (他)各個的 從屬你們 <在旁邊>在旁邊 在對(他)同一者自己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置放擺設 (他)現正持續儲蓄積存了的 到於(它)這個 到於(它)任何什麼 但凡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被促使道途順利興盛， 為要 不會/不要 但凡當這時 我那時(也是)應該到來前往， 當那時地

(她們)捐獻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林前 16:3 o[tan de. parage,nwmai( ou]j eva.n dokima,shte( diV evpistolw/n tou,touj pe,myw avpenegkei/n th.n ca,rin ùmw/n
eivj VIerousalh,m\
And when I come, whomsoever ye shall approve by your letters, them will I send to bring your liberality unto
Jerusalem.
及至我來到了，你們寫信舉薦誰，我就打發他們，把你們的捐資送到耶路撒冷去；

但凡當這時 然而也 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來到旁邊， 到於(他們)這些個 但凡若是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查驗證實，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們)書信 到於(他們)那同一者 我將要(持續)差送打發 那時(也是)要去從那裏負載攜帶離開

到於(她)那 到於(她)恩典惠意 從屬你們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陸撒冷；
[不同標點]

但凡當這時 然而也 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來到旁邊， 到於(他們)這些個 但凡若是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查驗證實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們)書信， 到於(他們)那同一者 我將要(持續)差送打發 那時(也是)要去從那裏負載攜帶離開

到於(她)那 到於(她)恩典惠意 從屬你們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陸撒冷；

林前 16:4 eva.n de. a;xion h=| tou/ kavme. poreu,esqai( su.n evmoi. poreu,sontaiÅ
And if it be meet that I go also, they shall go with me.
若我也該去，他們可以和我同去。

但凡若是 然而也 (它)相配值得的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是 從屬(它)那 到於並且我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共同一起 在對"我"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行去。
[經文變異RT]

但凡若是 然而也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是 (它)相配值得的 從屬(它)那 到於並且我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共同一起 在對"我"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行去。

林前 16:5 VEleu,somai de. pro.j um̀a/j o[tan Makedoni,an die,lqw\ Makedoni,an ga.r die,rcomai(
Now I will come unto you, when I shall pass through Macedonia: for I do pass through Macedonia.
我要從馬其頓經過；既經過了，就要到你們那裏去；

我將要(持續)讓自己到來前往 然而也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但凡當這時 到於(她)馬其頓

我那時(也是)應該橫過穿越； 到於(她)馬其頓 因為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橫過穿越；

林前 16:6 pro.j ùma/j de. tuco.n paramenw/ h' kai. paraceima,sw( i[na ùmei/j me prope,myhte ou- eva.n poreu,wmaiÅ
And it may be that I will abide, yea, and winter with you, that ye may bring me on my journey whithersoever I go.
或者和你們同住幾時，或者也過冬；無論我往那裏去，你們就可以給我送行。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然而也 到於(它)那時(也是)巧遇得著了的 我將要(持續)停留持守在旁邊， 甚或/或而

並且 我將要(持續)過冬， 為要 你們 到於我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打發送行 在這裏地 但凡若是

我現在應該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經文變異WH]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然而也 到於(它)那時(也是)巧遇得著了的 我將要(持續)向下停留持守， 甚或/或而

我將要(持續)過冬， 為要 你們 到於我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打發送行 在這裏地 但凡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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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現在應該持續讓自己/被行去。

林前 16:7 ouv qe,lw ga.r ùma/j a;rti evn paro,dw| ivdei/n( evlpi,zw ga.r cro,non tina. evpimei/nai pro.j ùma/j eva.n ò ku,rioj
evpitre,yh|Å
For I will not see you now by the way; but I trust to tarry a while with you, if the Lord permit.
我如今不願意路過見你們；主若許我，我就指望和你們同住幾時。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定意 因為 到於你們 現今地 在內 在對(她)路過的道路途徑 那時(也是)要去看見察覺；

我現在持續有期盼指望 因為 到於(他)時段期間 到於(他)任何什麼 那時(也是)要去在上面停留持守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但凡若是 (他)那 (他)主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准許。
[經文變異RT]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定意 因為 到於你們 現今地 在內 在對(她)路過的道路途徑 那時(也是)要去看見察覺；

我現在持續有期盼指望 然而也 到於(他)時段期間 到於(他)任何什麼 那時(也是)要去在上面停留持守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但凡若是 (他)那 (他)主人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准許。

林前 16:8 evpimenw/ de. evn VEfe,sw| e[wj th/j penthkosth/j\
But I will tarry at Ephesus until Pentecost.
但我要仍舊住在以弗所，直等到五旬節；

我將要(持續)在上面停留持守 然而也 在內 在對(她)以弗所 一直直到 從屬(她)那 從屬(她)五旬節；

林前 16:9 qu,ra ga,r moi avne,w|gen mega,lh kai. evnergh,j( kai. avntikei,menoi polloi,Å
For a great door and effectual is opened unto me, and there are many adversaries.
因為有寬大又有功效的門，為我開了，並且反對的人也多。

(她)門戶 因為 在對我 他/她/它現在已經向上開啟打開 (她)極大的 並且 (她)有功效的，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對峙相敵了的 (他們)許多的。

林前 16:10 VEa.n de. e;lqh| Timo,qeoj( ble,pete( i[na avfo,bwj ge,nhtai pro.j ùma/j\ to. ga.r e;rgon kuri,ou evrga,zetai ẁj
kavgw,\
Now if Timotheus come, see that he may be with you without fear: for he worketh the work of the Lord, as I also
do.
若是提摩太來到，你們要留心，叫他在你們那裏無所懼怕；因為他勞力作主的工，像我一樣；

但凡若是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到來前往 (他)提摩太，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著眼觀看 為要 沒有畏懼害怕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到於(它)那 因為 到於(它)工作 從屬(他)主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作工作， 正如地 並且我。
[經文變異RT]

但凡若是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到來前往 (他)提摩太，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著眼觀看 為要 沒有畏懼害怕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到於(它)那 因為 到於(它)工作 從屬(他)主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作工作， 正如地 並且 我。
[經文變異WH]

但凡若是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到來前往 (他)提摩太，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著眼觀看 為要 沒有畏懼害怕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到於(它)那 因為 到於(它)工作 從屬(他)主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作工作， 正如地 我。

林前 16:11 mh, tij ou=n auvto.n evxouqenh,sh|Å prope,myate de. auvto.n evn eivrh,nh|( i[na e;lqh| pro,j me\ evkde,comai ga.r
auvto.n meta. tw/n avdelfw/nÅ
Let no man therefore despise him: but conduct him forth in peace, that he may come unto me: for I look for him
with the brethren.
所以無論誰，都不可藐視他；只要送他平安前行，叫他到我這裏來；因我指望他和弟兄們同來。

不會/不要 (他)任何什麼 這樣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輕視。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打發送行 然而也

到於(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和平安寧，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我；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期望等候 因為 到於(他)同一者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弟兄。

林前 16:12 Peri. de. VApollw/ tou/ avdelfou/( polla. pareka,lesa auvto,n( i[na e;lqh| pro.j ùma/j meta. tw/n avdelfw/n\
kai. pa,ntwj ouvk h=n qe,lhma i[na nu/n e;lqh|\ evleu,setai de. o[tan euvkairh,sh|Å
As touching our brother Apollos, I greatly desired him to come unto you with the brethren: but his will was not at
all to come at this time; but he will come when he shall have convenient time.
至於兄弟亞波羅，我再三的勸他，同弟兄們到你們那裏去；但這時他決不願意去；幾時有了機會他必去。

<在周圍>關於 然而也 從屬(他)亞波羅 從屬(他)那 從屬(他)弟兄， 到於(它們)許多的 我那時(也是)勸勉請求

到於(他)同一者，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弟兄； 並且 乃全部必定地 不是/不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它)所定意 為要 現在此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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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到來前往；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到來前往 然而也， 但凡當這時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有好時機。

林前 16:13 Grhgorei/te( sth,kete evn th/| pi,stei( avndri,zesqe( krataiou/sqeÅ
Watch ye, stand fast in the faith, quit you like men, be strong.
你們務要儆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穩，要作大丈夫，要剛強。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儆醒，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站立不動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信，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使為大丈夫，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被促使成具魄力權勢。

林前 16:14 pa,nta ùmw/n evn avga,ph| gine,sqwÅ
Let all your things be done with charity.
凡你們所作的，都要憑愛心而作。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你們 在內 在對(她)愛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林前 16:15 Parakalw/ de. ùma/j( avdelfoi,\ oi;date th.n oivki,an Stefana/( o[ti evsti.n avparch. th/j VAcai<aj kai. eivj
diakoni,an toi/j àgi,oij e;taxan èautou,j\
I beseech you, brethren, (ye know the house of Stephanas, that it is the firstfruits of Achaia, and that they have
addicted themselves to the ministry of the saints,)
弟兄們，你們曉得司提反一家，是亞該亞初結的果子；並且他們專以服事聖徒為念；

我現在持續勸勉請求 然而也 到於你們， 阿,(他們)弟兄，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到於(她)那 到於(她)住屋家庭

從屬(他)司提凡， 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初熟的果子 從屬(她)那 從屬(她)亞該亞， 並且 向內進入

到於(她)職務服事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聖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安排定規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林前 16:16 i[na kai. ùmei/j ùpota,sshsqe toi/j toiou,toij kai. panti. tw/| sunergou/nti kai. kopiw/ntiÅ
That ye submit yourselves unto such, and to every one that helpeth with us, and laboureth.
我勸你們順服這樣的人，並一切同工同勞的人。

為要 並且 你們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被使服膺服從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那種樣， 並且 在對(他)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作同工了的 並且 在對(他)現正持續有勞碌疲累了的。

林前 16:17 cai,rw de. evpi. th/| parousi,a| Stefana/ kai. Fortouna,tou kai. VAcai?kou/( o[ti to. ùme,teron ùste,rhma ou-
toi avneplh,rwsan\
I am glad of the coming of Stephanas and Fortunatus and Achaicus: for that which was lacking on your part they
have supplied.
司提反，和福徒拿都，並亞該古，到這裏來，我很喜歡；因為你們待我有不及之處，他們補上了。

我現在持續歡喜安樂 然而也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那 在對(她)臨近 從屬(他)司提凡 並且 從屬(他)福徒拿都 並且

從屬(他)亞該古； 是這樣 到於(它)那 到於(它)你們之物 到於(它)所落後短缺 (他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補充到滿；
[經文變異RT]

我現在持續歡喜安樂 然而也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那 在對(她)臨近 從屬(他)司提凡 並且 從屬(他)福徒拿都 並且

從屬(他)亞該古； 是這樣 到於(它)那 從屬你們 到於(它)所落後短缺 (他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補充到滿；

林前 16:18 avne,pausan ga.r to. evmo.n pneu/ma kai. to. ùmw/nÅ evpiginw,skete ou=n tou.j toiou,toujÅ
For they have refreshed my spirit and yours: therefore acknowledge ye them that are such.
他們叫我和你們心裏都快活；這樣的人，你們務要敬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休息恢復 因為 到於(它)那 到於(它)我之物 到於(它)靈/風 並且 到於(它)那 從屬你們；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清楚認識知道 這樣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那種樣。

林前 16:19 VAspa,zontai ùma/j aì evkklhsi,ai th/j VAsi,ajÅ avspa,zetai ùma/j evn kuri,w| polla. VAku,laj kai. Pri,ska
su.n th/| katV oi=kon auvtw/n evkklhsi,a|Å
The churches of Asia salute you. Aquila and Priscilla salute you much in the Lord, with the church that is in their
house.
亞西亞的眾教會問你們安。亞居拉和百基拉，並在他們家裏的教會，因主多多的問你們安。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擁抱問安 到於你們 (她們)那些 (她們)傳召 從屬(她)那 從屬(她)亞細亞。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擁抱問安 到於你們 在內 在對(他)主人 到於(它們)許多的 (他)亞居拉 並且 (她)百基拉

共同一起 在對(她)那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住處家室 從屬(他們)同一者 在對(她)傳召。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擁抱問安 到於你們 (她們)那些 (她們)傳召 從屬(她)那 從屬(她)亞細亞。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擁抱問安 到於你們 在內 在對(他)主人 到於(它們)許多的 (他)亞居拉 並且 (她)小百基拉

共同一起 在對(她)那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住處家室 從屬(他們)同一者 在對(她)傳召。

林前 16:20 avspa,zontai ùma/j oi` avdelfoi. pa,ntejÅ VAspa,sasqe avllh,louj evn filh,mati àgi,w|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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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the brethren greet you. Greet ye one another with an holy kiss.
眾弟兄都問你們安。你們要親嘴問安，彼此務要聖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擁抱問安 到於你們 (他們)那些 (他們)弟兄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擁抱問安 到於(他們)彼此 在內 在對(它)親吻之禮 在對(它)聖的。

林前 16:21 ~O avspasmo.j th/| evmh/| ceiri. Pau,louÅ
The salutation of me Paul with mine own hand.
我保羅親筆問安。

(他)那 (他)擁抱問安 在對(她)那 在對(她)我之物 在對(她)手 從屬(他)保羅。

林前 16:22 ei; tij ouv filei/ to.n ku,rion( h;tw avna,qemaÅ Marana qaÅ
If any man love not the Lord Jesus Christ, let him be Anathema Maranatha.
若有人不愛主，這人可詛可咒。主必要來。

若是 (他)任何什麼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喜愛/親吻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主人，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是

(它)咒逐禁物。 馬嵐阿他[亞蘭文音譯=我們的主來了]。
[經文變異RT]

若是 (他)任何什麼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喜愛/親吻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主人 到於(他)耶穌 到於(他)基督，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是 (它)咒逐禁物。 馬嵐阿他[亞蘭文音譯=我們的主來了]。

林前 16:23 h` ca,rij tou/ kuri,ou VIhsou/ meqV ùmw/nÅ
The grace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be with you.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常與你們眾人同在。

(她)那 (她)恩典惠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他)耶穌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你們。
[經文變異RT]

(她)那 (她)恩典惠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你們。

林前 16:24 h` avga,ph mou meta. pa,ntwn ùmw/n evn Cristw/| VIhsou/Å
My love be with you all in Christ Jesus. Amen.
我在基督耶穌裏的愛，與你們眾人同在。阿們。

(她)那 (她)愛 從屬我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你們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在對(他)耶穌。
[經文變異RT]

(她)那 (她)愛 從屬我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你們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在對(他)耶穌。

阿們。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哥林多人 (她)首先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刻寫記載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腓立比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司提凡 並且 從屬(他)福徒拿都 並且 從屬(他)亞該古 並且

從屬(他)提摩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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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後書 // 2 Corinthians

林後 1:1 Pau/loj avpo,stoloj Cristou/ VIhsou/ dia. qelh,matoj qeou/ kai. Timo,qeoj ò avdelfo.j th/| evkklhsi,a| tou/
qeou/ th/| ou;sh| evn Kori,nqw| su.n toi/j àgi,oij pa/sin toi/j ou=sin evn o[lh| th/| VAcai<a|(
Paul, an apostle of Jesus Christ by the will of God, and Timothy our brother, unto the church of God which is at
Corinth, with all the saints which are in all Achaia:
奉神旨意，作基督耶穌使徒的保羅，和兄弟提摩太，寫信給在哥林多神的教會，並亞該亞遍處的眾聖徒；

(他)保羅 (他)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從屬(他)基督 從屬(他)耶穌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所定意 從屬(他)神， 並且

(他)提摩太 (他)那 (他)弟兄， 在對(她)那 在對(她)傳召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在對(她)那 在對(她)現正持續是了的

在內 在對(她)哥林多， 共同一起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聖的 在對(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是了的 在內 在對(她)整個全部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亞該亞：
[經文變異RT]

(他)保羅 (他)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所定意 從屬(他)神， 並且

(他)提摩太 (他)那 (他)弟兄， 在對(她)那 在對(她)傳召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在對(她)那 在對(她)現正持續是了的

在內 在對(她)哥林多， 共同一起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聖的 在對(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是了的 在內 在對(她)整個全部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亞該亞：

林後 1:2 ca,rij ùmi/n kai. eivrh,nh avpo. qeou/ patro.j hm̀w/n kai. kuri,ou VIhsou/ Cristou/Å
Grace be to you and peace from God our Father, and from the Lord Jesus Christ.
願恩惠平安，從神我們的父，和主耶穌基督，歸與你們。

(她)恩典惠意 在對你們 並且 (她)和平安寧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神 從屬(他)父親 從屬我們 並且 從屬(他)主人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林後 1:3 Euvloghto.j ò qeo.j kai. path.r tou/ kuri,ou hm̀w/n VIhsou/ Cristou/( ò path.r tw/n oivktirmw/n kai. qeo.j
pa,shj paraklh,sewj(
Blessed be God, even the Father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the Father of mercies, and the God of all comfort;
願頌讚歸與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父神，就是發慈悲的父，賜各樣安慰的神；

(他)可祝福稱讚的 (他)那 (他)神 並且 (他)父親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我們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他)那 (他)父親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有同情憐恤 並且 (他)神 從屬(她)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她)勸勉請求，

林後 1:4 ò parakalw/n h̀ma/j evpi. pa,sh| th/| qli,yei h̀mw/n eivj to. du,nasqai h̀ma/j parakalei/n tou.j evn pa,sh| qli,yei
dia. th/j paraklh,sewj h-j parakalou,meqa auvtoi. ùpo. tou/ qeou/Å
Who comforteth us in all our tribulation, that we may be able to comfort them which are in any trouble, by the
comfort wherewith we ourselves are comforted of God.
我們在一切患難中，他就安慰我們，叫我們能用神所賜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樣患難的人。

(他)那 (他)現正持續勸勉請求了的 到於我們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壓迫患難

從屬我們，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到於我們 現要去持續勸勉請求 到於(他們)那些 在內

在對(她)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她)壓迫患難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勸勉請求 從屬(她)這個

我們現在持續被勸勉請求 (他們)同一者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林後 1:5 o[ti kaqw.j perisseu,ei ta. paqh,mata tou/ Cristou/ eivj hm̀a/j( ou[twj dia. tou/ Cristou/ perisseu,ei kai. h`
para,klhsij h̀mw/nÅ
For as the sufferings of Christ abound in us, so our consolation also aboundeth by Christ.
我們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

是這樣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格外多 (它們)那些 (它們)所經歷承受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向內進入

到於我們， 那同一樣式地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格外多 並且 (她)那

(她)勸勉請求 從屬我們。
[經文變異RT]

是這樣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格外多 (它們)那些 (它們)所經歷承受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向內進入

到於我們， 那同一樣式地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基督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格外多 並且 (她)那 (她)勸勉請求

從屬我們。

林後 1:6 ei;te de. qlibo,meqa( up̀e.r th/j ùmw/n paraklh,sewj kai. swthri,aj\ ei;te parakalou,meqa( ùpe.r th/j um̀w/n
paraklh,sewj th/j evnergoume,nhj evn ùpomonh/| tw/n auvtw/n paqhma,twn w-n kai. hm̀ei/j pa,scomenÅ
And whether we be afflicted, it is for your consolation and salvation, which is effectual in the enduring of the
same sufferings which we also suffer: or whether we be comforted, it is for your consolation and salvation.
我們受患難呢，是為叫你們得安慰得拯救；我們得安慰呢，也是為叫你們得安慰；這安慰能叫你們忍受我們所受

的那樣苦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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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若是 然而也 我們現在持續被擁擠壓迫，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她)那 從屬你們 從屬(她)勸勉請求

並且 從屬(她)拯救； 無論若是 我們現在持續被勸勉請求，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她)那 從屬你們

從屬(她)勸勉請求 從屬(她)那 從屬(她)現正持續讓自己成有功效了的 在內 在對(她)堅忍持守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同一者 從屬(它們)所經歷承受 從屬(它們)這些個 並且 我們 我們現在持續經歷承受。
[經文變異RT]

無論若是 然而也 我們現在持續被擁擠壓迫，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她)那 從屬你們 從屬(她)勸勉請求

並且 從屬(她)拯救， 從屬(她)那 從屬(她)現正持續讓自己成有功效了的 在內 在對(她)堅忍持守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同一者 從屬(它們)所經歷承受 從屬(它們)這些個 並且 我們 我們現在持續經歷承受； 無論若是

我們現在持續被勸勉請求，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她)那 從屬你們 從屬(她)勸勉請求 並且 從屬(她)拯救。

林後 1:7 kai. h` evlpi.j h̀mw/n bebai,a ùpe.r um̀w/n eivdo,tej o[ti wj̀ koinwnoi, evste tw/n paqhma,twn( ou[twj kai. th/j
paraklh,sewjÅ
And our hope of you is stedfast, knowing, that as ye are partakers of the sufferings, so shall ye be also of the
consolation.
我們為你們所存的盼望是確定的；因為知道你們既是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

並且 (她)那 (她)期盼指望 從屬我們 (她)穩固踏實的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你們；

(他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了的 是這樣 正如地 (他們)合夥共享之人 你們現在持續是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所經歷承受， 那同一樣式地 並且 從屬(她)那 從屬(她)勸勉請求。
[經文變異RT]

並且 (她)那 (她)期盼指望 從屬我們 (她)穩固踏實的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你們；

(他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了的 是這樣 甚至正如地 (他們)合夥共享之人 你們現在持續是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所經歷承受， 那同一樣式地 並且 從屬(她)那 從屬(她)勸勉請求。

林後 1:8 Ouv ga.r qe,lomen ùma/j avgnoei/n( avdelfoi,( ùpe.r th/j qli,yewj h̀mw/n th/j genome,nhj evn th/| VAsi,a|( o[ti kaqV
up̀erbolh.n ùpe.r du,namin evbarh,qhmen w[ste evxaporhqh/nai h̀ma/j kai. tou/ zh/n\
For we would not, brethren, have you ignorant of our trouble which came to us in Asia, that we were pressed out
of measure, above strength, insomuch that we despaired even of life:
弟兄們，我們不要你們不曉得，我們從前在亞西亞遭遇苦難，被壓太重，力不能勝，甚至連活命的指望都絕了；

不是/不 因為 我們現在持續定意 到於你們 現要去持續不領悟認知， 阿,(他們)弟兄，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她)那 從屬(她)壓迫患難 從屬我們 從屬(她)那 從屬(她)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亞細亞， 是這樣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卓絕超凡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高超 到於(她)能力權能

我們那時(也是)被成沉重重壓， 以致 那時(也是)要去被成絕望不知所措 到於我們 並且 從屬(它)那 現要去持續活；
[經文變異RT]

不是/不 因為 我們現在持續定意 到於你們 現要去持續不領悟認知， 阿,(他們)弟兄，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她)那 從屬(她)壓迫患難 從屬我們 從屬(她)那 從屬(她)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在對我們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亞細亞， 是這樣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卓絕超凡 我們那時(也是)被成沉重重壓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高超

到於(她)能力權能， 以致 那時(也是)要去被成絕望不知所措 到於我們 並且 從屬(它)那 現要去持續活；

林後 1:9 avlla. auvtoi. evn eàutoi/j to. avpo,krima tou/ qana,tou evsch,kamen( i[na mh. pepoiqo,tej w=men evfV èautoi/j avllV
evpi. tw/| qew/| tw/| evgei,ronti tou.j nekrou,j\
But we had the sentence of death in ourselves, that we should not trust in ourselves, but in God which raiseth
the dead:
自己心裏也斷定是必死的，叫我們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復活的神；

但乃是 (他們)同一者 在內 在對(他們)同一者自己 到於(它)那 到於(它)所生應對回答 從屬(他)那 從屬(他)死

我們現在已經持有， 為要 不會/不要 (他們)現在已經勸信說服了的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是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們)同一者自己， 但乃是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喚醒起來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死掉的；

林後 1:10 o]j evk thlikou,tou qana,tou evrru,sato h̀ma/j kai. rù,setai( eivj o]n hvlpi,kamen Îo[tiÐ kai. e;ti r̀u,setai(
Who delivered us from so great a death, and doth deliver: in whom we trust that he will yet deliver us;
他曾救我們脫離那極大的死亡，現在仍要救我們，並且我們指望他將來還要救我們。

(他)這個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何等樣的那同一者 從屬(他)死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被搭救 到於我們，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搭救； 向內進入 到於(他)這個 我們現在已經有期盼指望 是這樣 並且 依然仍舊地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搭救；
[經文變異RT]

(他)這個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何等樣的那同一者 從屬(他)死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被搭救 到於我們，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搭救； 向內進入 到於(他)這個 我們現在已經有期盼指望 是這樣 並且 依然仍舊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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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搭救；

林後 1:11 sunupourgou,ntwn kai. ùmw/n ùpe.r hm̀w/n th/| deh,sei( i[na evk pollw/n prosw,pwn to. eivj hm̀a/j ca,risma
dia. pollw/n euvcaristhqh/| ùpe.r hm̀w/nÅ
Ye also helping together by prayer for us, that for the gift bestowed upon us by the means of many persons
thanks may be given by many on our behalf.
你們以祈禱幫助我們，好叫許多人為我們謝恩，就是為我們因許多人所得的恩。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作共同輔助之人了的 並且 從屬你們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我們 在對(她)那

在對(她)自卑乞求， 為要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許多的 從屬(它們)前面的臉面 (它)那 向內進入 到於我們 (它)恩賜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們)許多的註1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感謝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我們。

註1：“從屬(他們)許多的”文法上亦可以為“從屬(它們)許多的”。

[經文變異MT]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作共同輔助之人了的 並且 從屬你們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我們 在對(她)那

在對(她)自卑乞求， 為要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許多的 從屬(它們)前面的臉面 (它)那 向內進入 到於我們 (它)恩賜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們)許多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感謝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你們。

林後 1:12 ~H ga.r kau,chsij hm̀w/n au[th evsti,n( to. martu,rion th/j suneidh,sewj h̀mw/n( o[ti evn ap̀lo,thti kai.
eivlikrinei,a| tou/ qeou/( Îkai.Ð ouvk evn sofi,a| sarkikh/| avllV evn ca,riti qeou/( avnestra,fhmen evn tw/| ko,smw|(
perissote,rwj de. pro.j ùma/jÅ
For our rejoicing is this, the testimony of our conscience, that in simplicity and godly sincerity, not with fleshly
wisdom, but by the grace of God, we have had our conversation in the world, and more abundantly to you-ward.
我們所誇的，是自己的良心，見證我們憑著神的聖潔和誠實，在世為人，不靠人的聰明，乃靠神的恩惠，向你們

更是這樣。

(她)那 因為 (她)誇耀 從屬我們 (她)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那 (它)見證 從屬(她)那 從屬(她)自覺良心

從屬我們， 是這樣 在內 在對(她)純誠無私 並且 在對(她)真誠清純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不是/不 在內

在對(她)智慧 在對(她)屬肉體的， 但乃是 在內 在對(她)恩典惠意 從屬(他)神， 我們那時(也是)被翻轉折返/往返行事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美容妝束/世界， 更格外多地 然而也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經文變異RT]

(她)那 因為 (她)誇耀 從屬我們 (她)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那 (它)見證 從屬(她)那 從屬(她)自覺良心

從屬我們， 是這樣 在內 在對(她)純誠無私 並且 在對(她)真誠清純 從屬(他)神， 不是/不 在內 在對(她)智慧

在對(她)屬肉體的， 但乃是 在內 在對(她)恩典惠意 從屬(他)神， 我們那時(也是)被翻轉折返/往返行事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美容妝束/世界， 更格外多地 然而也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經文變異WH]

(她)那 因為 (她)誇耀 從屬我們 (她)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那 (它)見證 從屬(她)那 從屬(她)自覺良心

從屬我們， 是這樣 在內 在對(她)為聖 並且 在對(她)真誠清純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不是/不 在內

在對(她)智慧 在對(她)屬肉體的， 但乃是 在內 在對(她)恩典惠意 從屬(他)神， 我們那時(也是)被翻轉折返/往返行事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美容妝束/世界， 更格外多地 然而也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林後 1:13 ouv ga.r a;lla gra,fomen ùmi/n avllV h' a] avnaginw,skete h' kai. evpiginw,skete\ evlpi,zw de. o[ti e[wj te,louj
evpignw,sesqe(
For we write none other things unto you, than what ye read or acknowledge; and I trust ye shall acknowledge
even to the end;
我們現在寫給你們的話，並不外乎你們所念的，所認識的，我也盼望你們到底還是要認識；

不是/不 因為 到於(它們)另外不同的 我們現在持續刻寫記載 在對你們， 但乃是 甚或/或而 到於(它們)這些個

你們現在持續宣讀誦念 甚或/或而 並且 你們現在持續清楚認識知道； 我現在持續有期盼指望 然而也 是這樣

一直直到 從屬(它)終結/貨物或旅行之終結稅 你們將要(持續)讓自己清楚認識知道；
[經文變異RT]

不是/不 因為 到於(它們)另外不同的 我們現在持續刻寫記載 在對你們， 但乃是 甚或/或而 到於(它們)這些個

你們現在持續宣讀誦念 甚或/或而 並且 你們現在持續清楚認識知道； 我現在持續有期盼指望 然而也 是這樣 並且

一直直到 從屬(它)終結/貨物或旅行之終結稅 你們將要(持續)讓自己清楚認識知道；

林後 1:14 kaqw.j kai. evpe,gnwte hm̀a/j avpo. me,rouj( o[ti kau,chma ùmw/n evsmen kaqa,per kai. ùmei/j h̀mw/n evn th/| h̀me,ra|
tou/ kuri,ou Îhm̀w/nÐ VIhsou/Å
As also ye have acknowledged us in part, that we are your rejoicing, even as ye also are ours in the day of the
Lord Jesus.
正如你們已經有幾分認識我們；以我們誇口，好像我們在我們主耶穌的日子，以你們誇口一樣。

按照正如地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清楚認識知道 到於我們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部分， 是這樣 (它)所誇耀 從屬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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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現在持續是， 甚至按照這些地 並且 你們 從屬我們，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日子/白日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我們 從屬(他)耶穌。
[經文變異RT][不同標點]

按照正如地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清楚認識知道 到於我們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部分， 是這樣 (它)所誇耀 從屬你們

我們現在持續是， 甚至按照這些地 並且 你們 從屬我們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日子/白日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他)耶穌。

林後 1:15 Kai. tau,th| th/| pepoiqh,sei evboulo,mhn pro,teron pro.j ùma/j evlqei/n( i[na deute,ran ca,rin sch/te(
And in this confidence I was minded to come unto you before, that ye might have a second benefit;
我既然這樣深信，就早有意到你們那裏去，叫你們再得益處；

並且 在對(她)那同一者 在對(她)那 在對(她)深信 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諮商決意 更先前地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那時(也是)要去到來前往， 為要 到於(她)第二的 到於(她)恩典惠意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持有；
[經文變異RT]

並且 在對(她)那同一者 在對(她)那 在對(她)深信 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諮商決意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那時(也是)要去到來前往 更先前地， 為要 到於(她)第二的 到於(她)恩典惠意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持有；
[經文變異WH]

並且 在對(她)那同一者 在對(她)那 在對(她)深信 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諮商決意 更先前地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那時(也是)要去到來前往， 為要 到於(她)第二的 到於(她)歡喜快樂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持有；

林後 1:16 kai. diV ùmw/n dielqei/n eivj Makedoni,an kai. pa,lin avpo. Makedoni,aj evlqei/n pro.j um̀a/j kai. ùfV ùmw/n
propemfqh/nai eivj th.n VIoudai,anÅ
And to pass by you into Macedonia, and to come again out of Macedonia unto you, and of you to be brought on
my way toward Judaea.
也要從你們那裏經過，往馬其頓去，再從馬其頓回到你們那裏，叫你們給我送行往猶太去。

並且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你們 那時(也是)要去橫過穿越 向內進入 到於(她)馬其頓， 並且 重新又再地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馬其頓 那時(也是)要去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並且 <在底下>被從 從屬你們

那時(也是)要去被打發送行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猶太地方。

林後 1:17 tou/to ou=n boulo,menoj mh,ti a;ra th/| evlafri,a| evcrhsa,mhnÈ h' a] bouleu,omai kata. sa,rka bouleu,omai( i[na
h=| parV evmoi. to. Nai. nai. kai. to. Ou' ou;È
When I therefore was thus minded, did I use lightness? or the things that I purpose, do I purpose according to
the flesh, that with me there should be yea yea, and nay nay?
我有此意，豈是反復不定麼；我所起的意，豈是從情慾起的，叫我忽是忽非麼。

到於(它)那同一者 這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諮商決意了的， 豈會是呢 果然如此 在對(她)那 在對(她)輕浮易變

我那時(也是)讓自己提供使用？ 甚或/或而 到於(它們)這些個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行打算意圖，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肉體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行打算意圖， 為要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是 <在旁邊>在旁邊 在對"我" (它)那

誠然為是 誠然為是， 並且 (它)那 不是/不 不是/不？
[經文變異RT]

到於(它)那同一者 這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行打算意圖了的， 豈會是呢 果然如此 在對(她)那 在對(她)輕浮易變

我那時(也是)讓自己提供使用？ 甚或/或而 到於(它們)這些個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行打算意圖，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肉體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行打算意圖， 為要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是 <在旁邊>在旁邊 在對"我" (它)那

誠然為是 誠然為是， 並且 (它)那 不是/不 不是/不？

林後 1:18 pisto.j de. o` qeo.j o[ti ò lo,goj hm̀w/n ò pro.j ùma/j ouvk e;stin Nai. kai. Ou;Å
But as God is true, our word toward you was not yea and nay.
我指著信實的神說：我們向你們所傳的道，並沒有是而又非的。

(他)誠且信的 然而也 (他)那 (他)神， 是這樣 (他)那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我們 (他)那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誠然為是 並且 不是/不。
[經文變異RT]

(他)誠且信的 然而也 (他)那 (他)神， 是這樣 (他)那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我們 (他)那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誠然為是 並且 不是/不。

林後 1:19 ò tou/ qeou/ ga.r uiò.j VIhsou/j Cristo.j ò evn um̀i/n diV h̀mw/n khrucqei,j( diV evmou/ kai. Silouanou/ kai.
Timoqe,ou( ouvk evge,neto Nai. kai. Ou; avlla. Nai. evn auvtw/| ge,gonenÅ
For the Son of God, Jesus Christ, who was preached among you by us, even by me and Silvanus and
Timotheus, was not yea and nay, but in him was yea.
因為我和西拉，並提摩太，在你們中間所傳神的兒子耶穌基督，總沒有是而又非的，在他只有一是。

(他)那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因為 (他)兒子 (他)耶穌 (他)基督， (他)那 在內 在對你們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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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那時(也是)被傳達宣講了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我" 並且 從屬(他)西拉 並且 從屬(他)提摩太，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誠然為是 並且 不是/不， 但乃是 誠然為是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已經生發成為。
[經文變異RT]

(他)那 因為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兒子 (他)耶穌 (他)基督， (他)那 在內 在對你們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我們

(他)那時(也是)被傳達宣講了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我" 並且 從屬(他)西拉 並且 從屬(他)提摩太，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誠然為是 並且 不是/不， 但乃是 誠然為是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已經生發成為。
[經文變異WH]

(他)那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因為 (他)兒子 (他)基督 (他)耶穌， (他)那 在內 在對你們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我們

(他)那時(也是)被傳達宣講了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我" 並且 從屬(他)西拉 並且 從屬(他)提摩太，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誠然為是 並且 不是/不， 但乃是 誠然為是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已經生發成為。

林後 1:20 o[sai ga.r evpaggeli,ai qeou/( evn auvtw/| to. Nai,\ dio. kai. diV auvtou/ to. VAmh.n tw/| qew/| pro.j do,xan diV
hm̀w/nÅ
For all the promises of God in him are yea, and in him Amen, unto the glory of God by us.
神的應許，不論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藉著他也都是實在的，〔實在原文作阿們〕叫神因我們得榮耀。

(她們)這每一切 因為 (她們)應許 從屬(他)神，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它)那 誠然為是； 為這個緣故 並且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同一者 (它)那 阿們，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榮耀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我們。
[經文變異RT]

(她們)這每一切 因為 (她們)應許 從屬(他)神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它)那 誠然為是， 並且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它)那 阿們，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榮耀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我們。

林後 1:21 ò de. bebaiw/n h̀ma/j su.n ùmi/n eivj Cristo.n kai. cri,saj hm̀a/j qeo,j(
Now he which stablisheth us with you in Christ, and hath anointed us, is God;
那在基督裏堅固我們和你們，並且膏我們的，就是神；

(他)那 然而也 (他)現正持續促使成穩固踏實了的 到於我們 共同一起 在對你們 向內進入 到於(他)基督 並且

(他)那時(也是)膏抹了的 到於我們， (他)神；

林後 1:22 ò kai. sfragisa,menoj hm̀a/j kai. dou.j to.n avrrabw/na tou/ pneu,matoj evn tai/j kardi,aij h̀mw/nÅ
Who hath also sealed us, and given the earnest of the Spirit in our hearts.
他又用印印了我們，並賜聖靈在我們心裏作憑據。〔原文作質〕

(他)那 並且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蓋圖章封印了的 到於我們 並且 (他)那時(也是)給與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定金

從屬(它)那 從屬(它)靈/風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內心 從屬我們。

林後 1:23 VEgw. de. ma,rtura to.n qeo.n evpikalou/mai evpi. th.n evmh.n yuch,n( o[ti feido,menoj ùmw/n ouvke,ti h=lqon eivj
Ko,rinqonÅ
Moreover I call God for a record upon my soul, that to spare you I came not as yet unto Corinth.
我呼籲神給我的心作見證，我沒有往哥林多去，是為要寬容你們。

我 然而也 到於(他)見證人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召告稱呼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我之物 到於(她)生魂意念， 是這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憐惜寬免了的 從屬你們 不再地

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她)哥林多。

林後 1:24 ouvc o[ti kurieu,omen ùmw/n th/j pi,stewj avlla. sunergoi, evsmen th/j cara/j um̀w/n\ th/| ga.r pi,stei
es̀th,kateÅ
Not for that we have dominion over your faith, but are helpers of your joy: for by faith ye stand.
我們並不是轄管你們的信心，乃是幫助你們的快樂；因為你們憑信纔站立得住。

不是/不 是這樣 我們現在持續行主持支配 從屬你們 從屬(她)那 從屬(她)信， 但乃是 (他們)共同作工的

我們現在持續是 從屬(她)那 從屬(她)歡喜快樂 從屬你們； 在對(她)那 因為 在對(她)信 你們現在已經立定站住。

林後 2:1 e;krina ga.r evmautw/| tou/to to. mh. pa,lin evn lu,ph| pro.j ùma/j evlqei/nÅ
But I determined this with myself, that I would not come again to you in heaviness.
我自己定了主意，再到你們那裏去，必須大家沒有憂愁。

我那時(也是)區別審斷 因為 在對(他)我自己 到於(它)那同一者， 到於(它)那 不會/不要 重新又再地 在內

在對(她)憂傷愁苦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那時(也是)要去到來前往。
[經文變異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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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時(也是)區別審斷 然而也 在對(他)我自己 到於(它)那同一者， 到於(它)那 不會/不要 重新又再地

那時(也是)要去到來前往 在內 在對(她)憂傷愁苦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林後 2:2 eiv ga.r evgw. lupw/ um̀a/j( kai. ti,j ò euvfrai,nwn me eiv mh. ò lupou,menoj evx evmou/È
For if I make you sorry, who is he then that maketh me glad, but the same which is made sorry by me?
倘若我叫你們憂愁，除了我叫那憂愁的人以外，誰能叫我快樂呢。

若是 因為 我 我現在持續致憂傷愁苦 到於你們， 並且 (他)任何什麼呢 (他)那 (他)現正持續促為歡悅愉快了的

到於我， 若是 不會/不要 (他)那 (他)現正持續被致憂傷愁苦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我"？
[經文變異RT]

若是 因為 我 我現在持續致憂傷愁苦 到於你們， 並且 (他)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現正持續促為歡悅愉快了的 到於我， 若是 不會/不要 (他)那 (他)現正持續被致憂傷愁苦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我"？

林後 2:3 kai. e;graya tou/to auvto,( i[na mh. evlqw.n lu,phn scw/ avfV w-n e;dei me cai,rein( pepoiqw.j evpi. pa,ntaj ùma/j
o[ti h` evmh. cara. pa,ntwn ùmw/n evstinÅ
And I wrote this same unto you, lest, when I came, I should have sorrow from them of whom I ought to rejoice;
having confidence in you all, that my joy is the joy of you all.
我曾把這事寫給你們，恐怕我到的時候，應該叫我快樂的那些人，反倒叫我憂愁；我也深信，你們眾人都以我的

快樂為自己的快樂。

並且 我那時(也是)刻寫記載 到於(它)那同一者 到於(它)同一者， 為要 不會/不要 (他)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到於(她)憂傷愁苦 我那時(也是)應該持有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這些個 他/她/它當時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到於我 現要去持續歡喜安樂； (他)現在已經勸信說服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你們，

是這樣 (她)那 (她)我之物 (她)歡喜快樂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你們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並且 我那時(也是)刻寫記載 在對你們 到於(它)那同一者 到於(它)同一者， 為要 不會/不要

(他)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到於(她)憂傷愁苦 我那時(也是)應該持有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這些個

他/她/它當時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到於我 現要去持續歡喜安樂； (他)現在已經勸信說服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你們， 是這樣 (她)那 (她)我之物 (她)歡喜快樂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你們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林後 2:4 evk ga.r pollh/j qli,yewj kai. sunoch/j kardi,aj e;graya ùmi/n dia. pollw/n dakru,wn( ouvc i[na luphqh/te
avlla. th.n avga,phn i[na gnw/te h]n e;cw perissote,rwj eivj ùma/jÅ
For out of much affliction and anguish of heart I wrote unto you with many tears; not that ye should be grieved,
but that ye might know the love which I have more abundantly unto you.
我先前心裏難過痛苦，多多的流淚，寫信給你們；不是叫你們憂愁，乃是叫你們知道我格外的疼愛你們。

向外出來 因為 從屬(她)許多的 從屬(她)壓迫患難 並且 從屬(她)遏制壓抑 從屬(她)內心 我那時(也是)刻寫記載

在對你們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們)許多的 從屬(它們)眼淚； 不是/不 為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被致憂傷愁苦，

但乃是 到於(她)那 到於(她)愛 為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認識知道， 到於(她)這個 我現在持續持有 更格外多地

向內進入 到於你們。

林後 2:5 Eiv de, tij lelu,phken( ouvk evme. lelu,phken( avlla. avpo. me,rouj( i[na mh. evpibarw/( pa,ntaj ùma/jÅ
But if any have caused grief, he hath not grieved me, but in part: that I may not overcharge you all.
若有叫人憂愁的，他不但叫我憂愁，也是叫你們眾人有幾分憂愁，我說幾分，恐怕說得太重。

若是 然而也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已經致憂傷愁苦， 不是/不 到於"我" 他/她/它現在已經致憂傷愁苦， 但乃是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部分， 為要 不會/不要 我現在應該持續在上面成沉重重壓，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你們。
[不同標點]

若是 然而也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已經致憂傷愁苦， 不是/不 到於"我" 他/她/它現在已經致憂傷愁苦， 但乃是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部分； 為要 不會/不要 我現在應該持續在上面成沉重重壓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你們。

林後 2:6 ik̀ano.n tw/| toiou,tw| h` evpitimi,a au[th h` up̀o. tw/n pleio,nwn(
Sufficient to such a man is this punishment, which was inflicted of many.
這樣的人，受了眾人的責罰，也就夠了；

(它)達到足夠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那種樣 (她)那 (她)評斷責罰 (她)那同一者 (她)那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更多的；

林後 2:7 w[ste touvnanti,on ma/llon ùma/j cari,sasqai kai. parakale,sai( mh, pwj th/| perissote,ra| lu,ph| katapoqh/| ò
toiou/toj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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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that contrariwise ye ought rather to forgive him, and comfort him, lest perhaps such a one should be
swallowed up with overmuch sorrow.
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憂愁太過，甚至沉淪了。

以致 相反地 更特別尤其地 到於你們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恩待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勸勉請求， 不會/不要

某個方式地 在對(她)那 在對(她)更格外多的 在對(她)憂傷愁苦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吞下 (他)那 (他)那種樣。
[經文變異WH]

以致 相反地 到於你們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恩待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勸勉請求， 不會/不要 某個方式地

在對(她)那 在對(她)更格外多的 在對(她)憂傷愁苦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吞下 (他)那 (他)那種樣。

林後 2:8 dio. parakalw/ um̀a/j kurw/sai eivj auvto.n avga,phn\
Wherefore I beseech you that ye would confirm your love toward him.
所以我勸你們，要向他顯出堅定不移的愛心來。

為這個緣故 我現在持續勸勉請求 到於你們 那時(也是)要去促使成權威有效 向內進入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她)愛；

林後 2:9 eivj tou/to ga.r kai. e;graya( i[na gnw/ th.n dokimh.n ùmw/n( eiv eivj pa,nta ùph,kooi, evsteÅ
For to this end also did I write, that I might know the proof of you, whether ye be obedient in all things.
為此我先前也寫信給你們，要試驗你們，看你們凡事順從不順從。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同一者 因為 並且 我那時(也是)刻寫記載， 為要 我那時(也是)應該認識知道 到於(她)那

到於(她)驗證證實 從屬你們， 若是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留心聽從的 你們現在持續是。

林後 2:10 w-| de, ti cari,zesqe( kavgw,\ kai. ga.r evgw. o] keca,rismai( ei; ti keca,rismai( diV ùma/j evn prosw,pw|
Cristou/(
To whom ye forgive any thing, I forgive also: for if I forgave any thing, to whom I forgave it, for your sakes
forgave I it in the person of Christ;
你們赦免誰，我也赦免誰，我若有所赦免的，是在基督面前為你們赦免的；

在對(他)這個 然而也 到於(它)任何什麼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恩待， 並且我； 並且 因為 我 到於(它)這個

我現在已經讓自己/被恩待， 若是 到於(它)任何什麼 我現在已經讓自己/被恩待，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你們 在內

在對(它)前面的臉面 從屬(他)基督；
[經文變異RT]

在對(他)這個 然而也 到於(它)任何什麼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恩待， 並且 我； 並且 因為 我 若是

到於(它)任何什麼 我現在已經讓自己/被恩待， 在對(他)這個 我現在已經讓自己/被恩待，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你們 在內 在對(它)前面的臉面 從屬(他)基督；

林後 2:11 i[na mh. pleonekthqw/men ùpo. tou/ Satana/\ ouv ga.r auvtou/ ta. noh,mata avgnoou/menÅ
Lest Satan should get an advantage of us: for we are not ignorant of his devices.
免得撒但趁著機會勝過我們；因我們並非不曉得他的詭計。

為要 不會/不要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被行貪婪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那 從屬(他)撒但； 不是/不 因為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認知理念 我們現在持續不領悟認知。

林後 2:12 VElqw.n de. eivj th.n Trw|a,da eivj to. euvagge,lion tou/ Cristou/ kai. qu,raj moi avnew|gme,nhj evn kuri,w|(
Furthermore, when I came to Troas to preach Christ's gospel, and a door was opened unto me of the Lord,
我從前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羅亞，主也給我開了門。

(他)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然而也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特羅亞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福音佳訊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並且 從屬(她)門戶 在對我 從屬(她)現在已經被向上開啟打開了的 在內 在對(他)主人，

林後 2:13 ouvk e;schka a;nesin tw/| pneu,mati, mou tw/| mh. eùrei/n me Ti,ton to.n avdelfo,n mou( avlla. avpotaxa,menoj
auvtoi/j evxh/lqon eivj Makedoni,anÅ
I had no rest in my spirit, because I found not Titus my brother: but taking my leave of them, I went from thence
into Macedonia.
那時因為沒有遇見兄弟提多，我心裏不安，便辭別那裏的人往馬其頓去了。

不是/不 我現在已經持有 到於(她)鬆弛放開 在對(它)那 在對(它)靈/風 從屬我， 在對(它)那 不會/不要

那時(也是)要去找到尋見 到於我 到於(他)提多 到於(他)那 到於(他)弟兄 從屬我； 但乃是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離開辭別的 在對(他們)同一者 我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向內進入 到於(她)馬其頓。

林後 2:14 Tw/| de. qew/| ca,rij tw/| pa,ntote qriambeu,onti h̀ma/j evn tw/| Cristw/| kai. th.n ovsmh.n th/j gnw,sewj auvtou/
fanerou/nti diV hm̀w/n evn panti. to,pw|\
Now thanks be unto God, which always causeth us to triumph in Christ, and maketh manifest the savour of his
knowledge by us in every place.
感謝神，常帥領我們在基督裏誇勝，並藉著我們在各處顯揚那因認識基督而有的香氣。

在對(他)那 然而也 在對(他)神 (她)恩典惠意 在對(他)那 總是地 在對(他)現正持續行凱旋遊行誇勝了的 到於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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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基督，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香氣 從屬(她)那 從屬(她)知識認識 從屬(他)同一者

在對(他)現正持續促使成促為照亮顯明了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我們 在內 在對(他)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地點處所；

林後 2:15 o[ti Cristou/ euvwdi,a evsme.n tw/| qew/| evn toi/j sw|zome,noij kai. evn toi/j avpollume,noij(
For we are unto God a sweet savour of Christ, in them that are saved, and in them that perish:
因為我們在神面前，無論在得救的人身上，或滅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氣。

是這樣 從屬(他)基督 (她)馨香 我們現在持續是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被拯救了的 並且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毀掉除滅了的；

林後 2:16 oi-j me.n ovsmh. evk qana,tou eivj qa,naton( oi-j de. ovsmh. evk zwh/j eivj zwh,nÅ kai. pro.j tau/ta ti,j ìkano,jÈ
To the one we are the savour of death unto death; and to the other the savour of life unto life. And who is
sufficient for these things?
在這等人，就作了死的香氣叫他死；在那等人，就作了活的香氣叫他活；這事誰能當得起呢。

在對(他們)這些個 的確 (她)香氣 向外出來 從屬(他)死 向內進入 到於(他)死； 在對(他們)這些個 然而也 (她)香氣

向外出來 從屬(她)生命 向內進入 到於(她)生命。 並且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他)任何什麼呢

(他)達到足夠的？
[經文變異RT]

在對(他們)這些個 的確 (她)香氣 從屬(他)死 向內進入 到於(他)死； 在對(他們)這些個 然而也 (她)香氣

從屬(她)生命 向內進入 到於(她)生命。 並且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他)任何什麼呢

(他)達到足夠的？

林後 2:17 ouv ga,r evsmen ẁj oi` polloi. kaphleu,ontej to.n lo,gon tou/ qeou/( avllV wj̀ evx eivlikrinei,aj( avllV wj̀ evk
qeou/ kate,nanti qeou/ evn Cristw/| lalou/menÅ
For we are not as many, which corrupt the word of God: but as of sincerity, but as of God, in the sight of God
speak we in Christ.
我們不像那許多人，為利混亂神的道；乃是由於誠實，由於神，在神面前憑著基督講道。

不是/不 因為 我們現在持續是 正如地 (他們)那些 (他們)許多的 (他們)現正持續行兜售叫賣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但乃是 正如地 向外出來 從屬(她)真誠清純， 但乃是 正如地

向外出來 從屬(他)神， 直接當面於前地 從屬(他)神 在內 在對(他)基督 我們現在持續發言講說。
[經文變異RT]

不是/不 因為 我們現在持續是 正如地 (他們)那些 (他們)許多的 (他們)現正持續行兜售叫賣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但乃是 正如地 向外出來 從屬(她)真誠清純， 但乃是 正如地

向外出來 從屬(他)神， 直接在面前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在內 在對(他)基督 我們現在持續發言講說。

林後 3:1 VArco,meqa pa,lin eàutou.j sunista,neinÈ h' mh. crh,|zomen w[j tinej sustatikw/n evpistolw/n pro.j ùma/j h'
evx ùmw/nÈ
Do we begin again to commend ourselves? or need we, as some others, epistles of commendation to you, or
letters of commendation from you?
我們豈是又舉薦自己麼；豈像別人，用人的薦信給你們，或用你們的薦信給人麼。

我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起始為首 重新又再地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現要去持續並立/並列表明？ 甚或/或而 豈會呢

我們現在持續有需要 正如地 (他們)任何什麼 從屬(她們)介紹推薦的 從屬(她們)書信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甚或/或而 向外出來 從屬你們？
[經文變異RT]

我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起始為首 重新又再地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現要去持續並立/並列表明？ 若是 豈會呢

我們現在持續有需要 正如地 (他們)任何什麼 從屬(她們)介紹推薦的 從屬(她們)書信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甚或/或而 向外出來 從屬你們 從屬(他們)介紹推薦的？
[經文變異Scrivener]

我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起始為首 重新又再地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現要去持續並立/並列表明？ 甚或/或而 豈會呢

我們現在持續有需要 正如地 (他們)任何什麼 從屬(她們)介紹推薦的 從屬(她們)書信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甚或/或而 向外出來 從屬你們 從屬(他們)介紹推薦的？

林後 3:2 h` evpistolh. hm̀w/n um̀ei/j evste( evggegramme,nh evn tai/j kardi,aij h̀mw/n( ginwskome,nh kai. avnaginwskome,nh
up̀o. pa,ntwn avnqrw,pwn(
Ye are our epistle written in our hearts, known and read of all men:
你們就是我們的薦信，寫在我們的心裏，被眾人所知道所念誦的。

(她)那 (她)書信 從屬我們 你們 你們現在持續是 (她)現在已經被在內刻寫記載了的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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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她們)內心 從屬我們， (她)現正持續被認識知道了的 並且 (她)現正持續被宣讀誦念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他們)人；

林後 3:3 fanerou,menoi o[ti evste. evpistolh. Cristou/ diakonhqei/sa ùfV h̀mw/n( evggegramme,nh ouv me,lani avlla.
pneu,mati qeou/ zw/ntoj( ouvk evn plaxi.n liqi,naij avllV evn plaxi.n kardi,aij sarki,naijÅ
Forasmuch as ye are manifestly declared to be the epistle of Christ ministered by us, written not with ink, but
with the Spirit of the living God; not in tables of stone, but in fleshy tables of the heart.
你們明顯是基督的信，藉著我們修成的；不是用墨寫的，乃是用永生神的靈寫的；不是寫在石版上，乃是寫在心

版上。

(他們)現正持續被促使成促為照亮顯明了的 是這樣 你們現在持續是 (她)書信 從屬(他)基督

(她)那時(也是)被行服事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我們， (她)現在已經被在內刻寫記載了的 不是/不 在對(它)黑墨的，

但乃是 在對(它)靈/風 從屬(他)神 從屬(他)現正持續活了的； 不是/不 在內 在對(她們)平板 在對(她們)石頭作的，

但乃是 在內 在對(她們)平板 在對(她們)內心 在對(她們)肉體成的。
[經文變異RT]

(他們)現正持續被促使成促為照亮顯明了的 是這樣 你們現在持續是 (她)書信 從屬(他)基督

(她)那時(也是)被行服事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我們， (她)現在已經被在內刻寫記載了的 不是/不 在對(它)黑墨的，

但乃是 在對(它)靈/風 從屬(他)神 從屬(他)現正持續活了的； 不是/不 在內 在對(她們)平板 在對(她們)石頭作的，

但乃是 在內 在對(她們)平板 從屬(她們)內心 在對(她們)肉體成的。

林後 3:4 Pepoi,qhsin de. toiau,thn e;comen dia. tou/ Cristou/ pro.j to.n qeo,nÅ
And such trust have we through Christ to God-ward:
我們因基督所以在神面前纔有這樣的信心；

到於(她)深信 然而也 到於(她)那種樣 我們現在持續持有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林後 3:5 ouvc o[ti avfV èautw/n ìkanoi, evsmen logi,sasqai, ti wj̀ evx eàutw/n( avllV h̀ ìkano,thj hm̀w/n evk tou/ qeou/(
Not that we are sufficient of ourselves to think any thing as of ourselves; but our sufficiency is of God;
並不是我們憑自己能承擔甚麼事，我們所能承擔的，乃是出於神；

不是/不 是這樣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同一者自己 (他們)達到足夠的 我們現在持續是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估算

到於(它)任何什麼 正如地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同一者自己； 但乃是 (她)那 (她)為達到足夠 從屬我們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經文變異RT]

不是/不 是這樣 (他們)達到足夠的 我們現在持續是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同一者自己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估算

到於(它)任何什麼 正如地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同一者自己； 但乃是 (她)那 (她)為達到足夠 從屬我們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林後 3:6 o]j kai. ìka,nwsen h̀ma/j diako,nouj kainh/j diaqh,khj( ouv gra,mmatoj avlla. pneu,matoj\ to. ga.r gra,mma
avpokte,nnei( to. de. pneu/ma zw|opoiei/Å
Who also hath made us able ministers of the new testament; not of the letter, but of the spirit: for the letter
killeth, but the spirit giveth life.
他叫我們能承當這新約的執事；不是憑著字句，乃是憑著精意；因為那字句是叫人死，精意是叫人活。〔精意或

作聖靈〕

(他)這個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促使成達到足夠 到於我們 到於(他們)僕工執事 從屬(她)嶄新的 從屬(她)遺囑契約；

不是/不 從屬(它)所刻寫記載， 但乃是 從屬(它)靈/風； (它)那 因為 (它)所刻寫記載 他/她/它現在持續殺害除掉，

(它)那 然而也 (它)靈/風 他/她/它現在持續行出作成活活生動。

林後 3:7 Eiv de. h̀ diakoni,a tou/ qana,tou evn gra,mmasin evntetupwme,nh li,qoij evgenh,qh evn do,xh|( w[ste mh. du,nasqai
avteni,sai tou.j uiòu.j VIsrah.l eivj to. pro,swpon Mwu?se,wj dia. th.n do,xan tou/ prosw,pou auvtou/ th.n
katargoume,nhn(
But if the ministration of death, written and engraven in stones, was glorious, so that the children of Israel could
not stedfastly behold the face of Moses for the glory of his countenance; which glory was to be done away:
那用字刻在石頭上屬死的職事，尚且有榮光，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榮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臉；這榮光原是

漸漸退去的；

若是 然而也 (她)那 (她)職務服事 從屬(他)那 從屬(他)死 在內 在對(它們)所刻寫記載 (她)現在已經被鑿刻了的

在對(他們)石頭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發成為 在內 在對(她)榮耀， 以致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那時(也是)要去專注定睛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兒子 從屬(他)以色列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前面的臉面

從屬(他)摩西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她)那 到於(她)榮耀 從屬(它)那 從屬(它)前面的臉面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她)那 到於(她)現正持續被使完全閒散停頓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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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變異RT]

若是 然而也 (她)那 (她)職務服事 從屬(他)那 從屬(他)死 在內 在對(它們)所刻寫記載 (她)現在已經被鑿刻了的 在內

對(他們)石頭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發成為 在內 在對(她)榮耀， 以致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那時(也是)要去專注定睛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兒子 從屬(他)以色列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前面的臉面

從屬(他)摩西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她)那 到於(她)榮耀 從屬(它)那 從屬(它)前面的臉面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她)那 到於(她)現正持續被使完全閒散停頓了的；

林後 3:8 pw/j ouvci. ma/llon h̀ diakoni,a tou/ pneu,matoj e;stai evn do,xh|È
How shall not the ministration of the spirit be rather glorious?
何況那屬靈的職事，豈不更有榮光麼。

怎樣如何地呢 豈不是呢 更特別尤其地 (她)那 (她)職務服事 從屬(它)那 從屬(它)靈/風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在內

在對(她)榮耀？

林後 3:9 eiv ga.r th/| diakoni,a| th/j katakri,sewj do,xa( pollw/| ma/llon perisseu,ei h̀ diakoni,a th/j dikaiosu,nhj
do,xh|Å
For if the ministration of condemnation be glory, much more doth the ministration of righteousness exceed in
glory.
若是定罪的職事有榮光，那稱義的職事，榮光就越發大了。

若是 因為 在對(她)那 在對(她)職務服事 從屬(她)那 從屬(她)斷定有罪 (她)榮耀， 在對(它)許多的 更特別尤其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格外多 (她)那 (她)職務服事 從屬(她)那 從屬(她)至義 在對(她)榮耀。
[經文變異RT][經文變異WH]

若是 因為 (她)那 (她)職務服事註1
從屬(她)那 從屬(她)斷定有罪 (她)榮耀， 在對(它)許多的 更特別尤其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格外多 (她)那 (她)職務服事 從屬(她)那 從屬(她)至義 在對(她)榮耀。

註1：“在對(她)職務服事”文法上亦可以為“(她)職務服事”。

林後 3:10 kai. ga.r ouv dedo,xastai to. dedoxasme,non evn tou,tw| tw/| me,rei ei[neken th/j ùperballou,shj do,xhjÅ
For even that which was made glorious had no glory in this respect, by reason of the glory that excelleth.
那從前有榮光的，因這極大的榮光，就算不得有榮光了；

並且 因為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歸榮耀 (它)那 (它)現在已經被歸榮耀了的 在內 在對(它)那同一者 在對(它)那

在對(它)部分 由于為此地 從屬(她)那 從屬(她)現正持續超過標準了的 從屬(她)榮耀。
[經文變異RT]

並且 因為 然而也不是地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歸榮耀 (它)那 (它)現在已經被歸榮耀了的 在內 在對(它)那同一者

在對(它)那 在對(它)部分 由于為此地 從屬(她)那 從屬(她)現正持續超過標準了的 從屬(她)榮耀。

林後 3:11 eiv ga.r to. katargou,menon dia. do,xhj( pollw/| ma/llon to. me,non evn do,xh|Å
For if that which is done away was glorious, much more that which remaineth is glorious.
若那廢掉的有榮光，這長存的就更有榮光了。

若是 因為 (它)那 (它)現正持續被使完全閒散停頓了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榮耀， 在對(它)許多的

更特別尤其地 (它)那 (它)現正持續停留持守了的 在內 在對(她)榮耀。

林後 3:12 :Econtej ou=n toiau,thn evlpi,da pollh/| parrhsi,a| crw,meqa
Seeing then that we have such hope, we use great plainness of speech:
我們既有這樣的盼望，就大膽講說，

(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這樣 到於(她)那種樣 到於(她)期盼指望 在對(她)許多的 在對(她)放膽公開直言

我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提供使用；

林後 3:13 kai. ouv kaqa,per Mwu?sh/j evti,qei ka,lumma evpi. to. pro,swpon auvtou/ pro.j to. mh. avteni,sai tou.j uiòu.j
VIsrah.l eivj to. te,loj tou/ katargoume,nouÅ
And not as Moses, which put a vail over his face, that the children of Israel could not stedfastly look to the end of
that which is abolished:
不像摩西將帕子蒙在臉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將廢者的結局；

並且 不是/不 甚至按照這些地 (他)摩西 他/她/它當時持續置放擺設 到於(它)帕子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那

到於(它)前面的臉面 從屬(他)同一者，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它)那 不會/不要 那時(也是)要去專注定睛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兒子 從屬(他)以色列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終結/貨物或旅行之終結稅 從屬(它)那

從屬(它)現正持續被使完全閒散停頓了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不是/不 甚至按照這些地 (他)摩西 他/她/它當時持續置放擺設 到於(它)帕子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那

到於(它)前面的臉面 從屬(他)同一者自己，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它)那 不會/不要 那時(也是)要去專注定睛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兒子 從屬(他)以色列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終結/貨物或旅行之終結稅 從屬(它)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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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屬(它)現正持續被使完全閒散停頓了的。

林後 3:14 avlla. evpwrw,qh ta. noh,mata auvtw/nÅ a;cri ga.r th/j sh,meron hm̀e,raj to. auvto. ka,lumma evpi. th/| avnagnw,sei
th/j palaia/j diaqh,khj me,nei( mh. avnakalupto,menon o[ti evn Cristw/| katargei/tai\
But their minds were blinded: for until this day remaineth the same vail untaken away in the reading of the old
testament; which vail is done away in Christ.
但他們的心地剛硬；直到今日誦讀舊約的時候，這帕子還沒有揭去；這帕子在基督裏已經廢去了。

但乃是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結趼硬化 (它們)那些 (它們)認知理念 從屬(他們)同一者。 直至達到 因為 從屬(她)那

今日地 從屬(她)日子/白日 (它)那 (它)同一者 (它)帕子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那 在對(她)宣讀誦念 從屬(她)那

從屬(她)老舊的 從屬(她)遺囑契約 他/她/它現在持續停留持守 不會/不要 (它)現正持續被揭開了的， 是這樣 在內

在對(他)基督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使完全閒散停頓；
[不同標點]

但乃是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結趼硬化 (它們)那些 (它們)認知理念 從屬(他們)同一者。 直至達到 因為 從屬(她)那

今日地 從屬(她)日子/白日 (它)那 (它)同一者 (它)帕子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那 在對(她)宣讀誦念 從屬(她)那

從屬(她)老舊的 從屬(她)遺囑契約 他/她/它現在持續停留持守， 不會/不要 (它)現正持續被揭開了的 是這樣 在內

在對(他)基督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使完全閒散停頓；
[經文變異RT]

但乃是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結趼硬化 (它們)那些 (它們)認知理念 從屬(他們)同一者。 直至達到 因為 從屬(她)那

今日地 (它)那 (它)同一者 (它)帕子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那 在對(她)宣讀誦念 從屬(她)那 從屬(她)老舊的

從屬(她)遺囑契約 他/她/它現在持續停留持守 不會/不要 (它)現正持續被揭開了的； 到於(它)這個 (它)任何什麼 在內

在對(他)基督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使完全閒散停頓；

林後 3:15 avllV e[wj sh,meron hǹi,ka a'n avnaginw,skhtai Mwu?sh/j( ka,lumma evpi. th.n kardi,an auvtw/n kei/tai\
But even unto this day, when Moses is read, the vail is upon their heart.
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誦讀摩西書的時候，帕子還在他們心上。

但乃是 一直直到 今日地 在其時地 但凡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被宣讀誦念 (他)摩西， (它)帕子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內心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安置；
[經文變異RT]

但乃是 一直直到 今日地 在其時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宣讀誦念 (他)摩西， (它)帕子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內心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安置；

林後 3:16 hǹi,ka de. eva.n evpistre,yh| pro.j ku,rion( periairei/tai to. ka,lummaÅ
Nevertheless when it shall turn to the Lord, the vail shall be taken away.
但他們的心幾時歸向主，帕子就幾時除去了。

在其時地 然而也 但凡若是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在上面轉動翻轉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主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完全拿開 (它)那 (它)帕子。
[經文變異RT]

在其時地 然而也 但凡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在上面轉動翻轉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主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完全拿開 (它)那 (它)帕子。

林後 3:17 ò de. ku,rioj to. pneu/ma, evstin\ ou- de. to. pneu/ma kuri,ou( evleuqeri,aÅ
Now the Lord is that Spirit: and where the Spirit of the Lord is, there is liberty.
主就是那靈，主的靈在那裏，那裏就得以自由。

(他)那 然而也 (他)主人 (它)那 (它)靈/風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這裏地 然而也 (它)那 (它)靈/風 從屬(他)主人，

(她)自主自由。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主人 (它)那 (它)靈/風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這裏地 然而也 (它)那 (它)靈/風 從屬(他)主人，

在那裏地 (她)自主自由。

林後 3:18 hm̀ei/j de. pa,ntej avnakekalumme,nw| prosw,pw| th.n do,xan kuri,ou katoptrizo,menoi th.n auvth.n eivko,na
metamorfou,meqa avpo. do,xhj eivj do,xan kaqa,per avpo. kuri,ou pneu,matojÅ
But we all, with open face beholding as in a glass the glory of the Lord, are changed into the same image from
glory to glory, even as by the Spirit of the Lord.
我們眾人既然敞著臉，得以看見主的榮光，好像從鏡子裏返照，就變成主的形狀，榮上加榮，如同從主的靈變成

的。

我們 然而也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它)現在已經被揭開了的 在對(它)前面的臉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榮耀

從屬(他)主人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從照鏡返照影像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同一者 到於(她)表像

我們現在持續被塑造成形轉換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榮耀 向內進入 到於(她)榮耀， 甚至按照這些地 從那裏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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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屬(他)主人 從屬(它)靈/風。

林後 4:1 Dia. tou/to( e;contej th.n diakoni,an tau,thn kaqw.j hvleh,qhmen( ouvk evgkakou/men
Therefore seeing we have this ministry, as we have received mercy, we faint not;
我們既然蒙憐憫，受了這職分，就不喪膽；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職務服事 到於(她)那同一者，

按照正如地 我們那時(也是)被發憐憫慈悲， 不是/不 我們現在持續灰心喪膽；
[經文變異RT]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職務服事 到於(她)那同一者，

按照正如地 我們那時(也是)被發憐憫慈悲， 不是/不 我們現在持續灰心喪志；

林後 4:2 avlla. avpeipa,meqa ta. krupta. th/j aivscu,nhj( mh. peripatou/ntej evn panourgi,a| mhde. dolou/ntej to.n lo,gon
tou/ qeou/ avlla. th/| fanerw,sei th/j avlhqei,aj sunista,nontej èautou.j pro.j pa/san sunei,dhsin avnqrw,pwn evnw,pion
tou/ qeou/Å
But have renounced the hidden things of dishonesty, not walking in craftiness, nor handling the word of God
deceitfully; but by manifestation of the truth commending ourselves to every man's conscience in the sight of
God.
乃將那些暗昧可恥的事棄絕了，不行詭詐，不謬講神的道理；只將真理表明出來，好在神面前把自己薦與各人的

良心。

但乃是 我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發表聲明離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乃隱藏遮掩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羞辱蒙羞，

不會/不要 (他們)現正持續來往昂然踏行了的 在內 在對(她)機變取巧， 然而也不要

(他們)現正持續促使有餌誘詭詐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但乃是

在對(她)那 在對(她)促使成促為照亮顯明 從屬(她)那 從屬(她)真情實理 (他們)現正持續並立/並列表明了的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自覺良心 從屬(他們)人 在面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林後 4:3 eiv de. kai. e;stin kekalumme,non to. euvagge,lion hm̀w/n( evn toi/j avpollume,noij evsti.n kekalumme,non(
But if our gospel be hid, it is hid to them that are lost:
如果我們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滅亡的人身上。

若是 然而也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現在已經被遮蓋隱藏了的 (它)那 (它)福音佳訊 從屬我們，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毀掉除滅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現在已經被遮蓋隱藏了的；

林後 4:4 evn oi-j ò qeo.j tou/ aivw/noj tou,tou evtu,flwsen ta. noh,mata tw/n avpi,stwn eivj to. mh. auvga,sai to.n
fwtismo.n tou/ euvaggeli,ou th/j do,xhj tou/ Cristou/( o[j evstin eivkw.n tou/ qeou/Å
In whom the god of this world hath blinded the minds of them which believe not, lest the light of the glorious
gospel of Christ, who is the image of God, should shine unto them.
此等不信之人，被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榮耀福音的光照著他們；基督本是神的像。

在內 在對(他們)這些個 (他)那 (他)神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世紀時代 從屬(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促使為瞎眼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認知理念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不誠不信的，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不會/不要

那時(也是)要去放光芒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光照 從屬(它)那 從屬(它)福音佳訊 從屬(她)那 從屬(她)榮耀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他)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表像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經文變異RT]

在內 在對(他們)這些個 (他)那 (他)神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世紀時代 從屬(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促使為瞎眼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認知理念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不誠不信的，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不會/不要

那時(也是)要去放光芒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光照 從屬(它)那 從屬(它)福音佳訊 從屬(她)那

從屬(她)榮耀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他)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表像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林後 4:5 ouv ga.r èautou.j khru,ssomen avlla. VIhsou/n Cristo.n ku,rion( èautou.j de. dou,louj ùmw/n dia. VIhsou/nÅ
For we preach not ourselves, but Christ Jesus the Lord; and ourselves your servants for Jesus' sake.
我們原不是傳自己，乃是傳基督耶穌為主，並且自己因耶穌作你們的僕人。

不是/不 因為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我們現在持續傳達宣講， 但乃是 到於(他)耶穌 到於(他)基督 到於(他)主人，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然而也 到於(他們)奴僕 從屬你們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他)耶穌。
[經文變異RT][經文變異WH]

不是/不 因為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我們現在持續傳達宣講， 但乃是 到於(他)基督 到於(他)耶穌 到於(他)主人，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然而也 到於(他們)奴僕 從屬你們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他)耶穌。

林後 4:6 o[ti ò qeo.j ò eivpw,n( VEk sko,touj fw/j la,myei( o]j e;lamyen evn tai/j kardi,aij h̀mw/n pro.j fwtismo.n th/j
gnw,sewj th/j do,xhj tou/ qeou/ evn prosw,pw| Îvihsou/Ð Cristou/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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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God, who commanded the light to shine out of darkness, hath shined in our hearts, to give the light of the
knowledge of the glory of God in the face of Jesus Christ.
那吩咐光從黑暗裏照出來的神，已經照在我們心裏，叫我們得知神榮耀的光，顯在耶穌基督的面上。

是這樣 (他)那 (他)神 (他)那 (他)那時(也是)發話言說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它)黑暗 (它)光明

他/她/它將要(持續)發光照耀， (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光照耀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內心 從屬我們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光照 從屬(她)那 從屬(她)知識認識 從屬(她)那 從屬(她)榮耀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在內

在對(它)前面的臉面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經文變異RT]

是這樣 (他)那 (他)神 (他)那 (他)那時(也是)發話言說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它)黑暗 到於(它)光明註1

那時(也是)要去發光照耀， (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光照耀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內心 從屬我們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光照 從屬(她)那 從屬(她)知識認識 從屬(她)那 從屬(她)榮耀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在內

在對(它)前面的臉面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註1：“(它)光明”文法上亦可以為“到於(它)光明”。

[經文變異WH]

是這樣 (他)那 (他)神 (他)那 (他)那時(也是)發話言說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它)黑暗 (它)光明

他/她/它將要(持續)發光照耀， (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光照耀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內心 從屬我們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光照 從屬(她)那 從屬(她)知識認識 從屬(她)那 從屬(她)榮耀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在內

在對(它)前面的臉面 從屬(他)基督。

林後 4:7 :Ecomen de. to.n qhsauro.n tou/ton evn ovstraki,noij skeu,esin( i[na h̀ ùperbolh. th/j duna,mewj h=| tou/ qeou/
kai. mh. evx hm̀w/n\
But we have this treasure in earthen vessels, that the excellency of the power may be of God, and not of us.
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裏，要顯明這莫大的能力，是出於神，不是出於我們。

我們現在持續持有 然而也 到於(他)那 到於(他)寶藏財物 到於(他)那同一者 在內 在對(它們)陶土瓷瓦作的

在對(它們)器皿用具， 為要 (她)那 (她)卓絕超凡 從屬(她)那 從屬(她)能力權能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是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不會/不要 向外出來 從屬我們；

林後 4:8 evn panti. qlibo,menoi avllV ouv stenocwrou,menoi( avporou,menoi avllV ouvk evxaporou,menoi(
We are troubled on every side, yet not distressed; we are perplexed, but not in despair;
我們四面受敵，卻不被困住；心裏作難，卻不至失望；

在內 在對(它)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現正持續被擁擠壓迫了的， 但乃是 不是/不 (他們)現正持續被狹迫夾困了的；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成不知所措了的， 但乃是 不是/不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成絕望不知所措了的；

林後 4:9 diwko,menoi avllV ouvk evgkataleipo,menoi( kataballo,menoi avllV ouvk avpollu,menoi(
Persecuted, but not forsaken; cast down, but not destroyed;
遭逼迫，卻不被丟棄；打倒了，卻不至死亡；

(他們)現正持續被追趕迫求了的， 但乃是 不是/不 (他們)現正持續被在內遺留下了的；

(他們)現正持續被向下投擲了的， 但乃是 不是/不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毀掉除滅了的；

林後 4:10 pa,ntote th.n ne,krwsin tou/ VIhsou/ evn tw/| sw,mati perife,rontej( i[na kai. h̀ zwh. tou/ VIhsou/ evn tw/|
sw,mati h̀mw/n fanerwqh/|Å
Always bearing about in the body the dying of the Lord Jesus, that the life also of Jesus might be made manifest
in our body.
身上常帶著耶穌的死，使耶穌的生，也顯明在我們身上。

總是地 到於(她)那 到於(她)促使成死掉 從屬(他)那 從屬(他)耶穌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身體

(他們)現正持續四處負載攜帶了的， 為要 並且 (她)那 (她)生命 從屬(他)那 從屬(他)耶穌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身體 從屬我們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促使成促為照亮顯明。
[經文變異RT]

總是地 到於(她)那 到於(她)促使成死掉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他)耶穌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身體

(他們)現正持續四處負載攜帶了的， 為要 並且 (她)那 (她)生命 從屬(他)那 從屬(他)耶穌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身體 從屬我們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促使成促為照亮顯明。

林後 4:11 avei. ga.r hm̀ei/j oì zw/ntej eivj qa,naton paradido,meqa dia. VIhsou/n( i[na kai. h` zwh. tou/ VIhsou/ fanerwqh/|
evn th/| qnhth/| sarki. hm̀w/nÅ
For we which live are alway delivered unto death for Jesus' sake, that the life also of Jesus might be made
manifest in our mortal flesh.
因為我們這活著的人，是常為耶穌被交於死地，使耶穌的生，在我們這必死的身上顯明出來。

總是時常地 因為 我們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活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死 我們現在持續被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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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他)耶穌， 為要 並且 (她)那 (她)生命 從屬(他)那 從屬(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促使成促為照亮顯明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會死亡的 在對(她)肉體 從屬我們。

林後 4:12 w[ste ò qa,natoj evn h̀mi/n evnergei/tai( h` de. zwh. evn ùmi/nÅ
So then death worketh in us, but life in you.
這樣看來，死是在我們身上發動，生卻在你們身上發動。

以致 (他)那 (他)死 在內 在對我們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成有功效， (她)那 然而也 (她)生命 在內 在對你們。
[經文變異RT]

以致 (他)那 的確 (他)死 在內 在對我們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成有功效， (她)那 然而也 (她)生命 在內

在對你們。

林後 4:13 e;contej de. to. auvto. pneu/ma th/j pi,stewj kata. to. gegramme,non( VEpi,steusa( dio. evla,lhsa( kai. hm̀ei/j
pisteu,omen( dio. kai. lalou/men(
We having the same spirit of faith, according as it is written, I believed, and therefore have I spoken; we also
believe, and therefore speak;
但我們既有信心，正如經上記著說：『我因信，所以如此說話。』我們也信，所以也說話；

(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然而也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同一者 到於(它)靈/風 從屬(她)那 從屬(她)信，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那 到於(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了的， 我那時(也是)置信信託， 為這個緣故 我那時(也是)發言講說； 並且

我們 我們現在持續置信信託， 為這個緣故 並且 我們現在持續發言講說；

林後 4:14 eivdo,tej o[ti ò evgei,raj to.n ku,rion VIhsou/n kai. hm̀a/j su.n VIhsou/ evgerei/ kai. parasth,sei su.n ùmi/nÅ
Knowing that he which raised up the Lord Jesus shall raise up us also by Jesus, and shall present us with you.
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穌復活的，也必叫我們與耶穌一同復活，並且叫我們與你們一同站在他面前。

(他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了的 是這樣 (他)那 (他)那時(也是)喚醒起來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主人 到於(他)耶穌 並且

到於我們 共同一起 從屬(他)耶穌 他/她/它將要(持續)喚醒起來，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立定站住在旁邊 共同一起

在對你們。
[經文變異RT]

(他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了的 是這樣 (他)那 (他)那時(也是)喚醒起來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主人 到於(他)耶穌 並且

到於我們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耶穌 他/她/它將要(持續)喚醒起來，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立定站住在旁邊

共同一起 在對你們。

林後 4:15 ta. ga.r pa,nta diV um̀a/j( i[na h` ca,rij pleona,sasa dia. tw/n pleio,nwn th.n euvcaristi,an perisseu,sh| eivj
th.n do,xan tou/ qeou/Å
For all things are for your sakes, that the abundant grace might through the thanksgiving of many redound to the
glory of God.
凡事都是為你們，好叫恩惠因人多越發加增，感謝格外顯多，以致榮耀歸與神。

(它們)那些 因為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你們， 為要 (她)那 (她)恩典惠意

(她)那時(也是)使成更許多了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更多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感恩祝謝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成格外多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榮耀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林後 4:16 Dio. ouvk evgkakou/men( avllV eiv kai. ò e;xw hm̀w/n a;nqrwpoj diafqei,retai( avllV ò e;sw h̀mw/n avnakainou/tai
hm̀e,ra| kai. hm̀e,ra|Å
For which cause we faint not; but though our outward man perish, yet the inward man is renewed day by day.
所以我們不喪膽；外體雖然毀壞，內心卻一天新似一天。

為這個緣故 不是/不 我們現在持續灰心喪膽； 但乃是 若是 並且 (他)那 在外面地 從屬我們 (他)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徹底地腐朽敗壞， 但乃是 (他)那 入內裏面地 從屬我們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促使成更新

在對(她)日子/白日 並且 在對(她)日子/白日。
[經文變異RT]

為這個緣故 不是/不 我們現在持續灰心喪志； 但乃是 若是 並且 (他)那 在外面地 從屬我們 (他)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徹底地腐朽敗壞， 但乃是 (他)那 從入內裏面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促使成更新

在對(她)日子/白日 並且 在對(她)日子/白日。

林後 4:17 to. ga.r parauti,ka evlafro.n th/j qli,yewj hm̀w/n kaqV ùperbolh.n eivj ùperbolh.n aivw,nion ba,roj do,xhj
katerga,zetai h̀mi/n(
For our light affliction, which is but for a moment, worketh for us a far more exceeding and eternal weight of
glory;
我們這至暫至輕的苦楚，要為我們成就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

(它)那 因為 即刻瞬時地 (它)輕便容易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壓迫患難 從屬我們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卓絕超凡

向內進入 到於(她)卓絕超凡 到於(它)時世恆久的 到於(它)沉重重壓 從屬(她)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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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作工作完成 在對我們；
[經文變異WH]

(它)那 因為 即刻瞬時地 (它)輕便容易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壓迫患難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卓絕超凡 向內進入

到於(她)卓絕超凡 到於(它)時世恆久的 到於(它)沉重重壓 從屬(她)榮耀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作工作完成

在對我們；

林後 4:18 mh. skopou,ntwn h̀mw/n ta. blepo,mena avlla. ta. mh. blepo,mena\ ta. ga.r blepo,mena pro,skaira( ta. de. mh.
blepo,mena aivw,niaÅ
While we look not at the things which are seen, but at the things which are not seen: for the things which are
seen are temporal; but the things which are not seen are eternal.
原來我們不是顧念所見的，乃是顧念所不見的；因為所見的是暫時的，所不見的是永遠的。

不會/不要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行眺望偵察了的 從屬我們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現正持續被著眼觀看了的，

但乃是 到於(它們)那些 不會/不要 到於(它們)現正持續被著眼觀看了的； (它們)那些 因為

(它們)現正持續被著眼觀看了的 (它們)隨機暫時的， (它們)那些 然而也 不會/不要 (它們)現正持續被著眼觀看了的

(它們)時世恆久的。

林後 5:1 Oi;damen ga.r o[ti eva.n h` evpi,geioj h̀mw/n oivki,a tou/ skh,nouj kataluqh/|( oivkodomh.n evk qeou/ e;comen(
oivki,an avceiropoi,hton aivw,nion evn toi/j ouvranoi/jÅ
For we know that if our earthly house of this tabernacle were dissolved, we have a building of God, an house not
made with hands, eternal in the heavens.
我們原知道，我們這地上的帳棚若拆毀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

我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因為 是這樣 但凡若是 (她)那 (她)在地上的 從屬我們 (她)住屋家庭 從屬(它)那

從屬(它)帳棚居所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拆毀/歇息， 到於(她)建築造就 向外出來 從屬(他)神 我們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住屋家庭 到於(她)非為手行出作成的， 到於(她)時世恆久的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天空/天。

林後 5:2 kai. ga.r evn tou,tw| stena,zomen to. oivkhth,rion hm̀w/n to. evx ouvranou/ evpendu,sasqai evpipoqou/ntej(
For in this we groan, earnestly desiring to be clothed upon with our house which is from heaven:
我們在這帳棚裏歎息，深想得那從天上來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

並且 因為 在內 在對(它)那同一者 我們現在持續歎息， 到於(它)那 到於(它)住處 從屬我們 到於(它)那 向外出來

從屬(他)天空/天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穿上 (他們)現正持續在上面渴望想念了的；

林後 5:3 ei; ge kai. evkdusa,menoi ouv gumnoi. eùreqhso,meqaÅ
If so be that being clothed we shall not be found naked.
倘若穿上，被遇見的時候就不至於赤身了。

若是 確實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脫掉了的， 不是/不 (他們)赤身裸露的 我們將要(持續)被找到尋見。
[經文變異RT][經文變異WH]

若是 確實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穿著了的， 不是/不 (他們)赤身裸露的 我們將要(持續)被找到尋見。

林後 5:4 kai. ga.r oì o;ntej evn tw/| skh,nei stena,zomen barou,menoi( evfV w-| ouv qe,lomen evkdu,sasqai avllV
evpendu,sasqai( i[na katapoqh/| to. qnhto.n ùpo. th/j zwh/jÅ
For we that are in this tabernacle do groan, being burdened: not for that we would be unclothed, but clothed
upon, that mortality might be swallowed up of life.
我們在這帳棚裏，歎息勞苦，並非願意脫下這個，乃是願意穿上那個，好叫這必死的被生命吞滅了。

並且 因為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是了的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帳棚居所 我們現在持續歎息

(他們)現正持續被成沉重重壓了的；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它)這個 不是/不 我們現在持續定意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脫掉， 但乃是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穿上，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吞下 (它)那

(它)會死亡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她)那 從屬(她)生命。
[經文變異RT]

並且 因為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是了的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帳棚居所 我們現在持續歎息

(他們)現正持續被成沉重重壓了的； 在其上已然如此 不是/不 我們現在持續定意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脫掉， 但乃是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穿上，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吞下 (它)那 (它)會死亡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她)那

從屬(她)生命。

林後 5:5 ò de. katergasa,menoj h̀ma/j eivj auvto. tou/to qeo,j( ò dou.j h̀mi/n to.n avrrabw/na tou/ pneu,matojÅ
Now he that hath wrought us for the selfsame thing is God, who also hath given unto us the earnest of the Spirit.
為此培植我們的就是神，他又賜給我們聖靈作憑據。〔原文作質〕

(他)那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作工作完成了的 到於我們 向內進入 到於(它)同一者 到於(它)那同一者 (他)神，

(他)那 (他)那時(也是)給與了的 在對我們 到於(他)那 到於(他)定金 從屬(它)那 從屬(它)靈/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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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作工作完成了的 到於我們 向內進入 到於(它)同一者 到於(它)那同一者 (他)神，

(他)那 並且 (他)那時(也是)給與了的 在對我們 到於(他)那 到於(他)定金 從屬(它)那 從屬(它)靈/風。

林後 5:6 Qarrou/ntej ou=n pa,ntote kai. eivdo,tej o[ti evndhmou/ntej evn tw/| sw,mati evkdhmou/men avpo. tou/ kuri,ou\
Therefore we are always confident, knowing that, whilst we are at home in the body, we are absent from the
Lord:
所以我們時常坦然無懼，並且曉得我們住在身內，便與主相離。

(他們)現正持續有勇氣自信了的 這樣 總是地， 並且 (他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了的 是這樣

(他們)現正持續行留在國內了的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身體 我們現在持續行出到國外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林後 5:7 dia. pi,stewj ga.r peripatou/men( ouv dia. ei;douj\
(For we walk by faith, not by sight:)
因我們行事為人，是憑著信心，不是憑著眼見。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信 因為 我們現在持續來往昂然踏行， 不是/不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形像；

林後 5:8 qarrou/men de. kai. euvdokou/men ma/llon evkdhmh/sai evk tou/ sw,matoj kai. evndhmh/sai pro.j to.n ku,rionÅ
We are confident, I say, and willing rather to be absent from the body, and to be present with the Lord.
我們坦然無懼，是更願意離開身體與主同住。

我們現在持續有勇氣自信 然而也， 並且 我們現在持續歡愉認可 更特別尤其地 那時(也是)要去行出到國外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身體，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行留在國內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主人。

林後 5:9 dio. kai. filotimou,meqa( ei;te evndhmou/ntej ei;te evkdhmou/ntej( euva,restoi auvtw/| ei=naiÅ
Wherefore we labour, that, whether present or absent, we may be accepted of him.
所以無論是住在身內，離開身外，我們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悅。

為這個緣故 並且 我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立志奮鬥， 無論若是 (他們)現正持續行留在國內了的， 無論若是

(他們)現正持續行出到國外了的， (他們)可喜悅的 在對(他)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是。

林後 5:10 tou.j ga.r pa,ntaj hm̀a/j fanerwqh/nai dei/ e;mprosqen tou/ bh,matoj tou/ Cristou/( i[na komi,shtai e[kastoj
ta. dia. tou/ sw,matoj pro.j a] e;praxen( ei;te avgaqo.n ei;te fau/lonÅ
For we must all appear before the judgment seat of Christ; that every one may receive the things done in his
body, according to that he hath done, whether it be good or bad.
因為我們眾人，必要在基督臺前顯露出來，叫各人按著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惡受報。

到於(他們)那些 因為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我們 那時(也是)要去被促使成促為照亮顯明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從在其前地 從屬(它)那 從屬(它)審判臺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提取照理 (他)各個的 到於(它們)那些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那 從屬(它)身體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實施行使， 無論若是 到於(它)良善的， 無論若是

到於(它)低俗缺德的。
[經文變異RT]

到於(他們)那些 因為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我們 那時(也是)要去被促使成促為照亮顯明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從在其前地 從屬(它)那 從屬(它)審判臺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提取照理 (他)各個的 到於(它們)那些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那 從屬(它)身體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實施行使， 無論若是 到於(它)良善的， 無論若是

到於(它)卑劣不好的。

林後 5:11 Eivdo,tej ou=n to.n fo,bon tou/ kuri,ou avnqrw,pouj pei,qomen( qew/| de. pefanerw,meqa\ evlpi,zw de. kai. evn
tai/j suneidh,sesin ùmw/n pefanerw/sqaiÅ
Knowing therefore the terror of the Lord, we persuade men; but we are made manifest unto God; and I trust also
are made manifest in your consciences.
我們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勸人，但我們在神面前是顯明的，盼望在你們的良心裏也是顯明的。

(他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了的 這樣 到於(他)那 到於(他)畏懼害怕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到於(他們)人

我們現在持續勸信說服， 在對(他)神 然而也 我們現在已經被促使成促為照亮顯明； 我現在持續有期盼指望 然而也

並且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自覺良心 從屬你們 現已經去被促使成促為照亮顯明。

林後 5:12 ouv pa,lin èautou.j sunista,nomen ùmi/n avlla. avformh.n dido,ntej ùmi/n kauch,matoj ùpe.r h̀mw/n( i[na e;chte
pro.j tou.j evn prosw,pw| kaucwme,nouj kai. mh. evn kardi,a|Å
For we commend not ourselves again unto you, but give you occasion to glory on our behalf, that ye may have
somewhat to answer them which glory in appearance, and not in heart.
我們不是向你們再舉薦自己，乃是叫你們因我們有可誇之處，好對那憑外貌不憑內心誇口的人，有言可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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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不 重新又再地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我們現在持續並立/並列表明 在對你們， 但乃是 到於(她)開始的機會

(他們)現正持續給與了的 在對你們 從屬(它)所誇耀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我們， 為要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持有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在內 在對(它)前面的臉面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誇耀了的， 並且

不會/不要 在內 在對(她)內心。
[經文變異RT]

不是/不 因為 重新又再地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我們現在持續並立/並列表明 在對你們， 但乃是

到於(她)開始的機會 (他們)現正持續給與了的 在對你們 從屬(它)所誇耀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我們， 為要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持有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在內 在對(它)前面的臉面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誇耀了的， 並且 不是/不 在對(她)內心。

林後 5:13 ei;te ga.r evxe,sthmen( qew/|\ ei;te swfronou/men( um̀i/nÅ
For whether we be beside ourselves, it is to God: or whether we be sober, it is for your cause.
我們若果顛狂，是為神；若果謹守，是為你們。

無論若是 因為 我們那時(也是)驚異失定， 在對(他)神； 無論若是 我們現在持續成心智清明謹守， 在對你們。

林後 5:14 h` ga.r avga,ph tou/ Cristou/ sune,cei h̀ma/j( kri,nantaj tou/to( o[ti ei-j ùpe.r pa,ntwn avpe,qanen( a;ra oì
pa,ntej avpe,qanon\
For the love of Christ constraineth us; because we thus judge, that if one died for all, then were all dead:
原來基督的愛激勵我們；因我們想一人既替眾人死，眾人就都死了；

(她)那 因為 (她)愛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他/她/它現在持續握緊擠壓 到於我們 到於(他們)那時(也是)區別審斷了的

到於(它)那同一者， 是這樣 (他)一個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死去，

果然如此 (他們)那些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死去；
[經文變異RT]

(她)那 因為 (她)愛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他/她/它現在持續握緊擠壓 到於我們 到於(他們)那時(也是)區別審斷了的

到於(它)那同一者， 是這樣 若是 (他)一個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死去， 果然如此 (他們)那些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死去；

林後 5:15 kai. ùpe.r pa,ntwn avpe,qanen( i[na oi` zw/ntej mhke,ti èautoi/j zw/sin avlla. tw/| ùpe.r auvtw/n avpoqano,nti
kai. evgerqe,ntiÅ
And that he died for all, that they which live should not henceforth live unto themselves, but unto him which died
for them, and rose again.
並且他替眾人死，是叫那些活著的人，不再為自己活，乃為替他們死而復活的主活。

並且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死去， 為要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活了的 不再可以地 在對(他們)同一者自己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活， 但乃是 在對(他)那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他們)同一者 在對(他)那時(也是)死去了的 並且 在對(他)那時(也是)被喚醒起來了的。

林後 5:16 {Wste h̀mei/j avpo. tou/ nu/n ouvde,na oi;damen kata. sa,rka\ eiv kai. evgnw,kamen kata. sa,rka Cristo,n( avlla.
nu/n ouvke,ti ginw,skomenÅ
Wherefore henceforth know we no man after the flesh: yea, though we have known Christ after the flesh, yet
now henceforth know we him no more.
所以我們從今以後，不憑著外貌〔原文作肉體本節同〕認人了；雖然憑著外貌認過基督，如今卻不再這樣認他了

。

以致 我們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那 現在此時地 到於(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我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肉體； 若是 並且 我們現在已經認識知道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肉體 到於(他)基督， 但乃是

現在此時地 不再地 我們現在持續認識知道。
[經文變異RT]

以致 我們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那 現在此時地 到於(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我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肉體； 若是 然而也 並且 我們現在已經認識知道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肉體 到於(他)基督， 但乃是

現在此時地 不再地 我們現在持續認識知道。

林後 5:17 w[ste ei; tij evn Cristw/|( kainh. kti,sij\ ta. avrcai/a parh/lqen( ivdou. ge,gonen kaina,\
Therefore if any man be in Christ, he is a new creature: old things are passed away; behold, all things are
become new.
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

以致 若是 (他)任何什麼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她)嶄新的 (她)創造建立； (它們)那些 (它們)起初原始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旁邊過去；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她/它現在已經生發成為 (它們)嶄新的。
[經文變異RT]

以致 若是 (他)任何什麼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她)嶄新的 (她)創造建立； (它們)那些 (它們)起初原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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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那時(也是)在旁邊過去；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她/它現在已經生發成為 (它們)嶄新的 (它們)那些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林後 5:18 ta. de. pa,nta evk tou/ qeou/ tou/ katalla,xantoj hm̀a/j èautw/| dia. Cristou/ kai. do,ntoj hm̀i/n th.n diakoni,an
th/j katallagh/j(
And all things are of God, who hath reconciled us to himself by Jesus Christ, and hath given to us the ministry of
reconciliation;
一切都是出於神，他藉著基督使我們與他和好，又將勸人與他和好的職分賜給我們；

(它們)那些 然而也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從屬(他)那

從屬(他)那時(也是)改正復和了的 到於我們 在對(他)同一者自己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基督 並且

從屬(他)那時(也是)給與了的 在對我們 到於(她)那 到於(她)職務服事 從屬(她)那 從屬(她)復和改正；
[經文變異RT]

(它們)那些 然而也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從屬(他)那

從屬(他)那時(也是)改正復和了的 到於我們 在對(他)同一者自己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並且

從屬(他)那時(也是)給與了的 在對我們 到於(她)那 到於(她)職務服事 從屬(她)那 從屬(她)復和改正；

林後 5:19 wj̀ o[ti qeo.j h=n evn Cristw/| ko,smon katalla,sswn èautw/|( mh. logizo,menoj auvtoi/j ta. paraptw,mata
auvtw/n kai. qe,menoj evn hm̀i/n to.n lo,gon th/j katallagh/jÅ
To wit, that God was in Christ, reconciling the world unto himself, not imputing their trespasses unto them; and
hath committed unto us the word of reconciliation.
這就是神在基督裏，叫世人與自己和好，不將他們的過犯歸到他們身上；並且將這和好的道理託付了我們。

正如地 是這樣 (他)神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到於(他)美容妝束/世界 (他)現正持續改正復和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自己， 不會/不要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估算了的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誤差過犯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置放擺設了的 在內 在對我們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她)那 從屬(她)復和改正。

林後 5:20 up̀e.r Cristou/ ou=n presbeu,omen wj̀ tou/ qeou/ parakalou/ntoj diV h̀mw/n\ deo,meqa ùpe.r Cristou/(
katalla,ghte tw/| qew/|Å
Now then we are ambassadors for Christ, as though God did beseech you by us: we pray you in Christ's stead,
be ye reconciled to God.
所以我們作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藉我們勸你們一般；我們替基督求你們與神和好。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他)基督 這樣 我們現在持續作代表特使， 正如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從屬(他)現正持續勸勉請求了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我們； 我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自卑乞求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他)基督，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被改正復和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林後 5:21 to.n mh. gno,nta àmarti,an ùpe.r hm̀w/n am̀arti,an evpoi,hsen( i[na hm̀ei/j genw,meqa dikaiosu,nh qeou/ evn
auvtw/|Å
For he hath made him to be sin for us, who knew no sin; that we might be made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in
him.
神使那無罪的，〔無罪原文作不知罪〕替我們成為罪；好叫我們在他裏面成為神的義。

到於(他)那 不會/不要 到於(他)那時(也是)認識知道了的 到於(她)罪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我們 到於(她)罪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為要 我們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生發成為 (她)至義 從屬(他)神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到於(他)那 因為 不會/不要 到於(他)那時(也是)認識知道了的 到於(她)罪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我們

到於(她)罪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為要 我們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生發成為 (她)至義 從屬(他)神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林後 6:1 Sunergou/ntej de. kai. parakalou/men mh. eivj keno.n th.n ca,rin tou/ qeou/ de,xasqai ùma/j\
We then, as workers together with him, beseech you also that ye receive not the grace of God in vain.
我們與神同工的，也勸你們，不可徒受他的恩典；

(他們)現正持續作同工了的 然而也 並且 我們現在持續勸勉請求 不會/不要 向內進入 到於(它)虛空無有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恩典惠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接納領受 到於你們；

林後 6:2 le,gei ga,r( Kairw/| dektw/| evph,kousa, sou kai. evn hm̀e,ra| swthri,aj evboh,qhsa, soiÅ ivdou. nu/n kairo.j
euvpro,sdektoj( ivdou. nu/n hm̀e,ra swthri,aj\
(For he saith, I have heard thee in a time accepted, and in the day of salvation have I succoured thee: behold,

now is the accepted time; behold, now is the day of sal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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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他說：『在悅納的時候，我應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哪，現在正是悅納的時候，現在正

是拯救的日子。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因為， 在對(他)場合時節 在對(他)乃接納領受的 我那時(也是)垂聽 從屬你， 並且 在內

在對(她)日子/白日 從屬(她)拯救 我那時(也是)行馳援幫助 在對你；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現在此時地

(他)場合時節 (他)可悅納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現在此時地 (她)日子/白日 從屬(她)拯救；

林後 6:3 mhdemi,an evn mhdeni. dido,ntej proskoph,n( i[na mh. mwmhqh/| h` diakoni,a(
Giving no offence in any thing, that the ministry be not blamed:
我們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礙，免得這職分被人毀謗；

到於(她)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在內 在對(它)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他們)現正持續給與了的 到於(她)絆跌之肇因，

為要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挑污點瑕疵 (她)那 (她)職務服事；

林後 6:4 avllV evn panti. sunista,ntej èautou.j ẁj qeou/ dia,konoi( evn ùpomonh/| pollh/|( evn qli,yesin( evn avna,gkaij(
evn stenocwri,aij(
But in all things approving ourselves as the ministers of God, in much patience, in afflictions, in necessities, in
distresses,
反倒在各樣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就如在許多的忍耐，患難，窮乏，困苦，

但乃是 在內 在對(它)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現正持續並立/並列表明了的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正如地 從屬(他)神

(他們)僕工執事， 在內 在對(她)堅忍持守 在對(她)許多的， 在內 在對(她們)壓迫患難， 在內

在對(她們)迫切需要， 在內 在對(她們)狹隘困苦，

林後 6:5 evn plhgai/j( evn fulakai/j( evn avkatastasi,aij( evn ko,poij( evn avgrupni,aij( evn nhstei,aij(
In stripes, in imprisonments, in tumults, in labours, in watchings, in fastings;
鞭打，監禁，擾亂，勤勞，儆醒，不食，

在內 在對(她們)災禍傷害， 在內 在對(她們)夜更/監獄， 在內 在對(她們)混亂不安， 在內 在對(他們)勞碌疲累，

在內 在對(她們)不眠警醒， 在內 在對(她們)禁食，

林後 6:6 evn àgno,thti( evn gnw,sei( evn makroqumi,a|( evn crhsto,thti( evn pneu,mati àgi,w|( evn avga,ph| avnupokri,tw|(
By pureness, by knowledge, by longsuffering, by kindness, by the Holy Ghost, by love unfeigned,
廉潔，知識，恆忍，恩慈，聖靈的感化，無偽的愛心，

在內 在對(她)聖潔清廉， 在內 在對(她)知識認識， 在內 在對(她)恆忍耐性， 在內 在對(她)恩慈合宜， 在內

在對(它)靈/風 在對(它)聖的， 在內 在對(她)愛 在對(她)不會作戲假裝的，

林後 6:7 evn lo,gw| avlhqei,aj( evn duna,mei qeou/\ dia. tw/n o[plwn th/j dikaiosu,nhj tw/n dexiw/n kai. avristerw/n(
By the word of truth, by the power of God, by the armour of righteousness on the right hand and on the left,
真實的道理，神的大能；仁義的兵器在左在右；

在內 在對(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她)真情實理， 在內 在對(她)能力權能 從屬(他)神；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器械裝備 從屬(她)那 從屬(她)至義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它們)右手邊的 並且

從屬(它們)左手邊的，

林後 6:8 dia. do,xhj kai. avtimi,aj( dia. dusfhmi,aj kai. euvfhmi,aj\ wj̀ pla,noi kai. avlhqei/j(
By honour and dishonour, by evil report and good report: as deceivers, and yet true;
榮耀羞辱，惡名美名；似乎是誘惑人的，卻是誠實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榮耀 並且 從屬(她)低賤羞愧，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為壞的名聲傳說 並且

從屬(她)為好的名聲傳說； 正如地 (他們)引離正道的， 並且 (他們)誠正真實的；

林後 6:9 wj̀ avgnoou,menoi kai. evpiginwsko,menoi( wj̀ avpoqnh,|skontej kai. ivdou. zw/men( ẁj paideuo,menoi kai. mh.
qanatou,menoi(
As unknown, and yet well known; as dying, and, behold, we live; as chastened, and not killed;
似乎不為人所知，卻是人所共知的；似乎要死，卻是活著的；似乎受責罰，卻是不至喪命的；

正如地 (他們)現正持續被不領悟認知了的，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被清楚認識知道了的； 正如地

(他們)現正持續死去了的，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我們現在持續活； 正如地

(他們)現正持續被訓練管教了的， 並且 不會/不要 (他們)現正持續被促使為死了的；

林後 6:10 wj̀ lupou,menoi avei. de. cai,rontej( ẁj ptwcoi. pollou.j de. plouti,zontej( wj̀ mhde.n e;contej kai. pa,nta
kate,contejÅ
As sorrowful, yet alway rejoicing; as poor, yet making many rich; as having nothing, and yet possessing all
things.
似乎憂愁，卻是常常快樂的；似乎貧窮，卻是叫許多人富足的；似乎一無所有，卻是樣樣都有的。

正如地 (他們)現正持續被致憂傷愁苦了的， 總是時常地 然而也 (他們)現正持續歡喜安樂了的； 正如地

(他們)貧苦窮困的， 到於(他們)許多的 然而也 (他們)現正持續使有豐滿富足了的； 正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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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於(它)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並且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現正持續持住了的。

林後 6:11 To. sto,ma h̀mw/n avne,w|gen pro.j um̀a/j( Kori,nqioi( h̀ kardi,a hm̀w/n pepla,tuntai\
O ye Corinthians, our mouth is open unto you, our heart is enlarged.
哥林多人哪，我們向你們，口是張開的，心是寬宏的。

(它)那 (它)口/嘴 從屬我們 他/她/它現在已經向上開啟打開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阿,(他們)哥林多人， (她)那

(她)內心 從屬我們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加寬；

林後 6:12 ouv stenocwrei/sqe evn h̀mi/n( stenocwrei/sqe de. evn toi/j spla,gcnoij ùmw/n\
Ye are not straitened in us, but ye are straitened in your own bowels.
你們狹窄，原不在乎我們，是在乎自己的心腸狹窄。

不是/不 你們現在持續被狹迫夾困 在內 在對我們， 你們現在持續被狹迫夾困 然而也 在內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腸腑內臟/憐慈心腸 從屬你們；

林後 6:13 th.n de. auvth.n avntimisqi,an( ẁj te,knoij le,gw( platu,nqhte kai. ùmei/jÅ
Now for a recompence in the same, (I speak as unto my children,) be ye also enlarged.
你們也要照樣用寬宏的心報答我；我這話正像對自己的孩子說的。

到於(她)那 然而也 到於(她)同一者 到於(她)回報酬勞， 正如地 在對(它們)孩子 我現在持續道說，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被加寬 並且 你們。

林後 6:14 Mh. gi,nesqe èterozugou/ntej avpi,stoij\ ti,j ga.r metoch. dikaiosu,nh| kai. avnomi,a| h' ti,j koinwni,a fwti.
pro.j sko,tojÈ
Be ye not unequally yoked together with unbelievers: for what fellowship hath righteousness with
unrighteousness? and what communion hath light with darkness?
你們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負一軛；義和不義有甚麼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甚麼相通呢；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他們)現正持續相異不同地負一軛了的 在對(他們)不誠不信的；

(她)任何什麼呢 因為 (她)參與相交 在對(她)至義 並且 在對(她)不法？ 甚或/或而 (她)任何什麼呢 (她)共通合享

在對(它)光明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它)黑暗？
[經文變異RT]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他們)現正持續相異不同地負一軛了的 在對(他們)不誠不信的；

(她)任何什麼呢 因為 (她)參與相交 在對(她)至義 並且 在對(她)不法？ (她)任何什麼呢 然而也 (她)共通合享

在對(它)光明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它)黑暗？

林後 6:15 ti,j de. sumfw,nhsij Cristou/ pro.j Belia,r( h' ti,j meri.j pistw/| meta. avpi,stouÈ
And what concord hath Christ with Belial? or what part hath he that believeth with an infidel?
基督和彼列〔彼列就是撒但的別名〕有甚麼相和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甚麼相干呢；

(她)任何什麼呢 然而也 (她)協調一致 從屬(他)基督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彼列？ 甚或/或而 (她)任何什麼呢

(她)配份 在對(他)誠且信的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不誠不信的？
[經文變異RT]

(她)任何什麼呢 然而也 (她)協調一致 在對(他)基督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彼列？ 甚或/或而 (她)任何什麼呢

(她)配份 在對(他)誠且信的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不誠不信的？

林後 6:16 ti,j de. sugkata,qesij naw/| qeou/ meta. eivdw,lwnÈ hm̀ei/j ga.r nao.j qeou/ evsmen zw/ntoj( kaqw.j ei=pen ò qeo.j
o[ti VEnoikh,sw evn auvtoi/j kai. evmperipath,sw kai. e;somai auvtw/n qeo.j kai. auvtoi. e;sontai, mou lao,jÅ
And what agreement hath the temple of God with idols? for ye are the temple of the living God; as God hath
said, I will dwell in them, and walk in them; and I will be their God, and they shall be my people.
神的殿和偶像有甚麼相同呢；因為我們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說：『我要在他們中間居住，在他們中間來往；

我要作他們的神，他們要作我的子民。』

(她)任何什麼呢 然而也 (她)附議贊同 在對(他)殿宇 從屬(他)神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它們)偶像？ 我們 因為

(他)殿宇 從屬(他)神 我們現在持續是 從屬(他)現正持續活了的；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那

(他)神， 是這樣 我將要(持續)住在內 在內 在對(他們)同一者， 並且 我將要(持續)在其間來往昂然踏行； 並且

我將要(持續)是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神， 並且 (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是 從屬我 (他)人民百姓。
[經文變異RT]

(她)任何什麼呢 然而也 (她)附議贊同 在對(他)殿宇 從屬(他)神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它們)偶像？ 你們 因為

(他)殿宇 從屬(他)神 你們現在持續是 從屬(他)現正持續活了的；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那

(他)神， 是這樣 我將要(持續)住在內 在內 在對(他們)同一者， 並且 我將要(持續)在其間來往昂然踏行； 並且

我將要(持續)是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神， 並且 (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是 在對我 (他)人民百姓。

林後 6:17 dio. evxe,lqate evk me,sou auvtw/n kai. avfori,sqhte( le,gei ku,rioj( kai. avkaqa,rtou mh. a[ptesqe\ kavgw.
eivsde,xomai ùma/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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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fore come out from among them, and be ye separate, saith the Lord, and touch not the unclean thing; and
I will receive you,
又說：『你們務要從他們中間出來，與他們分別，不要沾不潔淨的物，我就收納你們。

為這個緣故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向外出來 從屬(它)中間當中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被界定分開，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他)主人， 並且 從屬(它)污穢的註1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觸摸連接； 並且我 我將要(持續)讓自己向內接納領受進入 到於你們，

註1：“從屬(它)污穢的”文法上亦可以為“從屬(他)污穢的”。

林後 6:18 kai. e;somai ùmi/n eivj pate,ra kai. ùmei/j e;sesqe, moi eivj uiòu.j kai. qugate,raj( le,gei ku,rioj
pantokra,twrÅ
And will be a Father unto you, and ye shall be my sons and daughters, saith the Lord Almighty.
我要作你們的父，你們要作我的兒女。』這是全能的主說的。

並且 我將要(持續)是 在對你們 向內進入 到於(他)父親， 並且 你們 你們將要(持續)是 在對我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兒子 並且 到於(她們)女兒，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他)主人 (他)全能者。

林後 7:1 tau,taj ou=n e;contej ta.j evpaggeli,aj( avgaphtoi,( kaqari,swmen èautou.j avpo. panto.j molusmou/ sarko.j
kai. pneu,matoj( evpitelou/ntej àgiwsu,nhn evn fo,bw| qeou/Å
Having therefore these promises, dearly beloved, let us cleanse ourselves from all filthiness of the flesh and
spirit, perfecting holiness in the fear of God.
親愛的弟兄阿，我們既有這等應許，就當潔淨自己，除去身體靈魂一切的污穢，敬畏神，得以成聖。

到於(她們)那同一者 這樣 (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應許， 阿,(他們)蒙愛的，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潔淨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他)促成髒損染污

從屬(她)肉體 並且 從屬(它)靈/風， (他們)現正持續在上面完成了的 到於(她)全然為聖 在內 在對(他)畏懼害怕

從屬(他)神。

林後 7:2 Cwrh,sate h̀ma/j\ ouvde,na hvdikh,samen( ouvde,na evfqei,ramen( ouvde,na evpleonekth,samenÅ
Receive us; we have wronged no man, we have corrupted no man, we have defrauded no man.
你們要心地寬大收納我們；我們未曾虧負誰，未曾敗壞誰，未曾佔誰的便宜。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裝填容納 到於我們； 到於(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我們那時(也是)行不義，

到於(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我們那時(也是)腐朽敗壞， 到於(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我們那時(也是)行貪婪。

林後 7:3 pro.j kata,krisin ouv le,gw\ proei,rhka ga.r o[ti evn tai/j kardi,aij h̀mw/n evste eivj to. sunapoqanei/n kai.
suzh/nÅ
I speak not this to condemn you: for I have said before, that ye are in our hearts to die and live with you.
我說這話，不是要定你們的罪；我已經說過，你們常在我們心裏，情願與你們同生同死。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斷定有罪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道說； 我現在已經預先開聲言說 因為， 是這樣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內心 從屬我們 你們現在持續是，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共同死去 並且

現要去持續共同活。
[經文變異RT]

不是/不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斷定有罪 我現在持續道說； 我現在已經預先開聲言說 因為， 是這樣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內心 從屬我們 你們現在持續是，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共同死去 並且

現要去持續共同活。

林後 7:4 pollh, moi parrhsi,a pro.j ùma/j( pollh, moi kau,chsij ùpe.r ùmw/n\ peplh,rwmai th/| paraklh,sei(
up̀erperisseu,omai th/| cara/| evpi. pa,sh| th/| qli,yei h̀mw/nÅ
Great is my boldness of speech toward you, great is my glorying of you: I am filled with comfort, I am exceeding
joyful in all our tribulation.
我大大的放膽，向你們說話；我因你們多多誇口，滿得安慰；我們在一切患難中分外的快樂。

(她)許多的 在對我 (她)放膽公開直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她)許多的 在對我 (她)誇耀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你們； 我現在已經被促使成充滿添足 在對(她)那 在對(她)勸勉請求，

我現在持續被特別成格外多註1
在對(她)那 在對(她)歡喜快樂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壓迫患難 從屬我們。

註1：“我現在持續被特別成格外多”文法上亦可以為“我現在持續讓自己特別成格外多”。

林後 7:5 Kai. ga.r evlqo,ntwn h̀mw/n eivj Makedoni,an ouvdemi,an e;schken a;nesin h̀ sa.rx hm̀w/n avllV evn panti.
qlibo,menoi\ e;xwqen ma,cai( e;swqen fo,boiÅ
For, when we were come into Macedonia, our flesh had no rest, but we were troubled on every side; without
were fightings, within were fears.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  簡易閲讀版  1123

1123

我們從前就是到了馬其頓的時候，身體也不得安寧，周圍遭患難，外有爭戰，內有懼怕；

並且 因為 從屬(他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從屬我們 向內進入 到於(她)馬其頓， 到於(她)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已經持有 到於(她)鬆弛放開 (她)那 (她)肉體 從屬我們， 但乃是 在內 在對(它)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現正持續被擁擠壓迫了的； 從在外面地 (她們)爭戰爭鬥， 從入內裏面地 (他們)畏懼害怕。

林後 7:6 avllV ò parakalw/n tou.j tapeinou.j pareka,lesen h̀ma/j ò qeo.j evn th/| parousi,a| Ti,tou(
Nevertheless God, that comforteth those that are cast down, comforted us by the coming of Titus;
但那安慰喪氣之人的神，藉著提多來安慰了我們；

但乃是 (他)那 (他)現正持續勸勉請求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低微降卑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勸勉請求

到於我們 (他)那 (他)神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臨近 從屬(他)提多；

林後 7:7 ouv mo,non de. evn th/| parousi,a| auvtou/ avlla. kai. evn th/| paraklh,sei h-| pareklh,qh evfV ùmi/n( avnagge,llwn
hm̀i/n th.n um̀w/n evpipo,qhsin( to.n um̀w/n ovdurmo,n( to.n ùmw/n zh/lon ùpe.r evmou/ w[ste me ma/llon carh/naiÅ
And not by his coming only, but by the consolation wherewith he was comforted in you, when he told us your
earnest desire, your mourning, your fervent mind toward me; so that I rejoiced the more.
不但藉著他來，也藉著他從你們所得的安慰，安慰了我們；因他把你們的想念，哀慟，和向我的熱心，都告訴了

我，叫我更加歡喜。

不是/不 僅有單獨地 然而也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臨近 從屬(他)同一者， 但乃是 並且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勸勉請求 在對(她)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勸勉請求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你們，

(他)現正持續向上報信通告了的 在對我們 到於(她)那 從屬你們 到於(她)在上面渴望想念， 到於(他)那 從屬你們

到於(他)嘆息悲嘆， 到於(他)那 從屬你們 到於(他)火熱激昂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我"； 以致 到於我

更特別尤其地 那時(也是)要去被歡喜安樂。

林後 7:8 o[ti eiv kai. evlu,phsa ùma/j evn th/| evpistolh/|( ouv metame,lomai\ eiv kai. metemelo,mhn( ble,pw Îga.rÐ o[ti h`
evpistolh. evkei,nh eiv kai. pro.j w[ran evlu,phsen ùma/j(
For though I made you sorry with a letter, I do not repent, though I did repent: for I perceive that the same
epistle hath made you sorry, though it were but for a season.
我先前寫信叫你們憂愁；我後來雖然懊悔，如今卻不懊悔；因我知道那信叫你們憂愁，不過是暫時的。

是這樣 若是 並且 我那時(也是)致憂傷愁苦 到於你們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書信，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轉意後悔； 若是 並且 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轉意後悔， 我現在持續著眼觀看 因為 是這樣

(她)那 (她)書信 (她)在那裏的那個， 若是 並且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鐘點時刻，

他/她/它那時(也是)致憂傷愁苦 到於你們；
[經文變異WH]

是這樣 若是 並且 我那時(也是)致憂傷愁苦 到於你們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書信，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轉意後悔； 若是 並且 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轉意後悔， 我現在持續著眼觀看 是這樣 (她)那

(她)書信 (她)在那裏的那個， 若是 並且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鐘點時刻， 他/她/它那時(也是)致憂傷愁苦

到於你們；

林後 7:9 nu/n cai,rw( ouvc o[ti evluph,qhte avllV o[ti evluph,qhte eivj meta,noian\ evluph,qhte ga.r kata. qeo,n( i[na evn
mhdeni. zhmiwqh/te evx hm̀w/nÅ
Now I rejoice, not that ye were made sorry, but that ye sorrowed to repentance: for ye were made sorry after a
godly manner, that ye might receive damage by us in nothing.
如今我歡喜，不是因你們憂愁，是因你們從憂愁中生出懊悔來；你們依著神的意思憂愁，凡事就不至於因我們受

虧損了。

現在此時地 我現在持續歡喜安樂， 不是/不 是這樣 你們那時(也是)被致憂傷愁苦， 但乃是 是這樣

你們那時(也是)被致憂傷愁苦 向內進入 到於(她)轉悟悔改； 你們那時(也是)被致憂傷愁苦 因為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神， 為要 在內 在對(它)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被促使有損害虧失 向外出來 從屬我們。

林後 7:10 h` ga.r kata. qeo.n lu,ph meta,noian eivj swthri,an avmetame,lhton evrga,zetai\ h` de. tou/ ko,smou lu,ph
qa,naton katerga,zetaiÅ
For godly sorrow worketh repentance to salvation not to be repented of: but the sorrow of the world worketh
death.
因為依著神的意思憂愁，就生出沒有後悔的懊悔來，以致得救；但世俗的憂愁，是叫人死。

(她)那 因為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神 (她)憂傷愁苦 到於(她)轉悟悔改 向內進入 到於(她)拯救

到於(她)不會轉意後悔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作工作； (她)那 然而也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她)憂傷愁苦 到於(他)死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作工作完成。
[經文變異RT]

(她)那 因為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神 (她)憂傷愁苦 到於(她)轉悟悔改 向內進入 到於(她)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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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於(她)不會轉意後悔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作工作完成； (她)那 然而也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她)憂傷愁苦 到於(他)死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作工作完成。

林後 7:11 ivdou. ga.r auvto. tou/to to. kata. qeo.n luphqh/nai po,shn kateirga,sato ùmi/n spoudh,n( avlla. avpologi,an(
avlla. avgana,kthsin( avlla. fo,bon( avlla. evpipo,qhsin( avlla. zh/lon( avlla. evkdi,khsinÅ evn panti. sunesth,sate èautou.j
ag̀nou.j ei=nai tw/| pra,gmatiÅ
For behold this selfsame thing, that ye sorrowed after a godly sort, what carefulness it wrought in you, yea, what
clearing of yourselves, yea, what indignation, yea, what fear, yea, what vehement desire, yea, what zeal, yea,
what revenge! In all things ye have approved yourselves to be clear in this matter.
你看，你們依著神的意思憂愁，從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自訴，自恨，恐懼，想念，熱心，責罰；〔或作自責〕

在這一切事上你們都表明自己是潔淨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因為， (它)同一者 (它)那同一者， (它)那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神

那時(也是)要去被致憂傷愁苦， 到於(她)這多少呢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作工作完成 在對你們 到於(她)勤奮殷切，

但乃是 到於(她)申訴答辯， 但乃是 到於(她)怨恨惱怒， 但乃是 到於(他)畏懼害怕， 但乃是

到於(她)在上面渴望想念， 但乃是 到於(他)火熱激昂， 但乃是 到於(她)行伸張公平正義。 在內

在對(它)所有每一個的 你們那時(也是)並立/並列表明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到於(他們)聖潔的 現要去持續是

在對(它)那 在對(它)事務行動。
[經文變異RT]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因為， (它)同一者 (它)那同一者， (它)那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神

那時(也是)要去被致憂傷愁苦 到於你們， 到於(她)這多少呢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作工作完成 在對你們

到於(她)勤奮殷切， 但乃是 到於(她)申訴答辯， 但乃是 到於(她)怨恨惱怒， 但乃是 到於(他)畏懼害怕， 但乃是

到於(她)在上面渴望想念， 但乃是 到於(他)火熱激昂， 但乃是 到於(她)行伸張公平正義。 在內

在對(它)所有每一個的 你們那時(也是)並立/並列表明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到於(他們)聖潔的 現要去持續是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事務行動。

林後 7:12 a;ra eiv kai. e;graya ùmi/n( ouvc e[neken tou/ avdikh,santoj ouvde. e[neken tou/ avdikhqe,ntoj avllV e[neken tou/
fanerwqh/nai th.n spoudh.n um̀w/n th.n ùpe.r h̀mw/n pro.j um̀a/j evnw,pion tou/ qeou/Å
Wherefore, though I wrote unto you, I did it not for his cause that had done the wrong, nor for his cause that
suffered wrong, but that our care for you in the sight of God might appear unto you.
我雖然從前寫信給你們，卻不是為那虧負人的，也不是為那受人虧負的，乃要在神面前，把你們顧念我們的熱心

，表明出來。

果然如此 若是 並且 我那時(也是)刻寫記載 在對你們， 不是/不 由于為此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那時(也是)行不義了的， 然而也不是地 由于為此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那時(也是)被行不義了的， 但乃是

由于為此地 從屬(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被促使成促為照亮顯明 到於(她)那 到於(她)勤奮殷切 從屬你們 到於(她)那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我們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在面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經文變異RT]

果然如此 若是 並且 我那時(也是)刻寫記載 在對你們， 不是/不 由于為此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那時(也是)行不義了的， 然而也不是地 由于為此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那時(也是)被行不義了的， 但乃是

由于為此地 從屬(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被促使成促為照亮顯明 到於(她)那 到於(她)勤奮殷切 從屬我們 到於(她)那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你們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在面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經文變異WH]

果然如此 若是 並且 我那時(也是)刻寫記載 在對你們， 不是/不 由于為此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那時(也是)行不義了的， 但乃是 然而也不是地 由于為此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那時(也是)被行不義了的，

但乃是 由于為此地 從屬(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被促使成促為照亮顯明 到於(她)那 到於(她)勤奮殷切 從屬你們

到於(她)那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我們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在面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林後 7:13 dia. tou/to parakeklh,meqaÅ VEpi. de. th/| paraklh,sei h̀mw/n perissote,rwj ma/llon evca,rhmen evpi. th/| cara/|
Ti,tou( o[ti avnape,pautai to. pneu/ma auvtou/ avpo. pa,ntwn ùmw/n\
Therefore we were comforted in your comfort: yea, and exceedingly the more joyed we for the joy of Titus,
because his spirit was refreshed by you all.
故此我們得了安慰，並且在安慰之中，因你們眾人使提多心裏暢快歡喜，我們就更加歡喜了。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同一者 我們現在已經被勸勉請求； <在上面>在上面 然而也 在對(她)那

在對(她)勸勉請求 從屬我們 更格外多地 更特別尤其地 我們那時(也是)被歡喜安樂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那

在對(她)歡喜快樂 從屬(他)提多， 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休息恢復 (它)那 (它)靈/風 從屬(他)同一者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你們；
[經文變異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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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同一者 我們現在已經被勸勉請求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那 在對(她)勸勉請求

從屬你們； 更格外多地 然而也 更特別尤其地 我們那時(也是)被歡喜安樂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那

在對(她)歡喜快樂 從屬(他)提多， 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休息恢復 (它)那 (它)靈/風 從屬(他)同一者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你們；

林後 7:14 o[ti ei; ti auvtw/| up̀e.r ùmw/n kekau,chmai( ouv kath|scu,nqhn( avllV wj̀ pa,nta evn avlhqei,a| evlalh,samen ùmi/n(
ou[twj kai. h` kau,chsij h̀mw/n h` evpi. Ti,tou avlh,qeia evgenh,qhÅ
For if I have boasted any thing to him of you, I am not ashamed; but as we spake all things to you in truth, even
so our boasting, which I made before Titus, is found a truth.
我若對提多誇獎了你們甚麼，也覺得沒有慚愧；因我對提多誇獎你們的話，成了真的；正如我對你們所說的話，

也都是真的。

是這樣 若是 到於(它)任何什麼 在對(他)同一者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你們 我現在已經讓自己/被誇耀，

不是/不 我那時(也是)被向下挑起羞辱感； 但乃是 正如地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內 在對(她)真情實理

我們那時(也是)發言講說 在對你們， 那同一樣式地 並且 (她)那 (她)誇耀 從屬我們 (她)那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他)提多 (她)真情實理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發成為。
[經文變異WH]

是這樣 若是 到於(它)任何什麼 在對(他)同一者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你們 我現在已經讓自己/被誇耀，

不是/不 我那時(也是)被向下挑起羞辱感； 但乃是 正如地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內 在對(她)真情實理

我們那時(也是)發言講說 在對你們， 那同一樣式地 並且 (她)那 (她)誇耀 從屬我們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他)提多

(她)真情實理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發成為。

林後 7:15 kai. ta. spla,gcna auvtou/ perissote,rwj eivj ùma/j evstin avnamimnh|skome,nou th.n pa,ntwn ùmw/n ùpakoh,n(
wj̀ meta. fo,bou kai. tro,mou evde,xasqe auvto,nÅ
And his inward affection is more abundant toward you, whilst he remembereth the obedience of you all, how
with fear and trembling ye received him.
並且提多想起你們眾人的順服，是怎樣恐懼戰兢的接待他，他愛你們的心腸就越發熱了。

並且 (它們)那些 (它們)腸腑內臟/憐慈心腸 從屬(他)同一者 更格外多地 向內進入 到於你們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從屬(他)現正持續讓自己再向上致使提醒記得了的
註1

到於(她)那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你們 到於(她)聽從順服，

正如地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畏懼害怕 並且 從屬(他)懼怕戰兢 你們那時(也是)讓自己接納領受

到於(他)同一者。

註1：“從屬(他)現正持續讓自己再向上致使提醒記得了的”文法上亦可以為“從屬(他)現正持續被再向上致使提醒記得了

的”。

林後 7:16 cai,rw o[ti evn panti. qarrw/ evn um̀i/nÅ
I rejoice therefore that I have confidence in you in all things.
我如今歡喜，能在凡事上為你們放心。

我現在持續歡喜安樂， 是這樣 在內 在對(它)所有每一個的 我現在持續有勇氣自信 在內 在對你們。
[經文變異RT]

我現在持續歡喜安樂 這樣， 是這樣 在內 在對(它)所有每一個的 我現在持續有勇氣自信 在內 在對你們。

林後 8:1 Gnwri,zomen de. ùmi/n( avdelfoi,( th.n ca,rin tou/ qeou/ th.n dedome,nhn evn tai/j evkklhsi,aij th/j
Makedoni,aj(
Moreover, brethren, we do you to wit of the grace of God bestowed on the churches of Macedonia;
弟兄們，我把神賜給馬其頓眾教會的恩告訴你們；

我們現在持續使成認識知道 然而也 在對你們， 阿,(他們)弟兄， 到於(她)那 到於(她)恩典惠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到於(她)那 到於(她)現在已經被給與了的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傳召 從屬(她)那 從屬(她)馬其頓；

林後 8:2 o[ti evn pollh/| dokimh/| qli,yewj h̀ perissei,a th/j cara/j auvtw/n kai. h` kata. ba,qouj ptwcei,a auvtw/n
evperi,sseusen eivj to. plou/toj th/j àplo,thtoj auvtw/n\
How that in a great trial of affliction the abundance of their joy and their deep poverty abounded unto the riches
of their liberality.
就是他們在患難中受大試煉的時候，仍有滿足的快樂，在極窮之間，還格外顯出他們樂捐的厚恩。

是這樣 在內 在對(她)許多的 在對(她)驗證證實 從屬(她)壓迫患難 (她)那 (她)超量盈餘 從屬(她)那 從屬(她)歡喜快樂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她)那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它)深度 (她)貧窮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成格外多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豐滿富足 從屬(她)那 從屬(她)純誠無私 從屬(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是這樣 在內 在對(她)許多的 在對(她)驗證證實 從屬(她)壓迫患難 (她)那 (她)超量盈餘 從屬(她)那 從屬(她)歡喜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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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她)那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它)深度 (她)貧窮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成格外多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豐滿富足 從屬(她)那 從屬(她)純誠無私 從屬(他們)同一者；

林後 8:3 o[ti kata. du,namin( marturw/( kai. para. du,namin( auvqai,retoi
For to their power, I bear record, yea, and beyond their power they were willing of themselves;
我可以證明他們是按著力量，而且也過了力量，自己甘心樂意的捐助；

是這樣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能力權能， 我現在持續作見證人， 並且 <在旁邊>到旁邊 到於(她)能力權能，

(他們)乃自已選取的，
[經文變異RT]

是這樣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能力權能， 我現在持續作見證人， 並且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高超

到於(她)能力權能， (他們)乃自已選取的，

林後 8:4 meta. pollh/j paraklh,sewj deo,menoi h̀mw/n th.n ca,rin kai. th.n koinwni,an th/j diakoni,aj th/j eivj tou.j
ag̀i,ouj(
Praying us with much intreaty that we would receive the gift, and take upon us the fellowship of the ministering
to the saints.
再三的求我們，准他們在這供給聖徒的恩情上有分；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許多的 從屬(她)勸勉請求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自卑乞求了的 從屬我們 到於(她)那

到於(她)恩典惠意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共通合享 從屬(她)那 從屬(她)職務服事 從屬(她)那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聖的；
[經文變異RT]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許多的 從屬(她)勸勉請求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自卑乞求了的 從屬我們， 到於(她)那

到於(她)恩典惠意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共通合享 從屬(她)那 從屬(她)職務服事 從屬(她)那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聖的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接納領受 到於我們；

林後 8:5 kai. ouv kaqw.j hvlpi,samen avllV eàutou.j e;dwkan prw/ton tw/| kuri,w| kai. h̀mi/n dia. qelh,matoj qeou/
And this they did, not as we hoped, but first gave their own selves to the Lord, and unto us by the will of God.
並且他們所作的，不但照我們所想望的，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獻給主，又歸附了我們。

並且 不是/不 按照正如地 我們那時(也是)有期盼指望， 但乃是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給與

首先地 在對(他)那 在對(他)主人， 並且 在對我們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所定意 從屬(他)神，

林後 8:6 eivj to. parakale,sai h̀ma/j Ti,ton( i[na kaqw.j proenh,rxato ou[twj kai. evpitele,sh| eivj ùma/j kai. th.n ca,rin
tau,thnÅ
Insomuch that we desired Titus, that as he had begun, so he would also finish in you the same grace also.
因此我勸提多，既然在你們中間開辦這慈惠的事，就當辦成了。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勸勉請求 到於我們 到於(他)提多， 為要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先前在內起始為首， 那同一樣式地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在上面完成 向內進入

到於你們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恩典惠意 到於(她)那同一者。

林後 8:7 avllV w[sper evn panti. perisseu,ete( pi,stei kai. lo,gw| kai. gnw,sei kai. pa,sh| spoudh/| kai. th/| evx h̀mw/n evn
um̀i/n avga,ph|( i[na kai. evn tau,th| th/| ca,riti perisseu,hteÅ
Therefore, as ye abound in every thing, in faith, and utterance, and knowledge, and in all diligence, and in your
love to us, see that ye abound in this grace also.
你們既然在信心，口才，知識，熱心，和待我們的愛心上，都格外顯出滿足來，就當在這慈惠的事上，也格外顯

出滿足來。

但乃是 甚至正如地 在內 在對(它)所有每一個的 你們現在持續成格外多， 在對(她)信 並且

在對(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並且 在對(她)知識認識 並且 在對(她)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她)勤奮殷切 並且 在對(她)那

向外出來 從屬我們 在內 在對你們 在對(她)愛， 為要 並且 在內 在對(她)那同一者 在對(她)那 在對(她)恩典惠意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成格外多。
[經文變異RT]

但乃是 甚至正如地 在內 在對(它)所有每一個的 你們現在持續成格外多， 在對(她)信 並且

在對(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並且 在對(她)知識認識 並且 在對(她)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她)勤奮殷切 並且 在對(她)那

向外出來 從屬你們 在內 在對我們 在對(她)愛， 為要 並且 在內 在對(她)那同一者 在對(她)那 在對(她)恩典惠意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成格外多。

林後 8:8 Ouv katV evpitagh.n le,gw avlla. dia. th/j ète,rwn spoudh/j kai. to. th/j ùmete,raj avga,phj gnh,sion
dokima,zwn\
I speak not by commandment, but by occasion of the forwardness of others, and to prove the sincerity of your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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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說這話，不是吩咐你們，乃是藉著別人的熱心，試驗你們愛心的實在。

不是/不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指令規定 我現在持續道說， 但乃是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他們)相異不同的 從屬(她)勤奮殷切 並且 到於(它)那 從屬(她)那 從屬(她)你們之物 從屬(她)愛

到於(它)嫡系正宗的 (他)現正持續查驗證實了的；

林後 8:9 ginw,skete ga.r th.n ca,rin tou/ kuri,ou hm̀w/n VIhsou/ Cristou/( o[ti diV ùma/j evptw,ceusen plou,sioj w;n(
i[na ùmei/j th/| evkei,nou ptwcei,a| plouth,shteÅ
For ye know the grace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that, though he was rich, yet for your sakes he became poor,
that ye through his poverty might be rich.
你們知道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恩典，他本來富足，卻為你們成了貧窮，叫你們因他的貧窮，可以成為富足。

你們現在持續認識知道 因為 到於(她)那 到於(她)恩典惠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我們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是這樣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你們 他/她/它那時(也是)成乞丐貧窮 (他)具豐滿富足的

(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為要 你們 在對(她)那 從屬(他)在那裏的那個 在對(她)貧窮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成豐滿富足。

林後 8:10 kai. gnw,mhn evn tou,tw| di,dwmi\ tou/to ga.r ùmi/n sumfe,rei( oi[tinej ouv mo,non to. poih/sai avlla. kai. to.
qe,lein proenh,rxasqe avpo. pe,rusi\
And herein I give my advice: for this is expedient for you, who have begun before, not only to do, but also to be
forward a year ago.
我在這事上把我的意見告訴你們，是與你們有益；因為你們下手辦這事，而且起此心意，已經有一年了。

並且 到於(她)意見看法 在內 在對(它)那同一者 我現在持續給與， (它)那同一者 因為 在對你們

他/她/它現在持續一起負載攜帶/輕省有益， (他們)這個任何什麼 不是/不 僅有單獨地 到於(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行出作成， 但乃是 並且 到於(它)那 現要去持續定意 你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先前在內起始為首

從那裏離開 去年地；

林後 8:11 nuni. de. kai. to. poih/sai evpitele,sate( o[pwj kaqa,per h` proqumi,a tou/ qe,lein( ou[twj kai. to. evpitele,sai
evk tou/ e;ceinÅ
Now therefore perform the doing of it; that as there was a readiness to will, so there may be a performance also
out of that which ye have.
如今就當辦成這事；既有願作的心，也當照你們所有的去辦成。

就現在此時地 然而也 並且 到於(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行出作成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在上面完成； 這怎樣如何地

甚至按照這些地 (她)那 (她)欣然願意 從屬(它)那 現要去持續定意， 那同一樣式地 並且 (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在上面完成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現要去持續持有。

林後 8:12 eiv ga.r h̀ proqumi,a pro,keitai( kaqo. eva.n e;ch| euvpro,sdektoj( ouv kaqo. ouvk e;ceiÅ
For if there be first a willing mind, it is accepted according to that a man hath, and not according to that he hath
not.
因為人若有願作的心，必蒙悅納，乃是照他所有的，並不是照他所無的。

若是 因為 (她)那 (她)欣然願意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在前面安置， 按照這地 但凡若是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持有 (他)可悅納的， 不是/不 按照這地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經文變異RT]

若是 因為 (她)那 (她)欣然願意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在前面安置， 按照這地 但凡若是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持有 (他)任何什麼 (他)可悅納的， 不是/不 按照這地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林後 8:13 ouv ga.r i[na a;lloij a;nesij( ùmi/n qli/yij( avllV evx ivso,thtoj\
For I mean not that other men be eased, and ye burdened:
我原不是要別人輕省，你們受累，

不是/不 因為 為要 在對(他們)另外不同的 (她)鬆弛放開， 在對你們 (她)壓迫患難， 但乃是 向外出來

從屬(她)平等均衡：
[經文變異RT]

不是/不 因為 為要 在對(他們)另外不同的 (她)鬆弛放開， 在對你們 然而也 (她)壓迫患難， 但乃是 向外出來

從屬(她)平等均衡：

林後 8:14 evn tw/| nu/n kairw/| to. ùmw/n peri,sseuma eivj to. evkei,nwn ùste,rhma( i[na kai. to. evkei,nwn peri,sseuma
ge,nhtai eivj to. um̀w/n ùste,rhma( o[pwj ge,nhtai ivso,thj(
But by an equality, that now at this time your abundance may be a supply for their want, that their abundance
also may be a supply for your want: that there may be equality:
乃要均平；就是要你們的富餘，現在可以補他們的不足，使他們的富餘，將來也可以補你們的不足，這就均平了

。

在內 在對(他)那 現在此時地 在對(他)場合時節 (它)那 從屬你們 (它)所成格外多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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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屬(他們)在那裏的那個 到於(它)所落後短缺， 為要 並且 (它)那 從屬(他們)在那裏的那個 (它)所成格外多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生發成為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從屬你們 到於(它)所落後短缺； 這怎樣如何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生發成為 (她)平等均衡；

林後 8:15 kaqw.j ge,graptai( ~O to. polu. ouvk evpleo,nasen( kai. o` to. ovli,gon ouvk hvlatto,nhsenÅ
As it is written, He that had gathered much had nothing over; and he that had gathered little had no lack.
如經上所記：『多收的也沒有餘，少收的也沒有缺。』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他)那 到於(它)那 到於(它)許多的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使成更許多， 並且 (他)那 到於(它)那 到於(它)些微少許的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成更微小低下。

林後 8:16 Ca,rij de. tw/| qew/| tw/| do,nti th.n auvth.n spoudh.n ùpe.r ùmw/n evn th/| kardi,a| Ti,tou(
But thanks be to God, which put the same earnest care into the heart of Titus for you.
多謝神，感動提多的心，叫他待你們殷勤，像我一樣。

(她)恩典惠意 然而也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在對(他)那 在對(他)那時(也是)給與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同一者

到於(她)勤奮殷切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你們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內心 從屬(他)提多；
[經文變異RT][經文變異WH]

(她)恩典惠意 然而也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給與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同一者

到於(她)勤奮殷切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你們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內心 從屬(他)提多；

林後 8:17 o[ti th.n me.n para,klhsin evde,xato( spoudaio,teroj de. ùpa,rcwn auvqai,retoj evxh/lqen pro.j ùma/jÅ
For indeed he accepted the exhortation; but being more forward, of his own accord he went unto you.
他固然是聽了我的勸；但自己更是熱心，情願往你們那裏去。

是這樣 到於(她)那 的確 到於(她)勸勉請求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接納領受； (他)更具勤奮殷切的 然而也

(他)現正持續源屬具有了的， (他)乃自已選取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林後 8:18 sunepe,myamen de. metV auvtou/ to.n avdelfo.n ou- ò e;painoj evn tw/| euvaggeli,w| dia. pasw/n tw/n evkklhsiw/n(
And we have sent with him the brother, whose praise is in the gospel throughout all the churches;
我們還打發一位兄弟和他同去；這人在福音上得了眾教會的稱讚；

我們那時(也是)差送打發同去 然而也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他)那 到於(他)弟兄， 從屬(他)這個

(他)那 (他)稱揚嘉許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福音佳訊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傳召；

林後 8:19 ouv mo,non de,( avlla. kai. ceirotonhqei.j ùpo. tw/n evkklhsiw/n sune,kdhmoj hm̀w/n su.n th/| ca,riti tau,th| th/|
diakonoume,nh| ùfV hm̀w/n pro.j th.n Îauvtou/Ð tou/ kuri,ou do,xan kai. proqumi,an hm̀w/n(
And not that only, but who was also chosen of the churches to travel with us with this grace, which is
administered by us to the glory of the same Lord, and declaration of your ready mind:
不但這樣，他也被眾教會挑選，和我們同行，把所託與我們的這捐貲送到了，可以榮耀主，又表明我們樂意的心

。

不是/不 僅有單獨地 然而也， 但乃是 並且 (他)那時(也是)被選立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傳召 (他)共同出到國外之人 從屬我們 共同一起 在對(她)那 在對(她)恩典惠意 在對(她)那同一者

在對(她)那 在對(她)現正持續被行服事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我們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那 從屬(他)同一者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到於(她)榮耀 並且 到於(她)欣然願意 從屬我們；
[經文變異RT]

不是/不 僅有單獨地 然而也， 但乃是 並且 (他)那時(也是)被選立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傳召 (他)共同出到國外之人 從屬我們 共同一起 在對(她)那 在對(她)恩典惠意 在對(她)那同一者

在對(她)那 在對(她)現正持續被行服事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我們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那 從屬(他)同一者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到於(她)榮耀 並且 到於(她)欣然願意 從屬你們；
[經文變異WH]

不是/不 僅有單獨地 然而也， 但乃是 並且 (他)那時(也是)被選立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傳召 (他)共同出到國外之人 從屬我們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恩典惠意 在對(她)那同一者 在對(她)那

在對(她)現正持續被行服事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我們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那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到於(她)榮耀 並且 到於(她)欣然願意 從屬我們；

林後 8:20 stello,menoi tou/to( mh, tij h̀ma/j mwmh,shtai evn th/| ad̀ro,thti tau,th| th/| diakonoume,nh| ùfV h̀mw/n\
Avoiding this, that no man should blame us in this abundance which is administered by us:
這就免得有人因我們收的捐銀很多，就挑我們的不是。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安放立定了的 到於(它)那同一者， 不會/不要 (他)任何什麼 到於我們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挑污點瑕疵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豐厚豐足 在對(她)那同一者 在對(她)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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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她)現正持續被行服事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我們；

林後 8:21 pronoou/men ga.r kala. ouv mo,non evnw,pion kuri,ou avlla. kai. evnw,pion avnqrw,pwnÅ
Providing for honest things, not only in the sight of the Lord, but also in the sight of men.
我們留心行光明的事，不但在主面前，就在人面前，也是這樣。

我們現在持續預見留心 因為 到於(它們)美好適當的， 不是/不 僅有單獨地 在面前地 從屬(他)主人， 但乃是 並且

在面前地 從屬(他們)人。
[經文變異RT]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預見留心了的 到於(它們)美好適當的， 不是/不 僅有單獨地 在面前地 從屬(他)主人， 但乃是

並且 在面前地 從屬(他們)人。

林後 8:22 sunepe,myamen de. auvtoi/j to.n avdelfo.n hm̀w/n o]n evdokima,samen evn polloi/j polla,kij spoudai/on o;nta(
nuni. de. polu. spoudaio,teron pepoiqh,sei pollh/| th/| eivj ùma/jÅ
And we have sent with them our brother, whom we have oftentimes proved diligent in many things, but now
much more diligent, upon the great confidence which I have in you.
我們又打發一位兄弟同去；這人的熱心，我們在許多事上，屢次試驗過，現在他因為深信你們，就更加熱心了。

我們那時(也是)差送打發同去 然而也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那 到於(他)弟兄 從屬我們， 到於(他)這個

我們那時(也是)查驗證實 在內 在對(它們)許多的 經常地 到於(他)具勤奮殷切的 到於(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就現在此時地 然而也 到於(它)許多的 到於(他)更具勤奮殷切的 在對(她)深信 在對(她)許多的 在對(她)那 向內進入

到於你們。

林後 8:23 ei;te ùpe.r Ti,tou( koinwno.j evmo.j kai. eivj ùma/j sunergo,j\ ei;te avdelfoi. hm̀w/n( avpo,stoloi evkklhsiw/n(
do,xa Cristou/Å
Whether any do inquire of Titus, he is my partner and fellowhelper concerning you: or our brethren be inquired
of, they are the messengers of the churches, and the glory of Christ.
論到提多，他是我的同伴，一同為你們勞碌的；論到那兩位弟兄，他們是眾教會的使者，是基督的榮耀。

無論若是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他)提多， (他)合夥共享之人 (他)我之物 並且 向內進入 到於你們

(他)共同作工的； 無論若是 (他們)弟兄 從屬我們， (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從屬(她們)傳召， (她)榮耀

從屬(他)基督。

林後 8:24 th.n ou=n e;ndeixin th/j avga,phj ùmw/n kai. hm̀w/n kauch,sewj ùpe.r ùmw/n eivj auvtou.j evndeiknu,menoi eivj
pro,swpon tw/n evkklhsiw/nÅ
Wherefore shew ye to them, and before the churches, the proof of your love, and of our boasting on your behalf.
所以你們務要在眾教會面前，顯明你們愛心的憑據，並我所誇獎你們的憑據。

到於(她)那 這樣 到於(她)在內顯示展現 從屬(她)那 從屬(她)愛 從屬你們 並且 從屬我們 從屬(她)誇耀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你們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在內顯示展現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它)前面的臉面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傳召。
[經文變異RT]

到於(她)那 這樣 到於(她)在內顯示展現 從屬(她)那 從屬(她)愛 從屬你們 並且 從屬我們 從屬(她)誇耀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你們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同一者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在內顯示展現 並且

向內進入 到於(它)前面的臉面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傳召。
[經文變異WH]

到於(她)那 這樣 到於(她)在內顯示展現 從屬(她)那 從屬(她)愛 從屬你們 並且 從屬我們 從屬(她)誇耀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你們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同一者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在內顯示展現 向內進入

到於(它)前面的臉面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傳召。

林後 9:1 Peri. me.n ga.r th/j diakoni,aj th/j eivj tou.j ag̀i,ouj perisso,n moi, evstin to. gra,fein ùmi/n\
For as touching the ministering to the saints, it is superfluous for me to write to you:
論到供給聖徒的事，我不必寫信給你們；

<在周圍>關於 的確 因為 從屬(她)那 從屬(她)職務服事 從屬(她)那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聖的，

(它)格外多的 在對我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那 現要去持續刻寫記載 在對你們；

林後 9:2 oi=da ga.r th.n proqumi,an ùmw/n h]n up̀e.r ùmw/n kaucw/mai Makedo,sin( o[ti VAcai<a pareskeu,astai avpo.
pe,rusi( kai. to. ùmw/n zh/loj hvre,qisen tou.j plei,onajÅ
For I know the forwardness of your mind, for which I boast of you to them of Macedonia, that Achaia was ready
a year ago; and your zeal hath provoked very many.
因為我知道你們樂意的心，常對馬其頓人誇獎你們，說亞該亞人預備好了，已經有一年了；並且你們的熱心激動

了許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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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因為 到於(她)那 到於(她)欣然願意 從屬你們， 到於(她)這個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你們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誇耀 在對(他們)馬其頓人， 是這樣 (她)亞該亞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預備貼切註1

從那裏離開 去年地； 並且 (它)那 從屬你們 (它)火熱激昂 他/她/它那時(也是)激奮惹動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更多的。

註1：“他/她/它現在已經被預備貼切”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現在已經讓自己預備貼切”。

[經文變異RT]

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因為 到於(她)那 到於(她)欣然願意 從屬你們， 到於(她)這個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你們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誇耀 在對(他們)馬其頓人， 是這樣 (她)亞該亞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預備貼切

從那裏離開 去年地； 並且 (他)那 向外出來 從屬你們 (他)火熱激昂註1
他/她/它那時(也是)激奮惹動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更多的。

註1：“(它)火熱激昂”文法上亦可以為“(他)火熱激昂”。

林後 9:3 e;pemya de. tou.j avdelfou,j( i[na mh. to. kau,chma hm̀w/n to. up̀e.r ùmw/n kenwqh/| evn tw/| me,rei tou,tw|( i[na
kaqw.j e;legon pareskeuasme,noi h=te(
Yet have I sent the brethren, lest our boasting of you should be in vain in this behalf; that, as I said, ye may be
ready:
但我打發那幾位弟兄去，要叫你們照我的話預備妥當；免得我們在這事上誇獎你們的話落了空。

我那時(也是)差送打發 然而也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弟兄， 為要 不會/不要 (它)那 (它)所誇耀 從屬我們 (它)那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你們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促使成虛空無有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部分

在對(它)那同一者； 為要 按照正如地 我當時持續道說， (他們)現在已經被預備貼切了的
註1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是；

註1：“(他們)現在已經被預備貼切了的”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們)現在已經讓自己預備貼切了的”。

林後 9:4 mh, pwj eva.n e;lqwsin su.n evmoi. Makedo,nej kai. eu[rwsin ùma/j avparaskeua,stouj kataiscunqw/men hm̀ei/j(
i[na mh. le,gw ùmei/j( evn th/| up̀osta,sei tau,th|Å
Lest haply if they of Macedonia come with me, and find you unprepared, we (that we say not, ye) should be
ashamed in this same confident boasting.
萬一有馬其頓人與我同去，見你們沒有預備，就叫我們所確信的，反成了羞愧；你們羞愧，更不用說了。

不會/不要 某個方式地 但凡若是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到來前往 共同一起 在對"我" (他們)馬其頓人，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找到尋見 到於你們 到於(他們)沒有預備貼切的，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被向下挑起羞辱感

我們， 為要 不會/不要 我現在應該持續道說 你們，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實體確信 在對(她)那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不會/不要 某個方式地 但凡若是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到來前往 共同一起 在對"我" (他們)馬其頓人，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找到尋見 到於你們 到於(他們)沒有預備貼切的，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被向下挑起羞辱感

我們， 為要 不會/不要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道說 你們，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實體確信 在對(她)那同一者

從屬(她)那 從屬(她)所誇耀。
[經文變異WH]

不會/不要 某個方式地 但凡若是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到來前往 共同一起 在對"我" (他們)馬其頓人，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找到尋見 到於你們 到於(他們)沒有預備貼切的，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被向下挑起羞辱感

我們， 為要 不會/不要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道說 你們，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實體確信 在對(她)那同一者。

林後 9:5 avnagkai/on ou=n h̀ghsa,mhn parakale,sai tou.j avdelfou,j( i[na proe,lqwsin eivj ùma/j kai. prokatarti,swsin
th.n proephggelme,nhn euvlogi,an ùmw/n( tau,thn ètoi,mhn ei=nai ou[twj wj̀ euvlogi,an kai. mh. ẁj pleonexi,anÅ
Therefore I thought it necessary to exhort the brethren, that they would go before unto you, and make up
beforehand your bounty, whereof ye had notice before, that the same might be ready, as a matter of bounty,
and not as of covetousness.
因此，我想不得不求那幾位弟兄，先到你們那裏去，把從前所應許的捐貲，預備妥當，就顯出你們所捐的，是出

於樂意，不是出於勉強；

(它)具迫切需要的 這樣 我那時(也是)讓自己帶領引導 那時(也是)要去勸勉請求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弟兄， 為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到來前往在前面 向內進入 到於你們，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預先向下使成裝備妥當 到於(她)那 到於(她)現在已經讓自己/被預先應承許諾了的

到於(她)稱讚祝福 從屬你們， 到於(她)那同一者 到於(她)妥切齊備的 現要去持續是， 那同一樣式地 正如地

到於(她)稱讚祝福， 並且 不會/不要 正如地 到於(她)貪心。
[經文變異RT]

(它)具迫切需要的 這樣 我那時(也是)讓自己帶領引導 那時(也是)要去勸勉請求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弟兄， 為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到來前往在前面 向內進入 到於你們，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預先向下使成裝備妥當 到於(她)那 到於(她)現在已經被預先發佈傳揚了的 到於(她)稱讚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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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屬你們， 到於(她)那同一者 到於(她)妥切齊備的 現要去持續是， 那同一樣式地 正如地 到於(她)稱讚祝福，

並且 不會/不要 甚至正如地 到於(她)貪心。

林後 9:6 Tou/to de,( ò spei,rwn feidome,nwj feidome,nwj kai. qeri,sei( kai. ò spei,rwn evpV euvlogi,aij evpV euvlogi,aij
kai. qeri,seiÅ
But this I say, He which soweth sparingly shall reap also sparingly; and he which soweth bountifully shall reap
also bountifully.
少種的少收，多種的多收；這話是真的。

(它)那同一者註1 然而也： (他)那 (他)現正持續散佈播撒了的 節儉保守地， 節儉保守地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收取莊稼； 並且 (他)那 (他)現正持續散佈播撒了的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們)稱讚祝福，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們)稱讚祝福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收取莊稼。

註1：“(它)那同一者”文法上亦可以為“到於(它)那同一者”。

林後 9:7 e[kastoj kaqw.j proh,|rhtai th/| kardi,a|( mh. evk lu,phj h' evx avna,gkhj\ ìlaro.n ga.r do,thn avgapa/| ò qeo,jÅ
Every man according as he purposeth in his heart, so let him give; not grudgingly, or of necessity: for God loveth
a cheerful giver.
各人要隨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難，不要勉強；因為捐得樂意的人，是神所喜愛的。

(他)各個的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現在已經讓自己選取在前面 在對(她)那 在對(她)內心， 不會/不要 向外出來

從屬(她)憂傷愁苦， 甚或/或而 向外出來 從屬(她)迫切需要； 到於(他)高興樂意的 因為 到於(他)給與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愛 (他)那 (他)神。
[經文變異RT]

(他)各個的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選取在前面 在對(她)那 在對(她)內心， 不會/不要 向外出來

從屬(她)憂傷愁苦， 甚或/或而 向外出來 從屬(她)迫切需要； 到於(他)高興樂意的 因為 到於(他)給與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愛 (他)那 (他)神。

林後 9:8 dunatei/ de. ò qeo.j pa/san ca,rin perisseu/sai eivj ùma/j( i[na evn panti. pa,ntote pa/san auvta,rkeian
e;contej perisseu,hte eivj pa/n e;rgon avgaqo,n(
And God is able to make all grace abound toward you; that ye, always having all sufficiency in all things, may
abound to every good work:
神能將各樣的恩惠，多多的加給你們；使你們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樣善事；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乃能夠可能 然而也 (他)那 (他)神 到於(她)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恩典惠意

那時(也是)要去成格外多 向內進入 到於你們； 為要 在內 在對(它)所有每一個的 總是地 到於(她)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為自足知足 (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成格外多 向內進入 到於(它)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工作 到於(它)良善的；
[經文變異RT]

(他)乃能夠可能的 然而也 (他)那 (他)神 到於(她)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恩典惠意 那時(也是)要去成格外多 向內進入

到於你們； 為要 在內 在對(它)所有每一個的 總是地 到於(她)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為自足知足

(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成格外多 向內進入 到於(它)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工作 到於(它)良善的；

林後 9:9 kaqw.j ge,graptai( VEsko,rpisen( e;dwken toi/j pe,nhsin( h̀ dikaiosu,nh auvtou/ me,nei eivj to.n aivw/naÅ
(As it is written, He hath dispersed abroad; he hath given to the poor: his righteousness remaineth for ever.
如經上所記：『他施捨錢財，賙濟貧窮；他的仁義存到永遠。』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他/她/它那時(也是)驅離分散，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貧乏的； (她)那 (她)至義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停留持守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世紀時代。

林後 9:10 ò de. evpicorhgw/n spo,ron tw/| spei,ronti kai. a;rton eivj brw/sin corhgh,sei kai. plhqunei/ to.n spo,ron
um̀w/n kai. auvxh,sei ta. genh,mata th/j dikaiosu,nhj ùmw/n\
Now he that ministereth seed to the sower both minister bread for your food, and multiply your seed sown, and
increase the fruits of your righteousness;)
那賜種給撒種的，賜糧給人喫的，必多多加給你們種地的種子，又增添你們仁義的果子；

(他)那 然而也 (他)現正持續在上面供給了的 到於(他)種子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散佈播撒了的 並且

到於(他)麵餅 向內進入 到於(她)食用， 他/她/它將要(持續)供給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增添 到於(他)那 到於(他)種子

從屬你們，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成長變大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所生發成為 從屬(她)那 從屬(她)至義

從屬你們；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現正持續在上面供給了的 到於(它)種裔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散佈播撒了的， 並且

到於(他)麵餅 向內進入 到於(她)食用 他/她/它那時(也是)可以供給，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可以增添 到於(他)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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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於(他)種子 從屬你們，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可以成長變大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所生發成為族類

從屬(她)那 從屬(她)至義 從屬你們。
[經文變異WH]

(他)那 然而也 (他)現正持續在上面供給了的 到於(它)種裔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散佈播撒了的 並且

到於(他)麵餅 向內進入 到於(她)食用， 他/她/它將要(持續)供給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增添 到於(他)那 到於(他)種子

從屬你們，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成長變大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所生發成為 從屬(她)那 從屬(她)至義

從屬你們；

林後 9:11 evn panti. ploutizo,menoi eivj pa/san ap̀lo,thta( h[tij katerga,zetai diV h̀mw/n euvcaristi,an tw/| qew/|\
Being enriched in every thing to all bountifulness, which causeth through us thanksgiving to God.
叫你們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捨，就藉著我們使感謝歸於神。

在內 在對(它)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現正持續被使有豐滿富足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純誠無私， (她)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作工作完成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我們

到於(她)感恩祝謝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林後 9:12 o[ti h` diakoni,a th/j leitourgi,aj tau,thj ouv mo,non evsti.n prosanaplhrou/sa ta. ùsterh,mata tw/n àgi,wn(
avlla. kai. perisseu,ousa dia. pollw/n euvcaristiw/n tw/| qew/|\
For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is service not only supplieth the want of the saints, but is abundant also by many
thanksgivings unto God;
因為辦這供給的事，不但補聖徒的缺乏，而且叫許多人越發感謝神。

是這樣 (她)那 (她)職務服事 從屬(她)那 從屬(她)公職服務 從屬(她)那同一者 不是/不 僅有單獨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現正持續在前面向著補充到滿了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所落後短缺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聖的， 但乃是 並且 (她)現正持續成格外多了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們)許多的 從屬(她們)感恩祝謝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林後 9:13 dia. th/j dokimh/j th/j diakoni,aj tau,thj doxa,zontej to.n qeo.n evpi. th/| ùpotagh/| th/j òmologi,aj ùmw/n eivj
to. euvagge,lion tou/ Cristou/ kai. ap̀lo,thti th/j koinwni,aj eivj auvtou.j kai. eivj pa,ntaj(
Whiles by the experiment of this ministration they glorify God for your professed subjection unto the gospel of
Christ, and for your liberal distribution unto them, and unto all men;
他們從這供給的事上得了憑據，知道你們承認基督順服他的福音，多多的捐錢給他們和眾人，便將榮耀歸與神；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驗證證實 從屬(她)那 從屬(她)職務服事 從屬(她)那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歸榮耀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那 在對(她)臣服服從 從屬(她)那

從屬(她)表白承認 從屬你們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福音佳訊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並且

在對(她)純誠無私 從屬(她)那 從屬(她)共通合享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同一者 並且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林後 9:14 kai. auvtw/n deh,sei ùpe.r ùmw/n evpipoqou,ntwn um̀a/j dia. th.n up̀erba,llousan ca,rin tou/ qeou/ evfV ùmi/nÅ
And by their prayer for you, which long after you for the exceeding grace of God in you.
他們也因神極大的恩賜，顯在你們心裏，就切切的想念你們，為你們祈禱。

並且 從屬(他們)同一者 在對(她)自卑乞求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你們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在上面渴望想念了的 到於你們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她)那 到於(她)現正持續超過標準了的

到於(她)恩典惠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你們。

林後 9:15 ca,rij tw/| qew/| evpi. th/| avnekdihgh,tw| auvtou/ dwrea/|Å
Thanks be unto God for his unspeakable gift.
感謝神，因他有說不盡的恩賜。

(她)恩典惠意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那 在對(她)無可向外詳細敘述出來的 從屬(他)同一者

在對(她)賞賜。
[經文變異RT]

(她)恩典惠意 然而也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那 在對(她)無可向外詳細敘述出來的

從屬(他)同一者 在對(她)賞賜。

林後 10:1 Auvto.j de. evgw. Pau/loj parakalw/ ùma/j dia. th/j prau<thtoj kai. evpieikei,aj tou/ Cristou/( o]j kata.
pro,swpon me.n tapeino.j evn um̀i/n( avpw.n de. qarrw/ eivj ùma/j\
Now I Paul myself beseech you by the meekness and gentleness of Christ, who in presence am base among
you, but being absent am bold toward you:
我保羅，就是與你們見面的時候是謙卑的，不在你們那裏的時候向你們是勇敢的，如今親自藉著基督的溫柔和平

，勸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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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同一者 然而也 我 (他)保羅 我現在持續勸勉請求 到於你們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溫和謙柔 並且

從屬(她)公正平和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他)這個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前面的臉面 的確 (他)低微降卑的

在內 在對你們， (他)現正持續是是離開不在了的 然而也 我現在持續有勇氣自信 向內進入 到於你們；
[經文變異RT]

(他)同一者 然而也 我 (他)保羅 我現在持續勸勉請求 到於你們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溫和謙柔[同#4240] 並且 從屬(她)公正平和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他)這個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前面的臉面 的確 (他)低微降卑的 在內 在對你們， (他)現正持續是是離開不在了的 然而也

我現在持續有勇氣自信 向內進入 到於你們；

林後 10:2 de,omai de. to. mh. parw.n qarrh/sai th/| pepoiqh,sei h-| logi,zomai tolmh/sai evpi, tinaj tou.j logizome,nouj
hm̀a/j wj̀ kata. sa,rka peripatou/ntajÅ
But I beseech you, that I may not be bold when I am present with that confidence, wherewith I think to be bold
against some, which think of us as if we walked according to the flesh.
有人以為我是憑著血氣行事，我也以為必須用勇敢待這等人，求你們不要叫我在你們那裏的時候，有這樣的勇敢

。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自卑乞求 然而也 到於(它)那 不會/不要 (他)現正持續是是在旁邊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有勇氣自信

在對(她)那 在對(她)深信， 在對(她)這個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估算 那時(也是)要去斗膽冒險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任何什麼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估算了的 到於我們 正如地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肉體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來往昂然踏行了的。

林後 10:3 evn sarki. ga.r peripatou/ntej ouv kata. sa,rka strateuo,meqa(
For though we walk in the flesh, we do not war after the flesh:
因為我們雖然在血氣中行事，卻不憑著血氣爭戰；

在內 在對(她)肉體 因為 (他們)現正持續來往昂然踏行了的 不是/不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肉體

我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行軍作戰；

林後 10:4 ta. ga.r o[pla th/j stratei,aj h̀mw/n ouv sarkika. avlla. dunata. tw/| qew/| pro.j kaqai,resin ovcurwma,twn(
logismou.j kaqairou/ntej
(For the weapons of our warfare are not carnal, but mighty through God to the pulling down of strong holds;)
我們爭戰的兵器，本不是屬血氣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堅固的營壘，

(它們)那些 因為 (它們)器械裝備 從屬(她)那 從屬(她)戰事任務 從屬我們 不是/不 (它們)屬肉體的， 但乃是

(它們)乃能夠可能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拆開卸下 從屬(它們)堡壘；

林後 10:5 kai. pa/n u[ywma evpairo,menon kata. th/j gnw,sewj tou/ qeou/( kai. aivcmalwti,zontej pa/n no,hma eivj th.n
up̀akoh.n tou/ Cristou/(
Casting down imaginations, and every high thing that exalteth itself against the knowledge of God, and bringing
into captivity every thought to the obedience of Christ;
將各樣的計謀，各樣攔阻人認識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將人所有的心意奪回，使他都順服基督；

到於(他們)估算 (他們)現正持續拆開卸下了的 並且 到於(它)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所升高

到於(它)現正持續讓自己在上面提起了的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她)那 從屬(她)知識認識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使成俘擄了的 到於(它)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認知理念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聽從順服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林後 10:6 kai. evn et̀oi,mw| e;contej evkdikh/sai pa/san parakoh,n( o[tan plhrwqh/| ùmw/n h` ùpakoh,Å
And having in a readiness to revenge all disobedience, when your obedience is fulfilled.
並且我已經預備好了，等你們十分順服的時候，要責罰那一切不順服的人。

並且 在內 在對(它)妥切齊備的 (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行伸張公平正義 到於(她)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不聽不從， 但凡當這時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促使成充滿添足 從屬你們 (她)那 (她)聽從順服。

林後 10:7 Ta. kata. pro,swpon ble,peteÅ ei; tij pe,poiqen eàutw/| Cristou/ ei=nai( tou/to logize,sqw pa,lin evfV
eàutou/( o[ti kaqw.j auvto.j Cristou/( ou[twj kai. hm̀ei/jÅ
Do ye look on things after the outward appearance? If any man trust to himself that he is Christ's, let him of
himself think this again, that, as he is Christ's, even so are we Christ's.
你們是看眼前的麼；倘若有人自信是屬基督的，他要再想想，他如何屬基督，我們也是如何屬基督的。

到於(它們)那些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前面的臉面 你們現在持續著眼觀看註1。 若是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已經勸信說服 在對(他)同一者自己 從屬(他)基督 現要去持續是， 到於(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估算 重新又再地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他)同一者自己， 是這樣 按照正如地

(他)同一者 從屬(他)基督， 那同一樣式地 並且 我們。

註1：“你們現在持續著眼觀看”文法上亦可以為“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著眼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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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變異RT]

到於(它們)那些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前面的臉面 你們現在持續著眼觀看？ 若是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已經勸信說服 在對(他)同一者自己 從屬(他)基督 現要去持續是， 到於(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估算 重新又再地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他)同一者自己， 是這樣 按照正如地

(他)同一者 從屬(他)基督， 那同一樣式地 並且 我們 從屬(他)基督。

林後 10:8 eva,n ÎteÐ ga.r perisso,tero,n ti kauch,swmai peri. th/j evxousi,aj h̀mw/n h-j e;dwken ò ku,rioj eivj oivkodomh.n
kai. ouvk eivj kaqai,resin ùmw/n( ouvk aivscunqh,somaiÅ
For though I should boast somewhat more of our authority, which the Lord hath given us for edification, and not
for your destruction, I should not be ashamed:
主賜給我們權柄，是要造就你們，並不是要敗壞你們，我就是為這權柄稍微誇口，也不至於慚愧；

但凡若是 並/又 因為 到於(它)更格外多的 到於(它)任何什麼 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誇耀 <在周圍>關於 從屬(她)那

從屬(她)權柄掌握 從屬我們， 從屬(她)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他)那 (他)主人 向內進入 到於(她)建築造就，

並且 不是/不 向內進入 到於(她)拆開卸下 從屬你們， 不是/不 我將要(持續)被挑起羞辱感；
[經文變異RT]

但凡若是 並/又 因為 並且 到於(它)更格外多的 到於(它)任何什麼 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誇耀 <在周圍>關於

從屬(她)那 從屬(她)權柄掌握 從屬我們， 從屬(她)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他)那 (他)主人 在對我們 向內進入

到於(她)建築造就， 並且 不是/不 向內進入 到於(她)拆開卸下 從屬你們， 不是/不 我將要(持續)被挑起羞辱感；

林後 10:9 i[na mh. do,xw wj̀ a'n evkfobei/n ùma/j dia. tw/n evpistolw/n\
That I may not seem as if I would terrify you by letters.
我說這話免得你們以為我寫信是要威嚇你們。

為要 不會/不要 我那時(也是)應該設想認為對註1 正如地 但凡 現要去持續向外成驚恐畏懼 到於你們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書信；

註1：“我那時(也是)應該設想認為對”文法上亦可以為“你那時(也是)應該設想認為對”。

林後 10:10 o[ti( Aì evpistolai. me,n( fhsi,n( barei/ai kai. ivscurai,( h` de. parousi,a tou/ sw,matoj avsqenh.j kai. ò
lo,goj evxouqenhme,nojÅ
For his letters, say they, are weighty and powerful; but his bodily presence is weak, and his speech
contemptible.
因為有人說：他的信，又沉重，又利害；及至見面，卻是氣貌不揚，言語粗俗的。

是這樣 (她們)那些 (她們)書信 的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宣稱傳講， (她們)沉重重壓的 並且 (她們)強壯大力的；

(她)那 然而也 (她)臨近 從屬(它)那 從屬(它)身體 (她)軟弱無力的， 並且 (他)那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他)現在已經被輕視了的。
[經文變異Vaticanus]

是這樣 (她們)那些 (她們)書信 的確，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宣稱傳講， (她們)沉重重壓的 並且

(她們)強壯大力的； (她)那 然而也 (她)臨近 從屬(它)那 從屬(它)身體 (她)軟弱無力的， 並且 (他)那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他)現在已經被輕視了的。

林後 10:11 tou/to logize,sqw ò toiou/toj( o[ti oi-oi, evsmen tw/| lo,gw| diV evpistolw/n avpo,ntej( toiou/toi kai. paro,ntej
tw/| e;rgw|Å
Let such an one think this, that, such as we are in word by letters when we are absent, such will we be also in
deed when we are present.
這等人當想，我們不在那裏的時候，信上的言語如何，見面的時候，行事也必如何。

到於(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估算 (他)那 (他)那種樣， 是這樣 (他們)如此這樣 我們現在持續是

在對(他)那 在對(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們)書信 (他們)現正持續是是離開不在了的，

(他們)那種樣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是是在旁邊了的 在對(它)那 在對(它)工作。

林後 10:12 Ouv ga.r tolmw/men evgkri/nai h' sugkri/nai èautou,j tisin tw/n eàutou.j sunistano,ntwn( avlla. auvtoi. evn
eàutoi/j èautou.j metrou/ntej kai. sugkri,nontej èautou.j eàutoi/j ouv sunia/sinÅ
For we dare not make ourselves of the number, or compare ourselves with some that commend themselves: but
they measuring themselves by themselves, and comparing themselves among themselves, are not wise.
因為我們不敢將自己和那自薦的人同列相比；他們用自己度量自己，用自己比較自己，乃是不通達的。

不是/不 因為 我們現在持續斗膽冒險 那時(也是)要去算在其中 甚或/或而 那時(也是)要去並列評審比較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在對(他們)任何什麼 從屬(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並立/並列表明了的； 但乃是 (他們)同一者 在內 在對(他們)同一者自己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他們)現正持續用量器量度了的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並列評審比較了的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在對(他們)同一者自己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貫通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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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後 10:13 hm̀ei/j de. ouvk eivj ta. a;metra kauchso,meqa avlla. kata. to. me,tron tou/ kano,noj ou- evme,risen h̀mi/n ò qeo.j
me,trou( evfike,sqai a;cri kai. ùmw/nÅ
But we will not boast of things without our measure, but according to the measure of the rule which God hath
distributed to us, a measure to reach even unto you.
我們不願意分外誇口，只要照神所量給我們的界限，搆到你們那裏。

我們 然而也 不是/不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沒有限度的 我們將要(持續)讓自己誇耀， 但乃是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那 到於(它)量器量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界線領域 從屬(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分開

在對我們 (他)那 (他)神 從屬(它)量器量度，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到達來臨在上面 直至達到 並且 從屬你們。
[經文變異RT]

我們 然而也 真不是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沒有限度的 我們將要(持續)讓自己誇耀， 但乃是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那 到於(它)量器量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界線領域 從屬(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分開

在對我們 (他)那 (他)神 從屬(它)量器量度，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到達來臨在上面 直至達到 並且 從屬你們。

林後 10:14 ouv ga.r wj̀ mh. evfiknou,menoi eivj ùma/j ùperektei,nomen èautou,j( a;cri ga.r kai. ùmw/n evfqa,samen evn tw/|
euvaggeli,w| tou/ Cristou/(
For we stretch not ourselves beyond our measure, as though we reached not unto you: for we are come as far
as to you also in preaching the gospel of Christ:
我們並非過了自己的界限，好像搆不到你們那裏；因為我們早到你們那裏，傳了基督的福音。

不是/不 因為 正如地 不會/不要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達來臨在上面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你們

我們現在持續過度向外伸展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直至達到 因為 並且 從屬你們 我們那時(也是)佔前先到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福音佳訊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林後 10:15 ouvk eivj ta. a;metra kaucw,menoi evn avllotri,oij ko,poij( evlpi,da de. e;contej auvxanome,nhj th/j pi,stewj
um̀w/n evn ùmi/n megalunqh/nai kata. to.n kano,na h̀mw/n eivj perissei,an
Not boasting of things without our measure, that is, of other men's labours; but having hope, when your faith is
increased, that we shall be enlarged by you according to our rule abundantly,
我們不仗著別人所勞碌的，分外誇口；但指望你們信心增長的時候，所量給我們的界限，就可以因著你們更加開

展，

不是/不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沒有限度的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誇耀了的 在內 在對(他們)別人的

在對(他們)勞碌疲累； 到於(她)期盼指望 然而也 (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從屬(她)現正持續被成長變大了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信 從屬你們， 在內 在對你們 那時(也是)要去被看重加大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那

到於(他)界線領域 從屬我們 向內進入 到於(她)超量盈餘，

林後 10:16 eivj ta. up̀ere,keina ùmw/n euvaggeli,sasqai( ouvk evn avllotri,w| kano,ni eivj ta. e[toima kauch,sasqaiÅ
To preach the gospel in the regions beyond you, and not to boast in another man's line of things made ready to
our hand.
得以將福音傳到你們以外的地方，並不是在別人界限之內，藉著他現成的事誇口。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那些 越過那邊地 從屬你們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傳福音佳訊， 不是/不 在內 在對(他)別人的

在對(他)界線領域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妥切齊備的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誇耀。

林後 10:17 ~O de. kaucw,menoj evn kuri,w| kauca,sqw\
But he that glorieth, let him glory in the Lord.
但誇口的當指著主誇口。

(他)那 然而也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誇耀了的 在內 在對(他)主人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誇耀。

林後 10:18 ouv ga.r ò eàuto.n sunista,nwn( evkei/no,j evstin do,kimoj( avlla. o]n ò ku,rioj suni,sthsinÅ
For not he that commendeth himself is approved, but whom the Lord commendeth.
因為蒙悅納的，不是自己稱許的，乃是主所稱許的。

不是/不 因為 (他)那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他)現正持續並立/並列表明了的， (他)在那裏的那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驗明證實的， 但乃是 到於(他)這個 (他)那 (他)主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並立/並列表明。

林後 11:1 :Ofelon avnei,cesqe, mou mikro,n ti avfrosu,nhj\ avlla. kai. avne,cesqe, mouÅ
Would to God ye could bear with me a little in my folly: and indeed bear with me.
但願你們寬容我這一點愚妄；其實你們原是寬容我的。

我巴不得呀 你們當時持續讓自己支撐忍受註1
從屬我 到於(它)一點點的 到於(它)任何什麼 從屬(她)全然遲笨愚妄；

但乃是 並且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支撐忍受 從屬我。

註1：“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支撐忍受”文法上亦可以為“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支撐忍受”。

[經文變異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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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巴不得呀 你們當時持續讓自己支撐忍受 從屬我 到於(它)一點點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全然遲笨愚妄； 但乃是

並且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支撐忍受 從屬我。

林後 11:2 zhlw/ ga.r ùma/j qeou/ zh,lw|( hr̀mosa,mhn ga.r ùma/j eǹi. avndri. parqe,non àgnh.n parasth/sai tw/| Cristw/|\
For I am jealous over you with godly jealousy: for I have espoused you to one husband, that I may present you
as a chaste virgin to Christ.
我為你們起的憤恨，原是神那樣的憤恨；因為我曾把你們許配一個丈夫，要把你們如同貞潔的童女，獻給基督。

我現在持續具火熱激昂之情 因為 到於你們 從屬(他)神 在對(他)火熱激昂； 我那時(也是)讓自己結合許配 因為

到於你們 在對(他)一個 在對(他)男人/丈夫 到於(她)童身處女 到於(她)聖潔的 那時(也是)要去立定站住在旁邊

在對(他)那 在對(他)基督；

林後 11:3 fobou/mai de. mh, pwj( wj̀ ò o;fij evxhpa,thsen Eu[an evn th/| panourgi,a| auvtou/( fqarh/| ta. noh,mata ùmw/n
avpo. th/j àplo,thtoj Îkai. th/j ag̀no,thtojÐ th/j eivj to.n Cristo,nÅ
But I fear, lest by any means, as the serpent beguiled Eve through his subtilty, so your minds should be
corrupted from the simplicity that is in Christ.
我只怕你們的心或偏於邪，失去那向基督所存純一清潔的心，就像蛇用詭詐誘惑了夏娃一樣。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成驚恐畏懼 然而也， 不會/不要 某個方式地， 正如地 (他)那 (他)蛇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欺騙引誘出來 到於(她)夏娃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機變取巧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腐朽敗壞 (它們)那些 (它們)認知理念 從屬你們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純誠無私

並且 從屬(她)那 從屬(她)聖潔清廉 從屬(她)那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基督。
[經文變異RT]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成驚恐畏懼 然而也， 不會/不要 某個方式地， 正如地 (他)那 (他)蛇 到於(她)夏娃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欺騙引誘出來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機變取巧 從屬(他)同一者， 那同一樣式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腐朽敗壞 (它們)那些 (它們)認知理念 從屬你們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純誠無私

從屬(她)那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基督。

林後 11:4 eiv me.n ga.r ò evrco,menoj a;llon VIhsou/n khru,ssei o]n ouvk evkhru,xamen( h' pneu/ma e[teron lamba,nete o]
ouvk evla,bete( h' euvagge,lion e[teron o] ouvk evde,xasqe( kalw/j avne,cesqeÅ
For if he that cometh preacheth another Jesus, whom we have not preached, or if ye receive another spirit,
which ye have not received, or another gospel, which ye have not accepted, ye might well bear with him.
假如有人來，另傳一個耶穌，不是我們所傳過的；或者你們另受一個靈，不是你們所受過的；或者另得一個福音

，不是你們所得過的；你們容讓他也就罷了；

若是 的確 因為 (他)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到於(他)另外不同的 到於(他)耶穌

他/她/它現在持續傳達宣講 到於(他)這個 不是/不 我們那時(也是)傳達宣講， 甚或/或而 到於(它)靈/風

到於(它)相異不同的 你們現在持續拿取 到於(它)這個 不是/不 你們那時(也是)拿取， 甚或/或而 到於(它)福音佳訊

到於(它)相異不同的 到於(它)這個 不是/不 你們那時(也是)讓自己接納領受， 美好適當地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支撐忍受。
[經文變異RT]

若是 的確 因為 (他)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到於(他)另外不同的 到於(他)耶穌

他/她/它現在持續傳達宣講 到於(他)這個 不是/不 我們那時(也是)傳達宣講， 甚或/或而 到於(它)靈/風

到於(它)相異不同的 你們現在持續拿取 到於(它)這個 不是/不 你們那時(也是)拿取， 甚或/或而 到於(它)福音佳訊

到於(它)相異不同的 到於(它)這個 不是/不 你們那時(也是)讓自己接納領受， 美好適當地

你們當時持續讓自己支撐忍受。

林後 11:5 logi,zomai ga.r mhde.n ùsterhke,nai tw/n ùperli,an avposto,lwnÅ
For I suppose I was not a whit behind the very chiefest apostles.
但我想，我一點不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估算 因為 到於(它)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現已經去落後短缺 從屬(他們)那些 超極顯赫地

從屬(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林後 11:6 eiv de. kai. ivdiw,thj tw/| lo,gw|( avllV ouv th/| gnw,sei( avllV evn panti. fanerw,santej evn pa/sin eivj ùma/jÅ
But though I be rude in speech, yet not in knowledge; but we have been throughly made manifest among you in
all things.
我的言語雖然粗俗，我的知識卻不粗俗；這是我們在凡事上，向你們眾人顯明出來的。

若是 然而也 並且 (他)普通個人 在對(他)那 在對(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但乃是 不是/不 在對(她)那

在對(她)知識認識； 但乃是 在內 在對(它)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那時(也是)促使成促為照亮顯明了的 在內

在對(它們)所有每一個的註1 向內進入 到於你們。

註1：“在對(它們)所有每一個的”文法上亦可以為“在對(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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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變異RT]

若是 然而也 並且 (他)普通個人 在對(他)那 在對(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但乃是 不是/不 在對(她)那

在對(她)知識認識； 但乃是 在內 在對(它)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那時(也是)被促使成促為照亮顯明了的 在內

在對(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向內進入 到於你們。

林後 11:7 "H am̀arti,an evpoi,hsa evmauto.n tapeinw/n i[na ùmei/j ùywqh/te( o[ti dwrea.n to. tou/ qeou/ euvagge,lion
euvhggelisa,mhn um̀i/nÈ
Have I committed an offence in abasing myself that ye might be exalted, because I have preached to you the
gospel of God freely?
我因為白白傳神的福音給你們，就自居卑微，叫你們高升，這算是我犯罪麼。

甚或/或而 到於(她)罪 我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到於(他)我自己 (他)現正持續促使成低微降卑了的 為要 你們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被升高， 是這樣 白白地 到於(它)那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到於(它)福音佳訊

我那時(也是)讓自己傳福音佳訊 在對你們？

林後 11:8 a;llaj evkklhsi,aj evsu,lhsa labw.n ovyw,nion pro.j th.n ùmw/n diakoni,an(
I robbed other churches, taking wages of them, to do you service.
我虧負了別的教會，向他們取了工價來，給你們效力。

到於(她們)另外不同的 到於(她們)傳召 我那時(也是)掠取， (他)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到於(它)配給糧餉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那 從屬你們 到於(她)職務服事；

林後 11:9 kai. parw.n pro.j ùma/j kai. ùsterhqei.j ouv katena,rkhsa ouvqeno,j\ to. ga.r ùste,rhma, mou
prosaneplh,rwsan oì avdelfoi. evlqo,ntej avpo. Makedoni,aj( kai. evn panti. avbarh/ evmauto.n ùmi/n evth,rhsa kai.
thrh,swÅ
And when I was present with you, and wanted, I was chargeable to no man: for that which was lacking to me the
brethren which came from Macedonia supplied: and in all things I have kept myself from being burdensome unto
you, and so will I keep myself.
我在你們那裏缺乏的時候，並沒有累著你們一個人；因我所缺乏的，那從馬其頓來的弟兄們都補足了；我向來凡

事謹守，後來也必謹守，總不至於累著你們。

並且 (他)現正持續是是在旁邊了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並且 (他)那時(也是)被落後短缺了的 不是/不

我那時(也是)成懶散累贅 從屬(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到於(它)那 因為 到於(它)所落後短缺 從屬我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補充到滿 (他們)那些 (他們)弟兄 (他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馬其頓； 並且 在內 在對(它)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沒有沉重重壓的 到於(他)我自己 在對你們

我那時(也是)行看護守衛， 並且 我將要(持續)行看護守衛。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現正持續是是在旁邊了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並且 (他)那時(也是)被落後短缺了的 不是/不

我那時(也是)成懶散累贅 從屬(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到於(它)那 因為 到於(它)所落後短缺 從屬我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補充到滿 (他們)那些 (他們)弟兄 (他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馬其頓； 並且 在內 在對(它)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沒有沉重重壓的 在對你們 到於(他)我自己

我那時(也是)行看護守衛， 並且 我將要(持續)行看護守衛。

林後 11:10 e;stin avlh,qeia Cristou/ evn evmoi. o[ti h` kau,chsij au[th ouv fragh,setai eivj evme. evn toi/j kli,masin th/j
VAcai<ajÅ
As the truth of Christ is in me, no man shall stop me of this boasting in the regions of Achaia.
既有基督的誠實在我裏面，就無人能在亞該亞一帶地方阻擋我這自誇。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真情實理 從屬(他)基督 在內 在對"我"， 是這樣 (她)那 (她)誇耀 (她)那同一者 不是/不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圍住阻隔 向內進入 到於"我" 在內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區域 從屬(她)那 從屬(她)亞該亞。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真情實理 從屬(他)基督 在內 在對"我"， 是這樣 (她)那 (她)誇耀 (她)那同一者 不是/不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蓋圖章封印 向內進入 到於"我" 在內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區域 從屬(她)那

從屬(她)亞該亞。

林後 11:11 dia. ti,È o[ti ouvk avgapw/ ùma/jÈ ò qeo.j oi=denÅ
Wherefore? because I love you not? God knoweth.
為甚麼呢；是因我不愛你們麼；這有神知道。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是這樣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愛 到於你們？ (他)那 (他)神

他/她/它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林後 11:12 }O de. poiw/( kai. poih,sw( i[na evkko,yw th.n avformh.n tw/n qelo,ntwn avformh,n( i[na evn w-| kaucw/ntai
eùreqw/sin kaqw.j kai. hm̀ei/j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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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what I do, that I will do, that I may cut off occasion from them which desire occasion; that wherein they glory,
they may be found even as we.
我現在所作的，後來還要作，為要斷絕那些尋機會人的機會，使他們在所誇的事上，也不過與我們一樣。

到於(它)這個 然而也 我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並且 我將要(持續)行出作成， 為要 我那時(也是)應該砍斷切開

到於(她)那 到於(她)開始的機會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定意了的 到於(她)開始的機會； 為要 在內

在對(它)這個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誇耀，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被找到尋見 按照正如地 並且 我們。

林後 11:13 oi` ga.r toiou/toi yeudapo,stoloi( evrga,tai do,lioi( metaschmatizo,menoi eivj avposto,louj Cristou/Å
For such are false apostles, deceitful workers, transforming themselves into the apostles of Christ.
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詭詐，裝作基督使徒的模樣。

(他們)那些 因為 (他們)那種樣 (他們)假使徒， (他們)工人 (他們)具餌誘詭詐的，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變形改裝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從屬(他)基督。

林後 11:14 kai. ouv qau/ma\ auvto.j ga.r ò Satana/j metaschmati,zetai eivj a;ggelon fwto,jÅ
And no marvel; for Satan himself is transformed into an angel of light.
這也不足為怪；因為連撒但也裝作光明的天使。

並且 不是/不 (它)驚奇； (他)同一者 因為 (他)那 (他)撒但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變形改裝 向內進入 到於(他)使者

從屬(它)光明。
[經文變異RT]

並且 不是/不 (它)乃希奇的； (他)同一者 因為 (他)那 (他)撒但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變形改裝 向內進入

到於(他)使者 從屬(它)光明。

林後 11:15 ouv me,ga ou=n eiv kai. oi` dia,konoi auvtou/ metaschmati,zontai wj̀ dia,konoi dikaiosu,nhj\ w-n to. te,loj
e;stai kata. ta. e;rga auvtw/nÅ
Therefore it is no great thing if his ministers also be transformed as the ministers of righteousness; whose end
shall be according to their works.
所以他的差役，若裝作仁義的差役，也不算希奇；他們的結局，必然照著他們的行為。

不是/不 (它)極大的 這樣， 若是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僕工執事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變形改裝註1 正如地 (他們)僕工執事 從屬(她)至義； 從屬(他們)這些個 (它)那

(它)終結/貨物或旅行之終結稅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工作

從屬(他們)同一者。

註1：“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變形改裝”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被變形改裝”。

林後 11:16 Pa,lin le,gw( mh, ti,j me do,xh| a;frona ei=nai\ eiv de. mh, ge( ka'n ẁj a;frona de,xasqe, me( i[na kavgw.
mikro,n ti kauch,swmaiÅ
I say again, Let no man think me a fool; if otherwise, yet as a fool receive me, that I may boast myself a little.
我再說：人不可把我看作愚妄的；縱然如此，也要把我當作愚妄人接納，叫我可以略略自誇。

重新又再地 我現在持續道說， 不會/不要 (他)任何什麼 到於我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設想認為對

到於(他)遲笨愚妄的 現要去持續是； 若是 然而也 不會/不要 確實， 且但凡若是 正如地 到於(他)遲笨愚妄的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接納領受 到於我， 為要 並且我 到於(它)一點點的 到於(它)任何什麼

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誇耀。
[經文變異RT]

重新又再地 我現在持續道說， 不會/不要 (他)任何什麼 到於我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設想認為對

到於(他)遲笨愚妄的 現要去持續是； 若是 然而也 不會/不要 確實， 且但凡若是 正如地 到於(他)遲笨愚妄的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接納領受 到於我， 為要 到於(它)一點點的 到於(它)任何什麼 並且我

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誇耀。

林後 11:17 o] lalw/( ouv kata. ku,rion lalw/ avllV wj̀ evn avfrosu,nh|( evn tau,th| th/| ùposta,sei th/j kauch,sewjÅ
That which I speak, I speak it not after the Lord, but as it were foolishly, in this confidence of boasting.
我說的話，不是奉主命說的，乃是像愚妄人放膽自誇；

到於(它)這個 我現在持續發言講說， 不是/不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主人 我現在持續發言講說， 但乃是 正如地

在內 在對(她)全然遲笨愚妄， 在內 在對(她)那同一者 在對(她)那 在對(她)實體確信 從屬(她)那 從屬(她)誇耀。
[經文變異RT]

到於(它)這個 我現在持續發言講說，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發言講說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主人， 但乃是 正如地

在內 在對(她)全然遲笨愚妄， 在內 在對(她)那同一者 在對(她)那 在對(她)實體確信 從屬(她)那 從屬(她)誇耀。

林後 11:18 evpei. polloi. kaucw/ntai kata. sa,rka( kavgw. kauch,somaiÅ
Seeing that many glory after the flesh, I will glory also.
既有好些人憑著血氣自誇，我也要自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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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上 (他們)許多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誇耀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肉體， 並且我

我將要(持續)讓自己誇耀。
[經文變異RT][經文變異WH]

在其上 (他們)許多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誇耀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那 到於(她)肉體， 並且我

我將要(持續)讓自己誇耀。

林後 11:19 hd̀e,wj ga.r avne,cesqe tw/n avfro,nwn fro,nimoi o;ntej\
For ye suffer fools gladly, seeing ye yourselves are wise.
你們既是精明人，就能甘心忍耐愚妄人。

甘心地 因為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支撐忍受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遲笨愚妄的， (他們)精明聰敏的

(他們)現正持續是了的。

林後 11:20 avne,cesqe ga.r ei; tij ùma/j katadouloi/( ei; tij katesqi,ei( ei; tij lamba,nei( ei; tij evpai,retai( ei; tij eivj
pro,swpon um̀a/j de,reiÅ
For ye suffer, if a man bring you into bondage, if a man devour you, if a man take of you, if a man exalt himself,
if a man smite you on the face.
假若有人強你們作奴僕，或侵吞你們，或擄掠你們，或悔慢你們，或打你們的臉，你們都能忍耐他。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支撐忍受 因為， 若是 (他)任何什麼 到於你們 他/她/它現在持續強迫為奴， 若是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吞喫， 若是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拿取， 若是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在上面提起， 若是 (他)任何什麼 向內進入 到於(它)前面的臉面 到於你們

他/她/它現在持續抽打。
[經文變異RT]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支撐忍受 因為， 若是 (他)任何什麼 到於你們 他/她/它現在持續強迫為奴， 若是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吞喫， 若是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拿取， 若是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在上面提起， 若是 (他)任何什麼 到於你們 向內進入 到於(它)前面的臉面

他/她/它現在持續抽打。

林後 11:21 kata. avtimi,an le,gw( ẁj o[ti hm̀ei/j hvsqenh,kamenÅ evn w-| dV a;n tij tolma/|( evn avfrosu,nh| le,gw( tolmw/
kavgw,Å
I speak as concerning reproach, as though we had been weak. Howbeit whereinsoever any is bold, (I speak
foolishly,) I am bold also.
我說這話，是羞辱自己；好像我們從前是軟弱的；然而人在何事上勇敢，（我說句愚妄話）我也勇敢。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低賤羞愧 我現在持續道說， 正如地 是這樣 我們 我們現在已經成軟弱無力。 在內

在對(它)這個 然而也 但凡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斗膽冒險， 在內 在對(她)全然遲笨愚妄

我現在持續道說， 我現在持續斗膽冒險 並且我。
[經文變異RT]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低賤羞愧 我現在持續道說， 正如地 是這樣 我們 我們那時(也是)成軟弱無力。 在內

在對(它)這個 然而也 但凡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斗膽冒險， 在內 在對(她)全然遲笨愚妄

我現在持續道說， 我現在持續斗膽冒險 並且我。

林後 11:22 ~Ebrai/oi, eivsinÈ kavgw,Å VIsrahli/tai, eivsinÈ kavgw,Å spe,rma VAbraa,m eivsinÈ kavgw,Å
Are they Hebrews? so am I. Are they Israelites? so am I. Are they the seed of Abraham? so am I.
他們是希伯來人麼；我也是。他們是以色列人麼；我也是。他們是亞伯拉罕的後裔麼；我也是。

(他們)希伯來人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並且我。 (他們)以色列人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並且我。 (它)種裔

從屬(他)亞伯拉罕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並且我。

林後 11:23 dia,konoi Cristou/ eivsinÈ parafronw/n lalw/( ùpe.r evgw,\ evn ko,poij perissote,rwj( evn fulakai/j
perissote,rwj( evn plhgai/j up̀erballo,ntwj( evn qana,toij polla,kijÅ
Are they ministers of Christ? (I speak as a fool) I am more; in labours more abundant, in stripes above measure,
in prisons more frequent, in deaths oft.
他們是基督的僕人麼；（我說句狂話）我更是。我比他們多受勞苦，多下監牢，受鞭打是過重的，冒死是屢次有

的；

(他們)僕工執事 從屬(他)基督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現正持續錯想狂妄了的 我現在持續發言講說，

在之上高超[副詞性用法] 我。 在內 在對(他們)勞碌疲累 更格外多地， 在內 在對(她們)夜更/監獄 更格外多地，

在內 在對(她們)災禍傷害 乃超過標準地， 在內 在對(他們)死 經常地。
[經文變異RT]

(他們)僕工執事 從屬(他)基督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現正持續錯想狂妄了的 我現在持續發言講說，

在之上高超[副詞性用法] 我。 在內 在對(他們)勞碌疲累 更格外多地， 在內 在對(她們)災禍傷害 乃超過標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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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內 在對(她們)夜更/監獄 更格外多地， 在內 在對(他們)死 經常地。

林後 11:24 up̀o. VIoudai,wn penta,kij tessera,konta para. mi,an e;labon(
Of the Jews five times received I forty stripes save one.
被猶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減去一下；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五次地 到於(她們)四十個 <在旁邊>到旁邊 到於(她)一個/第一 我那時(也是)拿取；

林後 11:25 tri.j evrabdi,sqhn( a[pax evliqa,sqhn( tri.j evnaua,ghsa( nucqh,meron evn tw/| buqw/| pepoi,hka\
Thrice was I beaten with rods, once was I stoned, thrice I suffered shipwreck, a night and a day I have been in
the deep;
被棍打了三次，被石頭打了一次，遇著船壞三次，一晝一夜在深海裏。

三次地 我那時(也是)被用棍杖打， 一次地 我那時(也是)被扔石頭打， 三次地 我那時(也是)遭遇船難，

到於(它)一日一夜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深海 我現在已經行出作成；

林後 11:26 od̀oipori,aij polla,kij( kindu,noij potamw/n( kindu,noij lh|stw/n( kindu,noij evk ge,nouj( kindu,noij evx
evqnw/n( kindu,noij evn po,lei( kindu,noij evn evrhmi,a|( kindu,noij evn qala,ssh|( kindu,noij evn yeudade,lfoij(
In journeyings often, in perils of waters, in perils of robbers, in perils by mine own countrymen, in perils by the
heathen, in perils in the city, in perils in the wilderness, in perils in the sea, in perils among false brethren;
又屢次行遠路，遭江河的危險，盜賊的危險，同族的危險，外邦人的危險，城裏的危險，曠野的危險，海中的危

險，假弟兄的危險。

在對(她們)徒步旅行 經常地， 在對(他們)危險 從屬(他們)河流， 在對(他們)危險 從屬(他們)強盜， 在對(他們)危險

向外出來 從屬(它)族類， 在對(他們)危險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種族邦國， 在對(他們)危險 在內 在對(她)城邑，

在對(他們)危險 在內 在對(她)荒野， 在對(他們)危險 在內 在對(她)海， 在對(他們)危險 在內 在對(他們)假弟兄；

林後 11:27 ko,pw| kai. mo,cqw|( evn avgrupni,aij polla,kij( evn limw/| kai. di,yei( evn nhstei,aij polla,kij( evn yu,cei kai.
gumno,thti\
In weariness and painfulness, in watchings often, in hunger and thirst, in fastings often, in cold and nakedness.
受勞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飢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體。

在對(他)勞碌疲累 並且 在對(他)艱辛困難之苦， 在內 在對(她們)不眠警醒 經常地， 在內 在對(他)糧食缺乏 並且

在對(它)乾渴， 在內 在對(她們)禁食 經常地， 在內 在對(它)寒冷 並且 在對(她)裸露赤身；
[經文變異RT]

在內 在對(他)勞碌疲累 並且 在對(他)艱辛困難之苦， 在內 在對(她們)不眠警醒 經常地， 在內 在對(他)糧食缺乏

並且 在對(它)乾渴， 在內 在對(她們)禁食 經常地， 在內 在對(它)寒冷 並且 在對(她)裸露赤身；

林後 11:28 cwri.j tw/n parekto.j h` evpi,stasi,j moi h` kaqV hm̀e,ran( h` me,rimna pasw/n tw/n evkklhsiw/nÅ
Beside those things that are without, that which cometh upon me daily, the care of all the churches.
除了這外面的事，還有為眾教會掛心的事，天天壓在我身上。

脫離開地 從屬(它們)那些 在旁之外地， (她)那 (她)立定站住在上面 在對我 (她)那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日子/白日， (她)那 (她)分心掛慮 從屬(她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傳召。
[經文變異RT]

脫離開地 從屬(它們)那些 在旁之外地， (她)那 (她)立定站住在一起在上面 從屬我 (她)那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日子/白日， (她)那 (她)分心掛慮 從屬(她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傳召。

林後 11:29 ti,j avsqenei/ kai. ouvk avsqenw/È ti,j skandali,zetai kai. ouvk evgw. purou/maiÈ
Who is weak, and I am not weak? who is offended, and I burn not?
有誰軟弱，我不軟弱呢；有誰跌倒，我不焦急呢。

(他)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軟弱無力， 並且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成軟弱無力？ (他)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誘陷絆倒， 並且 不是/不 我 我現在持續被用火燒？

林後 11:30 Eiv kauca/sqai dei/( ta. th/j avsqenei,aj mou kauch,somaiÅ
If I must needs glory, I will glory of the things which concern mine infirmities.
我若必須自誇，就誇那關乎我軟弱的事便了。

若是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誇耀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到於(它們)那些 從屬(她)那

從屬(她)無力軟弱 從屬我 我將要(持續)讓自己誇耀。

林後 11:31 o` qeo.j kai. path.r tou/ kuri,ou VIhsou/ oi=den( ò w'n euvloghto.j eivj tou.j aivw/naj( o[ti ouv yeu,domaiÅ
The God and Father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which is blessed for evermore, knoweth that I lie not.
那永遠可稱頌之主耶穌的父神，知道我不說謊。

(他)那 (他)神 並且 (他)父親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他)耶穌 他/她/它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他)那

(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他)可祝福稱讚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世紀時代， 是這樣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說謊作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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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變異RT]

(他)那 (他)神 並且 (他)父親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我們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他/她/它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他)那 (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他)可祝福稱讚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世紀時代， 是這樣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說謊作假。

林後 11:32 evn Damaskw/| ò evqna,rchj ~Are,ta tou/ basile,wj evfrou,rei th.n po,lin Damaskhnw/n pia,sai me(
In Damascus the governor under Aretas the king kept the city of the Damascenes with a garrison, desirous to
apprehend me:
在大馬色亞哩達王手下的提督，把守大馬色城要捉拿我；

在內 在對(她)大馬色 (他)那 (他)提督 從屬(他)亞哩達 從屬(他)那 從屬(他)君王 他/她/它當時持續行預為看管監視

到於(她)那 到於(她)城邑 從屬(他們)大馬色的 那時(也是)要去握住捉拿 到於我；
[經文變異RT]

在內 在對(她)大馬色 (他)那 (他)提督 從屬(他)亞哩達 從屬(他)那 從屬(他)君王 他/她/它當時持續行預為看管監視

到於(她)那 從屬(他們)大馬色的 到於(她)城邑， 那時(也是)要去握住捉拿 到於我 (他)現正持續定意了的；

林後 11:33 kai. dia. quri,doj evn sarga,nh| evcala,sqhn dia. tou/ tei,couj kai. evxe,fugon ta.j cei/raj auvtou/Å
And through a window in a basket was I let down by the wall, and escaped his hands.
我就從窗戶中，在筐子裏從城牆上被人縋下去，脫離了他的手。

並且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窗門口 在內 在對(她)籮筐 我那時(也是)被鬆落縋低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那

從屬(它)城牆， 並且 我那時(也是)向外逃離走避出來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手 從屬(他)同一者。

林後 12:1 Kauca/sqai dei/( ouv sumfe,ron me,n( evleu,somai de. eivj ovptasi,aj kai. avpokalu,yeij kuri,ouÅ
It is not expedient for me doubtless to glory. I will come to visions and revelations of the Lord.
我自誇固然無益，但我是不得已的；如今我要說到主的顯現和啟示。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誇耀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不是/不

(它)現正持續一起負載攜帶/輕省有益了的 的確； 我將要(持續)讓自己到來前往 然而也 向內進入 到於(她們)顯現異象

並且 到於(她們)啟示揭露 從屬(他)主人。
[經文變異RT]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誇耀 必然如此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一起負載攜帶/輕省有益 在對我；

我將要(持續)讓自己到來前往 因為 向內進入 到於(她們)顯現異象 並且 到於(她們)啟示揭露 從屬(他)主人。

林後 12:2 oi=da a;nqrwpon evn Cristw/| pro. evtw/n dekatessa,rwn( ei;te evn sw,mati ouvk oi=da( ei;te evkto.j tou/
sw,matoj ouvk oi=da( ò qeo.j oi=den( àrpage,nta to.n toiou/ton e[wj tri,tou ouvranou/Å
I knew a man in Christ above fourteen years ago, (whether in the body, I cannot tell; or whether out of the body,
I cannot tell: God knoweth;) such an one caught up to the third heaven.
我認得一個在基督裏的人，他前十四年被提到第三層天上去；或在身內，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

有神知道。

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到於(他)人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在前面 從屬(它們)年 從屬(它們)十四個， 無論若是 在內

在對(它)身體， 不是/不 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無論若是 為外面地 從屬(它)那 從屬(它)身體， 不是/不

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他)那 (他)神 他/她/它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到於(他)那時(也是)被強取劫奪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那種樣 一直直到 從屬(他)第三的 從屬(他)天空/天。

林後 12:3 kai. oi=da to.n toiou/ton a;nqrwpon( ei;te evn sw,mati ei;te cwri.j tou/ sw,matoj ouvk oi=da( ò qeo.j oi=den(
And I knew such a man, (whether in the body, or out of the body, I cannot tell: God knoweth;)
我認得這人，或在身內，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

並且 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到於(他)那 到於(他)那種樣 到於(他)人， 無論若是 在內 在對(它)身體， 無論若是

脫離開地 從屬(它)那 從屬(它)身體， 不是/不 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他)那 (他)神 他/她/它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經文變異RT]

並且 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到於(他)那 到於(他)那種樣 到於(他)人， 無論若是 在內 在對(它)身體， 無論若是

為外面地 從屬(它)那 從屬(它)身體， 不是/不 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他)那 (他)神 他/她/它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林後 12:4 o[ti hr̀pa,gh eivj to.n para,deison kai. h;kousen a;rrhta rh̀,mata a] ouvk evxo.n avnqrw,pw| lalh/saiÅ How that

he was caught up into paradise, and heard unspeakable words, which it is not lawful for a man to utter.
他被提到樂園裏，聽見隱秘的言語，是人不可說的。

是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強取劫奪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樂園，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到於(它們)不能發表言說的 到於(它們)所發表言說， 到於(它們)這些個 不是/不

(它)現正持續合乎法理了的[非人稱用法] 在對(他)人 那時(也是)要去發言講說。

林後 12:5 up̀e.r tou/ toiou,tou kauch,somai( ùpe.r de. evmautou/ ouv kauch,somai eiv mh. evn tai/j avsqenei,aij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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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such an one will I glory: yet of myself I will not glory, but in mine infirmities.
為這人，我要誇口；但是為我自己，除了我的軟弱以外，我並不誇口。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他)那 從屬(他)那種樣 我將要(持續)讓自己誇耀；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然而也

從屬(他)我自己 不是/不 我將要(持續)讓自己誇耀， 若是 不會/不要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無力軟弱。
[經文變異RT]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他)那 從屬(他)那種樣 我將要(持續)讓自己誇耀；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然而也

從屬(他)我自己 不是/不 我將要(持續)讓自己誇耀， 若是 不會/不要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無力軟弱

從屬我。

林後 12:6 eva.n ga.r qelh,sw kauch,sasqai( ouvk e;somai a;frwn( avlh,qeian ga.r evrw/\ fei,domai de,( mh, tij eivj evme.
logi,shtai ùpe.r o] ble,pei me h' avkou,ei ÎtiÐ evx evmou/
For though I would desire to glory, I shall not be a fool; for I will say the truth: but now I forbear, lest any man
should think of me above that which he seeth me to be, or that he heareth of me.
我就是願意誇口，也不算狂；因為我必說實話；只是我禁止不說，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過於他在我身上所看見

所聽見的。

但凡若是 因為 我那時(也是)應該定意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誇耀， 不是/不 我將要(持續)是 (他)遲笨愚妄的；

到於(她)真情實理 因為 我將要(持續)開聲言說；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憐惜寬免 然而也， 不會/不要 (他)任何什麼

向內進入 到於"我"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估算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高超 到於(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著眼觀看 到於我， 甚或/或而 他/她/它現在持續聲聞耳聽 到於(它)任何什麼 向外出來 從屬"我"。
[不同標點]

但凡若是 因為 我那時(也是)應該定意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誇耀， 不是/不 我將要(持續)是 (他)遲笨愚妄的；

到於(她)真情實理 因為 我將要(持續)開聲言說；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憐惜寬免 然而也， 不會/不要 (他)任何什麼

向內進入 到於"我"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估算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高超 到於(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著眼觀看 到於我， 甚或/或而 他/她/它現在持續聲聞耳聽 到於(它)任何什麼 向外出來 從屬"我"，
[經文變異WH]

但凡若是 因為 我那時(也是)應該定意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誇耀， 不是/不 我將要(持續)是 (他)遲笨愚妄的；

到於(她)真情實理 因為 我將要(持續)開聲言說；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憐惜寬免 然而也， 不會/不要 (他)任何什麼

向內進入 到於"我"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估算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高超 到於(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著眼觀看 到於我， 甚或/或而 他/她/它現在持續聲聞耳聽 向外出來 從屬"我"。

林後 12:7 kai. th/| ùperbolh/| tw/n avpokalu,yewnÅ dio. i[na mh. ùperai,rwmai( evdo,qh moi sko,loy th/| sarki,( a;ggeloj
Satana/( i[na me kolafi,zh|( i[na mh. ùperai,rwmaiÅ
And lest I should be exalted above measure through the abundance of the revelations, there was given to me a
thorn in the flesh, the messenger of Satan to buffet me, lest I should be exalted above measure.
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啟示甚大，就過於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體上，就是撒但的差役，要攻擊我，免得我過

於自高。

並且 在對(她)那 在對(她)卓絕超凡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啟示揭露， 為這個緣故 為要 不會/不要

我現在應該持續被高抬於上，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給與 在對我 (他)片尖木刺 在對(她)那 在對(她)肉體， (他)使者

從屬(他)撒但， 為要 到於我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用拳頭毆打， 為要 不會/不要 我現在應該持續被高抬於上。
[不同標點]

並且 在對(她)那 在對(她)卓絕超凡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啟示揭露。 為這個緣故 為要 不會/不要

我現在應該持續被高抬於上，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給與 在對我 (他)片尖木刺 在對(她)那 在對(她)肉體， (他)使者

從屬(他)撒但， 為要 到於我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用拳頭毆打， 為要 不會/不要 我現在應該持續被高抬於上。
[經文變異RT]

並且 在對(她)那 在對(她)卓絕超凡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啟示揭露， 為要 不會/不要

我現在應該持續被高抬於上，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給與 在對我 (他)片尖木刺 在對(她)那 在對(她)肉體， (他)使者

從屬(他)撒但， 為要 到於我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用拳頭毆打， 為要 不會/不要 我現在應該持續被高抬於上。

林後 12:8 up̀e.r tou,tou tri.j to.n ku,rion pareka,lesa i[na avposth/| avpV evmou/Å
For this thing I besought the Lord thrice, that it might depart from me.
為這事，我三次求過主，叫這刺離開我。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它)那同一者註1 三次地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主人 我那時(也是)勸勉請求，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從那裏站開 從那裏離開 從屬"我"。

註1：“從屬(它)那同一者”文法上亦可以為“從屬(他)那同一者”。

林後 12:9 kai. ei;rhke,n moi( VArkei/ soi h̀ ca,rij mou( h̀ ga.r du,namij evn avsqenei,a| telei/taiÅ h[dista ou=n ma/llon
kauch,somai evn tai/j avsqenei,aij mou( i[na evpiskhnw,sh| evpV evme. h̀ du,namij tou/ Cristou/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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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he said unto me, My grace is sufficient for thee: for my strength is made perfect in weakness. Most gladly
therefore will I rather glory in my infirmities, that the power of Christ may rest upon me.
他對我說：我的恩典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歡誇自己的軟弱，好叫基

督的能力覆庇我；

並且 他/她/它現在已經開聲言說 在對我， 他/她/它現在持續捍衛滿足 在對你 (她)那 (她)恩典惠意 從屬我； (她)那

因為 (她)能力權能 在內 在對(她)無力軟弱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完成。 極為甘心地 這樣 更特別尤其地

我將要(持續)讓自己誇耀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無力軟弱 從屬我，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搭帳棚居所住在上面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我" (她)那 (她)能力權能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現在已經開聲言說 在對我， 他/她/它現在持續捍衛滿足 在對你 (她)那 (她)恩典惠意 從屬我； (她)那

因為 (她)能力權能 從屬我 在內 在對(她)無力軟弱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促使成完滿成全。 極為甘心地 這樣

更特別尤其地 我將要(持續)讓自己誇耀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無力軟弱 從屬我，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搭帳棚居所住在上面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我" (她)那 (她)能力權能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經文變異WH]

並且 他/她/它現在已經開聲言說 在對我， 他/她/它現在持續捍衛滿足 在對你 (她)那 (她)恩典惠意 從屬我； (她)那

因為 (她)能力權能 在內 在對(她)無力軟弱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完成。 極為甘心地 這樣 更特別尤其地

我將要(持續)讓自己誇耀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無力軟弱，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搭帳棚居所住在上面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我" (她)那 (她)能力權能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林後 12:10 dio. euvdokw/ evn avsqenei,aij( evn u[bresin( evn avna,gkaij( evn diwgmoi/j kai. stenocwri,aij( ùpe.r Cristou/\
o[tan ga.r avsqenw/( to,te dunato,j eivmiÅ
Therefore I take pleasure in infirmities, in reproaches, in necessities, in persecutions, in distresses for Christ's
sake: for when I am weak, then am I strong.
我為基督的緣故，就以軟弱，凌辱，急難，逼迫，困苦，為可喜樂的；因我甚麼時候軟弱，甚麼時候就剛強了。

為這個緣故 我現在持續歡愉認可 在內 在對(她們)無力軟弱， 在內 在對(她們)欺凌傷損， 在內

在對(她們)迫切需要， 在內 在對(他們)追趕逼迫 並且 在對(她們)狹隘困苦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他)基督；

但凡當這時 因為 我現在應該持續成軟弱無力， 當那時地 (他)乃能夠可能的 我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為這個緣故 我現在持續歡愉認可 在內 在對(她們)無力軟弱， 在內 在對(她們)欺凌傷損， 在內

在對(她們)迫切需要， 在內 在對(他們)追趕逼迫， 在內 在對(她們)狹隘困苦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他)基督； 但凡當這時 因為 我現在應該持續成軟弱無力， 當那時地 (他)乃能夠可能的 我現在持續是。

林後 12:11 Ge,gona a;frwn( um̀ei/j me hvnagka,sateÅ evgw. ga.r w;feilon ùfV ùmw/n suni,stasqai\ ouvde.n ga.r ùste,rhsa
tw/n ùperli,an avposto,lwn eiv kai. ouvde,n eivmiÅ
I am become a fool in glorying; ye have compelled me: for I ought to have been commended of you: for in
nothing am I behind the very chiefest apostles, though I be nothing.
我成了愚妄人，是被你們強逼的；我本該被你們稱許纔是；我雖算不了甚麼，卻沒有一件事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

下。

我現在已經生發成為 (他)遲笨愚妄的， 你們 到於我 你們那時(也是)迫使必須； 我 因為 我當時持續積欠負債

<在底下>被從 從屬你們 現要去持續被並立/並列表明；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因為 我那時(也是)落後短缺

從屬(他們)那些 超極顯赫地 從屬(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若是 並且 (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我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我現在已經生發成為 (他)遲笨愚妄的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誇耀了的， 你們 到於我 你們那時(也是)迫使必須； 我

因為 我當時持續積欠負債 <在底下>被從 從屬你們 現要去持續被並立/並列表明；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因為

我那時(也是)落後短缺 從屬(他們)那些 超極顯赫地 從屬(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若是 並且

(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我現在持續是。

林後 12:12 ta. me.n shmei/a tou/ avposto,lou kateirga,sqh evn ùmi/n evn pa,sh| ùpomonh/|( shmei,oij te kai. te,rasin kai.
duna,mesinÅ
Truly the signs of an apostle were wrought among you in all patience, in signs, and wonders, and mighty deeds.
我在你們中間，用百般的忍耐，藉著神蹟奇事異能，顯出使徒的憑據來。

(它們)那些 的確 (它們)識別之表記徵兆 從屬(他)那 從屬(他)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作工作完成

在內 在對你們 在內 在對(她)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她)堅忍持守， 在對(它們)識別之表記徵兆 並/又 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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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它們)奇事預兆 並且 在對(她們)能力權能。
[經文變異RT]

(它們)那些 的確 (它們)識別之表記徵兆 從屬(他)那 從屬(他)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作工作完成

在內 在對你們 在內 在對(她)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她)堅忍持守， 在內 在對(它們)識別之表記徵兆 並且

在對(它們)奇事預兆 並且 在對(她們)能力權能。

林後 12:13 ti, ga,r evstin o] hs̀sw,qhte ùpe.r ta.j loipa.j evkklhsi,aj( eiv mh. o[ti auvto.j evgw. ouv katena,rkhsa ùmw/nÈ
cari,sasqe, moi th.n avdiki,an tau,thnÅ
For what is it wherein ye were inferior to other churches, except it be that I myself was not burdensome to you?
forgive me this wrong.
除了我不累著你們這一件事，你們還有甚麼事不及別的教會呢；這不公之處，求你們饒恕我罷。

(它)任何什麼呢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到於(它)這個 你們那時(也是)被使更變差減少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高超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其餘的 到於(她們)傳召， 若是 不會/不要 是這樣 (他)同一者 我 不是/不

我那時(也是)成懶散累贅 從屬你們？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恩待 在對我 到於(她)那 到於(她)不義

到於(她)那同一者。

林後 12:14 VIdou. tri,ton tou/to et̀oi,mwj e;cw evlqei/n pro.j ùma/j( kai. ouv katanarkh,sw\ ouv ga.r zhtw/ ta. ùmw/n avlla.
um̀a/jÅ ouv ga.r ovfei,lei ta. te,kna toi/j goneu/sin qhsauri,zein avlla. oi` gonei/j toi/j te,knoijÅ
Behold, the third time I am ready to come to you; and I will not be burdensome to you: for I seek not yours, but
you: for the children ought not to lay up for the parents, but the parents for the children.
如今我打算第三次到你們那裏去，也必不累著你們；因我所求的是你們，不是你們的財物；兒女不該為父母積財

，父母該為兒女積財。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到於(它)第三的 到於(它)那同一者 妥切齊備地 我現在持續持有

那時(也是)要去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並且 不是/不 我將要(持續)成懶散累贅； 不是/不 因為

我現在持續探索尋求 到於(它們)那些 從屬你們， 但乃是 到於你們； 不是/不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積欠負債

(它們)那些 (它們)孩子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父母 現要去持續儲蓄積存， 但乃是 (他們)那些 (他們)父母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孩子。
[經文變異RT]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到於(它)第三的 妥切齊備地 我現在持續持有 那時(也是)要去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並且 不是/不 我將要(持續)成懶散累贅 從屬你們； 不是/不 因為

我現在持續探索尋求 到於(它們)那些 從屬你們， 但乃是 到於你們； 不是/不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積欠負債

(它們)那些 (它們)孩子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父母 現要去持續儲蓄積存， 但乃是 (他們)那些 (他們)父母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孩子。

林後 12:15 evgw. de. h[dista dapanh,sw kai. evkdapanhqh,somai ùpe.r tw/n yucw/n ùmw/nÅ eiv perissote,rwj ùma/j
avgapw/ÎnÐ( h-sson avgapw/maiÈ
And I will very gladly spend and be spent for you; though the more abundantly I love you, the less I be loved.
我也甘心樂意為你們的靈魂費財費力。難道我越發愛你們，就越發少得你們的愛麼。

我 然而也 極為甘心地 我將要(持續)耗費支出 並且 我將要(持續)被耗費支出用盡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生魂意念 從屬你們。 若是 更格外多地 到於你們 (他)現正持續愛了的 [或=我現在持續愛]，

到於(它)更變差減少的 我現在持續被愛？
[經文變異RT]

我 然而也 極為甘心地 我將要(持續)耗費支出 並且 我將要(持續)被耗費支出用盡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生魂意念 從屬你們。 若是 並且 更格外多地 到於你們 (他)現正持續愛了的，

到於(它)更變差減少的 我現在持續被愛。
[經文變異WH]

我 然而也 極為甘心地 我將要(持續)耗費支出， 並且 我將要(持續)被耗費支出用盡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生魂意念 從屬你們。 若是 更格外多地 到於你們 我現在持續愛， 到於(它)更變差減少的

我現在持續被愛？

林後 12:16 e;stw de,( evgw. ouv kateba,rhsa ùma/j\ avlla. ùpa,rcwn panou/rgoj do,lw| ùma/j e;labonÅ
But be it so, I did not burden you: nevertheless, being crafty, I caught you with guile.
罷了，我自己並沒有累著你們，你們卻有人說，我是詭詐，用心計牢籠你們。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是 然而也， 我 不是/不 我那時(也是)向下成沉重重壓 到於你們， 但乃是

(他)現正持續源屬具有了的 (他)機敏取巧的 在對(他)餌誘詭詐 到於你們 我那時(也是)拿取。

林後 12:17 mh, tina w-n avpe,stalka pro.j ùma/j( diV auvtou/ evpleone,kthsa ùma/jÈ
Did I make a gain of you by any of them whom I sent unto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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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差到你們那裏去的人，我藉著他們一個人佔過你們的便宜麼。

豈會呢 到於(他)任何什麼 從屬(他們)這些個 我現在已經分派差遣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同一者 我那時(也是)行貪婪 到於你們？

林後 12:18 pareka,lesa Ti,ton kai. sunape,steila to.n avdelfo,n\ mh,ti evpleone,kthsen ùma/j Ti,tojÈ ouv tw/| auvtw/|
pneu,mati periepath,samenÈ ouv toi/j auvtoi/j i;cnesinÈ
I desired Titus, and with him I sent a brother. Did Titus make a gain of you? walked we not in the same spirit?
walked we not in the same steps?
我勸了提多到你們那裏去，又差那位兄弟與他同去；提多佔過你們的便宜麼；我們行事，不同是一個心靈麼；不

同是一個腳蹤麼。〔心靈或作聖靈〕

我那時(也是)勸勉請求 到於(他)提多， 並且 我那時(也是)共同分派差遣 到於(他)那 到於(他)弟兄； 豈會是呢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貪婪 到於你們 (他)提多？ 豈非呢 在對(它)那 在對(它)同一者 在對(它)靈/風

我們那時(也是)來往昂然踏行？ 豈非呢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同一者 在對(它們)行徑腳蹤？

林後 12:19 Pa,lai dokei/te o[ti ùmi/n avpologou,meqaÅ kate,nanti qeou/ evn Cristw/| lalou/men\ ta. de. pa,nta(
avgaphtoi,( ùpe.r th/j ùmw/n oivkodomh/jÅ
Again, think ye that we excuse ourselves unto you? we speak before God in Christ: but we do all things, dearly
beloved, for your edifying.
你們到如今，還想我們是向你們分訴；我們本是在基督裏當神面前說話。親愛的弟兄阿，一切的事，都是為造就

你們。

有段時間地 你們現在持續設想認為對 是這樣 在對你們 我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以道理申辯分訴。 直接當面於前地

從屬(他)神 在內 在對(他)基督 我們現在持續發言講說； (它們)那些 然而也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註1，

阿,(他們)蒙愛的，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她)那 從屬你們 從屬(她)建築造就。

註1：“(它們)那些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文法上亦可以為“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經文變異RT]

重新又再地 你們現在持續設想認為對 是這樣 在對你們 我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以道理申辯分訴？ 直接在面前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在內 在對(他)基督 我們現在持續發言講說； (它們)那些 然而也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阿,(他們)蒙愛的，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她)那 從屬你們 從屬(她)建築造就。

林後 12:20 fobou/mai ga.r mh, pwj evlqw.n ouvc oi[ouj qe,lw eu[rw ùma/j kavgw. eùreqw/ um̀i/n oi-on ouv qe,lete\ mh, pwj
e;rij( zh/loj( qumoi,( evriqei,ai( katalaliai,( yiqurismoi,( fusiw,seij( avkatastasi,ai\
For I fear, lest, when I come, I shall not find you such as I would, and that I shall be found unto you such as ye
would not: lest there be debates, envyings, wraths, strifes, backbitings, whisperings, swellings, tumults:
我怕我再來的時候，見你們不合我所想望的，你們見我也不合你們所想望的；又怕有分爭，嫉妒，惱怒，結黨，

毀謗，讒言，狂傲，混亂的事；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成驚恐畏懼 因為， 不會/不要 某個方式地 (他)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不是/不

到於(他們)如此這樣 我現在持續定意 我那時(也是)應該找到尋見 到於你們， 並且我 我那時(也是)應該被找到尋見

在對你們 到於(他)如此這樣 不是/不 你們現在持續定意； 不會/不要 某個方式地 (她)爭執競爭， (他)火熱激昂，

(他們)熾熱憤恨， (她們)分門結黨， (她們)誣蔑誹謗， (他們)私語讒言， (她們)促使為自大張狂，

(她們)混亂不安；
[經文變異RT]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成驚恐畏懼 因為， 不會/不要 某個方式地 (他)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不是/不

到於(他們)如此這樣 我現在持續定意 我那時(也是)應該找到尋見 到於你們， 並且我 我那時(也是)應該被找到尋見

在對你們 到於(他)如此這樣 不是/不 你們現在持續定意； 不會/不要 某個方式地 (她們)爭執競爭，

(他們)火熱激昂， (他們)熾熱憤恨， (她們)分門結黨， (她們)誣蔑誹謗， (他們)私語讒言，

(她們)促使為自大張狂， (她們)混亂不安；

林後 12:21 mh. pa,lin evlqo,ntoj mou tapeinw,sh| me ò qeo,j mou pro.j ùma/j kai. penqh,sw pollou.j tw/n
prohmarthko,twn kai. mh. metanohsa,ntwn evpi. th/| avkaqarsi,a| kai. pornei,a| kai. avselgei,a| h-| e;praxanÅ
And lest, when I come again, my God will humble me among you, and that I shall bewail many which have
sinned already, and have not repented of the uncleanness and fornication and lasciviousness which they have
committed.
且怕我來的時候，我的神叫我在你們面前慚愧；又因許多人從前犯罪，行污穢姦淫邪蕩的事，不肯悔改，我就憂

愁。

不會/不要 重新又再地 從屬(他)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從屬我，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促使成低微降卑 到於我

(他)那 (他)神 從屬我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並且 我那時(也是)應該哀慟 到於(他們)許多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在已經先前犯罪了的 並且 不會/不要 從屬(他們)那時(也是)轉念悔悟了的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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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她)污穢不潔 並且 在對(她)通奸淫行 並且 在對(她)縱慾邪蕩 在對(她)這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實施行使。
[經文變異RT]

不會/不要 重新又再地 到於(他)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到於我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促使成低微降卑 (他)那 (他)神

從屬我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並且 我將要(持續)哀慟註1
到於(他們)許多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在已經先前犯罪了的 並且 不會/不要 從屬(他們)那時(也是)轉念悔悟了的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那

在對(她)污穢不潔 並且 在對(她)通奸淫行 並且 在對(她)縱慾邪蕩 在對(她)這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實施行使。

註1：“我那時(也是)應該哀慟”文法上亦可以為“我將要(持續)哀慟”。

[經文變異MT]

不會/不要 重新又再地 到於(他)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到於我 他/她/它將要(持續)促使成低微降卑 (他)那 (他)神

從屬我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並且 我將要(持續)哀慟 到於(他們)許多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在已經先前犯罪了的 並且 不會/不要 從屬(他們)那時(也是)轉念悔悟了的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那

在對(她)污穢不潔 並且 在對(她)通奸淫行 並且 在對(她)縱慾邪蕩 在對(她)這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實施行使。

林後 13:1 Tri,ton tou/to e;rcomai pro.j ùma/j\ evpi. sto,matoj du,o martu,rwn kai. triw/n staqh,setai pa/n r̀h/maÅ
This is the third time I am coming to you. In the mouth of two or three witnesses shall every word be established.
這是我第三次要到你們那裏去。憑兩三個人的口作見證，句句都要定準。

到於(它)第三的 到於(它)那同一者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它)口/嘴 從屬(他們)二個/兩個 從屬(他們)見證人 並且 從屬(他們)三個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立定站住

(它)所有每一個的 (它)所發表言說。

林後 13:2 proei,rhka kai. prole,gw( ẁj parw.n to. deu,teron kai. avpw.n nu/n( toi/j prohmarthko,sin kai. toi/j
loipoi/j pa/sin( o[ti eva.n e;lqw eivj to. pa,lin ouv fei,somai(
I told you before, and foretell you, as if I were present, the second time; and being absent now I write to them
which heretofore have sinned, and to all other, that, if I come again, I will not spare:
我從前說過，如今不在你們那裏又說，正如我第二次見你們的時候所說的一樣，就是對那犯了罪的，和其餘的人

說：我若再來必不寬容。

我現在已經預先開聲言說， 並且 我現在持續預先道說， 正如地 (他)現正持續是是在旁邊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第二的 並且 (他)現正持續是是離開不在了的 現在此時地，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在已經先前犯罪了的

並且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其餘的 在對(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是這樣 但凡若是 我那時(也是)應該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重新又再地， 不是/不 我將要(持續)讓自己憐惜寬免；
[經文變異RT]

我現在已經預先開聲言說， 並且 我現在持續預先道說， 正如地 (他)現正持續是是在旁邊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第二的 並且 (他)現正持續是是離開不在了的 現在此時地， 我現在持續刻寫記載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在已經先前犯罪了的 並且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其餘的 在對(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是這樣

但凡若是 我那時(也是)應該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重新又再地， 不是/不 我將要(持續)讓自己憐惜寬免；

林後 13:3 evpei. dokimh.n zhtei/te tou/ evn evmoi. lalou/ntoj Cristou/( o]j eivj ùma/j ouvk avsqenei/ avlla. dunatei/ evn
um̀i/nÅ
Since ye seek a proof of Christ speaking in me, which to you-ward is not weak, but is mighty in you.
你們既然尋求基督在我裏面說話的憑據，我必不寬容；因為基督在你們身上，不是軟弱的；在你們裏面，是有大

能的。

在其上 到於(她)驗證證實 你們現在持續探索尋求 從屬(他)那 在內 在對"我" 從屬(他)現正持續發言講說了的

從屬(他)基督， (他)這個 向內進入 到於你們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軟弱無力， 但乃是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乃能夠可能 在內 在對你們。

林後 13:4 kai. ga.r evstaurw,qh evx avsqenei,aj( avlla. zh/| evk duna,mewj qeou/Å kai. ga.r hm̀ei/j avsqenou/men evn auvtw/|(
avlla. zh,somen su.n auvtw/| evk duna,mewj qeou/ eivj ùma/jÅ
For though he was crucified through weakness, yet he liveth by the power of God. For we also are weak in him,
but we shall live with him by the power of God toward you.
他因軟弱被釘在十字架上，卻因神的大能，仍然活著；我們也是這樣同他軟弱，但因神向你們所顯的大能，也必

與他同活。

並且 因為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釘十字架 向外出來 從屬(她)無力軟弱， 但乃是 他/她/它現在持續活 向外出來

從屬(她)能力權能 從屬(他)神。 並且 因為 我們 我們現在持續成軟弱無力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但乃是

我們將要(持續)活 共同一起 在對(他)同一者 向外出來 從屬(她)能力權能 從屬(他)神 向內進入 到於你們。
[經文變異RT]

並且 因為 若是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釘十字架 向外出來 從屬(她)無力軟弱， 但乃是 他/她/它現在持續活 向外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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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屬(她)能力權能 從屬(他)神。 並且 因為 並且 我們 我們現在持續成軟弱無力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但乃是

我們將要(持續)活 共同一起 在對(他)同一者 向外出來 從屬(她)能力權能 從屬(他)神 向內進入 到於你們。
[經文變異WH]

並且 因為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釘十字架 向外出來 從屬(她)無力軟弱， 但乃是 他/她/它現在持續活 向外出來

從屬(她)能力權能 從屬(他)神。 並且 因為 我們 我們現在持續成軟弱無力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但乃是

我們將要(持續)活 共同一起 在對(他)同一者 向外出來 從屬(她)能力權能 從屬(他)神 向內進入 到於你們。

林後 13:5 ~Eautou.j peira,zete eiv evste. evn th/| pi,stei( èautou.j dokima,zete\ h' ouvk evpiginw,skete èautou.j o[ti
VIhsou/j Cristo.j evn ùmi/nÈ eiv mh,ti avdo,kimoi, evsteÅ
Examine yourselves, whether ye be in the faith; prove your own selves. Know ye not your own selves, how that
Jesus Christ is in you, except ye be reprobates?
你們總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沒有；也要自己試驗；豈不知你們若不是可棄絕的，就有耶穌基督在你們心裏麼。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使有探測試驗， 若是 你們現在持續是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信；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查驗證實。 甚或/或而 豈非呢 你們現在持續清楚認識知道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是這樣 (他)耶穌 (他)基督 在內 在對你們？ 若是 豈會是呢 (他們)驗明不實的

你們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使有探測試驗， 若是 你們現在持續是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信；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查驗證實。 甚或/或而 豈非呢 你們現在持續清楚認識知道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是這樣 (他)耶穌 (他)基督 在內 在對你們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若是 豈會是呢

(他們)驗明不實的 你們現在持續是？

林後 13:6 evlpi,zw de. o[ti gnw,sesqe o[ti hm̀ei/j ouvk evsme.n avdo,kimoiÅ
But I trust that ye shall know that we are not reprobates.
我卻盼望你們曉得我們不是可棄絕的人。

我現在持續有期盼指望 然而也 是這樣 你們將要(持續)讓自己認識知道 是這樣 我們 不是/不 我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驗明不實的。

林後 13:7 euvco,meqa de. pro.j to.n qeo.n mh. poih/sai ùma/j kako.n mhde,n( ouvc i[na hm̀ei/j do,kimoi fanw/men( avllV i[na
um̀ei/j to. kalo.n poih/te( h̀mei/j de. wj̀ avdo,kimoi w=menÅ
Now I pray to God that ye do no evil; not that we should appear approved, but that ye should do that which is
honest, though we be as reprobates.
我們求神，叫你們一件惡事都不作；這不是要顯明我們是蒙悅納的，是要你們行事端正，任憑人看我們是被棄絕

的罷。

我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許願祈求 然而也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不會/不要 那時(也是)要去行出作成

到於你們 到於(它)卑劣不好的 到於(它)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不是/不 為要 我們 (他們)驗明證實的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被促為照亮顯明， 但乃是 為要 你們 到於(它)那 到於(它)美好適當的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行出作成， 我們 然而也 正如地 (他們)驗明不實的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許願祈求 然而也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不會/不要 那時(也是)要去行出作成

到於你們 到於(它)卑劣不好的 到於(它)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不是/不 為要 我們 (他們)驗明證實的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被促為照亮顯明， 但乃是 為要 你們 到於(它)那 到於(它)美好適當的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行出作成， 我們 然而也 正如地 (他們)驗明不實的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是。

林後 13:8 ouv ga.r duna,meqa, ti kata. th/j avlhqei,aj avlla. ùpe.r th/j avlhqei,ajÅ
For we can do nothing against the truth, but for the truth.
我們凡事不能敵擋真理，只能扶助真理。

不是/不 因為 我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到於(它)任何什麼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她)那 從屬(她)真情實理，

但乃是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她)那 從屬(她)真情實理。

林後 13:9 cai,romen ga.r o[tan hm̀ei/j avsqenw/men( ùmei/j de. dunatoi. h=te\ tou/to kai. euvco,meqa( th.n ùmw/n
kata,rtisinÅ
For we are glad, when we are weak, and ye are strong: and this also we wish, even your perfection.
即使我們軟弱，你們剛強，我們也歡喜；並且我們所求的，就是你們作完全人。

我們現在持續歡喜安樂 因為， 但凡當這時 我們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成軟弱無力， 你們 然而也 (他們)乃能夠可能的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是； 到於(它)那同一者 並且 我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許願祈求， 到於(她)那 從屬你們

到於(她)向下使成裝備妥當[主觀地]。
[經文變異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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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現在持續歡喜安樂 因為， 但凡當這時 我們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成軟弱無力， 你們 然而也 (他們)乃能夠可能的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是； 到於(它)那同一者 然而也 並且 我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許願祈求， 到於(她)那 從屬你們

到於(她)向下使成裝備妥當[主觀地]。

林後 13:10 dia. tou/to tau/ta avpw.n gra,fw( i[na parw.n mh. avpoto,mwj crh,swmai kata. th.n evxousi,an h]n ò ku,rioj
e;dwke,n moi eivj oivkodomh.n kai. ouvk eivj kaqai,resinÅ
Therefore I write these things being absent, lest being present I should use sharpness, according to the power
which the Lord hath given me to edification, and not to destruction.
所以我不在你們那裏的時候，把這話寫給你們，好叫我見你們的時候，不用照主所給我的權柄，嚴厲的待你們；

這權柄原是為造就人，並不是為敗壞人。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同一者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是是離開不在了的 我現在持續刻寫記載，

為要 (他)現正持續是是在旁邊了的 不會/不要 嚴厲獨斷地 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提供使用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那 到於(她)權柄掌握 到於(她)這個 (他)那 (他)主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在對我 向內進入

到於(她)建築造就， 並且 不是/不 向內進入 到於(她)拆開卸下。
[經文變異RT]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同一者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是是離開不在了的 我現在持續刻寫記載，

為要 (他)現正持續是是在旁邊了的 不會/不要 嚴厲獨斷地 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提供使用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那 到於(她)權柄掌握 到於(她)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在對我 (他)那 (他)主人 向內進入

到於(她)建築造就， 並且 不是/不 向內進入 到於(她)拆開卸下。

林後 13:11 Loipo,n( avdelfoi,( cai,rete( katarti,zesqe( parakalei/sqe( to. auvto. fronei/te( eivrhneu,ete( kai. ò qeo.j
th/j avga,phj kai. eivrh,nhj e;stai meqV ùmw/nÅ
Finally, brethren, farewell. Be perfect, be of good comfort, be of one mind, live in peace; and the God of love
and peace shall be with you.
還有末了的話，願弟兄們都喜樂；要作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仁愛和平的神，必常

與你們同在。

到於(它)此後的/此外的， 阿,(他們)弟兄，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歡喜安樂；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被向下使成裝備妥當；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被勸勉請求；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同一者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感受體察；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行和平安寧； 並且 (他)那 (他)神 從屬(她)那 從屬(她)愛 並且 從屬(她)和平安寧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你們。

林後 13:12 avspa,sasqe avllh,louj evn ag̀i,w| filh,matiÅ
Greet one another with an holy kiss.
你們親嘴問安；彼此務要聖潔。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擁抱問安 到於(他們)彼此 在內 在對(它)聖的 在對(它)親吻之禮。

林後 13:13 avspa,zontai ùma/j oi` a[gioi pa,ntejÅ
All the saints salute you.
眾聖徒都問你們安。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擁抱問安 到於你們 (他們)那些 (他們)聖的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林後 13:14 ~H ca,rij tou/ kuri,ou VIhsou/ Cristou/ kai. h` avga,ph tou/ qeou/ kai. h̀ koinwni,a tou/ ag̀i,ou pneu,matoj
meta. pa,ntwn ùmw/nÅ
The grace of the Lord Jesus Christ, and the love of God, and the communion of the Holy Ghost, be with you all.
Amen.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惠，神的慈愛，聖靈的感動，常與你們眾人同在。

(她)那 (她)恩典惠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並且 (她)那 (她)愛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她)那 (她)共通合享 從屬(它)那 從屬(它)聖的 從屬(它)靈/風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你們。
[經文變異RT]

(她)那 (她)恩典惠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並且 (她)那 (她)愛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她)那 (她)共通合享 從屬(它)那 從屬(它)聖的 從屬(它)靈/風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你們。 阿們。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哥林多人 (她)第二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刻寫記載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腓立比 從屬(她)馬其頓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提多 並且 從屬(他)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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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拉太書 // Galatians

加 1:1 Pau/loj avpo,stoloj ouvk avpV avnqrw,pwn ouvde. diV avnqrw,pou avlla. dia. VIhsou/ Cristou/ kai. qeou/ patro.j tou/
evgei,rantoj auvto.n evk nekrw/n(
Paul, an apostle, (not of men, neither by man, but by Jesus Christ, and God the Father, who raised him from the
dead;)
作使徒的保羅，（不是由於人，也不是藉著人，乃是藉著耶穌基督，與叫他從死裏復活的父神）

(他)保羅 (他)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不是/不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人， 然而也不是地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人， 但乃是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並且 從屬(他)神 從屬(他)父親 從屬(他)那

從屬(他)那時(也是)喚醒起來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死掉的；

加 1:2 kai. oi` su.n evmoi. pa,ntej avdelfoi. tai/j evkklhsi,aij th/j Galati,aj(
And all the brethren which are with me, unto the churches of Galatia:
和一切與我同在的眾弟兄，寫信給加拉太的各教會。

並且 (他們)那些 共同一起 在對"我"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弟兄，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傳召 從屬(她)那

從屬(她)加拉太：

加 1:3 ca,rij ùmi/n kai. eivrh,nh avpo. qeou/ patro.j h̀mw/n kai. kuri,ou VIhsou/ Cristou/
Grace be to you and peace from God the Father, and from our Lord Jesus Christ,
願恩惠平安，從父神與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歸與你們。

(她)恩典惠意 在對你們 並且 (她)和平安寧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神 從屬(他)父親 從屬我們 並且 從屬(他)主人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經文變異RT]

(她)恩典惠意 在對你們 並且 (她)和平安寧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神 從屬(他)父親 並且 從屬(他)主人 從屬我們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加 1:4 tou/ do,ntoj èauto.n ùpe.r tw/n am̀artiw/n hm̀w/n( o[pwj evxe,lhtai hm̀a/j evk tou/ aivw/noj tou/ evnestw/toj ponhrou/
kata. to. qe,lhma tou/ qeou/ kai. patro.j hm̀w/n(
Who gave himself for our sins, that he might deliver us from this present evil world, according to the will of God
and our Father:
基督照我們父神的旨意為我們的罪捨己，要救我們脫離這罪惡的世代；

從屬(他)那 從屬(他)那時(也是)給與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罪

從屬我們， 這怎樣如何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挪開 到於我們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世紀時代

從屬(他)那 從屬(他)現在已經臨到了的 從屬(他)惡的，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那 到於(它)所定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從屬(他)父親 從屬我們；
[經文變異RT]

從屬(他)那 從屬(他)那時(也是)給與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罪

從屬我們， 這怎樣如何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挪開 到於我們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現在已經臨到了的 從屬(他)世紀時代 從屬(他)惡的，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那 到於(它)所定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從屬(他)父親 從屬我們；
[經文變異MT]

從屬(他)那 從屬(他)那時(也是)給與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在周圍>關於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罪 從屬我們，

這怎樣如何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挪開 到於我們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現在已經臨到了的

從屬(他)世紀時代 從屬(他)惡的，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那 到於(它)所定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從屬(他)父親 從屬我們；

加 1:5 w-| h̀ do,xa eivj tou.j aivw/naj tw/n aivw,nwn( avmh,nÅ
To whom be glory for ever and ever. Amen.
但願榮耀歸於神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在對(他)這個 (她)那 (她)榮耀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世紀時代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世紀時代。

阿們。

加 1:6 Qauma,zw o[ti ou[twj tace,wj metati,qesqe avpo. tou/ kale,santoj um̀a/j evn ca,riti Îcristou/Ð eivj e[teron
euvagge,lion(
I marvel that ye are so soon removed from him that called you into the grace of Christ unto another gospel:
我希奇你們這麼快離開那藉著基督之恩召你們的，去從別的福音；

我現在持續希奇 是這樣 那同一樣式地 快快地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轉置移開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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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屬(他)那時(也是)促請召喚了的 到於你們 在內 在對(她)恩典惠意 從屬(他)基督 向內進入 到於(它)相異不同的

到於(它)福音佳訊；

加 1:7 o] ouvk e;stin a;llo( eiv mh, tine,j eivsin oi` tara,ssontej ùma/j kai. qe,lontej metastre,yai to. euvagge,lion tou/
Cristou/Å
Which is not another; but there be some that trouble you, and would pervert the gospel of Christ.
那並不是福音，不過有些人攪擾你們，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

(它)這個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另外不同的； 若是 不會/不要 (他們)任何什麼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攪動擾亂了的 到於你們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定意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翻轉轉換 到於(它)那

到於(它)福音佳訊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加 1:8 avlla. kai. eva.n hm̀ei/j h' a;ggeloj evx ouvranou/ euvaggeli,zhtai Îùmi/nÐ parV o] euvhggelisa,meqa ùmi/n( avna,qema
e;stwÅ
But though we, or an angel from heaven, preach any other gospel unto you than that which we have preached
unto you, let him be accursed.
但無論是我們，是天上來的使者，若傳福音給你們，與我們所傳給你們的不同，他就應當被咒詛。

但乃是 並且 但凡若是 我們 甚或/或而 (他)使者 向外出來 從屬(他)天空/天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讓自己傳福音佳訊 在對你們 <在旁邊>到旁邊 到於(它)這個 我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傳福音佳訊

在對你們， (它)咒逐禁物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是。
[經文變異WH]

但乃是 並且 但凡若是 我們 甚或/或而 (他)使者 向外出來 從屬(他)天空/天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傳福音佳訊 在對你們 <在旁邊>到旁邊 到於(它)這個 我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傳福音佳訊

在對你們， (它)咒逐禁物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是。

加 1:9 wj̀ proeirh,kamen kai. a;rti pa,lin le,gw( ei; tij ùma/j euvaggeli,zetai parV o] parela,bete( avna,qema e;stwÅ
As we said before, so say I now again, If any man preach any other gospel unto you than that ye have received,
let him be accursed.
我們已經說了，現在又說：若有人傳福音給你們，與你們所領受的不同，他就應當被咒詛。

正如地 我們現在已經預先開聲言說， 並且 現今地 重新又再地 我現在持續道說， 若是 (他)任何什麼 到於你們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傳福音佳訊 <在旁邊>到旁邊 到於(它)這個 你們那時(也是)拿取在旁邊， (它)咒逐禁物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是。

加 1:10 :Arti ga.r avnqrw,pouj pei,qw h' to.n qeo,nÈ h' zhtw/ avnqrw,poij avre,skeinÈ eiv e;ti avnqrw,poij h;reskon(
Cristou/ dou/loj ouvk a'n h;mhnÅ
For do I now persuade men, or God? or do I seek to please men? for if I yet pleased men, I should not be the
servant of Christ.
我現在是要得人的心呢，還是要得神的心呢；我豈是討人的喜歡麼；若仍舊討人的喜歡，我就不是基督的僕人了

。

現今地 因為 到於(他們)人 我現在持續勸信說服， 甚或/或而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甚或/或而

我現在持續探索尋求 在對(他們)人 現要去持續取悅？ 若是 依然仍舊地 在對(他們)人 我當時持續取悅，

從屬(他)基督 (他)奴僕 不是/不 但凡 我當時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現今地 因為 到於(他們)人 我現在持續勸信說服， 甚或/或而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甚或/或而

我現在持續探索尋求 在對(他們)人 現要去持續取悅？ 若是 因為 依然仍舊地 在對(他們)人 我當時持續取悅，

從屬(他)基督 (他)奴僕 不是/不 但凡 我當時持續是。

加 1:11 Gnwri,zw ga.r um̀i/n( avdelfoi,( to. euvagge,lion to. euvaggelisqe.n ùpV evmou/ o[ti ouvk e;stin kata. a;nqrwpon\
But I certify you, brethren, that the gospel which was preached of me is not after man.
弟兄們，我告訴你們，我素來所傳的福音，不是出於人的意思。

我現在持續使成認識知道 因為 在對你們， 阿,(他們)弟兄， 到於(它)那 到於(它)福音佳訊 到於(它)那

到於(它)那時(也是)被傳福音佳訊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我"， 是這樣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人；
[經文變異RT]

我現在持續使成認識知道 然而也 在對你們， 阿,(他們)弟兄， 到於(它)那 到於(它)福音佳訊 到於(它)那

到於(它)那時(也是)被傳福音佳訊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我"， 是這樣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人；

加 1:12 ouvde. ga.r evgw. para. avnqrw,pou pare,labon auvto. ou;te evdida,cqhn avlla. diV avpokalu,yewj VIhsou/ Cristou/Å
For I neither received it of man, neither was I taught it, but by the revelation of Jesus Chr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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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不是從人領受的，也不是人教導我的，乃是從耶穌基督啟示來的。

然而也不是地 因為 我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人 我那時(也是)拿取在旁邊 到於(它)同一者， 並不/又不

我那時(也是)被教導， 但乃是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啟示揭露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加 1:13 VHkou,sate ga.r th.n evmh.n avnastrofh,n pote evn tw/| VIoudai?smw/|( o[ti kaqV ùperbolh.n evdi,wkon th.n
evkklhsi,an tou/ qeou/ kai. evpo,rqoun auvth,n(
For ye have heard of my conversation in time past in the Jews' religion, how that beyond measure I persecuted
the church of God, and wasted it:
你們聽見我從前在猶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樣極力逼迫殘害神的教會。

你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因為 到於(她)那 到於(她)我之物 到於(她)行止為人 在那個時候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猶太教， 是這樣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卓絕超凡 我當時持續追趕迫求 到於(她)那 到於(她)傳召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我當時持續使洗劫摧殘 到於(她)同一者；

加 1:14 kai. proe,kopton evn tw/| VIoudai?smw/| ùpe.r pollou.j sunhlikiw,taj evn tw/| ge,nei mou( perissote,rwj zhlwth.j
up̀a,rcwn tw/n patrikw/n mou parado,sewnÅ
And profited in the Jews' religion above many my equals in mine own nation, being more exceedingly zealous of
the traditions of my fathers.
我又在猶太教中，比我本國許多同歲的人更有長進，為我祖宗的遺傳更加熱心。

並且 我當時持續往前推進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猶太教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高超 到於(他們)許多的

到於(他們)同輩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族類 從屬我， 更格外多地 (他)具火熱激昂之情者

(他)現正持續源屬具有了的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屬父親祖宗的 從屬我 從屬(她們)交付。

加 1:15 o[te de. euvdo,khsen Îò qeo.jÐ ò avfori,saj me evk koili,aj mhtro,j mou kai. kale,saj dia. th/j ca,ritoj auvtou/
But when it pleased God, who separated me from my mother's womb, and called me by his grace,
然而那把我從母腹裏分別出來，又施恩召我的神，

當這時地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歡愉認可 (他)那 (他)神， (他)那 (他)那時(也是)界定分開了的 到於我 向外出來

從屬(她)腹腔 從屬(她)母親 從屬我 並且 (他)那時(也是)促請召喚了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恩典惠意

從屬(他)同一者，

加 1:16 avpokalu,yai to.n uiò.n auvtou/ evn evmoi,( i[na euvaggeli,zwmai auvto.n evn toi/j e;qnesin( euvqe,wj ouv
prosaneqe,mhn sarki. kai. ai[mati
To reveal his Son in me, that I might preach him among the heathen; immediately I conferred not with flesh and
blood:
既然樂意將他兒子啟示在我心裏，叫我把他傳在外邦人中，我就沒有與屬血氣的人商量，

那時(也是)要去啟示揭露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從屬(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我"， 為要

我現在應該持續讓自己傳福音佳訊 到於(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種族邦國； 平直直接地[同#2117]

不是/不 我那時(也是)讓自己在前面向著提出呈上 在對(她)肉體 並且 在對(它)血，

加 1:17 ouvde. avnh/lqon eivj ~Ieroso,luma pro.j tou.j pro. evmou/ avposto,louj( avlla. avph/lqon eivj VArabi,an kai. pa,lin
up̀e,streya eivj Damasko,nÅ
Neither went I up to Jerusalem to them which were apostles before me; but I went into Arabia, and returned
again unto Damascus.
也沒有上耶路撒冷去，見那些比我先作使徒的；惟獨往亞拉伯去；後又回到大馬色。

然而也不是地 我那時(也是)向上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路撒冷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在前面

從屬"我" 到於(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但乃是 我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她)阿拉伯，

並且 重新又再地 我那時(也是)翻轉轉回 向內進入 到於(她)大馬色。

加 1:18 :Epeita meta. e;th tri,a avnh/lqon eivj ~Ieroso,luma ìstorh/sai Khfa/n kai. evpe,meina pro.j auvto.n hm̀e,raj
dekape,nte(
Then after three years I went up to Jerusalem to see Peter, and abode with him fifteen days.
過了三年，纔上耶路撒冷去見磯法，和他同住了十五天。

在其後地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它們)年 到於(它們)三個 我那時(也是)向上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路撒冷

那時(也是)要去探視請教 到於(他)磯法， 並且 我那時(也是)在上面停留持守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到於(她們)十五個；
[經文變異RT]

在其後地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它們)年 到於(它們)三個 我那時(也是)向上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路撒冷

那時(也是)要去探視請教 到於(他)彼得， 並且 我那時(也是)在上面停留持守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到於(她們)十五個；
[經文變異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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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後地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它們)三個 到於(它們)年 我那時(也是)向上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路撒冷

那時(也是)要去探視請教 到於(他)磯法， 並且 我那時(也是)在上面停留持守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到於(她們)十五個；

加 1:19 e[teron de. tw/n avposto,lwn ouvk ei=don eiv mh. VIa,kwbon to.n avdelfo.n tou/ kuri,ouÅ
But other of the apostles saw I none, save James the Lord's brother.
至於別的使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我都沒有看見。

到於(他)相異不同的 然而也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不是/不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若是

不會/不要 到於(他)雅各 到於(他)那 到於(他)弟兄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加 1:20 a] de. gra,fw ùmi/n( ivdou. evnw,pion tou/ qeou/ o[ti ouv yeu,domaiÅ
Now the things which I write unto you, behold, before God, I lie not.
我寫給你們的，不是謊話，這是我在神面前說的。

到於(它們)這些個 然而也 我現在持續刻寫記載 在對你們，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在面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是這樣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說謊作假。

加 1:21 e;peita h=lqon eivj ta. kli,mata th/j Suri,aj kai. th/j Kiliki,aj\
Afterwards I came into the regions of Syria and Cilicia;
以後我到了敘利亞和基利家境內。

在其後地 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區域 從屬(她)那 從屬(她)敘利亞 並且

從屬(她)那 從屬(她)基利家。

加 1:22 h;mhn de. avgnoou,menoj tw/| prosw,pw| tai/j evkklhsi,aij th/j VIoudai,aj tai/j evn Cristw/|Å
And was unknown by face unto the churches of Judaea which were in Christ:
那時，猶太信基督的各教會都沒有見過我的面。

我當時持續是 然而也 (他)現正持續被不領悟認知了的 在對(它)那 在對(它)前面的臉面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傳召

從屬(她)那 從屬(她)猶太地方 在對(她們)那些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加 1:23 mo,non de. avkou,ontej h=san o[ti ~O diw,kwn hm̀a/j pote nu/n euvaggeli,zetai th.n pi,stin h[n pote evpo,rqei(
But they had heard only, That he which persecuted us in times past now preacheth the faith which once he
destroyed.
不過聽說，那從前逼迫我們的，現在傳揚他原先所殘害的真道。

僅有單獨地 然而也 (他們)現正持續聲聞耳聽了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是這樣 (他)那 (他)現正持續追趕迫求了的

到於我們 在那個時候 現在此時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傳福音佳訊 到於(她)那 到於(她)信 到於(她)這個

在那個時候 他/她/它當時持續使洗劫摧殘；

加 1:24 kai. evdo,xazon evn evmoi. to.n qeo,nÅ
And they glorified God in me.
他們就為我的緣故，歸榮耀給神。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歸榮耀 在內 在對"我"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加 2:1 :Epeita dia. dekatessa,rwn evtw/n pa,lin avne,bhn eivj ~Ieroso,luma meta. Barnaba/ sumparalabw.n kai.
Ti,ton\
Then fourteen years after I went up again to Jerusalem with Barnabas, and took Titus with me also.
過了十四年，我同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並帶著提多同去。

在其後地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們)十四個 從屬(它們)年 重新又再地 我那時(也是)向上行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耶路撒冷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巴拿巴， (他)那時(也是)拿取在旁邊一同了的 並且 到於(他)提多；

加 2:2 avne,bhn de. kata. avpoka,luyin\ kai. avneqe,mhn auvtoi/j to. euvagge,lion o] khru,ssw evn toi/j e;qnesin( katV ivdi,an
de. toi/j dokou/sin( mh, pwj eivj keno.n tre,cw h' e;dramonÅ
And I went up by revelation, and communicated unto them that gospel which I preach among the Gentiles, but
privately to them which were of reputation, lest by any means I should run, or had run, in vain.
我是奉啟示上去的，把我在外邦人中所傳的福音，對弟兄們陳說；卻是背地裏對那有名望之人說的；惟恐我現在

，或是從前，徒然奔跑。

我那時(也是)向上行 然而也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啟示揭露， 並且 我那時(也是)讓自己提出呈上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那 到於(它)福音佳訊 到於(它)這個 我現在持續傳達宣講 在內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種族邦國；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私人個別的 然而也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設想認為對了的， 不會/不要 某個方式地 向內進入 到於(它)虛空無有的

我現在應該持續奔跑疾行， 甚或/或而 我那時(也是)奔跑疾行。
[不同標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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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時(也是)向上行 然而也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啟示揭露， 並且 我那時(也是)讓自己提出呈上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那 到於(它)福音佳訊 到於(它)這個 我現在持續傳達宣講 在內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種族邦國，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私人個別的 然而也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設想認為對了的， 不會/不要 某個方式地 向內進入 到於(它)虛空無有的

我現在應該持續奔跑疾行， 甚或/或而 我那時(也是)奔跑疾行。

加 2:3 avllV ouvde. Ti,toj ò su.n evmoi,( {Ellhn w;n( hvnagka,sqh peritmhqh/nai\
But neither Titus, who was with me, being a Greek, was compelled to be circumcised:
但與我同去的提多，雖是希利尼人，也沒有勉強他受割禮；

但乃是 然而也不是地 (他)提多 (他)那 共同一起 在對"我" (他)希利尼人 (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迫使必須 那時(也是)要去被行割禮；

加 2:4 dia. de. tou.j pareisa,ktouj yeudade,lfouj( oi[tinej pareish/lqon kataskoph/sai th.n evleuqeri,an hm̀w/n h]n
e;comen evn Cristw/| VIhsou/( i[na h̀ma/j katadoulw,sousin(
And that because of false brethren unawares brought in, who came in privily to spy out our liberty which we
have in Christ Jesus, that they might bring us into bondage:
因為有偷著引進來的假弟兄，私下窺探我們在基督耶穌裏的自由，要叫我們作奴僕；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然而也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為從旁私自引入的 到於(他們)假弟兄， (他們)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在旁邊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那時(也是)要去行勘察窺探 到於(她)那 到於(她)自主自由 從屬我們

到於(她)這個 我們現在持續持有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在對(他)耶穌， 為要 到於我們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強迫為奴；
[經文變異RT]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然而也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為從旁私自引入的 到於(他們)假弟兄， (他們)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在旁邊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那時(也是)要去行勘察窺探 到於(她)那 到於(她)自主自由 從屬我們

到於(她)這個 我們現在持續持有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在對(他)耶穌， 為要 到於我們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強迫為奴；

加 2:5 oi-j ouvde. pro.j w[ran ei;xamen th/| ùpotagh/|( i[na h` avlh,qeia tou/ euvaggeli,ou diamei,nh| pro.j um̀a/jÅ
To whom we gave place by subjection, no, not for an hour; that the truth of the gospel might continue with you.
我們就是一刻的工夫，也沒有容讓順服他們，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們中間。

在對(他們)這些個 然而也不是地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鐘點時刻 我們那時(也是)柔弱容讓 在對(她)那

在對(她)臣服服從； 為要 (她)那 (她)真情實理 從屬(它)那 從屬(它)福音佳訊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停留持守不變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加 2:6 avpo. de. tw/n dokou,ntwn ei=nai, ti( & òpoi/oi, pote h=san ouvde,n moi diafe,rei\ pro,swpon ÎòÐ qeo.j avnqrw,pou
ouv lamba,nei & evmoi. ga.r oi` dokou/ntej ouvde.n prosane,qento(
But of these who seemed to be somewhat, (whatsoever they were, it maketh no matter to me: God accepteth no
man's person:) for they who seemed to be somewhat in conference added nothing to me:
至於那些有名望的，不論他是何等人，都與我無干；神不以外貌取人；那些有名望的，並沒有加增我甚麼；

從那裏離開 然而也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設想認為對了的 現要去持續是 到於(它)任何什麼，

(他們)這什麼樣的 在那個時候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在對我

他/她/它現在持續攜負經過/獨特超群； 到於(它)前面的臉面 (他)那 (他)神 從屬(他)人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拿取；

在對"我" 因為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設想認為對了的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在前面向著提出呈上；
[經文變異RT]

從那裏離開 然而也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設想認為對了的 現要去持續是 到於(它)任何什麼，

(他們)這什麼樣的 在那個時候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在對我

他/她/它現在持續攜負經過/獨特超群； 到於(它)前面的臉面 (他)神 從屬(他)人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拿取；

在對"我" 因為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設想認為對了的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在前面向著提出呈上；

加 2:7 avlla. touvnanti,on ivdo,ntej o[ti pepi,steumai to. euvagge,lion th/j avkrobusti,aj kaqw.j Pe,troj th/j peritomh/j(
But contrariwise, when they saw that the gospel of the uncircumcision was committed unto me, as the gospel of
the circumcision was unto Peter;
反倒看見了主託我傳福音給那未受割禮的人，正如託彼得傳福音給那受割禮的人；

但乃是 相反地， (他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是這樣 我現在已經被置信信託 到於(它)那 到於(它)福音佳訊

從屬(她)那 從屬(她)未受割禮， 按照正如地 (他)彼得 從屬(她)那 從屬(她)割禮；

加 2:8 ò ga.r evnergh,saj Pe,trw| eivj avpostolh.n th/j peritomh/j evnh,rghsen kai. evmoi. eivj ta. e;qnh(
(For he that wrought effectually in Peter to the apostleship of the circumcision, the same was mighty in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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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ward the Gentiles:)
（那感動彼得，叫他為受割禮之人作使徒的，也感動我，叫我為外邦人作使徒）

(他)那 因為 (他)那時(也是)成有功效了的 在對(他)彼得 向內進入 到於(她)使徒職分 從屬(她)那 從屬(她)割禮

他/她/它那時(也是)成有功效 並且 在對"我"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種族邦國；

加 2:9 kai. gno,ntej th.n ca,rin th.n doqei/sa,n moi( VIa,kwboj kai. Khfa/j kai. VIwa,nnhj( oì dokou/ntej stu/loi ei=nai(
dexia.j e;dwkan evmoi. kai. Barnaba/| koinwni,aj( i[na h̀mei/j eivj ta. e;qnh( auvtoi. de. eivj th.n peritomh,n\
And when James, Cephas, and John, who seemed to be pillars, perceived the grace that was given unto me,
they gave to me and Barnabas the right hands of fellowship; that we should go unto the heathen, and they unto
the circumcision.
又知道所賜給我的恩典，那稱為教會柱石的雅各，磯法，約翰，就向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禮，叫我們往外

邦人那裏去，他們往受割禮的人那裏去；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認識知道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恩典惠意 到於(她)那 到於(她)那時(也是)被給與了的 在對我，

(他)雅各 並且 (他)磯法 並且 (他)約翰，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設想認為對了的 (他們)柱石 現要去持續是，

到於(她們)右手邊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給與 在對"我" 並且 在對(他)巴拿巴 從屬(她)共通合享， 為要 我們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種族邦國， (他們)同一者 然而也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割禮；

加 2:10 mo,non tw/n ptwcw/n i[na mnhmoneu,wmen( o] kai. evspou,dasa auvto. tou/to poih/saiÅ
Only they would that we should remember the poor; the same which I also was forward to do.
只是願意我們記念窮人；這也是我本來熱心去行的。

僅有單獨地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貧苦窮困的 為要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記念想起； 到於(它)這個 並且

我那時(也是)殷勤熱心 到於(它)同一者 到於(它)那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行出作成。

加 2:11 {Ote de. h=lqen Khfa/j eivj VAntio,ceian( kata. pro,swpon auvtw/| avnte,sthn( o[ti kategnwsme,noj h=nÅ
But when Peter was come to Antioch, I withstood him to the face, because he was to be blamed.
後來磯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責之處，我就當面抵擋他。

當這時地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他)磯法 向內進入 到於(她)安提阿，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前面的臉面 在對(他)同一者 我那時(也是)對立抗拒， 是這樣 (他)現在已經被反對責難了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當這時地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他)彼得 向內進入 到於(她)安提阿，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前面的臉面 在對(他)同一者 我那時(也是)對立抗拒， 是這樣 (他)現在已經被反對責難了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加 2:12 pro. tou/ ga.r evlqei/n tinaj avpo. VIakw,bou meta. tw/n evqnw/n sunh,sqien\ o[te de. h=lqon( ùpe,stellen kai.
avfw,rizen èauto,n fobou,menoj tou.j evk peritomh/jÅ
For before that certain came from James, he did eat with the Gentiles: but when they were come, he withdrew
and separated himself, fearing them which were of the circumcision.
從雅各那裏來的人，未到以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喫飯；及至他們來到，他因怕奉割禮的人，就退去與外邦人隔開

了。

在前面 從屬(它)那 因為 那時(也是)要去到來前往 到於(他們)任何什麼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雅各，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種族邦國 他/她/它當時持續一同喫食； 當這時地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他/她/它當時持續退縮迴避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界定分開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成驚恐畏懼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向外出來 從屬(她)割禮。

加 2:13 kai. sunupekri,qhsan auvtw/| Îkai.Ð oi` loipoi. VIoudai/oi( w[ste kai. Barnaba/j sunaph,cqh auvtw/n th/|
up̀okri,seiÅ
And the other Jews dissembled likewise with him; insomuch that Barnabas also was carried away with their
dissimulation.
其餘的猶太人，也都隨著他裝假；甚至連巴拿巴也隨夥裝假。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一同作戲假裝 在對(他)同一者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其餘的 (他們)猶太人的； 以致

並且 (他)巴拿巴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共同從那裏帶領離開 從屬(他們)同一者 在對(她)那 在對(她)作戲假裝。

加 2:14 avllV o[te ei=don o[ti ouvk ovrqopodou/sin pro.j th.n avlh,qeian tou/ euvaggeli,ou( ei=pon tw/| Khfa/| e;mprosqen
pa,ntwn( Eiv su. VIoudai/oj ùpa,rcwn evqnikw/j kai. ouvci. VIoudai?kw/j zh/|j( pw/j ta. e;qnh avnagka,zeij VIoudai<zeinÈ
But when I saw that they walked not uprightly according to the truth of the gospel, I said unto Peter before them
all, If thou, being a Jew, livest after the manner of Gentiles, and not as do the Jews, why compellest thou the
Gentiles to live as do the Jews?
但我一看見他們行的不正，與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眾人面前對磯法說：你既是猶太人，若隨外邦人行事，不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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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人行事，怎麼還勉強外邦人隨猶太人呢。

但乃是 當這時地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是這樣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按正直行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那

到於(她)真情實理 從屬(它)那 從屬(它)福音佳訊， 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那 在對(他)磯法 從在其前地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若是 你 (他)猶太人的 (他)現正持續源屬具有了的 屬外邦地 並且 真不是 屬猶太人地

你現在持續活， 怎樣如何地呢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種族邦國 你現在持續迫使必須 現要去持續使成猶太人？
[經文變異RT]

但乃是 當這時地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是這樣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按正直行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那

到於(她)真情實理 從屬(它)那 從屬(它)福音佳訊， 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那 在對(他)彼得 從在其前地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若是 你 (他)猶太人的 (他)現正持續源屬具有了的 屬外邦地 你現在持續活 並且 不是/不

屬猶太人地，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種族邦國 你現在持續迫使必須

現要去持續使成猶太人？
[經文變異WH]

但乃是 當這時地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是這樣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按正直行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那

到於(她)真情實理 從屬(它)那 從屬(它)福音佳訊， 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那 在對(他)磯法 從在其前地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若是 你 (他)猶太人的 (他)現正持續源屬具有了的 屬外邦地 並且 不是/不 屬猶太人地

你現在持續活， 怎樣如何地呢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種族邦國 你現在持續迫使必須 現要去持續使成猶太人？

加 2:15 ~Hmei/j fu,sei VIoudai/oi kai. ouvk evx evqnw/n àmartwloi,\
We who are Jews by nature, and not sinners of the Gentiles,
我們這生來的猶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

我們 在對(她)天然本性 (他們)猶太人的， 並且 不是/不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種族邦國 (他們)犯罪的，

加 2:16 eivdo,tej Îde.Ð o[ti ouv dikaiou/tai a;nqrwpoj evx e;rgwn no,mou eva.n mh. dia. pi,stewj VIhsou/ Cristou/( kai.
hm̀ei/j eivj Cristo.n VIhsou/n evpisteu,samen( i[na dikaiwqw/men evk pi,stewj Cristou/ kai. ouvk evx e;rgwn no,mou( o[ti
evx e;rgwn no,mou ouv dikaiwqh,setai pa/sa sa,rxÅ
Knowing that a man is not justified by the works of the law, but by the faith of Jesus Christ, even we have
believed in Jesus Christ, that we might be justified by the faith of Christ, and not by the works of the law: for by
the works of the law shall no flesh be justified.
既知道人稱義，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穌基督，連我們也信了基督耶穌，使我們因信基督稱義，不因行律法

稱義；因為凡有血氣的，沒有一人因行律法稱義。

(他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了的 然而也 是這樣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稱為公義 (他)人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工作

從屬(他)律法， 但凡若是 不會/不要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信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並且 我們 向內進入

到於(他)基督 到於(他)耶穌 我們那時(也是)置信信託， 為要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被稱為公義 向外出來 從屬(她)信

從屬(他)基督， 並且 不是/不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工作 從屬(他)律法； 是這樣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工作

從屬(他)律法 不是/不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稱為公義 (她)所有每一個的 (她)肉體。
[經文變異RT]

(他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了的 是這樣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稱為公義 (他)人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工作

從屬(他)律法， 但凡若是 不會/不要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信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並且 我們 向內進入

到於(他)基督 到於(他)耶穌 我們那時(也是)置信信託， 為要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被稱為公義 向外出來 從屬(她)信

從屬(他)基督， 並且 不是/不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工作 從屬(他)律法； 為是這樣之緣故 不是/不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稱為公義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工作 從屬(他)律法 (她)所有每一個的 (她)肉體。
[經文變異WH]

(他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了的 然而也 是這樣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稱為公義 (他)人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工作

從屬(他)律法， 但凡若是 不會/不要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信 從屬(他)基督 從屬(他)耶穌， 並且 我們 向內進入

到於(他)基督 到於(他)耶穌 我們那時(也是)置信信託， 為要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被稱為公義 向外出來 從屬(她)信

從屬(他)基督， 並且 不是/不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工作 從屬(他)律法； 是這樣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工作

從屬(他)律法 不是/不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稱為公義 (她)所有每一個的 (她)肉體。

加 2:17 eiv de. zhtou/ntej dikaiwqh/nai evn Cristw/| eùre,qhmen kai. auvtoi. àmartwloi,( a=ra Cristo.j àmarti,aj
dia,konojÈ mh. ge,noitoÅ
But if, while we seek to be justified by Christ, we ourselves also are found sinners, is therefore Christ the
minister of sin? God forbid.
我們若求在基督裏稱義，卻仍舊是罪人，難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麼；斷乎不是。

若是 然而也 (他們)現正持續探索尋求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被稱為公義 在內 在對(他)基督 我們那時(也是)被找到尋見

並且 (他們)同一者 (他們)犯罪的， 豈然真會如此呢 (他)基督 從屬(她)罪 (他)僕工執事？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可以讓自己生發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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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2:18 eiv ga.r a] kate,lusa tau/ta pa,lin oivkodomw/( paraba,thn evmauto.n sunista,nwÅ
For if I build again the things which I destroyed, I make myself a transgressor.
我素來所拆毀的，若重新建造，這就證明自己是犯罪的人。

若是 因為 到於(它們)這些個 我那時(也是)拆毀/歇息，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重新又再地 我現在持續營建修造，

到於(他)違犯者 到於(他)我自己 我現在持續並立/並列表明。

加 2:19 evgw. ga.r dia. no,mou no,mw | avpe,qanon( i[na qew/| zh,swÅ
For I through the law am dead to the law, that I might live unto God.
我因律法，就向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著。

我 因為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律法 在對(他)律法 我那時(也是)死去， 為要 在對(他)神 我那時(也是)應該活。

加 2:20 Cristw/| sunestau,rwmai\ zw/ de. ouvke,ti evgw,( zh/| de. evn evmoi. Cristo,j\ o] de. nu/n zw/ evn sarki,( evn pi,stei
zw/ th/| tou/ uiòu/ tou/ qeou/ tou/ avgaph,santo,j me kai. parado,ntoj èauto.n ùpe.r evmou/Å
I am crucified with Christ: nevertheless I live; yet not I, but Christ liveth in me: and the life which I now live in the
flesh I live by the faith of the Son of God, who loved me, and gave himself for me.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著；並且我如今在肉身活著，是因信神

的兒子而活，他是愛我，為我捨己。

在對(他)基督 我現在已經被一同釘十字架； 我現在持續活 然而也 不再地 我， 他/她/它現在持續活 然而也 在內

在對"我" (他)基督； 到於(它)這個 然而也 現在此時地 我現在持續活 在內 在對(她)肉體， 在內 在對(她)信

我現在持續活 在對(她)那 從屬(他)那 從屬(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從屬(他)那 從屬(他)那時(也是)愛了的

到於我 並且 從屬(他)那時(也是)交付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我"。

加 2:21 ouvk avqetw/ th.n ca,rin tou/ qeou/\ eiv ga.r dia. no,mou dikaiosu,nh( a;ra Cristo.j dwrea.n avpe,qanenÅ
I do not frustrate the grace of God: for if righteousness come by the law, then Christ is dead in vain.
我不廢掉神的恩；義若是藉著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廢除棄絕 到於(她)那 到於(她)恩典惠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若是 因為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律法 (她)至義， 果然如此 (他)基督 白白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死去。

加 3:1 +W avno,htoi Gala,tai( ti,j ùma/j evba,skanen( oi-j katV ovfqalmou.j VIhsou/j Cristo.j proegra,fh
evstaurwme,nojÈ
O foolish Galatians, who hath bewitched you, that ye should not obey the truth, before whose eyes Jesus Christ
hath been evidently set forth, crucified among you?
無知的加拉太人哪，耶穌基督釘十字架，已經活畫在你們眼前，誰又迷惑了你們呢。

哦呀 阿,(他們)乃不領悟認知的 阿,(他們)加拉太人， (他)任何什麼呢 到於你們 他/她/它那時(也是)惡毒迷惑，

在對(他們)這些個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們)眼睛 (他)耶穌 (他)基督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預先刻寫記載/張貼描繪

(他)現在已經被釘十字架了的？
[經文變異RT]

哦呀 阿,(他們)乃不領悟認知的 阿,(他們)加拉太人， (他)任何什麼呢 到於你們 他/她/它那時(也是)惡毒迷惑

在對(她)那 在對(她)真情實理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被勸信說服， 在對(他們)這些個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們)眼睛

(他)耶穌 (他)基督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預先刻寫記載/張貼描繪， 在內 在對你們 (他)現在已經被釘十字架了的？

加 3:2 tou/to mo,non qe,lw maqei/n avfV ùmw/n\ evx e;rgwn no,mou to. pneu/ma evla,bete h' evx avkoh/j pi,stewjÈ
This only would I learn of you, Received ye the Spirit by the works of the law, or by the hearing of faith?
我只要問你們這一件，你們受了聖靈，是因行律法呢，是因聽信福音呢。

到於(它)那同一者 僅有單獨地 我現在持續定意 那時(也是)要去學習 從那裏離開 從屬你們，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工作 從屬(他)律法 到於(它)那 到於(它)靈/風 你們那時(也是)拿取， 甚或/或而 向外出來 從屬(她)聽聞

從屬(她)信？

加 3:3 ou[twj avno,htoi, evste( evnarxa,menoi pneu,mati nu/n sarki. evpitelei/sqeÈ
Are ye so foolish? having begun in the Spirit, are ye now made perfect by the flesh?
你們既靠聖靈入門，如今還靠肉身成全麼；你們是這樣的無知麼。

那同一樣式地 (他們)乃不領悟認知的 你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在內起始為首了的 在對(它)靈/風

現在此時地 在對(她)肉體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在上面完成？

加 3:4 tosau/ta evpa,qete eivkh/|È ei; ge kai. eivkh/|Å
Have ye suffered so many things in vain? if it be yet in vain.
你們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麼；難道果真是徒然的麼。

到於(它們)那這麼樣大/那這麼樣多 你們那時(也是)經歷承受 徒然無用地？ 若是 確實 並且 徒然無用地。

加 3:5 ò ou=n evpicorhgw/n um̀i/n to. pneu/ma kai. evnergw/n duna,meij evn ùmi/n( evx e;rgwn no,mou h' evx avkoh/j pi,stewj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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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therefore that ministereth to you the Spirit, and worketh miracles among you, doeth he it by the works of the
law, or by the hearing of faith?
那賜給你們聖靈，又在你們中間行異能的，是因你們行律法呢，是因你們聽信福音呢。

(他)那 這樣 (他)現正持續在上面供給了的 在對你們 到於(它)那 到於(它)靈/風 並且 (他)現正持續成有功效了的

到於(她們)能力權能 在內 在對你們，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工作 從屬(他)律法， 甚或/或而 向外出來 從屬(她)聽聞

從屬(她)信？

加 3:6 kaqw.j VAbraa.m evpi,steusen tw/| qew/|( kai. evlogi,sqh auvtw/| eivj dikaiosu,nhnÅ
Even as Abraham believed God, and it was accounted to him for righteousness.
正如『亞伯拉罕信神，這就算為他的義。』

按照正如地 (他)亞伯拉罕 他/她/它那時(也是)置信信託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估算

在對(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至義。

加 3:7 Ginw,skete a;ra o[ti oi` evk pi,stewj( ou-toi uiòi, eivsin VAbraa,mÅ
Know ye therefore that they which are of faith, the same are the children of Abraham.
所以你們要知道那以信為本的人，就是亞伯拉罕的子孫。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認識知道註1 果然如此 是這樣 (他們)那些 向外出來 從屬(她)信， (他們)那同一者 (他們)兒子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從屬(他)亞伯拉罕。

註1：“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認識知道”文法上亦可以為“你們現在持續認識知道”。

[經文變異RT]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認識知道 果然如此 是這樣 (他們)那些 向外出來 從屬(她)信， (他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兒子 從屬(他)亞伯拉罕。

加 3:8 proi?dou/sa de. h` grafh. o[ti evk pi,stewj dikaioi/ ta. e;qnh ò qeo.j( proeuhggeli,sato tw/| VAbraa.m o[ti
VEneuloghqh,sontai evn soi. pa,nta ta. e;qnh\
And the scripture, foreseeing that God would justify the heathen through faith, preached before the gospel unto
Abraham, saying, In thee shall all nations be blessed.
並且聖經既然預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稱義，就早已傳福音給亞伯拉罕說：『萬國都必因你得福。』

(她)那時(也是)預先看見察覺了的 然而也 (她)那 (她)經文 是這樣 向外出來 從屬(她)信 他/她/它現在持續稱為公義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種族邦國 (他)那 (他)神，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預先傳福音佳訊 在對(他)那

在對(他)亞伯拉罕， 是這樣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被在內祝福稱讚 在內 在對你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它們)那些

(它們)種族邦國。
[經文變異RT]

(她)那時(也是)預先看見察覺了的 然而也 (她)那 (她)經文 是這樣 向外出來 從屬(她)信 他/她/它現在持續稱為公義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種族邦國 (他)那 (他)神，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預先傳福音佳訊 在對(他)那

在對(他)亞伯拉罕， 是這樣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被祝福稱讚 在內 在對你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它們)那些

(它們)種族邦國。

加 3:9 w[ste oi` evk pi,stewj euvlogou/ntai su.n tw/| pistw/| VAbraa,mÅ
So then they which be of faith are blessed with faithful Abraham.
可見那以信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亞伯拉罕一同得福。

以致 (他們)那些 向外出來 從屬(她)信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被祝福稱讚 共同一起 在對(他)那 在對(他)誠且信的

在對(他)亞伯拉罕。

加 3:10 o[soi ga.r evx e;rgwn no,mou eivsi,n( up̀o. kata,ran eivsi,n\ ge,graptai ga.r o[ti VEpikata,ratoj pa/j o]j ouvk
evmme,nei pa/sin toi/j gegramme,noij evn tw/| bibli,w| tou/ no,mou tou/ poih/sai auvta,Å
For as many as are of the works of the law are under the curse: for it is written, Cursed is every one that
continueth not in all things which are written in the book of the law to do them.
凡以行律法為本的，都是被咒詛的；因為經上記著：『凡不常照律法書上所記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詛。』

(他們)這每一切 因為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工作 從屬(他)律法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在底下>在底下

到於(她)向下禱告咒詛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因為， 是這樣

(他)乃在上面有向下禱告咒詛的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這個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在內停留持守

在對(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了的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小書卷

從屬(他)那 從屬(他)律法， 從屬(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行出作成 到於(它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們)這每一切 因為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工作 從屬(他)律法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在底下>在底下

到於(她)向下禱告咒詛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因為， (他)乃在上面有向下禱告咒詛的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這個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在內停留持守 在內 在對(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它們)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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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它們)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了的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小書卷 從屬(他)那 從屬(他)律法， 從屬(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行出作成 到於(它們)同一者。

加 3:11 o[ti de. evn no,mw| ouvdei.j dikaiou/tai para. tw/| qew/| dh/lon( o[ti ~O di,kaioj evk pi,stewj zh,setai\
But that no man is justified by the law in the sight of God, it is evident: for, The just shall live by faith.
沒有一個人靠著律法在神面前稱義，這是明顯的；因為經上說：『義人必因信得生。』

是這樣 然而也 在內 在對(他)律法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稱為公義 <在旁邊>在旁邊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它)清晰明顯的； 是這樣 (他)那 (他)具公平正義的 向外出來 從屬(她)信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活；

加 3:12 ò de. no,moj ouvk e;stin evk pi,stewj( avllV ~O poih,saj auvta. zh,setai evn auvtoi/jÅ
And the law is not of faith: but, The man that doeth them shall live in them.
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說：『行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著。』

(他)那 然而也 (他)律法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向外出來 從屬(她)信； 但乃是， (他)那

(他)那時(也是)行出作成了的 到於(它們)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活 在內 在對(它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律法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向外出來 從屬(她)信； 但乃是 (他)那

(他)那時(也是)行出作成了的 到於(它們)同一者 (他)人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活 在內 在對(它們)同一者。

加 3:13 Cristo.j hm̀a/j evxhgo,rasen evk th/j kata,raj tou/ no,mou geno,menoj up̀e.r hm̀w/n kata,ra( o[ti ge,graptai(
VEpikata,ratoj pa/j ò krema,menoj evpi. xu,lou(
Christ hath redeemed us from the curse of the law, being made a curse for us: for it is written, Cursed is every
one that hangeth on a tree:
基督既為我們受了咒詛，〔受原文作成〕就贖出我們脫離律法的咒詛；因為經上記著：『凡掛在木頭上都是被咒

詛的。』

(他)基督 到於我們 他/她/它那時(也是)買斷贖回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向下禱告咒詛 從屬(他)那

從屬(他)律法，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我們 (她)向下禱告咒詛； 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他)乃在上面有向下禱告咒詛的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懸掛垂吊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它)木幹；
[經文變異RT]

(他)基督 到於我們 他/她/它那時(也是)買斷贖回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向下禱告咒詛 從屬(他)那

從屬(他)律法，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我們 (她)向下禱告咒詛；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因為， (他)乃在上面有向下禱告咒詛的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懸掛垂吊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它)木幹；

加 3:14 i[na eivj ta. e;qnh h` euvlogi,a tou/ VAbraa.m ge,nhtai evn Cristw/| VIhsou/( i[na th.n evpaggeli,an tou/ pneu,matoj
la,bwmen dia. th/j pi,stewjÅ
That the blessing of Abraham might come on the Gentiles through Jesus Christ; that we might receive the
promise of the Spirit through faith.
這便叫亞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穌可以臨到外邦人，使我們因信得著所應許的聖靈。

為要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種族邦國 (她)那 (她)稱讚祝福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亞伯拉罕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在對(他)耶穌； 為要 到於(她)那 到於(她)應許 從屬(它)那

從屬(它)靈/風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拿取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信。
[不同標點]

為要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種族邦國 (她)那 (她)稱讚祝福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亞伯拉罕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在對(他)耶穌， 為要 到於(她)那 到於(她)應許 從屬(它)那

從屬(它)靈/風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拿取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信。
[經文變異WH]

為要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種族邦國 (她)那 (她)稱讚祝福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亞伯拉罕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內 在對(他)耶穌 在對(他)基督； 為要 到於(她)那 到於(她)應許 從屬(它)那

從屬(它)靈/風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拿取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信。

加 3:15 VAdelfoi,( kata. a;nqrwpon le,gw\ o[mwj avnqrw,pou kekurwme,nhn diaqh,khn ouvdei.j avqetei/ h'
evpidiata,ssetaiÅ
Brethren, I speak after the manner of men; Though it be but a man's covenant, yet if it be confirmed, no man
disannulleth, or addeth thereto.
弟兄們，我且照著人的常話說：雖然是人的文約，若已經立定了，就沒有能廢棄或加增的。

阿,(他們)弟兄，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人 我現在持續道說， 同樣相同地 從屬(他)人

到於(她)現在已經被促使成權威有效了的 到於(她)遺囑契約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廢除棄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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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或/或而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在制定定規上加添。

加 3:16 tw/| de. VAbraa.m evrre,qhsan aì evpaggeli,ai kai. tw/| spe,rmati auvtou/Å ouv le,gei( Kai. toi/j spe,rmasin( wj̀ evpi.
pollw/n avllV ẁj evfV èno,j( Kai. tw/| spe,rmati, sou( o[j evstin Cristo,jÅ
Now to Abraham and his seed were the promises made. He saith not, And to seeds, as of many; but as of one,
And to thy seed, which is Christ.
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

就是基督。

在對(他)那 然而也 在對(他)亞伯拉罕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發表言說 (她們)那些 (她們)應許 並且 在對(它)那

在對(它)種裔 從屬(他)同一者。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並且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種裔， 正如地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它們)許多的； 但乃是 正如地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它)一個， 並且 在對(它)那 在對(它)種裔

從屬你， (他)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基督。
[經文變異RT]

在對(他)那 然而也 在對(他)亞伯拉罕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湧流 (她們)那些 (她們)應許 並且 在對(它)那

在對(它)種裔 從屬(他)同一者。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並且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種裔， 正如地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它們)許多的； 但乃是 正如地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它)一個， 並且 在對(它)那 在對(它)種裔

從屬你， (他)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基督。

加 3:17 tou/to de. le,gw\ diaqh,khn prokekurwme,nhn ùpo. tou/ qeou/ ò meta. tetrako,sia kai. tria,konta e;th gegonw.j
no,moj ouvk avkuroi/ eivj to. katargh/sai th.n evpaggeli,anÅ
And this I say, that the covenant, that was confirmed before of God in Christ, the law, which was four hundred
and thirty years after, cannot disannul, that it should make the promise of none effect.
我是這麼說：神預先所立的約，不能被那四百三十年以後的律法廢掉，叫應許歸於虛空。

到於(它)那同一者 然而也 我現在持續道說， 到於(她)遺囑契約 到於(她)現在已經被預先促使成權威有效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那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它們)四百個 並且 到於(它們)三十個

到於(它們)年 (他)現在已經生發成為了的 (他)律法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促使成無效，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使完全閒散停頓 到於(她)那 到於(她)應許。
[經文變異RT]

到於(它)那同一者 然而也 我現在持續道說， 到於(她)遺囑契約 到於(她)現在已經被預先促使成權威有效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向內進入 到於(他)基督， (他)那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它們)年

到於(它們)四百個 並且 到於(它們)三十個 (他)現在已經生發成為了的 (他)律法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促使成無效，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使完全閒散停頓 到於(她)那 到於(她)應許。

加 3:18 eiv ga.r evk no,mou h` klhronomi,a( ouvke,ti evx evpaggeli,aj\ tw/| de. VAbraa.m diV evpaggeli,aj keca,ristai ò qeo,jÅ
For if the inheritance be of the law, it is no more of promise: but God gave it to Abraham by promise.
因為承受產業，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應許；但神是憑著應許，把產業賜給亞伯拉罕。

若是 因為 向外出來 從屬(他)律法 (她)那 (她)產業繼承， 不再地 向外出來 從屬(她)應許； 在對(他)那 然而也

在對(他)亞伯拉罕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應許 他/她/它現在已經讓自己/被恩待 (他)那 (他)神。

加 3:19 Ti, ou=n ò no,mojÈ tw/n paraba,sewn ca,rin prosete,qh( a;crij ou- e;lqh| to. spe,rma w-| evph,ggeltai( diatagei.j
diV avgge,lwn evn ceiri. mesi,touÅ
Wherefore then serveth the law? It was added because of transgressions, till the seed should come to whom the
promise was made; and it was ordained by angels in the hand of a mediator.
這樣說來，律法是為甚麼有的呢；原是為過犯添上的，等候那蒙應許的子孫來到；並且是藉天使經中保之手設立

的。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註1 這樣 (他)那 (他)律法？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違犯 有利於此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加上增添， 直至達到 從屬(它)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到來前往 (它)那 (它)種裔，

在對(它)這個註2
他/她/它現在已經讓自己/被應承許諾； (他)那時(也是)被制定定規了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們)使者

在內 在對(她)手 從屬(他)中保。

註1：“到於(它)任何什麼呢”文法上亦可以為“(它) 任何什麼呢”。

註2：“在對(它)這個”文法上亦可以為“在對(他)這個”。

[經文變異WH]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這樣 (他)那 (他)律法？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違犯 有利於此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加上增添， 直至達到 但凡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到來前往 (它)那 (它)種裔， 在對(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已經讓自己/被應承許諾； (他)那時(也是)被制定定規了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們)使者 在內 在對(她)手

從屬(他)中保。

加 3:20 ò de. mesi,thj èno.j ouvk e;stin( ò de. qeo.j ei-j evstin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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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w a mediator is not a mediator of one, but God is one.
但中保本不是為一面作的；神卻是一位。

(他)那 然而也 (他)中保 從屬(他)一個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然而也 (他)神 (他)一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加 3:21 ~O ou=n no,moj kata. tw/n evpaggeliw/n Îtou/ qeou/ÐÈ mh. ge,noitoÅ eiv ga.r evdo,qh no,moj ò duna,menoj
zw|opoih/sai( o;ntwj evk no,mou a'n h=n h` dikaiosu,nh\
Is the law then against the promises of God? God forbid: for if there had been a law given which could have
given life, verily righteousness should have been by the law.
這樣，律法是與神的應許反對麼；斷乎不是；若曾傳一個能叫人得生的律法，義就誠然本乎律法了。

(他)那 這樣 (他)律法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應許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可以讓自己生發成為。 若是 因為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給與 (他)律法 (他)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行出作成活活生動， 真正是地 向外出來 從屬(他)律法 但凡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她)那 (她)至義；
[經文變異RT]

(他)那 這樣 (他)律法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應許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可以讓自己生發成為。 若是 因為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給與 (他)律法 (他)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行出作成活活生動， 真正是地 但凡 向外出來 從屬(他)律法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她)那 (她)至義；
[經文變異WH]

(他)那 這樣 (他)律法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應許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可以讓自己生發成為。 若是 因為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給與 (他)律法 (他)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行出作成活活生動， 真正是地 在內 在對(他)律法 但凡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她)那 (她)至義；

加 3:22 avlla. sune,kleisen h̀ grafh. ta. pa,nta ùpo. àmarti,an( i[na h̀ evpaggeli,a evk pi,stewj VIhsou/ Cristou/ doqh/|
toi/j pisteu,ousinÅ
But the scripture hath concluded all under sin, that the promise by faith of Jesus Christ might be given to them
that believe.
但聖經把眾人都圈在罪裏，使所應許的福因信耶穌基督，歸給那信的人。

但乃是 他/她/它那時(也是)共同關上鎖住 (她)那 (她)經文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底下>在底下

到於(她)罪， 為要 (她)那 (她)應許 向外出來 從屬(她)信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給與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加 3:23 Pro. tou/ de. evlqei/n th.n pi,stin ùpo. no,mon evfrourou,meqa sugkleio,menoi eivj th.n me,llousan pi,stin
avpokalufqh/nai(
But before faith came, we were kept under the law, shut up unto the faith which should afterwards be revealed.
但這因信得救的理，還未來以先，我們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將來的真道顯明出來。

在前面 從屬(它)那 然而也 那時(也是)要去到來前往 到於(她)那 到於(她)信， <在底下>在底下 到於(他)律法

我們當時持續被行預為看管監視， (他們)現正持續被共同關上鎖住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的 到於(她)信 那時(也是)要去被啟示揭露；
[經文變異RT]

在前面 從屬(它)那 然而也 那時(也是)要去到來前往 到於(她)那 到於(她)信， <在底下>在底下 到於(他)律法

我們當時持續被行預為看管監視， (他們)現在已經被共同關上鎖住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的 到於(她)信 那時(也是)要去被啟示揭露；

加 3:24 w[ste ò no,moj paidagwgo.j hm̀w/n ge,gonen eivj Cristo,n( i[na evk pi,stewj dikaiwqw/men\
Wherefore the law was our schoolmaster to bring us unto Christ, that we might be justified by faith.
這樣，律法是我們訓蒙的師傅，引我們到基督那裏，使我們因信稱義。

以致 (他)那 (他)律法 (他)訓育輔導師 從屬我們 他/她/它現在已經生發成為 向內進入 到於(他)基督， 為要

向外出來 從屬(她)信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被稱為公義。

加 3:25 evlqou,shj de. th/j pi,stewj ouvke,ti ùpo. paidagwgo,n evsmenÅ
But after that faith is come, we are no longer under a schoolmaster.
但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來到，我們從此就不在師傅的手下了。

從屬(她)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然而也 從屬(她)那 從屬(她)信， 不再地 <在底下>在底下 到於(他)訓育輔導師

我們現在持續是。

加 3:26 Pa,ntej ga.r uiòi. qeou/ evste dia. th/j pi,stewj evn Cristw/| VIhs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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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ye are all the children of God by faith in Christ Jesus.
所以你們因信基督耶穌，都是神的兒子。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因為 (他們)兒子 從屬(他)神 你們現在持續是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信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在對(他)耶穌；

加 3:27 o[soi ga.r eivj Cristo.n evbapti,sqhte( Cristo.n evnedu,sasqeÅ
For as many of you as have been baptized into Christ have put on Christ.
你們受洗歸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

(他們)這每一切 因為 向內進入 到於(他)基督 你們那時(也是)被浸洗， 到於(他)基督 你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穿著。

加 3:28 ouvk e;ni VIoudai/oj ouvde. {Ellhn( ouvk e;ni dou/loj ouvde. evleu,qeroj( ouvk e;ni a;rsen kai. qh/lu\ pa,ntej ga.r
um̀ei/j ei-j evste evn Cristw/| VIhsou/Å
There is neither Jew nor Greek, there is neither bond nor free, there is neither male nor female: for ye are all
one in Christ Jesus.
並不分猶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為奴的，或男或女；因為你們在基督耶穌裏，都成為一了。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是在其中 (他)猶太人的， 然而也不是地 (他)希利尼人；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是在其中 (他)奴僕， 然而也不是地 (他)自由自主的；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是在其中

(它)男性的 並且 (它)女性的；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因為 你們 (他)一個 你們現在持續是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在對(他)耶穌。

加 3:29 eiv de. ùmei/j Cristou/( a;ra tou/ VAbraa.m spe,rma evste,( katV evpaggeli,an klhrono,moiÅ
And if ye be Christ's, then are ye Abraham's seed, and heirs according to the promise.
你們既屬乎基督，就是亞伯拉罕的後裔，是照著應許承受產業的了。

若是 然而也 你們 從屬(他)基督， 果然如此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亞伯拉罕 (它)種裔 你們現在持續是，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應許 (他們)承受產業之人。
[經文變異RT]

若是 然而也 你們 從屬(他)基督， 果然如此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亞伯拉罕 (它)種裔 你們現在持續是， 並且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應許 (他們)承受產業之人。

加 4:1 Le,gw de,( evfV o[son cro,non ò klhrono,moj nh,pio,j evstin( ouvde.n diafe,rei dou,lou ku,rioj pa,ntwn w;n(
Now I say, That the heir, as long as he is a child, differeth nothing from a servant, though he be lord of all;
我說那承受產業的，雖然是全業的主人，但為孩童的時候，卻與奴僕毫無分別；

我現在持續道說 然而也，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這每一切 到於(他)時段期間 (他)那 (他)承受產業之人

(他)嬰孩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攜負經過/獨特超群 從屬(他)奴僕，

(他)主人 從屬(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加 4:2 avlla. ùpo. evpitro,pouj evsti.n kai. oivkono,mouj a;cri th/j proqesmi,aj tou/ patro,jÅ
But is under tutors and governors until the time appointed of the father.
乃在師傅和管家的手下，直等他父親預定的時候來到。

但乃是 <在底下>在底下 到於(他們)受委託之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並且 到於(他們)經理管家 直至達到 從屬(她)那

從屬(她)預先設定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加 4:3 ou[twj kai. hm̀ei/j( o[te h=men nh,pioi( ùpo. ta. stoicei/a tou/ ko,smou h;meqa dedoulwme,noi\
Even so we, when we were children, were in bondage under the elements of the world:
我們為孩童的時候，受管於世俗小學之下，也是如此。

那同一樣式地 並且 我們 當這時地 我們當時持續是 (他們)嬰孩的， <在底下>在底下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基本之要素序列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我們當時持續是 (他們)現在已經被促使成奴僕了的；

加 4:4 o[te de. h=lqen to. plh,rwma tou/ cro,nou( evxape,steilen ò qeo.j to.n uiò.n auvtou/( geno,menon evk gunaiko,j(
geno,menon ùpo. no,mon(
But when the fulness of the time was come, God sent forth his Son, made of a woman, made under the law,
及至時候滿足，神就差遣他的兒子，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

當這時地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它)那 (它)所用以充滿添足/所被充滿添足 從屬(他)那

從屬(他)時段期間，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分派差遣 (他)那 (他)神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他)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她)女人， 到於(他)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在底下>在底下 到於(他)律法，

加 4:5 i[na tou.j ùpo. no,mon evxagora,sh|( i[na th.n uiòqesi,an avpola,bwmenÅ
To redeem them that were under the law, that we might receive the adoption of sons.
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贖出來，叫我們得著兒子的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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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要 到於(他們)那些 <在底下>在底下 到於(他)律法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買斷贖回， 為要 到於(她)那

到於(她)兒子之置放擺設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從那裏拿取。

加 4:6 {Oti de, evste uiòi,( evxape,steilen ò qeo.j to. pneu/ma tou/ uìou/ auvtou/ eivj ta.j kardi,aj h̀mw/n kra/zon( Abba ò
path,rÅ
And because ye are sons, God hath sent forth the Spirit of his Son into your hearts, crying, Abba, Father.
你們既為兒子，神就差他兒子的靈，進入你們〔原文作我們〕的心，呼叫：阿爸，父。

是這樣 然而也 你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兒子，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分派差遣 (他)那 (他)神 到於(它)那

到於(它)靈/風 從屬(他)那 從屬(他)兒子 從屬(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內心 從屬我們，

到於(它)現正持續嘶聲吶喊了的， 阿,(他)阿爸 (他)那 (他)父親。
[經文變異RT]

是這樣 然而也 你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兒子，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分派差遣 (他)那 (他)神 到於(它)那

到於(它)靈/風 從屬(他)那 從屬(他)兒子 從屬(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內心 從屬你們，

到於(它)現正持續嘶聲吶喊了的， 阿,(他)阿爸 (他)那 (他)父親。

加 4:7 w[ste ouvke,ti ei= dou/loj avlla. uiò,j\ eiv de. uiò,j( kai. klhrono,moj dia. qeou/Å
Wherefore thou art no more a servant, but a son; and if a son, then an heir of God through Christ.
可見，從此以後，你不是奴僕，乃是兒子了；既是兒子，就靠著神為後嗣。

以致 不再地 你現在持續是 (他)奴僕， 但乃是 (他)兒子； 若是 然而也 (他)兒子， 並且 (他)承受產業之人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神。
[經文變異RT]

以致 不再地 你現在持續是 (他)奴僕， 但乃是 (他)兒子； 若是 然而也 (他)兒子， 並且 (他)承受產業之人

從屬(他)神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基督。

加 4:8 VAlla. to,te me.n ouvk eivdo,tej qeo.n evdouleu,sate toi/j fu,sei mh. ou=sin qeoi/j\
Howbeit then, when ye knew not God, ye did service unto them which by nature are no gods.
但從前你們不認識神的時候，是給那些本來不是神的作奴僕。

但乃是 當那時地 的確 不是/不 (他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了的 到於(他)神 你們那時(也是)作奴僕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她)天然本性 不會/不要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是了的 在對(他們)神；
[經文變異RT]

但乃是 當那時地 的確 不是/不 (他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了的 到於(他)神 你們那時(也是)作奴僕 在對(他們)那些

不會/不要 在對(她)天然本性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是了的 在對(他們)神；

加 4:9 nu/n de. gno,ntej qeo,n( ma/llon de. gnwsqe,ntej ùpo. qeou/( pw/j evpistre,fete pa,lin evpi. ta. avsqenh/ kai. ptwca.
stoicei/a oi-j pa,lin a;nwqen douleu,ein qe,leteÈ
But now, after that ye have known God, or rather are known of God, how turn ye again to the weak and beggarly
elements, whereunto ye desire again to be in bondage?
現在你們既然認識神，更可說是被神所認識的，怎麼還要歸回那懦弱無用的小學，情願再給他作奴僕呢。

現在此時地 然而也 (他們)那時(也是)認識知道了的 到於(他)神， 更特別尤其地 然而也

(他們)那時(也是)被認識知道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神， 怎樣如何地呢 你們現在持續在上面轉動翻轉

重新又再地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軟弱無力的 並且 到於(它們)貧苦窮困的

到於(它們)基本之要素序列， 在對(它們)這些個 重新又再地 從上頭地 現要去持續作奴僕 你們現在持續定意？
[經文變異WH]

現在此時地 然而也 (他們)那時(也是)認識知道了的 到於(他)神， 更特別尤其地 然而也

(他們)那時(也是)被認識知道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神， 怎樣如何地呢 你們現在持續在上面轉動翻轉

重新又再地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軟弱無力的 並且 到於(它們)貧苦窮困的

到於(它們)基本之要素序列， 在對(它們)這些個 重新又再地 從上頭地 那時(也是)要去作奴僕 你們現在持續定意？

加 4:10 hm̀e,raj parathrei/sqe kai. mh/naj kai. kairou.j kai. evniautou,j(
Ye observe days, and months, and times, and years.
你們謹守日子，月分，節期，年分。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仔細檢視 並且 到於(他們)月 並且 到於(他們)場合時節 並且

到於(他們)年度；

加 4:11 fobou/mai ùma/j mh, pwj eivkh/| kekopi,aka eivj ùma/jÅ
I am afraid of you, lest I have bestowed upon you labour in vain.
我為你們害怕；惟恐我在你們身上是枉費了工夫。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成驚恐畏懼 到於你們， 不會/不要 某個方式地 徒然無用地 我現在已經有勞碌疲累 向內進入

到於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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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4:12 Gi,nesqe ẁj evgw,( o[ti kavgw. ẁj ùmei/j( avdelfoi,( de,omai ùmw/nÅ ouvde,n me hvdikh,sate\
Brethren, I beseech you, be as I am; for I am as ye are: ye have not injured me at all.
弟兄們，我勸你們要像我一樣，因為我也像你們一樣；你們一點沒有虧負我。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正如地 我， 是這樣 並且我 正如地 你們； 阿,(他們)弟兄，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自卑乞求 從屬你們。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到於我 你們那時(也是)行不義；

加 4:13 oi;date de. o[ti diV avsqe,neian th/j sarko.j euvhggelisa,mhn ùmi/n to. pro,teron(
Ye know how through infirmity of the flesh I preached the gospel unto you at the first.
你們知道我頭一次傳福音給你們，是因為身體有疾病。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然而也 是這樣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她)無力軟弱 從屬(她)那 從屬(她)肉體

我那時(也是)讓自己傳福音佳訊 在對你們 到於(它)那 到於(它)更先前的；
[不同標點]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然而也 是這樣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她)無力軟弱 從屬(她)那 從屬(她)肉體

我那時(也是)讓自己傳福音佳訊 在對你們 到於(它)那 到於(它)更先前的，

加 4:14 kai. to.n peirasmo.n um̀w/n evn th/| sarki, mou ouvk evxouqenh,sate ouvde. evxeptu,sate( avlla. wj̀ a;ggelon qeou/
evde,xasqe, me( wj̀ Cristo.n VIhsou/nÅ
And my temptation which was in my flesh ye despised not, nor rejected; but received me as an angel of God,
even as Christ Jesus.
你們為我身體的緣故受試煉，沒有輕看我，也沒有厭棄我；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穌。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試探試煉 從屬你們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肉體 從屬我 不是/不 你們那時(也是)輕視，

然而也不是地 你們那時(也是)唾棄； 但乃是 正如地 到於(他)使者 從屬(他)神 你們那時(也是)讓自己接納領受

到於我， 正如地 到於(他)基督 到於(他)耶穌。
[不同標點]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試探試煉 從屬你們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肉體 從屬我； 不是/不 你們那時(也是)輕視，

然而也不是地 你們那時(也是)唾棄， 但乃是 正如地 到於(他)使者 從屬(他)神 你們那時(也是)讓自己接納領受

到於我， 正如地 到於(他)基督 到於(他)耶穌。
[經文變異RT]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試探試煉 從屬我 到於(他)那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肉體 從屬我 不是/不

你們那時(也是)輕視， 然而也不是地 你們那時(也是)唾棄； 但乃是 正如地 到於(他)使者 從屬(他)神

你們那時(也是)讓自己接納領受 到於我， 正如地 到於(他)基督 到於(他)耶穌。

加 4:15 pou/ ou=n ò makarismo.j um̀w/nÈ marturw/ ga.r ùmi/n o[ti eiv dunato.n tou.j ovfqalmou.j ùmw/n evxoru,xantej
evdw,kate, moiÅ
Where is then the blessedness ye spake of? for I bear you record, that, if it had been possible, ye would have
plucked out your own eyes, and have given them to me.
你們當日所誇的福氣在哪裏呢；那時你們若能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剜出來給我，也都情願；這是我可以給你們

作見證的。

從屬某個什麼地方呢 這樣 (他)那 (他)稱為蒙至高褔 從屬你們？ 我現在持續作見證人 因為 在對你們， 是這樣

若是 (它)乃能夠可能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眼睛 從屬你們 (他們)那時(也是)向外挖洞掘穴出來了的

你們那時(也是)給與 在對我。
[經文變異RT]

(他)任何什麼呢 這樣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那 (他)稱為蒙至高褔 從屬你們？ 我現在持續作見證人 因為

在對你們， 是這樣 若是 (它)乃能夠可能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眼睛 從屬你們

(他們)那時(也是)向外挖洞掘穴出來了的 但凡 你們那時(也是)給與 在對我。

加 4:16 w[ste evcqro.j um̀w/n ge,gona avlhqeu,wn ùmi/nÈ
Am I therefore become your enemy, because I tell you the truth?
如今我將真理告訴你們，就成了你們的仇敵麼。

以致 (他)仇視敵對的 從屬你們 我現在已經生發成為， (他)現正持續行誠正真實了的 在對你們？

加 4:17 zhlou/sin um̀a/j ouv kalw/j( avlla. evkklei/sai ùma/j qe,lousin( i[na auvtou.j zhlou/te\
They zealously affect you, but not well; yea, they would exclude you, that ye might affect them.
那些人熱心待你們，卻不是好意，是要離間〔原文作把你們關在外面〕你們，叫你們熱心待他們。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具火熱激昂之情 到於你們， 不是/不 美好適當地； 但乃是 那時(也是)要去關上鎖住到外面

到於你們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定意， 為要 到於(他們)同一者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具火熱激昂之情；

加 4:18 kalo.n de. zhlou/sqai evn kalw/| pa,ntote kai. mh. mo,non evn tw/| parei/nai, me pro.j um̀a/jÅ
But it is good to be zealously affected always in a good thing, and not only when I am present with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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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善事上，常用熱心待人，原是好的，卻不單我與你們同在的時候纔這樣。

(它)美好適當的 然而也 現要去持續被具火熱激昂之情 在內 在對(它)美好適當的 總是地， 並且 不會/不要

僅有單獨地 在內 在對(它)那 現要去持續是是在旁邊 到於我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經文變異RT]

(它)美好適當的 然而也 到於(它)那 現要去持續被具火熱激昂之情 在內 在對(它)美好適當的 總是地， 並且

不會/不要 僅有單獨地 在內 在對(它)那 現要去持續是是在旁邊 到於我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加 4:19 te,kna mou( ou]j pa,lin wvdi,nw me,crij ou- morfwqh/| Cristo.j evn ùmi/n\
My little children, of whom I travail in birth again until Christ be formed in you,
我小子阿，我為你們再受生產之苦，直等到基督成形在你們心裏；

阿,(它們)孩子 從屬我， 到於(他們)這些個 重新又再地 我現在持續有劇痛陣痛， 一直達到 從屬(它)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塑造成形 (他)基督 在內 在對你們；
[經文變異RT]

阿,(它們)小孩子 從屬我， 到於(他們)這些個 重新又再地 我現在持續有劇痛陣痛， 直至達到 從屬(它)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塑造成形 (他)基督 在內 在對你們；
[經文變異WH]

阿,(它們)小孩子 從屬我， 到於(他們)這些個 重新又再地 我現在持續有劇痛陣痛， 一直達到 從屬(它)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塑造成形 (他)基督 在內 在對你們；

加 4:20 h;qelon de. parei/nai pro.j ùma/j a;rti kai. avlla,xai th.n fwnh,n mou( o[ti avporou/mai evn ùmi/nÅ
I desire to be present with you now, and to change my voice; for I stand in doubt of you.
我巴不得現今在你們那裏，改換口氣，因我為你們心裏作難。

我當時持續定意 然而也 現要去持續是是在旁邊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現今地，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改換

到於(她)那 到於(她)聲音 從屬我； 是這樣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成不知所措 在內 在對你們。

加 4:21 Le,gete, moi( oi` ùpo. no,mon qe,lontej ei=nai( to.n no,mon ouvk avkou,eteÈ
Tell me, ye that desire to be under the law, do ye not hear the law?
你們這願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請告訴我，你們豈沒有聽見律法麼。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道說 在對我 (他們)那些 <在底下>在底下 到於(他)律法 (他們)現正持續定意了的 現要去持續是，

到於(他)那 到於(他)律法 豈非呢 你們現在持續聲聞耳聽？

加 4:22 ge,graptai ga.r o[ti VAbraa.m du,o uiòu.j e;scen( e[na evk th/j paidi,skhj kai. e[na evk th/j evleuqe,rajÅ
For it is written, that Abraham had two sons, the one by a bondmaid, the other by a freewoman.
因為律法上記著，亞伯拉罕有兩個兒子，一個是使女生的，一個是自主之婦人生的。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因為， 是這樣 (他)亞伯拉罕 到於(他們)二個/兩個 到於(他們)兒子

他/她/它那時(也是)持有， 到於(他)一個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使女 並且 到於(他)一個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自由自主的。

加 4:23 avllV ò me.n evk th/j paidi,skhj kata. sa,rka gege,nnhtai( ò de. evk th/j evleuqe,raj diV evpaggeli,ajÅ
But he who was of the bondwoman was born after the flesh; but he of the freewoman was by promise.
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著血氣生的；那自主之婦人所生的，是憑著應許生的。

但乃是 (他)那 的確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使女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肉體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生發成為族類； (他)那 然而也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自由自主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應許。
[經文變異RT]

但乃是 (他)那 的確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使女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肉體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生發成為族類； (他)那 然而也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自由自主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應許。

加 4:24 a[tina, evstin avllhgorou,mena\ au-tai ga,r eivsin du,o diaqh/kai( mi,a me.n avpo. o;rouj Sina/ eivj doulei,an
gennw/sa( h[tij evsti.n ~Aga,rÅ
Which things are an allegory: for these are the two covenants; the one from the mount Sinai, which gendereth to
bondage, which is Agar.
這都是比方；那兩個婦人，就是兩約；一約是出於西乃山，生子為奴，乃是夏甲。

(它們)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們)現正持續被用寓言表述了的； (她們)那同一者 因為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她們)二個/兩個 (她們)遺囑契約； (她)一個/第一 的確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高山 從屬(它)西乃

向內進入 到於(她)奴役為奴 (她)現正持續生發成為族類了的， (她)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夏甲。
[經文變異RT]

(它們)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們)現正持續被用寓言表述了的； (她們)那同一者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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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她們)那些 (她們)二個/兩個 (她們)遺囑契約； (她)一個/第一 的確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高山

從屬(它)西乃 向內進入 到於(她)奴役為奴 (她)現正持續生發成為族類了的， (她)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夏甲。

加 4:25 to. de. ~Aga.r Sina/ o;roj evsti.n evn th/| VArabi,a|\ sustoicei/ de. th/| nu/n VIerousalh,m( douleu,ei ga.r meta. tw/n
te,knwn auvth/jÅ
For this Agar is mount Sinai in Arabia, and answereth to Jerusalem which now is, and is in bondage with her
children.
這夏甲二字是指著亞拉伯的西乃山，與現在的耶路撒冷同類；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兒女都是為奴的。

(它)那 然而也 (她)夏甲 (它)西乃 (它)高山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阿拉伯，

他/她/它現在持續按同一次序行 然而也 在對(她)那 現在此時地 在對(她)耶陸撒冷； 他/她/它現在持續作奴僕 因為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孩子 從屬(她)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它)那 因為 (她)夏甲 (它)西乃 (它)高山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阿拉伯，

他/她/它現在持續按同一次序行 然而也 在對(她)那 現在此時地 在對(她)耶陸撒冷； 他/她/它現在持續作奴僕 然而也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孩子 從屬(她)同一者。

加 4:26 h` de. a;nw VIerousalh.m evleuqe,ra evsti,n( h[tij evsti.n mh,thr h̀mw/n\
But Jerusalem which is above is free, which is the mother of us all.
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們的母。

(她)那 然而也 上頭地 (她)耶陸撒冷 (她)自由自主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母親 從屬我們；
[經文變異RT]

(她)那 然而也 上頭地 (她)耶陸撒冷 (她)自由自主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母親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我們；

加 4:27 ge,graptai ga,r( Euvfra,nqhti( stei/ra h̀ ouv ti,ktousa( rh̀/xon kai. bo,hson( h̀ ouvk wvdi,nousa\ o[ti polla. ta.
te,kna th/j evrh,mou ma/llon h' th/j evcou,shj to.n a;ndraÅ
For it is written, Rejoice, thou barren that bearest not; break forth and cry, thou that travailest not: for the
desolate hath many more children than she which hath an husband.
因為經上記著：『不懷孕不生養的，你要歡樂；未曾經過產難的，你要高聲歡呼，因為沒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

兒女更多。』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因為， 你那時(也是)就要被促為歡悅愉快， 阿,(她)僵硬不孕 (她)那 不是/不

(她)現正持續生產帶出了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撕裂破損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高呼喊叫， (她)那 不是/不

(她)現正持續有劇痛陣痛了的； 是這樣 (它們)許多的 (它們)那些 (它們)孩子 從屬(她)那 從屬(她)孤獨荒涼的

更特別尤其地 甚或/或而 從屬(她)那 從屬(她)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男人/丈夫。

加 4:28 ùmei/j de,( avdelfoi,( kata. VIsaa.k evpaggeli,aj te,kna evste,Å
Now we, brethren, as Isaac was, are the children of promise.
弟兄們，我們是憑著應許作兒女，如同以撒一樣。

你們 然而也， 阿,(他們)弟兄，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以撒 從屬(她)應許 (它們)孩子 你們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RT][經文變異WH]

我們 然而也 阿,(他們)弟兄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以撒 從屬(她)應許 (它們)孩子 我們現在持續是。

加 4:29 avllV w[sper to,te ò kata. sa,rka gennhqei.j evdi,wken to.n kata. pneu/ma( ou[twj kai. nu/nÅ
But as then he that was born after the flesh persecuted him that was born after the Spirit, even so it is now.
當時那按著血氣生的，逼迫了那按著聖靈生的；現在也是這樣。

但乃是 甚至正如地 當那時地 (他)那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肉體 (他)那時(也是)被生發成為族類了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追趕迫求 到於(他)那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靈/風， 那同一樣式地 並且 現在此時地。

加 4:30 avlla. ti, le,gei h̀ grafh,È :Ekbale th.n paidi,skhn kai. to.n uìo.n auvth/j\ ouv ga.r mh. klhronomh,sei ò uiò.j
th/j paidi,skhj meta. tou/ uìou/ th/j evleuqe,rajÅ
Nevertheless what saith the scripture? Cast out the bondwoman and her son: for the son of the bondwoman
shall not be heir with the son of the freewoman.
然而經上是怎麼說的呢；是說：『把使女和他兒子趕出去；因為使女的兒子，不可與自主婦人的兒子一同承受產

業。』

但乃是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她)那 (她)經文？ 你那時(也是)就要向外投擲出來 到於(她)那

到於(她)使女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從屬(她)同一者； 不是/不 因為 不會/不要

他/她/它將要(持續)行承受產業 (他)那 (他)兒子 從屬(她)那 從屬(她)使女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那 從屬(他)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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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屬(她)那 從屬(她)自由自主的。
[經文變異RT]

但乃是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她)那 (她)經文？ 你那時(也是)就要向外投擲出來 到於(她)那

到於(她)使女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從屬(她)同一者； 不是/不 因為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行承受產業 (他)那 (他)兒子 從屬(她)那 從屬(她)使女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那

從屬(他)兒子 從屬(她)那 從屬(她)自由自主的。

加 4:31 dio,( avdelfoi,( ouvk evsme.n paidi,skhj te,kna avlla. th/j evleuqe,rajÅ
So then, brethren, we are not children of the bondwoman, but of the free.
弟兄們，這樣看來，我們不是使女的兒女，乃是自主婦人的兒女了。

為這個緣故， 阿,(他們)弟兄， 不是/不 我們現在持續是 從屬(她)使女 (它們)孩子， 但乃是 從屬(她)那

從屬(她)自由自主的。
[經文變異RT]

果然如此， 阿,(他們)弟兄， 不是/不 我們現在持續是 從屬(她)使女 (它們)孩子， 但乃是 從屬(她)那

從屬(她)自由自主的。

加 5:1 th/| evleuqeri,a| hm̀a/j Cristo.j hvleuqe,rwsen\ sth,kete ou=n kai. mh. pa,lin zugw/| doulei,aj evne,cesqeÅ
Stand fast therefore in the liberty wherewith Christ hath made us free, and be not entangled again with the yoke
of bondage.
基督釋放了我們，叫我們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穩，不要再被奴僕的軛挾制。

在對(她)那 在對(她)自主自由 到於我們 (他)基督 他/她/它那時(也是)促使成自由自主；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站立不動

這樣， 並且 不會/不要 重新又再地 在對(他)軛/天平 從屬(她)奴役為奴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被壓制在內。
[經文變異RT]

在對(她)那 在對(她)自主自由 這樣 在對(她)這個 (他)基督 到於我們 他/她/它那時(也是)促使成自由自主，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站立不動； 並且 不會/不要 重新又再地 在對(他)軛/天平 從屬(她)奴役為奴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被壓制在內。

加 5:2 :Ide evgw. Pau/loj le,gw ùmi/n o[ti eva.n perite,mnhsqe( Cristo.j ùma/j ouvde.n wvfelh,seiÅ
Behold, I Paul say unto you, that if ye be circumcised, Christ shall profit you nothing.
我保羅告訴你們，若受割禮，基督就與你們無益了。

你那時(也是)就要看哪， 我 (他)保羅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是這樣 但凡若是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被行割禮，

(他)基督 到於你們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成利益。

加 5:3 martu,romai de. pa,lin panti. avnqrw,pw| peritemnome,nw| o[ti ovfeile,thj evsti.n o[lon to.n no,mon poih/saiÅ
For I testify again to every man that is circumcised, that he is a debtor to do the whole law.
我再指著凡受割禮的人確實的說，他是欠著行全律法的債。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成見證人 然而也 重新又再地 在對(他)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人

在對(他)現正持續被行割禮了的， 是這樣 (他)積欠負債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到於(他)整個全部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律法 那時(也是)要去行出作成。

加 5:4 kathrgh,qhte avpo. Cristou/( oi[tinej evn no,mw| dikaiou/sqe( th/j ca,ritoj evxepe,sateÅ
Christ is become of no effect unto you, whosoever of you are justified by the law; ye are fallen from grace.
你們這要靠律法稱義的，是與基督隔絕，從恩典中墜落了。

你們那時(也是)被使完全閒散停頓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基督， (他們)這個任何什麼 在內 在對(他)律法

你們現在持續被稱為公義； 從屬(她)那 從屬(她)恩典惠意 你們那時(也是)向外落下墜落。
[經文變異RT]

你們那時(也是)被使完全閒散停頓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他們)這個任何什麼 在內 在對(他)律法

你們現在持續被稱為公義； 從屬(她)那 從屬(她)恩典惠意 你們那時(也是)向外落下墜落。

加 5:5 hm̀ei/j ga.r pneu,mati evk pi,stewj evlpi,da dikaiosu,nhj avpekdeco,meqaÅ
For we through the Spirit wait for the hope of righteousness by faith.
我們靠著聖靈，憑著信心，等候所盼望的義。

我們 因為 在對(它)靈/風 向外出來 從屬(她)信 到於(她)期盼指望 從屬(她)至義

我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從那裏期望等候。

加 5:6 evn ga.r Cristw/| VIhsou/ ou;te peritomh, ti ivscu,ei ou;te avkrobusti,a avlla. pi,stij diV avga,phj evnergoume,nhÅ
For in Jesus Christ neither circumcision availeth anything, nor uncircumcision; but faith which worketh by love.
原來在基督耶穌裏，受割禮不受割禮，全無功效；惟獨使人生發仁愛的信心，纔有功效。

在內 因為 在對(他)基督 在對(他)耶穌 並不/又不 (她)割禮 到於(它)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有強壯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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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又不 (她)未受割禮； 但乃是 (她)信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愛 (她)現正持續讓自己成有功效了的
註1。

註1：“(她)現正持續讓自己成有功效了的”文法上亦可以為“(她)現正持續被成有功效了的”。

加 5:7 VEtre,cete kalw/j\ ti,j ùma/j evne,koyen Îth/|Ð avlhqei,a| mh. pei,qesqaiÈ
Ye did run well; who did hinder you that ye should not obey the truth?
你們向來跑得好；有誰攔阻你們，叫你們不順從真理呢。

你們當時持續奔跑疾行 美好適當地； (他)任何什麼呢 到於你們 他/她/它那時(也是)切入阻礙 在對(她)那

在對(她)真情實理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被勸信說服？
[經文變異RT]

你們當時持續奔跑疾行 美好適當地； (他)任何什麼呢 到於你們 他/她/它那時(也是)倒打攔阻 在對(她)那

在對(她)真情實理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被勸信說服？
[經文變異WH]

你們當時持續奔跑疾行 美好適當地； (他)任何什麼呢 到於你們 他/她/它那時(也是)切入阻礙 在對(她)真情實理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被勸信說服？

加 5:8 h` peismonh. ouvk evk tou/ kalou/ntoj ùma/jÅ
This persuasion cometh not of him that calleth you.
這樣的勸導，不是出於那召你們的。

(她)那 (她)誘導勸服 不是/不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現正持續促請召喚了的 到於你們。

加 5:9 mikra. zu,mh o[lon to. fu,rama zumoi/Å
A little leaven leaveneth the whole lump.
一點麵酵能使全團都發起來。

(她)細微極小的 (她)酵素 到於(它)整個全部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團塊 他/她/它現在持續發酵。

加 5:10 evgw. pe,poiqa eivj ùma/j evn kuri,w| o[ti ouvde.n a;llo fronh,sete\ ò de. tara,sswn ùma/j basta,sei to. kri,ma(
o[stij eva.n h=|Å
I have confidence in you through the Lord, that ye will be none otherwise minded: but he that troubleth you shall
bear his judgment, whosoever he be.
我在主裏很信你們必不懷別樣的心；但攪擾你們的，無論是誰，必擔當他的罪名。

我 我現在已經勸信說服 向內進入 到於你們 在內 在對(他)主人， 是這樣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到於(它)另外不同的 你們將要(持續)感受體察； (他)那 然而也 (他)現正持續攪動擾亂了的 到於你們

他/她/它將要(持續)提舉擔負 到於(它)那 到於(它)審案判決， (他)這個任何什麼 但凡若是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我 我現在已經勸信說服 向內進入 到於你們 在內 在對(他)主人， 是這樣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到於(它)另外不同的 你們將要(持續)感受體察； (他)那 然而也 (他)現正持續攪動擾亂了的 到於你們

他/她/它將要(持續)提舉擔負 到於(它)那 到於(它)審案判決， (他)這個任何什麼 但凡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是。

加 5:11 evgw. de,( avdelfoi,( eiv peritomh.n e;ti khru,ssw( ti, e;ti diw,komaiÈ a;ra kath,rghtai to. ska,ndalon tou/
staurou/Å
And I, brethren, if I yet preach circumcision, why do I yet suffer persecution? then is the offence of the cross
ceased.
弟兄們，我若仍舊傳割禮，為甚麼還受逼迫呢；若是這樣，那十字架討厭的地方就沒有了。

我 然而也， 阿,(他們)弟兄， 若是 到於(她)割禮 依然仍舊地 我現在持續傳達宣講，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依然仍舊地 我現在持續被追趕迫求？ 果然如此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使完全閒散停頓 (它)那 (它)機關陷阱 從屬(他)那

從屬(他)十字架。

加 5:12 o;felon kai. avpoko,yontai oì avnastatou/ntej ùma/jÅ
I would they were even cut off which trouble you.
恨不得那攪亂你們的人，把自己割絕了。

我巴不得呀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砍斷切除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促使成擾動失定了的 到於你們。

加 5:13 ~Umei/j ga.r evpV evleuqeri,a| evklh,qhte( avdelfoi,\ mo,non mh. th.n evleuqeri,an eivj avformh.n th/| sarki,( avlla. dia.
th/j avga,phj douleu,ete avllh,loijÅ
For, brethren, ye have been called unto liberty; only use not liberty for an occasion to the flesh, but by love serve
one another.
弟兄們，你們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將你們的自由當作放縱情慾的機會；總要用愛心互相服事。

你們 因為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自主自由 你們那時(也是)被促請召喚， 阿,(他們)弟兄； 僅有單獨地 不會/不要

到於(她)那 到於(她)自主自由 向內進入 到於(她)開始的機會 在對(她)那 在對(她)肉體， 但乃是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愛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作奴僕 在對(他們)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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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5:14 ò ga.r pa/j no,moj evn eǹi. lo,gw| peplh,rwtai( evn tw/| VAgaph,seij to.n plhsi,on sou wj̀ seauto,nÅ
For all the law is fulfilled in one word, even in this; Thou shalt love thy neighbour as thyself.
因為全律法都包在愛人如己這一句話之內了。

(他)那 因為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律法 在內 在對(他)一個 在對(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促使成充滿添足， 在內 在對(他)那註1： 你將要(持續)愛 到於(他)那 在鄰近之處地 從屬你 正如地

到於(他)你自己。

註1：“在對(他)那”文法上亦可以為“在對(它)那”。

[經文變異RT]

(他)那 因為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律法 在內 在對(他)一個 在對(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促使成充滿添足， 在內 在對(他)那： 你將要(持續)愛 到於(他)那 在鄰近之處地 從屬你 正如地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加 5:15 eiv de. avllh,louj da,knete kai. katesqi,ete( ble,pete mh. ùpV avllh,lwn avnalwqh/teÅ
But if ye bite and devour one another, take heed that ye be not consumed one of another.
你們要謹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滅了。

若是 然而也 到於(他們)彼此 你們現在持續咬噬 並且 你們現在持續吞喫，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著眼觀看 不會/不要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們)彼此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被耗盡。

加 5:16 Le,gw de,( pneu,mati peripatei/te kai. evpiqumi,an sarko.j ouv mh. tele,shteÅ
This I say then, Walk in the Spirit, and ye shall not fulfil the lust of the flesh.
我說，你們當順著聖靈而行，就不放縱肉體的情慾了。

我現在持續道說 然而也， 在對(它)靈/風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來往昂然踏行， 並且 到於(她)渴想慕戀 從屬(她)肉體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完成。

加 5:17 h` ga.r sa.rx evpiqumei/ kata. tou/ pneu,matoj( to. de. pneu/ma kata. th/j sarko,j( tau/ta ga.r avllh,loij
avnti,keitai( i[na mh. a] eva.n qe,lhte tau/ta poih/teÅ
For the flesh lusteth against the Spirit, and the Spirit against the flesh: and these are contrary the one to the
other: so that ye cannot do the things that ye would.
因為情慾和聖靈相爭，聖靈和情慾相爭；這兩個是彼此相敵，使你們不能作所願意作的。

(她)那 因為 (她)肉體 他/她/它現在持續熱戀愛慕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它)那 從屬(它)靈/風， (它)那 然而也

(它)靈/風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她)那 從屬(她)肉體； (它們)那同一者 因為 在對(它們)彼此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對峙相敵， 為要 不會/不要 到於(它們)這些個 但凡若是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定意，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行出作成。
[經文變異RT]

(她)那 因為 (她)肉體 他/她/它現在持續熱戀愛慕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它)那 從屬(它)靈/風， (它)那 然而也

(它)靈/風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她)那 從屬(她)肉體； (它們)那同一者 然而也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對峙相敵

在對(它們)彼此， 為要 不會/不要 到於(它們)這些個 但凡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定意，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行出作成。

加 5:18 eiv de. pneu,mati a;gesqe( ouvk evste. ùpo. no,monÅ
But if ye be led of the Spirit, ye are not under the law.
但你們若被聖靈引導，就不在律法以下。

若是 然而也 在對(它)靈/風 你們現在持續被帶領， 不是/不 你們現在持續是 <在底下>在底下 到於(他)律法。

加 5:19 fanera. de, evstin ta. e;rga th/j sarko,j( a[tina, evstin pornei,a( avkaqarsi,a( avse,lgeia(
Now the works of the flesh are manifest, which are these; Adultery, fornication, uncleanness, lasciviousness,
情慾的事，都是顯而易見的；就如姦淫，污穢，邪蕩，

(它們)促為照亮顯明的 然而也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們)那些 (它們)工作 從屬(她)那 從屬(她)肉體，

(它們)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通奸淫行， (她)污穢不潔， (她)縱慾邪蕩，
[經文變異RT]

(它們)促為照亮顯明的 然而也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們)那些 (它們)工作 從屬(她)那 從屬(她)肉體，

(它們)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淫亂姦淫， (她)通奸淫行， (她)污穢不潔， (她)縱慾邪蕩，

加 5:20 eivdwlolatri,a( farmakei,a( e;cqrai( e;rij( zh/loj( qumoi,( evriqei/ai( dicostasi,ai( aìre,seij(
Idolatry, witchcraft, hatred, variance, emulations, wrath, strife, seditions, heresies,
拜偶像，邪術，仇恨，爭競，忌恨，惱怒，結黨，紛爭，異端，

(她)偶像之事奉敬奉， (她)醫藥巫術， (她們)仇意敵視， (她)爭執競爭， (他)火熱激昂， (他們)熾熱憤恨，

(她們)分門結黨， (她們)立場分歧， (她們)教門黨派，
[經文變異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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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偶像之事奉敬奉， (她)醫藥巫術， (她們)仇意敵視， (她們)爭執競爭， (他們)火熱激昂， (他們)熾熱憤恨，

(她們)分門結黨， (她們)立場分歧， (她們)教門黨派，

加 5:21 fqo,noi( me,qai( kw/moi kai. ta. o[moia tou,toij( a] prole,gw ùmi/n( kaqw.j proei/pon o[ti oì ta. toiau/ta
pra,ssontej basilei,an qeou/ ouv klhronomh,sousinÅ
Envyings, murders, drunkenness, revellings, and such like: of the which I tell you before, as I have also told you
in time past, that they which do such things shall not inherit the kingdom of God.
嫉妒，〔有古卷在此有：兇殺〕醉酒，荒宴等類，我從前告訴你們，現在又告訴你們，行這樣事的人，必不能承

受神的國。

(他們)惡意嫉妒， (她們)酒醉， (他們)夜宴狂歡， 並且 (它們)那些 (它們)具同樣相同的 在對(它們)那同一者；

到於(它們)這些個 我現在持續預先道說 在對你們， 按照正如地 我那時(也是)預先發話言說， 是這樣 (他們)那些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那種樣 (他們)現正持續實施行使了的 到於(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神 不是/不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行承受產業。
[經文變異RT]

(他們)惡意嫉妒， (他們)謀害凶殺， (她們)酒醉， (他們)夜宴狂歡， 並且 (它們)那些 (它們)具同樣相同的

在對(它們)那同一者； 到於(它們)這些個 我現在持續預先道說 在對你們， 按照正如地 並且

我那時(也是)預先發話言說， 是這樣 (他們)那些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那種樣 (他們)現正持續實施行使了的

到於(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神 不是/不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行承受產業。

加 5:22 ~O de. karpo.j tou/ pneu,mato,j evstin avga,ph cara. eivrh,nh( makroqumi,a crhsto,thj avgaqwsu,nh( pi,stij
But the fruit of the Spirit is love, joy, peace, longsuffering, gentleness, goodness, faith,
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

(他)那 然而也 (他)果實 從屬(它)那 從屬(它)靈/風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愛， (她)歡喜快樂， (她)和平安寧，

(她)恆忍耐性， (她)恩慈合宜， (她)全然良善， (她)信，

加 5:23 prau<thj evgkra,teia\ kata. tw/n toiou,twn ouvk e;stin no,mojÅ
Meekness, temperance: against such there is no law.
溫柔，節制；這樣的事，沒有律法禁止。

(她)溫和謙柔， (她)自約主控；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那種樣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律法。
[經文變異RT]

(她)溫和謙柔[同#4240]， (她)自約主控；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那種樣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律法。

加 5:24 oi` de. tou/ Cristou/ Îvihsou/Ð th.n sa,rka evstau,rwsan su.n toi/j paqh,masin kai. tai/j evpiqumi,aijÅ
And they that are Christ's have crucified the flesh with the affections and lusts.
凡屬基督耶穌的人，是已經把肉體，連肉體的邪情私慾，同釘在十字架上了。

(他們)那些 然而也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從屬(他)耶穌 到於(她)那 到於(她)肉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釘十字架

共同一起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所經歷承受 並且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渴想慕戀。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些 然而也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到於(她)那 到於(她)肉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釘十字架 共同一起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所經歷承受 並且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渴想慕戀。

加 5:25 eiv zw/men pneu,mati( pneu,mati kai. stoicw/menÅ
If we live in the Spirit, let us also walk in the Spirit.
我們若是靠聖靈得生，就當靠聖靈行事。

若是 我們現在持續活 在對(它)靈/風， 在對(它)靈/風 並且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按次序行。

加 5:26 mh. ginw,meqa keno,doxoi( avllh,louj prokalou,menoi( avllh,loij fqonou/ntejÅ
Let us not be desirous of vain glory, provoking one another, envying one another.
不要貪圖虛名，彼此惹氣，互相嫉妒。

不會/不要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他們)虛無的榮耀的， 到於(他們)彼此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向前挑戰了的， 在對(他們)彼此 (他們)現正持續有惡意嫉妒了的。

加 6:1 VAdelfoi,( eva.n kai. prolhmfqh/| a;nqrwpoj e;n tini paraptw,mati( ùmei/j oi` pneumatikoi. katarti,zete to.n
toiou/ton evn pneu,mati prau<thtoj( skopw/n seauto.n mh. kai. su. peirasqh/|jÅ
Brethren, if a man be overtaken in a fault, ye which are spiritual, restore such an one in the spirit of meekness;
considering thyself, lest thou also be tempted.
弟兄們，若有人偶然被過犯所勝，你們屬靈的人，就當用溫柔的心，把他挽回過來；又當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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誘。

阿,(他們)弟兄， 但凡若是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預先拿取 (他)人 在內 在對(它)任何什麼

在對(它)誤差過犯， 你們 (他們)那些 (他們)屬靈的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向下使成裝備妥當 到於(他)那 到於(他)那種樣

在內 在對(它)靈/風 從屬(她)溫和謙柔， (他)現正持續行眺望偵察了的 到於(他)你自己， 不會/不要 並且 你

你那時(也是)應該被使有探測試驗。
[經文變異RT]

阿,(他們)弟兄， 但凡若是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預先拿取 (他)人 在內 在對(它)任何什麼

在對(它)誤差過犯， 你們 (他們)那些 (他們)屬靈的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向下使成裝備妥當 到於(他)那 到於(他)那種樣

在內 在對(它)靈/風 從屬(她)溫和謙柔[同#4240]， (他)現正持續行眺望偵察了的 到於(他)你自己， 不會/不要 並且 你

你那時(也是)應該被使有探測試驗。

加 6:2 VAllh,lwn ta. ba,rh basta,zete kai. ou[twj avnaplhrw,sete to.n no,mon tou/ Cristou/Å
Bear ye one another's burdens, and so fulfil the law of Christ.
你們各人的重擔要互相擔當，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

從屬(他們)彼此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沉重重壓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提舉擔負， 並且 那同一樣式地

你們將要(持續)補充到滿 到於(他)那 到於(他)律法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經文變異RT][經文變異WH]

從屬(他們)彼此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沉重重壓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提舉擔負， 並且 那同一樣式地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補充到滿 到於(他)那 到於(他)律法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加 6:3 eiv ga.r dokei/ tij ei=nai, ti mhde.n w;n( frenapata/| eàuto,nÅ
For if a man think himself to be something, when he is nothing, he deceiveth himself.
人若無有，自己還以為有，就是自欺了。

若是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設想認為對 (他)任何什麼 現要去持續是 (它)任何什麼 (它)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行誤導誘騙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經文變異RT]

若是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設想認為對 (他)任何什麼 現要去持續是 (它)任何什麼 (它)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他/她/它現在持續行誤導誘騙。

加 6:4 to. de. e;rgon èautou/ dokimaze,tw e[kastoj( kai. to,te eivj èauto.n mo,non to. kau,chma e[xei kai. ouvk eivj to.n
e[teron\
But let every man prove his own work, and then shall he have rejoicing in himself alone, and not in another.
各人應當察驗自己的行為，這樣，他所誇的就專在自己，不在別人了。

到於(它)那 然而也 到於(它)工作 從屬(他)同一者自己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查驗證實 (他)各個的， 並且 當那時地

向內進入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到於(他)僅有單獨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所誇耀 他/她/它將要(持續)持有， 並且

不是/不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相異不同的；

加 6:5 e[kastoj ga.r to. i;dion forti,on basta,seiÅ
For every man shall bear his own burden.
因為各人必擔當自己的擔子。

(他)各個的 因為 到於(它)那 到於(它)私人個別的 到於(它)擔子負荷 他/她/它將要(持續)提舉擔負。

加 6:6 Koinwnei,tw de. ò kathcou,menoj to.n lo,gon tw/| kathcou/nti evn pa/sin avgaqoi/jÅ
Let him that is taught in the word communicate unto him that teacheth in all good things.
在道理上受教的，當把一切需用的供給施教的人。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成合夥共享 然而也 (他)那 (他)現正持續被以言語指示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以言語指示了的 在內 在對(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它們)良善的。

加 6:7 Mh. plana/sqe( qeo.j ouv mukthri,zetaiÅ o] ga.r eva.n spei,rh| a;nqrwpoj( tou/to kai. qeri,sei\
Be not deceived; God is not mocked: for whatsoever a man soweth, that shall he also reap.
不要自欺，神是輕慢不得的；人種的是甚麼，收的也是甚麼。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被有迷途錯謬； (他)神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輕慢； 到於(它)這個 因為

但凡若是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散佈播撒註1
(他)人， 到於(它)那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收取莊稼；

註1：“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散佈播撒”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散佈播撒”。

加 6:8 o[ti ò spei,rwn eivj th.n sa,rka eàutou/ evk th/j sarko.j qeri,sei fqora,n( ò de. spei,rwn eivj to. pneu/ma evk tou/
pneu,matoj qeri,sei zwh.n aivw,nionÅ
For he that soweth to his flesh shall of the flesh reap corruption; but he that soweth to the Spirit shall of the Spirit
reap life everla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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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著情慾撒種的，必從情慾收敗壞；順著聖靈撒種的，必從聖靈收永生。

是這樣 (他)那 (他)現正持續散佈播撒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肉體 從屬(他)同一者自己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肉體 他/她/它將要(持續)收取莊稼 到於(她)朽敗朽壞； (他)那 然而也 (他)現正持續散佈播撒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靈/風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靈/風 他/她/它將要(持續)收取莊稼 到於(她)生命

到於(她)時世恆久的。

加 6:9 to. de. kalo.n poiou/ntej mh. evgkakw/men( kairw/| ga.r ivdi,w| qeri,somen mh. evkluo,menoiÅ
And let us not be weary in well doing: for in due season we shall reap, if we faint not.
我們行善，不可喪志；若不灰心，到了時候，就要收成。

到於(它)那 然而也 到於(它)美好適當的 (他們)現正持續行出作成了的 不會/不要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灰心喪膽；

在對(他)場合時節 因為 在對(他)私人個別的 我們將要(持續)收取莊稼， 不會/不要 (他們)現正持續被鬆軟疲憊了的。
[經文變異RT]

到於(它)那 然而也 到於(它)美好適當的 (他們)現正持續行出作成了的 不會/不要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灰心喪志；

在對(他)場合時節 因為 在對(他)私人個別的 我們將要(持續)收取莊稼， 不會/不要 (他們)現正持續被鬆軟疲憊了的。

加 6:10 a;ra ou=n wj̀ kairo.n e;comen( evrgazw,meqa to. avgaqo.n pro.j pa,ntaj( ma,lista de. pro.j tou.j oivkei,ouj th/j
pi,stewjÅ
As we have therefore opportunity, let us do good unto all men, especially unto them who are of the household of
faith.
所以有了機會，就當向眾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當這樣。

果然如此 這樣 正如地 到於(他)場合時節 我們現在持續持有，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讓自己/被作工作 到於(它)那

到於(它)良善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最特別尤其地 然而也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在住處家室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信。
[經文變異WH]

果然如此 這樣 正如地 到於(他)場合時節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持有，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讓自己/被作工作 到於(它)那

到於(它)良善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最特別尤其地 然而也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在住處家室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信。

加 6:11 :Idete phli,koij ùmi/n gra,mmasin e;graya th/| evmh/| ceiri,Å
Ye see how large a letter I have written unto you with mine own hand.
請看我親手寫給你們的字，是何等的大呢。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看見察覺， 在對(它們)何等大的 在對你們 在對(它們)所刻寫記載 我那時(也是)刻寫記載

在對(她)那 在對(她)我之物 在對(她)手。

加 6:12 o[soi qe,lousin euvproswph/sai evn sarki,( ou-toi avnagka,zousin ùma/j perite,mnesqai( mo,non i[na tw/| staurw/|
tou/ Cristou/ mh. diw,kwntaiÅ
As many as desire to make a fair shew in the flesh, they constrain you to be circumcised; only lest they should
suffer persecution for the cross of Christ.
凡希圖外貌體面的人，都勉強你們受割禮；無非是怕自己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

(他們)這每一切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定意 那時(也是)要去成外表像樣體面 在內 在對(她)肉體， (他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迫使必須 到於你們 現要去持續被行割禮； 僅有單獨地 為要 在對(他)那 在對(他)十字架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不會/不要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被追趕迫求。
[經文變異RT]

(他們)這每一切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定意 那時(也是)要去成外表像樣體面 在內 在對(她)肉體， (他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迫使必須 到於你們 現要去持續被行割禮； 僅有單獨地 為要 不會/不要 在對(他)那

在對(他)十字架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被追趕迫求。
[經文變異WH]

(他們)這每一切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定意 那時(也是)要去成外表像樣體面 在內 在對(她)肉體， (他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迫使必須 到於你們 現要去持續被行割禮； 僅有單獨地 為要 在對(他)那 在對(他)十字架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從屬(他)耶穌 不會/不要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被追趕迫求。

加 6:13 ouvde. ga.r oi` peritemno,menoi auvtoi. no,mon fula,ssousin avlla. qe,lousin ùma/j perite,mnesqai( i[na evn th/|
um̀ete,ra| sarki. kauch,swntaiÅ
For neither they themselves who are circumcised keep the law; but desire to have you circumcised, that they
may glory in your flesh.
他們那些受割禮的，連自己也不守律法；他們願意你們受割禮，不過要藉著你們的肉體誇口。

然而也不是地 因為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被行割禮了的 (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律法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看管守護； 但乃是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定意 到於你們 現要去持續被行割禮， 為要 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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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她)那 在對(她)你們之物 在對(她)肉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誇耀。

加 6:14 evmoi. de. mh. ge,noito kauca/sqai eiv mh. evn tw/| staurw/| tou/ kuri,ou hm̀w/n VIhsou/ Cristou/( diV ou- evmoi.
ko,smoj evstau,rwtai kavgw. ko,smw|Å
But God forbid that I should glory, save in the cross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by whom the world is crucified
unto me, and I unto the world.
但我斷不以別的誇口，只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十字架；因這十字架，就我而論，世界已經釘在十字架上；就世界

而論，我已經釘在十字架上。

在對"我" 然而也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可以讓自己生發成為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誇耀， 若是 不會/不要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十字架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我們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這個 在對"我" (他)美容妝束/世界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釘十字架， 並且我 在對(他)美容妝束/世界。
[經文變異RT]

在對"我" 然而也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可以讓自己生發成為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誇耀， 若是 不會/不要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十字架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我們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這個 在對"我" (他)美容妝束/世界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釘十字架， 並且我 在對(他)那

在對(他)美容妝束/世界。

加 6:15 ou;te ga.r peritomh, ti, evstin ou;te avkrobusti,a avlla. kainh. kti,sijÅ
For in Christ Jesus neither circumcision availeth anything, nor uncircumcision, but a new creature.
受割禮不受割禮，都無關緊要，要緊的就是作新造的人。

並不/又不 因為 (她)割禮 (它)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並不/又不 (她)未受割禮， 但乃是 (她)嶄新的

(她)創造建立。
[經文變異RT]

在內 因為 在對(他)基督 在對(他)耶穌 並不/又不 (她)割禮 到於(它)任何什麼註1
他/她/它現在持續有強壯大力，

並不/又不 (她)未受割禮， 但乃是 (她)嶄新的 (她)創造建立。

註1：“(它)任何什麼”文法上亦可以為“到於(它)任何什麼”。

加 6:16 kai. o[soi tw/| kano,ni tou,tw| stoich,sousin( eivrh,nh evpV auvtou.j kai. e;leoj kai. evpi. to.n VIsrah.l tou/ qeou/Å
And as many as walk according to this rule, peace be on them, and mercy, and upon the Israel of God.
凡照此理而行的，願平安憐憫加給他們，和神的以色列民。

並且 (他們)這每一切 在對(他)那 在對(他)界線領域 在對(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按次序行， (她)和平安寧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同一者， 並且 (它)憐憫慈悲， 並且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那 到於(他)以色列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加 6:17 Tou/ loipou/ ko,pouj moi mhdei.j parece,tw\ evgw. ga.r ta. sti,gmata tou/ VIhsou/ evn tw/| sw,mati, mou basta,zwÅ
From henceforth let no man trouble me: for I bear in my body the marks of the Lord Jesus.
從今以後，人都不要攪擾我；因為我身上帶著耶穌的印記。

從屬(它)那 從屬(它)今後的 到於(他們)勞碌疲累 在對我 (他)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展示提供； 我

因為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戳號印記 從屬(他)那 從屬(他)耶穌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身體 從屬我

我現在持續提舉擔負。
[經文變異RT]

從屬(它)那 從屬(它)今後的 到於(他們)勞碌疲累 在對我 (他)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展示提供； 我

因為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戳號印記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他)耶穌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身體

從屬我 我現在持續提舉擔負。

加 6:18 ~H ca,rij tou/ kuri,ou hm̀w/n VIhsou/ Cristou/ meta. tou/ pneu,matoj ùmw/n( avdelfoi,\ avmh,nÅ
Brethren, the grace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be with your spirit. Amen.
弟兄們，願我主耶穌基督的恩常在你們心裏。阿們。

(她)那 (她)恩典惠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我們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它)那

從屬(它)靈/風 從屬你們， 阿,(他們)弟兄。 阿們。
[經文變異RT]

(她)那 (她)恩典惠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我們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它)那

從屬(它)靈/風 從屬你們， 阿,(他們)弟兄。 阿們。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加拉太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刻寫記載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羅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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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書 // Ephesians

弗 1:1 Pau/loj avpo,stoloj Cristou/ VIhsou/ dia. qelh,matoj qeou/ toi/j àgi,oij toi/j ou=sin Îevn VEfe,sw|Ð kai. pistoi/j
evn Cristw/| VIhsou/(
Paul, an apostle of Jesus Christ by the will of God, to the saints which are at Ephesus, and to the faithful in
Christ Jesus:
奉神旨意，作基督耶穌使徒的保羅，寫信給在以弗所的聖徒，就是在基督耶穌裏有忠心的人；

(他)保羅 (他)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從屬(他)基督 從屬(他)耶穌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所定意 從屬(他)神，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聖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是了的 在內 在對(她)以弗所 並且

在對(他們)誠且信的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在對(他)耶穌：
[經文變異RT]

(他)保羅 (他)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所定意 從屬(他)神，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聖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是了的 在內 在對(她)以弗所 並且

在對(他們)誠且信的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在對(他)耶穌：

弗 1:2 ca,rij ùmi/n kai. eivrh,nh avpo. qeou/ patro.j h̀mw/n kai. kuri,ou VIhsou/ Cristou/Å
Grace be to you, and peace, from God our Father, and from the Lord Jesus Christ.
願恩惠平安，從神我們的父，和主耶穌基督，歸與你們。

(她)恩典惠意 在對你們 並且 (她)和平安寧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神 從屬(他)父親 從屬我們 並且 從屬(他)主人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弗 1:3 Euvloghto.j ò qeo.j kai. path.r tou/ kuri,ou hm̀w/n VIhsou/ Cristou/( ò euvlogh,saj h̀ma/j evn pa,sh| euvlogi,a|
pneumatikh/| evn toi/j evpourani,oij evn Cristw/|(
Blessed be the God and Father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who hath blessed us with all spiritual blessings in
heavenly places in Christ:
願頌讚歸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裏，曾賜給我們天上各樣屬靈的福氣；

(他)可祝福稱讚的 (他)那 (他)神 並且 (他)父親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我們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他)那 (他)那時(也是)祝福稱讚了的 到於我們 在內 在對(她)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她)稱讚祝福 在對(她)屬靈的 在內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在天上的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弗 1:4 kaqw.j evxele,xato hm̀a/j evn auvtw/| pro. katabolh/j ko,smou ei=nai h̀ma/j ag̀i,ouj kai. avmw,mouj katenw,pion auvtou/
evn avga,ph|(
According as he hath chosen us in him before the foundation of the world, that we should be holy and without
blame before him in love:
就如神從創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裏揀選了我們，使我們在他面前成為聖潔，無有瑕疵；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挑選 到於我們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在前面 從屬(她)投置奠基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現要去持續是 到於我們 到於(他們)聖的 並且 到於(他們)沒有污點瑕疵的 直接在面前

從屬(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愛，
[不同標點]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挑選 到於我們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在前面 從屬(她)投置奠基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現要去持續是 到於我們 到於(他們)聖的 並且 到於(他們)沒有污點瑕疵的 直接在面前

從屬(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愛

弗 1:5 proori,saj h̀ma/j eivj uiòqesi,an dia. VIhsou/ Cristou/ eivj auvto,n( kata. th.n euvdoki,an tou/ qelh,matoj auvtou/(
Having predestinated us unto the adoption of children by Jesus Christ to himself, according to the good pleasure
of his will,
又因愛我們，就按著自己意旨所喜悅的，預定我們，藉著耶穌基督得兒子的名分，

(他)那時(也是)預先界定了的 到於我們 向內進入 到於(她)兒子之置放擺設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向內進入 到於(他)同一者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那 到於(她)認可歡愉 從屬(它)那 從屬(它)所定意

從屬(他)同一者，

弗 1:6 eivj e;painon do,xhj th/j ca,ritoj auvtou/ h-j evcari,twsen h̀ma/j evn tw/| hvgaphme,nw|Å
To the praise of the glory of his grace, wherein he hath made us accepted in the beloved.
使他榮耀的恩典得著稱讚；這恩典是他在愛子裏所賜給我們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稱揚嘉許 從屬(她)榮耀 從屬(她)那 從屬(她)恩典惠意 從屬(他)同一者， 從屬(她)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促使有恩典惠意 到於我們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在已經被愛了的；
[經文變異RT]

向內進入 到於(他)稱揚嘉許 從屬(她)榮耀 從屬(她)那 從屬(她)恩典惠意 從屬(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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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那時(也是)促使有恩典惠意 到於我們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在已經被愛了的；

弗 1:7 evn w-| e;comen th.n avpolu,trwsin dia. tou/ ai[matoj auvtou/( th.n a;fesin tw/n paraptwma,twn( kata. to. plou/toj
th/j ca,ritoj auvtou/
In whom we have redemption through his blood, the forgiveness of sins, according to the riches of his grace;
我們藉這愛子的血，得蒙救贖，過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豐富的恩典；

在內 在對(他)這個 我們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那 到於(她)解脫得贖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那 從屬(它)血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她)那 到於(她)赦免釋放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誤差過犯，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那

到於(它)豐滿富足 從屬(她)那 從屬(她)恩典惠意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在內 在對(他)這個 我們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那 到於(她)解脫得贖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那 從屬(它)血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她)那 到於(她)赦免釋放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誤差過犯，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那

到於(他)豐滿富足 從屬(她)那 從屬(她)恩典惠意 從屬(他)同一者，

弗 1:8 h-j evperi,sseusen eivj hm̀a/j( evn pa,sh| sofi,a| kai. fronh,sei(
Wherein he hath abounded toward us in all wisdom and prudence;
這恩典是神用諸般智慧聰明，充充足足賞給我們的，

從屬(她)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成格外多 向內進入 到於我們 在內 在對(她)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她)智慧 並且

在對(她)感受體察，
[不同標點]

從屬(她)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成格外多 向內進入 到於我們， 在內 在對(她)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她)智慧 並且

在對(她)感受體察

弗 1:9 gnwri,saj hm̀i/n to. musth,rion tou/ qelh,matoj auvtou/( kata. th.n euvdoki,an auvtou/ h]n proe,qeto evn auvtw/|
Having made known unto us the mystery of his will, according to his good pleasure which he hath purposed in
himself:
都是照他自己所預定的美意，叫我們知道他旨意的奧秘，

(他)那時(也是)使成認識知道了的 在對我們 到於(它)那 到於(它)奧祕 從屬(它)那 從屬(它)所定意 從屬(他)同一者，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那 到於(她)認可歡愉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她)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置放擺設在前面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弗 1:10 eivj oivkonomi,an tou/ plhrw,matoj tw/n kairw/n( avnakefalaiw,sasqai ta. pa,nta evn tw/| Cristw/|( ta. evpi. toi/j
ouvranoi/j kai. ta. evpi. th/j gh/j evn auvtw/|Å
That in the dispensation of the fulness of times he might gather together in one all things in Christ, both which
are in heaven, and which are on earth; even in him:
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滿足的時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裏面同歸於一。

向內進入 到於(她)經營管理 從屬(它)那 從屬(它)所用以充滿添足/所被充滿添足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場合時節，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再向上促使有總結首要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基督， 到於(它們)那些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天空/天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不同標點]

向內進入 到於(她)經營管理 從屬(它)那 從屬(它)所用以充滿添足/所被充滿添足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場合時節，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再向上促使有總結首要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基督， 到於(它們)那些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天空/天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向內進入 到於(她)經營管理 從屬(它)那 從屬(它)所用以充滿添足/所被充滿添足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場合時節，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再向上促使有總結首要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基督， 到於(它們)那些 並/又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天空/天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弗 1:11 evn w-| kai. evklhrw,qhmen proorisqe,ntej kata. pro,qesin tou/ ta. pa,nta evnergou/ntoj kata. th.n boulh.n tou/
qelh,matoj auvtou/
In whom also we have obtained an inheritance, being predestinated according to the purpose of him who
worketh all things after the counsel of his own will:
我們也在他裏面得了基業，〔得或作成〕這原是那位隨己意行作萬事的，照著他旨意所預定的；

在內 在對(他)這個 並且 我們那時(也是)被抽籤分派 (他們)那時(也是)被預先界定了的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目的展示 從屬(他)那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他)現正持續成有功效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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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那 到於(她)打算意圖 從屬(它)那 從屬(它)所定意 從屬(他)同一者，

弗 1:12 eivj to. ei=nai h̀ma/j eivj e;painon do,xhj auvtou/ tou.j prohlpiko,taj evn tw/| Cristw/|Å
That we should be to the praise of his glory, who first trusted in Christ.
叫他的榮耀，從我們這首先在基督裏有盼望的人，可以得著稱讚。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現要去持續是 到於我們 向內進入 到於(他)稱揚嘉許 從屬(她)榮耀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在已經預先有期盼指望了的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基督；
[經文變異RT]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現要去持續是 到於我們 向內進入 到於(他)稱揚嘉許 從屬(她)那 從屬(她)榮耀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在已經預先有期盼指望了的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基督；

弗 1:13 evn w-| kai. um̀ei/j avkou,santej to.n lo,gon th/j avlhqei,aj( to. euvagge,lion th/j swthri,aj ùmw/n( evn w-| kai.
pisteu,santej evsfragi,sqhte tw/| pneu,mati th/j evpaggeli,aj tw/| ag̀i,w|(
In whom ye also trusted, after that ye heard the word of truth, the gospel of your salvation: in whom also after
that ye believed, ye were sealed with that holy Spirit of promise,
你們既聽見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們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應許的聖靈為印記；

在內 在對(他)這個 並且 你們 (他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她)那

從屬(她)真情實理， 到於(它)那 到於(它)福音佳訊 從屬(她)那 從屬(她)拯救 從屬你們， 在內 在對(他)這個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置信信託了的 你們那時(也是)被蓋圖章封印 在對(它)那 在對(它)靈/風 從屬(她)那 從屬(她)應許

在對(它)那 在對(它)聖的，

弗 1:14 o[ evstin avrrabw.n th/j klhronomi,aj hm̀w/n( eivj avpolu,trwsin th/j peripoih,sewj( eivj e;painon th/j do,xhj
auvtou/Å
Which is the earnest of our inheritance until the redemption of the purchased possession, unto the praise of his
glory.
這聖靈，是我們得基業的憑據，〔原文作質〕直等到神之民〔民原文作產業〕被贖，使他的榮耀得著稱讚。

(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定金 從屬(她)那 從屬(她)產業繼承 從屬我們， 向內進入 到於(她)解脫得贖

從屬(她)那 從屬(她)獲取得到， 向內進入 到於(他)稱揚嘉許 從屬(她)那 從屬(她)榮耀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不同標點]

(他)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定金 從屬(她)那 從屬(她)產業繼承 從屬我們 向內進入 到於(她)解脫得贖

從屬(她)那 從屬(她)獲取得到， 向內進入 到於(他)稱揚嘉許 從屬(她)那 從屬(她)榮耀 從屬(他)同一者。

弗 1:15 Dia. tou/to kavgw. avkou,saj th.n kaqV ùma/j pi,stin evn tw/| kuri,w| VIhsou/ kai. th.n avga,phn th.n eivj pa,ntaj
tou.j àgi,ouj
Wherefore I also, after I heard of your faith in the Lord Jesus, and love unto all the saints,
因此，我既聽見你們信從主耶穌，親愛眾聖徒，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同一者 並且我 (他)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到於(她)那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你們

到於(她)信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主人 在對(他)耶穌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愛 到於(她)那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聖的，
[經文變異WH]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同一者 並且我 (他)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到於(她)那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你們

到於(她)信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主人 在對(他)耶穌 並且 到於(她)那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聖的，

弗 1:16 ouv pau,omai euvcaristw/n ùpe.r um̀w/n mnei,an poiou,menoj evpi. tw/n proseucw/n mou(
Cease not to give thanks for you, making mention of you in my prayers;
就為你們不住的感謝神，禱告的時候，常提到你們；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停息休止 (他)現正持續感謝了的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你們， 到於(她)憶想思念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行出作成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求告祈禱 從屬我，
[經文變異RT]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停息休止 (他)現正持續感謝了的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你們， 到於(她)憶想思念

從屬你們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行出作成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求告祈禱 從屬我，

弗 1:17 i[na ò qeo.j tou/ kuri,ou hm̀w/n VIhsou/ Cristou/( ò path.r th/j do,xhj( dw,h| um̀i/n pneu/ma sofi,aj kai.
avpokalu,yewj evn evpignw,sei auvtou/(
That the God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the Father of glory, may give unto you the spirit of wisdom and revelation
in the knowledge of him:
求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榮耀的父，將那賜人智慧和啟示的靈，賞給你們，使你們真知道他；

為要 (他)那 (他)神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我們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他)那 (他)父親 從屬(她)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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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屬(她)榮耀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給與 在對你們 到於(它)靈/風 從屬(她)智慧 並且 從屬(她)啟示揭露 在內

在對(她)清楚認識知道 從屬(他)同一者，

弗 1:18 pefwtisme,nouj tou.j ovfqalmou.j th/j kardi,aj Îùmw/nÐ eivj to. eivde,nai ùma/j ti,j evstin h̀ evlpi.j th/j klh,sewj
auvtou/( ti,j ò plou/toj th/j do,xhj th/j klhronomi,aj auvtou/ evn toi/j àgi,oij(
The eyes of your understanding being enlightened; that ye may know what is the hope of his calling, and what
the riches of the glory of his inheritance in the saints,
並且照明你們心中的眼睛，使你們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聖徒中得的基業，有何等豐盛的榮耀；

到於(他們)現在已經被光照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眼睛 從屬(她)那 從屬(她)內心 從屬你們，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現已經去看見察覺 到於你們 (她)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期盼指望 從屬(她)那

從屬(她)促請召喚 從屬(他)同一者， (他)任何什麼呢 (他)那 (他)豐滿富足 從屬(她)那 從屬(她)榮耀 從屬(她)那

從屬(她)產業繼承 從屬(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聖的，
[經文變異RT]

到於(他們)現在已經被光照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眼睛 從屬(她)那 從屬(她)悟性心思 從屬你們，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現已經去看見察覺 到於你們 (她)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期盼指望 從屬(她)那

從屬(她)促請召喚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任何什麼呢 (他)那 (他)豐滿富足 從屬(她)那 從屬(她)榮耀 從屬(她)那

從屬(她)產業繼承 從屬(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聖的，
[經文變異MT]

到於(他們)現在已經被光照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眼睛 從屬(她)那 從屬(她)內心 從屬你們，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現已經去看見察覺 到於你們 (她)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期盼指望 從屬(她)那

從屬(她)促請召喚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任何什麼呢 (他)那 (他)豐滿富足 從屬(她)那 從屬(她)榮耀 從屬(她)那

從屬(她)產業繼承 從屬(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聖的，

弗 1:19 kai. ti, to. ùperba,llon me,geqoj th/j duna,mewj auvtou/ eivj hm̀a/j tou.j pisteu,ontaj kata. th.n evne,rgeian tou/
kra,touj th/j ivscu,oj auvtou/Å
And what is the exceeding greatness of his power to usward who believe, according to the working of his mighty
power,
並知道他向我們這信的人所顯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並且 (它)任何什麼呢 (它)那 (它)現正持續超過標準了的 (它)巨大 從屬(她)那 從屬(她)能力權能 從屬(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我們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那 到於(她)效力功能

從屬(它)那 從屬(它)魄力權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強壯大力 從屬(他)同一者，

弗 1:20 h]n evnh,rghsen evn tw/| Cristw/| evgei,raj auvto.n evk nekrw/n kai. kaqi,saj evn dexia/| auvtou/ evn toi/j evpourani,oij
Which he wrought in Christ, when he raised him from the dead, and set him at his own right hand in the
heavenly places,
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運行的大能大力，使他從死裏復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邊，

到於(她)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成有功效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基督， (他)那時(也是)喚醒起來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死掉的， 並且 (他)那時(也是)就座了的 在內 在對(她)右手邊的 從屬(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在天上的，
[經文變異RT]

到於(她)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成有功效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基督， (他)那時(也是)喚醒起來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死掉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座 在內 在對(她)右手邊的 從屬(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在天上的，
[經文變異WH]

到於(她)這個 他/她/它現在已經成有功效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基督， (他)那時(也是)喚醒起來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死掉的， 並且 (他)那時(也是)就座了的 在內 在對(她)右手邊的 從屬(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在天上的，

弗 1:21 ùpera,nw pa,shj avrch/j kai. evxousi,aj kai. duna,mewj kai. kurio,thtoj kai. panto.j ovno,matoj ovnomazome,nou(
ouv mo,non evn tw/| aivw/ni tou,tw| avlla. kai. evn tw/| me,llonti\
Far above all principality, and power, and might, and dominion, and every name that is named, not only in this
world, but also in that which is to come:
遠超過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連來世的也都超過了；

在之上高超於上頭地 從屬(她)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她)為起始為首 並且 從屬(她)權柄掌握 並且 從屬(她)能力權能

並且 從屬(她)支配主權 並且 從屬(它)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它)名字 從屬(它)現正持續被題名稱呼了的， 不是/不

僅有單獨地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世紀時代 在對(他)那同一者， 但乃是 並且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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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1:22 kai. pa,nta ùpe,taxen up̀o. tou.j po,daj auvtou/ kai. auvto.n e;dwken kefalh.n ùpe.r pa,nta th/| evkklhsi,a|(
And hath put all things under his feet, and gave him to be the head over all things to the church,
又將萬有服在他的腳下，使他為教會作萬有之首；

並且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使服膺服從 <在底下>在底下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腳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到於(她)頭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高超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傳召，

弗 1:23 h[tij evsti.n to. sw/ma auvtou/( to. plh,rwma tou/ ta. pa,nta evn pa/sin plhroume,nouÅ
Which is his body, the fulness of him that filleth all in all.
教會是他的身體，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

(她)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那 (它)身體 從屬(他)同一者， (它)那 (它)所用以充滿添足/所被充滿添足

從屬(他)那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內 在對(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他)現正持續讓自己促使成充滿添足了的。
[經文變異RT]

(她)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那 (它)身體 從屬(他)同一者， (它)那 (它)所用以充滿添足/所被充滿添足

從屬(他)那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內 在對(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他)現正持續讓自己促使成充滿添足了的。

弗 2:1 Kai. ùma/j o;ntaj nekrou.j toi/j paraptw,masin kai. tai/j àmarti,aij ùmw/n(
And you hath he quickened, who were dead in trespasses and sins;
你們死在過犯罪惡之中，他叫你們活過來；

並且 到於你們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是了的 到於(他們)死掉的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誤差過犯 並且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罪 從屬你們，
[經文變異RT]

並且 到於你們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是了的 到於(他們)死掉的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誤差過犯 並且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罪 ，

弗 2:2 evn ai-j pote periepath,sate kata. to.n aivw/na tou/ ko,smou tou,tou( kata. to.n a;rconta th/j evxousi,aj tou/
ave,roj( tou/ pneu,matoj tou/ nu/n evnergou/ntoj evn toi/j uìoi/j th/j avpeiqei,aj\
Wherein in time past ye walked according to the course of this world, according to the prince of the power of the
air, the spirit that now worketh in the children of disobedience:
那時，你們在其中行事為人隨從今世的風俗，順服空中掌權者的首領，就是現今在悖逆之子心中運行的邪靈；

在內 在對(她們)這些個 在那個時候 你們那時(也是)來往昂然踏行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世紀時代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從屬(他)那同一者，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那 到於(他)首領 從屬(她)那

從屬(她)權柄掌握 從屬(他)那 從屬(他)空中， 從屬(它)那 從屬(它)靈/風 從屬(它)那 現在此時地

從屬(它)現正持續成有功效了的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兒子 從屬(她)那 從屬(她)頑梗不信；

弗 2:3 evn oi-j kai. hm̀ei/j pa,ntej avnestra,fhme,n pote evn tai/j evpiqumi,aij th/j sarko.j hm̀w/n poiou/ntej ta. qelh,mata
th/j sarko.j kai. tw/n dianoiw/n( kai. h;meqa te,kna fu,sei ovrgh/j wj̀ kai. oì loipoi,\
Among whom also we all had our conversation in times past in the lusts of our flesh, fulfilling the desires of the
flesh and of the mind; and were by nature the children of wrath, even as others.
我們從前也都在他們中間，放縱肉體的私慾，隨著肉體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為可怒之子，和別人一樣；

在內 在對(他們)這些個 並且 我們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我們那時(也是)被翻轉折返/往返行事 在那個時候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渴想慕戀 從屬(她)那 從屬(她)肉體 從屬我們， (他們)現正持續行出作成了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所定意 從屬(她)那 從屬(她)肉體 並且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悟性心思， 並且 我們當時持續是

(它們)孩子 在對(她)天然本性 從屬(她)激動忿怒， 正如地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其餘的；

弗 2:4 ò de. qeo.j plou,sioj w'n evn evle,ei( dia. th.n pollh.n avga,phn auvtou/ h]n hvga,phsen hm̀a/j(
But God, who is rich in mercy, for his great love wherewith he loved us,
然而神既有豐富的憐憫；因他愛我們的大愛，

(他)那 然而也 (他)神 (他)具豐滿富足的 (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在內 在對(它)憐憫慈悲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她)那

到於(她)許多的 到於(她)愛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她)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愛 到於我們，

弗 2:5 kai. o;ntaj h̀ma/j nekrou.j toi/j paraptw,masin sunezwopoi,hsen tw/| Cristw/|( & ca,riti, evste sesw|sme,noi &
Even when we were dead in sins, hath quickened us together with Christ, (by grace ye are saved;)
當我們死在過犯中的時候，便叫我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你們得救是本乎恩）

並且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是了的 到於我們 到於(他們)死掉的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誤差過犯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共同活 在對(他)那 在對(他)基督； 在對(她)恩典惠意 你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現在已經被拯救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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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2:6 kai. sunh,geiren kai. suneka,qisen evn toi/j evpourani,oij evn Cristw/| VIhsou/(
And hath raised us up together, and made us sit together in heavenly places in Christ Jesus:
他又叫我們與基督耶穌一同復活，一同坐在天上，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一同喚醒起來，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共同就座 在內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在天上的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在對(他)耶穌；

弗 2:7 i[na evndei,xhtai evn toi/j aivw/sin toi/j evpercome,noij to. ùperba,llon plou/toj th/j ca,ritoj auvtou/ evn
crhsto,thti evfV h̀ma/j evn Cristw/| VIhsou/Å
That in the ages to come he might shew the exceeding riches of his grace in his kindness toward us through
Christ Jesus.
要將他極豐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穌裏向我們所施的恩慈，顯明給後來的世代看；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在內顯示展現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世紀時代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在上面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現正持續超過標準了的 到於(它)豐滿富足

從屬(她)那 從屬(她)恩典惠意 從屬(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恩慈合宜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我們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在對(他)耶穌。
[經文變異RT]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在內顯示展現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世紀時代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在上面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現正持續超過標準了的 到於(他)豐滿富足

從屬(她)那 從屬(她)恩典惠意 從屬(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恩慈合宜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我們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在對(他)耶穌。

弗 2:8 th/| ga.r ca,riti, evste sesw|sme,noi dia. pi,stewj\ kai. tou/to ouvk evx um̀w/n( qeou/ to. dw/ron\
For by grace are ye saved through faith; and that not of yourselves: it is the gift of God:
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賜的；

在對(她)那 因為 在對(她)恩典惠意 你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現在已經被拯救了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信； 並且

(它)那同一者 不是/不 向外出來 從屬你們， 從屬(他)神 (它)那 (它)禮物；
[經文變異RT]

在對(她)那 因為 在對(她)恩典惠意 你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現在已經被拯救了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信； 並且 (它)那同一者 不是/不 向外出來 從屬你們， 從屬(他)神 (它)那 (它)禮物；

弗 2:9 ouvk evx e;rgwn( i[na mh, tij kauch,shtaiÅ
Not of works, lest any man should boast.
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

不是/不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工作， 為要 不會/不要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誇耀。

弗 2:10 auvtou/ ga,r evsmen poi,hma( ktisqe,ntej evn Cristw/| VIhsou/ evpi. e;rgoij avgaqoi/j oi-j prohtoi,masen ò qeo.j(
i[na evn auvtoi/j peripath,swmenÅ
For we are his workmanship, created in Christ Jesus unto good works, which God hath before ordained that we
should walk in them.
我們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裏造成的，為要叫我們行善，就是神所預備叫我們行的。

從屬(他)同一者 因為 我們現在持續是 (它)所行出作成， (他們)那時(也是)被創造建立了的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在對(他)耶穌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它們)工作 在對(它們)良善的， 在對(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預先使成妥切齊備 (他)那 (他)神， 為要 在內 在對(它們)同一者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來往昂然踏行。

弗 2:11 Dio. mnhmoneu,ete o[ti pote. ùmei/j ta. e;qnh evn sarki,( oi` lego,menoi avkrobusti,a ùpo. th/j legome,nhj
peritomh/j evn sarki. ceiropoih,tou(
Wherefore remember, that ye being in time past Gentiles in the flesh, who are called Uncircumcision by that
which is called the Circumcision in the flesh made by hands;
所以你們應當記念，你們從前按肉體是外邦人，是稱為沒受割禮的，這名原是那些憑人手在肉身上稱為受割禮之

人所起的；

為這個緣故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記念想起， 是這樣 在那個時候 你們 (它們)那些 (它們)種族邦國 在內

在對(她)肉體，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被道說了的 (她)未受割禮 <在底下>被從 從屬(她)那

從屬(她)現正持續被道說了的 從屬(她)割禮 在內 在對(她)肉體 從屬(她)為手行出作成的；
[經文變異RT]

為這個緣故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記念想起， 是這樣 你們 在那個時候 (它們)那些 (它們)種族邦國 在內

在對(她)肉體，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被道說了的 (她)未受割禮 <在底下>被從 從屬(她)那

從屬(她)現正持續被道說了的 從屬(她)割禮 在內 在對(她)肉體 從屬(她)為手行出作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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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2:12 o[ti h=te tw/| kairw/| evkei,nw| cwri.j Cristou/( avphllotriwme,noi th/j politei,aj tou/ VIsrah.l kai. xe,noi tw/n
diaqhkw/n th/j evpaggeli,aj( evlpi,da mh. e;contej kai. a;qeoi evn tw/| ko,smw|Å
That at that time ye were without Christ, being aliens from the commonwealth of Israel, and strangers from the
covenants of promise, having no hope, and without God in the world:
那時，你們與基督無關，在以色列國民以外，在所應許的諸約上是局外人；並且活在世上沒有指望，沒有神。

是這樣 你們當時持續是 在對(他)那 在對(他)場合時節 在對(他)在那裏的那個 脫離開地 從屬(他)基督，

(他們)現在已經被異化疏遠了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公民團體身份 從屬(他)那 從屬(他)以色列 並且

(他們)陌生客旅的/陌生奇異的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遺囑契約 從屬(她)那 從屬(她)應許， 到於(她)期盼指望

不會/不要 (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並且 (他們)沒有神的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美容妝束/世界。
[經文變異RT]

是這樣 你們當時持續是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場合時節 在對(他)在那裏的那個 脫離開地 從屬(他)基督，

(他們)現在已經被異化疏遠了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公民團體身份 從屬(他)那 從屬(他)以色列 並且

(他們)陌生客旅的/陌生奇異的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遺囑契約 從屬(她)那 從屬(她)應許， 到於(她)期盼指望

不會/不要 (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並且 (他們)沒有神的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美容妝束/世界。

弗 2:13 nuni. de. evn Cristw/| VIhsou/ um̀ei/j oi[ pote o;ntej makra.n evgenh,qhte evggu.j evn tw/| ai[mati tou/ Cristou/Å
But now in Christ Jesus ye who sometimes were far off are made nigh by the blood of Christ.
你們從前遠離神的人，如今卻在基督耶穌裏，靠著他的血，已經得親近了。

就現在此時地 然而也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在對(他)耶穌 你們 (他們)那些 在那個時候 (他們)現正持續是了的 遠遠地

你們那時(也是)被生發成為 接近地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血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經文變異RT]

就現在此時地 然而也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在對(他)耶穌 你們 (他們)那些 在那個時候 (他們)現正持續是了的 遠遠地

接近地 你們那時(也是)被生發成為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血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弗 2:14 Auvto.j ga,r evstin h` eivrh,nh h̀mw/n( ò poih,saj ta. avmfo,tera e]n kai. to. meso,toicon tou/ fragmou/ lu,saj(
th.n e;cqran evn th/| sarki. auvtou/(
For he is our peace, who hath made both one, and hath broken down the middle wall of partition between us;
因他使我們和睦，〔原文作因他是我們的和睦〕將兩下合而為一，拆毀了中間隔斷的牆；

(他)同一者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和平安寧 從屬我們， (他)那 (他)那時(也是)行出作成了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兩方面的 到於(它)一個 並且 到於(它)那 到於(它)隔牆 從屬(他)那 從屬(他)隔牆籬笆

(他)那時(也是)鬆綁脫解了的，

弗 2:15 to.n no,mon tw/n evntolw/n evn do,gmasin katargh,saj( i[na tou.j du,o kti,sh| evn auvtw/| eivj e[na kaino.n
a;nqrwpon poiw/n eivrh,nhn
Having abolished in his flesh the enmity, even the law of commandments contained in ordinances; for to make
in himself of twain one new man, so making peace;
而且以自己的身體，廢掉冤仇，就是那記在律法上的規條；為要將兩下，藉著自己造成一個新人，如此便成就了

和睦；

到於(她)那 到於(她)仇意敵視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肉體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他)那 到於(他)律法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誡律命令 在內 在對(它們)教條律例 (他)那時(也是)使完全閒散停頓了的； 為要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二個/兩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創造建立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他)一個

到於(他)嶄新的 到於(他)人， (他)現正持續行出作成了的 到於(她)和平安寧；
[不同標點]

到於(她)那 到於(她)仇意敵視，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肉體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他)那 到於(他)律法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誡律命令 在內 在對(它們)教條律例 (他)那時(也是)使完全閒散停頓了的； 為要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二個/兩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創造建立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他)一個

到於(他)嶄新的 到於(他)人， (他)現正持續行出作成了的 到於(她)和平安寧；
[經文變異RT][不同標點]

到於(她)那 到於(她)仇意敵視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肉體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他)那 到於(他)律法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誡律命令 在內 在對(它們)教條律例 (他)那時(也是)使完全閒散停頓了的； 為要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二個/兩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創造建立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自己 向內進入 到於(他)一個

到於(他)嶄新的 到於(他)人， (他)現正持續行出作成了的 到於(她)和平安寧；

弗 2:16 kai. avpokatalla,xh| tou.j avmfote,rouj evn eǹi. sw,mati tw/| qew/| dia. tou/ staurou/( avpoktei,naj th.n e;cqran evn
auvtw/|Å
And that he might reconcile both unto God in one body by the cross, having slain the enmity thereby:
既在十字架上滅了冤仇，便藉這十字架，使兩下歸為一體，與神和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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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從那裏改正復和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兩方面的 在內 在對(它)一個 在對(它)身體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那 從屬(他)十字架， (他)那時(也是)殺害除掉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仇意敵視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弗 2:17 kai. evlqw.n euvhggeli,sato eivrh,nhn ùmi/n toi/j makra.n kai. eivrh,nhn toi/j evggu,j\
And came and preached peace to you which were afar off, and to them that were nigh.
並且來傳和平的福音給你們遠處的人，也給那近處的人。

並且 (他)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傳福音佳訊 到於(她)和平安寧 在對你們 在對(他們)那些

遠遠地， 並且 到於(她)和平安寧 在對(他們)那些 接近地；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傳福音佳訊 到於(她)和平安寧 在對你們 在對(他們)那些

遠遠地， 並且 在對(他們)那些 接近地；

弗 2:18 o[ti diV auvtou/ e;comen th.n prosagwgh.n oi` avmfo,teroi evn èni. pneu,mati pro.j to.n pate,raÅ
For through him we both have access by one Spirit unto the Father.
因為我們兩下藉著他被一個聖靈所感，得以進到父面前。

是這樣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同一者 我們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那 到於(她)趨前就近 (他們)那些 (他們)兩方面的

在內 在對(它)一個 在對(它)靈/風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弗 2:19 a;ra ou=n ouvke,ti evste. xe,noi kai. pa,roikoi avlla. evste. sumpoli/tai tw/n àgi,wn kai. oivkei/oi tou/ qeou/(
Now therefore ye are no more strangers and foreigners, but fellowcitizens with the saints, and of the household
of God;
這樣，你們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與聖徒同國，是神家裏的人了；

果然如此 這樣 不再地 你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陌生客旅的/陌生奇異的 並且 (他們)客住寄居的， 但乃是

你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同屬公民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聖的 並且 (他們)在住處家室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經文變異RT]

果然如此 這樣 不再地 你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陌生客旅的/陌生奇異的 並且 (他們)客住寄居的， 但乃是

(他們)同屬公民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聖的 並且 (他們)在住處家室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弗 2:20 evpoikodomhqe,ntej evpi. tw/| qemeli,w| tw/n avposto,lwn kai. profhtw/n( o;ntoj avkrogwniai,ou auvtou/ Cristou/
VIhsou/(
And are built upon the foundation of the apostles and prophets, Jesus Christ himself being the chief corner
stone;
並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穌自己為房角石；

(他們)那時(也是)被在上面營建修造了的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那 在對(他)根基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並且 從屬(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從屬(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從屬(他)房角的

從屬(他)同一者 從屬(他)基督 從屬(他)耶穌；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時(也是)被在上面營建修造了的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那 在對(他)根基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並且 從屬(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從屬(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從屬(他)房角的

從屬(他)同一者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弗 2:21 evn w-| pa/sa oivkodomh. sunarmologoume,nh au;xei eivj nao.n a[gion evn kuri,w|(
In whom all the building fitly framed together groweth unto an holy temple in the Lord:
各〔或作全〕房靠他聯絡得合式，漸漸成為主的聖殿；

在內 在對(他)這個 (她)所有每一個的 (她)建築造就 (她)現正持續被以關節連結鋪放在一起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長變大 向內進入 到於(他)殿宇 到於(他)聖的 在內 在對(他)主人；
[經文變異RT]

在內 在對(他)這個 (她)所有每一個的 (她)那 (她)建築造就 (她)現正持續被以關節連結鋪放在一起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長變大 向內進入 到於(他)殿宇 到於(他)聖的 在內 在對(他)主人；

弗 2:22 evn w-| kai. um̀ei/j sunoikodomei/sqe eivj katoikhth,rion tou/ qeou/ evn pneu,matiÅ
In whom ye also are builded together for an habitation of God through the Spirit.
你們也靠他同被建造，成為神藉著聖靈居住的所在。

在內 在對(他)這個 並且 你們 你們現在持續被營建修造在一起 向內進入 到於(它)具定居之處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在內 在對(它)靈/風。

弗 3:1 Tou,tou ca,rin evgw. Pau/loj ò de,smioj tou/ Cristou/ Îvihsou/Ð ùpe.r ùmw/n tw/n evqnw/n &
For this cause I Paul, the prisoner of Jesus Christ for you Gent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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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保羅為你們外邦人作了基督耶穌被囚的，替你們祈禱；〔此句乃照對十四節所加〕

從屬(它)那同一者 有利於此地 我 (他)保羅 (他)那 (他)囚犯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從屬(他)耶穌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你們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種族邦國，

弗 3:2 ei; ge hvkou,sate th.n oivkonomi,an th/j ca,ritoj tou/ qeou/ th/j doqei,shj moi eivj ùma/j(
If ye have heard of the dispensation of the grace of God which is given me to youward:
諒必你們曾聽見神賜恩給我，將關切你們的職分託付我，

若是 確實 你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到於(她)那 到於(她)經營管理 從屬(她)那 從屬(她)恩典惠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從屬(她)那 從屬(她)那時(也是)被給與了的 在對我 向內進入 到於你們，

弗 3:3 Îo[tiÐ kata. avpoka,luyin evgnwri,sqh moi to. musth,rion( kaqw.j proe,graya evn ovli,gw|(
How that by revelation he made known unto me the mystery; (as I wrote afore in few words,
用啟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奧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寫過的；

是這樣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啟示揭露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使成認識知道 在對我 (它)那 (它)奧祕， 按照正如地

我那時(也是)預先刻寫記載/張貼描繪 在內 在對(它)些微少許的，
[經文變異RT]

是這樣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啟示揭露 他/她/它那時(也是)使成認識知道 在對我 到於(它)那 到於(它)奧祕註1，

按照正如地 我那時(也是)預先刻寫記載/張貼描繪 在內 在對(它)些微少許的，

註1：“(它)那 (它)奧祕”文法上亦可以為“到於(它)那 到於(它)奧祕”。

弗 3:4 pro.j o] du,nasqe avnaginw,skontej noh/sai th.n su,nesi,n mou evn tw/| musthri,w| tou/ Cristou/(
Whereby, when ye read, ye may understand my knowledge in the mystery of Christ)
你們念了，就能曉得我深知基督的奧秘；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它)這個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他們)現正持續宣讀誦念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領悟認知 到於(她)那 到於(她)貫通理解 從屬我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奧祕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弗 3:5 o] et̀e,raij geneai/j ouvk evgnwri,sqh toi/j uìoi/j tw/n avnqrw,pwn ẁj nu/n avpekalu,fqh toi/j ag̀i,oij avposto,loij
auvtou/ kai. profh,taij evn pneu,mati(
Which in other ages was not made known unto the sons of men, as it is now revealed unto his holy apostles and
prophets by the Spirit;
這奧秘在以前的世代，沒有叫人知道，像如今藉著聖靈啟示他的聖使徒和先知一樣；

(它)這個 在對(她們)相異不同的 在對(她們)族類之世代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使成認識知道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兒子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人， 正如地 現在此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啟示揭露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聖的 在對(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在對(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在內

在對(它)靈/風；
[經文變異RT]

(它)這個 在內 在對(她們)相異不同的 在對(她們)族類之世代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使成認識知道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兒子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人， 正如地 現在此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啟示揭露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聖的 在對(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在對(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在內 在對(它)靈/風；

弗 3:6 ei=nai ta. e;qnh sugklhrono,ma kai. su,sswma kai. summe,toca th/j evpaggeli,aj evn Cristw/| VIhsou/ dia. tou/
euvaggeli,ou(
That the Gentiles should be fellowheirs, and of the same body, and partakers of his promise in Christ by the
gospel:
這奧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穌裏，藉著福音，得以同為後嗣，同為一體，同蒙應許。

現要去持續是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種族邦國 到於(它們)共同承受產業的 並且 到於(它們)共同身體的 並且

到於(它們)共同參與有分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應許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在對(他)耶穌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那

從屬(它)福音佳訊；
[經文變異RT]

現要去持續是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種族邦國 到於(它們)共同承受產業的 並且 到於(它們)共同身體的 並且

到於(它們)共同參與有分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應許 從屬(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基督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那 從屬(它)福音佳訊；

弗 3:7 ou- evgenh,qhn dia,konoj kata. th.n dwrea.n th/j ca,ritoj tou/ qeou/ th/j doqei,shj moi kata. th.n evne,rgeian th/j
duna,mewj auvtou/Å
Whereof I was made a minister, according to the gift of the grace of God given unto me by the effectual working
of his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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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作了這福音的執事，是照神的恩賜；這恩賜是照他運行的大能賜給我的；

從屬(它)這個 我那時(也是)被生發成為 (他)僕工執事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那 到於(她)賞賜 從屬(她)那

從屬(她)恩典惠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從屬(她)那 從屬(她)那時(也是)被給與了的 在對我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那

到於(她)效力功能 從屬(她)那 從屬(她)能力權能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從屬(它)這個 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他)僕工執事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那 到於(她)賞賜 從屬(她)那

從屬(她)恩典惠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到於(她)那 到於(她)那時(也是)被給與了的 在對我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那

到於(她)效力功能 從屬(她)那 從屬(她)能力權能 從屬(他)同一者。

弗 3:8 evmoi. tw/| evlacistote,rw| pa,ntwn àgi,wn evdo,qh h` ca,rij au[th( toi/j e;qnesin euvaggeli,sasqai to.
avnexicni,aston plou/toj tou/ Cristou/
Unto me, who am less than the least of all saints, is this grace given, that I should preach among the Gentiles
the unsearchable riches of Christ;
我本來比眾聖徒中最小的還小；然而他還賜我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測不透的豐富，傳給外邦人；

在對"我" 在對(他)那 在對(他)比最微小低下還微小低下的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他們)聖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給與 (她)那 (她)恩典惠意 (她)那同一者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種族邦國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傳福音佳訊 到於(它)那 到於(它)無可探出行徑腳蹤的 到於(它)豐滿富足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經文變異RT]

在對"我" 在對(他)那 在對(他)比最微小低下還微小低下的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聖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給與 (她)那 (她)恩典惠意 (她)那同一者 在內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種族邦國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傳福音佳訊 到於(他)那 到於(他)無可探出行徑腳蹤的註1
到於(他)豐滿富足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註1：“到於(它)無可探出行徑腳蹤的”文法上亦可以為“到於(他)無可探出行徑腳蹤的”。

弗 3:9 kai. fwti,sai Îpa,ntajÐ ti,j h̀ oivkonomi,a tou/ musthri,ou tou/ avpokekrumme,nou avpo. tw/n aivw,nwn evn tw/| qew/|
tw/| ta. pa,nta kti,santi(
And to make all men see what is the fellowship of the mystery, which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world hath been
hid in God, who created all things by Jesus Christ:
又使眾人都明白，這歷代以來隱藏在創造萬物之神裏的奧秘，是如何安排的；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光照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她)任何什麼呢 (她)那 (她)經營管理 從屬(它)那 從屬(它)奧祕

從屬(它)那 從屬(它)現在已經被從那裏隱藏遮掩離開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世紀時代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在對(他)那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那時(也是)創造建立了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光照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她)任何什麼呢 (她)那 (她)共通合享 從屬(它)那 從屬(它)奧祕

從屬(它)那 從屬(它)現在已經被從那裏隱藏遮掩離開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世紀時代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在對(他)那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那時(也是)創造建立了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經文變異WH]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光照 (她)任何什麼呢 (她)那 (她)經營管理 從屬(它)那 從屬(它)奧祕 從屬(它)那

從屬(它)現在已經被從那裏隱藏遮掩離開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世紀時代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在對(他)那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那時(也是)創造建立了的；

弗 3:10 i[na gnwrisqh/| nu/n tai/j avrcai/j kai. tai/j evxousi,aij evn toi/j evpourani,oij dia. th/j evkklhsi,aj h̀
polupoi,kiloj sofi,a tou/ qeou/(
To the intent that now unto the principalities and powers in heavenly places might be known by the church the
manifold wisdom of God,
為要藉著教會，使天上執政的，掌權的，現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使成認識知道 現在此時地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為起始為首 並且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權柄掌握 在內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在天上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傳召 (她)那

(他)百般式樣的 (她)智慧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弗 3:11 kata. pro,qesin tw/n aivw,nwn h]n evpoi,hsen evn tw/| Cristw/| VIhsou/ tw/| kuri,w| hm̀w/n(
According to the eternal purpose which he purposed in Christ Jesus our Lord:
這是照神從萬世以前，在我們主基督耶穌裏所定的旨意。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目的展示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世紀時代， 到於(她)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基督 在對(他)耶穌 在對(他)那 在對(他)主人 從屬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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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變異RT]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目的展示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世紀時代， 到於(她)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在對(他)耶穌 在對(他)那 在對(他)主人 從屬我們；

弗 3:12 evn w-| e;comen th.n parrhsi,an kai. prosagwgh.n evn pepoiqh,sei dia. th/j pi,stewj auvtou/Å
In whom we have boldness and access with confidence by the faith of him.
我們因信耶穌，就在他裏面放膽無懼，篤信不疑的來到神面前。

在內 在對(他)這個 我們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那 到於(她)放膽公開直言 並且 到於(她)趨前就近 在內 在對(她)深信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信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在內 在對(他)這個 我們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那 到於(她)放膽公開直言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趨前就近 在內

在對(她)深信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信 從屬(他)同一者。

弗 3:13 dio. aivtou/mai mh. evgkakei/n evn tai/j qli,yesi,n mou ùpe.r um̀w/n( h[tij evsti.n do,xa ùmw/nÅ
Wherefore I desire that ye faint not at my tribulations for you, which is your glory.
所以我求你們，不要因我為你們所受的患難喪膽；這原是你們的榮耀。

為這個緣故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索問要求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灰心喪膽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壓迫患難

從屬我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你們， (她)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榮耀 從屬你們。
[經文變異RT]

為這個緣故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索問要求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灰心喪志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壓迫患難

從屬我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你們， (她)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榮耀 從屬你們。

弗 3:14 Tou,tou ca,rin ka,mptw ta. go,nata, mou pro.j to.n pate,ra(
For this cause I bow my knees unto the Father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

從屬(它)那同一者 有利於此地 我現在持續折彎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膝蓋 從屬我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經文變異RT]

從屬(它)那同一者 有利於此地 我現在持續折彎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膝蓋 從屬我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我們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弗 3:15 evx ou- pa/sa patria. evn ouvranoi/j kai. evpi. gh/j ovnoma,zetai(
Of whom the whole family in heaven and earth is named,
（天上地上的各〔或作全〕家，都是從他得名）

向外出來 從屬(他)這個 (她)所有每一個的 (她)父系家族 在內 在對(他們)天空/天 並且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地土/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題名稱呼，

弗 3:16 i[na dw/| ùmi/n kata. to. plou/toj th/j do,xhj auvtou/ duna,mei krataiwqh/nai dia. tou/ pneu,matoj auvtou/ eivj to.n
e;sw a;nqrwpon(
That he would grant you, according to the riches of his glory, to be strengthened with might by his Spirit in the
inner man;
求他按著他豐盛的榮耀，藉著他的靈，叫你們心裏的力量剛強起來，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給與 在對你們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那 到於(它)豐滿富足 從屬(她)那 從屬(她)榮耀

從屬(他)同一者 在對(她)能力權能 那時(也是)要去被促使成具魄力權勢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那 從屬(它)靈/風

從屬(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入內裏面地 到於(他)人，
[經文變異RT]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給與 在對你們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那 到於(他)豐滿富足 從屬(她)那 從屬(她)榮耀

從屬(他)同一者 在對(她)能力權能 那時(也是)要去被促使成具魄力權勢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那 從屬(它)靈/風

從屬(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入內裏面地 到於(他)人，

弗 3:17 katoikh/sai to.n Cristo.n dia. th/j pi,stewj evn tai/j kardi,aij ùmw/n( evn avga,ph| evrrizwme,noi kai.
teqemeliwme,noi(
That Christ may dwell in your hearts by faith; that ye, being rooted and grounded in love,
使基督因你們的信，住在你們心裏，叫你們的愛心，有根有基，

那時(也是)要去定居 到於(他)那 到於(他)基督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信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內心 從屬你們； 在內 在對(她)愛 (他們)現在已經被扎根了的 並且 (他們)現在已經被立根基了的，
[不同標點]

那時(也是)要去定居 到於(他)那 到於(他)基督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信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內心 從屬你們 在內 在對(她)愛； (他們)現在已經被扎根了的 並且 (他們)現在已經被立根基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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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3:18 i[na evxiscu,shte katalabe,sqai su.n pa/sin toi/j àgi,oij ti, to. pla,toj kai. mh/koj kai. u[yoj kai. ba,qoj(
May be able to comprehend with all saints what is the breadth, and length, and depth, and height;
能以和眾聖徒一同明白基督的愛，是何等長闊高深，

為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向外有強壯大力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拿取住 共同一起 在對(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聖的 (它)任何什麼呢 (它)那 (它)寬度 並且 (它)長度 並且 (它)高度 並且 (它)深度，
[經文變異RT]

為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向外有強壯大力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拿取住 共同一起 在對(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聖的 (它)任何什麼呢 (它)那 (它)寬度 並且 (它)長度 並且 (它)深度 並且 (它)高度，

弗 3:19 gnw/nai, te th.n ùperba,llousan th/j gnw,sewj avga,phn tou/ Cristou/( i[na plhrwqh/te eivj pa/n to. plh,rwma
tou/ qeou/Å
And to know the love of Christ, which passeth knowledge, that ye might be filled with all the fulness of God.
並知道這愛是過於人所能測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滿的，充滿了你們。

那時(也是)要去認識知道 並/又 到於(她)那 到於(她)現正持續超過標準了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知識認識 到於(她)愛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為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被促使成充滿添足 向內進入 到於(它)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所用以充滿添足/所被充滿添足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弗 3:20 Tw/| de. duname,nw| ùpe.r pa,nta poih/sai ùperekperissou/ w-n aivtou,meqa h' noou/men kata. th.n du,namin th.n
evnergoume,nhn evn hm̀i/n(
Now unto him that is able to do exceeding abundantly above all that we ask or think, according to the power that
worketh in us,
神能照著運行在我們心裏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

在對(他)那 然而也 在對(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了的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高超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那時(也是)要去行出作成 特別向外格外多地 從屬(它們)這些個 我們現在持續讓自己索問要求 甚或/或而

我們現在持續領悟認知，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那 到於(她)能力權能 到於(她)那

到於(她)現正持續讓自己成有功效了的 在內 在對我們，

弗 3:21 auvtw/| h` do,xa evn th/| evkklhsi,a| kai. evn Cristw/| VIhsou/ eivj pa,saj ta.j genea.j tou/ aivw/noj tw/n aivw,nwn(
avmh,nÅ
Unto him be glory in the church by Christ Jesus throughout all ages, world without end. Amen.
但願他在教會中，並在基督耶穌裏，得著榮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遠遠。阿們。

在對(他)同一者 (她)那 (她)榮耀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傳召 並且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在對(他)耶穌 向內進入

到於(她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族類之世代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世紀時代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世紀時代。 阿們。
[經文變異RT]

在對(他)同一者 (她)那 (她)榮耀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傳召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在對(他)耶穌 向內進入

到於(她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族類之世代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世紀時代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世紀時代。 阿們。

弗 4:1 Parakalw/ ou=n ùma/j evgw. ò de,smioj evn kuri,w| avxi,wj peripath/sai th/j klh,sewj h-j evklh,qhte(
I therefore, the prisoner of the Lord, beseech you that ye walk worthy of the vocation wherewith ye are called,
我為主被囚的勸你們，既然蒙召，行事為人就當與蒙召的恩相稱；

我現在持續勸勉請求 這樣 到於你們 我 (他)那 (他)囚犯 在內 在對(他)主人 相配值得地

那時(也是)要去來往昂然踏行 從屬(她)那 從屬(她)促請召喚 從屬(她)這個 你們那時(也是)被促請召喚，

弗 4:2 meta. pa,shj tapeinofrosu,nhj kai. prau<thtoj( meta. makroqumi,aj( avneco,menoi avllh,lwn evn avga,ph|(
With all lowliness and meekness, with longsuffering, forbearing one another in love;
凡事謙虛，溫柔，忍耐，用愛心互相寬容，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她)全然謙卑 並且 從屬(她)溫和謙柔，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恆忍耐性，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支撐忍受了的 從屬(他們)彼此 在內 在對(她)愛，
[經文變異RT]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她)全然謙卑 並且 從屬(她)溫和謙柔[同#4240]，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恆忍耐性，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支撐忍受了的 從屬(他們)彼此 在內 在對(她)愛，

弗 4:3 spouda,zontej threi/n th.n eǹo,thta tou/ pneu,matoj evn tw/| sunde,smw| th/j eivrh,nhj\
Endeavouring to keep the unity of the Spirit in the bond of peace.
用和平彼此聯絡，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

(他們)現正持續殷勤熱心了的 現要去持續行看護守衛 到於(她)那 到於(她)為一 從屬(它)那 從屬(它)靈/風 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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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他)那 在對(他)繫帶 從屬(她)那 從屬(她)和平安寧。

弗 4:4 e]n sw/ma kai. e]n pneu/ma( kaqw.j kai. evklh,qhte evn mia/| evlpi,di th/j klh,sewj ùmw/n\
There is one body, and one Spirit, even as ye are called in one hope of your calling;
身體只有一個，聖靈只有一個，正如你們蒙召，同有一個指望，

(它)一個 (它)身體 並且 (它)一個 (它)靈/風， 按照正如地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被促請召喚 在內 在對(她)一個/第一

在對(她)期盼指望 從屬(她)那 從屬(她)促請召喚 從屬你們；

弗 4:5 ei-j ku,rioj( mi,a pi,stij( e]n ba,ptisma(
One Lord, one faith, one baptism,
一主，一信，一洗，

(他)一個 (他)主人， (她)一個/第一 (她)信， (它)一個 (它)浸洗之禮，

弗 4:6 ei-j qeo.j kai. path.r pa,ntwn( ò evpi. pa,ntwn kai. dia. pa,ntwn kai. evn pa/sinÅ
One God and Father of all, who is above all, and through all, and in you all.
一神，就是眾人的父，超乎眾人之上，貫乎眾人之中，也住在眾人之內。

(他)一個 (他)神 並且 (他)父親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並且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並且 在內 在對(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不同讀法]

(他)一個 (他)神 並且 (他)父親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它們)所有每一個的註1 並且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們)所有每一個的註1 並且 在內 在對(它們)所有每一個的註2。

註1：“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文法上亦可以為“從屬(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註2：“在對(他們)所有每一個的”文法上亦可以為“在對(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經文變異RT]

(他)一個 (他)神 並且 (他)父親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並且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並且 在內 在對(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你們。
[經文變異MT]

(他)一個 (他)神 並且 (他)父親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並且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並且 在內 在對(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我們。

弗 4:7 ~Eni. de. èka,stw| hm̀w/n evdo,qh h` ca,rij kata. to. me,tron th/j dwrea/j tou/ Cristou/Å
But unto every one of us is given grace according to the measure of the gift of Christ.
我們各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給各人的恩賜。

在對(他)一個 然而也 在對(他)各個的 從屬我們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給與 (她)那 (她)恩典惠意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那 到於(它)量器量度 從屬(她)那 從屬(她)賞賜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弗 4:8 dio. le,gei( VAnaba.j eivj u[yoj hv|cmalw,teusen aivcmalwsi,an( e;dwken do,mata toi/j avnqrw,poijÅ
Wherefore he saith, When he ascended up on high, he led captivity captive, and gave gifts unto men.
所以經上說：『他升上高天的時候，擄掠了仇敵，將各樣的恩賜賞給人。』

為這個緣故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他)那時(也是)向上行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它)高度 他/她/它那時(也是)擄掠俘擄

到於(她)俘擄囚禁，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到於(它們)贈品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人。
[經文變異RT][經文變異WH]

為這個緣故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他)那時(也是)向上行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它)高度 他/她/它那時(也是)擄掠俘擄

到於(她)俘擄囚禁，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到於(它們)贈品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人。

弗 4:9 to. de. VAne,bh ti, evstin( eiv mh. o[ti kai. kate,bh eivj ta. katw,tera Îme,rhÐ th/j gh/jÈ
(Now that he ascended, what is it but that he also descended first into the lower parts of the earth?
（既說升上，豈不是先降在地下麼；

(它)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上行， (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若是 不會/不要 是這樣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下行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更向下的 到於(它們)部分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經文變異RT]

(它)那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上行， (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若是 不會/不要 是這樣 並且

首先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下行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更向下的 到於(它們)部分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弗 4:10 ò kataba.j auvto,j evstin kai. ò avnaba.j ùpera,nw pa,ntwn tw/n ouvranw/n( i[na plhrw,sh| ta. pa,ntaÅ
He that descended is the same also that ascended up far above all heavens, that he might fill all things.)
那降下的，就是遠升諸天之上要充滿萬有的。）

(他)那 (他)那時(也是)向下行了的 (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並且 (他)那 (他)那時(也是)向上行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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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上高超於上頭地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天空/天，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促使成充滿添足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弗 4:11 kai. auvto.j e;dwken tou.j me.n avposto,louj( tou.j de. profh,taj( tou.j de. euvaggelista,j( tou.j de. poime,naj kai.
didaska,louj(
And he gave some, apostles; and some, prophets; and some, evangelists; and some, pastors and teachers;
他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教師；

並且 (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到於(他們)那些 的確， 到於(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到於(他們)那些

然而也， 到於(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到於(他們)那些 然而也， 到於(他們)傳福音佳訊者； 到於(他們)那些

然而也， 到於(他們)牧養者 並且 到於(他們)老師；

弗 4:12 pro.j to.n katartismo.n tw/n ag̀i,wn eivj e;rgon diakoni,aj( eivj oivkodomh.n tou/ sw,matoj tou/ Cristou/(
For the perfecting of the saints, for the work of the ministry, for the edifying of the body of Christ:
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向下使成裝備妥當[客觀地]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聖的 向內進入

到於(它)工作 從屬(她)職務服事， 向內進入 到於(她)建築造就 從屬(它)那 從屬(它)身體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不同標點]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向下使成裝備妥當[客觀地]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聖的， 向內進入

到於(它)工作 從屬(她)職務服事， 向內進入 到於(她)建築造就 從屬(它)那 從屬(它)身體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弗 4:13 me,cri katanth,swmen oi` pa,ntej eivj th.n eǹo,thta th/j pi,stewj kai. th/j evpignw,sewj tou/ uiòu/ tou/ qeou/(
eivj a;ndra te,leion( eivj me,tron hl̀iki,aj tou/ plhrw,matoj tou/ Cristou/(
Till we all come in the unity of the faith, and of the knowledge of the Son of God, unto a perfect man, unto the
measure of the stature of the fulness of Christ:
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認識神的兒子，得以長大成人，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

一直達到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行抵來到 (他們)那些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為一

從屬(她)那 從屬(她)信 並且 從屬(她)那 從屬(她)清楚認識知道 從屬(他)那 從屬(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向內進入 到於(他)男人/丈夫 到於(他)完滿成全的， 向內進入 到於(它)量器量度 從屬(她)發育身量 從屬(它)那

從屬(它)所用以充滿添足/所被充滿添足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弗 4:14 i[na mhke,ti w=men nh,pioi( kludwnizo,menoi kai. perifero,menoi panti. avne,mw| th/j didaskali,aj evn th/|
kubei,a| tw/n avnqrw,pwn( evn panourgi,a| pro.j th.n meqodei,an th/j pla,nhj(
That we henceforth be no more children, tossed to and fro, and carried about with every wind of doctrine, by the
sleight of men, and cunning craftiness, whereby they lie in wait to deceive;
使我們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詭計，和欺騙的法術，被一切異教之風搖動，飄來飄去，就隨從各樣的異端；

為要 不再可以地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是 (他們)嬰孩的，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隨浪濤起伏搖蕩了的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被四處負載攜帶了的 在對(他)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風 從屬(她)那 從屬(她)教訓教導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玩弄手法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人， 在內 在對(她)機變取巧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那

到於(她)計策謀略 從屬(她)那 從屬(她)迷途錯謬；

弗 4:15 avlhqeu,ontej de. evn avga,ph| auvxh,swmen eivj auvto.n ta. pa,nta( o[j evstin h̀ kefalh,( Cristo,j(
But speaking the truth in love, may grow up into him in all things, which is the head, even Christ:
惟用愛心說誠實話，凡事長進，連於元首基督；

(他們)現正持續行誠正真實了的 然而也 在內 在對(她)愛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成長變大 向內進入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頭， (他)基督；
[經文變異RT]

(他們)現正持續行誠正真實了的 然而也 在內 在對(她)愛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成長變大 向內進入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頭， (他)那 (他)基督；

弗 4:16 evx ou- pa/n to. sw/ma sunarmologou,menon kai. sumbibazo,menon dia. pa,shj àfh/j th/j evpicorhgi,aj katV
evne,rgeian evn me,trw| eǹo.j ek̀a,stou me,rouj th.n au;xhsin tou/ sw,matoj poiei/tai eivj oivkodomh.n eàutou/ evn avga,ph|Å
From whom the whole body fitly joined together and compacted by that which every joint supplieth, according to
the effectual working in the measure of every part, maketh increase of the body unto the edifying of itself in love.
全身都靠他聯絡得合式，百節各按各職，照著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體漸漸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己。

向外出來 從屬(他)這個 (它)所有每一個的 (它)那 (它)身體 (它)現正持續被以關節連結鋪放在一起了的 並且

(它)現正持續被敦促聯合一致了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她)韌帶關節 從屬(她)那

從屬(她)補給供應，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效力功能 在內 在對(它)量器量度 從屬(它)一個 從屬(它)各個的

從屬(它)部分， 到於(她)那 到於(她)成長變大 從屬(它)那 從屬(它)身體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行出作成 向內進入

到於(她)建築造就 從屬(它)同一者自己 在內 在對(她)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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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4:17 Tou/to ou=n le,gw kai. martu,romai evn kuri,w|( mhke,ti ùma/j peripatei/n( kaqw.j kai. ta. e;qnh peripatei/ evn
mataio,thti tou/ noo.j auvtw/n(
This I say therefore, and testify in the Lord, that ye henceforth walk not as other Gentiles walk, in the vanity of
their mind,
所以我說，且在主裏確實的說，你們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虛妄的心行事；

到於(它)那同一者 這樣 我現在持續道說， 並且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成見證人 在內 在對(他)主人， 不再可以地

到於你們 現要去持續來往昂然踏行 按照正如地 並且 (它們)那些 (它們)種族邦國 他/她/它現在持續來往昂然踏行

在內 在對(她)無益虛妄 從屬(他)那 從屬(他)悟念知性 從屬(它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到於(它)那同一者 這樣 我現在持續道說， 並且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成見證人 在內 在對(他)主人， 不再可以地

到於你們 現要去持續來往昂然踏行 按照正如地 並且 (它們)那些 (它們)其餘的 (它們)種族邦國

他/她/它現在持續來往昂然踏行 在內 在對(她)無益虛妄 從屬(他)那 從屬(他)悟念知性 從屬(它們)同一者，

弗 4:18 evskotwme,noi th/| dianoi,a| o;ntej( avphllotriwme,noi th/j zwh/j tou/ qeou/ dia. th.n a;gnoian th.n ou=san evn
auvtoi/j( dia. th.n pw,rwsin th/j kardi,aj auvtw/n(
Having the understanding darkened, being alienated from the life of God through the ignorance that is in them,
because of the blindness of their heart:
他們心地昏昧，與神所賜的生命隔絕了，都因自己無知，心裏剛硬；

(他們)現在已經被促使有黑暗了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悟性心思 (他們)現正持續是了的，

(他們)現在已經被異化疏遠了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生命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她)那

到於(她)無知不懂 到於(她)那 到於(她)現正持續是了的 在內 在對(他們)同一者，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她)那

到於(她)結趼硬化 從屬(她)那 從屬(她)內心 從屬(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不同標點]

(他們)現在已經被蔽以黑暗了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悟性心思， (他們)現正持續是了的 (他們)現在已經被異化疏遠了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生命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她)那 到於(她)無知不懂 到於(她)那

到於(她)現正持續是了的 在內 在對(他們)同一者，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她)那 到於(她)結趼硬化 從屬(她)那

從屬(她)內心 從屬(他們)同一者；

弗 4:19 oi[tinej avphlghko,tej eàutou.j pare,dwkan th/| avselgei,a| eivj evrgasi,an avkaqarsi,aj pa,shj evn pleonexi,a|Å
Who being past feeling have given themselves over unto lasciviousness, to work all uncleanness with
greediness.
良心既然喪盡，就放縱私慾，貪行種種的污穢。

(他們)這個任何什麼 (他們)現在已經變為冷漠木然了的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交付 在對(她)那

在對(她)縱慾邪蕩 向內進入 到於(她)工作效益 從屬(她)污穢不潔 從屬(她)所有每一個的 在內 在對(她)貪心。

弗 4:20 ùmei/j de. ouvc ou[twj evma,qete to.n Cristo,n(
But ye have not so learned Christ;
你們學了基督，卻不是這樣；

你們 然而也 不是/不 那同一樣式地 你們那時(也是)學習 到於(他)那 到於(他)基督，

弗 4:21 ei; ge auvto.n hvkou,sate kai. evn auvtw/| evdida,cqhte( kaqw,j evstin avlh,qeia evn tw/| VIhsou/(
If so be that ye have heard him, and have been taught by him, as the truth is in Jesus:
如果你們聽過他的道，領了他的教，學了他的真理，

若是 確實 到於(他)同一者 你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並且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你們那時(也是)被教導，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真情實理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耶穌，

弗 4:22 avpoqe,sqai ùma/j kata. th.n prote,ran avnastrofh.n to.n palaio.n a;nqrwpon to.n fqeiro,menon kata. ta.j
evpiqumi,aj th/j avpa,thj(
That ye put off concerning the former conversation the old man, which is corrupt according to the deceitful lusts;
就要脫去你們從前行為上的舊人；這舊人是因私慾的迷惑，漸漸變壞的；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置開移掉 到於你們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那 到於(她)更先前的 到於(她)行止為人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老舊的 到於(他)人 到於(他)那 到於(他)現正持續被腐朽敗壞了的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渴想慕戀 從屬(她)那 從屬(她)欺矇誘騙，

弗 4:23 avnaneou/sqai de. tw/| pneu,mati tou/ noo.j ùmw/n
And be renewed in the spirit of your mind;
又要將你們的心志改換一新；

現要去持續被翻新 然而也 在對(它)那 在對(它)靈/風 從屬(他)那 從屬(他)悟念知性 從屬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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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4:24 kai. evndu,sasqai to.n kaino.n a;nqrwpon to.n kata. qeo.n ktisqe,nta evn dikaiosu,nh| kai. òsio,thti th/j
avlhqei,ajÅ
And that ye put on the new man, which after God is created in righteousness and true holiness.
並且穿上新人；這新人是照著神的形像造的，有真理的仁義，和聖潔。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穿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嶄新的 到於(他)人 到於(他)那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神

到於(他)那時(也是)被創造建立了的 在內 在對(她)至義 並且 在對(她)聖虔純正 從屬(她)那 從屬(她)真情實理。

弗 4:25 Dio. avpoqe,menoi to. yeu/doj lalei/te avlh,qeian e[kastoj meta. tou/ plhsi,on auvtou/( o[ti evsme.n avllh,lwn me,lhÅ
Wherefore putting away lying, speak every man truth with his neighbour: for we are members one of another.
所以你們要棄絕謊言，各人與鄰舍說實話；因為我們是互相為肢體。

為這個緣故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置開移掉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虛假欺謊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發言講說

到於(她)真情實理， (他)各個的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那 在鄰近之處地 從屬(他)同一者； 是這樣

我們現在持續是 從屬(他們)彼此 (它們)肢體。

弗 4:26 ovrgi,zesqe kai. mh. am̀arta,nete\ ò h[lioj mh. evpidue,tw evpi. Îtw/|Ð parorgismw/| um̀w/n(
Be ye angry, and sin not: let not the sun go down upon your wrath:
生氣卻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被使有激動忿怒， 並且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犯罪； (他)那 (他)日頭太陽 不會/不要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完全沉降垂落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那 在對(他)惹動怒氣 從屬你們；
[經文變異WH]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被使有激動忿怒， 並且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犯罪； (他)那 (他)日頭太陽 不會/不要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完全沉降垂落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惹動怒氣 從屬你們；

弗 4:27 mhde. di,dote to,pon tw/| diabo,lw|Å
Neither give place to the devil.
也不可給魔鬼留地步。

然而也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給與 到於(他)地點處所 在對(他)那 在對(他)詆辱中傷的[常指魔鬼]。

弗 4:28 ò kle,ptwn mhke,ti klepte,tw( ma/llon de. kopia,tw evrgazo,menoj tai/j Îivdi,aijÐ cersi.n to. avgaqo,n( i[na e;ch|
metadido,nai tw/| crei,an e;contiÅ
Let him that stole steal no more: but rather let him labour, working with his hands the thing which is good, that
he may have to give to him that needeth.
從前偷竊的，不要再偷；總要勞力，親手作正經事，就可有餘，分給那缺少的人。

(他)那 (他)現正持續偷竊盜取了的 不再可以地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偷竊盜取； 更特別尤其地 然而也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有勞碌疲累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作工作了的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私人個別的

在對(她們)手 到於(它)那 到於(它)良善的， 為要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持有 現要去持續交出分享 在對(他)那

到於(她)需用 在對(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經文變異RT]

(他)那 (他)現正持續偷竊盜取了的 不再可以地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偷竊盜取； 更特別尤其地 然而也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有勞碌疲累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作工作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良善的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手， 為要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持有 現要去持續交出分享 在對(他)那 到於(她)需用

在對(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經文變異WH]

(他)那 (他)現正持續偷竊盜取了的 不再可以地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偷竊盜取； 更特別尤其地 然而也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有勞碌疲累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作工作了的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手 到於(它)那

到於(它)良善的， 為要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持有 現要去持續交出分享 在對(他)那 到於(她)需用

在對(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弗 4:29 pa/j lo,goj sapro.j evk tou/ sto,matoj ùmw/n mh. evkporeue,sqw( avlla. ei; tij avgaqo.j pro.j oivkodomh.n th/j
crei,aj( i[na dw/| ca,rin toi/j avkou,ousinÅ
Let no corrupt communication proceed out of your mouth, but that which is good to the use of edifying, that it
may minister grace unto the hearers.
污穢的言語，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隨事說造就人的好話，叫聽見的人得益處。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他)朽爛腐壞的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口/嘴 從屬你們 不會/不要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向外行去， 但乃是 若是 (他)任何什麼 (他)良善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建築造就 從屬(她)那 從屬(她)需用，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給與 到於(她)恩典惠意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聲聞耳聽了的。

弗 4:30 kai. mh. lupei/te to. pneu/ma to. a[gion tou/ qeou/( evn w-| evsfragi,sqhte eivj h̀me,ran avpolutrw,sewjÅ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  簡易閲讀版  1189

1189

And grieve not the holy Spirit of God, whereby ye are sealed unto the day of redemption.
不要叫神的聖靈擔憂；你們原是受了他的印記，等候得贖的日子來到。

並且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致憂傷愁苦 到於(它)那 到於(它)靈/風 到於(它)那 到於(它)聖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在內 在對(它)這個 你們那時(也是)被蓋圖章封印 向內進入 到於(她)日子/白日 從屬(她)解脫得贖。

弗 4:31 pa/sa pikri,a kai. qumo.j kai. ovrgh. kai. kraugh. kai. blasfhmi,a avrqh,tw avfV um̀w/n su.n pa,sh| kaki,a|Å
Let all bitterness, and wrath, and anger, and clamour, and evil speaking, be put away from you, with all malice:
一切苦毒，惱恨，忿怒，嚷鬧，毀謗，並一切的惡毒，〔或作陰毒〕都當從你們中間除掉；

(她)所有每一個的 (她)辛辣苦毒 並且 (他)熾熱憤恨 並且 (她)激動忿怒 並且 (她)高喊嚷叫 並且 (她)褻瀆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被提起 從那裏離開 從屬你們 共同一起 在對(她)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她)惡劣不好。

弗 4:32 gi,nesqe Îde.Ð eivj avllh,louj crhstoi,( eu;splagcnoi( carizo,menoi eàutoi/j( kaqw.j kai. ò qeo.j evn Cristw/|
evcari,sato um̀i/nÅ
And be ye kind one to another, tenderhearted, forgiving one another, even as God for Christ's sake hath
forgiven you.
並要以恩慈相待，存憐憫的心，彼此饒恕，正如神在基督裏饒恕了你們一樣。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然而也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彼此 (他們)合宜恩慈的， (他們)好的憐慈心腸的，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恩待了的 在對(他們)同一者自己， 按照正如地 並且 (他)那 (他)神 在內 在對(他)基督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恩待 在對你們。

弗 5:1 gi,nesqe ou=n mimhtai. tou/ qeou/ wj̀ te,kna avgaphta.
Be ye therefore followers of God, as dear children;
所以你們該效法神，好像蒙慈愛的兒女一樣；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這樣 (他們)模仿效法者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正如地 (它們)孩子

(它們)蒙愛的；

弗 5:2 kai. peripatei/te evn avga,ph|( kaqw.j kai. ò Cristo.j hvga,phsen h̀ma/j kai. pare,dwken èauto.n ùpe.r hm̀w/n
prosfora.n kai. qusi,an tw/| qew/| eivj ovsmh.n euvwdi,ajÅ
And walk in love, as Christ also hath loved us, and hath given himself for us an offering and a sacrifice to God
for a sweetsmelling savour.
也要憑愛心行事，正如基督愛我們，為我們捨了自己，當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獻與神。

並且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來往昂然踏行 在內 在對(她)愛， 按照正如地 並且 (他)那 (他)基督 他/她/它那時(也是)愛

到於我們，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交付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我們 到於(她)供奉獻與

並且 到於(她)犧牲祭物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向內進入 到於(她)香氣 從屬(她)馨香。
[經文變異WH]

並且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來往昂然踏行 在內 在對(她)愛， 按照正如地 並且 (他)那 (他)基督 他/她/它那時(也是)愛

到於你們，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交付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你們 到於(她)供奉獻與

並且 到於(她)犧牲祭物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向內進入 到於(她)香氣 從屬(她)馨香。

弗 5:3 pornei,a de. kai. avkaqarsi,a pa/sa h' pleonexi,a mhde. ovnomaze,sqw evn ùmi/n( kaqw.j pre,pei àgi,oij(
But fornication, and all uncleanness, or covetousness, let it not be once named among you, as becometh saints;
至於淫亂，並一切污穢，或是貪婪，在你們中間連提都不可，方合聖徒的體統。

(她)通奸淫行 然而也 並且 (她)污穢不潔 (她)所有每一個的 甚或/或而 (她)貪心 然而也不要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被題名稱呼 在內 在對你們，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突顯適宜 在對(他們)聖的；
[經文變異RT]

(她)通奸淫行 然而也 並且 (她)所有每一個的 (她)污穢不潔 甚或/或而 (她)貪心 然而也不要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被題名稱呼 在內 在對你們，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突顯適宜 在對(他們)聖的；

弗 5:4 kai. aivscro,thj kai. mwrologi,a h' euvtrapeli,a( a] ouvk avnh/ken( avlla. ma/llon euvcaristi,aÅ
Neither filthiness, nor foolish talking, nor jesting, which are not convenient: but rather giving of thanks.
淫詞，妄語，和戲笑的話，都不相宜，總要說感謝的話。

並且 (她)恥辱羞恥 並且 (她)愚說妄言 甚或/或而 (她)機靈詼諧， (它們)這些個 不是/不

他/她/它當時持續向上達至相宜， 但乃是 更特別尤其地 (她)感恩祝謝。
[經文變異RT]

並且 (她)恥辱羞恥 並且 (她)愚說妄言 甚或/或而 (她)機靈詼諧， (它們)那些 不是/不

(它們)現在持續向上達至相宜了的， 但乃是 更特別尤其地 (她)感恩祝謝。

弗 5:5 tou/to ga.r i;ste ginw,skontej( o[ti pa/j po,rnoj h' avka,qartoj h' pleone,kthj( o[ evstin eivdwlola,trhj( ouvk e;cei
klhronomi,an evn th/| basilei,a| tou/ Cristou/ kai. qeou/Å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  簡易閲讀版  1190

1190

For this ye know, that no whoremonger, nor unclean person, nor covetous man, who is an idolater, hath any
inheritance in the kingdom of Christ and of God.
因為你們確實的知道，無論是淫亂的，是污穢的，是有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國裏，都是無分的；有貪心的，就

與拜偶像的一樣。

到於(它)那同一者 因為 你們現在就要已經看見察覺註1
(他們)現正持續認識知道了的， 是這樣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男娼 甚或/或而 (他)污穢的 甚或/或而 (他)貪婪者， (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偶像之事奉者，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產業繼承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並且

從屬(他)神。

註1：“你們現在就要已經看見察覺”文法上亦可以為“你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經文變異RT]

到於(它)那同一者 因為 你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現正持續認識知道了的， 是這樣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男娼

甚或/或而 (他)污穢的 甚或/或而 (他)貪婪者， (他)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偶像之事奉者，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產業繼承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並且

從屬(他)神。

弗 5:6 Mhdei.j ùma/j avpata,tw kenoi/j lo,goij\ dia. tau/ta ga.r e;rcetai h̀ ovrgh. tou/ qeou/ evpi. tou.j uìou.j th/j
avpeiqei,ajÅ
Let no man deceive you with vain words: for because of these things cometh the wrath of God upon the children
of disobedience.
不要被人虛浮的話欺哄；因這些事，神的忿怒必臨到那悖逆之子。

(他)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到於你們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欺騙引誘 在對(他們)虛空無有的

在對(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她)那 (她)激動忿怒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兒子 從屬(她)那

從屬(她)頑梗不信。

弗 5:7 mh. ou=n gi,nesqe summe,tocoi auvtw/n\
Be not ye therefore partakers with them.
所以你們不要與他們同夥。

不會/不要 這樣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他們)共同參與有分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弗 5:8 h=te ga,r pote sko,toj( nu/n de. fw/j evn kuri,w|\ ẁj te,kna fwto.j peripatei/te
For ye were sometimes darkness, but now are ye light in the Lord: walk as children of light:
從前你們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裏面是光明的，行事為人就當像光明的子女；

你們當時持續是 因為 在那個時候 (它)黑暗， 現在此時地 然而也 (它)光明 在內 在對(他)主人； 正如地

(它們)孩子 從屬(它)光明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來往昂然踏行；

弗 5:9 & ò ga.r karpo.j tou/ fwto.j evn pa,sh| avgaqwsu,nh| kai. dikaiosu,nh| kai. avlhqei,a| &
(For the fruit of the Spirit is in all goodness and righteousness and truth;)
光明所結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義，誠實；

(他)那 因為 (他)果實 從屬(它)那 從屬(它)光明 在內 在對(她)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她)全然良善 並且 在對(她)至義

並且 在對(她)真情實理；
[經文變異RT]

(他)那 因為 (他)果實 從屬(它)那 從屬(它)靈/風 在內 在對(她)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她)全然良善 並且 在對(她)至義

並且 在對(她)真情實理；

弗 5:10 dokima,zontej ti, evstin euva,reston tw/| kuri,w|(
Proving what is acceptable unto the Lord.
總要察驗何為主所喜悅的事。

(他們)現正持續查驗證實了的 (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可喜悅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主人。

弗 5:11 kai. mh. sugkoinwnei/te toi/j e;rgoij toi/j avka,rpoij tou/ sko,touj( ma/llon de. kai. evle,gceteÅ
And have no fellowship with the unfruitful works of darkness, but rather reprove them.
那暗昧無益的事，不要與人同行，倒要責備行這事的人；

並且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共同成合夥共享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工作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沒有果實的 從屬(它)那 從屬(它)黑暗， 更特別尤其地 然而也 並且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指證駁斥；

弗 5:12 ta. ga.r krufh/| gino,mena ùpV auvtw/n aivscro,n evstin kai. le,gein(
For it is a shame even to speak of those things which are done of them in secret.
因為他們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來，也是可恥的。

到於(它們)那些 因為 隱藏遮掩地 到於(它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們)同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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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損形恥辱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並且 現要去持續道說。

弗 5:13 ta. de. pa,nta evlegco,mena ùpo. tou/ fwto.j fanerou/tai( pa/n ga.r to. fanerou,menon fw/j evstinÅ
But all things that are reproved are made manifest by the light: for whatsoever doth make manifest is light.
凡事受了責備，就被光顯明出來；因為一切能顯明的，就是光。

(它們)那些 然而也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它們)現正持續被指證駁斥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它)那 從屬(它)光明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促使成促為照亮顯明； (它)所有每一個的 因為 (它)那 (它)現正持續被促使成促為照亮顯明了的

(它)光明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弗 5:14 dio. le,gei( :Egeire( ò kaqeu,dwn( kai. avna,sta evk tw/n nekrw/n( kai. evpifau,sei soi ò Cristo,jÅ
Wherefore he saith, Awake thou that sleepest, and arise from the dead, and Christ shall give thee light.
所以主說：你這睡著的人，當醒過來，從死裏復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

為這個緣故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你現在就要持續喚醒起來 (他)那 (他)現正持續睡著了的，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再站立起來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死掉的，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致使照亮顯明在上面 在對你 (他)那 (他)基督。
[經文變異RT]

為這個緣故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喚醒起來 (他)那 (他)現正持續睡著了的，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再站立起來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死掉的，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致使照亮顯明在上面 在對你 (他)那 (他)基督。

弗 5:15 Ble,pete ou=n avkribw/j pw/j peripatei/te mh. wj̀ a;sofoi avllV ẁj sofoi,(
See then that ye walk circumspectly, not as fools, but as wise,
你們要謹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當像智慧人；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著眼觀看 這樣 確定切實地 怎樣如何地 你們現在持續來往昂然踏行， 不會/不要 正如地

(他們)不明智通達的， 但乃是 正如地 (他們)明智通達的，
[經文變異RT]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著眼觀看 這樣 怎樣如何地 確定切實地 你們現在持續來往昂然踏行， 不會/不要 正如地

(他們)不明智通達的， 但乃是 正如地 (他們)明智通達的，

弗 5:16 evxagorazo,menoi to.n kairo,n( o[ti ai` h̀me,rai ponhrai, eivsinÅ
Redeeming the time, because the days are evil.
要愛惜光陰，因為現今的世代邪惡。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買斷贖回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場合時節， 是這樣 (她們)那些 (她們)日子/白日 (她們)惡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弗 5:17 dia. tou/to mh. gi,nesqe a;fronej( avlla. suni,ete ti, to. qe,lhma tou/ kuri,ouÅ
Wherefore be ye not unwise, but understanding what the will of the Lord is.
不要作糊塗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同一者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他們)遲笨愚妄的， 但乃是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貫通理解 (它)任何什麼呢 (它)那 (它)所定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經文變異RT]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同一者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他們)遲笨愚妄的， 但乃是

(他們)現正持續貫通理解了的 (它)任何什麼呢 (它)那 (它)所定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弗 5:18 kai. mh. mequ,skesqe oi;nw|( evn w-| evstin avswti,a( avlla. plhrou/sqe evn pneu,mati(
And be not drunk with wine, wherein is excess; but be filled with the Spirit;
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蕩，乃要被聖靈充滿。

並且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被致使酒醉 在對(他)酒， 在內 在對(他)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恣意放蕩；

但乃是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被促使成充滿添足 在內 在對(它)靈/風，

弗 5:19 lalou/ntej èautoi/j ÎevnÐ yalmoi/j kai. u[mnoij kai. wv|dai/j pneumatikai/j( a;|dontej kai. ya,llontej th/| kardi,a|
um̀w/n tw/| kuri,w|(
Speaking to yourselves in psalms and hymns and spiritual songs, singing and making melody in your heart to
the Lord;
當用詩章，頌詞，靈歌，彼此對說，口唱心和的讚美主；

(他們)現正持續發言講說了的 在對(他們)同一者自己 在內 在對(他們)樂章詩篇 並且 在對(他們)頌讚詩詞 並且

在對(她們)詩曲頌歌 在對(她們)屬靈的， (他們)現正持續歌詠頌唱了的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撥弦弄樂了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內心 從屬你們 在對(他)那 在對(他)主人，
[經文變異RT]

(他們)現正持續發言講說了的 在對(他們)同一者自己 在對(他們)樂章詩篇 並且 在對(他們)頌讚詩詞 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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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她們)詩曲頌歌 在對(她們)屬靈的， (他們)現正持續歌詠頌唱了的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撥弦弄樂了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內心 從屬你們 在對(他)那 在對(他)主人，
[經文變異WH]

(他們)現正持續發言講說了的 在對(他們)同一者自己 在對(他們)樂章詩篇 並且 在對(他們)頌讚詩詞 並且

在對(她們)詩曲頌歌 在對(她們)屬靈的， (他們)現正持續歌詠頌唱了的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撥弦弄樂了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內心 從屬你們 在對(他)那 在對(他)主人，

弗 5:20 euvcaristou/ntej pa,ntote ùpe.r pa,ntwn evn ovno,mati tou/ kuri,ou hm̀w/n VIhsou/ Cristou/ tw/| qew/| kai. patri,Å
Giving thanks always for all things unto God and the Father in the name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凡事要奉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常常感謝父神。

(他們)現正持續感謝了的 總是地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它們)所有每一個的註1 在內 在對(它)名字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我們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並且 在對(他)父親，

註1：“從屬(它們)所有每一個的”文法上亦可以為“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不同標點]

(他們)現正持續感謝了的 總是地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它們)所有每一個的註1 在內 在對(它)名字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我們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並且 在對(他)父親。

弗 5:21 ~Upotasso,menoi avllh,loij evn fo,bw| Cristou/(
Submitting yourselves one to another in the fear of God.
又當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順服。

(他們)現正持續被使服膺服從了的 在對(他們)彼此 在內 在對(他)畏懼害怕 從屬(他)基督。
[經文變異RT]

(他們)現正持續被使服膺服從了的 在對(他們)彼此 在內 在對(他)畏懼害怕 從屬(他)神。

弗 5:22 aì gunai/kej toi/j ivdi,oij avndra,sin wj̀ tw/| kuri,w|(
Wives, submit yourselves unto your own husbands, as unto the Lord.
你們作妻子的，當順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順服主；

(她們)那些 (她們)女人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私人個別的 在對(他們)男人/丈夫， 正如地 在對(他)那

在對(他)主人；
[經文變異RT]

(她們)那些 (她們)女人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私人個別的 在對(他們)男人/丈夫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使服膺服從， 正如地 在對(他)那 在對(他)主人；

弗 5:23 o[ti avnh,r evstin kefalh. th/j gunaiko.j ẁj kai. ò Cristo.j kefalh. th/j evkklhsi,aj( auvto.j swth.r tou/
sw,matoj\
For the husband is the head of the wife, even as Christ is the head of the church: and he is the saviour of the
body.
因為丈夫是妻子的頭，如同基督是教會的頭；他又是教會全體的救主。

是這樣 (他)男人/丈夫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頭 從屬(她)那 從屬(她)女人， 正如地 並且 (他)那 (他)基督 (她)頭

從屬(她)那 從屬(她)傳召， (他)同一者 (他)救主 從屬(它)那 從屬(它)身體。
[經文變異RT]

是這樣 (他)那 (他)男人/丈夫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頭 從屬(她)那 從屬(她)女人， 正如地 並且 (他)那 (他)基督

(她)頭 從屬(她)那 從屬(她)傳召， 並且 (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救主 從屬(它)那 從屬(它)身體。

弗 5:24 avlla. ẁj h` evkklhsi,a ùpota,ssetai tw/| Cristw/|( ou[twj kai. aì gunai/kej toi/j avndra,sin evn panti,Å
Therefore as the church is subject unto Christ, so let the wives be to their own husbands in every thing.
教會怎樣順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樣凡事順服丈夫。

但乃是 正如地 (她)那 (她)傳召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使服膺服從 在對(他)那 在對(他)基督， 那同一樣式地 並且

(她們)那些 (她們)女人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男人/丈夫 在內 在對(它)所有每一個的。
[經文變異RT]

但乃是 甚至正如地 (她)那 (她)傳召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使服膺服從 在對(他)那 在對(他)基督， 那同一樣式地 並且

(她們)那些 (她們)女人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私人個別的 在對(他們)男人/丈夫 在內 在對(它)所有每一個的。

弗 5:25 Oi` a;ndrej( avgapa/te ta.j gunai/kaj( kaqw.j kai. ò Cristo.j hvga,phsen th.n evkklhsi,an kai. eàuto.n
pare,dwken ùpe.r auvth/j(
Husbands, love your wives, even as Christ also loved the church, and gave himself for it;
你們作丈夫的，要愛你們的妻子，正如基督愛教會，為教會捨己；

(他們)那些 (他們)男人/丈夫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愛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女人， 按照正如地 並且 (他)那 (他)基督

他/她/它那時(也是)愛 到於(她)那 到於(她)傳召， 並且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他/她/它那時(也是)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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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她)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些 (他們)男人/丈夫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愛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女人 從屬(他們)同一者自己，

按照正如地 並且 (他)那 (他)基督 他/她/它那時(也是)愛 到於(她)那 到於(她)傳召， 並且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他/她/它那時(也是)交付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她)同一者；

弗 5:26 i[na auvth.n àgia,sh| kaqari,saj tw/| loutrw/| tou/ u[datoj evn rh̀,mati(
That he might sanctify and cleanse it with the washing of water by the word,
要用水藉著道，把教會洗淨，成為聖潔，

為要 到於(她)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使成聖 (他)那時(也是)潔淨了的 在對(它)那 在對(它)沐浴洗滌 從屬(它)那

從屬(它)水 在內 在對(它)所發表言說，

弗 5:27 i[na parasth,sh| auvto.j èautw/| e;ndoxon th.n evkklhsi,an( mh. e;cousan spi,lon h' r̀uti,da h; ti tw/n toiou,twn(
avllV i[na h=| ag̀i,a kai. a;mwmojÅ
That he might present it to himself a glorious church, not having spot, or wrinkle, or any such thing; but that it
should be holy and without blemish.
可以獻給自己，作個榮耀的教會，毫無玷污皺紋等類的病，乃是聖潔沒有瑕疵的。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立定站住在旁邊 (他)同一者 在對(他)同一者自己 到於(她)在榮耀內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傳召， 不會/不要 到於(她)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他)污染玷辱 甚或/或而 到於(她)皺摺皺紋 甚或/或而

到於(它)任何什麼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那種樣， 但乃是 為要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是 (她)聖的 並且

(她)沒有污點瑕疵的。
[經文變異RT]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立定站住在旁邊 到於(她)同一者 在對(他)同一者自己 到於(她)在榮耀內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傳召， 不會/不要 到於(她)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他)污染玷辱 甚或/或而 到於(她)皺摺皺紋 甚或/或而

到於(它)任何什麼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那種樣， 但乃是 為要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是 (她)聖的 並且

(她)沒有污點瑕疵的。

弗 5:28 ou[twj ovfei,lousin Îkai.Ð oi` a;ndrej avgapa/n ta.j èautw/n gunai/kaj wj̀ ta. èautw/n sw,mataÅ ò avgapw/n th.n
eàutou/ gunai/ka èauto.n avgapa/|Å
So ought men to love their wives as their own bodies. He that loveth his wife loveth himself.
丈夫也當照樣愛妻子，如同愛自己的身子；愛妻子，便是愛自己了。

那同一樣式地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積欠負債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男人/丈夫 現要去持續愛 到於(她們)那些

從屬(他們)同一者自己 到於(她們)女人， 正如地 到於(它們)那些 從屬(他們)同一者自己 到於(它們)身體。 (他)那

(他)現正持續愛了的 到於(她)那 從屬(他)同一者自己 到於(她)女人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他/她/它現在持續愛。
[經文變異RT]

那同一樣式地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積欠負債 (他們)那些 (他們)男人/丈夫 現要去持續愛 到於(她們)那些

從屬(他們)同一者自己 到於(她們)女人， 正如地 到於(它們)那些 從屬(他們)同一者自己 到於(它們)身體。 (他)那

(他)現正持續愛了的 到於(她)那 從屬(他)同一者自己 到於(她)女人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他/她/它現在持續愛。

弗 5:29 ouvdei.j ga,r pote th.n eàutou/ sa,rka evmi,shsen avlla. evktre,fei kai. qa,lpei auvth,n( kaqw.j kai. o` Cristo.j
th.n evkklhsi,an(
For no man ever yet hated his own flesh; but nourisheth and cherisheth it, even as the Lord the church:
從來沒有人恨惡自己的身子，總是保養顧惜，正像基督待教會一樣；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因為 在那個時候 到於(她)那 從屬(他)同一者自己 到於(她)肉體 他/她/它那時(也是)恨惡；

但乃是 他/她/它現在持續養育成人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珍惜照顧 到於(她)同一者， 按照正如地 並且 (他)那

(他)基督 到於(她)那 到於(她)傳召；
[經文變異RT]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因為 在那個時候 到於(她)那 從屬(他)同一者自己 到於(她)肉體 他/她/它那時(也是)恨惡；

但乃是 他/她/它現在持續養育成人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珍惜照顧 到於(她)同一者， 按照正如地 並且 (他)那

(他)主人 到於(她)那 到於(她)傳召；

弗 5:30 o[ti me,lh evsme.n tou/ sw,matoj auvtou/Å
For we are members of his body, of his flesh, and of his bones.
因我們是他身上的肢體。〔有古卷在此有：就是他的骨他的肉〕

是這樣 (它們)肢體 我們現在持續是 從屬(它)那 從屬(它)身體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是這樣 (它們)肢體 我們現在持續是 從屬(它)那 從屬(它)身體 從屬(他)同一者，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肉體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骨頭 從屬(他)同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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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5:31 avnti. tou,tou katalei,yei a;nqrwpoj Îto.nÐ pate,ra kai. Îth.nÐ mhte,ra kai. proskollhqh,setai pro.j th.n
gunai/ka auvtou/( kai. e;sontai oì du,o eivj sa,rka mi,anÅ
For this cause shall a man leave his father and mother, and shall be joined unto his wife, and they two shall be
one flesh.
為這個緣故，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

相對對應 從屬(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遺留下 (他)人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母親，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在前面向著貼近連合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那 到於(她)女人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是 (他們)那些 (他們)二個/兩個 向內進入 到於(她)肉體

到於(她)一個/第一。
[經文變異RT]

相對對應 從屬(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遺留下 (他)人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母親，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在前面向著貼近連合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那

到於(她)女人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是 (他們)那些 (他們)二個/兩個 向內進入 到於(她)肉體

到於(她)一個/第一。

弗 5:32 to. musth,rion tou/to me,ga evsti,n\ evgw. de. le,gw eivj Cristo.n kai. eivj th.n evkklhsi,anÅ
This is a great mystery: but I speak concerning Christ and the church.
這是極大的奧秘，但我是指著基督和教會說的。

(它)那 (它)奧祕 (它)那同一者 (它)極大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我 然而也 我現在持續道說 向內進入 到於(他)基督

並且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傳召。

弗 5:33 plh.n kai. ùmei/j oì kaqV e[na( e[kastoj th.n eàutou/ gunai/ka ou[twj avgapa,tw ẁj eàuto,n( h` de. gunh. i[na
fobh/tai to.n a;ndraÅ
Nevertheless let every one of you in particular so love his wife even as himself; and the wife see that she
reverence her husband.
然而你們各人都當愛妻子，如同愛自己一樣；妻子也當敬重他的丈夫。

超出之外地 並且 你們 (他們)那些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一個， (他)各個的 到於(她)那 從屬(他)同一者自己

到於(她)女人 那同一樣式地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愛 正如地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她)那 然而也 (她)女人 為要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讓自己/被成驚恐畏懼 到於(他)那 到於(他)男人/丈夫。

弗 6:1 Ta. te,kna( ùpakou,ete toi/j goneu/sin ùmw/n Îevn kuri,w|Ð\ tou/to ga,r evstin di,kaionÅ
Children, obey your parents in the Lord: for this is right.
你們作兒女的，要在主裏聽從父母，這是理所當然的。

(它們)那些 (它們)孩子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留心聽從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父母 從屬你們 在內 在對(他)主人；

(它)那同一者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具公平正義的。

弗 6:2 ti,ma to.n pate,ra sou kai. th.n mhte,ra( h[tij evsti.n evntolh. prw,th evn evpaggeli,a|(
Honour thy father and mother; (which is the first commandment with promise;)
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長壽；這是第一條帶應許的誡命。

你現在就要持續評價珍視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從屬你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母親； (她)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誡律命令 (她)首先的 在內 在對(她)應許；

弗 6:3 i[na eu= soi ge,nhtai kai. e;sh| makrocro,nioj evpi. th/j gh/jÅ
That it may be well with thee, and thou mayest live long on the earth.
〔見上節〕

為要 很好地 在對你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生發成為， 並且 你將要(持續)是 (他)長壽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弗 6:4 Kai. oi` pate,rej( mh. parorgi,zete ta. te,kna ùmw/n avlla. evktre,fete auvta. evn paidei,a| kai. nouqesi,a| kuri,ouÅ
And, ye fathers, provoke not your children to wrath: but bring them up in the nurture and admonition of the Lord.
你們作父親的，不要惹兒女的氣，只要照著主的教訓和警戒，養育他們。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父親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惹動怒氣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孩子 從屬你們；

但乃是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養育成人 到於(它們)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管教訓練 並且 在對(她)警戒勸告

從屬(他)主人。

弗 6:5 Oi` dou/loi( ùpakou,ete toi/j kata. sa,rka kuri,oij meta. fo,bou kai. tro,mou evn ap̀lo,thti th/j kardi,aj ùmw/n
wj̀ tw/| Cristw/|(
Servants, be obedient to them that are your masters according to the flesh, with fear and trembling, in
singleness of your heart, as unto Chr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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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作僕人的，要懼怕戰兢，用誠實的心聽從你們肉身的主人，好像聽從基督一般。

(他們)那些 (他們)奴僕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留心聽從 在對(他們)那些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肉體 在對(他們)主人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畏懼害怕 並且 從屬(他)懼怕戰兢 在內 在對(她)純誠無私 從屬(她)那 從屬(她)內心

從屬你們 正如地 在對(他)那 在對(他)基督；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些 (他們)奴僕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留心聽從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主人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肉體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畏懼害怕 並且 從屬(他)懼怕戰兢 在內 在對(她)純誠無私 從屬(她)那 從屬(她)內心

從屬你們 正如地 在對(他)那 在對(他)基督；

弗 6:6 mh. katV ovfqalmodouli,an wj̀ avnqrwpa,reskoi avllV ẁj dou/loi Cristou/ poiou/ntej to. qe,lhma tou/ qeou/ evk
yuch/j(
Not with eyeservice, as menpleasers; but as the servants of Christ, doing the will of God from the heart;
不要只在眼前事奉，像是討人喜歡的，要像基督的僕人，從心裏遵行神的旨意；

不會/不要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作樣子的服事 正如地 (他們)取悅人的， 但乃是 正如地 (他們)奴僕

從屬(他)基督， (他們)現正持續行出作成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所定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向外出來

從屬(她)生魂意念，
[經文變異RT]

不會/不要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作樣子的服事 正如地 (他們)取悅人的， 但乃是 正如地 (他們)奴僕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他們)現正持續行出作成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所定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向外出來

從屬(她)生魂意念，

弗 6:7 metV euvnoi,aj douleu,ontej ẁj tw/| kuri,w| kai. ouvk avnqrw,poij(
With good will doing service, as to the Lord, and not to men:
甘心事奉，好像服事主，不像服事人。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和善好意 (他們)現正持續作奴僕了的 正如地 在對(他)那 在對(他)主人 並且 不是/不

在對(他們)人，

弗 6:8 eivdo,tej o[ti e[kastoj eva,n ti poih,sh| avgaqo,n( tou/to komi,setai para. kuri,ou ei;te dou/loj ei;te evleu,qerojÅ
Knowing that whatsoever good thing any man doeth, the same shall he receive of the Lord, whether he be bond
or free.
因為曉得各人所行的善事，不論是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賞賜。

(他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了的 是這樣 (他)各個的 但凡若是 到於(它)任何什麼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行出作成

到於(它)良善的， 到於(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提取照理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主人， 無論若是

(他)奴僕， 無論若是 (他)自由自主的。
[經文變異RT]

(他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了的 是這樣 到於(它)這個 但凡若是 到於(它)任何什麼 (他)各個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行出作成 到於(它)良善的， 到於(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提取照理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無論若是 (他)奴僕， 無論若是 (他)自由自主的。

弗 6:9 Kai. oi` ku,rioi( ta. auvta. poiei/te pro.j auvtou,j( avnie,ntej th.n avpeilh,n( eivdo,tej o[ti kai. auvtw/n kai. ùmw/n ò
ku,rio,j evstin evn ouvranoi/j kai. proswpolhmyi,a ouvk e;stin parV auvtw/|Å
And, ye masters, do the same things unto them, forbearing threatening: knowing that your Master also is in
heaven; neither is there respect of persons with him.
你們作主人的待僕人，也是一理，不要威嚇他們；因為知道他們和你們，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並不偏待人。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主人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同一者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行出作成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鬆弛放開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嚇阻威脅， (他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了的

是這樣 並且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從屬你們 (他)那 (他)主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內 在對(他們)天空/天， 並且

(她)為以貌偏待人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旁邊>在旁邊 在對(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主人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同一者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行出作成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鬆弛放開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嚇阻威脅， (他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了的

是這樣 並且 從屬你們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主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內 在對(他們)天空/天， 並且

(她)為以貌偏待人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旁邊>在旁邊 在對(他)同一者。

弗 6:10 Tou/ loipou/( evndunamou/sqe evn kuri,w| kai. evn tw/| kra,tei th/j ivscu,oj auvtou/Å
Finally, my brethren, be strong in the Lord, and in the power of his might.
我還有末了的話，你們要靠著主，倚賴他的大能大力，作剛強的人。

從屬(它)那 從屬(它)今後的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被促使有能力權能在內 在內 在對(他)主人， 並且 在內 在對(它)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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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它)魄力權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強壯大力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它)那 (它)此後的/此外的， 阿,(他們)弟兄 從屬我，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被促使有能力權能在內 在內 在對(他)主人，

並且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魄力權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強壯大力 從屬(他)同一者。

弗 6:11 evndu,sasqe th.n panopli,an tou/ qeou/ pro.j to. du,nasqai ùma/j sth/nai pro.j ta.j meqodei,aj tou/ diabo,lou\
Put on the whole armour of God, that ye may be able to stand against the wiles of the devil.
要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就能抵擋魔鬼的詭計。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穿著 到於(她)那 到於(她)全副器械裝備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它)那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到於你們 那時(也是)要去立定站住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計策謀略 從屬(他)那 從屬(他)詆辱中傷的[常指魔鬼]；

弗 6:12 o[ti ouvk e;stin h̀mi/n h` pa,lh pro.j ai-ma kai. sa,rka( avlla. pro.j ta.j avrca,j( pro.j ta.j evxousi,aj( pro.j tou.j
kosmokra,toraj tou/ sko,touj tou,tou( pro.j ta. pneumatika. th/j ponhri,aj evn toi/j evpourani,oijÅ
For we wrestle not against flesh and blood, but against principalities, against powers, against the rulers of the
darkness of this world, against spiritual wickedness in high places.
因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乃是與那些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

〔兩爭戰原文都作摔跤〕

是這樣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對我們 (她)那 (她)角力摔角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它)血 並且

到於(她)肉體， 但乃是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為起始為首，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權柄掌握，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掌控抓住世界者 從屬(它)那

從屬(它)黑暗 從屬(它)那同一者，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屬靈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惡性 在內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在天上的。
[經文變異RT]

是這樣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對我們 (她)那 (她)角力摔角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它)血 並且

到於(她)肉體， 但乃是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為起始為首，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權柄掌握，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掌控抓住世界者 從屬(它)那

從屬(它)黑暗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世紀時代 從屬(他)那同一者註1，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屬靈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惡性 在內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在天上的。

註1：“從屬(它)那同一者”文法上亦可以為“從屬(他)那同一者”。

弗 6:13 dia. tou/to avnala,bete th.n panopli,an tou/ qeou/( i[na dunhqh/te avntisth/nai evn th/| hm̀e,ra| th/| ponhra/| kai.
a[panta katergasa,menoi sth/naiÅ
Wherefore take unto you the whole armour of God, that ye may be able to withstand in the evil day, and having
done all, to stand.
所以要拿起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好在磨難的日子，抵擋仇敵，並且成就了一切，還能站立得住。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同一者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向上拿取 到於(她)那 到於(她)全副器械裝備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為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能夠可能 那時(也是)要去對立抗拒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日子/白日

在對(她)那 在對(她)惡的， 並且 到於(它們)同時一齊地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作工作完成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立定站住。

弗 6:14 sth/te ou=n perizwsa,menoi th.n ovsfu.n ùmw/n evn avlhqei,a| kai. evndusa,menoi to.n qw,raka th/j dikaiosu,nhj
Stand therefore, having your loins girt about with truth, and having on the breastplate of righteousness;
所以要站穩了，用真理當作帶子束腰，用公義當作護心鏡遮胸；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立定站住 這樣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在周圍束帶子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腹腰 從屬你們 在內

在對(她)真情實理，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穿著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護胸甲 從屬(她)那 從屬(她)至義，

弗 6:15 kai. ùpodhsa,menoi tou.j po,daj evn et̀oimasi,a| tou/ euvaggeli,ou th/j eivrh,nhj(
And your feet shod with the preparation of the gospel of peace;
又用平安的福音，當作預備走路的鞋穿在腳上；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穿在腳下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腳 在內 在對(她)準備齊妥 從屬(它)那

從屬(它)福音佳訊 從屬(她)那 從屬(她)和平安寧，

弗 6:16 evn pa/sin avnalabo,ntej to.n qureo.n th/j pi,stewj( evn w-| dunh,sesqe pa,nta ta. be,lh tou/ ponhrou/ Îta.Ð
pepurwme,na sbe,sai\
Above all, taking the shield of faith, wherewith ye shall be able to quench all the fiery darts of the wicked.
此外又拿著信德當作籐牌，可以滅盡那惡者一切的火箭；

在內 在對(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那時(也是)向上拿取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門形盾牌 從屬(她)那 從屬(她)信，

在內 在對(他)這個 你們將要(持續)讓自己能夠可能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鏢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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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屬(他)那 從屬(他)惡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現在已經被用火燒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撲滅消除；
[經文變異RT]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那時(也是)向上拿取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門形盾牌 從屬(她)那

從屬(她)信， 在內 在對(他)這個 你們將要(持續)讓自己能夠可能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鏢槍 從屬(他)那 從屬(他)惡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現在已經被用火燒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撲滅消除；

弗 6:17 kai. th.n perikefalai,an tou/ swthri,ou de,xasqe kai. th.n ma,cairan tou/ pneu,matoj( o[ evstin r̀h/ma qeou/Å
And take the helmet of salvation, and the sword of the Spirit, which is the word of God:
並戴上救恩的頭盔，拿著聖靈的寶劍，就是神的道；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頭盔 從屬(它)那 從屬(它)具救恩的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接納領受，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兵刃 從屬(它)那 從屬(它)靈/風， (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所發表言說 從屬(他)神；

弗 6:18 dia. pa,shj proseuch/j kai. deh,sewj proseuco,menoi evn panti. kairw/| evn pneu,mati( kai. eivj auvto.
avgrupnou/ntej evn pa,sh| proskarterh,sei kai. deh,sei peri. pa,ntwn tw/n ag̀i,wn
Praying always with all prayer and supplication in the Spirit, and watching thereunto with all perseverance and
supplication for all saints;
靠著聖靈，隨時多方禱告祈求，並要在此儆醒不倦，為眾聖徒祈求，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她)求告祈禱 並且 從屬(她)自卑乞求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祈禱求告了的 在內 在對(他)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場合時節 在內 在對(它)靈/風， 並且

向內進入 到於(它)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警醒不眠了的 在內 在對(她)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她)在前面向著堅強持恆

並且 在對(她)自卑乞求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聖的，
[經文變異RT]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她)求告祈禱 並且 從屬(她)自卑乞求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祈禱求告了的 在內 在對(他)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場合時節 在內 在對(它)靈/風， 並且

向內進入 到於(它)同一者 到於(它)那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警醒不眠了的 在內 在對(她)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她)在前面向著堅強持恆 並且 在對(她)自卑乞求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聖的，

弗 6:19 kai. ùpe.r evmou/( i[na moi doqh/| lo,goj evn avnoi,xei tou/ sto,mato,j mou( evn parrhsi,a| gnwri,sai to. musth,rion
tou/ euvaggeli,ou(
And for me, that utterance may be given unto me, that I may open my mouth boldly, to make known the mystery
of the gospel,
也為我祈求，使我得著口才，能以放膽，開口講明福音的奧秘，

並且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我"， 為要 在對我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給與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在內

在對(她)向上開啟打開 從屬(它)那 從屬(它)口/嘴 從屬我 在內 在對(她)放膽公開直言 那時(也是)要去使成認識知道

到於(它)那 到於(它)奧祕 從屬(它)那 從屬(它)福音佳訊，
[經文變異RT]

並且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我"， 為要 在對我 他/她/它那時(也是)可以被給與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在內

在對(她)向上開啟打開 從屬(它)那 從屬(它)口/嘴 從屬我 在內 在對(她)放膽公開直言 那時(也是)要去使成認識知道

到於(它)那 到於(它)奧祕 從屬(它)那 從屬(它)福音佳訊，
[經文變異WH]

並且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我"， 為要 在對我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給與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在內

在對(她)向上開啟打開 從屬(它)那 從屬(它)口/嘴 從屬我 在內 在對(她)放膽公開直言 那時(也是)要去使成認識知道

到於(它)那 到於(它)奧祕 從屬(它)那 從屬(它)福音佳訊，

弗 6:20 ùpe.r ou- presbeu,w evn al̀u,sei( i[na evn auvtw/| parrhsia,swmai wj̀ dei/ me lalh/saiÅ
For which I am an ambassador in bonds: that therein I may speak boldly, as I ought to speak.
（我為這福音的奧秘，作了帶鎖鍊的使者）並使我照著當盡的本分，放膽講論。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它)這個 我現在持續作代表特使 在內 在對(她)鐐銬鎖鏈； 為要 在內 在對(它)同一者

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使有放膽公開直言， 正如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到於我

那時(也是)要去發言講說。

弗 6:21 {Ina de. eivdh/te kai. um̀ei/j ta. katV evme,( ti, pra,ssw( pa,nta gnwri,sei ùmi/n Tu,cikoj ò avgaphto.j avdelfo.j
kai. pisto.j dia,konoj evn kuri,w|(
But that ye also may know my affairs, and how I do, Tychicus, a beloved brother and faithful minister in the Lord,
shall make known to you all things:
今有所親愛忠心事奉主的兄弟推基古，他要把我的事情並我的景況如何，全告訴你們叫你們知道。

為要 然而也 你們現在應該已經看見察覺 並且 你們 到於(它們)那些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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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我現在持續實施行使，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使成認識知道 在對你們

(他)推基古 (他)那 (他)蒙愛的 (他)弟兄 並且 (他)誠且信的 (他)僕工執事 在內 在對(他)主人；
[經文變異RT]

為要 然而也 你們現在應該已經看見察覺 並且 你們 到於(它們)那些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我"，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我現在持續實施行使，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你們 他/她/它將要(持續)使成認識知道

(他)推基古 (他)那 (他)蒙愛的 (他)弟兄 並且 (他)誠且信的 (他)僕工執事 在內 在對(他)主人；

弗 6:22 o]n e;pemya pro.j ùma/j eivj auvto. tou/to( i[na gnw/te ta. peri. hm̀w/n kai. parakale,sh| ta.j kardi,aj ùmw/nÅ
Whom I have sent unto you for the same purpose, that ye might know our affairs, and that he might comfort your
hearts.
我特意打發他到你們那裏去，好叫你們知道我們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們的心。

到於(他)這個 我那時(也是)差送打發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向內進入 到於(它)同一者 到於(它)那同一者，

為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認識知道 到於(它們)那些 <在周圍>關於 從屬我們，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勸勉請求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內心 從屬你們。

弗 6:23 Eivrh,nh toi/j avdelfoi/j kai. avga,ph meta. pi,stewj avpo. qeou/ patro.j kai. kuri,ou VIhsou/ Cristou/Å
Peace be to the brethren, and love with faith, from God the Father and the Lord Jesus Christ.
願平安，仁愛，信心，從父神和主耶穌基督，歸與弟兄們。

(她)和平安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弟兄 並且 (她)愛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信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神

從屬(他)父親 並且 從屬(他)主人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弗 6:24 h` ca,rij meta. pa,ntwn tw/n avgapw,ntwn to.n ku,rion h̀mw/n VIhsou/n Cristo.n evn avfqarsi,a|Å
Grace be with all them that love our Lord Jesus Christ in sincerity. Amen.
並願所有誠心愛我們主耶穌基督的人，都蒙恩惠。

(她)那 (她)恩典惠意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愛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主人 從屬我們 到於(他)耶穌 到於(他)基督 在內 在對(她)不會朽敗朽壞。
[經文變異RT]

(她)那 (她)恩典惠意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愛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主人 從屬我們 到於(他)耶穌 到於(他)基督 在內 在對(她)不會朽敗朽壞。 阿們。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以弗所人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刻寫記載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羅馬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推基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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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立比書 // Philippians

腓 1:1 Pau/loj kai. Timo,qeoj dou/loi Cristou/ VIhsou/ pa/sin toi/j ag̀i,oij evn Cristw/| VIhsou/ toi/j ou=sin evn
Fili,ppoij su.n evpisko,poij kai. diako,noij(
Paul and Timotheus, the servants of Jesus Christ, to all the saints in Christ Jesus which are at Philippi, with the
bishops and deacons:
基督耶穌的僕人保羅，和提摩太，寫信給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穌裏的眾聖徒，和諸位監督，諸位執事；

(他)保羅 並且 (他)提摩太， (他們)奴僕 從屬(他)基督 從屬(他)耶穌， 在對(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聖的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在對(他)耶穌，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是了的 在內

在對(他們)腓立比， 共同一起 在對(他們)監督 並且 在對(他們)僕工執事：
[經文變異RT]

(他)保羅 並且 (他)提摩太， (他們)奴僕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在對(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聖的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在對(他)耶穌，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是了的 在內

在對(他們)腓立比， 共同一起 在對(他們)監督 並且 在對(他們)僕工執事：

腓 1:2 ca,rij ùmi/n kai. eivrh,nh avpo. qeou/ patro.j h̀mw/n kai. kuri,ou VIhsou/ Cristou/Å
Grace be unto you, and peace, from God our Father, and from the Lord Jesus Christ.
願恩惠平安，從神我們的父，並主耶穌基督，歸與你們。

(她)恩典惠意 在對你們 並且 (她)和平安寧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神 從屬(他)父親 從屬我們 並且 從屬(他)主人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腓 1:3 Euvcaristw/ tw/| qew/| mou evpi. pa,sh| th/| mnei,a| ùmw/n
I thank my God upon every remembrance of you,
我每逢想念你們，就感謝我的神；

我現在持續感謝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從屬我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憶想思念

從屬你們，

腓 1:4 pa,ntote evn pa,sh| deh,sei mou up̀e.r pa,ntwn ùmw/n( meta. cara/j th.n de,hsin poiou,menoj(
Always in every prayer of mine for you all making request with joy,
（每逢為你們眾人祈求的時候，常是歡歡喜喜的祈求）

總是地 在內 在對(她)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她)自卑乞求 從屬我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你們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歡喜快樂 到於(她)那 到於(她)自卑乞求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行出作成了的，

腓 1:5 evpi. th/| koinwni,a| ùmw/n eivj to. euvagge,lion avpo. th/j prw,thj hm̀e,raj a;cri tou/ nu/n(
For your fellowship in the gospel from the first day until now;
因為從頭一天直到如今，你們是同心合意的興旺福音。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那 在對(她)共通合享 從屬你們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福音佳訊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首先的 從屬(她)日子/白日 直至達到 從屬(他)那 現在此時地；
[經文變異RT]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那 在對(她)共通合享 從屬你們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福音佳訊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首先的 從屬(她)日子/白日 直至達到 從屬(他)那 現在此時地；

腓 1:6 pepoiqw.j auvto. tou/to( o[ti ò evnarxa,menoj evn ùmi/n e;rgon avgaqo.n evpitele,sei a;cri h̀me,raj Cristou/ VIhsou/\
Being confident of this very thing, that he which hath begun a good work in you will perform it until the day of
Jesus Christ:
我深信那在你們心裏動了善工的，必成全這工，直到耶穌基督的日子；

(他)現在已經勸信說服了的 到於(它)同一者 到於(它)那同一者， 是這樣 (他)那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在內起始為首了的

在內 在對你們 到於(它)工作 到於(它)良善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在上面完成 直至達到 從屬(她)日子/白日

從屬(他)基督 從屬(他)耶穌；
[經文變異RT][經文變異WH]

(他)現在已經勸信說服了的 到於(它)同一者 到於(它)那同一者， 是這樣 (他)那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在內起始為首了的

在內 在對你們 到於(它)工作 到於(它)良善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在上面完成 直至達到 從屬(她)日子/白日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腓 1:7 kaqw,j evstin di,kaion evmoi. tou/to fronei/n ùpe.r pa,ntwn ùmw/n dia. to. e;cein me evn th/| kardi,a| um̀a/j( e;n te
toi/j desmoi/j mou kai. evn th/| avpologi,a| kai. bebaiw,sei tou/ euvaggeli,ou sugkoinwnou,j mou th/j ca,ritoj pa,ntaj
um̀a/j o;ntajÅ
Even as it is meet for me to think this of you all, because I have you in my heart; inasmuch as both in my bonds,
and in the defence and confirmation of the gospel, ye all are partakers of my gr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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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為你們眾人有這樣的意念，原是應當的；因你們常在我心裏，無論我是在捆鎖之中，是辯明證實福音的時候，

你們都與我一同得恩。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具公平正義的 在對"我" 到於(它)那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感受體察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你們，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 現要去持續持有

到於我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內心 到於你們， 在內 並/又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捆鎖 從屬我 並且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申訴答辯 並且 在對(她)促使成穩固踏實 從屬(它)那 從屬(它)福音佳訊，

到於(他們)共同合夥共享之人 從屬我 從屬(她)那 從屬(她)恩典惠意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你們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是了的。
[經文變異RT]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具公平正義的 在對"我" 到於(它)那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感受體察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你們，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 現要去持續持有

到於我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內心 到於你們， 在內 並/又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捆鎖 從屬我 並且

在對(她)那 在對(她)申訴答辯 並且 在對(她)促使成穩固踏實 從屬(它)那 從屬(它)福音佳訊，

到於(他們)共同合夥共享之人 從屬我 從屬(她)那 從屬(她)恩典惠意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你們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是了的。

腓 1:8 ma,rtuj ga,r mou ò qeo,j ẁj evpipoqw/ pa,ntaj ùma/j evn spla,gcnoij Cristou/ VIhsou/Å
For God is my record, how greatly I long after you all in the bowels of Jesus Christ.
我體會基督耶穌的心腸，切切的想念你們眾人；這是神可以給我作見證的。

(他)見證人 因為 從屬我 (他)那 (他)神， 正如地 我現在持續在上面渴望想念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你們

在內 在對(它們)腸腑內臟/憐慈心腸 從屬(他)基督 從屬(他)耶穌。
[經文變異RT]

(他)見證人 因為 從屬我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神， 正如地 我現在持續在上面渴望想念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你們 在內 在對(它們)腸腑內臟/憐慈心腸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腓 1:9 kai. tou/to proseu,comai( i[na h̀ avga,ph ùmw/n e;ti ma/llon kai. ma/llon perisseu,h| evn evpignw,sei kai. pa,sh|
aivsqh,sei
And this I pray, that your love may abound yet more and more in knowledge and in all judgment;
我所禱告的，就是要你們的愛心，在知識和各樣見識上，多而又多；

並且 到於(它)那同一者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祈禱求告， 為要 (她)那 (她)愛 從屬你們 依然仍舊地 更特別尤其地

並且 更特別尤其地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成格外多 在內 在對(她)清楚認識知道 並且 在對(她)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她)知覺領會，

腓 1:10 eivj to. dokima,zein ùma/j ta. diafe,ronta( i[na h=te eivlikrinei/j kai. avpro,skopoi eivj hm̀e,ran Cristou/(
That ye may approve things that are excellent; that ye may be sincere and without offence till the day of Christ;
使你們能分別是非，〔或作喜愛那美好的事〕作誠實無過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現要去持續查驗證實 到於你們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現正持續攜負經過/獨特超群了的；

為要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是 (他們)清純誠真的 並且 (他們)無害無過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日子/白日 從屬(他)基督，

腓 1:11 peplhrwme,noi karpo.n dikaiosu,nhj to.n dia. VIhsou/ Cristou/ eivj do,xan kai. e;painon qeou/Å
Being filled with the fruits of righteousness, which are by Jesus Christ, unto the glory and praise of God.
並靠著耶穌基督結滿了仁義的果子，叫榮耀稱讚歸與神。

(他們)現在已經被促使成充滿添足了的 到於(他)果實 從屬(她)至義 到於(他)那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向內進入 到於(她)榮耀 並且 到於(他)稱揚嘉許 從屬(他)神。
[經文變異RT]

(他們)現在已經被促使成充滿添足了的 從屬(他們)果實 從屬(她)至義 從屬(他們)那些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向內進入 到於(她)榮耀 並且 到於(他)稱揚嘉許 從屬(他)神。

腓 1:12 Ginw,skein de. um̀a/j bou,lomai( avdelfoi,( o[ti ta. katV evme. ma/llon eivj prokoph.n tou/ euvaggeli,ou evlh,luqen(
But I would ye should understand, brethren, that the things which happened unto me have fallen out rather unto
the furtherance of the gospel;
弟兄們，我願意你們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興旺；

現要去持續認識知道 然而也 到於你們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諮商決意， 阿,(他們)弟兄， 是這樣 (它們)那些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我" 更特別尤其地 向內進入 到於(她)推前進步 從屬(它)那 從屬(它)福音佳訊

他/她/它現在已經到來前往；

腓 1:13 w[ste tou.j desmou,j mou fanerou.j evn Cristw/| gene,sqai evn o[lw| tw/| praitwri,w| kai. toi/j loipoi/j pa,sin(
So that my bonds in Christ are manifest in all the palace, and in all other places;
以致我受的捆鎖，在御營全軍，和其餘的人中，已經顯明是為基督的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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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致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捆鎖 從屬我 到於(他們)促為照亮顯明的 在內 在對(他)基督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內 在對(它)整個全部的 在對(它)那 在對(它)行營官署 並且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其餘的 在對(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腓 1:14 kai. tou.j plei,onaj tw/n avdelfw/n evn kuri,w| pepoiqo,taj toi/j desmoi/j mou perissote,rwj tolma/n avfo,bwj
to.n lo,gon lalei/nÅ
And many of the brethren in the Lord, waxing confident by my bonds, are much more bold to speak the word
without fear.
並且那在主裏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鎖，就篤信不疑，越發放膽傳神的道，無所懼怕。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更多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弟兄 在內 在對(他)主人

到於(他們)現在已經勸信說服了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捆鎖 從屬我 更格外多地 現要去持續斗膽冒險

沒有畏懼害怕地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現要去持續發言講說。
[經文變異WH]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更多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弟兄 在內 在對(他)主人

到於(他們)現在已經勸信說服了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捆鎖 從屬我 更格外多地 現要去持續斗膽冒險

沒有畏懼害怕地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現要去持續發言講說。

腓 1:15 Tine.j me.n kai. dia. fqo,non kai. e;rin( tine.j de. kai. diV euvdoki,an to.n Cristo.n khru,ssousin\
Some indeed preach Christ even of envy and strife; and some also of good will:
有的傳基督，是出於嫉妒分爭；也有的是出於好意；

(他們)任何什麼 的確 並且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他)惡意嫉妒 並且 到於(她)爭執競爭， (他們)任何什麼

然而也 並且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她)認可歡愉 到於(他)那 到於(他)基督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傳達宣講；

腓 1:16 oi` me.n evx avga,phj( eivdo,tej o[ti eivj avpologi,an tou/ euvaggeli,ou kei/mai(
The one preach Christ of contention, not sincerely, supposing to add affliction to my bonds:
這一等，是出於愛心，知道我是為辯明福音設立的；

(他們)那些 的確 向外出來 從屬(她)愛， (他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了的 是這樣 向內進入 到於(她)申訴答辯

從屬(它)那 從屬(它)福音佳訊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安置；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些 的確 向外出來 從屬(她)分門結黨 到於(他)那 到於(他)基督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發佈傳揚， 不是/不

聖潔地，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推想以為了的 到於(她)壓迫患難 現要去持續負載攜帶在上面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捆鎖 從屬我；

腓 1:17 oi` de. evx evriqei,aj to.n Cristo.n katagge,llousin( ouvc àgnw/j( oivo,menoi qli/yin evgei,rein toi/j desmoi/j mouÅ
But the other of love, knowing that I am set for the defence of the gospel.
那一等傳基督，是出於結黨，並不誠實，意思要加增我捆鎖的苦楚。

(他們)那些 然而也 向外出來 從屬(她)分門結黨 到於(他)那 到於(他)基督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發佈傳揚， 不是/不

聖潔地，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推想以為了的 到於(她)壓迫患難 現要去持續喚醒起來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捆鎖 從屬我。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些 然而也 向外出來 從屬(她)愛， (他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了的 是這樣 向內進入 到於(她)申訴答辯

從屬(它)那 從屬(它)福音佳訊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安置。

腓 1:18 ti, ga,rÈ plh.n o[ti panti. tro,pw|( ei;te profa,sei ei;te avlhqei,a|( Cristo.j katagge,lletai( kai. evn tou,tw|
cai,rwÅ avlla. kai. carh,somai(
What then? notwithstanding, every way, whether in pretence, or in truth, Christ is preached; and I therein do
rejoice, yea, and will rejoice.
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無論怎樣，基督究竟被傳開了；為此我就歡喜，並且還要歡喜。

(它)任何什麼呢 因為？ 超出之外地 是這樣 在對(他)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運轉模式， 無論若是

在對(她)外表做作， 無論若是 在對(她)真情實理， (他)基督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發佈傳揚； 並且 在內

在對(它)那同一者 我現在持續歡喜安樂， 但乃是 並且 我將要(持續)被歡喜安樂註1；

註1：“我將要(持續)被歡喜安樂”文法上亦可以為“我將要(持續)讓自己歡喜安樂”。

[經文變異RT]

(它)任何什麼呢 因為？ 超出之外地 在對(他)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運轉模式， 無論若是 在對(她)外表做作，

無論若是 在對(她)真情實理， (他)基督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發佈傳揚； 並且 在內 在對(它)那同一者

我現在持續歡喜安樂， 但乃是 並且 我將要(持續)被歡喜安樂；

腓 1:19 oi=da ga.r o[ti tou/to, moi avpobh,setai eivj swthri,an dia. th/j ùmw/n deh,sewj kai. evpicorhgi,aj tou/
pneu,matoj VIhsou/ Crist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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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I know that this shall turn to my salvation through your prayer, and the supply of the Spirit of Jesus Christ,
因為我知道這事藉著你們的祈禱，和耶穌基督之靈的幫助，終必叫我得救；

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因為 是這樣 (它)那同一者 在對我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從那裏行走移步離開 向內進入

到於(她)拯救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你們 從屬(她)自卑乞求 並且 從屬(她)補給供應 從屬(它)那

從屬(它)靈/風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腓 1:20 kata. th.n avpokaradoki,an kai. evlpi,da mou( o[ti evn ouvdeni. aivscunqh,somai avllV evn pa,sh| parrhsi,a| ẁj
pa,ntote kai. nu/n megalunqh,setai Cristo.j evn tw/| sw,mati, mou( ei;te dia. zwh/j ei;te dia. qana,touÅ
According to my earnest expectation and my hope, that in nothing I shall be ashamed, but that with all boldness,
as always, so now also Christ shall be magnified in my body, whether it be by life, or by death.
照著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沒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膽；無論是生，是死，總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顯大。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那 到於(她)切切想望 並且 到於(她)期盼指望 從屬我， 是這樣 在內

在對(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我將要(持續)被挑起羞辱感， 但乃是 在內 在對(她)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她)放膽公開直言， 正如地 總是地， 並且 現在此時地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看重加大 (他)基督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身體 從屬我， 無論若是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生命， 無論若是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死。

腓 1:21 evmoi. ga.r to. zh/n Cristo.j kai. to. avpoqanei/n ke,rdojÅ
For to me to live is Christ, and to die is gain.
因我活著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處。

在對"我" 因為 (它)那 現要去持續活， (他)基督； 並且 (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死去， (它)利潤收益。

腓 1:22 eiv de. to. zh/n evn sarki,( tou/to, moi karpo.j e;rgou( kai. ti, aìrh,somai ouv gnwri,zwÅ
But if I live in the flesh, this is the fruit of my labour: yet what I shall choose I wot not.
但我在肉身活著，若成就我工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該挑選甚麼。

若是 然而也 (它)那 現要去持續活 在內 在對(她)肉體， (它)那同一者 在對我 (他)果實 從屬(它)工作， 並且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我將要(持續)讓自己選取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使成認識知道。
[不同標點]

若是 然而也 (它)那 現要去持續活 在內 在對(她)肉體， (它)那同一者 在對我 (他)果實 從屬(它)工作； 並且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我將要(持續)讓自己選取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使成認識知道。

腓 1:23 sune,comai de. evk tw/n du,o( th.n evpiqumi,an e;cwn eivj to. avnalu/sai kai. su.n Cristw/| ei=nai( pollw/| Îga.rÐ
ma/llon krei/sson\
For I am in a strait betwixt two, having a desire to depart, and to be with Christ; which is far better:
我正在兩難之間，情願離世與基督同在；因為這是好得無比的；

我現在持續被握緊擠壓 然而也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二個/兩個， 到於(她)那 到於(她)渴想慕戀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鬆脫開 並且 共同一起 在對(他)基督 現要去持續是；

在對(它)許多的 因為 更特別尤其地 (它)更優秀的；
[經文變異RT]

我現在持續被握緊擠壓 因為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二個/兩個， 到於(她)那 到於(她)渴想慕戀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鬆脫開 並且 共同一起 在對(他)基督 現要去持續是；

在對(它)許多的 更特別尤其地 (它)更優秀的；

腓 1:24 to. de. evpime,nein ÎevnÐ th/| sarki. avnagkaio,teron diV ùma/jÅ
Nevertheless to abide in the flesh is more needful for you.
然而我在肉身活著，為你們更是要緊的。

(它)那 然而也 現要去持續在上面停留持守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肉體， (它)更具迫切需要的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你們。
[經文變異WH]

(它)那 然而也 現要去持續在上面停留持守 在對(她)那 在對(她)肉體， (它)更具迫切需要的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你們。

腓 1:25 kai. tou/to pepoiqw.j oi=da o[ti menw/ kai. paramenw/ pa/sin ùmi/n eivj th.n ùmw/n prokoph.n kai. cara.n th/j
pi,stewj(
And having this confidence, I know that I shall abide and continue with you all for your furtherance and joy of
faith;
我既然這樣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間，且與你們眾人同住，使你們在所信的道上，又長進又喜樂；

並且 到於(它)那同一者 (他)現在已經勸信說服了的 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我將要(持續)停留持守 並且

我將要(持續)停留持守在旁邊 在對(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你們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從屬你們 到於(她)推前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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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 到於(她)歡喜快樂 從屬(她)那 從屬(她)信；
[經文變異RT]

並且 到於(它)那同一者 (他)現在已經勸信說服了的 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我將要(持續)停留持守 並且

我將要(持續)共同停留持守在旁邊 在對(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你們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從屬你們

到於(她)推前進步 並且 到於(她)歡喜快樂 從屬(她)那 從屬(她)信；

腓 1:26 i[na to. kau,chma ùmw/n perisseu,h| evn Cristw/| VIhsou/ evn evmoi. dia. th/j evmh/j parousi,aj pa,lin pro.j ùma/jÅ
That your rejoicing may be more abundant in Jesus Christ for me by my coming to you again.
叫你們在基督耶穌裏的歡樂，因我再到你們那裏去，就越發加增。

為要 (它)那 (它)所誇耀 從屬你們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成格外多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在對(他)耶穌 在內 在對"我"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我之物 從屬(她)臨近 重新又再地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腓 1:27 Mo,non avxi,wj tou/ euvaggeli,ou tou/ Cristou/ politeu,esqe( i[na ei;te evlqw.n kai. ivdw.n ùma/j ei;te avpw.n
avkou,w ta. peri. ùmw/n( o[ti sth,kete evn eǹi. pneu,mati( mia/| yuch/| sunaqlou/ntej th/| pi,stei tou/ euvaggeli,ou
Only let your conversation be as it becometh the gospel of Christ: that whether I come and see you, or else be
absent, I may hear of your affairs, that ye stand fast in one spirit, with one mind striving together for the faith of
the gospel;
只要你們行事為人與基督的福音相稱；叫我或來見你們，或不在你們那裏，可以聽見你們的景況，知道你們同有

一個心志，站立得穩，為所信的福音齊心努力；

僅有單獨地 相配值得地 從屬(它)那 從屬(它)福音佳訊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行公民職權； 為要 無論若是 (他)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並且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到於你們， 無論若是 (他)現正持續是是離開不在了的， 我現在應該持續聲聞耳聽

到於(它們)那些 <在周圍>關於 從屬你們， 是這樣 你們現在持續站立不動 在內 在對(它)一個 在對(它)靈/風，

在對(她)一個/第一 在對(她)生魂意念 (他們)現正持續齊心同勞了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信 從屬(它)那

從屬(它)福音佳訊，
[經文變異RT]

僅有單獨地 相配值得地 從屬(它)那 從屬(它)福音佳訊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行公民職權； 為要 無論若是 (他)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並且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到於你們， 無論若是 (他)現正持續是是離開不在了的， 我那時(也是)應該聲聞耳聽

到於(它們)那些 <在周圍>關於 從屬你們， 是這樣 你們現在持續站立不動 在內 在對(它)一個 在對(它)靈/風，

在對(她)一個/第一 在對(她)生魂意念 (他們)現正持續齊心同勞了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信 從屬(它)那

從屬(它)福音佳訊，

腓 1:28 kai. mh. pturo,menoi evn mhdeni. up̀o. tw/n avntikeime,nwn( h[tij evsti.n auvtoi/j e;ndeixij avpwlei,aj( ùmw/n de.
swthri,aj( kai. tou/to avpo. qeou/\
And in nothing terrified by your adversaries: which is to them an evident token of perdition, but to you of
salvation, and that of God.
凡事不怕敵人的驚嚇；這是證明他們沉淪，你們得救，都是出於神。

並且 不會/不要 (他們)現正持續被使驚嚇恐嚇了的 在內 在對(它)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對峙相敵了的； (她)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對(他們)同一者

(她)在內顯示展現 從屬(她)毀壞失喪， 從屬你們 然而也 從屬(她)拯救， 並且 (它)那同一者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神；
[經文變異RT]

並且 不會/不要 (他們)現正持續被使驚嚇恐嚇了的 在內 在對(它)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對峙相敵了的； (她)這個任何什麼 在對(他們)同一者 的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在內顯示展現 從屬(她)毀壞失喪， 在對你們 然而也 從屬(她)拯救， 並且 (它)那同一者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神；

腓 1:29 o[ti ùmi/n evcari,sqh to. ùpe.r Cristou/( ouv mo,non to. eivj auvto.n pisteu,ein avlla. kai. to. ùpe.r auvtou/
pa,scein(
For unto you it is given in the behalf of Christ, not only to believe on him, but also to suffer for his sake;
因為你們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並要為他受苦。

是這樣 在對你們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恩待 (它)那註1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他)基督， 不是/不 僅有單獨地

(它)那註1 向內進入 到於(他)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置信信託， 但乃是 並且 (它)那註1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他)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經歷承受；

註1：“(它)那”文法上亦可以為“到於(它)那”。

腓 1:30 to.n auvto.n avgw/na e;contej( oi-on ei;dete evn evmoi. kai. nu/n avkou,ete evn evmoi,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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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ing the same conflict which ye saw in me, and now hear to be in me.
你們的爭戰，就與你們在我身上從前所看見，現在所聽見的一樣。

到於(他)那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他)比賽爭競 (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他)如此這樣 你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在內 在對"我"， 並且 現在此時地 你們現在持續聲聞耳聽 在內 在對"我"。

腓 2:1 Ei; tij ou=n para,klhsij evn Cristw/|( ei; ti paramu,qion avga,phj( ei; tij koinwni,a pneu,matoj( ei; tij
spla,gcna kai. oivktirmoi,(
If there be therefore any consolation in Christ, if any comfort of love, if any fellowship of the Spirit, if any bowels
and mercies,
所以在基督裏若有甚麼勸勉，愛心有甚麼安慰，聖靈有甚麼交通，心中有甚麼慈悲憐憫，

若是 (她)任何什麼 這樣 (她)勸勉請求 在內 在對(他)基督， 若是 (它)任何什麼 (它)撫慰安撫 從屬(她)愛， 若是

(她)任何什麼 (她)共通合享 從屬(它)靈/風， 若是 (他)任何什麼 (它們)腸腑內臟/憐慈心腸 並且 (他們)有同情憐恤，
[經文變異RT]

若是 (她)任何什麼 這樣 (她)勸勉請求 在內 在對(他)基督， 若是 (它)任何什麼 (它)撫慰安撫 從屬(她)愛， 若是

(她)任何什麼 (她)共通合享 從屬(它)靈/風， 若是 (它們)任何什麼 (它們)腸腑內臟/憐慈心腸 並且

(他們)有同情憐恤，

腓 2:2 plhrw,sate, mou th.n cara.n i[na to. auvto. fronh/te( th.n auvth.n avga,phn e;contej( su,myucoi( to. e]n
fronou/ntej(
Fulfil ye my joy, that ye be likeminded, having the same love, being of one accord, of one mind.
你們就要意念相同，愛心相同，有一樣的心思，有一樣的意念，使我的喜樂可以滿足。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促使成充滿添足 從屬我 到於(她)那 到於(她)歡喜快樂， 為要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同一者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感受體察， 到於(她)那 到於(她)同一者 到於(她)愛 (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他們)共同生魂意念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一個 (他們)現正持續感受體察了的，

腓 2:3 mhde.n katV evriqei,an mhde. kata. kenodoxi,an avlla. th/| tapeinofrosu,nh| avllh,louj h̀gou,menoi ùpere,contaj
eàutw/n(
Let nothing be done through strife or vainglory; but in lowliness of mind let each esteem other better than
themselves.
凡事不可結黨，不可貪圖虛浮的榮耀；只要存心謙卑，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

到於(它)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分門結黨， 然而也不要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虛榮自傲， 但乃是 在對(她)那 在對(她)全然謙卑 到於(他們)彼此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帶領引導了的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優勝超越了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自己；
[經文變異RT]

到於(它)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分門結黨 甚或/或而 到於(她)虛榮自傲， 但乃是 在對(她)那

在對(她)全然謙卑 到於(他們)彼此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帶領引導了的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優勝超越了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自己；

腓 2:4 mh. ta. eàutw/n e[kastoj skopou/ntej avlla. Îkai.Ð ta. et̀e,rwn e[kastoiÅ
Look not every man on his own things, but every man also on the things of others.
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

不會/不要 到於(它們)那些 從屬(他們)同一者自己 (他)各個的 (他們)現正持續行眺望偵察了的， 但乃是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從屬(他們)相異不同的 (他們)各個的。
[經文變異RT]

不會/不要 到於(它們)那些 從屬(他們)同一者自己 (他)各個的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行眺望偵察， 但乃是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從屬(他們)相異不同的 (他)各個的。
[經文變異WH]

不會/不要 到於(它們)那些 從屬(他們)同一者自己 (他們)各個的 (他們)現正持續行眺望偵察了的， 但乃是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從屬(他們)相異不同的 (他們)各個的。

腓 2:5 tou/to fronei/te evn ùmi/n o] kai. evn Cristw/| VIhsou/(
Let this mind be in you, which was also in Christ Jesus:
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到於(它)那同一者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感受體察 在內 在對你們， (它)這個 並且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在對(他)耶穌；
[經文變異RT]

到於(它)那同一者 因為 你現在就要持續被感受體察 在內 在對你們， (它)這個 並且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在對(他)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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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 2:6 o]j evn morfh/| qeou/ ùpa,rcwn ouvc ar̀pagmo.n hg̀h,sato to. ei=nai i;sa qew/|(
Who, being in the form of God, thought it not robbery to be equal with God:
他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

(他)這個 在內 在對(她)形貌特質 從屬(他)神 (他)現正持續源屬具有了的 不是/不 到於(他)強取劫奪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帶領引導 到於(它)那 現要去持續是 到於(它們)相似等同的 在對(他)神，

腓 2:7 avlla. eàuto.n evke,nwsen morfh.n dou,lou labw,n( evn òmoiw,mati avnqrw,pwn geno,menoj\
But made himself of no reputation, and took upon him the form of a servant, and was made in the likeness of
men:
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式；

但乃是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他/她/它那時(也是)促使成虛空無有， 到於(她)形貌特質 從屬(他)奴僕

(他)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在內 在對(它)形式類同 從屬(他們)人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不同標點]

但乃是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他/她/它那時(也是)促使成虛空無有， 到於(她)形貌特質 從屬(他)奴僕

(他)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在內 在對(它)形式類同 從屬(他們)人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腓 2:8 kai. sch,mati eùreqei.j wj̀ a;nqrwpoj evtapei,nwsen eàuto.n geno,menoj ùph,kooj me,cri qana,tou( qana,tou de.
staurou/Å
And being found in fashion as a man, he humbled himself, and became obedient unto death, even the death of
the cross.
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並且 在對(它)風格樣式 (他)那時(也是)被找到尋見了的 正如地 (他)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促使成低微降卑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他)留心聽從的 一直達到 從屬(他)死， 從屬(他)死 然而也

從屬(他)十字架。
[不同標點]

並且 在對(它)風格樣式 (他)那時(也是)被找到尋見了的 正如地 (他)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促使成低微降卑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他)留心聽從的 一直達到 從屬(他)死， 從屬(他)死 然而也

從屬(他)十字架。

腓 2:9 dio. kai. ò qeo.j auvto.n ùperu,ywsen kai. evcari,sato auvtw/| to. o;noma to. ùpe.r pa/n o;noma(
Wherefore God also hath highly exalted him, and given him a name which is above every name:
所以神將他升為至高，又賜給他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

為這個緣故 並且 (他)那 (他)神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極其地升高，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恩待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名字 到於(它)那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高超 到於(它)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名字；
[經文變異RT]

為這個緣故 並且 (他)那 (他)神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極其地升高，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恩待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它)名字 到於(它)那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高超 到於(它)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名字；

腓 2:10 i[na evn tw/| ovno,mati VIhsou/ pa/n go,nu ka,myh| evpourani,wn kai. evpigei,wn kai. katacqoni,wn
That at the name of Jesus every knee should bow, of things in heaven, and things in earth, and things under the
earth;
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穌的名，無不屈膝，

為要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名字 從屬(他)耶穌 (它)所有每一個的 (它)膝蓋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折彎

從屬(他們)在天上的 並且 從屬(他們)在地上的 並且 從屬(他們)在地下的；

腓 2:11 kai. pa/sa glw/ssa evxomologh,shtai o[ti ku,rioj VIhsou/j Cristo.j eivj do,xan qeou/ patro,jÅ
And that every tongue should confess that Jesus Christ is Lord, to the glory of God the Father.
無不口稱耶穌基督為主，使榮耀歸與父神。

並且 (她)所有每一個的 (她)舌頭/語言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公開完全同意承認 是這樣 (他)主人 (他)耶穌

(他)基督， 向內進入 到於(她)榮耀 從屬(他)神 從屬(他)父親。

腓 2:12 {Wste( avgaphtoi, mou( kaqw.j pa,ntote ùphkou,sate( mh. ẁj evn th/| parousi,a| mou mo,non avlla. nu/n pollw/|
ma/llon evn th/| avpousi,a| mou( meta. fo,bou kai. tro,mou th.n èautw/n swthri,an katerga,zesqe\
Wherefore, my beloved, as ye have always obeyed, not as in my presence only, but now much more in my
absence, work out your own salvation with fear and trembling.
這樣看來，我親愛的弟兄，你們既是常順服的，不但我在你們那裏，就是我如今不在你們那裏，更是順服的，就

當恐懼戰兢，作成你們得救的工夫；

以致， 阿,(他們)蒙愛的 從屬我， 按照正如地 總是地 你們那時(也是)留心聽從， 不會/不要 正如地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臨近 從屬我 僅有單獨地， 但乃是 現在此時地 在對(它)許多的 更特別尤其地 在內 在對(她)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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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她)缺席不在 從屬我，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畏懼害怕 並且 從屬(他)懼怕戰兢 到於(她)那

從屬(他們)同一者自己 到於(她)拯救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作工作完成；

腓 2:13 qeo.j ga,r evstin ò evnergw/n evn ùmi/n kai. to. qe,lein kai. to. evnergei/n ùpe.r th/j euvdoki,ajÅ
For it is God which worketh in you both to will and to do of his good pleasure.
因為你們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們心裏運行，為要成就他的美意。

(他)神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現正持續成有功效了的 在內 在對你們 並且 到於(它)那 現要去持續定意

並且 到於(它)那 現要去持續成有功效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她)那 從屬(她)認可歡愉。
[經文變異RT]

(他)那 (他)神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現正持續成有功效了的 在內 在對你們 並且 到於(它)那

現要去持續定意 並且 到於(它)那 現要去持續成有功效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她)那 從屬(她)認可歡愉。

腓 2:14 pa,nta poiei/te cwri.j goggusmw/n kai. dialogismw/n(
Do all things without murmurings and disputings:
凡所行的，都不要發怨言，起爭論，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行出作成 脫離開地 從屬(他們)發嘟噥嘀咕 並且 從屬(他們)思量議論；

腓 2:15 i[na ge,nhsqe a;memptoi kai. avke,raioi( te,kna qeou/ a;mwma me,son genea/j skolia/j kai. diestramme,nhj( evn oi-
j fai,nesqe ẁj fwsth/rej evn ko,smw|(
That ye may be blameless and harmless, the sons of God, without rebuke, in the midst of a crooked and
perverse nation, among whom ye shine as lights in the world;
使你們無可指摘，誠實無偽，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作神無瑕疵的兒女；你們顯在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

為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生發成為 (他們)無可指責歸咎的 並且 (他們)純淨不混雜的， (它們)孩子註1
從屬(他)神

(它們)沒有污點瑕疵的 到於(它)中間當中的 從屬(她)族類之世代 從屬(她)彎轉曲折的 並且

從屬(她)現在已經被翻轉扭曲了的， 在內 在對(他們)這些個 你們現在持續被促為照亮顯明 正如地 (他們)照明光體

在內 在對(他)美容妝束/世界，

註1：“(它們)孩子”文法上亦可以為“阿,(它們)孩子”。

[經文變異RT]

為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生發成為 (他們)無可指責歸咎的 並且 (他們)純淨不混雜的， (它們)孩子 從屬(他)神

(它們)無可挑污點瑕疵 在內 在對(它)中間當中的 從屬(她)族類之世代 從屬(她)彎轉曲折的 並且

從屬(她)現在已經被翻轉扭曲了的， 在內 在對(他們)這些個 你們現在持續被促為照亮顯明 正如地 (他們)照明光體

在內 在對(他)美容妝束/世界，

腓 2:16 lo,gon zwh/j evpe,contej( eivj kau,chma evmoi. eivj hm̀e,ran Cristou/( o[ti ouvk eivj keno.n e;dramon ouvde. eivj
keno.n evkopi,asaÅ
Holding forth the word of life; that I may rejoice in the day of Christ, that I have not run in vain, neither laboured
in vain.
將生命的道表明出來，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誇我沒有空跑，也沒有徒勞。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她)生命 (他們)現正持續關注留意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它)所誇耀 在對"我"

向內進入 到於(她)日子/白日 從屬(他)基督， 是這樣 不是/不 向內進入 到於(它)虛空無有的

我那時(也是)奔跑疾行， 然而也不是地 向內進入 到於(它)虛空無有的 我那時(也是)有勞碌疲累。

腓 2:17 avlla. eiv kai. spe,ndomai evpi. th/| qusi,a| kai. leitourgi,a| th/j pi,stewj ùmw/n( cai,rw kai. sugcai,rw pa/sin
um̀i/n\
Yea, and if I be offered upon the sacrifice and service of your faith, I joy, and rejoice with you all.
我以你們的信心為供獻的祭物；我若被澆奠在其上，也是喜樂；並且與你們眾人一同喜樂；

但乃是 若是 並且 我現在持續被澆為奠酒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那 在對(她)犧牲祭物 並且 在對(她)公職服務

從屬(她)那 從屬(她)信 從屬你們， 我現在持續歡喜安樂， 並且 我現在持續共同歡喜安樂 在對(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你們；

腓 2:18 to. de. auvto. kai. ùmei/j cai,rete kai. sugcai,rete, moiÅ
For the same cause also do ye joy, and rejoice with me.
你們也要照樣喜樂，並且與我一同喜樂。

到於(它)那 然而也 到於(它)同一者 並且 你們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歡喜安樂， 並且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共同歡喜安樂

在對我。

腓 2:19 VElpi,zw de. evn kuri,w| VIhsou/ Timo,qeon tace,wj pe,myai ùmi/n( i[na kavgw. euvyucw/ gnou.j ta. peri. ùmw/nÅ
But I trust in the Lord Jesus to send Timotheus shortly unto you, that I also may be of good comfort, when I
know your state.
我靠主耶穌指望快打發提摩太去見你們，叫我知道你們的事，心裏就得著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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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現在持續有期盼指望 然而也 在內 在對(他)主人 在對(他)耶穌 到於(他)提摩太 快快地 那時(也是)要去差送打發

在對你們， 為要 並且我 我現在應該持續成生魂意念愉快 (他)那時(也是)認識知道了的 到於(它們)那些 <在周圍>關於

從屬你們。

腓 2:20 ouvde,na ga.r e;cw ivso,yucon( o[stij gnhsi,wj ta. peri. ùmw/n merimnh,sei\
For I have no man likeminded, who will naturally care for your state.
因為我沒有別人與我同心，實在掛念你們的事。

到於(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因為 我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他)相似等同的生魂意念的， (他)這個任何什麼 嫡系正宗地

到於(它們)那些 <在周圍>關於 從屬你們 他/她/它將要(持續)有分心掛慮；

腓 2:21 oi` pa,ntej ga.r ta. eàutw/n zhtou/sin( ouv ta. VIhsou/ Cristou/Å
For all seek their own, not the things which are Jesus Christ's.
別人都求自己的事，並不求耶穌基督的事。

(他們)那些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因為 到於(它們)那些 從屬(他們)同一者自己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探索尋求， 不是/不

到於(它們)那些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些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因為 到於(它們)那些 從屬(他們)同一者自己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探索尋求， 不是/不

到於(它們)那些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從屬(他)耶穌。
[經文變異WH]

(他們)那些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因為 到於(它們)那些 從屬(他們)同一者自己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探索尋求， 不是/不

到於(它們)那些 從屬(他)基督 從屬(他)耶穌。

腓 2:22 th.n de. dokimh.n auvtou/ ginw,skete( o[ti wj̀ patri. te,knon su.n evmoi. evdou,leusen eivj to. euvagge,lionÅ
But ye know the proof of him, that, as a son with the father, he hath served with me in the gospel.
但你們知道提摩太的明證，他興旺福音與我同勞，待我像兒子待父親一樣。

到於(她)那 然而也 到於(她)驗證證實 從屬(他)同一者 你們現在持續認識知道， 是這樣 正如地 在對(他)父親

(它)孩子， 共同一起 在對"我" 他/她/它那時(也是)作奴僕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福音佳訊。

腓 2:23 tou/ton me.n ou=n evlpi,zw pe,myai ẁj a'n avfi,dw ta. peri. evme. evxauth/j\
Him therefore I hope to send presently, so soon as I shall see how it will go with me.
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樣了結，就盼望立刻打發他去；

到於(他)那同一者 的確 這樣 我現在持續有期盼指望 那時(也是)要去差送打發 正如地 但凡

我那時(也是)應該從那裏看見清楚 到於(它們)那些 <在周圍>在周圍 到於"我" 立時地；
[經文變異RT]

到於(他)那同一者 的確 這樣 我現在持續有期盼指望 那時(也是)要去差送打發 正如地 但凡

我那時(也是)應該從那裏看見察覺 到於(它們)那些 <在周圍>在周圍 到於"我" 立時地；

腓 2:24 pe,poiqa de. evn kuri,w| o[ti kai. auvto.j tace,wj evleu,somaiÅ
But I trust in the Lord that I also myself shall come shortly.
但我靠著主自信我也必快去。

我現在已經勸信說服 然而也 在內 在對(他)主人， 是這樣 並且 (他)同一者 快快地 我將要(持續)讓自己到來前往。

腓 2:25 VAnagkai/on de. hg̀hsa,mhn VEpafro,diton to.n avdelfo.n kai. sunergo.n kai. sustratiw,thn mou( ùmw/n de.
avpo,stolon kai. leitourgo.n th/j crei,aj mou( pe,myai pro.j um̀a/j(
Yet I supposed it necessary to send to you Epaphroditus, my brother, and companion in labour, and
fellowsoldier, but your messenger, and he that ministered to my wants.
然而我想必須打發以巴弗提到你們那裏去；他是我的兄弟，與我一同作工，一同當兵，是你們所差遣的，也是供

給我需用的。

(它)具迫切需要的註1 然而也 我那時(也是)讓自己帶領引導 到於(他)以巴弗提 到於(他)那 到於(他)弟兄 並且

到於(他)共同作工的 並且 到於(他)一同當兵者 從屬我， 從屬你們 然而也 到於(他)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並且

到於(他)公僕 從屬(她)那 從屬(她)需用 從屬我， 那時(也是)要去差送打發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註1：“(它)具迫切需要的”文法上亦可以為“到於(它)具迫切需要的”。

腓 2:26 evpeidh. evpipoqw/n h=n pa,ntaj ùma/j kai. avdhmonw/n( dio,ti hvkou,sate o[ti hvsqe,nhsenÅ
For he longed after you all, and was full of heaviness, because that ye had heard that he had been sick.
他很想念你們眾人，並且極其難過，因為你們聽見他病了；

在其上已然如此 (他)現正持續在上面渴望想念了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你們 並且

(他)現正持續成難過悲痛了的， 為是這樣之緣故 你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是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成軟弱無力。
[經文變異WH]

在其上已然如此 (他)現正持續在上面渴望想念了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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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也是)要去看見察覺 並且 (他)現正持續成難過悲痛了的， 為是這樣之緣故 你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是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成軟弱無力。

腓 2:27 kai. ga.r hvsqe,nhsen paraplh,sion qana,tw|\ avlla. ò qeo.j hvle,hsen auvto,n( ouvk auvto.n de. mo,non avlla. kai.
evme,( i[na mh. lu,phn evpi. lu,phn scw/Å
For indeed he was sick nigh unto death: but God had mercy on him; and not on him only, but on me also, lest I
should have sorrow upon sorrow.
他實在是病了，幾乎要死；然而神憐恤他，不但憐恤他，也憐恤我，免得我憂上加憂。

並且 因為 他/她/它那時(也是)成軟弱無力 幾近乎地 在對(他)死； 但乃是 (他)那 (他)神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憐憫慈悲 到於(他)同一者； 不是/不 到於(他)同一者 然而也 到於(他)僅有單獨的， 但乃是

並且 到於"我"， 為要 不會/不要 到於(她)憂傷愁苦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憂傷愁苦 我那時(也是)應該持有。
[經文變異RT]

並且 因為 他/她/它那時(也是)成軟弱無力 幾近乎地 在對(他)死； 但乃是 (他)那 (他)神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憐憫慈悲； 不是/不 到於(他)同一者 然而也 到於(他)僅有單獨的， 但乃是 並且 到於"我"，

為要 不會/不要 到於(她)憂傷愁苦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憂傷愁苦 我那時(也是)應該持有。
[經文變異WH]

並且 因為 他/她/它那時(也是)成軟弱無力 幾近乎地 從屬(他)死； 但乃是 (他)那 (他)神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憐憫慈悲 到於(他)同一者； 不是/不 到於(他)同一者 然而也 到於(他)僅有單獨的， 但乃是

並且 到於"我"， 為要 不會/不要 到於(她)憂傷愁苦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憂傷愁苦 我那時(也是)應該持有。

腓 2:28 spoudaiote,rwj ou=n e;pemya auvto,n( i[na ivdo,ntej auvto.n pa,lin carh/te kavgw. avlupo,teroj w=Å
I sent him therefore the more carefully, that, when ye see him again, ye may rejoice, and that I may be the less
sorrowful.
所以我越發急速打發他去，叫你們再見他，就可以喜樂，我也可以少些憂愁。

更具勤奮殷切地 這樣 我那時(也是)差送打發 到於(他)同一者， 為要 (他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重新又再地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被歡喜安樂， 並且我 (他)比較沒有憂傷愁苦的 我現在應該持續是。

腓 2:29 prosde,cesqe ou=n auvto.n evn kuri,w| meta. pa,shj cara/j kai. tou.j toiou,touj evnti,mouj e;cete(
Receive him therefore in the Lord with all gladness; and hold such in reputation:
故此你們要在主裏歡歡樂樂的接待他；而且要尊重這樣的人；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在前面向著接納領受 這樣 到於(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他)主人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她)歡喜快樂，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那種樣 到於(他們)價值寶貴的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持有；

腓 2:30 o[ti dia. to. e;rgon Cristou/ me,cri qana,tou h;ggisen paraboleusa,menoj th/| yuch/|( i[na avnaplhrw,sh| to.
um̀w/n ùste,rhma th/j pro,j me leitourgi,ajÅ
Because for the work of Christ he was nigh unto death, not regarding his life, to supply your lack of service
toward me.
因他為作基督的工夫，幾乎至死，不顧性命，要補足你們供給我的不及之處。

是這樣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 到於(它)工作 從屬(他)基督 一直達到 從屬(他)死 他/她/它那時(也是)靠近，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不正視顧念了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生魂意念，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補充到滿 到於(它)那

從屬你們 到於(它)所落後短缺 從屬(她)那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我 從屬(她)公職服務。
[經文變異RT]

是這樣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 到於(它)工作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一直達到 從屬(他)死

他/她/它那時(也是)靠近，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不正視顧念了的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奮不顧身了的
註1
] 在對(她)那

在對(她)生魂意念，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補充到滿 到於(它)那 從屬你們 到於(它)所落後短缺 從屬(她)那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我 從屬(她)公職服務。
註1：Strong認為paraboleusamenos和parabouleusamenos是同一個字。但有學者認為paraboleusamenos=(他)那時(也是)讓自己行在旁邊

投擲(行投擲在旁邊=奮不顧身)了的﹔而parabouleusamenos=(他)那時(也是)讓自己在旁邊行為諮商決意(行打算意圖在旁邊=不正視

顧念)了的。

[經文變異WH]

是這樣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 到於(它)工作 從屬(他)主人 一直達到 從屬(他)死 他/她/它那時(也是)靠近，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不正視顧念了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生魂意念，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補充到滿 到於(它)那

從屬你們 到於(它)所落後短缺 從屬(她)那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我 從屬(她)公職服務。

腓 3:1 To. loipo,n( avdelfoi, mou( cai,rete evn kuri,w|Å ta. auvta. gra,fein ùmi/n evmoi. me.n ouvk ovknhro,n( ùmi/n de.
avsfale,j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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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lly, my brethren, rejoice in the Lord. To write the same things to you, to me indeed is not grievous, but for
you it is safe.
弟兄們，我還有話說：你們要靠主喜樂。我把這話再寫給你們，於我並不為難，於你們卻是妥當。

到於(它)那 到於(它)此後的/此外的， 阿,(他們)弟兄 從屬我，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歡喜安樂 在內 在對(他)主人。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刻寫記載 在對你們， 在對"我" 的確 不是/不 (它)遲疑怠惰的，

在對你們 然而也 (它)穩妥確實的。

腓 3:2 Ble,pete tou.j ku,naj( ble,pete tou.j kakou.j evrga,taj( ble,pete th.n katatomh,nÅ
Beware of dogs, beware of evil workers, beware of the concision.
應當防備犬類，防備作惡的，防備妄自行割的；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著眼觀看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狗，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著眼觀看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卑劣不好的 到於(他們)工人，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著眼觀看 到於(她)那 到於(她)切斷割除。

腓 3:3 hm̀ei/j ga,r evsmen h̀ peritomh,( oì pneu,mati qeou/ latreu,ontej kai. kaucw,menoi evn Cristw/| VIhsou/ kai. ouvk
evn sarki. pepoiqo,tej(
For we are the circumcision, which worship God in the spirit, and rejoice in Christ Jesus, and have no
confidence in the flesh.
因為真受割禮的，乃是我們這以神的靈敬拜，在基督耶穌裏誇口，不靠著肉體的；

我們 因為 我們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割禮， (他們)那些 在對(它)靈/風 從屬(他)神 (他們)現正持續行事奉了的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誇耀了的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在對(他)耶穌， 並且 不是/不 在內 在對(她)肉體

(他們)現在已經勸信說服了的；
[經文變異RT]

我們 因為 我們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割禮， (他們)那些 在對(它)靈/風 在對(他)神 (他們)現正持續行事奉了的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誇耀了的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在對(他)耶穌， 並且 不是/不 在內 在對(她)肉體

(他們)現在已經勸信說服了的；

腓 3:4 kai,per evgw. e;cwn pepoi,qhsin kai. evn sarki,Å ei; tij dokei/ a;lloj pepoiqe,nai evn sarki,( evgw. ma/llon\
Though I might also have confidence in the flesh. If any other man thinketh that he hath whereof he might trust
in the flesh, I more:
其實我也可以靠肉體；若是別人想他可以靠肉體，我更可以靠著了。

且甚至 我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深信 並且 在內 在對(她)肉體。 若是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設想認為對 (他)另外不同的 現已經去勸信說服 在內 在對(她)肉體， 我 更特別尤其地：

腓 3:5 peritomh/| ovktah,meroj( evk ge,nouj VIsrah,l( fulh/j Beniami,n( ~Ebrai/oj evx ~Ebrai,wn( kata. no,mon Farisai/oj(
Circumcised the eighth day, of the stock of Israel, of the tribe of Benjamin, an Hebrew of the Hebrews; as
touching the law, a Pharisee;
我第八天受割禮，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憫支派的人，是希伯來人所生的希伯來人；就律法說，我是法利賽人；

在對(她)割禮 (他)八日的， 向外出來 從屬(它)族類 從屬(他)以色列， 從屬(她)分支族派 從屬(他)便雅憫，

(他)希伯來人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希伯來人；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律法 (他)法利賽人；

腓 3:6 kata. zh/loj diw,kwn th.n evkklhsi,an( kata. dikaiosu,nhn th.n evn no,mw| geno,menoj a;memptojÅ
Concerning zeal, persecuting the church; touching the righteousness which is in the law, blameless.
就熱心說，我是逼迫教會的；就律法上的義說，我是無可指摘的。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火熱激昂 (他)現正持續追趕迫求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傳召；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至義 到於(她)那 在內 在對(他)律法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他)無可指責歸咎的。
[經文變異RT]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火熱激昂 (他)現正持續追趕迫求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傳召；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至義 到於(她)那 在內 在對(他)律法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他)無可指責歸咎的。

腓 3:7 Îavlla.Ð a[tina h=n moi ke,rdh( tau/ta h[ghmai dia. to.n Cristo.n zhmi,anÅ
But what things were gain to me, those I counted loss for Christ.
只是我先前以為與我有益的，我現在因基督都當作有損的。

但乃是 (它們)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在對我 (它們)利潤收益，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我現在已經讓自己/被帶領引導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他)那 到於(他)基督 到於(她)損害虧失。

腓 3:8 avlla. menou/nge kai. hg̀ou/mai pa,nta zhmi,an ei=nai dia. to. ùpere,con th/j gnw,sewj Cristou/ VIhsou/ tou/
kuri,ou mou( diV o]n ta. pa,nta evzhmiw,qhn( kai. hg̀ou/mai sku,bala( i[na Cristo.n kerdh,sw
Yea doubtless, and I count all things but loss for the excellency of the knowledge of Christ Jesus my Lord: for
whom I have suffered the loss of all things, and do count them but dung, that I may win Christ,
不但如此，我也將萬事當作有損的，因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我為他已經丟棄萬事，看作糞土，為要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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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基督；

但乃是 的確這樣確實， 並且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帶領引導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損害虧失

現要去持續是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 到於(它)現正持續優勝超越了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知識認識

從屬(他)基督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我；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他)這個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我那時(也是)被促使有損害虧失， 並且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帶領引導

到於(它們)棄物垃圾， 為要 到於(他)基督 我那時(也是)應該贏取賺得，
[經文變異RT]

但乃是 的確這樣確實， 並且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帶領引導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損害虧失

現要去持續是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 到於(它)現正持續優勝超越了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知識認識

從屬(他)基督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我；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他)這個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我那時(也是)被促使有損害虧失， 並且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帶領引導 到於(它們)棄物垃圾

現要去持續是， 為要 到於(他)基督 我那時(也是)應該贏取賺得，

腓 3:9 kai. eùreqw/ evn auvtw/|( mh. e;cwn evmh.n dikaiosu,nhn th.n evk no,mou avlla. th.n dia. pi,stewj Cristou/( th.n evk
qeou/ dikaiosu,nhn evpi. th/| pi,stei(
And be found in him, not having mine own righteousness, which is of the law, but that which is through the faith
of Christ, the righteousness which is of God by faith:
並且得以在他裏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義，乃是有信基督的義，就是因信神而來的義；

並且 我那時(也是)應該被找到尋見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不會/不要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我之物

到於(她)至義 到於(她)那 向外出來 從屬(他)律法， 但乃是 到於(她)那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信 從屬(他)基督，

到於(她)那 向外出來 從屬(他)神 到於(她)至義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那 在對(她)信；

腓 3:10 tou/ gnw/nai auvto.n kai. th.n du,namin th/j avnasta,sewj auvtou/ kai. Îth.nÐ koinwni,an Îtw/nÐ paqhma,twn
auvtou/( summorfizo,menoj tw/| qana,tw| auvtou/(
That I may know him, and the power of his resurrection, and the fellowship of his sufferings, being made
conformable unto his death;
使我認識基督，曉得他復活的大能，並且曉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

從屬(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認識知道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能力權能 從屬(她)那

從屬(她)再站立起來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共通合享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所經歷承受

從屬(他)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被使成同樣形貌特質了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死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從屬(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認識知道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能力權能 從屬(她)那

從屬(她)再站立起來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共通合享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所經歷承受

從屬(他)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被促使成同樣形貌特質了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死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WH]

從屬(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認識知道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能力權能 從屬(她)那

從屬(她)再站立起來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到於(她)共通合享 從屬(它們)所經歷承受 從屬(他)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被使成同樣形貌特質了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死 從屬(他)同一者，

腓 3:11 ei; pwj katanth,sw eivj th.n evxana,stasin th.n evk nekrw/nÅ
If by any means I might attain unto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dead.
或者我也得以從死裏復活。

若是 某個方式地 我那時(也是)應該行抵來到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向外再站立起來 到於(她)那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死掉的。
[經文變異RT]

若是 某個方式地 我那時(也是)應該行抵來到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向外再站立起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死掉的。

腓 3:12 Ouvc o[ti h;dh e;labon h' h;dh tetelei,wmai( diw,kw de. eiv kai. katala,bw( evfV w-| kai. katelh,mfqhn ùpo.
Cristou/ Îvihsou/ÐÅ
Not as though I had already attained, either were already perfect: but I follow after, if that I may apprehend that
for which also I am apprehended of Christ Jesus.
這不是說，我已經得著了，已經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著基督耶穌所以得著我的。〔所以得著我

的或作所要我得的〕

不是/不 是這樣 甚而已然如此地 我那時(也是)拿取， 甚或/或而 甚而已然如此地 我現在已經被促使成完滿成全；

我現在持續追趕迫求 然而也， 若是 並且 我那時(也是)應該拿取住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它)這個 並且

我那時(也是)被拿取住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基督 從屬(他)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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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變異RT]

不是/不 是這樣 甚而已然如此地 我那時(也是)拿取， 甚或/或而 甚而已然如此地 我現在已經被促使成完滿成全；

我現在持續追趕迫求 然而也， 若是 並且 我那時(也是)應該拿取住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它)這個 並且

我那時(也是)被拿取住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從屬(他)耶穌。

腓 3:13 avdelfoi,( evgw. evmauto.n ouv logi,zomai kateilhfe,nai\ e]n de,( ta. me.n ovpi,sw evpilanqano,menoj toi/j de.
e;mprosqen evpekteino,menoj(
Brethren, I count not myself to have apprehended: but this one thing I do, forgetting those things which are
behind, and reaching forth unto those things which are before,
弟兄們，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

阿,(他們)弟兄， 我 到於(他)我自己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估算 現已經去拿取住； 到於(它)一個 然而也，

到於(它們)那些 的確 向在後面地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忽略遺忘了的， 在對(它們)那些 然而也 從在其前地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奮力伸展了的，
[經文變異WH]

阿,(他們)弟兄， 我 到於(他)我自己 尚未地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估算 現已經去拿取住； 到於(它)一個 然而也，

到於(它們)那些 的確 向在後面地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忽略遺忘了的， 在對(它們)那些 然而也 從在其前地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奮力伸展了的，

腓 3:14 kata. skopo.n diw,kw eivj to. brabei/on th/j a;nw klh,sewj tou/ qeou/ evn Cristw/| VIhsou/Å
I press toward the mark for the prize of the high calling of God in Christ Jesus.
向著標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裏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遠方的標的 我現在持續追趕迫求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裁判員裁決得勝之獎賞

從屬(她)那 上頭地 從屬(她)促請召喚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在對(他)耶穌。

腓 3:15 {Osoi ou=n te,leioi( tou/to fronw/men\ kai. ei; ti et̀e,rwj fronei/te( kai. tou/to ò qeo.j ùmi/n avpokalu,yei\
Let us therefore, as many as be perfect, be thus minded: and if in any thing ye be otherwise minded, God shall
reveal even this unto you.
所以我們中間凡是完全人，總要存這樣的心；若在甚麼事上，存別樣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們；

(他們)這每一切 這樣 (他們)完滿成全的， 到於(它)那同一者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感受體察； 並且 若是

到於(它)任何什麼 相異不同地 你們現在持續感受體察， 並且 到於(它)那同一者 (他)那 (他)神 在對你們

他/她/它將要(持續)啟示揭露；

腓 3:16 plh.n eivj o] evfqa,samen( tw/| auvtw/| stoicei/nÅ
Nevertheless, whereto we have already attained, let us walk by the same rule, let us mind the same thing.
然而我們到了甚麼地步，就當照著甚麼地步行。

超出之外地， 向內進入 到於(它)這個 我們那時(也是)佔前先到， 在對(它)那 在對(它)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按次序行。
[經文變異RT]

超出之外地， 向內進入 到於(它)這個 我們那時(也是)佔前先到， 在對(他)那 在對(他)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按次序行

在對(他)界線領域，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感受體察。

註1：“在對(它)那 在對(它)同一者”文法上亦可以為“在對(他)那 在對(他)同一者”。

腓 3:17 Summimhtai, mou gi,nesqe( avdelfoi,( kai. skopei/te tou.j ou[tw peripatou/ntaj kaqw.j e;cete tu,pon hm̀a/jÅ
Brethren, be followers together of me, and mark them which walk so as ye have us for an ensample.
弟兄們，你們要一同效法我，也當留意看那些照我們榜樣行的人。

(他們)共同模仿效法者 從屬我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阿,(他們)弟兄， 並且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行眺望偵察 到於(他們)那些 那同一樣式地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來往昂然踏行了的 按照正如地

你們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他)印模樣本 到於我們。

腓 3:18 polloi. ga.r peripatou/sin ou]j polla,kij e;legon ùmi/n( nu/n de. kai. klai,wn le,gw( tou.j evcqrou.j tou/
staurou/ tou/ Cristou/(
(For many walk, of whom I have told you often, and now tell you even weeping, that they are the enemies of the

cross of Christ:
因為有許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敵；我屢次告訴你們，現在又流淚的告訴你們。

(他們)許多的 因為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來往昂然踏行， 到於(他們)這些個 經常地 我當時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現在此時地 然而也 並且 (他)現正持續哭泣哀號了的 我現在持續道說，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仇視敵對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十字架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腓 3:19 w-n to. te,loj avpw,leia( w-n ò qeo.j h` koili,a kai. h` do,xa evn th/| aivscu,nh| auvtw/n( oì ta. evpi,geia fronou/ntejÅ
Whose end is destruction, whose God is their belly, and whose glory is in their shame, who mind earthly things.)
他們的結局就是沉淪，他們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們以自己的羞辱為榮耀，專以地上的事為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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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屬(他們)這些個 (它)那 (它)終結/貨物或旅行之終結稅 (她)毀壞失喪， 從屬(他們)這些個 (他)那 (他)神 (她)那

(她)腹腔 並且 (她)那 (她)榮耀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羞辱蒙羞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們)那些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在地上的 (他們)現正持續感受體察了的。

腓 3:20 hm̀w/n ga.r to. poli,teuma evn ouvranoi/j ùpa,rcei( evx ou- kai. swth/ra avpekdeco,meqa ku,rion VIhsou/n Cristo,n(
For our conversation is in heaven; from whence also we look for the Saviour, the Lord Jesus Christ:
我們卻是天上的國民；並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穌基督，從天上降臨。

從屬我們 因為 (它)那 (它)所行公民職權 在內 在對(他們)天空/天 他/她/它現在持續源屬具有； 向外出來

從屬(他)這個註1 並且 到於(他)救主 我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從那裏期望等候， 到於(他)主人 到於(他)耶穌

到於(他)基督；

註1：“從屬(他)這個”文法上亦可以為“在這裏地”。

腓 3:21 o]j metaschmati,sei to. sw/ma th/j tapeinw,sewj h̀mw/n su,mmorfon tw/| sw,mati th/j do,xhj auvtou/ kata. th.n
evne,rgeian tou/ du,nasqai auvto.n kai. ùpota,xai auvtw/| ta. pa,ntaÅ
Who shall change our vile body, that it may be fashioned like unto his glorious body, according to the working
whereby he is able even to subdue all things unto himself.
他要按著那能叫萬有歸服自己的大能，將我們這卑賤的身體改變形狀，和他自己榮耀的身體相似。

(他)這個 他/她/它將要(持續)變形改裝 到於(它)那 到於(它)身體 從屬(她)那 從屬(她)促使成低微降卑 從屬我們

到於(它)同樣形貌特質的 在對(它)那 在對(它)身體 從屬(她)那 從屬(她)榮耀 從屬(他)同一者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那 到於(她)效力功能 從屬(它)那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使服膺服從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經文變異RT]

(他)這個 他/她/它將要(持續)變形改裝 到於(它)那 到於(它)身體 從屬(她)那 從屬(她)促使成低微降卑 從屬我們

到於(它)同樣形貌特質的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生發成為 到於(它)同一者 在對(它)那

在對(它)身體 從屬(她)那 從屬(她)榮耀 從屬(他)同一者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那 到於(她)效力功能 從屬(它)那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使服膺服從 在對(他)同一者自己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腓 4:1 {Wste( avdelfoi, mou avgaphtoi. kai. evpipo,qhtoi( cara. kai. ste,fano,j mou( ou[twj sth,kete evn kuri,w|(
avgaphtoi,Å
Therefore, my brethren dearly beloved and longed for, my joy and crown, so stand fast in the Lord, my dearly
beloved.
我所親愛所想念的弟兄們，你們就是我的喜樂，我的冠冕；我親愛的弟兄，你們應當靠主站立得穩。

以致， 阿,(他們)弟兄 從屬我 阿,(他們)蒙愛的註1 並且 阿,(他們)乃在上面渴望想念的註2， (她)歡喜快樂 並且 (他)花冠

從屬我， 那同一樣式地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站立不動 在內 在對(他)主人， 阿,(他們)蒙愛的。

註1：“阿,(他們)蒙愛的”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們)蒙愛的”。

註2：“阿,(他們)乃在上面渴望想念的”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們)乃在上面渴望想念的”。

腓 4:2 Euvodi,an parakalw/ kai. Suntu,chn parakalw/ to. auvto. fronei/n evn kuri,w|Å
I beseech Euodias, and beseech Syntyche, that they be of the same mind in the Lord.
我勸友阿爹和循都基，要在主裏同心；

到於(她)友阿爹 我現在持續勸勉請求， 並且 到於(她)循都基 我現在持續勸勉請求，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感受體察 在內 在對(他)主人。

腓 4:3 nai. evrwtw/ kai. se,( gnh,sie su,zuge( sullamba,nou auvtai/j( ai[tinej evn tw/| euvaggeli,w| sunh,qlhsa,n moi meta.
kai. Klh,mentoj kai. tw/n loipw/n sunergw/n mou( w-n ta. ovno,mata evn bi,blw| zwh/jÅ
And I intreat thee also, true yokefellow, help those women which laboured with me in the gospel, with Clement
also, and with other my fellowlabourers, whose names are in the book of life.
我也求你這真實同負一軛的，幫助這兩個女人，因為他們在福音上曾與我一同勞苦；還有革利免，並其餘和我一

同作工的；他們的名字都在生命冊上。

誠然為是， 我現在持續查詢求問 並且 到於你， 阿,(他)嫡系正宗的 阿,(他)套軛聯結在一起的，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共同拿取/懷有/相持互助 在對(她們)同一者， (她們)這個任何什麼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福音佳訊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齊心同勞 在對我 <轉換其中>隨同著 並且 從屬(他)革利免 並且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其餘的 從屬(他們)共同作工的 從屬我， 從屬(他們)這些個 (它們)那些 (它們)名字 在內

在對(她)書卷 從屬(她)生命。
[經文變異RT]

並且 我現在持續查詢求問 並且 到於你， 阿,(他)套軛聯結在一起的 阿,(他)嫡系正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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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共同拿取/懷有/相持互助 在對(她們)同一者， (她們)這個任何什麼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福音佳訊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齊心同勞 在對我 <轉換其中>隨同著 並且 從屬(他)革利免 並且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其餘的 從屬(他們)共同作工的 從屬我， 從屬(他們)這些個 (它們)那些 (它們)名字 在內

在對(她)書卷 從屬(她)生命。

腓 4:4 Cai,rete evn kuri,w| pa,ntote\ pa,lin evrw/( cai,reteÅ
Rejoice in the Lord alway: and again I say, Rejoice.
你們要靠主常常喜樂；我再說，你們要喜樂。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歡喜安樂 在內 在對(他)主人 總是地； 重新又再地 我將要(持續)開聲言說，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歡喜安樂。

腓 4:5 to. evpieike.j ùmw/n gnwsqh,tw pa/sin avnqrw,poijÅ ò ku,rioj evggu,jÅ
Let your moderation be known unto all men. The Lord is at hand.
當叫眾人知道你們謙讓的心。主已經近了。

(它)那 (它)適度公正的 從屬你們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被認識知道 在對(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們)人。 (他)那

(他)主人 接近地。

腓 4:6 mhde.n merimna/te( avllV evn panti. th/| proseuch/| kai. th/| deh,sei meta. euvcaristi,aj ta. aivth,mata ùmw/n
gnwrize,sqw pro.j to.n qeo,nÅ
Be careful for nothing; but in every thing by prayer and supplication with thanksgiving let your requests be made
known unto God.
應當一無挂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

到於(它)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有分心掛慮； 但乃是 在內 在對(它)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求告祈禱 並且 在對(她)那 在對(她)自卑乞求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感恩祝謝 (它們)那些

(它們)所索問要求 從屬你們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被使成認識知道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腓 4:7 kai. h` eivrh,nh tou/ qeou/ h` ùpere,cousa pa,nta nou/n frourh,sei ta.j kardi,aj ùmw/n kai. ta. noh,mata um̀w/n evn
Cristw/| VIhsou/Å
And the peace of God, which passeth all understanding, shall keep your hearts and minds through Christ Jesus.
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裏，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

並且 (她)那 (她)和平安寧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她)那 (她)現正持續優勝超越了的 到於(他)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悟念知性 他/她/它將要(持續)行預為看管監視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內心 從屬你們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認知理念 從屬你們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在對(他)耶穌。

腓 4:8 To. loipo,n( avdelfoi,( o[sa evsti.n avlhqh/( o[sa semna,( o[sa di,kaia( o[sa ag̀na,( o[sa prosfilh/( o[sa eu;fhma( ei;
tij avreth. kai. ei; tij e;painoj( tau/ta logi,zesqe\
Finally, brethren, whatsoever things are true, whatsoever things are honest, whatsoever things are just,
whatsoever things are pure, whatsoever things are lovely, whatsoever things are of good report; if there be any
virtue, and if there be any praise, think on these things.
弟兄們，我還有未盡的話；凡是真實的，可敬的，公義的，清潔的，可愛的，有美名的；若有甚麼德行，若有甚

麼稱讚，這些事你們都要思念。

到於(它)那 到於(它)此後的/此外的， 阿,(他們)弟兄， (它們)這每一切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們)誠正真實的，

(它們)這每一切 (它們)嚴肅莊重的， (它們)這每一切 (它們)具公平正義的， (它們)這每一切 (它們)聖潔的，

(它們)這每一切 (它們)可愛合意的， (它們)這每一切 (它們)好的名聲傳說的， 若是 (她)任何什麼 (她)優質美德，

並且 若是 (他)任何什麼 (他)稱揚嘉許，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估算；

腓 4:9 a] kai. evma,qete kai. parela,bete kai. hvkou,sate kai. ei;dete evn evmoi,( tau/ta pra,ssete\ kai. ò qeo.j th/j eivrh,nhj
e;stai meqV ùmw/nÅ
Those things, which ye have both learned, and received, and heard, and seen in me, do: and the God of peace
shall be with you.
你們在我身上所學習的，所領受的，所聽見的，所看見的，這些事你們都要去行；賜平安的神，就必與你們同在

。

到於(它們)這些個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學習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拿取在旁邊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在內 在對"我"，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實施行使註1； 並且 (他)那 (他)神

從屬(她)那 從屬(她)和平安寧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你們。

註1：“你們現在就要持續實施行使”文法上亦可以為“你們現在持續實施行使”。

腓 4:10 VEca,rhn de. evn kuri,w| mega,lwj o[ti h;dh pote. avneqa,lete to. ùpe.r evmou/ fronei/n( evfV w-| kai. evfronei/te(
hvkairei/sqe de,Å
But I rejoiced in the Lord greatly, that now at the last your care of me hath flourished again; wherein ye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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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so careful, but ye lacked opportunity.
我靠主大大的喜樂，因為你們思念我的心，如今又發生；你們向來就思念我，只是沒得機會。

我那時(也是)被歡喜安樂 然而也 在內 在對(他)主人 極大地， 是這樣 甚而已然如此地 在那個時候

你們那時(也是)再向上茂盛發旺 到於(它)那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我" 現要去持續感受體察；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它)這個 並且 你們當時持續感受體察， 你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成沒有時機 然而也。

腓 4:11 ouvc o[ti kaqV ùste,rhsin le,gw( evgw. ga.r e;maqon evn oi-j eivmi auvta,rkhj ei=naiÅ
Not that I speak in respect of want: for I have learned, in whatsoever state I am, therewith to be content.
我並不是因缺乏說這話，我無論在甚麼景況，都可以知足，這是我已經學會了；

不是/不 是這樣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落後短缺 我現在持續道說； 我 因為 我那時(也是)學習， 在內

在對(它們)這些個 我現在持續是， (他)自足知足的 現要去持續是。

腓 4:12 oi=da kai. tapeinou/sqai( oi=da kai. perisseu,ein\ evn panti. kai. evn pa/sin memu,hmai( kai. corta,zesqai kai.
peina/n kai. perisseu,ein kai. ùsterei/sqai\
I know both how to be abased, and I know how to abound: every where and in all things I am instructed both to
be full and to be hungry, both to abound and to suffer need.
我知道怎樣處卑賤，也知道怎樣處豐富，或飽足，或飢餓，或有餘，或缺乏，隨事隨在，我都得了秘訣。

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並且 現要去持續被促使成低微降卑， 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並且 現要去持續成格外多； 在內

在對(它)所有每一個的 並且 在內 在對(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我現在已經被使傳授秘訣 並且 現要去持續被餵飽 並且

現要去持續有飢餓， 並且 現要去持續成格外多 並且 現要去持續被落後短缺。
[經文變異RT]

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然而也 現要去持續被促使成低微降卑， 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並且 現要去持續成格外多；

在內 在對(它)所有每一個的 並且 在內 在對(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我現在已經被使傳授秘訣 並且 現要去持續被餵飽

並且 現要去持續有飢餓， 並且 現要去持續成格外多 並且 現要去持續被落後短缺。

腓 4:13 pa,nta ivscu,w evn tw/| evndunamou/nti, meÅ
I can do all things through Christ which strengtheneth me.
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我現在持續有強壯大力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促使有能力權能在內了的

到於我。
[經文變異RT]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我現在持續有強壯大力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促使有能力權能在內了的 到於我

在對(他)基督。

腓 4:14 plh.n kalw/j evpoih,sate sugkoinwnh,sante,j mou th/| qli,yeiÅ
Notwithstanding ye have well done, that ye did communicate with my affliction.
然而你們和我同受患難，原是美事。

超出之外地 美好適當地 你們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他們)那時(也是)共同成合夥共享了的 從屬我 在對(她)那

在對(她)壓迫患難。

腓 4:15 Oi;date de. kai. ùmei/j( Filipph,sioi( o[ti evn avrch/| tou/ euvaggeli,ou( o[te evxh/lqon avpo. Makedoni,aj( ouvdemi,a
moi evkklhsi,a evkoinw,nhsen eivj lo,gon do,sewj kai. lh,myewj eiv mh. ùmei/j mo,noi(
Now ye Philippians know also, that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gospel, when I departed from Macedonia, no church
communicated with me as concerning giving and receiving, but ye only.
腓立比人哪，你們也知道我初傳福音，離了馬其頓的時候，論到授受的事，除了你們以外，並沒有別的教會供給

我；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然而也 並且 你們， 阿,(他們)腓立比人， 是這樣 在內 在對(她)為起始為首 從屬(它)那

從屬(它)福音佳訊， 當這時地 我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馬其頓，

(她)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在對我 (她)傳召 他/她/它那時(也是)成合夥共享 向內進入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她)給與 並且 從屬(她)拿取， 若是 不會/不要 你們 (他們)僅有單獨的；

腓 4:16 o[ti kai. evn Qessaloni,kh| kai. a[pax kai. di.j eivj th.n crei,an moi evpe,myateÅ
For even in Thessalonica ye sent once and again unto my necessity.
就是我在帖撒羅尼迦，你們也一次兩次的，打發人供給我的需用。

是這樣 並且 在內 在對(她)帖撒羅尼迦 並且 一次地 並且 兩次地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需用 在對我

你們那時(也是)差送打發。

腓 4:17 ouvc o[ti evpizhtw/ to. do,ma( avlla. evpizhtw/ to.n karpo.n to.n pleona,zonta eivj lo,gon ùmw/nÅ
Not because I desire a gift: but I desire fruit that may abound to your account.
我並不求甚麼餽送，所求的就是你們的果子漸漸增多，歸在你們的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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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不 是這樣 我現在持續在上面探索尋求 到於(它)那 到於(它)贈品； 但乃是 我現在持續在上面探索尋求

到於(他)那 到於(他)果實 到於(他)那 到於(他)現正持續使成更許多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你們。

腓 4:18 avpe,cw de. pa,nta kai. perisseu,w\ peplh,rwmai dexa,menoj para. VEpafrodi,tou ta. parV ùmw/n( ovsmh.n
euvwdi,aj( qusi,an dekth,n( euva,reston tw/| qew/|Å
But I have all, and abound: I am full, having received of Epaphroditus the things which were sent from you, an
odour of a sweet smell, a sacrifice acceptable, wellpleasing to God.
但我樣樣都有，並且有餘；我已經充足，因我從以巴弗提受了你們的餽送，當作極美的香氣，為神所收納所喜悅

的祭物。

我現在持續從那裏有足夠 然而也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並且 我現在持續成格外多；

我現在已經被促使成充滿添足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接納領受了的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以巴弗提 到於(它們)那些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你們， 到於(她)香氣 從屬(她)馨香， 到於(她)犧牲祭物 到於(她)乃接納領受的，

到於(她)可喜悅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腓 4:19 ò de. qeo,j mou plhrw,sei pa/san crei,an ùmw/n kata. to. plou/toj auvtou/ evn do,xh| evn Cristw/| VIhsou/Å
But my God shall supply all your need according to his riches in glory by Christ Jesus.
我的神必照他榮耀的豐富，在基督耶穌裏，使你們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

(他)那 然而也 (他)神 從屬我 他/她/它將要(持續)促使成充滿添足 到於(她)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需用 從屬你們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那 到於(它)豐滿富足 從屬(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榮耀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在對(他)耶穌。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神 從屬我 他/她/它將要(持續)促使成充滿添足 到於(她)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需用 從屬你們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那 到於(他)豐滿富足 從屬(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榮耀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在對(他)耶穌。

腓 4:20 tw/| de. qew/| kai. patri. hm̀w/n h` do,xa eivj tou.j aivw/naj tw/n aivw,nwn( avmh,nÅ
Now unto God and our Father be glory for ever and ever. Amen.
願榮耀歸給我們的父神，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在對(他)那 然而也 在對(他)神 並且 在對(他)父親 從屬我們 (她)那 (她)榮耀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世紀時代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世紀時代。 阿們。

腓 4:21 VAspa,sasqe pa,nta a[gion evn Cristw/| VIhsou/Å avspa,zontai ùma/j oì su.n evmoi. avdelfoi,Å
Salute every saint in Christ Jesus. The brethren which are with me greet you.
請問在基督耶穌裏的各位聖徒安。在我這裏的眾弟兄都問你們安。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擁抱問安 到於(他)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聖的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在對(他)耶穌。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擁抱問安 到於你們 (他們)那些 共同一起 在對"我" (他們)弟兄。

腓 4:22 avspa,zontai ùma/j pa,ntej oì a[gioi( ma,lista de. oi` evk th/j Kai,saroj oivki,ajÅ
All the saints salute you, chiefly they that are of Caesar's household.
眾聖徒都問你們安。在該撒家裏的人特特的問你們安。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擁抱問安 到於你們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那些 (他們)聖的， 最特別尤其地 然而也

(他們)那些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他)該撒 從屬(她)住屋家庭。

腓 4:23 h` ca,rij tou/ kuri,ou VIhsou/ Cristou/ meta. tou/ pneu,matoj ùmw/nÅ
The grace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be with you all. Amen.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常在你們心裏。

(她)那 (她)恩典惠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它)那 從屬(它)靈/風

從屬你們。
[經文變異RT]

(她)那 (她)恩典惠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我們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你們。 阿們。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腓立比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刻寫記載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羅馬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以巴弗提。
[經文變異MT]

(她)那 (她)恩典惠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你們。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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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羅西書 // Colossians

西 1:1 Pau/loj avpo,stoloj Cristou/ VIhsou/ dia. qelh,matoj qeou/ kai. Timo,qeoj ò avdelfo.j
Paul, an apostle of Jesus Christ by the will of God, and Timotheus our brother,
奉神旨意，作基督耶穌使徒的保羅，和兄弟提摩太，

(他)保羅 (他)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從屬(他)基督 從屬(他)耶穌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所定意 從屬(他)神 並且

(他)提摩太 (他)那 (他)弟兄，
[經文變異RT]

(他)保羅 (他)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所定意 從屬(他)神 並且

(他)提摩太 (他)那 (他)弟兄，

西 1:2 toi/j evn Kolossai/j àgi,oij kai. pistoi/j avdelfoi/j evn Cristw/|( ca,rij ùmi/n kai. eivrh,nh avpo. qeou/ patro.j
hm̀w/nÅ
To the saints and faithful brethren in Christ which are at Colosse: Grace be unto you, and peace, from God our
Father and the Lord Jesus Christ.
寫信給歌羅西的聖徒，在基督裏有忠心的弟兄；願恩惠平安，從神我們的父，歸與你們。

在對(他們)那些 在內 在對(她們)歌羅西 在對(他們)聖的 並且 在對(他們)誠且信的 在對(他們)弟兄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她)恩典惠意 在對你們 並且 (她)和平安寧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神 從屬(他)父親 從屬我們。
[經文變異RT]

在對(他們)那些 在內 在對(她們)歌羅西 在對(他們)聖的 並且 在對(他們)誠且信的 在對(他們)弟兄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她)恩典惠意 在對你們 並且 (她)和平安寧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神 從屬(他)父親 從屬我們 並且

從屬(他)主人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西 1:3 Euvcaristou/men tw/| qew/| patri. tou/ kuri,ou hm̀w/n VIhsou/ Cristou/ pa,ntote peri. ùmw/n proseuco,menoi(
We give thanks to God and the Father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praying always for you,
我們感謝神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常常為你們禱告；

我們現在持續感謝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在對(他)父親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我們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總是地 <在周圍>關於 從屬你們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祈禱求告了的，
[經文變異RT]

我們現在持續感謝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並且 在對(他)父親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我們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總是地 <在周圍>關於 從屬你們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祈禱求告了的，

西 1:4 avkou,santej th.n pi,stin ùmw/n evn Cristw/| VIhsou/ kai. th.n avga,phn h]n e;cete eivj pa,ntaj tou.j àgi,ouj
Since we heard of your faith in Christ Jesus, and of the love which ye have to all the saints,
因聽見你們在基督耶穌裏的信心，並向眾聖徒的愛心；

(他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信 從屬你們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在對(他)耶穌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愛 到於(她)這個 你們現在持續持有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聖的，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信 從屬你們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在對(他)耶穌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愛 到於(她)那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聖的，
[經文變異WH]

(他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信 從屬你們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在對(他)耶穌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愛 到於(她)這個 你們現在持續持有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聖的，

西 1:5 dia. th.n evlpi,da th.n avpokeime,nhn ùmi/n evn toi/j ouvranoi/j( h]n prohkou,sate evn tw/| lo,gw| th/j avlhqei,aj tou/
euvaggeli,ou
For the hope which is laid up for you in heaven, whereof ye heard before in the word of the truth of the gospel;
是為那給你們存在天上的盼望；這盼望就是你們從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聽見的；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她)那 到於(她)期盼指望 到於(她)那 到於(她)現正持續讓自己/被擱開保留了的 在對你們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天空/天， 到於(她)這個 你們那時(也是)預先聽到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她)那 從屬(她)真情實理 從屬(它)那 從屬(它)福音佳訊，

西 1:6 tou/ paro,ntoj eivj ùma/j( kaqw.j kai. evn panti. tw/| ko,smw| evsti.n karpoforou,menon kai. auvxano,menon kaqw.j
kai. evn um̀i/n( avfV h-j hm̀e,raj hvkou,sate kai. evpe,gnwte th.n ca,rin tou/ qeou/ evn avlhqei,a|\
Which is come unto you, as it is in all the world; and bringeth forth fruit, as it doth also in you, since the day ye
heard of it, and knew the grace of God in truth:
這福音傳到你們那裏，也傳到普天之下，並且結果增長，如同在你們中間，自從你們聽見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

日子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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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屬(它)那 從屬(它)現正持續是是在旁邊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你們， 按照正如地 並且 在內 在對(他)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美容妝束/世界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現正持續讓自己成負載攜帶果實了的 並且

(它)現正持續被成長變大了的， 按照正如地 並且 在內 在對你們，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這個 從屬(她)日子/白日

你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清楚認識知道 到於(她)那 到於(她)恩典惠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在內

在對(她)真情實理；
[經文變異RT]

從屬(它)那 從屬(它)現正持續是是在旁邊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你們， 按照正如地 並且 在內 在對(他)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美容妝束/世界；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現正持續讓自己成負載攜帶果實了的 按照正如地

並且 在內 在對你們，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這個 從屬(她)日子/白日 你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清楚認識知道 到於(她)那 到於(她)恩典惠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在內 在對(她)真情實理；

西 1:7 kaqw.j evma,qete avpo. VEpafra/ tou/ avgaphtou/ sundou,lou hm̀w/n( o[j evstin pisto.j up̀e.r ùmw/n dia,konoj tou/
Cristou/(
As ye also learned of Epaphras our dear fellowservant, who is for you a faithful minister of Christ;
正如你們從我們所親愛，一同作僕人的以巴弗所學的；他為我們〔有古卷作你們〕作了基督忠心的執事；

按照正如地 你們那時(也是)學習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以巴弗 從屬(他)那 從屬(他)蒙愛的 從屬(他)同作奴僕之人

從屬我們， (他)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誠且信的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你們 (他)僕工執事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經文變異RT]

按照正如地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學習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以巴弗 從屬(他)那 從屬(他)蒙愛的

從屬(他)同作奴僕之人 從屬我們， (他)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誠且信的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你們

(他)僕工執事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經文變異WH]

按照正如地 你們那時(也是)學習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以巴弗 從屬(他)那 從屬(他)蒙愛的 從屬(他)同作奴僕之人

從屬我們， (他)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誠且信的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我們 (他)僕工執事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西 1:8 ò kai. dhlw,saj h̀mi/n th.n um̀w/n avga,phn evn pneu,matiÅ
Who also declared unto us your love in the Spirit.
也把你們因聖靈所存的愛心告訴了我們。

(他)那 並且 (他)那時(也是)促使為清晰明顯了的 在對我們 到於(她)那 從屬你們 到於(她)愛 在內 在對(它)靈/風。

西 1:9 Dia. tou/to kai. h̀mei/j( avfV h-j hm̀e,raj hvkou,samen( ouv pauo,meqa ùpe.r ùmw/n proseuco,menoi kai. aivtou,menoi(
i[na plhrwqh/te th.n evpi,gnwsin tou/ qelh,matoj auvtou/ evn pa,sh| sofi,a| kai. sune,sei pneumatikh/|(
For this cause we also, since the day we heard it, do not cease to pray for you, and to desire that ye might be
filled with the knowledge of his will in all wisdom and spiritual understanding;
因此，我們自從聽見的日子，也就為你們不住的禱告祈求，願你們在一切屬靈的智慧悟性上，滿心知道神的旨意

；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同一者 並且 我們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這個 從屬(她)日子/白日

我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不是/不 我們現在持續讓自己停息休止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你們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祈禱求告了的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索問要求了的， 為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被促使成充滿添足 到於(她)那 到於(她)清楚認識知道 從屬(它)那 從屬(它)所定意 從屬(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她)智慧 並且 在對(她)貫通理解 在對(她)屬靈的，

西 1:10 peripath/sai avxi,wj tou/ kuri,ou eivj pa/san avreskei,an( evn panti. e;rgw| avgaqw/| karpoforou/ntej kai.
auvxano,menoi th/| evpignw,sei tou/ qeou/(
That ye might walk worthy of the Lord unto all pleasing, being fruitful in every good work, and increasing in the
knowledge of God;
好叫你們行事為人對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悅，在一切善事上結果子，漸漸的多知道神；

那時(也是)要去來往昂然踏行 相配值得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向內進入 到於(她)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順意取悅， 在內 在對(它)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它)工作 在對(它)良善的 (他們)現正持續成負載攜帶果實了的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被成長變大了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清楚認識知道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經文變異RT]

那時(也是)要去來往昂然踏行 到於你們 相配值得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向內進入 到於(她)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順意取悅， 在內 在對(它)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它)工作 在對(它)良善的 (他們)現正持續成負載攜帶果實了的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被成長變大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清楚認識知道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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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1:11 evn pa,sh| duna,mei dunamou,menoi kata. to. kra,toj th/j do,xhj auvtou/ eivj pa/san ùpomonh.n kai. makroqumi,anÅ
meta. cara/j
Strengthened with all might, according to his glorious power, unto all patience and longsuffering with joyfulness;
照他榮耀的權能，得以在各樣的力上加力，好叫你們凡事歡歡喜喜的忍耐寬容；

在內 在對(她)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她)能力權能 (他們)現正持續被促使有能力權能了的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那

到於(它)魄力權勢 從屬(她)那 從屬(她)榮耀 從屬(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堅忍持守 並且

到於(她)恆忍耐性，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歡喜快樂
[不同標點]

在內 在對(她)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她)能力權能 (他們)現正持續被促使有能力權能了的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那

到於(它)魄力權勢 從屬(她)那 從屬(她)榮耀 從屬(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堅忍持守 並且

到於(她)恆忍耐性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歡喜快樂，

西 1:12 euvcaristou/ntej tw/| patri. tw/| ik̀anw,santi ùma/j eivj th.n meri,da tou/ klh,rou tw/n àgi,wn evn tw/| fwti,\
Giving thanks unto the Father, which hath made us meet to be partakers of the inheritance of the saints in light:
又感謝父，叫我們能與眾聖徒在光明中同得基業；

(他們)現正持續感謝了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父親 在對(他)那 在對(他)那時(也是)促使成達到足夠了的 到於你們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配份 從屬(他)那 從屬(他)骰子籤份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聖的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光明；
[經文變異RT]

(他們)現正持續感謝了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父親 在對(他)那 在對(他)那時(也是)促使成達到足夠了的 到於我們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配份 從屬(他)那 從屬(他)骰子籤份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聖的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光明；

西 1:13 o]j evrru,sato hm̀a/j evk th/j evxousi,aj tou/ sko,touj kai. mete,sthsen eivj th.n basilei,an tou/ uiòu/ th/j avga,phj
auvtou/(
Who hath delivered us from the power of darkness, and hath translated us into the kingdom of his dear Son:
他救了我們脫離黑暗的權勢，把我們遷到他愛子的國裏；

(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被搭救 到於我們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權柄掌握 從屬(它)那

從屬(它)黑暗，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轉移遷動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兒子

從屬(她)那 從屬(她)愛 從屬(他)同一者；

西 1:14 evn w-| e;comen th.n avpolu,trwsin( th.n a;fesin tw/n am̀artiw/n\
In whom we have redemption through his blood, even the forgiveness of sins:
我們在愛子裏得蒙救贖，罪過得以赦免。

在內 在對(他)這個 我們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那 到於(她)解脫得贖， 到於(她)那 到於(她)赦免釋放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罪；
[經文變異RT]

在內 在對(他)這個 我們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那 到於(她)解脫得贖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那 從屬(它)血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她)那 到於(她)赦免釋放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罪；

西 1:15 o[j evstin eivkw.n tou/ qeou/ tou/ avora,tou( prwto,tokoj pa,shj kti,sewj(
Who is the image of the invisible God, the firstborn of every creature:
愛子是那不能看見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

(他)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表像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不能看見清楚的， (他)頭生長子的

從屬(她)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她)創造建立；

西 1:16 o[ti evn auvtw/| evkti,sqh ta. pa,nta evn toi/j ouvranoi/j kai. evpi. th/j gh/j( ta. òrata. kai. ta. avo,rata( ei;te qro,noi
ei;te kurio,thtej ei;te avrcai. ei;te evxousi,ai\ ta. pa,nta diV auvtou/ kai. eivj auvto.n e;ktistai\
For by him were all things created, that are in heaven, and that are in earth, visible and invisible, whether they
be thrones, or dominions, or principalities, or powers: all things were created by him, and for him:
因為萬有都是靠他造的，無論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見的，不能看見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執政的，掌權

的，一概都是藉著他造的，又是為他造的；

是這樣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創造建立 (它們)那些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天空/天 並且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它們)那些 (它們)能看見清楚的 並且

(它們)那些 (它們)不能看見清楚的， 無論若是 (他們)寶座， 無論若是 (她們)支配主權， 無論若是

(她們)為起始為首， 無論若是 (她們)權柄掌握； (它們)那些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向內進入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創造建立；
[經文變異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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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這樣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創造建立 (它們)那些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它們)那些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天空/天 並且 (它們)那些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它們)那些

(它們)能看見清楚的 並且 (它們)那些 (它們)不能看見清楚的， 無論若是 (他們)寶座， 無論若是 (她們)支配主權，

無論若是 (她們)為起始為首， 無論若是 (她們)權柄掌握； (它們)那些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向內進入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創造建立；

西 1:17 kai. auvto,j evstin pro. pa,ntwn kai. ta. pa,nta evn auvtw/| sune,sthken(
And he is before all things, and by him all things consist.
他在萬有之先；萬有也靠他而立。

並且 (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前面 從屬(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並且 (它們)那些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已經並立/並列表明，

西 1:18 kai. auvto,j evstin h̀ kefalh. tou/ sw,matoj th/j evkklhsi,aj\ o[j evstin avrch,( prwto,tokoj evk tw/n nekrw/n( i[na
ge,nhtai evn pa/sin auvto.j prwteu,wn(
And he is the head of the body, the church: who is the beginning, the firstborn from the dead; that in all things he
might have the preeminence.
他也是教會全體之首；他是元始，是從死裏首先復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

並且 (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頭 從屬(它)那 從屬(它)身體， 從屬(她)那 從屬(她)傳召； (他)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為起始為首， (他)頭生長子的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死掉的；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內 在對(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居首位了的；
[經文變異WH]

並且 (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頭 從屬(它)那 從屬(它)身體， 從屬(她)那 從屬(她)傳召； (他)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為起始為首， (他)頭生長子的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死掉的；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內 在對(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居首位了的；

西 1:19 o[ti evn auvtw/| euvdo,khsen pa/n to. plh,rwma katoikh/sai
For it pleased the Father that in him should all fulness dwell;
因為父喜歡叫一切的豐盛，在他裏面居住。

是這樣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歡愉認可 到於(它)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所用以充滿添足/所被充滿添足 那時(也是)要去定居；
[不同讀法]

是這樣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歡愉認可 (它)所有每一個的 (它)那

(它)所用以充滿添足/所被充滿添足註1
那時(也是)要去定居，

註1：“到於(它)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所用以充滿添足/所被充滿添足” 文法上亦可以為

“(它)所有每一個的 (它)那 (它)所用以充滿添足/所被充滿添足”。

西 1:20 kai. diV auvtou/ avpokatalla,xai ta. pa,nta eivj auvto,n( eivrhnopoih,saj dia. tou/ ai[matoj tou/ staurou/ auvtou/(
ÎdiV auvtou/Ð ei;te ta. evpi. th/j gh/j ei;te ta. evn toi/j ouvranoi/jÅ
And, having made peace through the blood of his cross, by him to reconcile all things unto himself; by him, I
say, whether they be things in earth, or things in heaven.
既然藉著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藉著他叫萬有，無論是地上的，天上的，都與自己和好了。

並且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從那裏改正復和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行出作成和平安寧了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那 從屬(它)血 從屬(他)那

從屬(他)十字架 從屬(他)同一者；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同一者， 無論若是 到於(它們)那些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無論若是 到於(它們)那些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天空/天。

西 1:21 Kai. um̀a/j pote o;ntaj avphllotriwme,nouj kai. evcqrou.j th/| dianoi,a| evn toi/j e;rgoij toi/j ponhroi/j(
And you, that were sometime alienated and enemies in your mind by wicked works, yet now hath he reconciled
你們從前與神隔絕，因著惡行，心裏與他為敵；

並且 到於你們 在那個時候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是了的 到於(他們)現在已經被異化疏遠了的 並且

到於(他們)仇視敵對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悟性心思 在內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工作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惡的，

西 1:22 nuni. de. avpokath,llaxen evn tw/| sw,mati th/j sarko.j auvtou/ dia. tou/ qana,tou parasth/sai ùma/j ag̀i,ouj kai.
avmw,mouj kai. avnegklh,touj katenw,pion auvtou/(
In the body of his flesh through death, to present you holy and unblameable and unreproveable in his sight:
但如今他藉著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們與自己和好，都成了聖潔，沒有瑕疵，無可責備，把你們引到自己面前。

就現在此時地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改正復和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身體 從屬(她)那 從屬(她)肉體

從屬(他)同一者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那 從屬(他)死 那時(也是)要去立定站住在旁邊 到於你們 到於(他們)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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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 到於(他們)沒有污點瑕疵的 並且 到於(他們)無可控訴的 直接在面前 從屬(他)同一者，

西 1:23 ei; ge evpime,nete th/| pi,stei teqemeliwme,noi kai. ed̀rai/oi kai. mh. metakinou,menoi avpo. th/j evlpi,doj tou/
euvaggeli,ou ou- hvkou,sate( tou/ khrucqe,ntoj evn pa,sh| kti,sei th/| ùpo. to.n ouvrano,n( ou- evgeno,mhn evgw. Pau/loj
dia,konojÅ
If ye continue in the faith grounded and settled, and be not moved away from the hope of the gospel, which ye
have heard, and which was preached to every creature which is under heaven; whereof I Paul am made a
minister;
只要你們在所信的道上恆心，根基穩固，堅定不移，不至被引動失去〔原文作離開〕福音的盼望；這福音就是你

們所聽過的，也是傳與普天下萬人聽的；〔萬人原文作凡受造的〕我保羅也作了這福音的執事。

若是 確實 你們現在持續在上面停留持守 在對(她)那 在對(她)信 (他們)現在已經被立根基了的 並且

(他們)篤定不移的， 並且 不會/不要 (他們)現正持續被移動轉換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期盼指望

從屬(它)那 從屬(它)福音佳訊， 從屬(它)這個 你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從屬(它)那

從屬(它)那時(也是)被傳達宣講了的 在內 在對(她)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她)創造建立 在對(她)那 <在底下>在底下

到於(他)那 到於(他)天空/天； 從屬(它)這個 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我 (他)保羅 (他)僕工執事。
[經文變異RT]

若是 確實 你們現在持續在上面停留持守 在對(她)那 在對(她)信 (他們)現在已經被立根基了的 並且

(他們)篤定不移的， 並且 不會/不要 (他們)現正持續被移動轉換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期盼指望

從屬(它)那 從屬(它)福音佳訊， 從屬(它)這個 你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從屬(它)那

從屬(它)那時(也是)被傳達宣講了的 在內 在對(她)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創造建立 在對(她)那

<在底下>在底下 到於(他)那 到於(他)天空/天； 從屬(它)這個 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我 (他)保羅

(他)僕工執事。

西 1:24 Nu/n cai,rw evn toi/j paqh,masin ùpe.r um̀w/n kai. avntanaplhrw/ ta. ùsterh,mata tw/n qli,yewn tou/ Cristou/
evn th/| sarki, mou ùpe.r tou/ sw,matoj auvtou/( o[ evstin h` evkklhsi,a(
Who now rejoice in my sufferings for you, and fill up that which is behind of the afflictions of Christ in my flesh for
his body's sake, which is the church:
現在我為你們受苦，倒覺歡樂，並且為基督的身體，就是為教會，要在我肉身上補滿基督患難的缺欠。

現在此時地 我現在持續歡喜安樂 在內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所經歷承受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你們，

並且 我現在持續相對對應地補充到滿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所落後短缺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壓迫患難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肉體 從屬我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它)那 從屬(它)身體

從屬(他)同一者， (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傳召；
[經文變異RT]

現在此時地 我現在持續歡喜安樂 在內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所經歷承受 從屬我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你們， 並且 我現在持續相對對應地補充到滿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所落後短缺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壓迫患難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肉體 從屬我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它)那 從屬(它)身體 從屬(他)同一者， (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傳召；
[經文變異Scrivener]

(他)這個 現在此時地 我現在持續歡喜安樂 在內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所經歷承受 從屬我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你們， 並且 我現在持續相對對應地補充到滿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所落後短缺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壓迫患難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肉體 從屬我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它)那 從屬(它)身體 從屬(他)同一者， (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傳召；

西 1:25 h-j evgeno,mhn evgw. dia,konoj kata. th.n oivkonomi,an tou/ qeou/ th.n doqei/sa,n moi eivj ùma/j plhrw/sai to.n
lo,gon tou/ qeou/(
Whereof I am made a minister, according to the dispensation of God which is given to me for you, to fulfil the
word of God;
我照神為你們所賜我的職分，作了教會的執事，要把神的道理傳得全備；

從屬(她)這個 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我 (他)僕工執事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那 到於(她)經營管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到於(她)那 到於(她)那時(也是)被給與了的 在對我 向內進入 到於你們

那時(也是)要去促使成充滿添足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不同標點]

從屬(她)這個 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我 (他)僕工執事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那 到於(她)經營管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到於(她)那 到於(她)那時(也是)被給與了的 在對我 向內進入 到於你們，

那時(也是)要去促使成充滿添足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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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1:26 to. musth,rion to. avpokekrumme,non avpo. tw/n aivw,nwn kai. avpo. tw/n genew/n & nu/n de. evfanerw,qh toi/j
ag̀i,oij auvtou/(
Even the mystery which hath been hid from ages and from generations, but now is made manifest to his saints:
這道理就是歷世歷代所隱藏的奧秘，但如今向他的聖徒顯明了；

到於(它)那 到於(它)奧祕 到於(它)那 到於(它)現在已經被從那裏隱藏遮掩離開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世紀時代 並且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族類之世代， 現在此時地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促使成促為照亮顯明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聖的 從屬(他)同一者；

西 1:27 oi-j hvqe,lhsen ò qeo.j gnwri,sai ti, to. plou/toj th/j do,xhj tou/ musthri,ou tou,tou evn toi/j e;qnesin( o[ evstin
Cristo.j evn ùmi/n( h` evlpi.j th/j do,xhj\
To whom God would make known what is the riches of the glory of this mystery among the Gentiles; which is
Christ in you, the hope of glory:
神願意叫他們知道，這奧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豐盛的榮耀；就是基督在你們心裏成了有榮耀的盼望；

在對(他們)這些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定意 (他)那 (他)神 那時(也是)要去使成認識知道 (它)任何什麼呢 (它)那

(它)豐滿富足 從屬(她)那 從屬(她)榮耀 從屬(它)那 從屬(它)奧祕 從屬(它)那同一者 在內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種族邦國； (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基督 在內 在對你們 (她)那 (她)期盼指望 從屬(她)那

從屬(她)榮耀；
[經文變異RT]

在對(他們)這些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定意 (他)那 (他)神 那時(也是)要去使成認識知道 (他)任何什麼呢 (他)那

(他)豐滿富足註1
從屬(她)那 從屬(她)榮耀 從屬(它)那 從屬(它)奧祕 從屬(它)那同一者 在內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種族邦國； (他)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基督 在內 在對你們 (她)那 (她)期盼指望 從屬(她)那

從屬(她)榮耀；

註1：“(它)豐滿富足”文法上亦可以為“(他)豐滿富足”。

西 1:28 o]n hm̀ei/j katagge,llomen nouqetou/ntej pa,nta a;nqrwpon kai. dida,skontej pa,nta a;nqrwpon evn pa,sh|
sofi,a|( i[na parasth,swmen pa,nta a;nqrwpon te,leion evn Cristw/|\
Whom we preach, warning every man, and teaching every man in all wisdom; that we may present every man
perfect in Christ Jesus:
我們傳揚他，是用諸般的智慧，勸戒各人，教導各人；要把各人在基督裏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

到於(他)這個 我們 我們現在持續發佈傳揚 (他們)現正持續行警告勸戒了的 到於(他)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人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教導了的 到於(他)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人 在內 在對(她)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她)智慧， 為要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立定站住在旁邊 到於(他)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人 到於(他)完滿成全的 在內 在對(他)基督；
[經文變異RT]

到於(他)這個 我們 我們現在持續發佈傳揚 (他們)現正持續行警告勸戒了的 到於(他)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人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教導了的 到於(他)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人 在內 在對(她)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她)智慧， 為要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立定站住在旁邊 到於(他)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人 到於(他)完滿成全的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在對(他)耶穌；

西 1:29 eivj o] kai. kopiw/ avgwnizo,menoj kata. th.n evne,rgeian auvtou/ th.n evnergoume,nhn evn evmoi. evn duna,meiÅ
Whereunto I also labour, striving according to his working, which worketh in me mightily.
我也為此勞苦，照著他在我裏面運用的大能，盡心竭力。

向內進入 到於(它)這個 並且 我現在持續有勞碌疲累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努力奮鬥了的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那

到於(她)效力功能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她)那 到於(她)現正持續讓自己成有功效了的 在內 在對"我" 在內

在對(她)能力權能。

西 2:1 Qe,lw ga.r ùma/j eivde,nai h̀li,kon avgw/na e;cw ùpe.r um̀w/n kai. tw/n evn Laodikei,a| kai. o[soi ouvc eò,rakan to.
pro,swpo,n mou evn sarki,(
For I would that ye knew what great conflict I have for you, and for them at Laodicea, and for as many as have
not seen my face in the flesh;
我願意你們曉得我為你們和老底嘉人，並一切沒有與我親自見面的人，是何等的盡心竭力；

我現在持續定意 因為 到於你們 現已經去看見察覺 到於(他)何等樣的 到於(他)比賽爭競 我現在持續持有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你們， 並且 從屬(他們)那些 在內 在對(她)老底嘉， 並且 (他們)這每一切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已經看見清楚 到於(它)那 到於(它)前面的臉面 從屬我 在內 在對(她)肉體；
[經文變異RT]

我現在持續定意 因為 到於你們 現已經去看見察覺 到於(他)何等樣的 到於(他)比賽爭競 我現在持續持有

<在周圍>關於 從屬你們， 並且 從屬(他們)那些 在內 在對(她)老底嘉， 並且 (他們)這每一切 不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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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們現在已經看見清楚 到於(它)那 到於(它)前面的臉面 從屬我 在內 在對(她)肉體；

西 2:2 i[na paraklhqw/sin ai` kardi,ai auvtw/n sumbibasqe,ntej evn avga,ph| kai. eivj pa/n plou/toj th/j plhrofori,aj
th/j sune,sewj( eivj evpi,gnwsin tou/ musthri,ou tou/ qeou/( Cristou/(
That their hearts might be comforted, being knit together in love, and unto all riches of the full assurance of
understanding, to the acknowledgement of the mystery of God, and of the Father, and of Christ;
要叫他們的心得安慰，因愛心互相聯絡，以致豐豐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們真知神的奧秘，就是基督

；

為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被勸勉請求 (她們)那些 (她們)內心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們)那時(也是)被敦促聯合一致了的 在內 在對(她)愛 並且 向內進入 到於(它)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豐滿富足

從屬(她)那 從屬(她)確信把握 從屬(她)那 從屬(她)貫通理解， 向內進入 到於(她)清楚認識知道 從屬(它)那

從屬(它)奧祕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從屬(他)基督；
[經文變異RT]

為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被勸勉請求 (她們)那些 (她們)內心 從屬(他們)同一者，

從屬(他們)那時(也是)被敦促聯合一致了的 在內 在對(她)愛 並且 向內進入 到於(他)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豐滿富足

從屬(她)那 從屬(她)確信把握 從屬(她)那 從屬(她)貫通理解， 向內進入 到於(她)清楚認識知道 從屬(它)那

從屬(它)奧祕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從屬(他)父親 並且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西 2:3 evn w-| eivsin pa,ntej oì qhsauroi. th/j sofi,aj kai. gnw,sewj avpo,krufoiÅ
In whom are hid all the treasures of wisdom and knowledge.
所積蓄的一切智慧知識，都在他裏面藏著。

在內 在對(他)這個註1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那些 (他們)寶藏財物 從屬(她)那 從屬(她)智慧

並且 從屬(她)知識認識 (他們)從那裏隱藏遮掩離開的。

註1：“在對(他)這個”文法上亦可以為“在對(它)這個”。

[經文變異RT]

在內 在對(他)這個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那些 (他們)寶藏財物 從屬(她)那 從屬(她)智慧

並且 從屬(她)那 從屬(她)知識認識 (他們)從那裏隱藏遮掩離開的。

西 2:4 Tou/to le,gw( i[na mhdei.j ùma/j paralogi,zhtai evn piqanologi,a|Å
And this I say, lest any man should beguile you with enticing words.
我說這話，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語迷惑你們。

到於(它)那同一者 我現在持續道說， 為要 (他)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到於你們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讓自己/被故意錯誤地估算 在內 在對(她)勸誘遊說之語。
[經文變異RT]

到於(它)那同一者 然而也 我現在持續道說， 為要 不會/不要 (他)任何什麼 到於你們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讓自己/被故意錯誤地估算 在內 在對(她)勸誘遊說之語。

西 2:5 eiv ga.r kai. th/| sarki. a;peimi( avlla. tw/| pneu,mati su.n ùmi/n eivmi( cai,rwn kai. ble,pwn ùmw/n th.n ta,xin kai.
to. stere,wma th/j eivj Cristo.n pi,stewj ùmw/nÅ
For though I be absent in the flesh, yet am I with you in the spirit, joying and beholding your order, and the
stedfastness of your faith in Christ.
我身子雖與你們相離，心卻與你們同在，見你們循規蹈矩，信基督的心也堅固，我就歡喜了。

若是 因為 並且 在對(她)那 在對(她)肉體 我現在持續是是離開不在， 但乃是 在對(它)那 在對(它)靈/風 共同一起

在對你們 我現在持續是， (他)現正持續歡喜安樂了的 並且 (他)現正持續著眼觀看了的 從屬你們 到於(她)那

到於(她)安排定規 並且 到於(它)那 到於(它)所促使為堅固穩定 從屬(她)那 向內進入 到於(他)基督 從屬(她)信

從屬你們。

西 2:6 ~Wj ou=n parela,bete to.n Cristo.n VIhsou/n to.n ku,rion( evn auvtw/| peripatei/te(
As ye have therefore received Christ Jesus the Lord, so walk ye in him:
你們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穌，就當遵他而行；

正如地 這樣 你們那時(也是)拿取在旁邊 到於(他)那 到於(他)基督 到於(他)耶穌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主人，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來往昂然踏行，

西 2:7 evrrizwme,noi kai. evpoikodomou,menoi evn auvtw/| kai. bebaiou,menoi th/| pi,stei kaqw.j evdida,cqhte(
perisseu,ontej evn euvcaristi,a|Å
Rooted and built up in him, and stablished in the faith, as ye have been taught, abounding therein with
thanksgiving.
在他裏面生根建造，信心堅固，正如你們所領的教訓，感謝的心也更增長了。

(他們)現在已經被扎根了的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被在上面營建修造了的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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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現正持續被促使成穩固踏實了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信， 按照正如地 你們那時(也是)被教導，

(他們)現正持續成格外多了的 在內 在對(她)感恩祝謝。
[經文變異RT]

(他們)現在已經被扎根了的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被在上面營建修造了的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被促使成穩固踏實了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信， 按照正如地 你們那時(也是)被教導，

(他們)現正持續成格外多了的 在內 在對(她)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感恩祝謝。
[經文變異WH]

(他們)現在已經被扎根了的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被在上面營建修造了的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被促使成穩固踏實了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信， 按照正如地 你們那時(也是)被教導，

(他們)現正持續成格外多了的 在內 在對(她)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感恩祝謝。

西 2:8 ble,pete mh, tij ùma/j e;stai ò sulagwgw/n dia. th/j filosofi,aj kai. kenh/j avpa,thj kata. th.n para,dosin tw/n
avnqrw,pwn( kata. ta. stoicei/a tou/ ko,smou kai. ouv kata. Cristo,n\
Beware lest any man spoil you through philosophy and vain deceit, after the tradition of men, after the rudiments
of the world, and not after Christ.
你們要謹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學，和虛空的妄言，不照著基督，乃照人間的遺傳，和世上的小學，就把你們擄

去；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著眼觀看， 不會/不要 (他)任何什麼 到於你們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他)那

(他)現正持續行帶走掠物了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理哲學 並且 從屬(她)虛空無有的 從屬(她)欺矇誘騙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那 到於(她)交付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人，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基本之要素序列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並且 不是/不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基督；

西 2:9 o[ti evn auvtw/| katoikei/ pa/n to. plh,rwma th/j qeo,thtoj swmatikw/j(
For in him dwelleth all the fulness of the Godhead bodily.
因為神本性一切的豐盛，都有形有體的居住在基督裏面；

是這樣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定居 (它)所有每一個的 (它)那 (它)所用以充滿添足/所被充滿添足

從屬(她)那 從屬(她)神本性 屬身體地，

西 2:10 kai. evste. evn auvtw/| peplhrwme,noi( o[j evstin h̀ kefalh. pa,shj avrch/j kai. evxousi,aj(
And ye are complete in him, which is the head of all principality and power:
你們在他裏面也得了豐盛。他是各樣執政掌權者的元首；

並且 你們現在持續是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他們)現在已經被促使成充滿添足了的， (他)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頭 從屬(她)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她)為起始為首 並且 從屬(她)權柄掌握；

西 2:11 evn w-| kai. perietmh,qhte peritomh/| avceiropoih,tw| evn th/| avpekdu,sei tou/ sw,matoj th/j sarko,j( evn th/|
peritomh/| tou/ Cristou/(
In whom also ye are circumcised with the circumcision made without hands, in putting off the body of the sins of
the flesh by the circumcision of Christ:
你們在他裏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禮，乃是基督使你們脫去肉體情慾的割禮；

在內 在對(他)這個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被行割禮 在對(她)割禮 在對(她)非為手行出作成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剝掉脫除 從屬(它)那 從屬(它)身體 從屬(她)那 從屬(她)肉體，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割禮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經文變異RT]

在內 在對(他)這個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被行割禮 在對(她)割禮 在對(她)非為手行出作成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剝掉脫除 從屬(它)那 從屬(它)身體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罪 從屬(她)那 從屬(她)肉體，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割禮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西 2:12 suntafe,ntej auvtw/| evn tw/| baptismw/|( evn w-| kai. sunhge,rqhte dia. th/j pi,stewj th/j evnergei,aj tou/ qeou/ tou/
evgei,rantoj auvto.n evk nekrw/n\
Buried with him in baptism, wherein also ye are risen with him through the faith of the operation of God, who
hath raised him from the dead.
你們既受洗與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與他一同復活；都因信那叫他從死裏復活神的功用。

(他們)那時(也是)被共同殯殮埋葬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浸洗， 在內 在對(他)這個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被一同喚醒起來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信 從屬(她)那 從屬(她)效力功能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從屬(他)那 從屬(他)那時(也是)喚醒起來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死掉的；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時(也是)被共同殯殮埋葬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浸洗之禮， 在內 在對(他)這個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被一同喚醒起來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信 從屬(她)那 從屬(她)效力功能 從屬(他)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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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屬(他)神 從屬(他)那 從屬(他)那時(也是)喚醒起來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死掉的；
[經文變異WH]

(他們)那時(也是)被共同殯殮埋葬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浸洗之禮， 在內 在對(他)這個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被一同喚醒起來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信 從屬(她)那 從屬(她)效力功能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從屬(他)那 從屬(他)那時(也是)喚醒起來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死掉的；

西 2:13 kai. ùma/j nekrou.j o;ntaj ÎevnÐ toi/j paraptw,masin kai. th/| avkrobusti,a| th/j sarko.j ùmw/n( sunezwopoi,hsen
um̀a/j su.n auvtw/|( carisa,menoj hm̀i/n pa,nta ta. paraptw,mataÅ
And you, being dead in your sins and the uncircumcision of your flesh, hath he quickened together with him,
having forgiven you all trespasses;
你們從前在過犯，和未受割禮的肉體中死了，神赦免了你們〔或作我們〕一切過犯，便叫你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

；

並且 到於你們 到於(他們)死掉的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是了的 在內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誤差過犯 並且

在對(她)那 在對(她)未受割禮 從屬(她)那 從屬(她)肉體 從屬你們，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共同活 到於你們

共同一起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恩待了的 在對我們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誤差過犯，
[經文變異RT]

並且 到於你們 到於(他們)死掉的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是了的 在內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誤差過犯 並且

在對(她)那 在對(她)未受割禮 從屬(她)那 從屬(她)肉體 從屬你們，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共同活 共同一起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恩待了的 在對你們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誤差過犯，
[經文變異WH]

並且 到於你們 到於(他們)死掉的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是了的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誤差過犯 並且 在對(她)那

在對(她)未受割禮 從屬(她)那 從屬(她)肉體 從屬你們，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共同活 到於你們 共同一起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恩待了的 在對我們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誤差過犯，

西 2:14 evxalei,yaj to. kaqV h̀mw/n ceiro,grafon toi/j do,gmasin o] h=n ùpenanti,on hm̀i/n( kai. auvto. h=rken evk tou/
me,sou proshlw,saj auvto. tw/| staurw/|\
Blotting out the handwriting of ordinances that was against us, which was contrary to us, and took it out of the
way, nailing it to his cross;
又塗抹了在律例上所寫，攻擊我們有礙於我們的字據，把他撤去，釘在十字架上；

(他)那時(也是)塗抹去掉了的 到於(它)那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我們 到於(它)親筆字據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教條律例， (它)這個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它)在底下相對拮抗的 在對我們； 並且 到於(它)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已經提起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中間當中的， (他)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釘釘子了的

到於(它)同一者 在對(他)那 在對(他)十字架；

西 2:15 avpekdusa,menoj ta.j avrca.j kai. ta.j evxousi,aj evdeigma,tisen evn parrhsi,a|( qriambeu,saj auvtou.j evn auvtw/|Å
And having spoiled principalities and powers, he made a shew of them openly, triumphing over them in it.
既將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擄來，明顯給眾人看，就仗著十字架誇勝。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剝掉脫除了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為起始為首 並且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權柄掌握

他/她/它那時(也是)使為範例表樣 在內 在對(她)放膽公開直言， (他)那時(也是)行凱旋遊行誇勝了的 到於(他們)同一者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西 2:16 Mh. ou=n tij ùma/j krine,tw evn brw,sei kai. evn po,sei h' evn me,rei eòrth/j h' neomhni,aj h' sabba,twn\
Let no man therefore judge you in meat, or in drink, or in respect of an holyday, or of the new moon, or of the
sabbath days:
所以不拘在飲食上，或節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讓人論斷你們；

不會/不要 這樣 (他)任何什麼 到於你們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區別審斷 在內 在對(她)食用 並且 在內 在對(她)喝，

甚或/或而 在內 在對(它)部分 從屬(她)節期 甚或/或而 從屬(她)月朔之慶 甚或/或而 從屬(它們)安息；
[經文變異RT]

不會/不要 這樣 (他)任何什麼 到於你們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區別審斷 在內 在對(她)食用 甚或/或而 在內

在對(她)喝 甚或/或而 在內 在對(它)部分 從屬(她)節期 甚或/或而 從屬(她)月朔之慶 甚或/或而 從屬(它們)安息；

西 2:17 a[ evstin skia. tw/n mello,ntwn( to. de. sw/ma tou/ Cristou/Å
Which are a shadow of things to come; but the body is of Christ.
這些原是後事的影兒；那形體卻是基督。

(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蔭影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的； (它)那 然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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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身體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經文變異MT]

(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蔭影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的； (它)那 然而也

(它)身體， 從屬(他)基督。

西 2:18 mhdei.j ùma/j katabrabeue,tw qe,lwn evn tapeinofrosu,nh| kai. qrhskei,a| tw/n avgge,lwn( a] eò,raken
evmbateu,wn( eivkh/| fusiou,menoj ùpo. tou/ noo.j th/j sarko.j auvtou/(
Let no man beguile you of your reward in a voluntary humility and worshipping of angels, intruding into those
things which he hath not seen, vainly puffed up by his fleshly mind,
不可讓人因著故意謙虛，和敬拜天使，就奪去你們的獎賞；這等人拘泥在所見過的，〔有古卷作這等人窺察所沒

有見過的〕隨著自己的慾心，無故的自高自大，

(他)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到於你們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裁決為失敗 (他)現正持續定意了的 在內 在對(她)全然謙卑

並且 在對(她)儀式奉行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使者， 到於(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現在已經看見清楚

(他)現正持續闖入詳察了的， 徒然無用地 (他)現正持續被促使為自大張狂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那

從屬(他)悟念知性 從屬(她)那 從屬(她)肉體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到於你們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裁決為失敗 (他)現正持續定意了的 在內 在對(她)全然謙卑

並且 在對(她)儀式奉行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使者， 到於(它們)這些個 不會/不要 他/她/它現在已經看見清楚

(他)現正持續闖入詳察了的， 徒然無用地 (他)現正持續被促使為自大張狂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那

從屬(他)悟念知性 從屬(她)那 從屬(她)肉體 從屬(他)同一者，

西 2:19 kai. ouv kratw/n th.n kefalh,n( evx ou- pa/n to. sw/ma dia. tw/n af̀w/n kai. sunde,smwn evpicorhgou,menon kai.
sumbibazo,menon au;xei th.n au;xhsin tou/ qeou/Å
And not holding the Head, from which all the body by joints and bands having nourishment ministered, and knit
together, increaseth with the increase of God.
不持定元首，全身既然靠著他筋節得以相助聯絡，就因神大得長進。

並且 不是/不 (他)現正持續掌控抓住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頭， 向外出來 從屬(他)這個 (它)所有每一個的 (它)那

(它)身體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韌帶關節 並且 從屬(他們)繫帶 (它)現正持續被在上面供給了的

並且 (它)現正持續被敦促聯合一致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長變大 到於(她)那 到於(她)成長變大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西 2:20 Eiv avpeqa,nete su.n Cristw/| avpo. tw/n stoicei,wn tou/ ko,smou( ti, ẁj zw/ntej evn ko,smw| dogmati,zesqeÈ
Wherefore if ye be dead with Christ from the rudiments of the world, why, as though living in the world, are ye
subject to ordinances,
你們若是與基督同死，脫離了世上的小學，為甚麼仍像在世俗中活著，服從那不可拿，不可嘗，不可摸，等類的

規條呢。

若是 你們那時(也是)死去 共同一起 在對(他)基督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基本之要素序列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正如地 (他們)現正持續活了的 在內 在對(他)美容妝束/世界

你們現在持續被使有教條律例，
[經文變異RT]

若是 這樣 你們那時(也是)死去 共同一起 在對(他)那 在對(他)基督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基本之要素序列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正如地 (他們)現正持續活了的

在內 在對(他)美容妝束/世界 你們現在持續被使有教條律例，

西 2:21 Mh. a[yh| mhde. geu,sh| mhde. qi,gh|j(
(Touch not; taste not; handle not;
〔見上節〕

不會/不要 你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觸摸連接， 然而也不要 你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品嘗， 然而也不要

你那時(也是)應該摸弄觸碰，
[不同標點]

不會/不要 你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觸摸連接， 然而也不要 你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品嘗， 然而也不要

你那時(也是)應該摸弄觸碰？

西 2:22 a[ evstin pa,nta eivj fqora.n th/| avpocrh,sei( kata. ta. evnta,lmata kai. didaskali,aj tw/n avnqrw,pwn(
Which all are to perish with the using;) after the commandments and doctrines of men?
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導的。說到這一切，正用的時候就都敗壞了。

(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朽敗朽壞 在對(她)那 在對(她)錯誤使用，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所督促責成 並且 到於(她們)教訓教導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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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標點]

(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朽敗朽壞 在對(她)那 在對(她)錯誤使用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所督促責成 並且 到於(她們)教訓教導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人。

西 2:23 a[tina, evstin lo,gon me.n e;conta sofi,aj evn evqeloqrhski,a| kai. tapeinofrosu,nh| Îkai.Ð avfeidi,a| sw,matoj( ouvk
evn timh/| tini pro.j plhsmonh.n th/j sarko,jÅ
Which things have indeed a shew of wisdom in will worship, and humility, and neglecting of the body; not in any
honour to the satisfying of the flesh.
這些規條，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謙卑，苦待己身，其實在克制肉體的情慾上，是毫無功效。

(它們)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的確 (它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從屬(她)智慧

在內 在對(她)定意自選之儀式奉行 並且 在對(她)全然謙卑 並且 在對(她)苦行克己 從屬(它)身體； 不是/不 在內

在對(她)珍貴價值 在對(她)任何什麼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飽足滿意 從屬(她)那 從屬(她)肉體。

西 3:1 Eiv ou=n sunhge,rqhte tw/| Cristw/|( ta. a;nw zhtei/te( ou- ò Cristo,j evstin evn dexia/| tou/ qeou/ kaqh,menoj\
If ye then be risen with Christ, seek those things which are above, where Christ sitteth on the right hand of God.
所以你們若真與基督一同復活，就當求在上面的事；那裏有基督坐在神的右邊。

若是 這樣 你們那時(也是)被一同喚醒起來 在對(他)那 在對(他)基督， 到於(它們)那些 上頭地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探索尋求， 在這裏地 (他)那 (他)基督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內 在對(她)右手邊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不同標點]

若是 這樣 你們那時(也是)被一同喚醒起來 在對(他)那 在對(他)基督， 到於(它們)那些 上頭地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探索尋求， 在這裏地 (他)那 (他)基督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內 在對(她)右手邊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西 3:2 ta. a;nw fronei/te( mh. ta. evpi. th/j gh/jÅ
Set your affection on things above, not on things on the earth.
你們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到於(它們)那些 上頭地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感受體察， 不會/不要 到於(它們)那些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西 3:3 avpeqa,nete ga.r kai. h` zwh. ùmw/n ke,kruptai su.n tw/| Cristw/| evn tw/| qew/|\
For ye are dead, and your life is hid with Christ in God.
因為你們已經死了，你們的生命與基督一同藏在神裏面。

你們那時(也是)死去 因為， 並且 (她)那 (她)生命 從屬你們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隱藏遮掩 共同一起 在對(他)那

在對(他)基督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西 3:4 o[tan ò Cristo.j fanerwqh/|( h` zwh. ùmw/n( to,te kai. ùmei/j su.n auvtw/| fanerwqh,sesqe evn do,xh|Å
When Christ, who is our life, shall appear, then shall ye also appear with him in glory.
基督是我們的生命，他顯現的時候，你們也要與他一同顯現在榮耀裏。

但凡當這時 (他)那 (他)基督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促使成促為照亮顯明 (她)那 (她)生命 從屬你們， 當那時地

並且 你們 共同一起 在對(他)同一者 你們將要(持續)被促使成促為照亮顯明 在內 在對(她)榮耀。
[經文變異RT][經文變異WH]

但凡當這時 (他)那 (他)基督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促使成促為照亮顯明 (她)那 (她)生命 從屬我們， 當那時地

並且 你們 共同一起 在對(他)同一者 你們將要(持續)被促使成促為照亮顯明 在內 在對(她)榮耀。

西 3:5 Nekrw,sate ou=n ta. me,lh ta. evpi. th/j gh/j( pornei,an avkaqarsi,an pa,qoj evpiqumi,an kakh,n( kai. th.n
pleonexi,an( h[tij evsti.n eivdwlolatri,a(
Mortify therefore your members which are upon the earth; fornication, uncleanness, inordinate affection, evil
concupiscence, and covetousness, which is idolatry:
所以要治死你們在地上的肢體；就如淫亂，污穢，邪情，惡慾，和貪婪，貪婪就與拜偶像一樣。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促使成死掉 這樣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肢體 到於(它們)那些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到於(她)通奸淫行， 到於(她)污穢不潔， 到於(它)苦楚激情， 到於(她)卑劣不好的

到於(她)渴想慕戀，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貪心， (她)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偶像之事奉敬奉；
[經文變異RT]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促使成死掉 這樣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肢體 從屬你們 到於(它們)那些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到於(她)通奸淫行， 到於(她)污穢不潔， 到於(它)苦楚激情， 到於(她)卑劣不好的

到於(她)渴想慕戀，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貪心， (她)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偶像之事奉敬奉；

西 3:6 diV a] e;rcetai h̀ ovrgh. tou/ qeou/ Îevpi. tou.j uiòu.j th/j avpeiqei,ajÐ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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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which things' sake the wrath of God cometh on the children of disobedience:
因這些事，神的忿怒必臨到那悖逆之子。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她)那 (她)激動忿怒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兒子 從屬(她)那 從屬(她)頑梗不信；
[經文變異WH]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她)那 (她)激動忿怒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

西 3:7 evn oi-j kai. um̀ei/j periepath,sate, pote( o[te evzh/te evn tou,toij\
In the which ye also walked some time, when ye lived in them.
當你們在這些事中活著的時候，也曾這樣行過。

在內 在對(它們)這些個註1 並且 你們 你們那時(也是)來往昂然踏行 在那個時候， 當這時地 你們當時持續活 在內

在對(它們)那同一者註2；

註1：“在對(它們)這些個”文法上亦可以為“在對(他們)這些個”。

註2：“在對(它們)那同一者”文法上亦可以為“在對(他們)那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在內 在對(它們)這些個 並且 你們 你們那時(也是)來往昂然踏行 在那個時候， 當這時地 你們當時持續活 在內

在對(它們)同一者；

西 3:8 nuni. de. avpo,qesqe kai. ùmei/j ta. pa,nta( ovrgh,n( qumo,n( kaki,an( blasfhmi,an( aivscrologi,an evk tou/
sto,matoj ùmw/n\
But now ye also put off all these; anger, wrath, malice, blasphemy, filthy communication out of your mouth.
但現在你們要棄絕這一切的事，以及惱恨，忿怒，惡毒，〔或作陰毒〕毀謗，並口中污穢的言語。

就現在此時地 然而也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置開移掉 並且 你們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激動忿怒， 到於(他)熾熱憤恨， 到於(她)惡劣不好， 到於(她)褻瀆， 到於(她)卑鄙淫穢的話語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口/嘴 從屬你們；

西 3:9 mh. yeu,desqe eivj avllh,louj( avpekdusa,menoi to.n palaio.n a;nqrwpon su.n tai/j pra,xesin auvtou/
Lie not one to another, seeing that ye have put off the old man with his deeds;
不要彼此說謊；因你們已經脫去舊人，和舊人的行為，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說謊作假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彼此，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剝掉脫除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老舊的 到於(他)人 共同一起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實施行使 從屬(他)同一者，

西 3:10 kai. evndusa,menoi to.n ne,on to.n avnakainou,menon eivj evpi,gnwsin katV eivko,na tou/ kti,santoj auvto,n(
And have put on the new man, which is renewed in knowledge after the image of him that created him:
穿上了新人；這新人在知識上漸漸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像；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穿著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新初年淺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現正持續被促使成更新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清楚認識知道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表像 從屬(他)那 從屬(他)那時(也是)創造建立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西 3:11 o[pou ouvk e;ni {Ellhn kai. VIoudai/oj( peritomh. kai. avkrobusti,a( ba,rbaroj( Sku,qhj( dou/loj( evleu,qeroj(
avlla. Îta.Ð pa,nta kai. evn pa/sin Cristo,jÅ
Where there is neither Greek nor Jew, circumcision nor uncircumcision, Barbarian, Scythian, bond nor free: but
Christ is all, and in all.
在此並不分希利尼人，猶太人，受割禮的，未受割禮的，化外人，西古提人，為奴的，自主的；惟有基督是包括

一切，又住在各人之內。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是在其中 (他)希利尼人 並且 (他)猶太人的， (她)割禮 並且

(她)未受割禮， (他)外語異族的， (他)西古提， (他)奴僕， (他)自由自主的； 但乃是 (它們)那些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並且 在內 在對(它們)所有每一個的註1
(他)基督。

註1：“在對(它們)所有每一個的”文法上亦可以為“在對(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經文變異WH]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是在其中 (他)希利尼人 並且 (他)猶太人的， (她)割禮 並且

(她)未受割禮， (他)外語異族的， (他)西古提， (他)奴僕， (他)自由自主的； 但乃是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並且

在內 在對(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基督。

西 3:12 VEndu,sasqe ou=n( wj̀ evklektoi. tou/ qeou/ a[gioi kai. hvgaphme,noi( spla,gcna oivktirmou/ crhsto,thta
tapeinofrosu,nhn prau<thta makroqumi,an(
Put on therefore, as the elect of God, holy and beloved, bowels of mercies, kindness, humbleness of mind,
meekness, longsuff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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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們既是神的選民，聖潔蒙愛的人，就要存〔原文作穿下同〕憐憫，恩慈，謙虛，溫柔，忍耐的心。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穿著 這樣， 正如地 (他們)乃挑選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們)聖的 並且

(他們)現在已經被愛了的， 到於(它們)腸腑內臟/憐慈心腸 從屬(他)有同情憐恤， 到於(她)恩慈合宜，

到於(她)全然謙卑， 到於(她)溫和謙柔， 到於(她)恆忍耐性，
[經文變異RT]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穿著 這樣， 正如地 (他們)乃挑選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們)聖的 並且

(他們)現在已經被愛了的， 到於(它們)腸腑內臟/憐慈心腸 從屬(他們)有同情憐恤， 到於(她)恩慈合宜，

到於(她)全然謙卑， 到於(她)溫和謙柔[同#4240]， 到於(她)恆忍耐性，

西 3:13 avneco,menoi avllh,lwn kai. carizo,menoi eàutoi/j eva,n tij pro,j tina e;ch| momfh,n\ kaqw.j kai. ò ku,rioj
evcari,sato um̀i/n( ou[twj kai. ùmei/j\
Forbearing one another, and forgiving one another, if any man have a quarrel against any: even as Christ
forgave you, so also do ye.
倘若這人與那人有嫌隙，總要彼此包容，彼此饒恕；主怎樣饒恕了你們，你們也要怎樣饒恕人。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支撐忍受了的 從屬(他們)彼此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恩待了的 在對(他們)同一者自己，

但凡若是 (他)任何什麼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持有 到於(她)指責抱怨；

按照正如地 並且 (他)那 (他)主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恩待 在對你們， 那同一樣式地 並且 你們；
[經文變異RT]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支撐忍受了的 從屬(他們)彼此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恩待了的 在對(他們)同一者自己，

但凡若是 (他)任何什麼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持有 到於(她)指責抱怨；

按照正如地 並且 (他)那 (他)基督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恩待 在對你們， 那同一樣式地 並且 你們；

西 3:14 evpi. pa/sin de. tou,toij th.n avga,phn( o[ evstin su,ndesmoj th/j teleio,thtojÅ
And above all these things put on charity, which is the bond of perfectness.
在這一切之外，要存著愛心；愛心就是聯絡全德的。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然而也 在對(它們)那同一者 到於(她)那 到於(她)愛， (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繫帶 從屬(她)那 從屬(她)完美全備。
[經文變異RT]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然而也 在對(它們)那同一者 到於(她)那 到於(她)愛， (她)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繫帶 從屬(她)那 從屬(她)完美全備。

西 3:15 kai. h̀ eivrh,nh tou/ Cristou/ brabeue,tw evn tai/j kardi,aij ùmw/n( eivj h]n kai. evklh,qhte evn eǹi. sw,mati\ kai.
euvca,ristoi gi,nesqeÅ
And let the peace of God rule in your hearts, to the which also ye are called in one body; and be ye thankful.
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們心裏作主；你們也為此蒙召，歸為一體；且要存感謝的心。

並且 (她)那 (她)和平安寧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行裁決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內心

從屬你們， 向內進入 到於(她)這個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被促請召喚 在內 在對(它)一個 在對(它)身體； 並且

(他們)祝謝感恩的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經文變異RT]

並且 (她)那 (她)和平安寧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行裁決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內心

從屬你們， 向內進入 到於(她)這個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被促請召喚 在內 在對(它)一個 在對(它)身體； 並且

(他們)祝謝感恩的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西 3:16 ò lo,goj tou/ Cristou/ evnoikei,tw evn ùmi/n plousi,wj( evn pa,sh| sofi,a| dida,skontej kai. nouqetou/ntej
eàutou,j( yalmoi/j u[mnoij wv|dai/j pneumatikai/j evn Îth/|Ð ca,riti a;|dontej evn tai/j kardi,aij ùmw/n tw/| qew/|\
Let the word of Christ dwell in you richly in all wisdom; teaching and admonishing one another in psalms and
hymns and spiritual songs, singing with grace in your hearts to the Lord.
當用各樣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豐豐富富的存在心裏，〔或作當把基督的道理豐豐富富的存在心裏以各樣的智

慧〕用詩章，頌詞，靈歌，彼此教導，互相勸戒，心被恩感，歌頌神。

(他)那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住在內 在內 在對你們

具豐滿富足地； 在內 在對(她)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她)智慧 (他們)現正持續教導了的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行警告勸戒了的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在對(他們)樂章詩篇， 在對(他們)頌讚詩詞，

在對(她們)詩曲頌歌 在對(她們)屬靈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恩典惠意 (他們)現正持續歌詠頌唱了的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內心 從屬你們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經文變異RT][不同標點]

(他)那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住在內 在內 在對你們 具豐滿富足地

在內 在對(她)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她)智慧； (他們)現正持續教導了的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行警告勸戒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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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在對(他們)樂章詩篇 並且 在對(他們)頌讚詩詞 並且 在對(她們)詩曲頌歌 在對(她們)屬靈的，

在內 在對(她)恩典惠意 (他們)現正持續歌詠頌唱了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內心 從屬你們 在對(他)那

在對(他)主人；
[經文變異WH]

(他)那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住在內 在內 在對你們

具豐滿富足地； 在內 在對(她)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她)智慧 (他們)現正持續教導了的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行警告勸戒了的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在對(他們)樂章詩篇， 在對(他們)頌讚詩詞，

在對(她們)詩曲頌歌 在對(她們)屬靈的， 在內 在對(她)恩典惠意 (他們)現正持續歌詠頌唱了的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內心 從屬你們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西 3:17 kai. pa/n o[ ti eva.n poih/te evn lo,gw| h' evn e;rgw|( pa,nta evn ovno,mati kuri,ou VIhsou/( euvcaristou/ntej tw/| qew/|
patri. diV auvtou/Å
And whatsoever ye do in word or deed, do all in the name of the Lord Jesus, giving thanks to God and the
Father by him.
無論作甚麼，或說話，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穌的名，藉著他感謝父神。

並且 到於(它)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這個 到於(它)任何什麼 但凡若是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行出作成 在內

在對(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甚或/或而 在內 在對(它)工作，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內 在對(它)名字

從屬(他)主人 從屬(他)耶穌， (他們)現正持續感謝了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在對(他)父親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到於(它)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這個 到於(它)任何什麼 但凡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行出作成 在內

在對(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甚或/或而 在內 在對(它)工作，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內 在對(它)名字

從屬(他)主人 從屬(他)耶穌， (他們)現正持續感謝了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並且 在對(他)父親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同一者。

西 3:18 Ai` gunai/kej( ùpota,ssesqe toi/j avndra,sin ẁj avnh/ken evn kuri,w|Å
Wives, submit yourselves unto your own husbands, as it is fit in the Lord.
你們作妻子的，當順服自己的丈夫，這在主裏面是相宜的。

(她們)那些 (她們)女人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被使服膺服從註1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男人/丈夫， 正如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向上達至相宜 在內 在對(他)主人。

註1：“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被使服膺服從”文法上亦可以為“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使服膺服從”。

[經文變異RT]

(她們)那些 (她們)女人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被使服膺服從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私人個別的 在對(他們)男人/丈夫，

正如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向上達至相宜 在內 在對(他)主人。

西 3:19 Oi` a;ndrej( avgapa/te ta.j gunai/kaj kai. mh. pikrai,nesqe pro.j auvta,jÅ
Husbands, love your wives, and be not bitter against them.
你們作丈夫的，要愛你們的妻子，不可苦待他們。

(他們)那些 (他們)男人/丈夫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愛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女人， 並且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被促為苦澀辛辣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們)同一者。

西 3:20 Ta. te,kna( ùpakou,ete toi/j goneu/sin kata. pa,nta( tou/to ga.r euva,resto,n evstin evn kuri,w|Å
Children, obey your parents in all things: for this is well pleasing unto the Lord.
你們作兒女的，要凡事聽從父母，因為這是主所喜悅的。

(它們)那些 (它們)孩子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留心聽從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父母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它)那同一者 因為 (它)可喜悅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內 在對(他)主人。
[經文變異RT]

(它們)那些 (它們)孩子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留心聽從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父母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它)那同一者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可喜悅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主人。

西 3:21 Oi` pate,rej( mh. evreqi,zete ta. te,kna ùmw/n( i[na mh. avqumw/sinÅ
Fathers, provoke not your children to anger, lest they be discouraged.
你們作父親的，不要惹兒女的氣，恐怕他們失了志氣。

(他們)那些 (他們)父親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激奮惹動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孩子 從屬你們， 為要

不會/不要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氣餒無神。

西 3:22 Oi` dou/loi( ùpakou,ete kata. pa,nta toi/j kata. sa,rka kuri,oij( mh. evn ovfqalmodouli,a| ẁj avnqrwpa,reskoi(
avllV evn àplo,thti kardi,aj fobou,menoi to.n ku,rionÅ
Servants, obey in all things your masters according to the flesh; not with eyeservice, as menpleasers; but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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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gleness of heart, fearing God:
你們作僕人的，要凡事聽從你們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事奉，像是討人喜歡的，總要存心誠實敬畏主；

(他們)那些 (他們)奴僕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留心聽從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們)那些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肉體 在對(他們)主人； 不會/不要 在內 在對(她)作樣子的服事 正如地 (他們)取悅人的，

但乃是 在內 在對(她)純誠無私 從屬(她)內心，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成驚恐畏懼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主人。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些 (他們)奴僕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留心聽從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們)那些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肉體 在對(他們)主人； 不會/不要 在內 在對(她們)作樣子的服事 正如地 (他們)取悅人的，

但乃是 在內 在對(她)純誠無私 從屬(她)內心，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成驚恐畏懼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經文變異WH]

(他們)那些 (他們)奴僕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留心聽從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們)那些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肉體 在對(他們)主人； 不會/不要 在內 在對(她們)作樣子的服事 正如地 (他們)取悅人的，

但乃是 在內 在對(她)純誠無私 從屬(她)內心，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成驚恐畏懼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主人。

西 3:23 o] eva.n poih/te( evk yuch/j evrga,zesqe wj̀ tw/| kuri,w| kai. ouvk avnqrw,poij(
And whatsoever ye do, do it heartily, as to the Lord, and not unto men;
無論作甚麼，都要從心裏作，像是給主作的，不是給人作的。

到於(它)這個 但凡若是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行出作成， 向外出來 從屬(她)生魂意念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作工作， 正如地 在對(他)那 在對(他)主人 並且 不是/不 在對(他們)人，
[經文變異RT]

並且 到於(它)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這個 到於(它)任何什麼 但凡若是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行出作成， 向外出來

從屬(她)生魂意念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作工作， 正如地 在對(他)那 在對(他)主人 並且 不是/不

在對(他們)人，

西 3:24 eivdo,tej o[ti avpo. kuri,ou avpolh,myesqe th.n avntapo,dosin th/j klhronomi,ajÅ tw/| kuri,w| Cristw/| douleu,ete\
Knowing that of the Lord ye shall receive the reward of the inheritance: for ye serve the Lord Christ.
因你們知道從主那裏，必得著基業為賞賜；你們所事奉的乃是主基督。

(他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了的 是這樣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主人 你們將要(持續)讓自己從那裏拿取 到於(她)那

到於(她)給付報償 從屬(她)那 從屬(她)產業繼承。 在對(他)那 在對(他)主人 在對(他)基督 你們現在持續作奴僕註1；

註1：“你們現在持續作奴僕”文法上亦可以為“你們現在就要持續作奴僕”。

[經文變異RT]

(他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了的 是這樣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主人 你們將要(持續)讓自己從那裏拿取 到於(她)那

到於(她)給付報償 從屬(她)那 從屬(她)產業繼承； 在對(他)那 因為 在對(他)主人 在對(他)基督 你們現在持續作奴僕。

西 3:25 ò ga.r avdikw/n komi,setai o] hvdi,khsen( kai. ouvk e;stin proswpolhmyi,aÅ
But he that doeth wrong shall receive for the wrong which he hath done: and there is no respect of persons.
那行不義的，必受不義的報應；主並不偏待人。

(他)那 因為 (他)現正持續行不義了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提取照理 到於(它)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不義；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為以貌偏待人。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現正持續行不義了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提取照理 到於(它)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不義；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為以貌偏待人。

西 4:1 Oì ku,rioi( to. di,kaion kai. th.n ivso,thta toi/j dou,loij pare,cesqe( eivdo,tej o[ti kai. ùmei/j e;cete ku,rion evn
ouvranw/|Å
Masters, give unto your servants that which is just and equal; knowing that ye also have a Master in heaven.
你們作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僕人，因為知道你們也有一位主在天上。

(他們)那些 (他們)主人 到於(它)那 到於(它)具公平正義的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平等均衡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奴僕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展示提供， (他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了的 是這樣 並且 你們

你們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他)主人 在內 在對(他)天空/天。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些 (他們)主人 到於(它)那 到於(它)具公平正義的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平等均衡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奴僕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展示提供， (他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了的 是這樣 並且 你們

你們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他)主人 在內 在對(他們)天空/天。

西 4:2 Th/| proseuch/| proskarterei/te( grhgorou/ntej evn auvth/| evn euvcaristi,a|(
Continue in prayer, and watch in the same with thanksg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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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要恆切禱告，在此儆醒感恩；

在對(她)那 在對(她)求告祈禱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在前面向著堅強持恆， (他們)現正持續儆醒了的 在內 在對(她)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感恩祝謝，

西 4:3 proseuco,menoi a[ma kai. peri. hm̀w/n( i[na ò qeo.j avnoi,xh| hm̀i/n qu,ran tou/ lo,gou lalh/sai to. musth,rion tou/
Cristou/( diV o] kai. de,demai(
Withal praying also for us, that God would open unto us a door of utterance, to speak the mystery of Christ, for
which I am also in bonds:
也要為我們禱告，求神給我們開傳道的門，能以講基督的奧秘，（我為此被捆鎖）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祈禱求告了的 同時一齊地 並且 <在周圍>關於 從屬我們， 為要 (他)那 (他)神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向上開啟打開 在對我們 到於(她)門戶 從屬(他)那 從屬(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那時(也是)要去發言講說 到於(它)那 到於(它)奧祕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這個 並且

我現在已經被拴綁；

西 4:4 i[na fanerw,sw auvto. ẁj dei/ me lalh/saiÅ
That I may make it manifest, as I ought to speak.
叫我按著所該說的話，將這奧秘發明出來。

為要 我那時(也是)應該促使成促為照亮顯明 到於(它)同一者， 正如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到於我 那時(也是)要去發言講說。

西 4:5 VEn sofi,a| peripatei/te pro.j tou.j e;xw to.n kairo.n evxagorazo,menoiÅ
Walk in wisdom toward them that are without, redeeming the time.
你們要愛惜光陰，用智慧與外人交往。

在內 在對(她)智慧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來往昂然踏行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在外面地， 到於(他)那

到於(他)場合時節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買斷贖回了的。

西 4:6 ò lo,goj um̀w/n pa,ntote evn ca,riti( a[lati hvrtume,noj( eivde,nai pw/j dei/ ùma/j eǹi. èka,stw| avpokri,nesqaiÅ
Let your speech be alway with grace, seasoned with salt, that ye may know how ye ought to answer every man.
你們的言語要常常帶著和氣，好像用鹽調和，就可知道該怎樣回答各人。

(他)那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你們 總是地 在內 在對(她)恩典惠意， 在對(它)鹽

(他)現在已經被調製調味了的， 現已經去看見察覺 怎樣如何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到於你們

在對(他)一個 在對(他)各個的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生應對回答。

西 4:7 Ta. katV evme. pa,nta gnwri,sei ùmi/n Tu,cikoj ò avgaphto.j avdelfo.j kai. pisto.j dia,konoj kai. su,ndouloj evn
kuri,w|(
All my state shall Tychicus declare unto you, who is a beloved brother, and a faithful minister and fellowservant
in the Lord:
有我親愛的兄弟推基古要將我一切的事都告訴你們；他是忠心的執事，和我一同作主的僕人。

到於(它們)那些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我"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使成認識知道 在對你們

(他)推基古 (他)那 (他)蒙愛的 (他)弟兄 並且 (他)誠且信的 (他)僕工執事 並且 (他)同作奴僕之人 在內

在對(他)主人；

西 4:8 o]n e;pemya pro.j ùma/j eivj auvto. tou/to( i[na gnw/te ta. peri. h̀mw/n kai. parakale,sh| ta.j kardi,aj ùmw/n(
Whom I have sent unto you for the same purpose, that he might know your estate, and comfort your hearts;
我特意打發他到你們那裏去，好叫你們知道我們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們的心。

到於(他)這個 我那時(也是)差送打發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向內進入 到於(它)同一者 到於(它)那同一者，

為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認識知道 到於(它們)那些 <在周圍>關於 從屬我們，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勸勉請求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內心 從屬你們；
[經文變異RT]

到於(他)這個 我那時(也是)差送打發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向內進入 到於(它)同一者 到於(它)那同一者，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認識知道註1
到於(它們)那些 <在周圍>關於 從屬你們，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勸勉請求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內心 從屬你們；

註1：“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認識知道”文法上亦可以為“我那時(也是)應該認識知道”。

西 4:9 su.n VOnhsi,mw| tw/| pistw/| kai. avgaphtw/| avdelfw/|( o[j evstin evx ùmw/n\ pa,nta ùmi/n gnwri,sousin ta. w-deÅ
With Onesimus, a faithful and beloved brother, who is one of you. They shall make known unto you all things
which are done here.
我又打發一位親愛忠心的兄弟阿尼西母同去；他也是你們那裏的人。他們要把這裏一切的事都告訴你們。

共同一起 在對(他)阿尼西母 在對(他)那 在對(他)誠且信的 並且 在對(他)蒙愛的 在對(他)弟兄， (他)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向外出來 從屬你們。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你們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使成認識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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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於(它們)那些 也就在此地。

西 4:10 VAspa,zetai ùma/j VAri,starcoj ò sunaicma,lwto,j mou kai. Ma/rkoj ò avneyio.j Barnaba/ ¿peri. ou- evla,bete
evntola,j( eva.n e;lqh| pro.j ùma/j( de,xasqe auvto,nÀ
Aristarchus my fellowprisoner saluteth you, and Marcus, sister's son to Barnabas, (touching whom ye received
commandments: if he come unto you, receive him;)
與我一同坐監的亞里達古問你們安。巴拿巴的表弟馬可也問你們安。（說到這馬可，你們已經受了吩咐；他若到

了你們那裏，你們就接待他。）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擁抱問安 到於你們 (他)亞里達古 (他)那 (他)同伴俘擄 從屬我 並且 (他)馬可 (他)那

(他)堂親表戚 從屬(他)巴拿巴，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這個 你們那時(也是)拿取 到於(她們)誡律命令： 但凡若是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接納領受 到於(他)同一者；

西 4:11 kai. VIhsou/j ò lego,menoj VIou/stoj( oì o;ntej evk peritomh/j( ou-toi mo,noi sunergoi. eivj th.n basilei,an tou/
qeou/( oi[tinej evgenh,qhsa,n moi parhgori,aÅ
And Jesus, which is called Justus, who are of the circumcision. These only are my fellowworkers unto the
kingdom of God, which have been a comfort unto me.
耶數又稱為猶士都，也問你們安；奉割禮的人中，只有這三個人，是為神的國與我一同作工的，也是叫我心裏得

安慰的。

並且 (他)耶穌 (他)那 (他)現正持續被道說了的 (他)猶士都，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是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她)割禮， (他們)那同一者 (他們)僅有單獨的 (他們)共同作工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們)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生發成為 在對我 (她)支持安慰。

西 4:12 avspa,zetai ùma/j VEpafra/j ò evx ùmw/n( dou/loj Cristou/ Îvihsou/Ð( pa,ntote avgwnizo,menoj ùpe.r ùmw/n evn
tai/j proseucai/j( i[na staqh/te te,leioi kai. peplhroforhme,noi evn panti. qelh,mati tou/ qeou/Å
Epaphras, who is one of you, a servant of Christ, saluteth you, always labouring fervently for you in prayers, that
ye may stand perfect and complete in all the will of God.
有你們那裏的人，作基督耶穌僕人的以巴弗問你們安。他在禱告之間，常為你們竭力的祈求，願你們在神一切的

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站立得穩。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擁抱問安 到於你們 (他)以巴弗 (他)那 向外出來 從屬你們， (他)奴僕 從屬(他)基督

從屬(他)耶穌， 總是地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努力奮鬥了的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你們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求告祈禱， 為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被立定站住 (他們)完滿成全的 並且

(他們)現在已經被完滿地實踐確認了的 在內 在對(它)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它)所定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擁抱問安 到於你們 (他)以巴弗 (他)那 向外出來 從屬你們， (他)奴僕 從屬(他)基督，

總是地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努力奮鬥了的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你們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求告祈禱， 為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立定站住 (他們)完滿成全的 並且

(他們)現在已經被促使成充滿添足了的 在內 在對(它)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它)所定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西 4:13 marturw/ ga.r auvtw/| o[ti e;cei polu.n po,non ùpe.r ùmw/n kai. tw/n evn Laodikei,a| kai. tw/n evn ~Ierapo,leiÅ
For I bear him record, that he hath a great zeal for you, and them that are in Laodicea, and them in Hierapolis.
他為你們和老底嘉並希拉波立的弟兄，多多的勞苦；這是我可以給他作見證的。

我現在持續作見證人 因為 在對(他)同一者， 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他)許多的 到於(他)勞動辛苦之苦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你們， 並且 從屬(他們)那些 在內 在對(她)老底嘉， 並且 從屬(他們)那些 在內

在對(她)希拉波立。
[經文變異RT]

我現在持續作見證人 因為 在對(他)同一者， 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他)火熱激昂 到於(他)許多的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你們， 並且 從屬(他們)那些 在內 在對(她)老底嘉， 並且 從屬(他們)那些 在內

在對(她)希拉波立。

西 4:14 avspa,zetai ùma/j Louka/j ò ivatro.j ò avgaphto.j kai. Dhma/jÅ
Luke, the beloved physician, and Demas, greet you.
所親愛的醫生路加，和底馬問你們安。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擁抱問安 到於你們 (他)路加 (他)那 (他)醫生 (他)那 (他)蒙愛的 並且 (他)底馬。

西 4:15 VAspa,sasqe tou.j evn Laodikei,a| avdelfou.j kai. Nu,mfan kai. th.n katV oi=kon auvth/j evkklhsi,anÅ
Salute the brethren which are in Laodicea, and Nymphas, and the church which is in his house.
請問老底嘉的弟兄和寧法，並他家裏的教會安。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擁抱問安 到於(他們)那些 在內 在對(她)老底嘉 到於(他們)弟兄， 並且 到於(她)寧法，

並且 到於(她)那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住處家室 從屬(她)同一者 到於(她)傳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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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變異RT]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擁抱問安 到於(他們)那些 在內 在對(她)老底嘉 到於(他們)弟兄， 並且 到於(他)寧法註1，

並且 到於(她)那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住處家室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她)傳召。

註1：“到於(她)寧法”文法上亦可以為“到於(他)寧法”。

西 4:16 kai. o[tan avnagnwsqh/| parV ùmi/n h̀ evpistolh,( poih,sate i[na kai. evn th/| Laodike,wn evkklhsi,a| avnagnwsqh/|(
kai. th.n evk Laodikei,aj i[na kai. ùmei/j avnagnw/teÅ
And when this epistle is read among you, cause that it be read also in the church of the Laodiceans; and that ye
likewise read the epistle from Laodicea.
你們念了這書信，便交給老底嘉的教會，叫他們也念；你們也要念從老底嘉來的書信。

並且 但凡當這時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宣讀誦念 <在旁邊>在旁邊 在對你們 (她)那 (她)書信，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行出作成 為要 並且 在內 在對(她)那 從屬(他們)老底嘉者 在對(她)傳召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宣讀誦念； 並且 到於(她)那 向外出來 從屬(她)老底嘉 為要 並且 你們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宣讀誦念。

西 4:17 kai. ei;pate VArci,ppw|( Ble,pe th.n diakoni,an h]n pare,labej evn kuri,w|( i[na auvth.n plhroi/jÅ
And say to Archippus, Take heed to the ministry which thou hast received in the Lord, that thou fulfil it.
要對亞基布說：務要謹慎，盡你從主所受的職分。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發話言說 在對(他)亞基布， 你現在就要持續著眼觀看 到於(她)那 到於(她)職務服事

到於(她)這個 你那時(也是)拿取在旁邊 在內 在對(他)主人， 為要 到於(她)同一者 你現在應該持續促使成充滿添足。

西 4:18 ~O avspasmo.j th/| evmh/| ceiri. Pau,louÅ mnhmoneu,ete, mou tw/n desmw/nÅ h` ca,rij meqV ùmw/nÅ
The salutation by the hand of me Paul. Remember my bonds. Grace be with you. Amen.
我保羅親筆問你們安。你們要記念我的捆鎖。願恩惠常與你們同在。

(他)那 (他)擁抱問安 在對(她)那 在對(她)我之物 在對(她)手 從屬(他)保羅。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記念想起 從屬我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捆鎖。 (她)那 (她)恩典惠意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你們。
[經文變異RT]

(他)那 (他)擁抱問安 在對(她)那 在對(她)我之物 在對(她)手 從屬(他)保羅。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記念想起 從屬我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捆鎖。 (她)那 (她)恩典惠意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你們。 阿們。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歌羅西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刻寫記載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羅馬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推基古 並且

從屬(他)阿尼西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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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撒羅尼迦前書 // 1 Thessalonians

帖前 1:1 Pau/loj kai. Silouano.j kai. Timo,qeoj th/| evkklhsi,a| Qessalonike,wn evn qew/| patri. kai. kuri,w| VIhsou/
Cristw/|( ca,rij ùmi/n kai. eivrh,nhÅ
Paul, and Silvanus, and Timotheus, unto the church of the Thessalonians which is in God the Father and in the
Lord Jesus Christ: Grace be unto you, and peace, from God our Father, and the Lord Jesus Christ.
保羅，西拉，提摩太，寫信給帖撒羅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穌基督裏的教會；願恩惠平安歸與你們。

(他)保羅 並且 (他)西拉 並且 (他)提摩太， 在對(她)那 在對(她)傳召 從屬(他們)帖撒羅尼迦人 在內 在對(他)神

在對(他)父親 並且 在對(他)主人 在對(他)耶穌 在對(他)基督： (她)恩典惠意 在對你們 並且 (她)和平安寧。
[經文變異RT]

(他)保羅 並且 (他)西拉 並且 (他)提摩太， 在對(她)那 在對(她)傳召 從屬(他們)帖撒羅尼迦人 在內 在對(他)神

在對(他)父親 並且 在對(他)主人 在對(他)耶穌 在對(他)基督： (她)恩典惠意 在對你們 並且 (她)和平安寧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神 從屬(他)父親 從屬我們 並且 從屬(他)主人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帖前 1:2 Euvcaristou/men tw/| qew/| pa,ntote peri. pa,ntwn ùmw/n mnei,an poiou,menoi evpi. tw/n proseucw/n hm̀w/n(
We give thanks to God always for you all, making mention of you in our prayers;
我們為你們眾人常常感謝神，禱告的時候提到你們；

我們現在持續感謝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總是地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你們，

到於(她)憶想思念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行出作成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求告祈禱

從屬我們，
[不同標點]

我們現在持續感謝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總是地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你們，

到於(她)憶想思念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行出作成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求告祈禱 從屬我們
[經文變異RT]

我們現在持續感謝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總是地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你們，

到於(她)憶想思念 從屬你們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行出作成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求告祈禱

從屬我們，

帖前 1:3 avdialei,ptwj mnhmoneu,ontej ùmw/n tou/ e;rgou th/j pi,stewj kai. tou/ ko,pou th/j avga,phj kai. th/j ùpomonh/j
th/j evlpi,doj tou/ kuri,ou h̀mw/n VIhsou/ Cristou/ e;mprosqen tou/ qeou/ kai. patro.j hm̀w/n(
Remembering without ceasing your work of faith, and labour of love, and patience of hope in our Lord Jesus
Christ, in the sight of God and our Father;
在神我們的父面前，不住的記念你們因信心所作的工夫，因愛心所受的勞苦，因盼望我們主耶穌基督所存的忍耐

。

乃不中止間斷地 (他們)現正持續記念想起了的 從屬你們 從屬(它)那 從屬(它)工作 從屬(她)那 從屬(她)信 並且

從屬(他)那 從屬(他)勞碌疲累 從屬(她)那 從屬(她)愛 並且 從屬(她)那 從屬(她)堅忍持守 從屬(她)那 從屬(她)期盼指望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我們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從在其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從屬(他)父親

從屬我們，
[不同標點]

乃不中止間斷地， (他們)現正持續記念想起了的 從屬你們 從屬(它)那 從屬(它)工作 從屬(她)那 從屬(她)信 並且

從屬(他)那 從屬(他)勞碌疲累 從屬(她)那 從屬(她)愛 並且 從屬(她)那 從屬(她)堅忍持守 從屬(她)那 從屬(她)期盼指望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我們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從在其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從屬(他)父親

從屬我們，

帖前 1:4 eivdo,tej( avdelfoi. hvgaphme,noi ùpo. Îtou/Ð qeou/( th.n evklogh.n ùmw/n(
Knowing, brethren beloved, your election of God.
被神所愛的弟兄阿，我知道你們是蒙揀選的；

(他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了的， 阿,(他們)弟兄 阿,(他們)現在已經被愛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到於(她)那 到於(她)揀選 從屬你們；
[經文變異RT]

(他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了的， 阿,(他們)弟兄 阿,(他們)現在已經被愛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神， 到於(她)那

到於(她)揀選 從屬你們；

帖前 1:5 o[ti to. euvagge,lion hm̀w/n ouvk evgenh,qh eivj ùma/j evn lo,gw| mo,non avlla. kai. evn duna,mei kai. evn pneu,mati
ag̀i,w| kai. ÎevnÐ plhrofori,a| pollh/|( kaqw.j oi;date oi-oi evgenh,qhmen ÎevnÐ ùmi/n diV ùma/jÅ
For our gospel came not unto you in word only, but also in power, and in the Holy Ghost, and in much
assurance; as ye know what manner of men we were among you for your s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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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們的福音傳到你們那裏，不獨在乎言語，也在乎權能，和聖靈，並充足的信心；正如你們知道我們在你們

那裏，為你們的緣故是怎樣為人。

是這樣 (它)那 (它)福音佳訊 從屬我們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發成為 向內進入 到於你們 在內

在對(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僅有單獨地， 但乃是 並且 在內 在對(她)能力權能 並且 在內 在對(它)靈/風

在對(它)聖的 並且 在內 在對(她)確信把握 在對(她)許多的； 按照正如地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他們)如此這樣

我們那時(也是)被生發成為 在內 在對你們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你們。
[經文變異WH]

是這樣 (它)那 (它)福音佳訊 從屬我們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發成為 向內進入 到於你們 在內

在對(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僅有單獨地， 但乃是 並且 在內 在對(她)能力權能 並且 在內 在對(它)靈/風

在對(它)聖的 並且 在對(她)確信把握 在對(她)許多的； 按照正如地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他們)如此這樣

我們那時(也是)被生發成為 在對你們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你們。

帖前 1:6 kai. ùmei/j mimhtai. hm̀w/n evgenh,qhte kai. tou/ kuri,ou( dexa,menoi to.n lo,gon evn qli,yei pollh/| meta. cara/j
pneu,matoj ag̀i,ou(
And ye became followers of us, and of the Lord, having received the word in much affliction, with joy of the Holy
Ghost:
並且你們在大難之中，蒙了聖靈所賜的喜樂，領受真道，就效法我們，也效法了主；

並且 你們 (他們)模仿效法者 從屬我們 你們那時(也是)被生發成為 並且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接納領受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在內 在對(她)壓迫患難 在對(她)許多的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歡喜快樂 從屬(它)靈/風 從屬(它)聖的；

帖前 1:7 w[ste gene,sqai ùma/j tu,pon pa/sin toi/j pisteu,ousin evn th/| Makedoni,a| kai. evn th/| VAcai<a|Å
So that ye were ensamples to all that believe in Macedonia and Achaia.
甚至你們作了馬其頓和亞該亞，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樣。

以致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生發成為 到於你們 到於(他)印模樣本 在對(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馬其頓 並且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亞該亞。
[經文變異RT]

以致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生發成為 到於你們 到於(他們)印模樣本 在對(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馬其頓 並且 在對(她)那 在對(她)亞該亞。

帖前 1:8 avfV ùmw/n ga.r evxh,chtai ò lo,goj tou/ kuri,ou ouv mo,non evn th/| Makedoni,a| kai. Îevn th/|Ð VAcai<a|( avllV evn
panti. to,pw| h` pi,stij ùmw/n h` pro.j to.n qeo.n evxelh,luqen( w[ste mh. crei,an e;cein hm̀a/j lalei/n tiÅ
For from you sounded out the word of the Lord not only in Macedonia and Achaia, but also in every place your
faith to God-ward is spread abroad; so that we need not to speak any thing.
因為主的道從你們那裏已經傳揚出來，你們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馬其頓和亞該亞，就是在各處，也都傳開了；所以

不用我們說甚麼話。

從那裏離開 從屬你們 因為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向外有響聲回響 (他)那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不是/不 僅有單獨地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馬其頓 並且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亞該亞，

但乃是 在內 在對(他)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地點處所 (她)那 (她)信 從屬你們 (她)那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他/她/它現在已經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以致 不會/不要 到於(她)需用 現要去持續持有 到於我們

現要去持續發言講說 到於(它)任何什麼。
[不同標點]

從那裏離開 從屬你們 因為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向外有響聲回響 (他)那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不是/不 僅有單獨地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馬其頓 並且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亞該亞，

但乃是 在內 在對(他)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地點處所； (她)那 (她)信 從屬你們 (她)那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他/她/它現在已經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以致 不會/不要 到於(她)需用 現要去持續持有

到於我們 現要去持續發言講說 到於(它)任何什麼。
[經文變異RT]

從那裏離開 從屬你們 因為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向外有響聲回響 (他)那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不是/不 僅有單獨地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馬其頓 並且 在對(她)亞該亞， 但乃是 並且 在內

在對(他)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地點處所 (她)那 (她)信 從屬你們 (她)那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他/她/它現在已經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以致 不會/不要 到於(她)需用 到於我們 現要去持續持有 現要去持續發言講說

到於(它)任何什麼。
[經文變異WH]

從那裏離開 從屬你們 因為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向外有響聲回響 (他)那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不是/不 僅有單獨地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馬其頓 並且 在對(她)亞該亞， 但乃是 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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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他)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地點處所 (她)那 (她)信 從屬你們 (她)那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他/她/它現在已經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以致 不會/不要 到於(她)需用 現要去持續持有 到於我們 現要去持續發言講說

到於(它)任何什麼。

帖前 1:9 auvtoi. ga.r peri. hm̀w/n avpagge,llousin òpoi,an ei;sodon e;scomen pro.j ùma/j( kai. pw/j evpestre,yate pro.j
to.n qeo.n avpo. tw/n eivdw,lwn douleu,ein qew/| zw/nti kai. avlhqinw/|
For they themselves shew of us what manner of entering in we had unto you, and how ye turned to God from
idols to serve the living and true God;
因為他們自己已經報明我們是怎樣進到你們那裏，你們是怎樣離棄偶像歸向神，要服事那又真又活的神，

(他們)同一者 因為 <在周圍>關於 從屬我們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從那裏報信通告 到於(她)這什麼樣的

到於(她)入口進入 我們那時(也是)持有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並且 怎樣如何地

你們那時(也是)在上面轉動翻轉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偶像

現要去持續作奴僕 在對(他)神 在對(他)現正持續活了的 並且 在對(他)真正實在的，

帖前 1:10 kai. avname,nein to.n uiò.n auvtou/ evk tw/n ouvranw/n( o]n h;geiren evk Îtw/nÐ nekrw/n( VIhsou/n to.n rùo,menon
hm̀a/j evk th/j ovrgh/j th/j evrcome,nhjÅ
And to wait for his Son from heaven, whom he raised from the dead, even Jesus, which delivered us from the
wrath to come.
等候他兒子從天降臨，就是他從死裏復活的，那位救我們脫離將來忿怒的耶穌。

並且 現要去持續耐心停留候守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從屬(他)同一者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天空/天， 到於(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喚醒起來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死掉的，

到於(他)耶穌 到於(他)那 到於(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搭救了的 到於我們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激動忿怒

從屬(她)那 從屬(她)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現要去持續耐心停留候守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從屬(他)同一者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天空/天， 到於(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喚醒起來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死掉的， 到於(他)耶穌

到於(他)那 到於(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搭救了的 到於我們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激動忿怒 從屬(她)那

從屬(她)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經文變異MT]

並且 現要去持續耐心停留候守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從屬(他)同一者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天空/天， 到於(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喚醒起來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死掉的，

到於(他)耶穌 到於(他)那 到於(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搭救了的 到於我們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激動忿怒

從屬(她)那 從屬(她)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帖前 2:1 Auvtoi. ga.r oi;date( avdelfoi,( th.n ei;sodon hm̀w/n th.n pro.j ùma/j o[ti ouv kenh. ge,gonen(
For yourselves, brethren, know our entrance in unto you, that it was not in vain:
弟兄們，你們自己原曉得我們進到你們那裏，並不是徒然的。

(他們)同一者 因為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阿,(他們)弟兄， 到於(她)那 到於(她)入口進入 從屬我們 到於(她)那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是這樣 不是/不 (她)虛空無有的 他/她/它現在已經生發成為；

帖前 2:2 avlla. propaqo,ntej kai. ùbrisqe,ntej( kaqw.j oi;date( evn Fili,ppoij evparrhsiasa,meqa evn tw/| qew/| hm̀w/n
lalh/sai pro.j ùma/j to. euvagge,lion tou/ qeou/ evn pollw/| avgw/niÅ
But even after that we had suffered before, and were shamefully entreated, as ye know, at Philippi, we were
bold in our God to speak unto you the gospel of God with much contention.
我們從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這是你們知道的；然而還是靠我們的神放開膽量，在大爭戰中把神的福音傳給你們

。

但乃是 (他們)那時(也是)預先經歷承受了的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被淩辱了的， 按照正如地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在內 在對(他們)腓立比 我們那時(也是)讓自己使有放膽公開直言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從屬我們

那時(也是)要去發言講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到於(它)那 到於(它)福音佳訊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在內

在對(他)許多的 在對(他)比賽爭競。
[經文變異RT]

但乃是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預先經歷承受了的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被淩辱了的， 按照正如地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在內 在對(他們)腓立比 我們那時(也是)讓自己使有放膽公開直言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從屬我們 那時(也是)要去發言講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到於(它)那 到於(它)福音佳訊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在內 在對(他)許多的 在對(他)比賽爭競。

帖前 2:3 h` ga.r para,klhsij hm̀w/n ouvk evk pla,nhj ouvde. evx avkaqarsi,aj ouvde. evn do,l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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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our exhortation was not of deceit, nor of uncleanness, nor in guile:
我們的勸勉，不是出於錯誤，不是出於污穢，也不是用詭詐；

(她)那 因為 (她)勸勉請求 從屬我們 不是/不 向外出來 從屬(她)迷途錯謬， 然而也不是地 向外出來

從屬(她)污穢不潔， 然而也不是地 在內 在對(他)餌誘詭詐；

帖前 2:4 avlla. kaqw.j dedokima,smeqa ùpo. tou/ qeou/ pisteuqh/nai to. euvagge,lion( ou[twj lalou/men( ouvc wj̀
avnqrw,poij avre,skontej avlla. qew/| tw/| dokima,zonti ta.j kardi,aj hm̀w/nÅ
But as we were allowed of God to be put in trust with the gospel, even so we speak; not as pleasing men, but
God, which trieth our hearts.
但神既然驗中了我們，把福音託付我們，我們就照樣講，不是要討人喜歡，乃是要討那察驗我們心的神喜歡。

但乃是 按照正如地 我們現在已經被查驗證實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那時(也是)要去被置信信託

到於(它)那 到於(它)福音佳訊， 那同一樣式地 我們現在持續發言講說， 不是/不 正如地 在對(他們)人

(他們)現正持續取悅了的， 但乃是 在對(他)神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查驗證實了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內心 從屬我們。
[經文變異RT]

但乃是 按照正如地 我們現在已經被查驗證實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那時(也是)要去被置信信託

到於(它)那 到於(它)福音佳訊， 那同一樣式地 我們現在持續發言講說， 不是/不 正如地 在對(他們)人

(他們)現正持續取悅了的， 但乃是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查驗證實了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內心 從屬我們。

帖前 2:5 ou;te ga,r pote evn lo,gw| kolakei,aj evgenh,qhmen( kaqw.j oi;date( ou;te evn profa,sei pleonexi,aj( qeo.j
ma,rtuj(
For neither at any time used we flattering words, as ye know, nor a cloke of covetousness; God is witness:
因為我們從來沒有用過諂媚的話，這是你們知道的；也沒有藏著貪心，這是神可以作見證的。

並不/又不 因為 在那個時候 在內 在對(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她)奉承諂媚 我們那時(也是)被生發成為，

按照正如地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並不/又不 在內 在對(她)外表做作 從屬(她)貪心； (他)神 (他)見證人；
[經文變異WH]

並不/又不 因為 在那個時候 在內 在對(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她)奉承諂媚 我們那時(也是)被生發成為，

按照正如地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並不/又不 在對(她)外表做作 從屬(她)貪心； (他)神 (他)見證人；

帖前 2:6 ou;te zhtou/ntej evx avnqrw,pwn do,xan ou;te avfV um̀w/n ou;te avpV a;llwn(
Nor of men sought we glory, neither of you, nor yet of others, when we might have been burdensome, as the
apostles of Christ.
我們作基督的使徒，雖然可以叫人尊重，卻沒有向你們或向別人求榮耀，

並不/又不 (他們)現正持續探索尋求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人 到於(她)榮耀， 並不/又不 從那裏離開 從屬你們，

並不/又不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另外不同的，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了的 在內 在對(它)沉重重壓

現要去持續是 正如地 從屬(他)基督 (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不同標點]

並不/又不 (他們)現正持續探索尋求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人 到於(她)榮耀， 並不/又不 從那裏離開 從屬你們，

並不/又不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另外不同的；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了的 在內 在對(它)沉重重壓

現要去持續是 正如地 從屬(他)基督 (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帖前 2:7 duna,menoi evn ba,rei ei=nai ẁj Cristou/ avpo,stoloiÅ avlla. evgenh,qhmen nh,pioi evn me,sw| ùmw/n( ẁj eva.n
trofo.j qa,lph| ta. èauth/j te,kna(
But we were gentle among you, even as a nurse cherisheth her children:
只在你們中間存心溫柔，如同母親乳養自己的孩子。

但乃是 我們那時(也是)被生發成為 (他們)嬰孩的 在內 在對(它)中間當中的 從屬你們， 正如地 但凡若是

(她)乳養哺育之人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珍惜照顧 到於(它們)那些 從屬(她)同一者自己 到於(它們)孩子；
[經文變異RT]

但乃是 我們那時(也是)被生發成為 (他們)和藹可親的 在內 在對(它)中間當中的 從屬你們， 正如地 但凡

(她)乳養哺育之人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珍惜照顧 到於(它們)那些 從屬(她)同一者自己 到於(它們)孩子；

帖前 2:8 ou[twj òmeiro,menoi ùmw/n euvdokou/men metadou/nai ùmi/n ouv mo,non to. euvagge,lion tou/ qeou/ avlla. kai. ta.j
eàutw/n yuca,j( dio,ti avgaphtoi. hm̀i/n evgenh,qhteÅ
So being affectionately desirous of you, we were willing to have imparted unto you, not the gospel of God only,
but also our own souls, because ye were dear unto us.
我們既是這樣愛你們，不但願意將神的福音給你們，連自己的性命也願意給你們，因你們是我們所疼愛的。

那同一樣式地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有愛戀渴慕之情了的 從屬你們 我們當時持續歡愉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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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也是)要去交出分享 在對你們 不是/不 僅有單獨地 到於(它)那 到於(它)福音佳訊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但乃是 並且 到於(她們)那些 從屬(他們)同一者自己 到於(她們)生魂意念， 為是這樣之緣故 (他們)蒙愛的 在對我們

你們那時(也是)被生發成為。
[經文變異RT]

那同一樣式地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懷愛戀渴慕之情了的 從屬你們 我們當時持續歡愉認可

那時(也是)要去交出分享 在對你們 不是/不 僅有單獨地 到於(它)那 到於(它)福音佳訊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但乃是 並且 到於(她們)那些 從屬(他們)同一者自己 到於(她們)生魂意念， 為是這樣之緣故 (他們)蒙愛的 在對我們

你們現在已經被生發成為。
[經文變異MT]

那同一樣式地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有愛戀渴慕之情了的 從屬你們 我們當時持續歡愉認可

那時(也是)要去交出分享 在對你們 不是/不 僅有單獨地 到於(它)那 到於(它)福音佳訊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但乃是 並且 到於(她們)那些 從屬(他們)同一者自己 到於(她們)生魂意念， 為是這樣之緣故 (他們)蒙愛的 在對我們

你們現在已經被生發成為。

帖前 2:9 mnhmoneu,ete ga,r( avdelfoi,( to.n ko,pon hm̀w/n kai. to.n mo,cqon\ nukto.j kai. hm̀e,raj evrgazo,menoi pro.j to.
mh. evpibarh/sai, tina ùmw/n evkhru,xamen eivj ùma/j to. euvagge,lion tou/ qeou/Å
For ye remember, brethren, our labour and travail: for labouring night and day, because we would not be
chargeable unto any of you, we preached unto you the gospel of God.
弟兄們，你們記念我們的辛苦勞碌，晝夜作工，傳神的福音給你們，免得叫你們一人受累。

你們現在持續記念想起註1 因為， 阿,(他們)弟兄， 到於(他)那 到於(他)勞碌疲累 從屬我們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艱苦困難； 從屬(她)夜晚 並且 從屬(她)日子/白日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作工作了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它)那 不會/不要 那時(也是)要去在上面成沉重重壓 到於(他)任何什麼 從屬你們， 我們那時(也是)傳達宣講

向內進入 到於你們 到於(它)那 到於(它)福音佳訊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註1：“你們現在持續記念想起”文法上亦可以為“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記念想起”。

[經文變異RT]

你們現在持續記念想起 因為， 阿,(他們)弟兄， 到於(他)那 到於(他)勞碌疲累 從屬我們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艱苦困難； 從屬(她)夜晚 因為 並且 從屬(她)日子/白日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作工作了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它)那 不會/不要 那時(也是)要去在上面成沉重重壓 到於(他)任何什麼 從屬你們，

我們那時(也是)傳達宣講 向內進入 到於你們 到於(它)那 到於(它)福音佳訊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帖前 2:10 um̀ei/j ma,rturej kai. ò qeo,j( wj̀ òsi,wj kai. dikai,wj kai. avme,mptwj ùmi/n toi/j pisteu,ousin evgenh,qhmen(
Ye are witnesses, and God also, how holily and justly and unblameably we behaved ourselves among you that
believe:
我們向你們信主的人，是何等聖潔，公義，無可指摘，有你們作見證，也有神作見證。

你們 (他們)見證人 並且 (他)那 (他)神， 正如地 具純正聖善地 並且 具公平正義地 並且 無可指責歸咎地

在對你們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我們那時(也是)被生發成為；

帖前 2:11 kaqa,per oi;date( wj̀ e[na e[kaston ùmw/n wj̀ path.r te,kna èautou/ parakalou/ntej ùma/j kai.
paramuqou,menoi kai. marturo,menoi
As ye know how we exhorted and comforted and charged every one of you, as a father doth his children,
你們也曉得我們怎樣勸勉你們，安慰你們，囑咐你們各人，好像父親待自己的兒女一樣；

甚至按照這些地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正如地 到於(他)一個 到於(他)各個的 從屬你們， 正如地 (他)父親

到於(它們)孩子 從屬(他)同一者自己， (他們)現正持續勸勉請求了的 到於你們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安撫慰藉了的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成見證人了的，
[經文變異RT]

甚至按照這些地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正如地 到於(他)一個 到於(他)各個的 從屬你們， 正如地 (他)父親

到於(它們)孩子 從屬(他)同一者自己， (他們)現正持續勸勉請求了的 到於你們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安撫慰藉了的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作見證人了的，

帖前 2:12 eivj to. peripatei/n ùma/j avxi,wj tou/ qeou/ tou/ kalou/ntoj ùma/j eivj th.n eàutou/ basilei,an kai. do,xanÅ
That ye would walk worthy of God, who hath called you unto his kingdom and glory.
要叫你們行事對得起那召你們進他國得他榮耀的神。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現要去持續來往昂然踏行 到於你們 相配值得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從屬(他)那

從屬(他)現正持續促請召喚了的 到於你們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從屬(他)同一者自己 到於(她)王權國度 並且

到於(她)榮耀。
[經文變異RT]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來往昂然踏行 到於你們 相配值得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從屬(他)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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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屬(他)現正持續促請召喚了的 到於你們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從屬(他)同一者自己 到於(她)王權國度 並且

到於(她)榮耀。

帖前 2:13 Kai. dia. tou/to kai. hm̀ei/j euvcaristou/men tw/| qew/| avdialei,ptwj( o[ti paralabo,ntej lo,gon avkoh/j parV
hm̀w/n tou/ qeou/ evde,xasqe ouv lo,gon avnqrw,pwn avlla. kaqw,j evstin avlhqw/j lo,gon qeou/( o]j kai. evnergei/tai evn ùmi/n
toi/j pisteu,ousinÅ
For this cause also thank we God without ceasing, because, when ye received the word of God which ye heard
of us, ye received it not as the word of men, but as it is in truth, the word of God, which effectually worketh also
in you that believe.
為此，我們也不住的感謝神，因你們聽見我們所傳神的道，就領受了，不以為是人的道，乃以為是神的道；這道

實在是神的，並且運行在你們信主的人心中。

並且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同一者 並且 我們 我們現在持續感謝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乃不中止間斷地， 是這樣 (他們)那時(也是)拿取在旁邊了的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她)聽聞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我們，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你們那時(也是)讓自己接納領受 不是/不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們)人， 但乃是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誠正真實地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神， (他)這個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成有功效 在內 在對你們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經文變異RT]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同一者 並且 我們 我們現在持續感謝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乃不中止間斷地，

是這樣 (他們)那時(也是)拿取在旁邊了的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她)聽聞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我們，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你們那時(也是)讓自己接納領受 不是/不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們)人， 但乃是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誠正真實地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神， (他)這個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成有功效 在內 在對你們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經文變異WH]

並且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同一者 並且 我們 我們現在持續感謝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乃不中止間斷地， 是這樣 (他們)那時(也是)拿取在旁邊了的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她)聽聞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我們，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你們那時(也是)讓自己接納領受 不是/不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們)人， 但乃是 按照正如地 誠正真實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神， (他)這個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成有功效 在內 在對你們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帖前 2:14 um̀ei/j ga.r mimhtai. evgenh,qhte( avdelfoi,( tw/n evkklhsiw/n tou/ qeou/ tw/n ouvsw/n evn th/| VIoudai,a| evn
Cristw/| VIhsou/( o[ti ta. auvta. evpa,qete kai. ùmei/j ùpo. tw/n ivdi,wn sumfuletw/n kaqw.j kai. auvtoi. ùpo. tw/n
VIoudai,wn(
For ye, brethren, became followers of the churches of God which in Judaea are in Christ Jesus: for ye also have
suffered like things of your own countrymen, even as they have of the Jews:
弟兄們，你們曾效法猶太中，在基督耶穌裏神的各教會；因為你們也受了本地人的苦害，像他們受了猶太人的苦

害一樣。

你們 因為 (他們)模仿效法者 你們那時(也是)被生發成為， 阿,(他們)弟兄，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傳召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現正持續是了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猶太地方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在對(他)耶穌； 是這樣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同一者 你們那時(也是)經歷承受 並且 你們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私人個別的 從屬(他們)同一分支族派者， 按照正如地 並且 (他們)同一者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經文變異RT]

你們 因為 (他們)模仿效法者 你們那時(也是)被生發成為， 阿,(他們)弟兄，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傳召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現正持續是了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猶太地方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在對(他)耶穌； 是這樣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你們那時(也是)經歷承受 並且 你們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私人個別的 從屬(他們)同一分支族派者， 按照正如地 並且 (他們)同一者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

帖前 2:15 tw/n kai. to.n ku,rion avpokteina,ntwn VIhsou/n kai. tou.j profh,taj kai. hm̀a/j evkdiwxa,ntwn kai. qew/| mh.
avresko,ntwn kai. pa/sin avnqrw,poij evnanti,wn(
Who both killed the Lord Jesus, and their own prophets, and have persecuted us; and they please not God, and
are contrary to all men:
這猶太人殺了主耶穌和先知，又把我們趕出去；他們不得神的喜悅，且與眾人為敵；

從屬(他們)那些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主人 從屬(他們)那時(也是)殺害除掉了的 到於(他)耶穌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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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於(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並且 到於我們 從屬(他們)那時(也是)向外追趕迫求出來了的， 並且 在對(他)神

不會/不要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取悅了的， 並且 在對(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們)人 從屬(他們)相對拮抗的，
[經文變異RT]

從屬(他們)那些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主人 從屬(他們)那時(也是)殺害除掉了的 到於(他)耶穌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私人個別的 到於(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並且 到於你們 從屬(他們)那時(也是)向外追趕迫求出來了的，

並且 在對(他)神 不會/不要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取悅了的， 並且 在對(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們)人

從屬(他們)相對拮抗的，
[經文變異MT]

從屬(他們)那些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主人 從屬(他們)那時(也是)殺害除掉了的 到於(他)耶穌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私人個別的 到於(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並且 到於我們 從屬(他們)那時(也是)向外追趕迫求出來了的，

並且 在對(他)神 不會/不要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取悅了的， 並且 在對(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們)人

從屬(他們)相對拮抗的，

帖前 2:16 kwluo,ntwn h̀ma/j toi/j e;qnesin lalh/sai i[na swqw/sin( eivj to. avnaplhrw/sai auvtw/n ta.j àmarti,aj
pa,ntoteÅ e;fqasen de. evpV auvtou.j h` ovrgh. eivj te,lojÅ
Forbidding us to speak to the Gentiles that they might be saved, to fill up their sins alway: for the wrath is come
upon them to the uttermost.
不許我們傳道給外邦人使外邦人得救，常常充滿自己的罪惡；神的忿怒臨在他們身上已經到了極處。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阻攔禁止了的 到於我們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種族邦國 那時(也是)要去發言講說 為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被拯救，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補充到滿 從屬(他們)同一者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罪 總是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佔前先到 然而也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同一者 (她)那 (她)激動忿怒

向內進入 到於(它)終結/貨物或旅行之終結稅。

帖前 2:17 ~Hmei/j de,( avdelfoi,( avporfanisqe,ntej avfV ùmw/n pro.j kairo.n w[raj( prosw,pw| ouv kardi,a|(
perissote,rwj evspouda,samen to. pro,swpon ùmw/n ivdei/n evn pollh/| evpiqumi,a|Å
But we, brethren, being taken from you for a short time in presence, not in heart, endeavoured the more
abundantly to see your face with great desire.
弟兄們，我們暫時與你們離別，是面目離別，心裏卻不離別，我們極力的想法子，很願意見你們的面；

我們 然而也， 阿,(他們)弟兄， (他們)那時(也是)被迫使離別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你們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場合時節 從屬(她)鐘點時刻， 在對(它)前面的臉面 不是/不 在對(她)內心， 更格外多地

我們那時(也是)殷勤熱心 到於(它)那 到於(它)前面的臉面 從屬你們 那時(也是)要去看見察覺 在內 在對(她)許多的

在對(她)渴想慕戀；

帖前 2:18 dio,ti hvqelh,samen evlqei/n pro.j ùma/j( evgw. me.n Pau/loj kai. a[pax kai. di,j( kai. evne,koyen hm̀a/j ò
Satana/jÅ
Wherefore we would have come unto you, even I Paul, once and again; but Satan hindered us.
所以我們有意到你們那裏，我保羅有一兩次要去，只是撒但阻擋了我們。

為是這樣之緣故 我們那時(也是)定意 那時(也是)要去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我 的確 (他)保羅，

並且 一次地 並且 兩次地，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切入阻礙 到於我們 (他)那 (他)撒但。
[經文變異RT]

為這個緣故 我們那時(也是)定意 那時(也是)要去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我 的確 (他)保羅， 並且

一次地 並且 兩次地，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切入阻礙 到於我們 (他)那 (他)撒但。

帖前 2:19 ti,j ga.r h̀mw/n evlpi.j h' cara. h' ste,fanoj kauch,sewj & h' ouvci. kai. ùmei/j & e;mprosqen tou/ kuri,ou hm̀w/n
VIhsou/ evn th/| auvtou/ parousi,a|È
For what is our hope, or joy, or crown of rejoicing? Are not even ye in the presence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at
his coming?
我們的盼望和喜樂，並所誇的冠冕，是甚麼呢；豈不是我們主耶穌來的時候你們在他面前站立得住麼。

(她)任何什麼呢 因為 從屬我們 (她)期盼指望 甚或/或而 (她)歡喜快樂 甚或/或而 (他)花冠 從屬(她)誇耀，

甚或/或而 豈不是呢 並且 你們， 從在其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我們 從屬(他)耶穌 在內 在對(她)那

從屬(他)同一者 在對(她)臨近？
[經文變異RT][不同標點]

(她)任何什麼呢 因為 從屬我們 (她)期盼指望 甚或/或而 (她)歡喜快樂 甚或/或而 (他)花冠 從屬(她)誇耀？

甚或/或而 豈不是呢 並且 你們 從在其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我們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在內

在對(她)那 從屬(他)同一者 在對(她)臨近？

帖前 2:20 um̀ei/j ga,r evste h` do,xa hm̀w/n kai. h` cara,Å
For ye are our glory and j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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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你們就是我們的榮耀，我們的喜樂。

你們 因為 你們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榮耀 從屬我們 並且 (她)那 (她)歡喜快樂。

帖前 3:1 Dio. mhke,ti ste,gontej euvdokh,samen kataleifqh/nai evn VAqh,naij mo,noi
Wherefore when we could no longer forbear, we thought it good to be left at Athens alone;
我們既不能再忍，就願意獨自等在雅典；

為這個緣故 不再可以地 (他們)現正持續包容覆蔽了的 我們那時(也是)歡愉認可 那時(也是)要去被遺留下 在內

在對(她們)雅典 (他們)僅有單獨的；

帖前 3:2 kai. evpe,myamen Timo,qeon( to.n avdelfo.n hm̀w/n kai. sunergo.n tou/ qeou/ evn tw/| euvaggeli,w| tou/ Cristou/(
eivj to. sthri,xai ùma/j kai. parakale,sai ùpe.r th/j pi,stewj ùmw/n
And sent Timotheus, our brother, and minister of God, and our fellowlabourer in the gospel of Christ, to establish
you, and to comfort you concerning your faith:
打發我們的兄弟在基督福音上作神執事的提摩太前去，〔作神執事的有古卷作與神同工的〕堅固你們，並在你們

所信的道上勸慰你們；

並且 我們那時(也是)差送打發 到於(他)提摩太 到於(他)那 到於(他)弟兄 從屬我們 並且 到於(他)共同作工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福音佳訊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堅定加固 到於你們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勸勉請求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她)那 從屬(她)信

從屬你們，
[經文變異RT]

並且 我們那時(也是)差送打發 到於(他)提摩太 到於(他)那 到於(他)弟兄 從屬我們 並且 到於(他)僕工執事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到於(他)共同作工的 從屬我們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福音佳訊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堅定加固 到於你們，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勸勉請求 到於你們 <在周圍>關於

從屬(她)那 從屬(她)信 從屬你們，
[經文變異WH]

並且 我們那時(也是)差送打發 到於(他)提摩太 到於(他)那 到於(他)弟兄 從屬我們 並且 到於(他)僕工執事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福音佳訊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堅定加固 到於你們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勸勉請求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她)那 從屬(她)信

從屬你們，

帖前 3:3 to. mhde,na sai,nesqai evn tai/j qli,yesin tau,taijÅ auvtoi. ga.r oi;date o[ti eivj tou/to kei,meqa\
That no man should be moved by these afflictions: for yourselves know that we are appointed thereunto.
免得有人被諸般患難搖動；因為你們自己知道我們受患難原是命定的。

到於(它)那 到於(他)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現要去持續被搖擺晃動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壓迫患難

在對(她們)那同一者。 (他們)同一者 因為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同一者

我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安置；
[經文變異RT]

在對(它)那 到於(他)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現要去持續被搖擺晃動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壓迫患難

在對(她們)那同一者。 (他們)同一者 因為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同一者

我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安置；

帖前 3:4 kai. ga.r o[te pro.j um̀a/j h=men( proele,gomen ùmi/n o[ti me,llomen qli,besqai( kaqw.j kai. evge,neto kai.
oi;dateÅ
For verily, when we were with you, we told you before that we should suffer tribulation; even as it came to pass,
and ye know.
我們在你們那裏的時候，預先告訴你們，我們必受患難，以後果然應驗了，你們也知道。

並且 因為 當這時地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我們當時持續是， 我們當時持續預先道說 在對你們， 是這樣

我們現在持續準備快要 現要去持續被擁擠壓迫； 按照正如地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並且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帖前 3:5 dia. tou/to kavgw. mhke,ti ste,gwn e;pemya eivj to. gnw/nai th.n pi,stin ùmw/n( mh, pwj evpei,rasen ùma/j ò
peira,zwn kai. eivj keno.n ge,nhtai ò ko,poj h̀mw/nÅ
For this cause, when I could no longer forbear, I sent to know your faith, lest by some means the tempter have
tempted you, and our labour be in vain.
為此，我既不能再忍，就打發人去，要曉得你們的信心如何，恐怕那誘惑人的到底誘惑了你們，叫我們的勞苦歸

於徒然。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同一者 並且我 不再可以地 (他)現正持續包容覆蔽了的 我那時(也是)差送打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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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認識知道 到於(她)那 到於(她)信 從屬你們， 不會/不要 某個方式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使有探測試驗註1
到於你們 (他)那 (他)現正持續使有探測試驗了的， 並且 向內進入

到於(它)虛空無有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生發成為 (他)那 (他)勞碌疲累 從屬我們。

註1：“他/她/它那時(也是)使有探測試驗”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當時持續使有探測試驗”。

帖前 3:6 :Arti de. evlqo,ntoj Timoqe,ou pro.j hm̀a/j avfV ùmw/n kai. euvaggelisame,nou h̀mi/n th.n pi,stin kai. th.n
avga,phn ùmw/n kai. o[ti e;cete mnei,an h̀mw/n avgaqh.n pa,ntote( evpipoqou/ntej h̀ma/j ivdei/n kaqa,per kai. hm̀ei/j ùma/j(
But now when Timotheus came from you unto us, and brought us good tidings of your faith and charity, and that
ye have good remembrance of us always, desiring greatly to see us, as we also to see you:
但提摩太剛纔從你們那裏回來，將你們信心和愛心的好消息報給我們，又說你們常常記念我們，切切的想見我們

，如同我們想見你們一樣；

現今地 然而也 從屬(他)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從屬(他)提摩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我們 從那裏離開

從屬你們， 並且 從屬(他)那時(也是)讓自己傳福音佳訊了的 在對我們 到於(她)那 到於(她)信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愛 從屬你們， 並且 是這樣 你們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憶想思念 從屬我們 到於(她)良善的 總是地，

(他們)現正持續在上面渴望想念了的 到於我們 那時(也是)要去看見察覺， 甚至按照這些地 並且 我們 到於你們，

帖前 3:7 dia. tou/to pareklh,qhmen( avdelfoi,( evfV ùmi/n evpi. pa,sh| th/| avna,gkh| kai. qli,yei h̀mw/n dia. th/j ùmw/n
pi,stewj(
Therefore, brethren, we were comforted over you in all our affliction and distress by your faith:
所以弟兄們，我們在一切困苦患難之中，因著你們的信心就得了安慰；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同一者 我們那時(也是)被勸勉請求， 阿,(他們)弟兄，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你們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迫切需要 並且 在對(她)壓迫患難 從屬我們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你們 從屬(她)信；
[經文變異RT]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同一者 我們那時(也是)被勸勉請求， 阿,(他們)弟兄，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你們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壓迫患難 並且 在對(她)迫切需要 從屬我們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你們 從屬(她)信；

帖前 3:8 o[ti nu/n zw/men eva.n ùmei/j sth,kete evn kuri,w|Å
For now we live, if ye stand fast in the Lord.
你們若靠主站立得穩，我們就活了。

是這樣 現在此時地 我們現在持續活， 但凡若是 你們 你們現在持續站立不動 在內 在對(他)主人。

帖前 3:9 ti,na ga.r euvcaristi,an duna,meqa tw/| qew/| avntapodou/nai peri. ùmw/n evpi. pa,sh| th/| cara/| h-| cai,romen diV
um̀a/j e;mprosqen tou/ qeou/ h̀mw/n(
For what thanks can we render to God again for you, for all the joy wherewith we joy for your sakes before our
God;
我們在神面前，因著你們甚是喜樂，為這一切喜樂，可用何等的感謝，為你們報答神呢。

到於(她)任何什麼呢 因為 到於(她)感恩祝謝 我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那時(也是)要去給付報償 <在周圍>關於 從屬你們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歡喜快樂 在對(她)這個 我們現在持續歡喜安樂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你們 從在其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從屬我們，

帖前 3:10 nukto.j kai. hm̀e,raj ùperekperissou/ deo,menoi eivj to. ivdei/n ùmw/n to. pro,swpon kai. katarti,sai ta.
us̀terh,mata th/j pi,stewj ùmw/nÈ
Night and day praying exceedingly that we might see your face, and might perfect that which is lacking in your
faith?
我們晝夜切切的祈求，要見你們的面，補滿你們信心的不足。

從屬(她)夜晚 並且 從屬(她)日子/白日 特別向外格外多地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自卑乞求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看見察覺 從屬你們 到於(它)那 到於(它)前面的臉面，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向下使成裝備妥當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所落後短缺 從屬(她)那 從屬(她)信 從屬你們？

帖前 3:11 Auvto.j de. ò qeo.j kai. path.r hm̀w/n kai. ò ku,rioj h̀mw/n VIhsou/j kateuqu,nai th.n òdo.n hm̀w/n pro.j ùma/j\
Now God himself and our Father, and our Lord Jesus Christ, direct our way unto you.
願神我們的父，和我們的主耶穌，一直引領我們到你們那裏去；

(他)同一者 然而也 (他)那 (他)神 並且 (他)父親 從屬我們 並且 (他)那 (他)主人 從屬我們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可以修直導引 到於(她)那 到於(她)道路途徑 從屬我們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經文變異RT]

(他)同一者 然而也 (他)那 (他)神 並且 (他)父親 從屬我們 並且 (他)那 (他)主人 從屬我們 (他)耶穌 (他)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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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那時(也是)可以修直導引 到於(她)那 到於(她)道路途徑 從屬我們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帖前 3:12 um̀a/j de. ò ku,rioj pleona,sai kai. perisseu,sai th/| avga,ph| eivj avllh,louj kai. eivj pa,ntaj kaqa,per kai.
hm̀ei/j eivj ùma/j(
And the Lord make you to increase and abound in love one toward another, and toward all men, even as we do
toward you:
又願主叫你們彼此相愛的心，並愛眾人的心，都能增長，充足，如同我們愛你們一樣；

到於你們 然而也 (他)那 (他)主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可以使成更許多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可以成格外多

在對(她)那 在對(她)愛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彼此 並且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甚至按照這些地 並且

我們 向內進入 到於你們；

帖前 3:13 eivj to. sthri,xai ùmw/n ta.j kardi,aj avme,mptouj evn àgiwsu,nh| e;mprosqen tou/ qeou/ kai. patro.j hm̀w/n evn
th/| parousi,a| tou/ kuri,ou hm̀w/n VIhsou/ meta. pa,ntwn tw/n ag̀i,wn auvtou/Î( avmh,nÐÅ
To the end he may stablish your hearts unblameable in holiness before God, even our Father, at the coming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with all his saints.
好使你們，當我們主耶穌同他眾聖徒來的時候，在我們父神面前，心裏堅固，成為聖潔，無可責備。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堅定加固 從屬你們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內心 到於(她們)無可指責歸咎的

在內 在對(她)全然為聖 從在其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從屬(他)父親 從屬我們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臨近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我們 從屬(他)耶穌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聖的 從屬(他)同一者。 阿們。
[經文變異RT]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堅定加固 從屬你們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內心 到於(她們)無可指責歸咎的

在內 在對(她)全然為聖 從在其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從屬(他)父親 從屬我們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臨近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我們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聖的 從屬(他)同一者 。
[經文變異WH]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堅定加固 從屬你們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內心 到於(她們)無可指責歸咎的

在內 在對(她)全然為聖 從在其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從屬(他)父親 從屬我們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臨近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我們 從屬(他)耶穌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聖的 從屬(他)同一者 。

帖前 4:1 Loipo.n ou=n( avdelfoi,( evrwtw/men um̀a/j kai. parakalou/men evn kuri,w| VIhsou/( i[na kaqw.j parela,bete parV
hm̀w/n to. pw/j dei/ ùma/j peripatei/n kai. avre,skein qew/|( kaqw.j kai. peripatei/te( i[na perisseu,hte ma/llonÅ
Furthermore then we beseech you, brethren, and exhort you by the Lord Jesus, that as ye have received of us
how ye ought to walk and to please God, so ye would abound more and more.
弟兄們，我還有話說；我們靠著主耶穌求你們，勸你們，你們既然受了我們的教訓，知道該怎樣行，可以討神的

喜悅，就要照你們現在所行的，更加勉勵。

到於(它)此後的/此外的 這樣， 阿,(他們)弟兄， 我們現在持續查詢求問 到於你們 並且 我們現在持續勸勉請求 在內

在對(他)主人 在對(他)耶穌， 為要 按照正如地 你們那時(也是)拿取在旁邊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我們 到於(它)那

怎樣如何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到於你們 現要去持續來往昂然踏行 並且 現要去持續取悅

在對(他)神， 按照正如地 並且 你們現在持續來往昂然踏行， 為要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成格外多 更特別尤其地。
[經文變異RT]

到於(它)那 到於(它)此後的/此外的 這樣， 阿,(他們)弟兄， 我們現在持續查詢求問 到於你們 並且

我們現在持續勸勉請求 在內 在對(他)主人 在對(他)耶穌， 按照正如地 你們那時(也是)拿取在旁邊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我們 到於(它)那 怎樣如何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到於你們 現要去持續來往昂然踏行 並且

現要去持續取悅 在對(他)神， 為要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成格外多 更特別尤其地。
[經文變異WH]

到於(它)此後的/此外的， 阿,(他們)弟兄， 我們現在持續查詢求問 到於你們 並且 我們現在持續勸勉請求 在內

在對(他)主人 在對(他)耶穌， 為要 按照正如地 你們那時(也是)拿取在旁邊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我們 到於(它)那

怎樣如何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到於你們 現要去持續來往昂然踏行 並且 現要去持續取悅

在對(他)神， 按照正如地 並且 你們現在持續來往昂然踏行， 為要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成格外多 更特別尤其地。

帖前 4:2 oi;date ga.r ti,naj paraggeli,aj evdw,kamen ùmi/n dia. tou/ kuri,ou VIhsou/Å
For ye know what commandments we gave you by the Lord Jesus.
你們原曉得我們憑主耶穌傳給你們甚麼命令。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因為 到於(她們)任何什麼呢 到於(她們)命令吩咐 我們那時(也是)給與 在對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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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他)耶穌。

帖前 4:3 tou/to ga,r evstin qe,lhma tou/ qeou/( ò ag̀iasmo.j ùmw/n( avpe,cesqai ùma/j avpo. th/j pornei,aj(
For this is the will of God, even your sanctification, that ye should abstain from fornication:
神的旨意就是要你們成為聖潔，遠避淫行；

(它)那同一者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所定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那 (他)使成聖 從屬你們，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遠離禁戒 到於你們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通奸淫行，

帖前 4:4 eivde,nai e[kaston ùmw/n to. eàutou/ skeu/oj kta/sqai evn àgiasmw/| kai. timh/|(
That every one of you should know how to possess his vessel in sanctification and honour;
要你們各人曉得怎樣用聖潔尊貴，守著自己的身體；

現已經去看見察覺 到於(他)各個的 從屬你們 到於(它)那 從屬(他)同一者自己 到於(它)器皿用具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獲得擁有 在內 在對(他)使成聖 並且 在對(她)珍貴價值，

帖前 4:5 mh. evn pa,qei evpiqumi,aj kaqa,per kai. ta. e;qnh ta. mh. eivdo,ta to.n qeo,n(
Not in the lust of concupiscence, even as the Gentiles which know not God:
不放縱私慾的邪情，像那不認識神的外邦人；

不會/不要 在內 在對(它)苦楚激情 從屬(她)渴想慕戀， 甚至按照這些地 並且 (它們)那些 (它們)種族邦國

(它們)那些 不會/不要 (它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帖前 4:6 to. mh. ùperbai,nein kai. pleonektei/n evn tw/| pra,gmati to.n avdelfo.n auvtou/( dio,ti e;kdikoj ku,rioj peri.
pa,ntwn tou,twn( kaqw.j kai. proei,pamen ùmi/n kai. diemartura,meqaÅ
That no man go beyond and defraud his brother in any matter: because that the Lord is the avenger of all such,
as we also have forewarned you and testified.
不要一個人在這事上越分，欺負他的弟兄；因為這一類的事，主必報應，正如我預先對你們說過，又切切囑咐你

們的。

到於(它)那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越分 並且 現要去持續行貪婪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事務行動 到於(他)那

到於(他)弟兄 從屬(他)同一者； 為是這樣之緣故 (他)伸張公平正義的 (他)主人 <在周圍>關於

從屬(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它們)那同一者註1， 按照正如地 並且 我們那時(也是)預先發話言說 在對你們 並且

我們那時(也是)讓自己誠摯地作見證。

註1：“從屬(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它們)那同一者”文法上亦可以為“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他們)那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到於(它)那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越分 並且 現要去持續行貪婪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事務行動 到於(他)那

到於(他)弟兄 從屬(他)同一者； 為是這樣之緣故 (他)伸張公平正義的 (他)那 (他)主人 <在周圍>關於

從屬(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它們)那同一者， 按照正如地 並且 我們那時(也是)預先發話言說 在對你們 並且

我們那時(也是)讓自己誠摯地作見證。

帖前 4:7 ouv ga.r evka,lesen h̀ma/j ò qeo.j evpi. avkaqarsi,a| avllV evn àgiasmw/|Å
For God hath not called us unto uncleanness, but unto holiness.
神召我們，本不是要我們沾染污穢，乃是要我們成為聖潔。

不是/不 因為 他/她/它那時(也是)促請召喚 到於我們 (他)那 (他)神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污穢不潔， 但乃是

在內 在對(他)使成聖。

帖前 4:8 toigarou/n ò avqetw/n ouvk a;nqrwpon avqetei/ avlla. to.n qeo.n to.n Îkai.Ð dido,nta to. pneu/ma auvtou/ to. a[gion
eivj ùma/jÅ
He therefore that despiseth, despiseth not man, but God, who hath also given unto us his holy Spirit.
所以那棄絕的，不是棄絕人，乃是棄絕那賜聖靈給你們的神。

所以 (他)那 (他)現正持續廢除棄絕了的 不是/不 到於(他)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廢除棄絕， 但乃是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到於(他)那 並且 到於(他)現正持續給與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靈/風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它)那

到於(它)聖的 向內進入 到於你們。
[經文變異RT]

所以 (他)那 (他)現正持續廢除棄絕了的 不是/不 到於(他)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廢除棄絕， 但乃是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到於(他)那 並且 到於(他)那時(也是)給與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靈/風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它)那

到於(它)聖的 向內進入 到於我們。
[經文變異WH]

所以 (他)那 (他)現正持續廢除棄絕了的 不是/不 到於(他)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廢除棄絕， 但乃是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到於(他)那 到於(他)現正持續給與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靈/風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它)那 到於(它)聖的

向內進入 到於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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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前 4:9 Peri. de. th/j filadelfi,aj ouv crei,an e;cete gra,fein ùmi/n( auvtoi. ga.r ùmei/j qeodi,daktoi, evste eivj to.
avgapa/n avllh,louj(
But as touching brotherly love ye need not that I write unto you: for ye yourselves are taught of God to love one
another.
論到弟兄們相愛，不用人寫信給你們；因為你們自己蒙了神的教訓，叫你們彼此相愛。

<在周圍>關於 然而也 從屬(她)那 從屬(她)兄弟之友愛 不是/不 到於(她)需用 你們現在持續持有 現要去持續刻寫記載

在對你們； (他們)同一者 因為 你們 (他們)乃神教導的 你們現在持續是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現要去持續愛

到於(他們)彼此；

帖前 4:10 kai. ga.r poiei/te auvto. eivj pa,ntaj tou.j avdelfou.j Îtou.jÐ evn o[lh| th/| Makedoni,a|Å parakalou/men de. um̀a/j(
avdelfoi,( perisseu,ein ma/llon
And indeed ye do it toward all the brethren which are in all Macedonia: but we beseech you, brethren, that ye
increase more and more;
你們向馬其頓全地的眾弟兄，固然是這樣行，但我勸弟兄們要更加勉勵；

並且 因為 你們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到於(它)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弟兄 到於(他們)那些 在內 在對(她)整個全部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馬其頓。 我們現在持續勸勉請求

然而也 到於你們， 阿,(他們)弟兄， 現要去持續成格外多 更特別尤其地，

帖前 4:11 kai. filotimei/sqai h̀suca,zein kai. pra,ssein ta. i;dia kai. evrga,zesqai tai/j Îivdi,aijÐ cersi.n ùmw/n( kaqw.j
um̀i/n parhggei,lamen(
And that ye study to be quiet, and to do your own business, and to work with your own hands, as we
commanded you;
又要立志作安靜人，辦自己的事，親手作工，正如我們從前所吩咐你們的；

並且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立志奮鬥 現要去持續使成沉寂安靜， 並且 現要去持續實施行使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私人個別的， 並且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作工作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私人個別的 在對(她們)手

從屬你們， 按照正如地 在對你們 我們那時(也是)命令吩咐；
[經文變異WH]

並且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立志奮鬥 現要去持續使成沉寂安靜， 並且 現要去持續實施行使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私人個別的， 並且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作工作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手 從屬你們， 按照正如地

在對你們 我們那時(也是)命令吩咐；

帖前 4:12 i[na peripath/te euvschmo,nwj pro.j tou.j e;xw kai. mhdeno.j crei,an e;chteÅ
That ye may walk honestly toward them that are without, and that ye may have lack of nothing.
叫你們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自己也就沒有甚麼缺乏了。

為要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來往昂然踏行 高雅尊貴地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在外面地， 並且

從屬(它)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註1
到於(她)需用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持有。

註1：“從屬(它)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文法上亦可以為“從屬(他)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帖前 4:13 Ouv qe,lomen de. ùma/j avgnoei/n( avdelfoi,( peri. tw/n koimwme,nwn( i[na mh. luph/sqe kaqw.j kai. oi` loipoi.
oi` mh. e;contej evlpi,daÅ
But I would not have you to be ignorant, brethren, concerning them which are asleep, that ye sorrow not, even
as others which have no hope.
論到睡了的人，我們不願意弟兄們不知道，恐怕你們憂傷，像那些沒有指望的人一樣。

不是/不 我們現在持續定意 然而也 到於你們 現要去持續不領悟認知， 阿,(他們)弟兄，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被安置入睡了的， 為要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被致憂傷愁苦， 按照正如地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其餘的 (他們)那些 不會/不要 (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期盼指望。
[經文變異RT]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定意 然而也 到於你們 現要去持續不領悟認知， 阿,(他們)弟兄，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在已經被安置入睡了的， 為要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被致憂傷愁苦， 按照正如地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其餘的 (他們)那些 不會/不要 (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期盼指望。

帖前 4:14 eiv ga.r pisteu,omen o[ti VIhsou/j avpe,qanen kai. avne,sth( ou[twj kai. ò qeo.j tou.j koimhqe,ntaj dia. tou/
VIhsou/ a;xei su.n auvtw/|Å
For if we believe that Jesus died and rose again, even so them also which sleep in Jesus will God bring with
him.
我們若信耶穌死而復活了，那已經在耶穌裏睡了的人，神也必將他與耶穌一同帶來。

若是 因為 我們現在持續置信信託 是這樣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死去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

那同一樣式地 並且 (他)那 (他)神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那時(也是)被安置入睡了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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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屬(他)耶穌 他/她/它將要(持續)帶領 共同一起 在對(他)同一者。

帖前 4:15 Tou/to ga.r ùmi/n le,gomen evn lo,gw| kuri,ou( o[ti h̀mei/j oi` zw/ntej oi` perileipo,menoi eivj th.n parousi,an
tou/ kuri,ou ouv mh. fqa,swmen tou.j koimhqe,ntaj\
For this we say unto you by the word of the Lord, that we which are alive and remain unto the coming of the
Lord shall not prevent them which are asleep.
我們現在照主的話告訴你們一件事；我們這活著還存留到主降臨的人，斷不能在那已經睡了的人之先；

到於(它)那同一者 因為 在對你們 我們現在持續道說 在內 在對(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主人， 是這樣 我們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活了的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被遺留在周圍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臨近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不是/不 不會/不要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佔前先到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那時(也是)被安置入睡了的；

帖前 4:16 o[ti auvto.j ò ku,rioj evn keleu,smati( evn fwnh/| avrcagge,lou kai. evn sa,lpiggi qeou/( katabh,setai avpV
ouvranou/ kai. oì nekroi. evn Cristw/| avnasth,sontai prw/ton(
For the Lord himself shall descend from heaven with a shout, with the voice of the archangel, and with the trump
of God: and the dead in Christ shall rise first:
因為主必親自從天降臨，有呼叫的聲音，和天使長的聲音，又有神的號吹響；那在基督裏死了的人必先復活。

是這樣 (他)同一者 (他)那 (他)主人 在內 在對(它)呼喚吩咐 在內 在對(她)聲音 從屬(他)天使長 並且 在內

在對(她)喇叭號筒 從屬(他)神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向下行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天空/天；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死掉的 在內 在對(他)基督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再站立起來 首先地；

帖前 4:17 e;peita h̀mei/j oì zw/ntej oì perileipo,menoi a[ma su.n auvtoi/j àrpaghso,meqa evn nefe,laij eivj avpa,nthsin
tou/ kuri,ou eivj ave,ra\ kai. ou[twj pa,ntote su.n kuri,w| evso,meqaÅ
Then we which are alive and remain shall be caught up together with them in the clouds, to meet the Lord in the
air: and so shall we ever be with the Lord.
以後我們這活著還存留的人，必和他們一同被提到雲裏，在空中與主相遇；這樣，我們就要和主永遠同在。

在其後地 我們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活了的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被遺留在周圍了的 同時一齊地

共同一起 在對(他們)同一者 我們將要(持續)被強取劫奪 在內 在對(她們)雲團 向內進入 到於(她)從那裏迎面相遇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向內進入 到於(他)空中； 並且 那同一樣式地 總是地 共同一起 在對(他)主人

我們將要(持續)是。

帖前 4:18 {Wste parakalei/te avllh,louj evn toi/j lo,goij tou,toijÅ
Wherefore comfort one another with these words.
所以你們當用這些話彼此勸慰。

以致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勸勉請求 到於(他們)彼此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在對(他們)那同一者。

帖前 5:1 Peri. de. tw/n cro,nwn kai. tw/n kairw/n( avdelfoi,( ouv crei,an e;cete ùmi/n gra,fesqai(
But of the times and the seasons, brethren, ye have no need that I write unto you.
弟兄們，論到時候日期，不用寫信給你們；

<在周圍>關於 然而也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時段期間 並且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場合時節，

阿,(他們)弟兄， 不是/不 到於(她)需用 你們現在持續持有 在對你們 現要去持續被刻寫記載；

帖前 5:2 auvtoi. ga.r avkribw/j oi;date o[ti hm̀e,ra kuri,ou wj̀ kle,pthj evn nukti. ou[twj e;rcetaiÅ
For yourselves know perfectly that the day of the Lord so cometh as a thief in the night.
因為你們自己明明曉得，主的日子來到，好像夜間的賊一樣。

(他們)同一者 因為 確定切實地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她)日子/白日 從屬(他)主人 正如地 (他)竊賊 在內

在對(她)夜晚 那同一樣式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經文變異RT]

(他們)同一者 因為 確定切實地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她)那 (她)日子/白日 從屬(他)主人 正如地 (他)竊賊

在內 在對(她)夜晚 那同一樣式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帖前 5:3 o[tan le,gwsin( Eivrh,nh kai. avsfa,leia( to,te aivfni,dioj auvtoi/j evfi,statai o;leqroj w[sper h` wvdi.n th/| evn
gastri. evcou,sh|( kai. ouv mh. evkfu,gwsinÅ
For when they shall say, Peace and safety; then sudden destruction cometh upon them, as travail upon a
woman with child; and they shall not escape.
人正說平安穩妥的時候，災禍忽然臨到他們，如同產難臨到懷胎的婦人一樣；他們絕不能逃脫。

但凡當這時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道說， (她)和平安寧 並且 (她)穩當確實； 當那時地 (他)沒有意料到的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立定站住在上面 (他)毀滅， 甚至正如地 (她)那 (她)劇痛陣痛 在對(她)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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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內 在對(她)肚腹 在對(她)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並且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向外逃離走避出來。
[經文變異RT]

但凡當這時 因為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道說， (她)和平安寧 並且 (她)穩當確實； 當那時地 (他)沒有意料到的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立定站住在上面 (他)毀滅， 甚至正如地 (她)那 (她)劇痛陣痛 在對(她)那

在內 在對(她)肚腹 在對(她)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並且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向外逃離走避出來。

帖前 5:4 um̀ei/j de,( avdelfoi,( ouvk evste. evn sko,tei( i[na h̀ h̀me,ra ùma/j ẁj kle,pthj katala,bh|\
But ye, brethren, are not in darkness, that that day should overtake you as a thief.
弟兄們，你們卻不在黑暗裏，叫那日子臨到你們像賊一樣。

你們 然而也， 阿,(他們)弟兄， 不是/不 你們現在持續是 在內 在對(它)黑暗， 為要 (她)那 (她)日子/白日 到於你們

正如地 (他)竊賊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拿取住；
[經文變異RT]

你們 然而也， 阿,(他們)弟兄， 不是/不 你們現在持續是 在內 在對(它)黑暗， 為要 (她)那 (她)日子/白日 到於你們

正如地 (他們)竊賊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拿取住；

帖前 5:5 pa,ntej ga.r ùmei/j uiòi. fwto,j evste kai. uiòi. h̀me,rajÅ ouvk evsme.n nukto.j ouvde. sko,touj\
Ye are all the children of light, and the children of the day: we are not of the night, nor of darkness.
你們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晝之子，我們不是屬黑夜的，也不是屬幽暗的；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因為 你們 (他們)兒子 從屬(它)光明 你們現在持續是 並且 (他們)兒子 從屬(她)日子/白日；

不是/不 我們現在持續是 從屬(她)夜晚， 然而也不是地 從屬(它)黑暗；
[經文變異RT]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你們 (他們)兒子 從屬(它)光明 你們現在持續是 並且 (他們)兒子 從屬(她)日子/白日； 不是/不

我們現在持續是 從屬(她)夜晚， 然而也不是地 從屬(它)黑暗；

帖前 5:6 a;ra ou=n mh. kaqeu,dwmen ẁj oi` loipoi, avlla. grhgorw/men kai. nh,fwmenÅ
Therefore let us not sleep, as do others; but let us watch and be sober.
所以我們不要睡覺，像別人一樣，總要儆醒謹守。

果然如此 這樣 不會/不要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睡著 正如地 (他們)那些 (他們)其餘的， 但乃是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儆醒

並且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清醒謹慎。
[經文變異RT]

果然如此 這樣 不會/不要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睡著 正如地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其餘的， 但乃是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儆醒 並且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清醒謹慎。

帖前 5:7 oi` ga.r kaqeu,dontej nukto.j kaqeu,dousin kai. oi` mequsko,menoi nukto.j mequ,ousin\
For they that sleep sleep in the night; and they that be drunken are drunken in the night.
因為睡了的人是在夜間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間醉；

(他們)那些 因為 (他們)現正持續睡著了的 從屬(她)夜晚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睡著，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被致使酒醉了的 從屬(她)夜晚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成醉酒；

帖前 5:8 hm̀ei/j de. hm̀e,raj o;ntej nh,fwmen evndusa,menoi qw,raka pi,stewj kai. avga,phj kai. perikefalai,an evlpi,da
swthri,aj\
But let us, who are of the day, be sober, putting on the breastplate of faith and love; and for an helmet, the hope
of salvation.
但我們既然屬乎白晝，就應當謹守，把信和愛當作護心鏡遮胸；把得救的盼望當作頭盔戴上。

我們 然而也 從屬(她)日子/白日 (他們)現正持續是了的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清醒謹慎，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穿著了的

到於(他)護胸甲 從屬(她)信 並且 從屬(她)愛， 並且 到於(她)頭盔 到於(她)期盼指望 從屬(她)拯救；

帖前 5:9 o[ti ouvk e;qeto h̀ma/j ò qeo.j eivj ovrgh.n avlla. eivj peripoi,hsin swthri,aj dia. tou/ kuri,ou h̀mw/n VIhsou/
Cristou/
For God hath not appointed us to wrath, but to obtain salvation by our Lord Jesus Christ,
因為神不是預定我們受刑，乃是預定我們藉著我們主耶穌基督得救；

是這樣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置放擺設 到於我們 (他)那 (他)神 向內進入 到於(她)激動忿怒， 但乃是

向內進入 到於(她)獲取得到 從屬(她)拯救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我們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帖前 5:10 tou/ avpoqano,ntoj ùpe.r hm̀w/n( i[na ei;te grhgorw/men ei;te kaqeu,dwmen a[ma su.n auvtw/| zh,swmenÅ
Who died for us, that, whether we wake or sleep, we should live together with him.
他替我們死，叫我們無論醒著睡著，都與他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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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屬(他)那 從屬(他)那時(也是)死去了的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我們， 為要 無論若是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儆醒， 無論若是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睡著， 同時一齊地 共同一起 在對(他)同一者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活。
[經文變異WH]

從屬(他)那 從屬(他)那時(也是)死去了的 <在周圍>關於 從屬我們， 為要 無論若是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儆醒，

無論若是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睡著， 同時一齊地 共同一起 在對(他)同一者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活。

帖前 5:11 Dio. parakalei/te avllh,louj kai. oivkodomei/te ei-j to.n e[na( kaqw.j kai. poiei/teÅ
Wherefore comfort yourselves together, and edify one another, even as also ye do.
所以你們該彼此勸慰，互相建立，正如你們素常所行的。

為這個緣故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勸勉請求 到於(他們)彼此， 並且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營建修造 (他)一個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一個， 按照正如地 並且 你們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帖前 5:12 VErwtw/men de. ùma/j( avdelfoi,( eivde,nai tou.j kopiw/ntaj evn ùmi/n kai. proi?stame,nouj ùmw/n evn kuri,w| kai.
nouqetou/ntaj ùma/j
And we beseech you, brethren, to know them which labour among you, and are over you in the Lord, and
admonish you;
弟兄們，我們勸你們敬重那在你們中間勞苦的人，就是在主裏面治理你們，勸戒你們的；

我們現在持續查詢求問 然而也 到於你們， 阿,(他們)弟兄， 現已經去看見察覺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有勞碌疲累了的 在內 在對你們， 並且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照管了的 從屬你們 在內

在對(他)主人， 並且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行警告勸戒了的 到於你們，

帖前 5:13 kai. hg̀ei/sqai auvtou.j ùperekperissou/ evn avga,ph| dia. to. e;rgon auvtw/nÅ eivrhneu,ete evn èautoi/jÅ
And to esteem them very highly in love for their work's sake. And be at peace among yourselves.
又因他們所作的工，用愛心格外尊重他們；你們也要彼此和睦。

並且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帶領引導 到於(他們)同一者 特別向外格外多地 在內 在對(她)愛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 到於(它)工作 從屬(他們)同一者。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行和平安寧 在內 在對(他們)同一者自己。

帖前 5:14 parakalou/men de. um̀a/j( avdelfoi,( nouqetei/te tou.j avta,ktouj( paramuqei/sqe tou.j ovligoyu,couj(
avnte,cesqe tw/n avsqenw/n( makroqumei/te pro.j pa,ntajÅ
Now we exhort you, brethren, warn them that are unruly, comfort the feebleminded, support the weak, be patient
toward all men.
我們又勸弟兄們，要警戒不守規矩的人；勉勵灰心的人；扶助軟弱的人；也要向眾人忍耐。

我們現在持續勸勉請求 然而也 到於你們， 阿,(他們)弟兄，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行警告勸戒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不按規矩的，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安撫慰藉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生魂意念微弱的，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緊靠支持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軟弱無力的，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成忍耐寬容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帖前 5:15 òra/te mh, tij kako.n avnti. kakou/ tini avpodw/|( avlla. pa,ntote to. avgaqo.n diw,kete Îkai.Ð eivj avllh,louj kai.
eivj pa,ntajÅ
See that none render evil for evil unto any man; but ever follow that which is good, both among yourselves, and
to all men.
你們要謹慎，無論是誰都不可以惡報惡；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眾人，常要追求良善。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看見清楚， 不會/不要 (他)任何什麼 到於(它)卑劣不好的 相對對應 從屬(它)卑劣不好的

在對(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從那裏給與； 但乃是 總是地 到於(它)那 到於(它)良善的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追趕迫求 並且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彼此 並且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經文變異WH]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看見清楚， 不會/不要 (他)任何什麼 到於(它)卑劣不好的 相對對應 從屬(它)卑劣不好的

在對(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從那裏給與； 但乃是 總是地 到於(它)那 到於(它)良善的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追趕迫求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彼此 並且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帖前 5:16 Pa,ntote cai,rete(
Rejoice evermore.
要常常喜樂；

總是地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歡喜安樂；

帖前 5:17 avdialei,ptwj proseu,cesqe(
Pray without ceasing.
不住的禱告；

乃不中止間斷地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祈禱求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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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前 5:18 evn panti. euvcaristei/te\ tou/to ga.r qe,lhma qeou/ evn Cristw/| VIhsou/ eivj ùma/jÅ
In every thing give thanks: for this is the will of God in Christ Jesus concerning you.
凡事謝恩；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裏向你們所定的旨意。

在內 在對(它)所有每一個的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感謝； (它)那同一者 因為 (它)所定意 從屬(他)神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在對(他)耶穌 向內進入 到於你們。

帖前 5:19 to. pneu/ma mh. sbe,nnute(
Quench not the Spirit.
不要銷滅聖靈的感動；

到於(它)那 到於(它)靈/風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撲滅消除；

帖前 5:20 profhtei,aj mh. evxouqenei/te(
Despise not prophesyings.
不要藐視先知的講論；

到於(她們)預示宣達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輕視；

帖前 5:21 pa,nta de. dokima,zete( to. kalo.n kate,cete(
Prove all things; hold fast that which is good.
但要凡事察驗；善美的要持守。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然而也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查驗證實； 到於(它)那 到於(它)美好適當的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持住；
[經文變異RT]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查驗證實； 到於(它)那 到於(它)美好適當的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持住；

帖前 5:22 avpo. panto.j ei;douj ponhrou/ avpe,cesqeÅ
Abstain from all appearance of evil.
各樣的惡事要禁戒不作。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它)形像 從屬(它)惡的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遠離禁戒。

帖前 5:23 Auvto.j de. ò qeo.j th/j eivrh,nhj àgia,sai ùma/j òlotelei/j( kai. òlo,klhron ùmw/n to. pneu/ma kai. h̀ yuch.
kai. to. sw/ma avme,mptwj evn th/| parousi,a| tou/ kuri,ou hm̀w/n VIhsou/ Cristou/ thrhqei,hÅ
And the very God of peace sanctify you wholly; and I pray God your whole spirit and soul and body be
preserved blameless unto the coming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願賜平安的神，親自使你們全然成聖；又願你們的靈，與魂，與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穌基督降臨的時候，

完全無可指摘。

(他)同一者 然而也 (他)那 (他)神 從屬(她)那 從屬(她)和平安寧 他/她/它那時(也是)可以使成聖 到於你們

到於(他們)成全完整的； 並且 (它)整全完備的 從屬你們 (它)那 (它)靈/風 並且 (她)那 (她)生魂意念 並且 (它)那

(它)身體 無可指責歸咎地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臨近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我們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他/她/它那時(也是)可以被行看護守衛。

帖前 5:24 pisto.j ò kalw/n ùma/j( o]j kai. poih,seiÅ
Faithful is he that calleth you, who also will do it.
那召你們的本是信實的，他必成就這事。

(他)誠且信的 (他)那 (他)現正持續促請召喚了的 到於你們， (他)這個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行出作成。

帖前 5:25 VAdelfoi,( proseu,cesqe Îkai.Ð peri. hm̀w/nÅ
Brethren, pray for us.
請弟兄們為我們禱告。

阿,(他們)弟兄，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祈禱求告 並且 <在周圍>關於 從屬我們。
[經文變異RT]

阿,(他們)弟兄，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祈禱求告 <在周圍>關於 從屬我們。

帖前 5:26 VAspa,sasqe tou.j avdelfou.j pa,ntaj evn filh,mati àgi,w|Å
Greet all the brethren with an holy kiss.
與眾弟兄親嘴問安務要聖潔。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擁抱問安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弟兄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內 在對(它)親吻之禮

在對(它)聖的。

帖前 5:27 VEnorki,zw ùma/j to.n ku,rion avnagnwsqh/nai th.n evpistolh.n pa/sin toi/j avdelfoi/jÅ
I charge you by the Lord that this epistle be read unto all the holy brethren.
我指著主囑咐你們，要把這信念給眾弟兄聽。

我現在持續在內使有誓言制約 到於你們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主人， 那時(也是)要去被宣讀誦念 到於(她)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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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於(她)書信 在對(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弟兄。
[經文變異RT]

我現在持續使有誓言制約 到於你們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主人， 那時(也是)要去被宣讀誦念 到於(她)那 到於(她)書信

在對(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聖的 在對(他們)弟兄。

帖前 5:28 ~H ca,rij tou/ kuri,ou h̀mw/n VIhsou/ Cristou/ meqV ùmw/nÅ
The grace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be with you. Amen.
願我主耶穌基督的恩常與你們同在。

(她)那 (她)恩典惠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我們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你們。
[經文變異RT]

(她)那 (她)恩典惠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我們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你們。

阿們。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帖撒羅尼迦人 (她)首先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刻寫記載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們)雅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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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撒羅尼迦後書 // 2 Thessalonians

帖後 1:1 Pau/loj kai. Silouano.j kai. Timo,qeoj th/| evkklhsi,a| Qessalonike,wn evn qew/| patri. h̀mw/n kai. kuri,w|
VIhsou/ Cristw/|(
Paul, and Silvanus, and Timotheus, unto the church of the Thessalonians in God our Father and the Lord Jesus
Christ:
保羅，西拉，提摩太，寫信給帖撒羅尼迦在神我們的父與主耶穌基督裏的教會；

(他)保羅 並且 (他)西拉 並且 (他)提摩太， 在對(她)那 在對(她)傳召 從屬(他們)帖撒羅尼迦人 在內 在對(他)神

在對(他)父親 從屬我們 並且 在對(他)主人 在對(他)耶穌 在對(他)基督：

帖後 1:2 ca,rij ùmi/n kai. eivrh,nh avpo. qeou/ patro.j Îhm̀w/nÐ kai. kuri,ou VIhsou/ Cristou/Å
Grace unto you, and peace, from God our Father and the Lord Jesus Christ.
願恩惠平安，從父神和主耶穌基督，歸與你們。

(她)恩典惠意 在對你們 並且 (她)和平安寧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神 從屬(他)父親 從屬我們 並且 從屬(他)主人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經文變異WH]

(她)恩典惠意 在對你們 並且 (她)和平安寧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神 從屬(他)父親 並且 從屬(他)主人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帖後 1:3 Euvcaristei/n ovfei,lomen tw/| qew/| pa,ntote peri. um̀w/n( avdelfoi,( kaqw.j a;xio,n evstin( o[ti ùperauxa,nei h̀
pi,stij ùmw/n kai. pleona,zei h` avga,ph eǹo.j èka,stou pa,ntwn ùmw/n eivj avllh,louj(
We are bound to thank God always for you, brethren, as it is meet, because that your faith groweth exceedingly,
and the charity of every one of you all toward each other aboundeth;
弟兄們，我們該為你們常常感謝神，這本是合宜的；因你們的信心格外增長，並且你們眾人彼此相愛的心也都充

足；

現要去持續感謝 我們現在持續積欠負債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總是地 <在周圍>關於 從屬你們， 阿,(他們)弟兄，

按照正如地 (它)相配值得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持續格外成長變大 (她)那 (她)信 從屬你們，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使成更許多 (她)那 (她)愛 從屬(他)一個 從屬(他)各個的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你們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彼此；

帖後 1:4 w[ste auvtou.j hm̀a/j evn ùmi/n evgkauca/sqai evn tai/j evkklhsi,aij tou/ qeou/ up̀e.r th/j ùpomonh/j ùmw/n kai.
pi,stewj evn pa/sin toi/j diwgmoi/j ùmw/n kai. tai/j qli,yesin ai-j avne,cesqe(
So that we ourselves glory in you in the churches of God for your patience and faith in all your persecutions and
tribulations that ye endure:
甚至我們在神的各教會裏為你們誇口，都因你們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難中，仍舊存忍耐和信心；

以致 到於(他們)同一者 到於我們 在內 在對你們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在內誇耀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傳召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她)那 從屬(她)堅忍持守 從屬你們 並且 從屬(她)信 在內

在對(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追趕逼迫 從屬你們 並且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壓迫患難

在對(她們)這些個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支撐忍受；
[經文變異RT]

以致 到於我們 到於(他們)同一者 在內 在對你們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誇耀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傳召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她)那 從屬(她)堅忍持守 從屬你們 並且 從屬(她)信 在內

在對(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追趕逼迫 從屬你們 並且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壓迫患難

在對(她們)這些個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支撐忍受；

帖後 1:5 e;ndeigma th/j dikai,aj kri,sewj tou/ qeou/ eivj to. kataxiwqh/nai ùma/j th/j basilei,aj tou/ qeou/( ùpe.r h-j
kai. pa,scete(
Which is a manifest token of the righteous judgment of God, that ye may be counted worthy of the kingdom of
God, for which ye also suffer:
這正是神公義判斷的明證；叫你們可算配得神的國，你們就是為這國受苦。

(它)所在內顯示展現 從屬(她)那 從屬(她)具公平正義的 從屬(她)區別審斷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被斷定為相配值得 到於你們 從屬(她)那 從屬(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她)這個 並且 你們現在持續經歷承受；

帖後 1:6 ei;per di,kaion para. qew/| avntapodou/nai toi/j qli,bousin ùma/j qli/yin
Seeing it is a righteous thing with God to recompense tribulation to them that trouble you;
神既是公義的，就必將患難報應那加患難給你們的人；

若是甚至 (它)具公平正義的 <在旁邊>在旁邊 在對(他)神 那時(也是)要去給付報償 在對(他們)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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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他們)現正持續擁擠壓迫了的 到於你們 到於(她)壓迫患難，

帖後 1:7 kai. ùmi/n toi/j qlibome,noij a;nesin meqV h̀mw/n( evn th/| avpokalu,yei tou/ kuri,ou VIhsou/ avpV ouvranou/ metV
avgge,lwn duna,mewj auvtou/
And to you who are troubled rest with us, when the Lord Jesus shall be revealed from heaven with his mighty
angels,
也必使你們這受患難的人，與我們同得平安；那時，主耶穌同他有能力的天使，從天上在火焰中顯現，

並且 在對你們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被擁擠壓迫了的 到於(她)鬆弛放開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我們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啟示揭露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他)耶穌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天空/天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使者 從屬(她)能力權能 從屬(他)同一者
[不同標點]

並且 在對你們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被擁擠壓迫了的 到於(她)鬆弛放開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我們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啟示揭露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他)耶穌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天空/天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使者 從屬(她)能力權能 從屬(他)同一者，

帖後 1:8 evn puri. flogo,j( dido,ntoj evkdi,khsin toi/j mh. eivdo,sin qeo.n kai. toi/j mh. ùpakou,ousin tw/| euvaggeli,w| tou/
kuri,ou hm̀w/n VIhsou/(
In flaming fire taking vengeance on them that know not God, and that obey not the gospel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要報應那不認識神，和那不聽從我主耶穌福音的人。

在內 在對(它)火 從屬(她)火焰， 從屬(他)現正持續給與了的 到於(她)行伸張公平正義 在對(他們)那些 不會/不要

在對(他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了的 到於(他)神， 並且 在對(他們)那些 不會/不要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留心聽從了的

在對(它)那 在對(它)福音佳訊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我們 從屬(他)耶穌；
[經文變異RT] [不同標點]

在內 在對(它)火 從屬(她)火焰 從屬(他)現正持續給與了的 到於(她)行伸張公平正義 在對(他們)那些 不會/不要

在對(他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了的 到於(他)神， 並且 在對(他們)那些 不會/不要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留心聽從了的

在對(它)那 在對(它)福音佳訊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我們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帖後 1:9 oi[tinej di,khn ti,sousin o;leqron aivw,nion avpo. prosw,pou tou/ kuri,ou kai. avpo. th/j do,xhj th/j ivscu,oj
auvtou/(
Who shall be punished with everlasting destruction from the presence of the Lord, and from the glory of his
power;
他們要受刑罰，就是永遠沉淪，離開主的面和他權能的榮光；

(他們)這個任何什麼 到於(她)正義公斷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支付償還， 到於(他)毀滅 到於(他)時世恆久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前面的臉面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並且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榮耀 從屬(她)那

從屬(她)強壯大力 從屬(他)同一者，

帖後 1:10 o[tan e;lqh| evndoxasqh/nai evn toi/j àgi,oij auvtou/ kai. qaumasqh/nai evn pa/sin toi/j pisteu,sasin( o[ti
evpisteu,qh to. martu,rion h̀mw/n evfV ùma/j( evn th/| hm̀e,ra| evkei,nh|Å
When he shall come to be glorified in his saints, and to be admired in all them that believe (because our
testimony among you was believed) in that day.
這正是主降臨要在他聖徒的身上得榮耀，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顯為希奇的那日子；（我們對你們作的見證，你們

也信了。）

但凡當這時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到來前往 那時(也是)要去被使成在榮耀內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聖的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被希奇 在內 在對(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那時(也是)置信信託了的， 是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置信信託 (它)那 (它)見證 從屬我們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你們，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日子/白日 在對(她)在那裏的那個。
[經文變異RT]

但凡當這時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到來前往 那時(也是)要去被使成在榮耀內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聖的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被希奇 在內 在對(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是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置信信託 (它)那 (它)見證 從屬我們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你們，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日子/白日 在對(她)在那裏的那個。

帖後 1:11 eivj o] kai. proseuco,meqa pa,ntote peri. ùmw/n( i[na ùma/j avxiw,sh| th/j klh,sewj ò qeo.j h̀mw/n kai. plhrw,sh|
pa/san euvdoki,an avgaqwsu,nhj kai. e;rgon pi,stewj evn duna,mei(
Wherefore also we pray always for you, that our God would count you worthy of this calling, and fulfil all the
good pleasure of his goodness, and the work of faith with power:
因此，我們常為你們禱告，願我們的神看你們配得過所蒙的召；又用大能成就你們一切所羨慕的良善，和一切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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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所作的工夫；

向內進入 到於(它)這個 並且 我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祈禱求告 總是地 <在周圍>關於 從屬你們， 為要 到於你們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視為相配值得 從屬(她)那 從屬(她)促請召喚 (他)那 (他)神 從屬我們，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促使成充滿添足 到於(她)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認可歡愉 從屬(她)全然良善 並且

到於(它)工作 從屬(她)信 在內 在對(她)能力權能；

帖後 1:12 o[pwj evndoxasqh/| to. o;noma tou/ kuri,ou hm̀w/n VIhsou/ evn um̀i/n( kai. um̀ei/j evn auvtw/|( kata. th.n ca,rin tou/
qeou/ hm̀w/n kai. kuri,ou VIhsou/ Cristou/Å
That the name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may be glorified in you, and ye in him, according to the grace of our God
and the Lord Jesus Christ.
叫我們主耶穌的名，在你們身上得榮耀，你們也在他身上得榮耀，都照著我們的神並主耶穌基督的恩。

這怎樣如何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使成在榮耀內 (它)那 (它)名字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我們

從屬(他)耶穌 在內 在對你們， 並且 你們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那 到於(她)恩典惠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從屬我們 並且 從屬(他)主人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經文變異RT]

這怎樣如何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使成在榮耀內 (它)那 (它)名字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我們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在內 在對你們， 並且 你們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那

到於(她)恩典惠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從屬我們 並且 從屬(他)主人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帖後 2:1 VErwtw/men de. ùma/j( avdelfoi,( ùpe.r th/j parousi,aj tou/ kuri,ou hm̀w/n VIhsou/ Cristou/ kai. h̀mw/n
evpisunagwgh/j evpV auvto.n
Now we beseech you, brethren, by the coming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and by our gathering together unto him,
弟兄們，論到我們主耶穌基督降臨，和我們到他那裏聚集，

我們現在持續查詢求問 然而也 到於你們， 阿,(他們)弟兄，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她)那 從屬(她)臨近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我們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並且 從屬我們 從屬(她)聚集會合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同一者，

帖後 2:2 eivj to. mh. tace,wj saleuqh/nai ùma/j avpo. tou/ noo.j mhde. qroei/sqai( mh,te dia. pneu,matoj mh,te dia. lo,gou
mh,te diV evpistolh/j ẁj diV hm̀w/n( wj̀ o[ti evne,sthken h̀ hm̀e,ra tou/ kuri,ou\
That ye be not soon shaken in mind, or be troubled, neither by spirit, nor by word, nor by letter as from us, as
that the day of Christ is at hand.
我勸你們，無論有靈，有言語，有冒我名的書信，說主的日子現在到了，〔現在或作就〕不要輕易動心，也不要

驚慌。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不會/不要 快快地 那時(也是)要去被行搖晃擺動 到於你們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悟念知性， 然而也不要 現要去持續被騷亂驚懼， 並不會/又不會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靈/風，

並不會/又不會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並不會/又不會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書信 正如地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我們， 正如地 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已經臨到 (她)那 (她)日子/白日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經文變異RT]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不會/不要 快快地 那時(也是)要去被行搖晃擺動 到於你們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悟念知性， 然而也不要 現要去持續被騷亂驚懼， 並不會/又不會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靈/風，

並不會/又不會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並不會/又不會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書信 正如地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我們， 正如地 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已經臨到 (她)那 (她)日子/白日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帖後 2:3 mh, tij ùma/j evxapath,sh| kata. mhde,na tro,ponÅ o[ti eva.n mh. e;lqh| h` avpostasi,a prw/ton kai. avpokalufqh/| ò
a;nqrwpoj th/j avnomi,aj( ò uiò.j th/j avpwlei,aj(
Let no man deceive you by any means: for that day shall not come, except there come a falling away first, and
that man of sin be revealed, the son of perdition;
人不拘用甚麼法子，你們總不要被他誘惑；因為那日子以前，必有離道反教的事；並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淪之子

，顯露出來；

不會/不要 (他)任何什麼 到於你們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向外欺騙引誘出來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到於(他)運轉模式； 是這樣 但凡若是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到來前往

(她)那 (她)站開叛離 首先地，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啟示揭露 (他)那 (他)人 從屬(她)那 從屬(她)不法，

(他)那 (他)兒子 從屬(她)那 從屬(她)毀壞失喪，
[經文變異RT]

不會/不要 (他)任何什麼 到於你們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向外欺騙引誘出來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到於(他)運轉模式； 是這樣 但凡若是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到來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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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那 (她)站開叛離 首先地，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啟示揭露 (他)那 (他)人 從屬(她)那 從屬(她)罪， (他)那

(他)兒子 從屬(她)那 從屬(她)毀壞失喪，

帖後 2:4 ò avntikei,menoj kai. ùperairo,menoj evpi. pa,nta lego,menon qeo.n h' se,basma( w[ste auvto.n eivj to.n nao.n tou/
qeou/ kaqi,sai avpodeiknu,nta eàuto.n o[ti e;stin qeo,jÅ
Who opposeth and exalteth himself above all that is called God, or that is worshipped; so that he as God sitteth
in the temple of God, shewing himself that he is God.
他是抵擋主，高抬自己，超過一切稱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裏，自稱是神。

(他)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對峙相敵了的 並且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高抬於上了的
註1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現正持續被道說了的 到於(他)神 甚或/或而 到於(它)所崇敬； 以致 到於(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殿宇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那時(也是)要去就座，

到於(他)現正持續從那裏顯示展現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神。

註1：“(他)現正持續讓自己高抬於上了的”文法上亦可以為“(他)現正持續被高抬於上了的”。

[經文變異RT]

(他)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對峙相敵了的 並且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高抬於上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現正持續被道說了的
註1

到於(他)神 甚或/或而 到於(它)所崇敬； 以致

到於(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殿宇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正如地 到於(他)神 那時(也是)要去就座，

到於(他)現正持續從那裏顯示展現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神。

註1：“到於(他)現正持續被道說了的”文法上亦可以為“到於(它)現正持續被道說了的”。

[經文變異MT]

(他)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對峙相敵了的 並且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高抬於上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現正持續被道說了的 到於(他)神 甚或/或而 到於(它)所崇敬； 以致 到於(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殿宇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正如地 到於(他)神 那時(也是)要去就座，

到於(他)現正持續從那裏顯示展現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神。

帖後 2:5 Ouv mnhmoneu,ete o[ti e;ti w'n pro.j um̀a/j tau/ta e;legon ùmi/nÈ
Remember ye not, that, when I was yet with you, I told you these things?
我還在你們那裏的時候，曾把這些事告訴你們，你們不記得麼。

豈非呢 你們現在持續記念想起， 是這樣 依然仍舊地 (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我當時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帖後 2:6 kai. nu/n to. kate,con oi;date eivj to. avpokalufqh/nai auvto.n evn tw/| eàutou/ kairw/|Å
And now ye know what withholdeth that he might be revealed in his time.
現在你們也知道那攔阻他的是甚麼，是叫他到了的時候，纔可以顯露；

並且 現在此時地 到於(它)那 到於(它)現正持續持住了的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被啟示揭露 到於(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他)那 從屬(他)同一者自己 在對(他)場合時節。
[經文變異RT]

並且 現在此時地 到於(它)那 到於(它)現正持續持住了的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被啟示揭露 到於(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他)那 從屬(他)同一者 在對(他)場合時節。

帖後 2:7 to. ga.r musth,rion h;dh evnergei/tai th/j avnomi,aj\ mo,non ò kate,cwn a;rti e[wj evk me,sou ge,nhtaiÅ
For the mystery of iniquity doth already work: only he who now letteth will let, until he be taken out of the way.
因為那不法的隱意已經發動；只是現在有一個攔阻的，等到那攔阻的被除去；

(它)那 因為 (它)奧祕 甚而已然如此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成有功效 從屬(她)那 從屬(她)不法； 僅有單獨地

(他)那 (他)現正持續持住了的 現今地 一直直到 向外出來 從屬(它)中間當中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生發成為。

帖後 2:8 kai. to,te avpokalufqh,setai ò a;nomoj( o]n ò ku,rioj Îvihsou/jÐ avnelei/ tw/| pneu,mati tou/ sto,matoj auvtou/
kai. katargh,sei th/| evpifanei,a| th/j parousi,aj auvtou/(
And then shall that Wicked be revealed, whom the Lord shall consume with the spirit of his mouth, and shall
destroy with the brightness of his coming:
那時這不法的人，必顯露出來；主耶穌要用口中的氣滅絕他，用降臨的榮光廢掉他。

並且 當那時地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啟示揭露 (他)那 (他)沒有律法的， 到於(他)這個 (他)那 (他)主人 (他)耶穌

他/她/它將要(持續)挪去 在對(它)那 在對(它)靈/風 從屬(它)那 從屬(它)口/嘴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使完全閒散停頓 在對(她)那 在對(她)顯現 從屬(她)那 從屬(她)臨近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當那時地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啟示揭露 (他)那 (他)沒有律法的， 到於(他)這個 (他)那 (他)主人

他/她/它將要(持續)耗盡 在對(它)那 在對(它)靈/風 從屬(它)那 從屬(它)口/嘴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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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將要(持續)使完全閒散停頓 在對(她)那 在對(她)顯現 從屬(她)那 從屬(她)臨近 從屬(他)同一者；

帖後 2:9 ou- evstin h̀ parousi,a katV evne,rgeian tou/ Satana/ evn pa,sh| duna,mei kai. shmei,oij kai. te,rasin yeu,douj
Even him, whose coming is after the working of Satan with all power and signs and lying wonders,
這不法的人來，是照撒但的運動，行各樣的異能神蹟，和一切虛假的奇事，

從屬(他)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臨近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效力功能 從屬(他)那 從屬(他)撒但 在內

在對(她)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她)能力權能 並且 在對(它們)識別之表記徵兆 並且 在對(它們)奇事預兆

從屬(它)虛假欺謊，

帖後 2:10 kai. evn pa,sh| avpa,th| avdiki,aj toi/j avpollume,noij( avnqV w-n th.n avga,phn th/j avlhqei,aj ouvk evde,xanto eivj
to. swqh/nai auvtou,jÅ
And with all deceivableness of unrighteousness in them that perish; because they received not the love of the
truth, that they might be saved.
並且在那沉淪的人身上，行各樣出於不義的詭詐；因他們不領受愛真理的心，使他們得救。

並且 在內 在對(她)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她)欺矇誘騙 從屬(她)不義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毀掉除滅了的； 相對對應 從屬(它們)這些個 到於(她)那 到於(她)愛 從屬(她)那

從屬(她)真情實理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接納領受，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被拯救

到於(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在內 在對(她)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她)欺矇誘騙 從屬(她)那 從屬(她)不義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毀掉除滅了的； 相對對應 從屬(它們)這些個 到於(她)那 到於(她)愛 從屬(她)那

從屬(她)真情實理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接納領受，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被拯救

到於(他們)同一者。

帖後 2:11 kai. dia. tou/to pe,mpei auvtoi/j ò qeo.j evne,rgeian pla,nhj eivj to. pisteu/sai auvtou.j tw/| yeu,dei(
And for this cause God shall send them strong delusion, that they should believe a lie:
故此，神就給他們一個生發錯誤的心，叫他們信從虛謊；

並且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差送打發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神

到於(她)效力功能 從屬(她)迷途錯謬，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置信信託 到於(他們)同一者 在對(它)那

在對(它)虛假欺謊；
[經文變異RT]

並且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差送打發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神

到於(她)效力功能 從屬(她)迷途錯謬，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置信信託 到於(他們)同一者 在對(它)那

在對(它)虛假欺謊；

帖後 2:12 i[na kriqw/sin pa,ntej oì mh. pisteu,santej th/| avlhqei,a| avlla. euvdokh,santej th/| avdiki,a|Å
That they all might be damned who believed not the truth, but had pleasure in unrighteousness.
使一切不信真理，倒喜愛不義的人，都被定罪。

為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被區別審斷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那些 不會/不要 (他們)那時(也是)置信信託了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真情實理， 但乃是 (他們)那時(也是)歡愉認可了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不義。
[經文變異RT]

為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被區別審斷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那些 不會/不要 (他們)那時(也是)置信信託了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真情實理， 但乃是 (他們)那時(也是)歡愉認可了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不義。

帖後 2:13 ~Hmei/j de. ovfei,lomen euvcaristei/n tw/| qew/| pa,ntote peri. ùmw/n( avdelfoi. hvgaphme,noi ùpo. kuri,ou( o[ti
ei[lato um̀a/j ò qeo.j avparch.n eivj swthri,an evn ag̀iasmw/| pneu,matoj kai. pi,stei avlhqei,aj(
But we are bound to give thanks alway to God for you, brethren beloved of the Lord, because God hath from the
beginning chosen you to salvation through sanctification of the Spirit and belief of the truth:
主所愛的弟兄們哪，我們本該常為你們感謝神；因為他從起初揀選了你們，叫你們因信真道，又被聖靈感動成為

聖潔，能以得救。

我們 然而也 我們現在持續積欠負債 現要去持續感謝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總是地 <在周圍>關於 從屬你們，

阿,(他們)弟兄 阿,(他們)現在已經被愛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主人， 是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選取

到於你們 (他)那 (他)神 到於(她)初熟的果子 向內進入 到於(她)拯救 在內 在對(他)使成聖 從屬(它)靈/風 並且

在對(她)信 從屬(她)真情實理；
[經文變異RT][經文變異WH]

我們 然而也 我們現在持續積欠負債 現要去持續感謝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總是地 <在周圍>關於 從屬你們，

阿,(他們)弟兄 阿,(他們)現在已經被愛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主人， 是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選取

到於你們 (他)那 (他)神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為起始為首 向內進入 到於(她)拯救 在內 在對(他)使成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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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屬(它)靈/風 並且 在對(她)信 從屬(她)真情實理；

帖後 2:14 eivj o] Îkai.Ð evka,lesen ùma/j dia. tou/ euvaggeli,ou hm̀w/n eivj peripoi,hsin do,xhj tou/ kuri,ou h̀mw/n VIhsou/
Cristou/Å
Whereunto he called you by our gospel, to the obtaining of the glory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神藉我們所傳的福音，召你們到這地步，好得著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榮光。

向內進入 到於(它)這個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促請召喚 到於你們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那 從屬(它)福音佳訊

從屬我們 向內進入 到於(她)獲取得到 從屬(她)榮耀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我們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經文變異RT][經文變異WH]

向內進入 到於(它)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促請召喚 到於你們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那 從屬(它)福音佳訊

從屬我們 向內進入 到於(她)獲取得到 從屬(她)榮耀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我們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帖後 2:15 a;ra ou=n( avdelfoi,( sth,kete( kai. kratei/te ta.j parado,seij a]j evdida,cqhte ei;te dia. lo,gou ei;te diV
evpistolh/j h̀mw/nÅ
Therefore, brethren, stand fast, and hold the traditions which ye have been taught, whether by word, or our
epistle.
所以弟兄們，你們要站立得穩，凡所領受的教訓，不拘是我們口傳的，是信上寫的，都要堅守。

果然如此 這樣， 阿,(他們)弟兄，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站立不動， 並且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掌控抓住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交付 到於(她們)這些個 你們那時(也是)被教導， 無論若是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無論若是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書信 從屬我們。

帖後 2:16 Auvto.j de. ò ku,rioj hm̀w/n VIhsou/j Cristo.j kai. ÎòÐ qeo.j ò path.r h̀mw/n ò avgaph,saj h̀ma/j kai. dou.j
para,klhsin aivwni,an kai. evlpi,da avgaqh.n evn ca,riti(
Now our Lord Jesus Christ himself, and God, even our Father, which hath loved us, and hath given us
everlasting consolation and good hope through grace,
但願我們主耶穌基督，和那愛我們，開恩將永遠的安慰，並美好的盼望，賜給我們的父神，

(他)同一者 然而也 (他)那 (他)主人 從屬我們 (他)耶穌 (他)基督， 並且 (他)那 (他)神 (他)那 (他)父親 從屬我們，

(他)那 (他)那時(也是)愛了的 到於我們 並且 (他)那時(也是)給與了的 到於(她)勸勉請求 到於(她)時世恆久的 並且

到於(她)期盼指望 到於(她)良善的 在內 在對(她)恩典惠意，
[經文變異RT]

(他)同一者 然而也 (他)那 (他)主人 從屬我們 (他)耶穌 (他)基督， 並且 (他)那 (他)神 並且 (他)父親 從屬我們，

(他)那 (他)那時(也是)愛了的 到於我們 並且 (他)那時(也是)給與了的 到於(她)勸勉請求 到於(她)時世恆久的 並且

到於(她)期盼指望 到於(她)良善的 在內 在對(她)恩典惠意，

帖後 2:17 parakale,sai ùmw/n ta.j kardi,aj kai. sthri,xai evn panti. e;rgw| kai. lo,gw| avgaqw/|Å
Comfort your hearts, and stablish you in every good word and work.
安慰你們的心，並且在一切善行善言上，堅固你們。

他/她/它那時(也是)可以勸勉請求 從屬你們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內心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可以堅定加固 在內

在對(它)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它)工作 並且 在對(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在對(他)良善的。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可以勸勉請求 從屬你們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內心，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可以堅定加固

到於你們 在內 在對(他)所有每一個的註1
在對(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並且 在對(它)工作 在對(它)良善的註2。

註1：“在對(它)所有每一個的”文法上亦可以為“在對(他)所有每一個的”。

註2：“在對(他)良善的”文法上亦可以為“在對(它)良善的”。

帖後 3:1 To. loipo.n proseu,cesqe( avdelfoi,( peri. hm̀w/n( i[na ò lo,goj tou/ kuri,ou tre,ch| kai. doxa,zhtai kaqw.j
kai. pro.j ùma/j(
Finally, brethren, pray for us, that the word of the Lord may have free course, and be glorified, even as it is with
you:
弟兄們，我還有話說；請你們為我們禱告，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行開，得著榮耀，正如在你們中間一樣；

到於(它)那 到於(它)此後的/此外的，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祈禱求告， 阿,(他們)弟兄， <在周圍>關於

從屬我們， 為要 (他)那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奔跑疾行 並且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被歸榮耀， 按照正如地 並且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帖後 3:2 kai. i[na r̀usqw/men avpo. tw/n avto,pwn kai. ponhrw/n avnqrw,pwn\ ouv ga.r pa,ntwn h̀ pi,stijÅ
And that we may be delivered from unreasonable and wicked men: for all men have not faith.
也叫我們脫離無理之惡人的手；因為人不都是有信心。

並且 為要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被搭救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不恰當的 並且 從屬(他們)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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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屬(他們)人； 不是/不 因為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她)那 (她)信。

帖後 3:3 pisto.j de, evstin ò ku,rioj( o]j sthri,xei ùma/j kai. fula,xei avpo. tou/ ponhrou/Å
But the Lord is faithful, who shall stablish you, and keep you from evil.
但主是信實的，要堅固你們，保護你們脫離那惡者〔或作脫離兇惡〕。

(他)誠且信的 然而也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主人， (他)這個 他/她/它將要(持續)堅定加固 到於你們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看管守護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惡的註1。

註1：“從屬(他)那 從屬(他)惡的”文法上亦可以為“從屬(它)那 從屬(它)惡的”。

帖後 3:4 pepoi,qamen de. evn kuri,w| evfV ùma/j( o[ti a] paragge,llomen Îkai.Ð poiei/te kai. poih,seteÅ
And we have confidence in the Lord touching you, that ye both do and will do the things which we command
you.
我們靠主深信你們現在是遵行我們所吩咐的，後來也必要遵行。

我們現在已經勸信說服 然而也 在內 在對(他)主人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你們， 是這樣 到於(它們)這些個

我們現在持續命令吩咐， 並且 你們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並且 你們將要(持續)行出作成。
[經文變異RT]

我們現在已經勸信說服 然而也 在內 在對(他)主人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你們， 是這樣 到於(它們)這些個

我們現在持續命令吩咐 在對你們， 並且 你們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並且 你們將要(持續)行出作成。

帖後 3:5 ~O de. ku,rioj kateuqu,nai ùmw/n ta.j kardi,aj eivj th.n avga,phn tou/ qeou/ kai. eivj th.n ùpomonh.n tou/
Cristou/Å
And the Lord direct your hearts into the love of God, and into the patient waiting for Christ.
願主引導你們的心，叫你們愛神並學基督的忍耐。

(他)那 然而也 (他)主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可以修直導引 從屬你們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內心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愛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堅忍持守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帖後 3:6 Paragge,llomen de. um̀i/n( avdelfoi,( evn ovno,mati tou/ kuri,ou Îhm̀w/nÐ VIhsou/ Cristou/ ste,llesqai ùma/j avpo.
panto.j avdelfou/ avta,ktwj peripatou/ntoj kai. mh. kata. th.n para,dosin h]n parela,bosan parV h̀mw/nÅ
Now we command you, brethren, in the name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that ye withdraw yourselves from every
brother that walketh disorderly, and not after the tradition which he received of us.
弟兄們，我們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吩咐你們，凡有弟兄不按規矩而行，不遵守從我們所受的教訓，就當遠離他。

我們現在持續命令吩咐 然而也 在對你們， 阿,(他們)弟兄， 在內 在對(它)名字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我們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安放立定 到於你們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他)弟兄

不按規矩地 從屬(他)現正持續來往昂然踏行了的 並且 不會/不要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那 到於(她)交付

到於(她)這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拿取在旁邊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我們。
[經文變異RT]

我們現在持續命令吩咐 然而也 在對你們， 阿,(他們)弟兄， 在內 在對(它)名字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我們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安放立定 到於你們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他)弟兄

不按規矩地 從屬(他)現正持續來往昂然踏行了的 並且 不會/不要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那 到於(她)交付

到於(她)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拿取在旁邊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我們。
[經文變異WH]

我們現在持續命令吩咐 然而也 在對你們， 阿,(他們)弟兄， 在內 在對(它)名字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安放立定 到於你們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他)弟兄

不按規矩地 從屬(他)現正持續來往昂然踏行了的 並且 不會/不要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那 到於(她)交付

到於(她)這個 你們那時(也是)拿取在旁邊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我們。

帖後 3:7 auvtoi. ga.r oi;date pw/j dei/ mimei/sqai hm̀a/j( o[ti ouvk hvtakth,samen evn ùmi/n
For yourselves know how ye ought to follow us: for we behaved not ourselves disorderly among you;
你們自己原知道應當怎樣效法我們；因為我們在你們中間，未嘗不按規矩而行；

(他們)同一者 因為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怎樣如何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模仿效法 到於我們， 是這樣 不是/不 我們那時(也是)成不按規矩 在內 在對你們，

帖後 3:8 ouvde. dwrea.n a;rton evfa,gomen para, tinoj( avllV evn ko,pw| kai. mo,cqw| nukto.j kai. hm̀e,raj evrgazo,menoi
pro.j to. mh. evpibarh/sai, tina ùmw/n\
Neither did we eat any man's bread for nought; but wrought with labour and travail night and day, that we might
not be chargeable to any of you:
也未嘗白喫人的飯；倒是辛苦勞碌，晝夜作工，免得叫你們一人受累。

然而也不是地 白白地 到於(他)麵餅 我們那時(也是)吃食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任何什麼， 但乃是 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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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他)勞碌疲累 並且 在對(他)艱苦困難 從屬(她)夜晚 並且 從屬(她)日子/白日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作工作了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它)那 不會/不要 那時(也是)要去在上面成沉重重壓

到於(他)任何什麼 從屬你們；
[經文變異RT]

然而也不是地 白白地 到於(他)麵餅 我們那時(也是)吃食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任何什麼， 但乃是 在內

在對(他)勞碌疲累 並且 在對(他)艱苦困難 到於(她)夜晚 並且 到於(她)日子/白日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作工作了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它)那 不會/不要 那時(也是)要去在上面成沉重重壓

到於(他)任何什麼 從屬你們；

帖後 3:9 ouvc o[ti ouvk e;comen evxousi,an( avllV i[na èautou.j tu,pon dw/men ùmi/n eivj to. mimei/sqai h̀ma/jÅ
Not because we have not power, but to make ourselves an ensample unto you to follow us.
這並不是因我們沒有權柄，乃是要給你們作榜樣，叫你們效法我們。

不是/不 是這樣 不是/不 我們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權柄掌握， 但乃是 為要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到於(他)印模樣本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給與 在對你們，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模仿效法

到於我們。

帖後 3:10 kai. ga.r o[te h=men pro.j ùma/j( tou/to parhgge,llomen ùmi/n( o[ti ei; tij ouv qe,lei evrga,zesqai mhde.
evsqie,twÅ
For even when we were with you, this we commanded you, that if any would not work, neither should he eat.
我們在你們那裏的時候，曾吩咐你們說：若有人不肯作工，就不可喫飯。

並且 因為 當這時地 我們當時持續是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到於(它)那同一者 我們當時持續命令吩咐

在對你們， 是這樣 若是 (他)任何什麼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定意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作工作， 然而也不要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喫食。

帖後 3:11 avkou,omen ga,r tinaj peripatou/ntaj evn um̀i/n avta,ktwj mhde.n evrgazome,nouj avlla. periergazome,nouj\
For we hear that there are some which walk among you disorderly, working not at all, but are busybodies.
因我們聽說，在你們中間有人不按規矩而行，甚麼工都不作，反倒專管閒事。

我們現在持續聲聞耳聽 因為 到於(他們)任何什麼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來往昂然踏行了的 在內 在對你們

不按規矩地， 到於(它)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作工作了的， 但乃是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四處管閒事了的；

帖後 3:12 toi/j de. toiou,toij paragge,llomen kai. parakalou/men evn kuri,w| VIhsou/ Cristw/|( i[na meta. hs̀uci,aj
evrgazo,menoi to.n èautw/n a;rton evsqi,wsinÅ
Now them that are such we command and exhort by our Lord Jesus Christ, that with quietness they work, and
eat their own bread.
我們靠主耶穌基督，吩咐勸戒這樣的人，要安靜作工，喫自己的飯。

在對(他們)那些 然而也 在對(他們)那種樣 我們現在持續命令吩咐 並且 我們現在持續勸勉請求 在內 在對(他)主人

在對(他)耶穌 在對(他)基督， 為要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安靜沉寂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作工作了的

到於(他)那 從屬(他們)同一者自己 到於(他)麵餅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喫食。
[經文變異RT]

在對(他們)那些 然而也 在對(他們)那種樣 我們現在持續命令吩咐 並且 我們現在持續勸勉請求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我們 從屬(他)耶穌註1
從屬(他)基督， 為要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安靜沉寂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作工作了的 到於(他)那 從屬(他們)同一者自己 到於(他)麵餅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喫食。

註1：“在對(他)耶穌”文法上亦可以為“從屬(他)耶穌”。

帖後 3:13 ~Umei/j de,( avdelfoi,( mh. evgkakh,shte kalopoiou/ntejÅ
But ye, brethren, be not weary in well doing.
弟兄們，你們行善不可喪志。

你們 然而也， 阿,(他們)弟兄， 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灰心喪膽 (他們)現正持續行出作成美好適當了的。
[經文變異RT]

你們 然而也， 阿,(他們)弟兄， 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灰心喪志 (他們)現正持續行出作成美好適當了的。

帖後 3:14 eiv de, tij ouvc up̀akou,ei tw/| lo,gw| hm̀w/n dia. th/j evpistolh/j( tou/ton shmeiou/sqe mh. sunanami,gnusqai
auvtw/|( i[na evntraph/|\
And if any man obey not our word by this epistle, note that man, and have no company with him, that he may be
ashamed.
若有人不聽從我們這信上的話，要記下他，不和他交往，叫他自覺羞愧。

若是 然而也 (他)任何什麼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留心聽從 在對(他)那 在對(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我們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書信， 到於(他)那同一者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促使有識別之表記徵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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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共同再向上攙雜混合 在對(他)同一者，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反轉降卑；
[經文變異RT]

若是 然而也 (他)任何什麼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留心聽從 在對(他)那 在對(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我們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書信， 到於(他)那同一者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促使有識別之表記徵兆，

並且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共同再向上攙雜混合 在對(他)同一者，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反轉降卑；

帖後 3:15 kai. mh. wj̀ evcqro.n hg̀ei/sqe( avlla. nouqetei/te ẁj avdelfo,nÅ
Yet count him not as an enemy, but admonish him as a brother.
但不要以他為仇人，要勸他如弟兄。

並且 不會/不要 正如地 到於(他)仇視敵對的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帶領引導， 但乃是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行警告勸戒 正如地 到於(他)弟兄。

帖後 3:16 Auvto.j de. ò ku,rioj th/j eivrh,nhj dw,|h ùmi/n th.n eivrh,nhn dia. panto.j evn panti. tro,pw|Å ò ku,rioj meta.
pa,ntwn ùmw/nÅ
Now the Lord of peace himself give you peace always by all means. The Lord be with you all.
願賜平安的主，隨時隨事親自給你們平安；願主常與你們眾人同在。

(他)同一者 然而也 (他)那 (他)主人 從屬(她)那 從屬(她)和平安寧 他/她/它那時(也是)可以給與 在對你們 到於(她)那

到於(她)和平安寧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所有每一個的 在內 在對(他)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運轉模式。 (他)那

(他)主人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你們。

帖後 3:17 ~O avspasmo.j th/| evmh/| ceiri. Pau,lou( o[ evstin shmei/on evn pa,sh| evpistolh/|\ ou[twj gra,fwÅ
The salutation of Paul with mine own hand, which is the token in every epistle: so I write.
我保羅親筆問你們安；凡我的信都以此為記；我的筆跡就是這樣。

(他)那 (他)擁抱問安 在對(她)那 在對(她)我之物 在對(她)手 從屬(他)保羅， (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識別之表記徵兆 在內 在對(她)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她)書信； 那同一樣式地 我現在持續刻寫記載。

帖後 3:18 h` ca,rij tou/ kuri,ou hm̀w/n VIhsou/ Cristou/ meta. pa,ntwn ùmw/nÅ

The grace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be with you all. Amen.
願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恩，常與你們眾人同在。

(她)那 (她)恩典惠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我們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你們。
[經文變異RT]

(她)那 (她)恩典惠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我們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你們。 阿們。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帖撒羅尼迦人 (她)第二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刻寫記載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們)雅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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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摩太前書 // 1 Timothy

提前 1:1 Pau/loj avpo,stoloj Cristou/ VIhsou/ katV evpitagh.n qeou/ swth/roj hm̀w/n kai. Cristou/ VIhsou/ th/j
evlpi,doj hm̀w/n
Paul, an apostle of Jesus Christ by the commandment of God our Saviour, and Lord Jesus Christ, which is our
hope;
奉我們救主神，和我們的盼望基督耶穌之命，作基督耶穌使徒的保羅，

(他)保羅 (他)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從屬(他)基督 從屬(他)耶穌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指令規定 從屬(他)神

從屬(他)救主 從屬我們 並且 從屬(他)基督 從屬(他)耶穌 從屬(她)那 從屬(她)期盼指望 從屬我們，
[經文變異RT]

(他)保羅 (他)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指令規定 從屬(他)神

從屬(他)救主 從屬我們 並且 從屬(他)主人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從屬(她)那 從屬(她)期盼指望 從屬我們，

提前 1:2 Timoqe,w| gnhsi,w| te,knw| evn pi,stei( ca,rij e;leoj eivrh,nh avpo. qeou/ patro.j kai. Cristou/ VIhsou/ tou/
kuri,ou hm̀w/nÅ
Unto Timothy, my own son in the faith: Grace, mercy, and peace, from God our Father and Jesus Christ our
Lord.
寫信給那因信主作我真兒子的提摩太；願恩惠憐憫平安，從父神和我們主基督耶穌，歸與你。

在對(他)提摩太 在對(它)嫡系正宗的 在對(它)孩子 在內 在對(她)信： (她)恩典惠意， (它)憐憫慈悲，

(她)和平安寧，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神 從屬(他)父親 並且 從屬(他)基督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我們。
[經文變異RT]

在對(他)提摩太 在對(它)嫡系正宗的 在對(它)孩子 在內 在對(她)信： (她)恩典惠意， (它)憐憫慈悲，

(她)和平安寧，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神 從屬(他)父親 從屬我們 並且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我們。

提前 1:3 Kaqw.j pareka,lesa, se prosmei/nai evn VEfe,sw| poreuo,menoj eivj Makedoni,an( i[na paraggei,lh|j tisi.n mh.
et̀erodidaskalei/n
As I besought thee to abide still at Ephesus, when I went into Macedonia, that thou mightest charge some that
they teach no other doctrine,
我往馬其頓去的時候，曾勸你仍住在以弗所，好囑咐那幾個人，不可傳異教，

按照正如地 我那時(也是)勸勉請求 到於你 那時(也是)要去在前面向著停留持守 在內 在對(她)以弗所，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行去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馬其頓， 為要 你那時(也是)應該命令吩咐 在對(他們)任何什麼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行相異不同的教導，

提前 1:4 mhde. prose,cein mu,qoij kai. genealogi,aij avpera,ntoij( ai[tinej evkzhth,seij pare,cousin ma/llon h'
oivkonomi,an qeou/ th.n evn pi,steiÅ
Neither give heed to fables and endless genealogies, which minister questions, rather than godly edifying which
is in faith: so do.
也不可聽從荒渺無憑的話語，和無窮的家譜；這等事只生辯論，並不發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

然而也不要 現要去持續留神注意 在對(他們)故事講述 並且 在對(她們)族譜追溯 在對(她們)無邊無盡的，

(她們)這個任何什麼 到於(她們)向外查問辯論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展示提供 更特別尤其地 甚或/或而

到於(她)經營管理 從屬(他)神 到於(她)那 在內 在對(她)信。
[經文變異RT]

然而也不要 現要去持續留神注意 在對(他們)故事講述 並且 在對(她們)族譜追溯 在對(她們)無邊無盡的，

(她們)這個任何什麼 到於(她們)查問辯論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展示提供 更特別尤其地 甚或/或而 到於(她)經營管理

從屬(他)神 到於(她)那 在內 在對(她)信。
[經文變異Scrivener]

然而也不要 現要去持續留神注意 在對(他們)故事講述 並且 在對(她們)族譜追溯 在對(她們)無邊無盡的，

(她們)這個任何什麼 到於(她們)查問辯論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展示提供 更特別尤其地 甚或/或而 到於(她)修造營建

從屬(他)神 到於(她)那 在內 在對(她)信。

提前 1:5 to. de. te,loj th/j paraggeli,aj evsti.n avga,ph evk kaqara/j kardi,aj kai. suneidh,sewj avgaqh/j kai. pi,stewj
avnupokri,tou(
Now the end of the commandment is charity out of a pure heart, and of a good conscience, and of faith
unfeigned:
但命令的總歸就是愛；這愛是從清潔的心，和無虧的良心，無偽的信心，生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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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那 然而也 (它)終結/貨物或旅行之終結稅 從屬(她)那 從屬(她)命令吩咐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愛 向外出來

從屬(她)乾淨純潔的 從屬(她)內心 並且 從屬(她)自覺良心 從屬(她)良善的 並且 從屬(她)信

從屬(她)不會作戲假裝的；

提前 1:6 w-n tinej avstoch,santej evxetra,phsan eivj mataiologi,an
From which some having swerved have turned aside unto vain jangling;
有人偏離這些，反去講虛浮的話；

從屬(她們)這些個 (他們)任何什麼 (他們)那時(也是)成偏離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轉動偏開 向內進入

到於(她)為虛妄無益地道說；

提前 1:7 qe,lontej ei=nai nomodida,skaloi( mh. noou/ntej mh,te a] le,gousin mh,te peri. ti,nwn diabebaiou/ntaiÅ
Desiring to be teachers of the law; understanding neither what they say, nor whereof they affirm.
想要作教法師，卻不明白自己所講說的，所論定的。

(他們)現正持續定意了的 現要去持續是 (他們)教法師， 不會/不要 (他們)現正持續領悟認知了的 並不會/又不會

到於(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並不會/又不會 <在周圍>關於 從屬(它們)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徹底地促使成穩固踏實。

提前 1:8 Oi;damen de. o[ti kalo.j ò no,moj( eva,n tij auvtw/| nomi,mwj crh/tai(
But we know that the law is good, if a man use it lawfully;
我們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得合宜；

我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然而也 是這樣 (他)美好適當的 (他)那 (他)律法， 但凡若是 (他)任何什麼 在對(他)同一者

合法規慣律地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讓自己/被提供使用，

提前 1:9 eivdw.j tou/to( o[ti dikai,w| no,moj ouv kei/tai( avno,moij de. kai. avnupota,ktoij( avsebe,si kai. am̀artwloi/j(
avnosi,oij kai. bebh,loij( patrolw,|aij kai. mhtrolw,|aij( avndrofo,noij
Knowing this, that the law is not made for a righteous man, but for the lawless and disobedient, for the ungodly
and for sinners, for unholy and profane, for murderers of fathers and murderers of mothers, for manslayers,
因為律法不是為義人設立的，乃是為不法和不服的，不虔誠和犯罪的，不聖潔和戀世俗的，弒父母和殺人的，

(他)現在已經看見察覺了的 到於(它)那同一者， 是這樣 在對(他)具公平正義的 (他)律法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安置， 在對(他們)沒有律法的 然而也 並且 在對(他們)不服從約束的，

在對(他們)不尊崇敬愛的 並且 在對(他們)犯罪的， 在對(他們)不具純正聖善的 並且 在對(他們)俗化不敬的，

在對(他們)弒父者 並且 在對(他們)弒母者， 在對(他們)謀害凶殺人之人，

提前 1:10 po,rnoij avrsenokoi,taij avndrapodistai/j yeu,staij evpio,rkoij( kai. ei; ti e[teron th/| ùgiainou,sh|
didaskali,a| avnti,keitai
For whoremongers, for them that defile themselves with mankind, for menstealers, for liars, for perjured
persons, and if there be any other thing that is contrary to sound doctrine;
行淫和親男色的，搶人口和說謊話的，並起假誓的，或是為別樣敵正道的事設立的。

在對(他們)男娼， 在對(他們)與男子睡臥者， 在對(他們)搶賣人口為奴者， 在對(他們)說謊作假者，

在對(他們)起假誓的， 並且 若是 (它)任何什麼 (它)相異不同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現正持續促為成長健全了的

在對(她)教訓教導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對峙相敵，

提前 1:11 kata. to. euvagge,lion th/j do,xhj tou/ makari,ou qeou/( o] evpisteu,qhn evgw,Å
According to the glorious gospel of the blessed God, which was committed to my trust.
這是照著可稱頌之神交託我榮耀福音說的。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那 到於(它)福音佳訊 從屬(她)那 從屬(她)榮耀 從屬(他)那 從屬(他)蒙至高褔的 從屬(他)神，

到於(它)這個 我那時(也是)被置信信託 我。

提前 1:12 Ca,rin e;cw tw/| evndunamw,santi, me Cristw/| VIhsou/ tw/| kuri,w| hm̀w/n( o[ti pisto,n me hg̀h,sato qe,menoj eivj
diakoni,an
And I thank Christ Jesus our Lord, who hath enabled me, for that he counted me faithful, putting me into the
ministry;
我感謝那給我力量的，我們主基督耶穌，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事他。

到於(她)恩典惠意 我現在持續持有 在對(他)那 在對(他)那時(也是)促使有能力權能在內了的 到於我， 在對(他)基督

在對(他)耶穌 在對(他)那 在對(他)主人 從屬我們， 是這樣 到於(他)誠且信的 到於我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帶領引導，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置放擺設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職務服事，
[經文變異RT]

並且 到於(她)恩典惠意 我現在持續持有 在對(他)那 在對(他)那時(也是)促使有能力權能在內了的 到於我，

在對(他)基督 在對(他)耶穌 在對(他)那 在對(他)主人 從屬我們， 是這樣 到於(他)誠且信的 到於我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帶領引導，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置放擺設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職務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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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 1:13 to. pro,teron o;nta bla,sfhmon kai. diw,kthn kai. ùbristh,n( avlla. hvleh,qhn( o[ti avgnow/n evpoi,hsa evn
avpisti,a|\
Who was before a blasphemer, and a persecutor, and injurious: but I obtained mercy, because I did it ignorantly
in unbelief.
我從前是褻瀆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還蒙了憐憫，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時候而作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更先前的， 到於(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到於(他)毀謗的 並且 到於(他)追趕逼迫者 並且

到於(他)淩辱者； 但乃是 我那時(也是)被發憐憫慈悲， 是這樣 (他)現正持續不領悟認知了的 我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在內 在對(她)缺誠乏信；

提前 1:14 up̀erepleo,nasen de. h` ca,rij tou/ kuri,ou h̀mw/n meta. pi,stewj kai. avga,phj th/j evn Cristw/| VIhsou/Å
And the grace of our Lord was exceeding abundant with faith and love which is in Christ Jesus.
並且我主的恩是格外豐盛，使我在基督耶穌裏有信心和愛心。

他/她/它那時(也是)極其地增多 然而也 (她)那 (她)恩典惠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我們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信 並且 從屬(她)愛 從屬(她)那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在對(他)耶穌。

提前 1:15 pisto.j ò lo,goj kai. pa,shj avpodoch/j a;xioj( o[ti Cristo.j VIhsou/j h=lqen eivj to.n ko,smon am̀artwlou.j
sw/sai( w-n prw/to,j eivmi evgw,Å
This is a faithful saying, and worthy of all acceptation, that Christ Jesus came into the world to save sinners; of
whom I am chief.
基督耶穌降世，為要拯救罪人；這話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個罪魁。

(他)誠且信的 (他)那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並且 從屬(她)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她)認同接納 (他)相配值得的，

是這樣 (他)基督 (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美容妝束/世界

到於(他們)犯罪的 那時(也是)要去拯救； 從屬(他們)這些個 (他)首先的 我現在持續是 我；

提前 1:16 avlla. dia. tou/to hvleh,qhn( i[na evn evmoi. prw,tw| evndei,xhtai Cristo.j VIhsou/j th.n a[pasan makroqumi,an
pro.j ùpotu,pwsin tw/n mello,ntwn pisteu,ein evpV auvtw/| eivj zwh.n aivw,nionÅ
Howbeit for this cause I obtained mercy, that in me first Jesus Christ might shew forth all longsuffering, for a
pattern to them which should hereafter believe on him to life everlasting.
然而我蒙了憐憫，是因耶穌基督要在我這罪魁身上，顯明他一切的忍耐，給後來信他得永生的人作榜樣。

但乃是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同一者 我那時(也是)被發憐憫慈悲， 為要 在內 在對"我" 在對(他)首先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在內顯示展現 (他)基督 (他)耶穌 到於(她)那 到於(她)同時一齊地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恆忍耐性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典型規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的

現要去持續置信信託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生命 到於(她)時世恆久的。
[經文變異RT]

但乃是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同一者 我那時(也是)被發憐憫慈悲， 為要 在內 在對"我" 在對(他)首先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在內顯示展現 (他)耶穌 (他)基督 到於(她)那 到於(她)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恆忍耐性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典型規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的 現要去持續置信信託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生命 到於(她)時世恆久的。

提前 1:17 tw/| de. basilei/ tw/n aivw,nwn( avfqa,rtw| avora,tw| mo,nw| qew/|( timh. kai. do,xa eivj tou.j aivw/naj tw/n aivw,nwn(
avmh,nÅ
Now unto the King eternal, immortal, invisible, the only wise God, be honour and glory for ever and ever. Amen.
但願尊貴榮耀歸與那不能朽壞不能看見永世的君王，獨一的神，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在對(他)那 然而也 在對(他)君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世紀時代， 在對(他)不會腐朽敗壞的，

在對(他)不能看見清楚的， 在對(他)僅有單獨的 在對(他)神， (她)珍貴價值 並且 (她)榮耀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世紀時代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世紀時代。 阿們。
[經文變異RT]

在對(他)那 然而也 在對(他)君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世紀時代， 在對(他)不會腐朽敗壞的，

在對(他)不能看見清楚的， 在對(他)僅有單獨的， 在對(他)明智通達的 在對(他)神， (她)珍貴價值 並且 (她)榮耀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世紀時代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世紀時代。 阿們。

提前 1:18 Tau,thn th.n paraggeli,an parati,qemai, soi( te,knon Timo,qee( kata. ta.j proagou,saj evpi. se. profhtei,aj(
i[na strateu,h| evn auvtai/j th.n kalh.n stratei,an
This charge I commit unto thee, son Timothy, according to the prophecies which went before on thee, that thou
by them mightest war a good warfare;
我兒提摩太阿，我照從前指著你的預言，將這命令交託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

到於(她)那同一者 到於(她)那 到於(她)命令吩咐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置放擺設在旁邊 在對你， 阿,(它)孩子

阿,(他)提摩太，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現正持續帶領在前面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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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於(她們)預示宣達， 為要 你現在應該持續讓自己行軍作戰 在內 在對(她們)同一者 到於(她)那 到於(她)美好適當的

到於(她)戰事任務，

提前 1:19 e;cwn pi,stin kai. avgaqh.n sunei,dhsin( h[n tinej avpwsa,menoi peri. th.n pi,stin evnaua,ghsan(
Holding faith, and a good conscience; which some having put away concerning faith have made shipwreck:
常存信心，和無虧的良心；有人丟棄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壞了一般。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信 並且 到於(她)良善的 到於(她)自覺良心； 到於(她)這個 (他們)任何什麼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推開摒棄了的 <在周圍>在周圍 到於(她)那 到於(她)信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遭遇船難；

提前 1:20 w-n evstin ~Ume,naioj kai. VAle,xandroj( ou]j pare,dwka tw/| Satana/|( i[na paideuqw/sin mh. blasfhmei/nÅ
Of whom is Hymenaeus and Alexander; whom I have delivered unto Satan, that they may learn not to
blaspheme.
其中有許米乃和亞力山大；我已經把他們交給撒但，使他們受責罰，就不再謗瀆了。

從屬(他們)這些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許米乃 並且 (他)亞力山大； 到於(他們)這些個 我那時(也是)交付

在對(他)那 在對(他)撒但， 為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被訓練管教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謗瀆。

提前 2:1 Parakalw/ ou=n prw/ton pa,ntwn poiei/sqai deh,seij proseuca.j evnteu,xeij euvcaristi,aj ùpe.r pa,ntwn
avnqrw,pwn(
I exhort therefore, that, first of all, supplications, prayers, intercessions, and giving of thanks, be made for all
men;
我勸你第一要為萬人懇求，禱告，代求，祝謝；

我現在持續勸勉請求 這樣 首先地 從屬(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現要去持續被行出作成 到於(她們)自卑乞求，

到於(她們)求告祈禱， 到於(她們)當面懇求， 到於(她們)感恩祝謝，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他們)人，

提前 2:2 up̀e.r basile,wn kai. pa,ntwn tw/n evn ùperoch/| o;ntwn( i[na h;remon kai. hs̀u,cion bi,on dia,gwmen evn pa,sh|
euvsebei,a| kai. semno,thtiÅ
For kings, and for all that are in authority; that we may lead a quiet and peaceable life in all godliness and
honesty.
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該如此；使我們可以敬虔端正，平安無事的度日。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他們)君王 並且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他們)那些 在內 在對(她)優越顯要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是了的， 為要 到於(他)寧靜安詳的 並且 到於(他)沉寂安靜的 到於(他)存活生計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經歷度過 在內 在對(她)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她)至誠敬虔 並且 在對(她)莊嚴端正。

提前 2:3 tou/to kalo.n kai. avpo,dekton evnw,pion tou/ swth/roj h̀mw/n qeou/(
For this is good and acceptable in the sight of God our Saviour;
這是好的，在神我們救主面前可蒙悅納。

(它)那同一者 (它)美好適當的 並且 (它)可全心接納領受的 在面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救主 從屬我們

從屬(他)神；
[經文變異RT]

(它)那同一者 因為 (它)美好適當的 並且 (它)可全心接納領受的 在面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救主 從屬我們

從屬(他)神；

提前 2:4 o]j pa,ntaj avnqrw,pouj qe,lei swqh/nai kai. eivj evpi,gnwsin avlhqei,aj evlqei/nÅ
Who will have all men to be saved, and to come unto the knowledge of the truth.
他願意萬人得救，明白真道；

(他)這個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們)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定意 那時(也是)要去被拯救， 並且 向內進入

到於(她)清楚認識知道 從屬(她)真情實理 那時(也是)要去到來前往。

提前 2:5 ei-j ga.r qeo,j( ei-j kai. mesi,thj qeou/ kai. avnqrw,pwn( a;nqrwpoj Cristo.j VIhsou/j(
For there is one God, and one mediator between God and men, the man Christ Jesus;
因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間，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為人的基督耶穌。

(他)一個 因為 (他)神， (他)一個 並且 (他)中保 從屬(他)神 並且 從屬(他們)人， (他)人 (他)基督 (他)耶穌，

提前 2:6 ò dou.j èauto.n avnti,lutron ùpe.r pa,ntwn( to. martu,rion kairoi/j ivdi,oijÅ
Who gave himself a ransom for all, to be testified in due time.
他捨自己作萬人的贖價；到了時候，這事必證明出來。

(他)那 (他)那時(也是)給與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到於(它)相對對應的贖價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它)那 (它)見證 在對(他們)場合時節 在對(他們)私人個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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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 2:7 eivj o] evte,qhn evgw. kh/rux kai. avpo,stoloj( avlh,qeian le,gw ouv yeu,domai( dida,skaloj evqnw/n evn pi,stei kai.
avlhqei,a|Å
Whereunto I am ordained a preacher, and an apostle, (I speak the truth in Christ, and lie not;) a teacher of the
Gentiles in faith and verity.
我為此奉派，作傳道的，作使徒，作外邦人的師傅，教導他們相信，學習真道。我說的是真話，並不是謊言。

向內進入 到於(它)這個 我那時(也是)被置放擺設 我 (他)傳達宣講者 並且 (他)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到於(她)真情實理 我現在持續道說，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說謊作假， (他)老師 從屬(它們)種族邦國 在內

在對(她)信 並且 在對(她)真情實理。
[經文變異RT]

向內進入 到於(它)這個 我那時(也是)被置放擺設 我 (他)傳達宣講者 並且 (他)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到於(她)真情實理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內 在對(他)基督，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說謊作假， (他)老師

從屬(它們)種族邦國 在內 在對(她)信 並且 在對(她)真情實理。

提前 2:8 Bou,lomai ou=n proseu,cesqai tou.j a;ndraj evn panti. to,pw| evpai,rontaj òsi,ouj cei/raj cwri.j ovrgh/j kai.
dialogismou/Å
I will therefore that men pray every where, lifting up holy hands, without wrath and doubting.
我願男人無忿怒，無爭論，〔爭論或作疑惑〕舉起聖潔的手，隨處禱告。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諮商決意 這樣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祈禱求告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男人/丈夫 在內

在對(他)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地點處所，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在上面提起了的 到於(她們)具純正聖善的 到於(她們)手

脫離開地 從屬(她)激動忿怒 並且 從屬(他)思量議論。
[經文變異WH]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諮商決意 這樣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祈禱求告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男人/丈夫 在內

在對(他)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地點處所，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在上面提起了的 到於(她們)具純正聖善的 到於(她們)手

脫離開地 從屬(她)激動忿怒 並且 從屬(他們)思量議論。

提前 2:9 ws̀au,twj Îkai.Ð gunai/kaj evn katastolh/| kosmi,w| meta. aivdou/j kai. swfrosu,nhj kosmei/n èauta,j( mh. evn
ple,gmasin kai. crusi,w| h' margari,taij h' ìmatismw/| polutelei/(
In like manner also, that women adorn themselves in modest apparel, with shamefacedness and sobriety; not
with broided hair, or gold, or pearls, or costly array;
又願女人廉恥，自守，以正派衣裳為妝飾，不以編髮，黃金，珍珠，和貴價的衣裳為妝飾；

正如同一樣式地 並且 到於(她們)女人 在內 在對(她)服裝 在對(她)正派得體的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羞怯謙遜

並且 從屬(她)心智全然清明謹守 現要去持續有美容妝束 到於(她們)同一者自己； 不會/不要 在內 在對(它們)編髮

並且 在對(它)金子， 甚或/或而 在對(他們)珍珠， 甚或/或而 在對(他)穿衣服 在對(他)高價昂貴的；
[經文變異RT]

正如同一樣式地 並且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女人 在內 在對(她)服裝 在對(她)正派得體的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羞怯謙遜 並且 從屬(她)心智全然清明謹守 現要去持續有美容妝束 到於(她們)同一者自己； 不會/不要 在內

在對(它們)編髮 甚或/或而 在對(他)黃金， 甚或/或而 在對(他們)珍珠， 甚或/或而 在對(他)穿衣服

在對(他)高價昂貴的；
[經文變異WH]

正如同一樣式地 到於(她們)女人 在內 在對(她)服裝 在對(她)正派得體的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羞怯謙遜 並且

從屬(她)心智全然清明謹守 現要去持續有美容妝束 到於(她們)同一者自己； 不會/不要 在內 在對(它們)編髮 並且

在對(它)金子， 甚或/或而 在對(他們)珍珠， 甚或/或而 在對(他)穿衣服 在對(他)高價昂貴的；

提前 2:10 avllV o] pre,pei gunaixi.n evpaggellome,naij qeose,beian( diV e;rgwn avgaqw/nÅ
But (which becometh women professing godliness) with good works.
只要有善行；這纔與自稱是敬神的女人相宜。

但乃是， (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突顯適宜 在對(她們)女人 在對(她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應承許諾了的

到於(她)敬愛尊崇神，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們)工作 從屬(它們)良善的。

提前 2:11 gunh. evn hs̀uci,a| manqane,tw evn pa,sh| ùpotagh/|\
Let the woman learn in silence with all subjection.
女人要沉靜學道，一味的順服。

(她)女人 在內 在對(她)安靜沉寂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學習 在內 在對(她)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她)臣服服從；

提前 2:12 dida,skein de. gunaiki. ouvk evpitre,pw ouvde. auvqentei/n avndro,j( avllV ei=nai evn hs̀uci,a|Å
But I suffer not a woman to teach, nor to usurp authority over the man, but to be in silence.
我不許女人講道，也不許他轄管男人，只要沉靜。

現要去持續教導 然而也 在對(她)女人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准許， 然而也不是地 現要去持續行使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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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屬(他)男人/丈夫， 但乃是 現要去持續是 在內 在對(她)安靜沉寂。
[經文變異RT]

在對(她)女人 然而也 現要去持續教導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准許， 然而也不是地 現要去持續行使主權

從屬(他)男人/丈夫， 但乃是 現要去持續是 在內 在對(她)安靜沉寂。

提前 2:13 VAda.m ga.r prw/toj evpla,sqh( ei=ta Eu[aÅ
For Adam was first formed, then Eve.
因為先造的是亞當，後造的是夏娃。

(他)亞當 因為 (他)首先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塑造模成， 其後地 (她)夏娃；

提前 2:14 kai. VAda.m ouvk hvpath,qh( h` de. gunh. evxapathqei/sa evn paraba,sei ge,gonen\
And Adam was not deceived, but the woman being deceived was in the transgression.
且不是亞當被引誘，乃是女人被引誘，陷在罪裏。

並且 (他)亞當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欺騙引誘， (她)那 然而也 (她)女人

(她)那時(也是)被向外欺騙引誘出來了的 在內 在對(她)違犯 他/她/它現在已經生發成為；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亞當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欺騙引誘， (她)那 然而也 (她)女人 (她)那時(也是)被欺騙引誘了的 在內

在對(她)違犯 他/她/它現在已經生發成為；

提前 2:15 swqh,setai de. dia. th/j teknogoni,aj( eva.n mei,nwsin evn pi,stei kai. avga,ph| kai. àgiasmw/| meta.
swfrosu,nhj\
Notwithstanding she shall be saved in childbearing, if they continue in faith and charity and holiness with
sobriety.
然而女人若常存信心愛心，又聖潔自守，就必在生產上得救。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拯救 然而也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生殖分娩， 但凡若是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停留持守 在內 在對(她)信 並且 在對(她)愛 並且 在對(他)使成聖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心智全然清明謹守。

提前 3:1 pisto.j ò lo,gojÅ Ei; tij evpiskoph/j ovre,getai( kalou/ e;rgou evpiqumei/Å
This is a true saying, If a man desire the office of a bishop, he desireth a good work.
人若想要得監督的職分，就是羨慕善工；這話是可信的；

(他)誠且信的 (他)那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若是 (他)任何什麼 從屬(她)顧察眷視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亟欲切望， 從屬(它)美好適當的 從屬(它)工作 他/她/它現在持續熱戀愛慕。

提前 3:2 dei/ ou=n to.n evpi,skopon avnepi,lhmpton ei=nai( mia/j gunaiko.j a;ndra( nhfa,lion sw,frona ko,smion
filo,xenon didaktiko,n(
A bishop then must be blameless, the husband of one wife, vigilant, sober, of good behaviour, given to
hospitality, apt to teach;
作監督的，必須無可指責，只作一個婦人的丈夫，有節制，自守，端正，樂意接待遠人，善於教導；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這樣 到於(他)那 到於(他)監督 到於(他)無可非議的 現要去持續是，

從屬(她)一個/第一 從屬(她)女人 到於(他)男人/丈夫， 到於(他)具清醒謹慎的， 到於(他)心智清明謹守的，

到於(他)正派得體的， 到於(他)愛心對待陌生客旅的， 到於(他)善於教導的，

提前 3:3 mh. pa,roinon mh. plh,kthn( avlla. evpieikh/ a;macon avfila,rguron(
Not given to wine, no striker, not greedy of filthy lucre; but patient, not a brawler, not covetous;
不因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溫和，不爭競，不貪財；

不會/不要 到於(他)酗酒的， 不會/不要 到於(他)好鬥者， 但乃是 到於(他)適度公正的，

到於(他)沒有爭戰爭鬥的， 到於(他)不貪愛錢財的，
[經文變異RT]

不會/不要 到於(他)酗酒的， 不會/不要 到於(他)好鬥者， 不會/不要 到於(他)唯利是圖的， 但乃是

到於(他)適度公正的， 到於(他)沒有爭戰爭鬥的， 到於(他)不貪愛錢財的，

提前 3:4 tou/ ivdi,ou oi;kou kalw/j proi?sta,menon( te,kna e;conta evn ùpotagh/|( meta. pa,shj semno,thtoj
One that ruleth well his own house, having his children in subjection with all gravity;
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兒女凡事端莊順服。〔或作端端莊莊的使兒女順服〕

從屬(他)那 從屬(他)私人個別的 從屬(他)住處家室 美好適當地 到於(他)現正持續讓自己照管了的， 到於(它們)孩子

到於(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在內 在對(她)臣服服從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她)莊嚴端正；

提前 3:5 ¿eiv de, tij tou/ ivdi,ou oi;kou prosth/nai ouvk oi=den( pw/j evkklhsi,aj qeou/ evpimelh,setaiÈÀ(
(For if a man know not how to rule his own house, how shall he take care of the church of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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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會呢。

若是 然而也 (他)任何什麼 從屬(他)那 從屬(他)私人個別的 從屬(他)住處家室 那時(也是)要去照管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怎樣如何地呢 從屬(她)傳召 從屬(他)神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生關懷照應？

提前 3:6 mh. neo,futon( i[na mh. tufwqei.j eivj kri,ma evmpe,sh| tou/ diabo,louÅ
Not a novice, lest being lifted up with pride he fall into the condemnation of the devil.
初入教的不可作監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罰裏。

不會/不要 到於(他)新入教的， 為要 不會/不要 (他)那時(也是)被促使蒙蔽模糊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它)審案判決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落在其內 從屬(他)那 從屬(他)詆辱中傷的[常指魔鬼]。

提前 3:7 dei/ de. kai. marturi,an kalh.n e;cein avpo. tw/n e;xwqen( i[na mh. eivj ovneidismo.n evmpe,sh| kai. pagi,da tou/
diabo,louÅ
Moreover he must have a good report of them which are without; lest he fall into reproach and the snare of the
devil.
監督也必須在教外有好名聲，恐怕被人毀謗，落在魔鬼的網羅裏。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然而也 並且 到於(她)作證 到於(她)美好適當的 現要去持續持有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在外面地， 為要 不會/不要 向內進入 到於(他)奚落貶責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落在其內 並且 到於(她)網羅 從屬(他)那 從屬(他)詆辱中傷的[常指魔鬼]。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然而也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到於(她)作證 到於(她)美好適當的

現要去持續持有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在外面地， 為要 不會/不要 向內進入 到於(他)奚落貶責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落在其內 並且 到於(她)網羅 從屬(他)那 從屬(他)詆辱中傷的[常指魔鬼]。

提前 3:8 Diako,nouj ẁsau,twj semnou,j( mh. dilo,gouj( mh. oi;nw| pollw/| prose,contaj( mh. aivscrokerdei/j(
Likewise must the deacons be grave, not doubletongued, not given to much wine, not greedy of filthy lucre;
作執事的也是如此，必須端莊，不一口兩舌，不好喝酒，不貪不義之財；

到於(他們)僕工執事 正如同一樣式地 到於(他們)嚴肅莊重的， 不會/不要 到於(他們)兩種說法的， 不會/不要

在對(他)酒 在對(他)許多的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留神注意了的， 不會/不要 到於(他們)唯利是圖的，

提前 3:9 e;contaj to. musth,rion th/j pi,stewj evn kaqara/| suneidh,seiÅ
Holding the mystery of the faith in a pure conscience.
要存清潔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奧秘。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奧祕 從屬(她)那 從屬(她)信 在內 在對(她)乾淨純潔的

在對(她)自覺良心。

提前 3:10 kai. ou-toi de. dokimaze,sqwsan prw/ton( ei=ta diakonei,twsan avne,gklhtoi o;ntejÅ
And let these also first be proved; then let them use the office of a deacon, being found blameless.
這等人也要先受試驗；若沒有可責之處，然後叫他們作執事。

並且 (他們)那同一者 然而也 他/她/它們現在就要持續被查驗證實 首先地； 其後地 他/她/它們現在就要持續行服事

(他們)無可控訴的 (他們)現正持續是了的。

提前 3:11 gunai/kaj ws̀au,twj semna,j( mh. diabo,louj( nhfali,ouj( pista.j evn pa/sinÅ
Even so must their wives be grave, not slanderers, sober, faithful in all things.
女執事〔原文作女人〕也是如此，必須端莊，不說讒言，有節制，凡事忠心。

到於(她們)女人 正如同一樣式地 到於(她們)嚴肅莊重的， 不會/不要 到於(她們)詆辱中傷的[常指魔鬼]，

到於(她們)具清醒謹慎的， 到於(她們)誠且信的 在內 在對(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提前 3:12 dia,konoi e;stwsan mia/j gunaiko.j a;ndrej( te,knwn kalw/j proi?sta,menoi kai. tw/n ivdi,wn oi;kwnÅ
Let the deacons be the husbands of one wife, ruling their children and their own houses well.
執事只要作一個婦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兒女和自己的家。

(他們)僕工執事 他/她/它們現在就要持續是 從屬(她)一個/第一 從屬(她)女人 (他們)男人/丈夫， 從屬(它們)孩子

美好適當地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照管了的 並且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私人個別的 從屬(他們)住處家室；

提前 3:13 oi` ga.r kalw/j diakonh,santej baqmo.n èautoi/j kalo.n peripoiou/ntai kai. pollh.n parrhsi,an evn pi,stei
th/| evn Cristw/| VIhsou/Å
For they that have used the office of a deacon well purchase to themselves a good degree, and great boldness
in the faith which is in Christ Jesus.
因為善作執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並且在基督耶穌裏的真道上大有膽量。

(他們)那些 因為 美好適當地 (他們)那時(也是)行服事了的 到於(他)地步階層 在對(他們)同一者自己

到於(他)美好適當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獲取得到 並且 到於(她)許多的 到於(她)放膽公開直言 在內 在對(她)信

在對(她)那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在對(他)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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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 3:14 Tau/ta, soi gra,fw evlpi,zwn evlqei/n pro.j se. evn ta,cei\
These things write I unto thee, hoping to come unto thee shortly:
我指望快到你那裏去，所以先將這些事寫給你；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在對你 我現在持續刻寫記載， (他)現正持續有期盼指望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 在內 在對(它)短暫急速之間；
[經文變異RT]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在對你 我現在持續刻寫記載， (他)現正持續有期盼指望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 更迅速快捷地；

提前 3:15 eva.n de. bradu,nw( i[na eivdh/|j pw/j dei/ evn oi;kw| qeou/ avnastre,fesqai( h[tij evsti.n evkklhsi,a qeou/ zw/ntoj(
stu/loj kai. ed̀rai,wma th/j avlhqei,ajÅ
But if I tarry long, that thou mayest know how thou oughtest to behave thyself in the house of God, which is the
church of the living God, the pillar and ground of the truth.
倘若我耽延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當怎樣行；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但凡若是 然而也 我現在應該持續促成緩慢遲鈍， 為要 你現在應該已經看見察覺 怎樣如何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在內 在對(他)住處家室 從屬(他)神 現要去持續被翻轉折返/往返行事，

(她)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傳召 從屬(他)神 從屬(他)現正持續活了的， (他)柱石 並且 (它)支柱

從屬(她)那 從屬(她)真情實理。

提前 3:16 kai. òmologoume,nwj me,ga evsti.n to. th/j euvsebei,aj musth,rion\ }Oj evfanerw,qh evn sarki,( evdikaiw,qh evn
pneu,mati( w;fqh avgge,loij( evkhru,cqh evn e;qnesin( evpisteu,qh evn ko,smw|( avnelh,mfqh evn do,xh|Å
And without controversy great is the mystery of godliness: God was manifest in the flesh, justified in the Spirit,
seen of angels, preached unto the Gentiles, believed on in the world, received up into glory.
大哉，敬虔的奧秘，無人不以為然；就是神在肉身顯現，被聖靈稱義，〔或作在靈性稱義〕被天使看見，被傳於

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榮耀裏。

並且 正持續被同意承認地 (它)極大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那 從屬(她)那 從屬(她)至誠敬虔 (它)奧祕： (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促使成促為照亮顯明 在內 在對(她)肉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稱為公義 在內 在對(它)靈/風，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看見注目 在對(他們)使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傳達宣講 在內 在對(它們)種族邦國，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置信信託 在內 在對(他)美容妝束/世界，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向上拿取 在內 在對(她)榮耀。
[經文變異RT]

並且 正持續被同意承認地 (它)極大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那 從屬(她)那 從屬(她)至誠敬虔 (它)奧祕： (他)神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促使成促為照亮顯明 在內 在對(她)肉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稱為公義 在內 在對(它)靈/風，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看見注目 在對(他們)使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傳達宣講 在內 在對(它們)種族邦國，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置信信託 在內 在對(他)美容妝束/世界，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向上拿取 在內 在對(她)榮耀。

提前 4:1 To. de. pneu/ma rh̀tw/j le,gei o[ti evn ùste,roij kairoi/j avposth,sontai, tinej th/j pi,stewj prose,contej
pneu,masin pla,noij kai. didaskali,aij daimoni,wn(
Now the Spirit speaketh expressly, that in the latter times some shall depart from the faith, giving heed to
seducing spirits, and doctrines of devils;
聖靈明說，在後來的時候，必有人離棄真道，聽從那引誘人的邪靈，和鬼魔的道理。

(它)那 然而也 (它)靈/風 坦言明說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是這樣 在內 在對(他們)稍遲隨後的

在對(他們)場合時節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從那裏站開 (他們)任何什麼 從屬(她)那 從屬(她)信，

(他們)現正持續留神注意了的 在對(它們)靈/風 在對(它們)引離正道的 並且 在對(她們)教訓教導 從屬(它們)鬼魔，

提前 4:2 evn ùpokri,sei yeudolo,gwn( kekausthriasme,nwn th.n ivdi,an sunei,dhsin(
Speaking lies in hypocrisy; having their conscience seared with a hot iron;
這是因為說謊之人的假冒；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熱鐵烙慣了一般。

在內 在對(她)作戲假裝 從屬(他們)道假說謊的， 從屬(他們)現在已經被用點燃焚燒器烙印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私人個別的 到於(她)自覺良心，

提前 4:3 kwluo,ntwn gamei/n( avpe,cesqai brwma,twn( a] ò qeo.j e;ktisen eivj meta,lhmyin meta. euvcaristi,aj toi/j
pistoi/j kai. evpegnwko,si th.n avlh,qeianÅ
Forbidding to marry, and commanding to abstain from meats, which God hath created to be received with
thanksgiving of them which believe and know the truth.
他們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或作又叫人戒葷〕就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謝著領受的。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阻攔禁止了的 現要去持續結婚娶嫁，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遠離禁戒 從屬(它們)食物，

到於(它們)這些個 (他)那 (他)神 他/她/它那時(也是)創造建立 向內進入 到於(她)參與得享 <轉換其中>隨同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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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屬(她)感恩祝謝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誠且信的 並且 在對(他們)現在已經清楚認識知道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真情實理。

提前 4:4 o[ti pa/n kti,sma qeou/ kalo.n kai. ouvde.n avpo,blhton meta. euvcaristi,aj lambano,menon\
For every creature of God is good, and nothing to be refused, if it be received with thanksgiving:
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謝著領受，就沒有一樣可棄的；

是這樣 (它)所有每一個的 (它)所創造建立 從屬(他)神 (它)美好適當的， 並且 (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它)可丟開棄置的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感恩祝謝 (它)現正持續被拿取了的；

提前 4:5 ag̀ia,zetai ga.r dia. lo,gou qeou/ kai. evnteu,xewjÅ
For it is sanctified by the word of God and prayer.
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為聖潔了。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使成聖 因為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神 並且 從屬(她)當面懇求。

提前 4:6 Tau/ta ùpotiqe,menoj toi/j avdelfoi/j kalo.j e;sh| dia,konoj Cristou/ VIhsou/( evntrefo,menoj toi/j lo,goij th/j
pi,stewj kai. th/j kalh/j didaskali,aj h-| parhkolou,qhkaj\
If thou put the brethren in remembrance of these things, thou shalt be a good minister of Jesus Christ, nourished
up in the words of faith and of good doctrine, whereunto thou hast attained.
你若將這些事提醒弟兄們，便是基督耶穌的好執事，在真道的話語，和你向來所服從的善道上，得了教育。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置放擺設在底下了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弟兄 (他)美好適當的

你將要(持續)是 (他)僕工執事 從屬(他)基督 從屬(他)耶穌， (他)現正持續被養育培養了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她)那 從屬(她)信 並且 從屬(她)那 從屬(她)美好適當的 從屬(她)教訓教導，

在對(她)這個 你現在已經在旁邊跟隨；
[經文變異RT]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置放擺設在底下了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弟兄 (他)美好適當的

你將要(持續)是 (他)僕工執事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他)現正持續被養育培養了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她)那 從屬(她)信 並且 從屬(她)那 從屬(她)美好適當的 從屬(她)教訓教導，

在對(她)這個 你現在已經在旁邊跟隨；

提前 4:7 tou.j de. bebh,louj kai. graw,deij mu,qouj paraitou/Å gu,mnaze de. seauto.n pro.j euvse,beian\
But refuse profane and old wives' fables, and exercise thyself rather unto godliness.
只是要棄絕那世俗的言語，和老婦荒渺的話，在敬虔上操練自己。

到於(他們)那些 然而也 到於(他們)俗化不敬的 並且 到於(他們)老婦形像的 到於(他們)故事講述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要求免去。 你現在就要持續運動操練 然而也 到於(他)你自己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至誠敬虔；

提前 4:8 h` ga.r swmatikh. gumnasi,a pro.j ovli,gon evsti.n wvfe,limoj( h` de. euvse,beia pro.j pa,nta wvfe,limo,j evstin
evpaggeli,an e;cousa zwh/j th/j nu/n kai. th/j mellou,shjÅ
For bodily exercise profiteth little: but godliness is profitable unto all things, having promise of the life that now is,
and of that which is to come.
操練身體，益處還少；惟獨敬虔，凡事都有益處；因有今生和來生的應許；

(她)那 因為 (她)屬身體的 (她)運動鍛練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它)些微少許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合效益的；

(她)那 然而也 (她)至誠敬虔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她)合效益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到於(她)應許 (她)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從屬(她)生命 從屬(她)那 現在此時地 並且 從屬(她)那

從屬(她)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的。

提前 4:9 pisto.j ò lo,goj kai. pa,shj avpodoch/j a;xioj\
This is a faithful saying and worthy of all acceptation.
這話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

(他)誠且信的 (他)那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並且 從屬(她)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她)認同接納 (他)相配值得的；

提前 4:10 eivj tou/to ga.r kopiw/men kai. avgwnizo,meqa( o[ti hvlpi,kamen evpi. qew/| zw/nti( o[j evstin swth.r pa,ntwn
avnqrw,pwn ma,lista pistw/nÅ
For therefore we both labour and suffer reproach, because we trust in the living God, who is the Saviour of all
men, specially of those that believe.
我們勞苦努力，正是為此；因我們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萬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同一者 因為 我們現在持續有勞碌疲累 並且 我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努力奮鬥， 是這樣

我們現在已經有期盼指望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神 在對(他)現正持續活了的， (他)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救主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他們)人， 最特別尤其地 從屬(他們)誠且信的。
[經文變異RT]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  簡易閲讀版  1269

1269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同一者 因為 並且 我們現在持續有勞碌疲累 並且 我們現在持續被奚落貶責， 是這樣

我們現在已經有期盼指望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神 在對(他)現正持續活了的， (他)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救主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他們)人， 最特別尤其地 從屬(他們)誠且信的。

提前 4:11 Para,ggelle tau/ta kai. di,daskeÅ
These things command and teach.
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導人。

你現在就要持續命令吩咐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並且 你現在就要持續教導。

提前 4:12 mhdei,j sou th/j neo,thtoj katafronei,tw( avlla. tu,poj gi,nou tw/n pistw/n evn lo,gw|( evn avnastrofh/|( evn
avga,ph|( evn pi,stei( evn ag̀nei,a|Å
Let no man despise thy youth; but be thou an example of the believers, in word, in conversation, in charity, in
spirit, in faith, in purity.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輕；總要在言語，行為，愛心，信心，清潔上，都作信徒的榜樣。

(他)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從屬你 從屬(她)那 從屬(她)幼年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輕忽蔑視； 但乃是 (他)印模樣本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誠且信的 在內 在對(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在內

在對(她)行止為人， 在內 在對(她)愛， 在內 在對(她)信， 在內 在對(她)聖潔清淨。
[經文變異RT]

(他)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從屬你 從屬(她)那 從屬(她)幼年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輕忽蔑視； 但乃是 (他)印模樣本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誠且信的 在內 在對(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在內

在對(她)行止為人， 在內 在對(她)愛， 在內 在對(它)靈/風， 在內 在對(她)信， 在內 在對(她)聖潔清淨。

提前 4:13 e[wj e;rcomai pro,sece th/| avnagnw,sei( th/| paraklh,sei( th/| didaskali,a|Å
Till I come, give attendance to reading, to exhortation, to doctrine.
你要以宣讀，勸勉，教導為念，直等到我來。

一直直到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你現在就要持續留神注意 在對(她)那 在對(她)宣讀誦念， 在對(她)那

在對(她)勸勉請求， 在對(她)那 在對(她)教訓教導。

提前 4:14 mh. avme,lei tou/ evn soi. cari,smatoj( o] evdo,qh soi dia. profhtei,aj meta. evpiqe,sewj tw/n ceirw/n tou/
presbuteri,ouÅ
Neglect not the gift that is in thee, which was given thee by prophecy, with the laying on of the hands of the
presbytery.
你不要輕忽所得的恩賜，就是從前藉著預言，在眾長老按手的時候，賜給你的。

不會/不要 你現在就要持續不留意顧念 從屬(它)那 在內 在對你 從屬(它)恩賜， (它)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給與

在對你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預示宣達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置放擺設在上面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手

從屬(它)那 從屬(它)長老議會。

提前 4:15 tau/ta mele,ta( evn tou,toij i;sqi( i[na sou h` prokoph. fanera. h=| pa/sinÅ
Meditate upon these things; give thyself wholly to them; that thy profiting may appear to all.
這些事你要殷勤去作，並要在此專心，使眾人看出你的長進來。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你現在就要持續謀定籌算； 在內 在對(它們)那同一者 你現在就要持續是， 為要 從屬你 (她)那

(她)推前進步 (她)促為照亮顯明的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是 在對(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經文變異RT][不同標點]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你現在就要持續謀定籌算； 在內 在對(它們)那同一者 你現在就要持續是； 為要 從屬你 (她)那

(她)推前進步 (她)促為照亮顯明的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是 在內 在對(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提前 4:16 e;pece seautw/| kai. th/| didaskali,a|( evpi,mene auvtoi/j\ tou/to ga.r poiw/n kai. seauto.n sw,seij kai. tou.j
avkou,onta,j souÅ
Take heed unto thyself, and unto the doctrine; continue in them: for in doing this thou shalt both save thyself,
and them that hear thee.
你要謹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訓，要在這些事上恆心；因為這樣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聽你的人。

你現在就要持續關注留意 在對(他)你自己 並且 在對(她)那 在對(她)教訓教導； 你現在就要持續在上面停留持守

在對(它們)同一者； 到於(它)那同一者 因為 (他)現正持續行出作成了的 並且 到於(他)你自己 你將要(持續)拯救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聲聞耳聽了的 從屬你。

提前 5:1 Presbute,rw| mh. evpiplh,xh|j avlla. paraka,lei ẁj pate,ra( newte,rouj wj̀ avdelfou,j(
Rebuke not an elder, but intreat him as a father; and the younger men as brethren;
不可嚴責老年人，只要勸他如同父親；勸少年人如同弟兄；

在對(他)更年長的 不會/不要 你那時(也是)應該嚴懲責罵， 但乃是 你現在就要持續勸勉請求 正如地 到於(他)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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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於(他們)更新初年淺的 正如地 到於(他們)弟兄；

提前 5:2 presbute,raj wj̀ mhte,raj( newte,raj wj̀ avdelfa.j evn pa,sh| ag̀nei,a|Å
The elder women as mothers; the younger as sisters, with all purity.
勸老年婦女如同母親；勸少年婦女如同姐妹；總要清清潔潔的。

到於(她們)更年長的 正如地 到於(她們)母親； 到於(她們)更新初年淺的 正如地 到於(她們)姊妹 在內

在對(她)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她)聖潔清淨。

提前 5:3 Ch,raj ti,ma ta.j o;ntwj ch,rajÅ
Honour widows that are widows indeed.
要尊敬那真為寡婦的。

到於(她們)寡婦 你現在就要持續評價珍視 到於(她們)那些 真正是地 到於(她們)寡婦。

提前 5:4 eiv de, tij ch,ra te,kna h' e;kgona e;cei( manqane,twsan prw/ton to.n i;dion oi=kon euvsebei/n kai. avmoiba.j
avpodido,nai toi/j progo,noij\ tou/to ga,r evstin avpo,dekton evnw,pion tou/ qeou/Å
But if any widow have children or nephews, let them learn first to shew piety at home, and to requite their
parents: for that is good and acceptable before God.
若寡婦有兒女，或有孫子孫女，便叫他們先在自己家中學著行孝，報答親恩；因為這在神面前是可悅納的。

若是 然而也 (她)任何什麼 (她)寡婦 到於(它們)孩子 甚或/或而 到於(它們)後代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他/她/它們現在就要持續學習 首先地 到於(他)那 到於(他)私人個別的 到於(他)住處家室 現要去持續成虔心誠敬，

並且 到於(她們)報答 現要去持續從那裏給與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祖先長輩； (它)那同一者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可全心接納領受的 在面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經文變異RT]

若是 然而也 (她)任何什麼 (她)寡婦 到於(它們)孩子 甚或/或而 到於(它們)後代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他/她/它們現在就要持續學習 首先地 到於(他)那 到於(他)私人個別的 到於(他)住處家室 現要去持續成虔心誠敬，

並且 到於(她們)報答 現要去持續從那裏給與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祖先長輩； (它)那同一者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美好適當的 並且 (它)可全心接納領受的 在面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提前 5:5 h` de. o;ntwj ch,ra kai. memonwme,nh h;lpiken evpi. qeo.n kai. prosme,nei tai/j deh,sesin kai. tai/j proseucai/j
nukto.j kai. h̀me,raj(
Now she that is a widow indeed, and desolate, trusteth in God, and continueth in supplications and prayers night
and day.
那獨居無靠真為寡婦的，是仰賴神，晝夜不住的祈求禱告。

(她)那 然而也 真正是地 (她)寡婦 並且 (她)現在已經被促使成僅有單獨了的 他/她/它現在已經有期盼指望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神，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在前面向著停留持守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自卑乞求 並且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求告祈禱 從屬(她)夜晚 並且 從屬(她)日子/白日；
[經文變異RT][經文變異WH]

(她)那 然而也 真正是地 (她)寡婦 並且 (她)現在已經被促使成僅有單獨了的 他/她/它現在已經有期盼指望

<在上面>到上面 (他)那 到於(他)神，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在前面向著停留持守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自卑乞求

並且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求告祈禱 從屬(她)夜晚 並且 從屬(她)日子/白日；

提前 5:6 h` de. spatalw/sa zw/sa te,qnhkenÅ
But she that liveth in pleasure is dead while she liveth.
但那好宴樂的寡婦，正活著的時候，也是死的。

(她)那 然而也 (她)現正持續揮霍享樂了的， (她)現正持續活了的 他/她/它現在已經死亡。

提前 5:7 kai. tau/ta para,ggelle( i[na avnepi,lhmptoi w=sinÅ
And these things give in charge, that they may be blameless.
這些事你要囑咐他們，叫他們無可指責。

並且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你現在就要持續命令吩咐， 為要 (他們)無可非議的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是。

提前 5:8 eiv de, tij tw/n ivdi,wn kai. ma,lista oivkei,wn ouv pronoei/( th.n pi,stin h;rnhtai kai. e;stin avpi,stou cei,rwnÅ
But if any provide not for his own, and specially for those of his own house, he hath denied the faith, and is
worse than an infidel.
人若不看顧親屬，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還不好；不看顧自己家裏的人，更是如此。

若是 然而也 (他)任何什麼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私人個別的 並且 最特別尤其地 從屬(他們)在住處家室的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預見留心， 到於(她)那 到於(她)信 他/她/它現在已經讓自己否認拒絕，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從屬(他)不誠不信的 (他)更卑劣不好的。
[經文變異RT]

若是 然而也 (他)任何什麼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私人個別的 並且 最特別尤其地 從屬(他們)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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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屬(他們)在住處家室的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預見留心， 到於(她)那 到於(她)信

他/她/它現在已經讓自己否認拒絕，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從屬(他)不誠不信的 (他)更卑劣不好的。

提前 5:9 Ch,ra katalege,sqw mh. e;latton evtw/n èxh,konta gegonui/a( èno.j avndro.j gunh,(
Let not a widow be taken into the number under threescore years old, having been the wife of one man,
寡婦記在冊子上，必須年紀到六十歲，從來只作一個丈夫的妻子，

(她)寡婦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被登記入冊 不會/不要 (它)更微小低下的 從屬(它們)年 從屬(它們)六十個

(她)現在已經生發成為了的， 從屬(他)一個 從屬(他)男人/丈夫 (她)女人，

提前 5:10 evn e;rgoij kaloi/j marturoume,nh( eiv evteknotro,fhsen( eiv evxenodo,chsen( eiv àgi,wn po,daj e;niyen( eiv
qlibome,noij evph,rkesen( eiv panti. e;rgw| avgaqw/| evphkolou,qhsenÅ
Well reported of for good works; if she have brought up children, if she have lodged strangers, if she have
washed the saints' feet, if she have relieved the afflicted, if she have diligently followed every good work.
又有行善的名聲，就如養育兒女，接待遠人，洗聖徒的腳，救濟遭難的人，竭力行各樣善事。

在內 在對(它們)工作 在對(它們)美好適當的 (她)現正持續被作見證人了的， 若是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養育孩子，

若是 他/她/它那時(也是)慷慨待客， 若是 從屬(他們)聖的 到於(他們)腳 他/她/它那時(也是)清潔洗淨， 若是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被擁擠壓迫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支援濟助， 若是 在對(它)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它)工作

在對(它)良善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陪伴跟隨。

提前 5:11 newte,raj de. ch,raj paraitou/\ o[tan ga.r katastrhnia,swsin tou/ Cristou/( gamei/n qe,lousin
But the younger widows refuse: for when they have begun to wax wanton against Christ, they will marry;
至於年輕的寡婦，就可以辭他；因為他們的情慾發動，違背基督的時候，就想要嫁人。

到於(她們)更新初年淺的 然而也 到於(她們)寡婦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要求免去； 但凡當這時 因為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成縱情奢華向下相對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現要去持續結婚娶嫁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定意，

提前 5:12 e;cousai kri,ma o[ti th.n prw,thn pi,stin hvqe,thsan\
Having damnation, because they have cast off their first faith.
他們被定罪，是因廢棄了當初所許的願；

(她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它)審案判決， 是這樣 到於(她)那 到於(她)首先的 到於(她)信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廢除棄絕；

提前 5:13 a[ma de. kai. avrgai. manqa,nousin perierco,menai ta.j oivki,aj( ouv mo,non de. avrgai. avlla. kai. flu,aroi kai.
peri,ergoi( lalou/sai ta. mh. de,ontaÅ
And withal they learn to be idle, wandering about from house to house; and not only idle, but tattlers also and
busybodies, speaking things which they ought not.
並且他們又習慣懶惰，挨家閒遊；不但是懶惰，又說長道短，好管閒事，說些不當說的話。

同時一齊地 然而也 並且 (她們)閒散停頓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學習， (她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四圍到來前往了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住屋家庭； 不是/不 僅有單獨地 然而也 (她們)閒散停頓的， 但乃是 並且

(她們)說長道短的 並且 (她們)偏邪不務正業的， (她們)現正持續發言講說了的 到於(它們)那些 不會/不要

到於(它們)現正持續成固定必須了的[非人稱用法]。

提前 5:14 bou,lomai ou=n newte,raj gamei/n( teknogonei/n( oivkodespotei/n( mhdemi,an avformh.n dido,nai tw/|
avntikeime,nw| loidori,aj ca,rin\
I will therefore that the younger women marry, bear children, guide the house, give none occasion to the
adversary to speak reproachfully.
所以我願意年輕的寡婦嫁人，生養兒女，治理家務，不給敵人辱罵的把柄；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諮商決意 這樣 到於(她們)更新初年淺的 現要去持續結婚娶嫁， 現要去持續行生殖孩子，

現要去持續行主宰住處家室， 到於(她)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到於(她)開始的機會 現要去持續給與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對峙相敵了的 從屬(她)斥罵責辱 有利於此地；

提前 5:15 h;dh ga,r tinej evxetra,phsan ovpi,sw tou/ Satana/Å
For some are already turned aside after Satan.
因為已經有轉去隨從撒但的。

甚而已然如此地 因為 (她們)任何什麼註1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轉動偏開 向在後面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撒但。

註1：“(她們)任何什麼”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們)任何什麼”。

提前 5:16 ei; tij pisth. e;cei ch,raj( evparkei,tw auvtai/j kai. mh. barei,sqw h` evkklhsi,a( i[na tai/j o;ntwj ch,raij
evparke,sh|Å
If any man or woman that believeth have widows, let them relieve them, and let not the church be charged; that
it may relieve them that are widows ind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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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主的婦女，若家中有寡婦，自己就當救濟他們，不可累著教會，好使教會能救濟那真無倚靠的寡婦。

若是 (她)任何什麼 (她)誠且信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們)寡婦，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支援濟助

在對(她們)同一者， 並且 不會/不要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被成沉重重壓 (她)那 (她)傳召， 為要 在對(她們)那些

真正是地 在對(她們)寡婦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支援濟助。
[經文變異RT]

若是 (他)任何什麼註1
(他)誠且信的 甚或/或而 (她)誠且信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們)寡婦，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支援濟助 在對(她們)同一者， 並且 不會/不要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被成沉重重壓 (她)那

(她)傳召， 為要 在對(她們)那些 真正是地 在對(她們)寡婦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支援濟助。

註1：“(她)任何什麼”文法上亦可以為“(他)任何什麼”。

提前 5:17 Oì kalw/j proestw/tej presbu,teroi diplh/j timh/j avxiou,sqwsan( ma,lista oi` kopiw/ntej evn lo,gw| kai.
didaskali,a|Å
Let the elders that rule well be counted worthy of double honour, especially they who labour in the word and
doctrine.
那善於管理教會的長老，當以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勞苦傳道教導人的，更當如此。

(他們)那些 美好適當地 (他們)現在已經照管了的 (他們)更年長的 從屬(她)加倍的 從屬(她)珍貴價值

他/她/它們現在就要持續被視為相配值得， 最特別尤其地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有勞碌疲累了的 在內

在對(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並且 在對(她)教訓教導；

提前 5:18 le,gei ga.r h` grafh,( Bou/n avlow/nta ouv fimw,seij( kai,( :Axioj ò evrga,thj tou/ misqou/ auvtou/Å
For the scripture saith, Thou shalt not muzzle the ox that treadeth out the corn. And, The labourer is worthy of
his reward.
因為經上說：『牛在場上踹穀的時候，不可籠住他的嘴。』又說：『工人得工價是應當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因為 (她)那 (她)經文， 到於(他)牛 到於(他)現正持續踹穀了的 不是/不 你將要(持續)籠住嘴。

並且， (他)相配值得的 (他)那 (他)工人 從屬(他)那 從屬(他)工價報酬 從屬(他)同一者。

提前 5:19 kata. presbute,rou kathgori,an mh. parade,cou( evkto.j eiv mh. evpi. du,o h' triw/n martu,rwnÅ
Against an elder receive not an accusation, but before two or three witnesses.
控告長老的呈子，非有兩三個見證就不要收。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他)更年長的 到於(她)控告指控 不會/不要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接納領受在旁邊，

為外面地 若是 不會/不要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他們)二個/兩個 甚或/或而 從屬(他們)三個 從屬(他們)見證人。

提前 5:20 tou.j am̀arta,nontaj evnw,pion pa,ntwn e;legce( i[na kai. oì loipoi. fo,bon e;cwsinÅ
Them that sin rebuke before all, that others also may fear.
犯罪的人，當在眾人面前責備他，叫其餘的人也可以懼怕。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犯罪了的 在面前地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你現在就要持續指證駁斥， 為要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其餘的 到於(他)畏懼害怕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持有。
[經文變異WH]

到於(他們)那些 然而也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犯罪了的 在面前地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你現在就要持續指證駁斥，

為要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其餘的 到於(他)畏懼害怕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持有。

提前 5:21 Diamartu,romai evnw,pion tou/ qeou/ kai. Cristou/ VIhsou/ kai. tw/n evklektw/n avgge,lwn( i[na tau/ta
fula,xh|j cwri.j prokri,matoj( mhde.n poiw/n kata. pro,sklisinÅ
I charge thee before God, and the Lord Jesus Christ, and the elect angels, that thou observe these things
without preferring one before another, doing nothing by partiality.
我在神和基督耶穌並蒙揀選的天使面前囑咐你，要遵守這些話，不可存成見，行事也不可有偏心。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誠摯地作見證 在面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從屬(他)基督 從屬(他)耶穌 並且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乃挑選的 從屬(他們)使者， 為要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應該看管守護 脫離開地

從屬(它)預斷成見， 到於(它)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他)現正持續行出作成了的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偏向附和。
[經文變異RT]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誠摯地作見證 在面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從屬(他)主人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並且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乃挑選的 從屬(他們)使者， 為要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應該看管守護

脫離開地 從屬(它)預斷成見， 到於(它)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他)現正持續行出作成了的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偏向附和。

提前 5:22 Cei/raj tace,wj mhdeni. evpiti,qei mhde. koinw,nei àmarti,aij avllotri,aij\ seauto.n àgno.n th,reiÅ
Lay hands suddenly on no man, neither be partaker of other men's sins: keep thyself pure.
給人行按手的禮，不可急促；不要在別人的罪上有分；要保守自己清潔。

到於(她們)手 快快地 在對(他)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你現在就要持續置放擺設在上面， 然而也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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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現在就要持續成合夥共享 在對(她們)罪 在對(她們)別人的； 到於(他)你自己 到於(他)聖潔的

你現在就要持續行看護守衛。

提前 5:23 Mhke,ti ùdropo,tei( avlla. oi;nw| ovli,gw| crw/ dia. to.n sto,macon kai. ta.j pukna,j sou avsqenei,ajÅ
Drink no longer water, but use a little wine for thy stomach's sake and thine often infirmities.
因你胃口不清，屢次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點酒。

不再可以地 你現在就要持續行喝水， 但乃是 在對(他)酒 在對(他)些微少許的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提供使用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他)那 到於(他)胃 並且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屢次頻繁的 從屬你

到於(她們)無力軟弱。
[經文變異RT]

不再可以地 你現在就要持續行喝水， 但乃是 在對(他)酒 在對(他)些微少許的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提供使用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他)那 到於(他)胃 從屬你 並且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屢次頻繁的 從屬你

到於(她們)無力軟弱。

提前 5:24 Tinw/n avnqrw,pwn ai` àmarti,ai pro,dhloi, eivsin proa,gousai eivj kri,sin( tisi.n de. kai. evpakolouqou/sin\
Some men's sins are open beforehand, going before to judgment; and some men they follow after.
有些人的罪是明顯的，如同先到審判案前；有些人的罪是隨後跟了去的。

從屬(他們)任何什麼 從屬(他們)人 (她們)那些 (她們)罪 (她們)明顯公開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她們)現正持續帶領在前面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區別審斷； 在對(他們)任何什麼 然而也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陪伴跟隨；

提前 5:25 ws̀au,twj kai. ta. e;rga ta. kala. pro,dhla( kai. ta. a;llwj e;conta krubh/nai ouv du,nantaiÅ
Likewise also the good works of some are manifest beforehand; and they that are otherwise cannot be hid.
這樣，善行也有明顯的；那不明顯的，也不能隱藏。

正如同一樣式地 並且 (它們)那些 (它們)工作 (它們)那些 (它們)美好適當的 (它們)明顯公開的； 並且 (它們)那些

另外不同地 (它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被隱藏遮掩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經文變異RT]

正如同一樣式地 並且 (它們)那些 (它們)美好適當的 (它們)工作 (它們)明顯公開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並且

(它們)那些 另外不同地 (它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被隱藏遮掩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經文變異Scrivener]

正如同一樣式地 並且 (它們)那些 (它們)美好適當的 (它們)工作 (它們)明顯公開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並且

(它們)那些 另外不同地 (它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被隱藏遮掩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提前 6:1 {Osoi eivsi.n ùpo. zugo.n dou/loi( tou.j ivdi,ouj despo,taj pa,shj timh/j avxi,ouj hg̀ei,sqwsan( i[na mh. to.
o;noma tou/ qeou/ kai. h` didaskali,a blasfhmh/taiÅ
Let as many servants as are under the yoke count their own masters worthy of all honour, that the name of God
and his doctrine be not blasphemed.
凡在軛下作僕人的，當以自己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免得神的名和道理，被人褻瀆。

(他們)這每一切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在底下>在底下 到於(他)軛/天平 (他們)奴僕，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私人個別的 到於(他們)主宰者 從屬(她)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她)珍貴價值 到於(他們)相配值得的

他/她/它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帶領引導， 為要 不會/不要 (它)那 (它)名字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她)那

(她)教訓教導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被謗瀆。

提前 6:2 oi` de. pistou.j e;contej despo,taj mh. katafronei,twsan( o[ti avdelfoi, eivsin( avlla. ma/llon douleue,twsan(
o[ti pistoi, eivsin kai. avgaphtoi. oi` th/j euvergesi,aj avntilambano,menoiÅ Tau/ta di,daske kai. paraka,leiÅ
And they that have believing masters, let them not despise them, because they are brethren; but rather do them
service, because they are faithful and beloved, partakers of the benefit. These things teach and exhort.
僕人有信道的主人，不可因為與他是弟兄就輕看他；更要加意服事他；因為得服事之益處的，是信道蒙愛的。你

要以此教訓人，勸勉人。

(他們)那些 然而也 到於(他們)誠且信的 (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他們)主宰者 不會/不要

他/她/它們現在就要持續輕忽蔑視， 是這樣 (他們)弟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但乃是 更特別尤其地

他/她/它們現在就要持續作奴僕， 是這樣 (他們)誠且信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並且 (他們)蒙愛的 (他們)那些

從屬(她)那 從屬(她)慈行善舉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扶助幫扶了的。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你現在就要持續教導 並且

你現在就要持續勸勉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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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 6:3 ei; tij èterodidaskalei/ kai. mh. prose,rcetai ùgiai,nousin lo,goij toi/j tou/ kuri,ou hm̀w/n VIhsou/ Cristou/
kai. th/| katV euvse,beian didaskali,a|(
If any man teach otherwise, and consent not to wholesome words, even the words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and
to the doctrine which is according to godliness;
若有人傳異教，不服從我們主耶穌基督純正的話，與那合乎敬虔的道理；

若是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行相異不同的教導， 並且 不會/不要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促為成長健全了的 在對(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在對(他們)那些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我們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並且 在對(她)那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至誠敬虔 在對(她)教訓教導，

提前 6:4 tetu,fwtai( mhde.n evpista,menoj( avlla. nosw/n peri. zhth,seij kai. logomaci,aj( evx w-n gi,netai fqo,noj e;rij
blasfhmi,ai( ùpo,noiai ponhrai,(
He is proud, knowing nothing, but doting about questions and strifes of words, whereof cometh envy, strife,
railings, evil surmisings,
他是自高自大，一無所知，專好問難，爭辯言詞，從此就生出嫉妒，分爭，毀謗，妄疑，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促使蒙蔽模糊， 到於(它)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心思通曉了的， 但乃是

(他)現正持續生疾病了的 <在周圍>在周圍 到於(她們)查問辯論 並且 到於(她們)道理話語的爭辯， 向外出來

從屬(她們)這些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他)惡意嫉妒， (她)爭執競爭， (她們)褻瀆， (她們)猜想臆測

(她們)惡的，

提前 6:5 diaparatribai. diefqarme,nwn avnqrw,pwn to.n nou/n kai. avpesterhme,nwn th/j avlhqei,aj( nomizo,ntwn
porismo.n ei=nai th.n euvse,beianÅ
Perverse disputings of men of corrupt minds, and destitute of the truth, supposing that gain is godliness: from
such withdraw thyself.
並那壞了心術，失喪真理之人的爭競；他們以敬虔為得利的門路。

(她們)不斷地爭吵 從屬(他們)現在已經被徹底地腐朽敗壞了的 從屬(他們)人 到於(他)那 到於(他)悟念知性 並且

從屬(他們)現在已經被剝奪虧負了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真情實理，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視成慣例而認定了的

到於(他)得益獲利 現要去持續是 到於(她)那 到於(她)至誠敬虔。
[經文變異RT]

(她們)不正當的干預濫用 從屬(他們)現在已經被徹底地腐朽敗壞了的 從屬(他們)人 到於(他)那 到於(他)悟念知性 並且

從屬(他們)現在已經被剝奪虧負了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真情實理，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視成慣例而認定了的

到於(他)得益獲利 現要去持續是 到於(她)那 到於(她)至誠敬虔；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從那裏站開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那種樣。
[經文變異MT]

(她們)不斷地爭吵 從屬(他們)現在已經被徹底地腐朽敗壞了的 從屬(他們)人 到於(他)那 到於(他)悟念知性 並且

從屬(他們)現在已經被剝奪虧負了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真情實理，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視成慣例而認定了的

到於(他)得益獲利 現要去持續是 到於(她)那 到於(她)至誠敬虔；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從那裏站開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那種樣。

提前 6:6 e;stin de. porismo.j me,gaj h` euvse,beia meta. auvtarkei,aj\
But godliness with contentment is great gain.
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然而也 (他)得益獲利 (他)極大的 (她)那 (她)至誠敬虔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為自足知足；

提前 6:7 ouvde.n ga.r eivshne,gkamen eivj to.n ko,smon( o[ti ouvde. evxenegkei/n ti duna,meqa\
For we brought nothing into this world, and it is certain we can carry nothing out.
因為我們沒有帶甚麼到世上來，也不能帶甚麼去；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因為 我們那時(也是)向內負載攜帶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美容妝束/世界，

是這樣 然而也不是地 那時(也是)要去向外負載攜帶出來 到於(它)任何什麼 我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經文變異RT]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因為 我們那時(也是)向內負載攜帶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美容妝束/世界，

(它)清晰明顯的 是這樣 然而也不是地 那時(也是)要去向外負載攜帶出來 到於(它)任何什麼

我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提前 6:8 e;contej de. diatrofa.j kai. skepa,smata( tou,toij avrkesqhso,meqaÅ
And having food and raiment let us be therewith content.
只要有衣有食，就當知足。

(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然而也 到於(她們)維生之食品營養 並且 到於(它們)衣物， 在對(它們)那同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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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要(持續)被捍衛滿足。

提前 6:9 oi` de. boulo,menoi ploutei/n evmpi,ptousin eivj peirasmo.n kai. pagi,da kai. evpiqumi,aj polla.j avnoh,touj kai.
blabera,j( ai[tinej buqi,zousin tou.j avnqrw,pouj eivj o;leqron kai. avpw,leianÅ
But they that will be rich fall into temptation and a snare, and into many foolish and hurtful lusts, which drown
men in destruction and perdition.
但那些想要發財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網羅，和許多無知有害的私慾裏，叫人沉在敗壞和滅亡中。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諮商決意了的 現要去持續成豐滿富足，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落在其內

向內進入 到於(他)試探試煉 並且 到於(她)網羅 並且 到於(她們)渴想慕戀 到於(她們)許多的

到於(她們)乃不領悟認知的 並且 到於(她們)妨礙傷害的， (她們)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使下沉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人 向內進入 到於(他)毀滅 並且 到於(她)毀壞失喪。

提前 6:10 rì,za ga.r pa,ntwn tw/n kakw/n evstin h̀ filarguri,a( h-j tinej ovrego,menoi avpeplanh,qhsan avpo. th/j
pi,stewj kai. èautou.j perie,peiran ovdu,naij pollai/jÅ
For the love of money is the root of all evil: which while some coveted after, they have erred from the faith, and
pierced themselves through with many sorrows.
貪財是萬惡之根；有人貪戀錢財，就被引誘離了真道，用許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

(她)根 因為 從屬(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卑劣不好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愛錢貪財； 從屬(她)這個 (他們)任何什麼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亟欲切望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從那裏有迷途錯謬離開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信， 並且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貫穿刺透 在對(她們)痛苦傷痛 在對(她們)許多的。

提前 6:11 Su. de,( w= a;nqrwpe qeou/( tau/ta feu/ge\ di,wke de. dikaiosu,nhn euvse,beian pi,stin( avga,phn up̀omonh.n
prau?paqi,anÅ
But thou, O man of God, flee these things; and follow after righteousness, godliness, faith, love, patience,
meekness.
但你這屬神的人，要逃避這些事，追求公義，敬虔，信心，愛心，忍耐，溫柔。

你 然而也， 哦呀 阿,(他)人 從屬(他)神，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你現在就要持續逃離走避； 你現在就要持續追趕迫求

然而也 到於(她)至義， 到於(她)至誠敬虔， 到於(她)信， 到於(她)愛， 到於(她)堅忍持守， 到於(她)溫順謙恭。
[經文變異RT]

你 然而也， 哦呀 阿,(他)人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你現在就要持續逃離走避；

你現在就要持續追趕迫求 然而也 到於(她)至義， 到於(她)至誠敬虔， 到於(她)信， 到於(她)愛，

到於(她)堅忍持守， 到於(她)溫和謙柔[同#4240]。

提前 6:12 avgwni,zou to.n kalo.n avgw/na th/j pi,stewj( evpilabou/ th/j aivwni,ou zwh/j( eivj h]n evklh,qhj kai.
wm̀olo,ghsaj th.n kalh.n òmologi,an evnw,pion pollw/n martu,rwnÅ
Fight the good fight of faith, lay hold on eternal life, whereunto thou art also called, and hast professed a good
profession before many witnesses.
你要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為此被召；也在許多見證人面前，已經作了那美好的見證。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努力奮鬥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美好適當的 到於(他)比賽爭競 從屬(她)那 從屬(她)信，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拿取到 從屬(她)那 從屬(她)時世恆久的 從屬(她)生命， 向內進入 到於(她)這個

你那時(也是)被促請召喚， 並且 你那時(也是)同意承認 到於(她)那 到於(她)美好適當的 到於(她)表白承認 在面前地

從屬(他們)許多的 從屬(他們)見證人。
[經文變異RT]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努力奮鬥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美好適當的 到於(他)比賽爭競 從屬(她)那 從屬(她)信，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拿取到 從屬(她)那 從屬(她)時世恆久的 從屬(她)生命， 向內進入 到於(她)這個 並且

你那時(也是)被促請召喚， 並且 你那時(也是)同意承認 到於(她)那 到於(她)美好適當的 到於(她)表白承認 在面前地

從屬(他們)許多的 從屬(他們)見證人。

提前 6:13 paragge,llw ÎsoiÐ evnw,pion tou/ qeou/ tou/ zw|ogonou/ntoj ta. pa,nta kai. Cristou/ VIhsou/ tou/
marturh,santoj evpi. Ponti,ou Pila,tou th.n kalh.n òmologi,an(
I give thee charge in the sight of God, who quickeneth all things, and before Christ Jesus, who before Pontius
Pilate witnessed a good confession;
我在叫萬物生活的神面前，並在向本丟彼拉多作過那美好見證的基督耶穌面前囑咐你，

我現在持續命令吩咐 在對你 在面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從屬(他)那 從屬(他)現正持續行生發成為活活生動了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並且 從屬(他)基督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那

從屬(他)那時(也是)作見證人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他)本丟 從屬(他)彼拉多 到於(她)那 到於(她)美好適當的

到於(她)表白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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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變異RT]

我現在持續命令吩咐 在對你 在面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從屬(他)那 從屬(他)現正持續行出作成活活生動了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並且 從屬(他)基督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那

從屬(他)那時(也是)作見證人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他)本丟 從屬(他)彼拉多 到於(她)那 到於(她)美好適當的

到於(她)表白承認，

提前 6:14 thrh/sai, se th.n evntolh.n a;spilon avnepi,lhmpton me,cri th/j evpifanei,aj tou/ kuri,ou hm̀w/n VIhsou/
Cristou/(
That thou keep this commandment without spot, unrebukeable, until the appearing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要守這命令，毫不玷污，無可指責，直到我們的主耶穌基督顯現；

那時(也是)要去行看護守衛 到於你 到於(她)那 到於(她)誡律命令 到於(她)沒有污染玷辱的， 到於(她)無可非議的，

一直達到 從屬(她)那 從屬(她)顯現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我們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提前 6:15 h]n kairoi/j ivdi,oij dei,xei ò maka,rioj kai. mo,noj duna,sthj( ò basileu.j tw/n basileuo,ntwn kai. ku,rioj
tw/n kurieuo,ntwn(
Which in his times he shall shew, who is the blessed and only Potentate, the King of kings, and Lord of lords;
到了日期，那可稱頌獨有權能的，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到於(她)這個 在對(他們)場合時節 在對(他們)私人個別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顯示展現 (他)那 (他)蒙至高褔的 並且

(他)僅有單獨的 (他)當權有能者， (他)那 (他)君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作君王了的 並且 (他)主人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行主持支配了的，

提前 6:16 ò mo,noj e;cwn avqanasi,an( fw/j oivkw/n avpro,siton( o]n ei=den ouvdei.j avnqrw,pwn ouvde. ivdei/n du,natai\ w-|
timh. kai. kra,toj aivw,nion( avmh,nÅ
Who only hath immortality, dwelling in the light which no man can approach unto; whom no man hath seen, nor
can see: to whom be honour and power everlasting. Amen.
就是那獨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裏，是人未曾看見，也是不能看見的，要將他顯明出來。但願尊貴和永遠

的權能，都歸給他。阿們。

(他)那 (他)僅有單獨的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不死， 到於(它)光明 (他)現正持續住了的

到於(它)無可在前面向著促動挪移的； 到於(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從屬(他們)人， 然而也不是地 那時(也是)要去看見察覺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在對(他)這個

(她)珍貴價值 並且 (它)魄力權勢 (它)時世恆久的。 阿們。

提前 6:17 Toi/j plousi,oij evn tw/| nu/n aivw/ni para,ggelle mh. ùyhlofronei/n mhde. hvlpike,nai evpi. plou,tou
avdhlo,thti avllV evpi. qew/| tw/| pare,conti h̀mi/n pa,nta plousi,wj eivj avpo,lausin(
Charge them that are rich in this world, that they be not highminded, nor trust in uncertain riches, but in the living
God, who giveth us richly all things to enjoy;
你要囑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無定的錢財；只要倚靠那厚賜百物給我們享受的神。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具豐滿富足的 在內 在對(他)那 現在此時地 在對(他)世紀時代 你現在就要持續命令吩咐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成高傲， 然而也不要 現已經去有期盼指望 <在上面>在上面 從屬(他)豐滿富足註1

在對(她)不清晰明確， 但乃是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神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展示提供了的 在對我們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具豐滿富足地 向內進入 到於(她)滿心享受；
註1：“學者認爲，所有格名詞與所修飾名詞顛倒次序，以強調所有格名詞。 

[經文變異RT]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具豐滿富足的 在內 在對(他)那 現在此時地 在對(他)世紀時代 你現在就要持續命令吩咐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成高傲， 然而也不要 現已經去有期盼指望 <在上面>在上面 從屬(他)豐滿富足

在對(她)不清晰明確， 但乃是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活了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展示提供了的 在對我們 具豐滿富足地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滿心享受；

提前 6:18 avgaqoergei/n( ploutei/n evn e;rgoij kaloi/j( euvmetado,touj ei=nai( koinwnikou,j(
That they do good, that they be rich in good works, ready to distribute, willing to communicate;
又要囑咐他們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捨，樂意供給人，〔供給或作體貼〕

現要去持續行施作良善， 現要去持續成豐滿富足 在內 在對(它們)工作 在對(它們)美好適當的，

到於(他們)乃樂於交出分享的 現要去持續是， 到於(他們)屬合夥共享的，

提前 6:19 avpoqhsauri,zontaj eàutoi/j qeme,lion kalo.n eivj to. me,llon( i[na evpila,bwntai th/j o;ntwj zwh/jÅ
Laying up in store for themselves a good foundation against the time to come, that they may lay hold on eternal
life.
為自己積成美好的根基，預備將來，叫他們持定那真正的生命。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從那裏儲蓄積存了的 在對(他們)同一者自己 到於(他)根基 到於(他)美好適當的 向內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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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於(它)那 到於(它)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的， 為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拿取到 從屬(她)那 真正是地

從屬(她)生命。
[經文變異RT]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從那裏儲蓄積存了的 在對(他們)同一者自己 到於(他)根基 到於(他)美好適當的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的， 為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拿取到 從屬(她)那

從屬(她)時世恆久的 從屬(她)生命。

提前 6:20 +W Timo,qee( th.n paraqh,khn fu,laxon evktrepo,menoj ta.j bebh,louj kenofwni,aj kai. avntiqe,seij th/j
yeudwnu,mou gnw,sewj(
O Timothy, keep that which is committed to thy trust, avoiding profane and vain babblings, and oppositions of
science falsely so called:
提摩太阿，你要保守所託付你的，躲避世俗的虛談，和那敵真道似是而非的學問。

哦呀 阿,(他)提摩太， 到於(她)那 到於(她)交托存放之事物 你那時(也是)就要看管守護，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轉動偏開了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俗化不敬的 到於(她們)虛談 並且 到於(她們)對敵

從屬(她)那 從屬(她)假名字的 從屬(她)知識認識；
[經文變異RT]

哦呀 阿,(他)提摩太， 到於(她)那 到於(她)向下交托存放之事物 你那時(也是)就要看管守護，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轉動偏開了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俗化不敬的 到於(她們)虛談 並且 到於(她們)對敵

從屬(她)那 從屬(她)假名字的 從屬(她)知識認識；

提前 6:21 h[n tinej evpaggello,menoi peri. th.n pi,stin hvsto,chsanÅ ~H ca,rij meqV ùmw/nÅ
Which some professing have erred concerning the faith. Grace be with thee. Amen.
已經有人自稱有這學問，就偏離了真道。願恩惠常與你們同在。

到於(她)這個 (他們)任何什麼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應承許諾了的， <在周圍>在周圍 到於(她)那 到於(她)信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成偏離。 (她)那 (她)恩典惠意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你們。
[經文變異RT]

到於(她)這個 (他們)任何什麼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應承許諾了的， <在周圍>在周圍 到於(她)那 到於(她)信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成偏離。 (她)那 (她)恩典惠意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你。 阿們。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提摩太 (她)首先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刻寫記載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們)老底嘉， (她)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大都會 從屬(她)弗呂家 從屬(她)那 從屬(她)帕卡帖阿奈的。
[經文變異MT]

到於(她)這個 (他們)任何什麼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應承許諾了的， <在周圍>在周圍 到於(她)那 到於(她)信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成偏離。 (她)那 (她)恩典惠意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你。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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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摩太後書 // 2 Timothy

提後 1:1 Pau/loj avpo,stoloj Cristou/ VIhsou/ dia. qelh,matoj qeou/ katV evpaggeli,an zwh/j th/j evn Cristw/| VIhsou/
Paul, an apostle of Jesus Christ by the will of God, according to the promise of life which is in Christ Jesus,
奉神旨意，照著在基督耶穌裏生命的應許，作基督耶穌使徒的保羅，

(他)保羅 (他)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從屬(他)基督 從屬(他)耶穌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所定意 從屬(他)神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應許 從屬(她)生命 從屬(她)那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在對(他)耶穌，
[經文變異RT]

(他)保羅 (他)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所定意 從屬(他)神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應許 從屬(她)生命 從屬(她)那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在對(他)耶穌，

提後 1:2 Timoqe,w| avgaphtw/| te,knw|( ca,rij e;leoj eivrh,nh avpo. qeou/ patro.j kai. Cristou/ VIhsou/ tou/ kuri,ou h̀mw/nÅ
To Timothy, my dearly beloved son: Grace, mercy, and peace, from God the Father and Christ Jesus our Lord.
寫信給我親愛的兒子提摩太；願恩惠憐憫平安，從父神和我們主基督耶穌，歸與你。

在對(他)提摩太 在對(它)蒙愛的 在對(它)孩子： (她)恩典惠意， (它)憐憫慈悲， (她)和平安寧，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神 從屬(他)父親 並且 從屬(他)基督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我們。

提後 1:3 Ca,rin e;cw tw/| qew/|( w-| latreu,w avpo. progo,nwn evn kaqara/| suneidh,sei( ẁj avdia,leipton e;cw th.n peri.
sou/ mnei,an evn tai/j deh,sesi,n mou nukto.j kai. hm̀e,raj(
I thank God, whom I serve from my forefathers with pure conscience, that without ceasing I have remembrance
of thee in my prayers night and day;
我感謝神，就是我接續祖先，用清潔的良心所事奉的神，祈禱的時候，不住的想念你，

到於(她)恩典惠意 我現在持續持有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在對(他)這個 我現在持續行事奉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祖先長輩 在內 在對(她)乾淨純潔的 在對(她)自覺良心， 正如地 到於(她)乃不中止間斷的 我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那 <在周圍>關於 從屬你 到於(她)憶想思念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自卑乞求 從屬我 從屬(她)夜晚

並且 從屬(她)日子/白日，
[不同標點]

到於(她)恩典惠意 我現在持續持有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在對(他)這個 我現在持續行事奉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祖先長輩 在內 在對(她)乾淨純潔的 在對(她)自覺良心， 正如地 到於(她)乃不中止間斷的 我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那 <在周圍>關於 從屬你 到於(她)憶想思念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自卑乞求 從屬我， 從屬(她)夜晚

並且 從屬(她)日子/白日

提後 1:4 evpipoqw/n se ivdei/n( memnhme,noj sou tw/n dakru,wn( i[na cara/j plhrwqw/(
Greatly desiring to see thee, being mindful of thy tears, that I may be filled with joy;
記念你的眼淚，晝夜切切的想要見你，好叫我滿心快樂；

(他)現正持續在上面渴望想念了的 到於你 那時(也是)要去看見察覺， (他)現在已經被提醒記得了的 從屬你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眼淚， 為要 從屬(她)歡喜快樂 我那時(也是)應該被促使成充滿添足；

提後 1:5 up̀o,mnhsin labw.n th/j evn soi. avnupokri,tou pi,stewj( h[tij evnw,|khsen prw/ton evn th/| ma,mmh| sou Lwi<di
kai. th/| mhtri, sou Euvni,kh|( pe,peismai de. o[ti kai. evn soi,Å
When I call to remembrance the unfeigned faith that is in thee, which dwelt first in thy grandmother Lois, and thy
mother Eunice; and I am persuaded that in thee also.
想到你心裏無偽之信；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羅以，和你母親友尼基心裏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裏。

到於(她)在底下致使提醒記得 (他)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從屬(她)那 在內 在對你 從屬(她)不會作戲假裝的 從屬(她)信，

(她)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那時(也是)住在內 首先地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祖母 從屬你 在對(她)羅以 並且

在對(她)那 在對(她)母親 從屬你 在對(她)友尼基； 我現在已經被勸信說服 然而也 是這樣 並且 在內 在對你。
[經文變異RT]

到於(她)在底下致使提醒記得 (他)現正持續拿取了的 從屬(她)那 在內 在對你 從屬(她)不會作戲假裝的 從屬(她)信，

(她)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那時(也是)住在內 首先地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祖母 從屬你 在對(她)羅以 並且

在對(她)那 在對(她)母親 從屬你 在對(她)友尼基； 我現在已經被勸信說服 然而也 是這樣 並且 在內 在對你。

提後 1:6 diV h]n aivti,an avnamimnh,|skw se avnazwpurei/n to. ca,risma tou/ qeou/( o[ evstin evn soi. dia. th/j evpiqe,sewj
tw/n ceirw/n mouÅ
Wherefore I put thee in remembrance that thou stir up the gift of God, which is in thee by the putting on of my
hands.
為此我提醒你，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她)這個 到於(她)索問要求之因由 我現在持續再向上致使提醒記得 到於你

現要去持續再把火挑活挑旺 到於(它)那 到於(它)恩賜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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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你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置放擺設在上面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手 從屬我。

提後 1:7 ouv ga.r e;dwken h̀mi/n ò qeo.j pneu/ma deili,aj avlla. duna,mewj kai. avga,phj kai. swfronismou/Å
For God hath not given us the spirit of fear; but of power, and of love, and of a sound mind.
因為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仁愛，謹守的心。

不是/不 因為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在對我們 (他)那 (他)神 到於(它)靈/風 從屬(她)膽怯恐懼， 但乃是

從屬(她)能力權能 並且 從屬(她)愛 並且 從屬(他)使為心智清明謹守。

提後 1:8 mh. ou=n evpaiscunqh/|j to. martu,rion tou/ kuri,ou h̀mw/n mhde. evme. to.n de,smion auvtou/( avlla.
sugkakopa,qhson tw/| euvaggeli,w| kata. du,namin qeou/(
Be not thou therefore ashamed of the testimony of our Lord, nor of me his prisoner: but be thou partaker of the
afflictions of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the power of God;
你不要以給我們的主作見證為恥，也不要以我這為主被囚的為恥；總要按神的能力，與我為福音同受苦難；

不會/不要 這樣 你那時(也是)應該被在上面挑起羞辱感 到於(它)那 到於(它)見證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我們，

然而也不要 到於"我" 到於(他)那 到於(他)囚犯 從屬(他)同一者； 但乃是 你那時(也是)就要共同承受苦難 在對(它)那

在對(它)福音佳訊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能力權能 從屬(他)神，

提後 1:9 tou/ sw,santoj h̀ma/j kai. kale,santoj klh,sei àgi,a|( ouv kata. ta. e;rga h̀mw/n avlla. kata. ivdi,an pro,qesin
kai. ca,rin( th.n doqei/san h̀mi/n evn Cristw/| VIhsou/ pro. cro,nwn aivwni,wn(
Who hath saved us, and called us with an holy calling, not according to our works, but according to his own
purpose and grace, which was given us in Christ Jesus before the world began,
神救了我們，以聖召召我們，不是按我們的行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這恩典是萬古之先，在基督耶穌裏

賜給我們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那時(也是)拯救了的 到於我們 並且 從屬(他)那時(也是)促請召喚了的 在對(她)促請召喚

在對(她)聖的， 不是/不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工作 從屬我們， 但乃是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私人個別的 到於(她)目的展示 並且 到於(她)恩典惠意 到於(她)那 到於(她)那時(也是)被給與了的 在對我們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在對(他)耶穌 在前面 從屬(他們)時段期間 從屬(他們)時世恆久的，

提後 1:10 fanerwqei/san de. nu/n dia. th/j evpifanei,aj tou/ swth/roj h̀mw/n Cristou/ VIhsou/( katargh,santoj me.n to.n
qa,naton fwti,santoj de. zwh.n kai. avfqarsi,an dia. tou/ euvaggeli,ou
But is now made manifest by the appearing of our Saviour Jesus Christ, who hath abolished death, and hath
brought life and immortality to light through the gospel:
但如今藉著我們救主基督耶穌的顯現，纔表明出來了。他已經把死廢去，藉著福音，將不能壞的生命彰顯出來。

到於(她)那時(也是)被促使成促為照亮顯明了的 然而也 現在此時地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顯現

從屬(他)那 從屬(他)救主 從屬我們 從屬(他)基督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那時(也是)使完全閒散停頓了的 的確

到於(他)那 到於(他)死， 從屬(他)那時(也是)光照了的 然而也 到於(她)生命 並且 到於(她)不會朽敗朽壞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那 從屬(它)福音佳訊，
[經文變異RT]

到於(她)那時(也是)被促使成促為照亮顯明了的 然而也 現在此時地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顯現

從屬(他)那 從屬(他)救主 從屬我們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從屬(他)那時(也是)使完全閒散停頓了的 的確

到於(他)那 到於(他)死， 從屬(他)那時(也是)光照了的 然而也 到於(她)生命 並且 到於(她)不會朽敗朽壞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那 從屬(它)福音佳訊，

提後 1:11 eivj o] evte,qhn evgw. kh/rux kai. avpo,stoloj kai. dida,skaloj(
Whereunto I am appointed a preacher, and an apostle, and a teacher of the Gentiles.
我為這福音奉派作傳道的，作使徒，作師傅。

向內進入 到於(它)這個 我那時(也是)被置放擺設 我 (他)傳達宣講者 並且 (他)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並且 (他)老師。
[經文變異RT]

向內進入 到於(它)這個 我那時(也是)被置放擺設 我 (他)傳達宣講者 並且 (他)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並且 (他)老師

從屬(它們)種族邦國。

提後 1:12 diV h]n aivti,an kai. tau/ta pa,scw\ avllV ouvk evpaiscu,nomai( oi=da ga.r w-| pepi,steuka kai. pe,peismai o[ti
dunato,j evstin th.n paraqh,khn mou fula,xai eivj evkei,nhn th.n hm̀e,ranÅ
For the which cause I also suffer these things: nevertheless I am not ashamed: for I know whom I have
believed, and am persuaded that he is able to keep that which I have committed unto him against that day.
為這緣故，我也受這些苦難；然而我不以為恥；因為知道我所信的是誰，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或作

他所交託我的〕直到那日。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她)這個 到於(她)索問要求之因由 並且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我現在持續經歷承受；

但乃是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在上面挑起羞辱感； 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因為 在對(他)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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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現在已經置信信託， 並且 我現在已經被勸信說服 是這樣 (他)乃能夠可能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到於(她)那

到於(她)交托存放之事物 從屬我 那時(也是)要去看管守護 向內進入 到於(她)在那裏的那個 到於(她)那

到於(她)日子/白日。

提後 1:13 up̀otu,pwsin e;ce ug̀iaino,ntwn lo,gwn w-n parV evmou/ h;kousaj evn pi,stei kai. avga,ph| th/| evn Cristw/|
VIhsou/\
Hold fast the form of sound words, which thou hast heard of me, in faith and love which is in Christ Jesus.
你從我聽的那純正話語的規模，要用在基督耶穌裏的信心和愛心，常常守著。

到於(她)典型規範 你現在就要持續持有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促為成長健全了的 從屬(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們)這些個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我" 你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在內 在對(她)信 並且 在對(她)愛 在對(她)那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在對(他)耶穌；

提後 1:14 th.n kalh.n paraqh,khn fu,laxon dia. pneu,matoj ag̀i,ou tou/ evnoikou/ntoj evn h̀mi/nÅ
That good thing which was committed unto thee keep by the Holy Ghost which dwelleth in us.
從前所交託你的善道，你要靠著那住在我們裏面的聖靈，牢牢的守著。

到於(她)那 到於(她)美好適當的 到於(她)交托存放之事物 你那時(也是)就要看管守護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靈/風

從屬(它)聖的 從屬(它)那 從屬(它)現正持續住在內了的 在內 在對我們。
[經文變異RT]

到於(她)那 到於(她)美好適當的 到於(她)向下交托存放之事物 你那時(也是)就要看管守護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靈/風 從屬(它)聖的 從屬(它)那 從屬(它)現正持續住在內了的 在內 在對我們。

提後 1:15 Oi=daj tou/to( o[ti avpestra,fhsa,n me pa,ntej oì evn th/| VAsi,a|( w-n evstin Fu,geloj kai. ~Ermoge,nhjÅ
This thou knowest, that all they which are in Asia be turned away from me; of whom are Phygellus and
Hermogenes.
凡在亞西亞的人都離棄我，這是你知道的；其中有腓吉路和黑摩其尼。

你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到於(它)那同一者， 是這樣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從那裏轉動翻轉 到於我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那些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亞細亞； 從屬(他們)這些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腓吉路

並且 (他)黑摩其尼。

提後 1:16 dw,|h e;leoj ò ku,rioj tw/| VOnhsifo,rou oi;kw|( o[ti polla,kij me avne,yuxen kai. th.n a[lusi,n mou ouvk
evpaiscu,nqh(
The Lord give mercy unto the house of Onesiphorus; for he oft refreshed me, and was not ashamed of my
chain:
願主憐憫阿尼色弗一家的人；因他屢次使我暢快，不以我的鎖鍊為恥；

他/她/它那時(也是)可以給與 到於(它)憐憫慈悲 (他)那 (他)主人 在對(他)那 從屬(他)阿尼色弗 在對(他)住處家室；

是這樣 經常地 到於我 他/她/它那時(也是)恢復舒暢，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鐐銬鎖鏈 從屬我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在上面挑起羞辱感，

提後 1:17 avlla. geno,menoj evn ~Rw,mh| spoudai,wj evzh,thse,n me kai. eu-ren\
But, when he was in Rome, he sought me out very diligently, and found me.
反倒在羅馬的時候，殷勤的找我，並且找著了。

但乃是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在內 在對(她)羅馬 具勤奮殷切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探索尋求 到於我，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找到尋見。
[經文變異RT]

但乃是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在內 在對(她)羅馬 到於(它)更具勤奮殷切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探索尋求

到於我，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找到尋見。

提後 1:18 dw,|h auvtw/| o` ku,rioj eùrei/n e;leoj para. kuri,ou evn evkei,nh| th/| hm̀e,ra|Å kai. o[sa evn VEfe,sw| dihko,nhsen(
be,ltion su. ginw,skeijÅ
The Lord grant unto him that he may find mercy of the Lord in that day: and in how many things he ministered
unto me at Ephesus, thou knowest very well.
願主使他在那日得主的憐憫；他在以弗所怎樣多多的服事我，是你明明知道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可以給與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主人 那時(也是)要去找到尋見 到於(它)憐憫慈悲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主人 在內 在對(她)在那裏的那個 在對(她)那 在對(她)日子/白日； 並且

到於(它們)這每一切 在內 在對(她)以弗所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服事， 更好地 你 你現在持續認識知道。

提後 2:1 Su. ou=n( te,knon mou( evndunamou/ evn th/| ca,riti th/| evn Cristw/| VIhsou/(
Thou therefore, my son, be strong in the grace that is in Christ Jesus.
我兒阿，你要在基督耶穌的恩典上剛強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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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這樣， 阿,(它)孩子 從屬我， 你現在就要持續被促使有能力權能在內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恩典惠意

在對(她)那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在對(他)耶穌；

提後 2:2 kai. a] h;kousaj parV evmou/ dia. pollw/n martu,rwn( tau/ta para,qou pistoi/j avnqrw,poij( oi[tinej ìkanoi.
e;sontai kai. ète,rouj dida,xaiÅ
And the things that thou hast heard of me among many witnesses, the same commit thou to faithful men, who
shall be able to teach others also.
你在許多見證人面前聽見我所教訓的，也要交託那忠心能教導別人的人。

並且 到於(它們)這些個 你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我"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們)許多的

從屬(他們)見證人，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置放擺設在旁邊註1
在對(他們)誠且信的

在對(他們)人， (他們)這個任何什麼 (他們)達到足夠的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是 並且 到於(他們)相異不同的

那時(也是)要去教導。

註1：“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置放擺設在旁邊”文法上亦可以為“你那時(也是)讓自己置放擺設在旁邊”。

提後 2:3 sugkakopa,qhson wj̀ kalo.j stratiw,thj Cristou/ VIhsou/Å
Thou therefore endure hardness, as a good soldier of Jesus Christ.
你要和我同受苦難，好像基督耶穌的精兵。

你那時(也是)就要共同承受苦難 正如地 (他)美好適當的 (他)士兵 從屬(他)基督 從屬(他)耶穌。
[經文變異RT]

你 這樣 你那時(也是)就要承受苦難 正如地 (他)美好適當的 (他)士兵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提後 2:4 ouvdei.j strateuo,menoj evmple,ketai tai/j tou/ bi,ou pragmatei,aij( i[na tw/| stratologh,santi avre,sh|Å
No man that warreth entangleth himself with the affairs of this life; that he may please him who hath chosen him
to be a soldier.
凡在軍中當兵的，不將世務纏身，好叫那招他當兵的人喜悅。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行軍作戰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在內纏繞編織 在對(她們)那些 從屬(他)那

從屬(他)存活生計 在對(她們)事業經營， 為要 在對(他)那 在對(他)那時(也是)行徵募軍兵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取悅。

提後 2:5 eva.n de. kai. avqlh/| tij( ouv stefanou/tai eva.n mh. nomi,mwj avqlh,sh|Å
And if a man also strive for masteries, yet is he not crowned, except he strive lawfully.
人若在場上比武，非按規矩，就不能得冠冕。

但凡若是 然而也 並且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參賽競試 (他)任何什麼，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冠以花冠，

但凡若是 不會/不要 合法規慣律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參賽競試。

提後 2:6 to.n kopiw/nta gewrgo.n dei/ prw/ton tw/n karpw/n metalamba,neinÅ
The husbandman that laboureth must be first partaker of the fruits.
勞力的農夫，理當先得糧食。

到於(他)那 到於(他)現正持續有勞碌疲累了的 到於(他)耕種之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首先地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果實 現要去持續參與得享。

提後 2:7 no,ei o] le,gw\ dw,sei ga,r soi ò ku,rioj su,nesin evn pa/sinÅ
Consider what I say; and the Lord give thee understanding in all things.
我所說的話你要思想；因為凡事主必給你聰明。

你現在就要持續領悟認知 到於(它)這個 我現在持續道說； 他/她/它將要(持續)給與 因為 在對你 (他)那 (他)主人

到於(她)貫通理解 在內 在對(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經文變異RT]

你現在就要持續領悟認知 到於(它)這個 我現在持續道說； 他/她/它那時(也是)可以給與 因為 在對你 (他)那 (他)主人

到於(她)貫通理解 在內 在對(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提後 2:8 Mnhmo,neue VIhsou/n Cristo.n evghgerme,non evk nekrw/n( evk spe,rmatoj Daui,d( kata. to. euvagge,lio,n mou(
Remember that Jesus Christ of the seed of David was raised from the dead according to my gospel:
你要記念耶穌基督乃是大衛的後裔；他從死裏復活，正合乎我所傳的福音。

你現在就要持續記念想起 到於(他)耶穌 到於(他)基督 到於(他)現在已經被喚醒起來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死掉的，

向外出來 從屬(它)種裔 從屬(他)大衛，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那 到於(它)福音佳訊 從屬我；

提後 2:9 evn w-| kakopaqw/ me,cri desmw/n ẁj kakou/rgoj( avlla. ò lo,goj tou/ qeou/ ouv de,detai\
Wherein I suffer trouble, as an evil doer, even unto bonds; but the word of God is not bound.
我為這福音受苦難，甚至被捆綁，像犯人一樣；然而神的道，卻不被捆綁。

在內 在對(它)這個 我現在持續承受苦難 一直達到 從屬(他們)捆鎖 正如地 (他)作惡的； 但乃是 (他)那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拴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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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後 2:10 dia. tou/to pa,nta up̀ome,nw dia. tou.j evklektou,j( i[na kai. auvtoi. swthri,aj tu,cwsin th/j evn Cristw/|
VIhsou/ meta. do,xhj aivwni,ouÅ
Therefore I endure all things for the elect's sakes, that they may also obtain the salvation which is in Christ
Jesus with eternal glory.
所以我為選民凡事忍耐，叫他們也可以得著那在基督耶穌裏的救恩，和永遠的榮耀。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同一者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我現在持續在底下停留持守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乃挑選的， 為要 並且 (他們)同一者 從屬(她)拯救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巧遇得著

從屬(她)那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在對(他)耶穌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榮耀 從屬(她)時世恆久的。

提後 2:11 pisto.j ò lo,goj\ eiv ga.r sunapeqa,nomen( kai. suzh,somen\
It is a faithful saying: For if we be dead with him, we shall also live with him:
有可信的話說：我們若與基督同死，也必與他同活；

(他)誠且信的 (他)那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若是 因為 我們那時(也是)共同死去， 並且 我們將要(持續)共同活；

提後 2:12 eiv ùpome,nomen( kai. sumbasileu,somen\ eiv avrnhso,meqa( kavkei/noj avrnh,setai h̀ma/j\
If we suffer, we shall also reign with him: if we deny him, he also will deny us:
我們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們若不認他，他也必不認我們；

若是 我們現在持續在底下停留持守， 並且 我們將要(持續)共同作君王； 若是 我們將要(持續)讓自己否認拒絕，

(他)且在那裏的那個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否認拒絕 到於我們；
[經文變異RT]

若是 我們現在持續在底下停留持守， 並且 我們將要(持續)共同作君王； 若是 我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否認拒絕，

(他)且在那裏的那個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否認拒絕 到於我們；

提後 2:13 eiv avpistou/men( evkei/noj pisto.j me,nei( avrnh,sasqai ga.r eàuto.n ouv du,nataiÅ
If we believe not, yet he abideth faithful: he cannot deny himself.
我們縱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為他不能背乎自己。

若是 我們現在持續缺誠不信， (他)在那裏的那個 (他)誠且信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停留持守；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否認拒絕 因為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經文變異RT]

若是 我們現在持續缺誠不信， (他)在那裏的那個 (他)誠且信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停留持守；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否認拒絕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提後 2:14 Tau/ta ùpomi,mnh|ske diamarturo,menoj evnw,pion tou/ qeou/ mh. logomacei/n( evpV ouvde.n crh,simon( evpi.
katastrofh/| tw/n avkouo,ntwnÅ
Of these things put them in remembrance, charging them before the Lord that they strive not about words to no
profit, but to the subverting of the hearers.
你要使眾人回想這些事，在主面前囑咐他們，不可為言語爭辯；這是沒有益處的，只能敗壞聽見的人。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你現在就要持續在底下致使提醒記得，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誠摯地作見證了的 在面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成爭辯道理話語，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到於(它)合用處的，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傾覆翻倒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聲聞耳聽了的。
[經文變異RT]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你現在就要持續在底下致使提醒記得，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誠摯地作見證了的 在面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成爭辯道理話語 向內進入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到於(它)合用處的，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傾覆翻倒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聲聞耳聽了的。

提後 2:15 spou,dason seauto.n do,kimon parasth/sai tw/| qew/|( evrga,thn avnepai,scunton( ovrqotomou/nta to.n lo,gon
th/j avlhqei,ajÅ
Study to shew thyself approved unto God, a workman that needeth not to be ashamed, rightly dividing the word
of truth.
你當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悅，作無愧的工人，按著正意分解真理的道。

你那時(也是)就要殷勤熱心 到於(他)你自己 到於(他)驗明證實的 那時(也是)要去立定站住在旁邊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到於(他)工人 到於(他)無可在上面挑起羞辱感的， 到於(他)現正持續按正直分解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她)那 從屬(她)真情實理。

提後 2:16 ta.j de. bebh,louj kenofwni,aj perii<staso\ evpi. plei/on ga.r proko,yousin avsebei,aj
But shun profane and vain babblings: for they will increase unto more ungodliness.
但要遠避世俗的虛談；因為這等人必進到更不敬虔的地步；

到於(她們)那些 然而也 到於(她們)俗化不敬的 到於(她們)虛談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立定站住在周圍；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更多的 因為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往前推進 從屬(她)不敬愛尊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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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後 2:17 kai. ò lo,goj auvtw/n wj̀ ga,ggraina nomh.n e[xeiÅ w-n evstin ~Ume,naioj kai. Fi,lhtoj(
And their word will eat as doth a canker: of whom is Hymenaeus and Philetus;
他們的話如同毒瘡，越爛越大；其中有許米乃和腓理徒；

並且 (他)那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們)同一者 正如地 (她)腐敗壞疽 到於(她)牧場食料

他/她/它將要(持續)持有； 從屬(他們)這些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許米乃 並且 (他)腓理徒；

提後 2:18 oi[tinej peri. th.n avlh,qeian hvsto,chsan( le,gontej Îth.nÐ avna,stasin h;dh gegone,nai( kai. avnatre,pousin
th,n tinwn pi,stinÅ
Who concerning the truth have erred, saying that the resurrection is past already; and overthrow the faith of
some.
他們偏離了真道，說復活的事已過，就敗壞好些人的信心。

(他們)這個任何什麼 <在周圍>在周圍 到於(她)那 到於(她)真情實理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成偏離，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再站立起來 甚而已然如此地 現已經去生發成為，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推翻顛覆 到於(她)那 從屬(他們)任何什麼 到於(她)信。
[經文變異WH]

(他們)這個任何什麼 <在周圍>在周圍 到於(她)那 到於(她)真情實理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成偏離，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到於(她)再站立起來 甚而已然如此地 現已經去生發成為，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推翻顛覆 到於(她)那 從屬(他們)任何什麼 到於(她)信。

提後 2:19 ò me,ntoi stereo.j qeme,lioj tou/ qeou/ e[sthken( e;cwn th.n sfragi/da tau,thn\ :Egnw ku,rioj tou.j o;ntaj
auvtou/( kai,( VAposth,tw avpo. avdiki,aj pa/j ò ovnoma,zwn to. o;noma kuri,ouÅ
Nevertheless the foundation of God standeth sure, having this seal, The Lord knoweth them that are his. And,
Let every one that nameth the name of Christ depart from iniquity.
然而神堅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這印記說：主認識誰是他的人；又說：凡稱呼主名的人，總要離開不義。

(他)那 縱然如此 (他)堅固穩定的 (他)根基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她/它現在已經立定站住，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圖章封印 到於(她)那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認識知道 (他)主人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是了的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從那裏站開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不義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他)現正持續題名稱呼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名字 從屬(他)主人。
[經文變異RT]

(他)那 縱然如此 (他)堅固穩定的 (他)根基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她/它現在已經立定站住，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圖章封印 到於(她)那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認識知道 (他)主人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是了的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從那裏站開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不義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他)現正持續題名稱呼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名字 從屬(他)基督。

提後 2:20 VEn mega,lh| de. oivki,a| ouvk e;stin mo,non skeu,h crusa/ kai. avrgura/ avlla. kai. xu,lina kai. ovstra,kina( kai.
a] me.n eivj timh.n a] de. eivj avtimi,an\
But in a great house there are not only vessels of gold and of silver, but also of wood and of earth; and some to
honour, and some to dishonour.
在大戶人家，不但有金器銀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為貴重的，有作為卑賤的。

在內 在對(她)極大的 然而也 在對(她)住屋家庭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僅有單獨地 (它們)器皿用具

(它們)黃金的 並且 (它們)白銀的， 但乃是 並且 (它們)木頭作的 並且 (它們)陶土瓷瓦作的； 並且 (它們)這些個

的確 向內進入 到於(她)珍貴價值， (它們)這些個 然而也 向內進入 到於(她)低賤羞愧；

提後 2:21 eva.n ou=n tij evkkaqa,rh| eàuto.n avpo. tou,twn( e;stai skeu/oj eivj timh,n( hg̀iasme,non( eu;crhston tw/|
despo,th|( eivj pa/n e;rgon avgaqo.n h̀toimasme,nonÅ
If a man therefore purge himself from these, he shall be a vessel unto honour, sanctified, and meet for the
master's use, and prepared unto every good work.
人若自潔，脫離卑賤的事，就必作貴重的器皿，成為聖潔，合乎主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但凡若是 這樣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向外淨純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它)器皿用具 向內進入 到於(她)珍貴價值， (它)現在已經被使成聖了的，

(它)很好合宜恩慈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主宰者， 向內進入 到於(它)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工作 到於(它)良善的

(它)現在已經被使成妥切齊備了的。
[經文變異RT]

但凡若是 這樣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向外淨純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它)器皿用具 向內進入 到於(她)珍貴價值， (它)現在已經被使成聖了的

並且 (它)很好合宜恩慈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主宰者， 向內進入 到於(它)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工作

到於(它)良善的 (它)現在已經被使成妥切齊備了的。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  簡易閲讀版  1284

1284

提後 2:22 ta.j de. newterika.j evpiqumi,aj feu/ge( di,wke de. dikaiosu,nhn pi,stin avga,phn eivrh,nhn meta. tw/n
evpikaloume,nwn to.n ku,rion evk kaqara/j kardi,ajÅ
Flee also youthful lusts: but follow righteousness, faith, charity, peace, with them that call on the Lord out of a
pure heart.
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慾，同那清心禱告主的人追求公義，信德，仁愛，和平。

到於(她們)那些 然而也 到於(她們)屬初出年少的 到於(她們)渴想慕戀 你現在就要持續逃離走避；

你現在就要持續追趕迫求 然而也 到於(她)至義， 到於(她)信， 到於(她)愛， 到於(她)和平安寧，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召告稱呼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主人 向外出來 從屬(她)乾淨純潔的

從屬(她)內心。

提後 2:23 ta.j de. mwra.j kai. avpaideu,touj zhth,seij paraitou/( eivdw.j o[ti gennw/sin ma,caj\
But foolish and unlearned questions avoid, knowing that they do gender strifes.
惟有那愚拙無學問的辯論，總要棄絕；因為知道這等事是起爭競的。

到於(她們)那些 然而也 到於(她們)魯鈍愚拙的 並且 到於(她們)未受訓練管教的 到於(她們)查問辯論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要求免去， (他)現在已經看見察覺了的 是這樣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生發成為族類

到於(她們)爭戰爭鬥；

提後 2:24 dou/lon de. kuri,ou ouv dei/ ma,cesqai avlla. h;pion ei=nai pro.j pa,ntaj( didaktiko,n( avnexi,kakon(
And the servant of the Lord must not strive; but be gentle unto all men, apt to teach, patient,
然而主的僕人不可爭競，只要溫溫和和的待眾人，善於教導，存心忍耐，

到於(他)奴僕 然而也 從屬(他)主人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爭戰搏鬥，

但乃是 到於(他)和藹可親的 現要去持續是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善於教導的，

到於(他)支撐忍受卑劣不好的，

提後 2:25 evn prau<thti paideu,onta tou.j avntidiatiqeme,nouj( mh,pote dw,h| auvtoi/j ò qeo.j meta,noian eivj evpi,gnwsin
avlhqei,aj
In meekness instructing those that oppose themselves; if God peradventure will give them repentance to the
acknowledging of the truth;
用溫柔勸戒那抵擋的人；或者神給他們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

在內 在對(她)溫和謙柔 到於(他)現正持續訓練管教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對抗地分置安設了的； 不會任何時候地呢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給與註1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神 到於(她)轉悟悔改 向內進入 到於(她)清楚認識知道 從屬(她)真情實理，

註1：“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給與”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那時(也是)可以給與”。

[經文變異RT]

在內 在對(她)溫和謙柔[同#4240] 到於(他)現正持續訓練管教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對抗地分置安設了的； 不會任何時候地呢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給與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神 到於(她)轉悟悔改 向內進入 到於(她)清楚認識知道 從屬(她)真情實理，

提後 2:26 kai. avnanh,ywsin evk th/j tou/ diabo,lou pagi,doj( evzwgrhme,noi ùpV auvtou/ eivj to. evkei,nou qe,lhmaÅ
And that they may recover themselves out of the snare of the devil, who are taken captive by him at his will.
叫他們這已經被魔鬼任意擄去的，可以醒悟，脫離他的網羅。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再度清醒謹慎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他)那 從屬(他)詆辱中傷的[常指魔鬼]

從屬(她)網羅， (他們)現在已經被行活捉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從屬(他)在那裏的那個 到於(它)所定意。
[不同標點]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再度清醒謹慎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他)那 從屬(他)詆辱中傷的[常指魔鬼]

從屬(她)網羅， (他們)現在已經被行活捉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從屬(他)在那裏的那個 到於(它)所定意。

提後 3:1 Tou/to de. gi,nwske( o[ti evn evsca,taij h̀me,raij evnsth,sontai kairoi. calepoi,\
This know also, that in the last days perilous times shall come.
你該知道，末世必有危險的日子來到。

到於(它)那同一者 然而也 你現在就要持續認識知道， 是這樣 在內 在對(她們)最末後的 在對(她們)日子/白日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臨到 (他們)場合時節 (他們)艱險兇猛的；

提後 3:2 e;sontai ga.r oi` a;nqrwpoi fi,lautoi fila,rguroi avlazo,nej ùperh,fanoi bla,sfhmoi( goneu/sin avpeiqei/j(
avca,ristoi avno,sioi
For men shall be lovers of their own selves, covetous, boasters, proud, blasphemers, disobedient to par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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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thankful, unholy,
因為那時人要專顧自己，貪愛錢財，自誇，狂傲，謗讟，違背父母，忘恩負義，心不聖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是 因為 (他們)那些 (他們)人 (他們)專愛自己的， (他們)貪愛錢財的， (他們)虛浮誇傲之人，

(他們)驕傲誇顯的， (他們)毀謗的， 在對(他們)父母 (他們)頑固不信的， (他們)無情忘恩的，

(他們)不具純正聖善的，

提後 3:3 a;storgoi a;spondoi dia,boloi avkratei/j avnh,meroi avfila,gaqoi
Without natural affection, trucebreakers, false accusers, incontinent, fierce, despisers of those that are good,
無親情，不解怨，好說讒言，不能自約，性情兇暴，不愛良善，

(他們)沒有珍愛親情的， (他們)沒有停戰和約的， (他們)詆辱中傷的[常指魔鬼]， (他們)不能自我控制的，

(他們)野蠻兇暴的， (他們)不喜愛良善的，

提後 3:4 prodo,tai propetei/j tetufwme,noi( filh,donoi ma/llon h' filo,qeoi(
Traitors, heady, highminded, lovers of pleasures more than lovers of God;
賣主賣友，任意妄為，自高自大，愛宴樂不愛神；

(他們)出賣者， (他們)莽撞鹵莽的， (他們)現在已經被促使蒙蔽模糊了的， (他們)喜愛宴樂的 更特別尤其地

甚或/或而 (他們)喜愛神的，

提後 3:5 e;contej mo,rfwsin euvsebei,aj th.n de. du,namin auvth/j hvrnhme,noi\ kai. tou,touj avpotre,pouÅ
Having a form of godliness, but denying the power thereof: from such turn away.
有敬虔的外貌，卻背了敬虔的實意；這等人你要躲開。

(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塑造成形 從屬(她)至誠敬虔， 到於(她)那 然而也 到於(她)能力權能 從屬(她)同一者

(他們)現在已經讓自己/被否認拒絕了的； 並且 到於(他們)那同一者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轉身躲開。

提後 3:6 evk tou,twn ga,r eivsin oi` evndu,nontej eivj ta.j oivki,aj kai. aivcmalwti,zontej gunaika,ria seswreume,na
am̀arti,aij( avgo,mena evpiqumi,aij poiki,laij(
For of this sort are they which creep into houses, and lead captive silly women laden with sins, led away with
divers lusts,
那偷進人家，牢籠無知婦女的，正是這等人；這些婦女擔負罪惡，被各樣的私慾引誘；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同一者 因為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偽裝潛入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住屋家庭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使成俘擄了的 到於(它們)幼稚無知的女人

到於(它們)現在已經被行堆起累積了的 在對(她們)罪， 到於(它們)現正持續被帶領了的 在對(她們)渴想慕戀

在對(她們)各色各樣的，
[經文變異RT]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同一者 因為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偽裝潛入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住屋家庭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擄掠俘擄了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幼稚無知的女人

到於(它們)現在已經被行堆起累積了的 在對(她們)罪， 到於(它們)現正持續被帶領了的 在對(她們)渴想慕戀

在對(她們)各色各樣的，

提後 3:7 pa,ntote manqa,nonta kai. mhde,pote eivj evpi,gnwsin avlhqei,aj evlqei/n duna,menaÅ
Ever learning, and never able to come to the knowledge of the truth.
常常學習，終久不能明白真道。

總是地 到於(它們)現正持續學習了的， 並且 然而也不會任何時候地 向內進入 到於(她)清楚認識知道

從屬(她)真情實理 那時(也是)要去到來前往 到於(它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了的。

提後 3:8 o]n tro,pon de. VIa,nnhj kai. VIambrh/j avnte,sthsan Mwu?sei/( ou[twj kai. ou-toi avnqi,stantai th/| avlhqei,a|(
a;nqrwpoi katefqarme,noi to.n nou/n( avdo,kimoi peri. th.n pi,stin\
Now as Jannes and Jambres withstood Moses, so do these also resist the truth: men of corrupt minds,
reprobate concerning the faith.
從前雅尼和佯庇怎樣敵擋摩西，這等人也怎樣敵擋真道；他們的心地壞了，在真道上是可廢棄的。

到於(他)這個 到於(他)運轉模式 然而也 (他)雅尼 並且 (他)佯庇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對立抗拒 在對(他)摩西，

那同一樣式地 並且 (他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對立抗拒 在對(她)那 在對(她)真情實理， (他們)人

(他們)現在已經被向下腐朽敗壞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悟念知性， (他們)驗明不實的 <在周圍>在周圍 到於(她)那

到於(她)信。

提後 3:9 avllV ouv proko,yousin evpi. plei/on\ h̀ ga.r a;noia auvtw/n e;kdhloj e;stai pa/sin( wj̀ kai. h` evkei,nwn evge,netoÅ
But they shall proceed no further: for their folly shall be manifest unto all men, as theirs also was.
然而他們不能再這樣敵擋，因為他們的愚昧，必在眾人面前顯露出來，像那二人一樣。

但乃是 不是/不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往前推進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更多的； (她)那 因為 (她)愚昧衝動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向外清晰明顯出來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在對(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正如地 並且 (她)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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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屬(他們)在那裏的那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提後 3:10 Su. de. parhkolou,qhsa,j mou th/| didaskali,a|( th/| avgwgh/|( th/| proqe,sei( th/| pi,stei( th/| makroqumi,a|( th/|
avga,ph|( th/| ùpomonh/|(
But thou hast fully known my doctrine, manner of life, purpose, faith, longsuffering, charity, patience,
但你已經服從了我的教訓，品行，志向，信心，寬容，愛心，忍耐，

你 然而也 你那時(也是)在旁邊跟隨 從屬我 在對(她)那 在對(她)教訓教導， 在對(她)那 在對(她)教養品行，

在對(她)那 在對(她)目的展示， 在對(她)那 在對(她)信， 在對(她)那 在對(她)恆忍耐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愛，

在對(她)那 在對(她)堅忍持守，
[經文變異RT]

你 然而也 你現在已經在旁邊跟隨 從屬我 在對(她)那 在對(她)教訓教導， 在對(她)那 在對(她)教養品行，

在對(她)那 在對(她)目的展示， 在對(她)那 在對(她)信， 在對(她)那 在對(她)恆忍耐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愛，

在對(她)那 在對(她)堅忍持守，

提後 3:11 toi/j diwgmoi/j( toi/j paqh,masin( oi-a, moi evge,neto evn VAntiocei,a|( evn VIkoni,w|( evn Lu,stroij( oi[ouj
diwgmou.j ùph,negka kai. evk pa,ntwn me evrru,sato ò ku,riojÅ
Persecutions, afflictions, which came unto me at Antioch, at Iconium, at Lystra; what persecutions I endured: but
out of them all the Lord delivered me.
以及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司得，所遭遇的逼迫，苦難；我所忍受是何等的逼迫；但從這一切苦難中，主都把

我救出來了。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追趕逼迫，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所經歷承受； (它們)如此這樣 在對我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內 在對(她)安提阿， 在內 在對(它)以哥念， 在內 在對(它們)路司得；

到於(他們)如此這樣 到於(他們)追趕逼迫 我那時(也是)扛負忍受； 並且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我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被搭救 (他)那 (他)主人。

提後 3:12 kai. pa,ntej de. oi` qe,lontej euvsebw/j zh/n evn Cristw/| VIhsou/ diwcqh,sontaiÅ
Yea, and all that will live godly in Christ Jesus shall suffer persecution.
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穌裏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

並且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然而也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定意了的 虔心誠敬地 現要去持續活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在對(他)耶穌，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被追趕迫求。
[經文變異WH]

並且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然而也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定意了的 現要去持續活 虔心誠敬地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在對(他)耶穌，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被追趕迫求。

提後 3:13 ponhroi. de. a;nqrwpoi kai. go,htej proko,yousin evpi. to. cei/ron planw/ntej kai. planw,menoiÅ
But evil men and seducers shall wax worse and worse, deceiving, and being deceived.
只是作惡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惡，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

(他們)惡的 然而也 (他們)人 並且 (他們)裝假行騙者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往前推進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那

到於(它)更卑劣不好的， (他們)現正持續有迷途錯謬了的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被有迷途錯謬了的。

提後 3:14 su. de. me,ne evn oi-j e;maqej kai. evpistw,qhj( eivdw.j para. ti,nwn e;maqej(
But continue thou in the things which thou hast learned and hast been assured of, knowing of whom thou hast
learned them;
但你所學習的，所確信的，要存在心裏；因為你知道是跟誰學的；

你 然而也 你現在就要持續停留持守 在內 在對(它們)這些個 你那時(也是)學習 並且 你那時(也是)被確認保證，

(他)現在已經看見察覺了的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們)任何什麼呢 你那時(也是)學習，
[經文變異RT]

你 然而也 你現在就要持續停留持守 在內 在對(它們)這些個 你那時(也是)學習 並且 你那時(也是)被確認保證，

(他)現在已經看見察覺了的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任何什麼呢 你那時(也是)學習，

提後 3:15 kai. o[ti avpo. bre,fouj Îta.Ð ièra. gra,mmata oi=daj( ta. duna,mena, se sofi,sai eivj swthri,an dia. pi,stewj
th/j evn Cristw/| VIhsou/Å
And that from a child thou hast known the holy scriptures, which are able to make thee wise unto salvation
through faith which is in Christ Jesus.
並且知道你是從小明白聖經；這聖經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穌有得救的智慧。

並且 是這樣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嬰兒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神聖的 到於(它們)所刻寫記載

你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了的 到於你

那時(也是)要去使成明智通達 向內進入 到於(她)拯救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信 從屬(她)那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在對(他)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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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變異WH]

並且 是這樣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嬰兒 到於(它們)神聖的 到於(它們)所刻寫記載 你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了的 到於你 那時(也是)要去使成明智通達 向內進入

到於(她)拯救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信 從屬(她)那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在對(他)耶穌。

提後 3:16 pa/sa grafh. qeo,pneustoj kai. wvfe,limoj pro.j didaskali,an( pro.j evlegmo,n( pro.j evpano,rqwsin( pro.j
paidei,an th.n evn dikaiosu,nh|(
All scripture is given by inspiration of God, and is profitable for doctrine, for reproof, for correction, for instruction
in righteousness: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或作凡神所默示的聖經〕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

(她)所有每一個的 (她)經文 (她)乃神吹氣吐風的 並且 (他)合效益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教訓教導，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指證督責，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在上面再向上促使豎正直立，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管教訓練 到於(她)那 在內 在對(她)至義；
[經文變異RT]

(她)所有每一個的 (她)經文 (她)乃神吹氣吐風的 並且 (他)合效益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教訓教導，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指證確據，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在上面再向上促使豎正直立，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管教訓練 到於(她)那 在內 在對(她)至義；

提後 3:17 i[na a;rtioj h=| ò tou/ qeou/ a;nqrwpoj( pro.j pa/n e;rgon avgaqo.n evxhrtisme,nojÅ
That the man of God may be perfect, throughly furnished unto all good works.
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為要 (他)裝備妥當的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是 (他)那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人，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它)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工作 到於(它)良善的 (他)現在已經被向外使成裝備妥當了的。

提後 4:1 Diamartu,romai evnw,pion tou/ qeou/ kai. Cristou/ VIhsou/ tou/ me,llontoj kri,nein zw/ntaj kai. nekrou,j(
kai. th.n evpifa,neian auvtou/ kai. th.n basilei,an auvtou/\
I charge thee therefore before God, and the Lord Jesus Christ, who shall judge the quick and the dead at his
appearing and his kingdom;
我在神面前，並在將來審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穌面前，憑著他的顯現和他的國度囑咐你，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誠摯地作見證 在面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從屬(他)基督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那

從屬(他)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的 現要去持續區別審斷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活了的 並且 到於(他們)死掉的，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顯現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誠摯地作見證 這樣 我 在面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從屬(他)那 從屬(他)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的 現要去持續區別審斷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活了的

並且 到於(他們)死掉的，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那 到於(她)顯現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同一者，

提後 4:2 kh,ruxon to.n lo,gon( evpi,sthqi euvkai,rwj avkai,rwj( e;legxon( evpiti,mhson( paraka,leson( evn pa,sh|
makroqumi,a| kai. didach/|Å
Preach the word; be instant in season, out of season; reprove, rebuke, exhort with all longsuffering and doctrine.
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總要專心，並用百般的忍耐，各樣的教訓，責備人，警戒人，勸勉人。

你那時(也是)就要傳達宣講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你那時(也是)就要立定站住在上面 好時機地

沒有時機地； 你那時(也是)就要指證駁斥， 你那時(也是)就要評斷申誡， 你那時(也是)就要勸勉請求， 在內

在對(她)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她)恆忍耐性 並且 在對(她)教授講訓。

提後 4:3 e;stai ga.r kairo.j o[te th/j ùgiainou,shj didaskali,aj ouvk avne,xontai avlla. kata. ta.j ivdi,aj evpiqumi,aj
eàutoi/j evpiswreu,sousin didaska,louj knhqo,menoi th.n avkoh.n
For the time will come when they will not endure sound doctrine; but after their own lusts shall they heap to
themselves teachers, having itching ears;
因為時候要到，人必厭煩純正的道理；耳朵發癢，就隨從自己的情慾，增添好些師傅；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因為 (他)場合時節 當這時地 從屬(她)那 從屬(她)現正持續促為成長健全了的 從屬(她)教訓教導

不是/不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支撐忍受； 但乃是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私人個別的

到於(她們)渴想慕戀 在對(他們)同一者自己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在上面行堆起累積 到於(他們)老師，

(他們)現正持續被搔癢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聽聞；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因為 (他)場合時節 當這時地 從屬(她)那 從屬(她)現正持續促為成長健全了的 從屬(她)教訓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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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不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支撐忍受； 但乃是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渴想慕戀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私人個別的 在對(他們)同一者自己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在上面行堆起累積

到於(他們)老師， (他們)現正持續被搔癢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聽聞；

提後 4:4 kai. avpo. me.n th/j avlhqei,aj th.n avkoh.n avpostre,yousin( evpi. de. tou.j mu,qouj evktraph,sontaiÅ
And they shall turn away their ears from the truth, and shall be turned unto fables.
並且掩耳不聽真道，偏向荒渺的言語。

並且 從那裏離開 的確 從屬(她)那 從屬(她)真情實理 到於(她)那 到於(她)聽聞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從那裏轉動翻轉， <在上面>到上面 然而也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故事講述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被轉動偏開。

提後 4:5 su. de. nh/fe evn pa/sin( kakopa,qhson( e;rgon poi,hson euvaggelistou/( th.n diakoni,an sou plhrofo,rhsonÅ
But watch thou in all things, endure afflictions, do the work of an evangelist, make full proof of thy ministry.
你卻要凡事謹慎，忍受苦難，作傳道的工夫，盡你的職分。

你 然而也 你現在就要持續清醒謹慎 在內 在對(它們)所有每一個的註1， 你那時(也是)就要承受苦難， 到於(它)工作

你那時(也是)就要行出作成 從屬(他)傳福音佳訊者， 到於(她)那 到於(她)職務服事 從屬你

你那時(也是)就要完滿地實踐確認。

註1：“在對(它們)所有每一個的”文法上亦可以為“在對(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提後 4:6 VEgw. ga.r h;dh spe,ndomai( kai. ò kairo.j th/j avnalu,sew,j mou evfe,sthkenÅ
For I am now ready to be offered, and the time of my departure is at hand.
我現在被澆奠，我離世的時候到了。

我 因為 甚而已然如此地 我現在持續被澆為奠酒， 並且 (他)那 (他)場合時節 從屬(她)那 從屬(她)鬆脫開 從屬我

他/她/它現在已經立定站住在上面。
[經文變異RT]

我 因為 甚而已然如此地 我現在持續被澆為奠酒， 並且 (他)那 (他)場合時節 從屬(她)那 從屬(她)我之物

從屬(她)鬆脫開 他/她/它現在已經立定站住在上面。

提後 4:7 to.n kalo.n avgw/na hvgw,nismai( to.n dro,mon tete,leka( th.n pi,stin teth,rhka\
I have fought a good fight, I have finished my course, I have kept the faith:
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美好適當的 到於(他)比賽爭競 我現在已經讓自己/被努力奮鬥， 到於(他)那 到於(他)賽跑歷程

我現在已經完成， 到於(她)那 到於(她)信 我現在已經行看護守衛；
[經文變異RT]

到於(他)那 到於(他)比賽爭競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美好適當的 我現在已經讓自己/被努力奮鬥， 到於(他)那

到於(他)賽跑歷程 我現在已經完成， 到於(她)那 到於(她)信 我現在已經行看護守衛；

提後 4:8 loipo.n avpo,keitai, moi ò th/j dikaiosu,nhj ste,fanoj( o]n avpodw,sei moi ò ku,rioj evn evkei,nh| th/| hm̀e,ra|( ò
di,kaioj krith,j( ouv mo,non de. evmoi. avlla. kai. pa/si toi/j hvgaphko,si th.n evpifa,neian auvtou/Å
Henceforth there is laid up for me a crown of righteousness, which the Lord, the righteous judge, shall give me
at that day: and not to me only, but unto all them also that love his appearing.
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就是按著公義審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賜給我的；不但賜給我，也賜給凡愛慕他

顯現的人。

到於(它)此後的/此外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擱開保留 在對我 (他)那 從屬(她)那 從屬(她)至義 (他)花冠，

到於(他)這個 他/她/它將要(持續)從那裏給與 在對我 (他)那 (他)主人 在內 在對(她)在那裏的那個 在對(她)那

在對(她)日子/白日 (他)那 (他)具公平正義的 (他)審判官； 不是/不 僅有單獨地 然而也 在對"我"， 但乃是 並且

在對(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在已經愛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顯現 從屬(他)同一者。

提後 4:9 Spou,dason evlqei/n pro,j me tace,wj\
Do thy diligence to come shortly unto me:
你要趕緊的到我這裏來。

你那時(也是)就要殷勤熱心 那時(也是)要去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我 快快地；

提後 4:10 Dhma/j ga,r me evgkate,lipen avgaph,saj to.n nu/n aivw/na kai. evporeu,qh eivj Qessaloni,khn( Krh,skhj eivj
Galati,an( Ti,toj eivj Dalmati,an\
For Demas hath forsaken me, having loved this present world, and is departed unto Thessalonica; Crescens to
Galatia, Titus unto Dalmatia.
因為底馬貪愛現今的世界，就離棄我往帖撒羅尼迦去了；革勒士往加拉太去；提多往撻馬太去；

(他)底馬 因為 到於我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內遺留下， (他)那時(也是)愛了的 到於(他)那 現在此時地

到於(他)世紀時代，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行去 向內進入 到於(她)帖撒羅尼迦； (他)革勒士 向內進入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  簡易閲讀版  1289

1289

到於(她)加拉太， (他)提多 向內進入 到於(她)撻馬太；
[經文變異WH]

(他)底馬 因為 到於我 他/她/它當時持續在內遺留下， (他)那時(也是)愛了的 到於(他)那 現在此時地

到於(他)世紀時代，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行去 向內進入 到於(她)帖撒羅尼迦； (他)革勒士 向內進入

到於(她)加拉太， (他)提多 向內進入 到於(她)撻馬太；

提後 4:11 Louka/j evstin mo,noj metV evmou/Å Ma/rkon avnalabw.n a;ge meta. seautou/( e;stin ga,r moi eu;crhstoj eivj
diakoni,anÅ
Only Luke is with me. Take Mark, and bring him with thee: for he is profitable to me for the ministry.
獨有路加在我這裏。你來的時候要把馬可帶來；因為他在傳道的事上於我有益處。〔傳道或作服事我〕

(他)路加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僅有單獨的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我"。 到於(他)馬可 (他)那時(也是)向上拿取了的

你現在就要持續帶領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你自己；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因為 在對我 (他)很好合宜恩慈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職務服事。

提後 4:12 Tu,cikon de. avpe,steila eivj :EfesonÅ
And Tychicus have I sent to Ephesus.
我已經打發推基古往以弗所去。

到於(他)推基古 然而也 我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向內進入 到於(她)以弗所。

提後 4:13 to.n failo,nhn o]n avpe,lipon evn Trw|a,di para. Ka,rpw| evrco,menoj fe,re( kai. ta. bibli,a ma,lista ta.j
membra,najÅ
The cloke that I left at Troas with Carpus, when thou comest, bring with thee, and the books, but especially the
parchments.
我在特羅亞留於加布的那件外衣，你來的時候可以帶來；那些書也要帶來；更要緊的是那些皮卷。

到於(他)那 到於(他)披風外衣 到於(他)這個 我那時(也是)從那裏遺下留後 在內 在對(她)特羅亞 <在旁邊>在旁邊

在對(他)加布，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你現在就要持續負載攜帶，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小書卷， 最特別尤其地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皮紙文稿。

提後 4:14 VAle,xandroj ò calkeu.j polla, moi kaka. evnedei,xato\ avpodw,sei auvtw/| ò ku,rioj kata. ta. e;rga auvtou/\
Alexander the coppersmith did me much evil: the Lord reward him according to his works:
銅匠亞力山大多多的害我；主必照他所行的報應他。

(他)亞力山大 (他)那 (他)銅匠 到於(它們)許多的 在對我 到於(它們)卑劣不好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在內顯示展現； 他/她/它將要(持續)從那裏給與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主人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工作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亞力山大 (他)那 (他)銅匠 到於(它們)許多的 在對我 到於(它們)卑劣不好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在內顯示展現； 他/她/它那時(也是)可以從那裏給與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主人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工作 從屬(他)同一者；

提後 4:15 o]n kai. su. fula,ssou( li,an ga.r avnte,sth toi/j hm̀ete,roij lo,goijÅ
Of whom be thou ware also; for he hath greatly withstood our words.
你也要防備他；因為他極力敵擋了我們的話。

到於(他)這個 並且 你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看管守護； 極度非常地 因為 他/她/它那時(也是)對立抗拒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我們之物 在對(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經文變異RT]

到於(他)這個 並且 你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看管守護； 極度非常地 因為 他/她/它現在已經對立抗拒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我們之物 在對(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提後 4:16 VEn th/| prw,th| mou avpologi,a| ouvdei,j moi parege,neto( avlla. pa,ntej me evgkate,lipon\ mh. auvtoi/j
logisqei,h\
At my first answer no man stood with me, but all men forsook me: I pray God that it may not be laid to their
charge.
我初次申訴，沒有人前來幫助，竟都離棄我；但願這罪不歸與他們。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首先的 從屬我 在對(她)申訴答辯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在對我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來到旁邊， 但乃是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我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在內遺留下；

不會/不要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可以被估算。
[經文變異RT]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首先的 從屬我 在對(她)申訴答辯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在對我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一起來到旁邊， 但乃是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我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在內遺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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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不要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可以被估算。
[經文變異WH]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首先的 從屬我 在對(她)申訴答辯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在對我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來到旁邊， 但乃是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我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在內遺留下；

不會/不要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可以被估算。

提後 4:17 ò de. ku,rio,j moi pare,sth kai. evneduna,mwse,n me( i[na diV evmou/ to. kh,rugma plhroforhqh/| kai.
avkou,swsin pa,nta ta. e;qnh( kai. evrru,sqhn evk sto,matoj le,ontojÅ
Notwithstanding the Lord stood with me, and strengthened me; that by me the preaching might be fully known,
and that all the Gentiles might hear: and I was delivered out of the mouth of the lion.
惟有主站在我旁邊，加給我力量，使福音被我盡都傳明，叫外邦人都聽見；我也從獅子口裏被救出來。

(他)那 然而也 (他)主人 在對我 他/她/它那時(也是)立定站住在旁邊，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促使有能力權能在內

到於我； 為要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我" (它)那 (它)所傳達宣講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完滿地實踐確認，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聲聞耳聽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註1
(它們)那些 (它們)種族邦國； 並且 我那時(也是)被搭救

向外出來 從屬(它)口/嘴 從屬(他)獅子。

註1：“(它們)所有每一個的”文法上亦可以為“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主人 在對我 他/她/它那時(也是)立定站住在旁邊，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促使有能力權能在內

到於我； 為要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我" (它)那 (它)所傳達宣講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完滿地實踐確認，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聲聞耳聽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它們)那些 (它們)種族邦國； 並且 我那時(也是)被搭救

向外出來 從屬(它)口/嘴 從屬(他)獅子。

提後 4:18 rù,setai, me ò ku,rioj avpo. panto.j e;rgou ponhrou/ kai. sw,sei eivj th.n basilei,an auvtou/ th.n evpoura,nion\
w-| h` do,xa eivj tou.j aivw/naj tw/n aivw,nwn( avmh,nÅ
And the Lord shall deliver me from every evil work, and will preserve me unto his heavenly kingdom: to whom
be glory for ever and ever. Amen.
主必救我脫離諸般的兇惡，也必救我進他的天國。願榮耀歸給他，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搭救 到於我 (他)那 (他)主人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它)工作

從屬(它)惡的，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拯救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在天上的； 在對(他)這個 (她)那 (她)榮耀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世紀時代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世紀時代。 阿們。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搭救 到於我 (他)那 (他)主人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它)工作

從屬(它)惡的，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拯救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在天上的； 在對(他)這個 (她)那 (她)榮耀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世紀時代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世紀時代。 阿們。

提後 4:19 :Aspasai Pri,skan kai. VAku,lan kai. to.n VOnhsifo,rou oi=konÅ
Salute Prisca and Aquila, and the household of Onesiphorus.
問百基拉，亞居拉，和阿尼色弗一家的人安。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擁抱問安 到於(她)百基拉 並且 到於(他)亞居拉 並且 到於(他)那 從屬(他)阿尼色弗

到於(他)住處家室。

提後 4:20 :Erastoj e;meinen evn Kori,nqw|( Tro,fimon de. avpe,lipon evn Milh,tw| avsqenou/ntaÅ
Erastus abode at Corinth: but Trophimus have I left at Miletum sick.
以拉都在哥林多住下了。特羅非摩病了，我就留他在米利都。

(他)以拉都 他/她/它那時(也是)停留持守 在內 在對(她)哥林多； 到於(他)特羅非摩 然而也

我那時(也是)從那裏遺下留後 在內 在對(她)米利都 到於(他)現正持續成軟弱無力了的。

提後 4:21 Spou,dason pro. ceimw/noj evlqei/nÅ VAspa,zetai, se Eu;bouloj kai. Pou,dhj kai. Li,noj kai. Klaudi,a kai.
oi` avdelfoi. pa,ntejÅ
Do thy diligence to come before winter. Eubulus greeteth thee, and Pudens, and Linus, and Claudia, and all the
brethren.
你要趕緊在冬天以前到我這裏來。有友布羅，布田，利奴，革老底亞和眾弟兄，都問你安。

你那時(也是)就要殷勤熱心 在前面 從屬(他)冬天暴風雨氣候 那時(也是)要去到來前往。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擁抱問安 到於你 (他)友布羅 並且 (他)布田 並且 (他)利奴 並且 (她)革老底亞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弟兄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提後 4:22 ~O ku,rioj meta. tou/ pneu,mato,j souÅ h` ca,rij meqV ùmw/n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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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ord Jesus Christ be with thy spirit. Grace be with you. Amen.
願主與你的靈同在。願恩惠常與你們同在。

(他)那 (他)主人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它)那 從屬(它)靈/風 從屬你。 (她)那 (她)恩典惠意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你們。
[經文變異RT]

(他)那 (他)主人 (他)耶穌 (他)基督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它)那 從屬(它)靈/風 從屬你。 (她)那 (她)恩典惠意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你們。 阿們。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提摩太 (她)第二的 從屬(她)那

從屬(他們)以弗所人的 從屬(她)傳召 到於(他)首先的 到於(他)監督 到於(他)那時(也是)被選立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刻寫記載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羅馬， 當這時地 向外出來 從屬(它)第二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立定站住在旁邊 (他)保羅 在對(他)那 在對(他)該撒 在對(他)尼祿。
[經文變異MT]

(他)那 (他)主人 (他)耶穌 (他)基督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它)那 從屬(它)靈/風 從屬你。 (她)那 (她)恩典惠意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你們。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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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多書 // Titus

多 1:1 Pau/loj dou/loj qeou/( avpo,stoloj de. VIhsou/ Cristou/ kata. pi,stin evklektw/n qeou/ kai. evpi,gnwsin avlhqei,aj
th/j katV euvse,beian
Paul, a servant of God, and an apostle of Jesus Christ, according to the faith of God's elect, and the
acknowledging of the truth which is after godliness;
神的僕人，耶穌基督的使徒保羅，憑著神選民的信心，與敬虔真理的知識，

(他)保羅 (他)奴僕 從屬(他)神， (他)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然而也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信 從屬(他們)乃挑選的 從屬(他)神 並且 到於(她)清楚認識知道 從屬(她)真情實理 從屬(她)那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至誠敬虔，

多 1:2 evpV evlpi,di zwh/j aivwni,ou( h]n evphggei,lato ò avyeudh.j qeo.j pro. cro,nwn aivwni,wn(
In hope of eternal life, which God, that cannot lie, promised before the world began;
盼望那無謊言的神，在萬古之先所應許的永生，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期盼指望 從屬(她)生命 從屬(她)時世恆久的， 到於(她)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應承許諾 (他)那 (他)沒有虛假欺謊的 (他)神 在前面 從屬(他們)時段期間

從屬(他們)時世恆久的，

多 1:3 evfane,rwsen de. kairoi/j ivdi,oij to.n lo,gon auvtou/ evn khru,gmati( o] evpisteu,qhn evgw. katV evpitagh.n tou/
swth/roj hm̀w/n qeou/(
But hath in due times manifested his word through preaching, which is committed unto me according to the
commandment of God our Saviour;
到了日期，藉著傳揚的工夫，把他的道顯明了；這傳揚的責任，是按著神我們救主的命令交託了我。

他/她/它那時(也是)促使成促為照亮顯明 然而也 在對(他們)場合時節 在對(他們)私人個別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它)所傳達宣講， 到於(它)這個 我那時(也是)被置信信託 我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指令規定 從屬(他)那 從屬(他)救主 從屬我們 從屬(他)神；

多 1:4 Ti,tw| gnhsi,w| te,knw| kata. koinh.n pi,stin( ca,rij kai. eivrh,nh avpo. qeou/ patro.j kai. Cristou/ VIhsou/ tou/
swth/roj hm̀w/nÅ
To Titus, mine own son after the common faith: Grace, mercy, and peace, from God the Father and the Lord
Jesus Christ our Saviour.
現在寫信給提多，就是照著我們共信之道作我真兒子的；願恩惠平安，從父神和我們的救主基督耶穌，歸與你。

在對(他)提多 在對(它)嫡系正宗的 在對(它)孩子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通俗共有的 到於(她)信： (她)恩典惠意

並且 (她)和平安寧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神 從屬(他)父親 並且 從屬(他)基督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那 從屬(他)救主

從屬我們。
[經文變異RT]

在對(他)提多 在對(它)嫡系正宗的 在對(它)孩子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通俗共有的 到於(她)信： (她)恩典惠意

(它)憐憫慈悲 (她)和平安寧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神 從屬(他)父親 並且 從屬(他)主人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從屬(他)那 從屬(他)救主 從屬我們。

多 1:5 Tou,tou ca,rin avpe,lipo,n se evn Krh,th|( i[na ta. lei,ponta evpidiorqw,sh| kai. katasth,sh|j kata. po,lin
presbute,rouj( ẁj evgw, soi dietaxa,mhn(
For this cause left I thee in Crete, that thou shouldest set in order the things that are wanting, and ordain elders
in every city, as I had appointed thee:
我從前留你在革哩底，是要你將那沒有辦完的事都辦整齊了，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設立長老；

從屬(它)那同一者 有利於此地 我那時(也是)從那裏遺下留後 到於你 在內 在對(她)革哩底， 為要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現正持續遺下留後了的 你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在上面徹底規正整頓， 並且 你那時(也是)應該設立派定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城邑 到於(他們)更年長的， 正如地 我 在對你 我那時(也是)讓自己制定定規；
[經文變異RT]

從屬(它)那同一者 有利於此地 我那時(也是)遺留下 到於你 在內 在對(她)革哩底， 為要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現正持續遺下留後了的 你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在上面徹底規正整頓， 並且 你那時(也是)應該設立派定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城邑 到於(他們)更年長的， 正如地 我 在對你 我那時(也是)讓自己制定定規；

多 1:6 ei; ti,j evstin avne,gklhtoj( mia/j gunaiko.j avnh,r( te,kna e;cwn pista,( mh. evn kathgori,a| avswti,aj h'
avnupo,taktaÅ
If any be blameless, the husband of one wife, having faithful children not accused of riot or unruly.
若有無可指責的人，只作一個婦人的丈夫，兒女也是信主的，沒有人告他們是放蕩不服約束的，就可以設立。

若是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無可控訴的， 從屬(她)一個/第一 從屬(她)女人 (他)男人/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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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於(它們)孩子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它們)誠且信的， 不會/不要 在內 在對(她)控告指控 從屬(她)恣意放蕩

甚或/或而 到於(它們)不服從約束的。

多 1:7 dei/ ga.r to.n evpi,skopon avne,gklhton ei=nai ẁj qeou/ oivkono,mon( mh. auvqa,dh( mh. ovrgi,lon( mh. pa,roinon( mh.
plh,kthn( mh. aivscrokerdh/(
For a bishop must be blameless, as the steward of God; not selfwilled, not soon angry, not given to wine, no
striker, not given to filthy lucre;
監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須無可指責，不任性，不暴躁，不因酒滋事，不打人，不貪無義之財，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因為 到於(他)那 到於(他)監督 到於(他)無可控訴的 現要去持續是 正如地

從屬(他)神 到於(他)經理管家， 不會/不要 到於(他)自悅任性的， 不會/不要 到於(他)激動易怒的， 不會/不要

到於(他)酗酒的， 不會/不要 到於(他)好鬥者， 不會/不要 到於(他)唯利是圖的；

多 1:8 avlla. filo,xenon fila,gaqon sw,frona di,kaion o[sion evgkrath/(
But a lover of hospitality, a lover of good men, sober, just, holy, temperate;
樂意接待遠人，好善，莊重，公平，聖潔，自持；

但乃是 到於(他)愛心對待陌生客旅的， 到於(他)喜愛良善的， 到於(他)心智清明謹守的， 到於(他)具公平正義的，

到於(他)具純正聖善的， 到於(他)主控自約的；

多 1:9 avnteco,menon tou/ kata. th.n didach.n pistou/ lo,gou( i[na dunato.j h=| kai. parakalei/n evn th/| didaskali,a| th/|
ug̀iainou,sh| kai. tou.j avntile,gontaj evle,gceinÅ
Holding fast the faithful word as he hath been taught, that he may be able by sound doctrine both to exhort and
to convince the gainsayers.
堅守所教真實的道理，就能將純正的教訓勸化人；又能把爭辯的人駁倒了。

到於(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緊靠支持了的 從屬(他)那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那 到於(她)教授講訓 從屬(他)誠且信的

從屬(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為要 (他)乃能夠可能的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是 並且 現要去持續勸勉請求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教訓教導 在對(她)那 在對(她)現正持續促為成長健全了的，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辯駁對抗了的 現要去持續指證駁斥。

多 1:10 Eivsi.n ga.r polloi. Îkai.Ð avnupo,taktoi( mataiolo,goi kai. frenapa,tai( ma,lista oì evk th/j peritomh/j(
For there are many unruly and vain talkers and deceivers, specially they of the circumcision:
因為有許多人不服約束，說虛空話，欺哄人；那奉割禮的，更是這樣。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因為 (他們)許多的 並且 (他們)不服從約束的， (他們)虛妄無益地道說的 並且

(他們)誤導誘騙者， 最特別尤其地 (他們)那些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割禮，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因為 (他們)許多的 並且 (他們)不服從約束的， (他們)虛妄無益地道說的 並且

(他們)誤導誘騙者， 最特別尤其地 (他們)那些 向外出來 從屬(她)割禮，
[經文變異WH]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因為 (他們)許多的 (他們)不服從約束的， (他們)虛妄無益地道說的 並且 (他們)誤導誘騙者，

最特別尤其地 (他們)那些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割禮，

多 1:11 ou]j dei/ evpistomi,zein( oi[tinej o[louj oi;kouj avnatre,pousin dida,skontej a] mh. dei/ aivscrou/ ke,rdouj ca,rinÅ
Whose mouths must be stopped, who subvert whole houses, teaching things which they ought not, for filthy
lucre's sake.
這些人的口總要堵住；他們因貪不義之財，將不該教導的教導人，敗壞人的全家。

到於(他們)這些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現要去持續堵住口； (他們)這個任何什麼

到於(他們)整個全部的 到於(他們)住處家室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推翻顛覆， (他們)現正持續教導了的 到於(它們)這些個

不會/不要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從屬(它)損形恥辱的 從屬(它)利潤收益 有利於此地。

多 1:12 ei=pe,n tij evx auvtw/n i;dioj auvtw/n profh,thj( Krh/tej avei. yeu/stai( kaka. qhri,a( gaste,rej avrgai,Å
One of themselves, even a prophet of their own, said, The Cretians are alway liars, evil beasts, slow bellies.
有革哩底人中的一個本地先知說：『革哩底人常說謊話，乃是惡獸，又饞又懶；』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任何什麼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私人個別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他們)革哩底人 總是時常地 (他們)說謊作假者， (它們)卑劣不好的 (它們)野獸，

(她們)肚腹 (她們)閒散停頓的。

多 1:13 h` marturi,a au[th evsti.n avlhqh,jÅ diV h]n aivti,an e;legce auvtou.j avpoto,mwj( i[na ùgiai,nwsin evn th/| pi,stei(
This witness is true. Wherefore rebuke them sharply, that they may be sound in the faith;
這個見證是真的。所以你要嚴嚴的責備他們，使他們在真道上純全無疵；

(她)那 (她)作證 (她)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誠正真實的。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她)這個

到於(她)索問要求之因由 你現在就要持續指證駁斥 到於(他們)同一者 嚴厲獨斷地， 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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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促為成長健全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信，

多 1:14 mh. prose,contej VIoudai?koi/j mu,qoij kai. evntolai/j avnqrw,pwn avpostrefome,nwn th.n avlh,qeianÅ
Not giving heed to Jewish fables, and commandments of men, that turn from the truth.
不聽猶太人荒渺的言語，和離棄真道之人的誡命。

不會/不要 (他們)現正持續留神注意了的 在對(他們)屬猶太人的 在對(他們)故事講述 並且 在對(她們)誡律命令

從屬(他們)人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從那裏轉動翻轉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真情實理。

多 1:15 pa,nta kaqara. toi/j kaqaroi/j\ toi/j de. memiamme,noij kai. avpi,stoij ouvde.n kaqaro,n( avlla. memi,antai auvtw/n
kai. ò nou/j kai. h` sunei,dhsijÅ
Unto the pure all things are pure: but unto them that are defiled and unbelieving is nothing pure; but even their
mind and conscience is defiled.
在潔淨的人，凡物都潔淨；在污穢不信的人，甚麼都不潔淨；連心地和天良也都污穢了。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它們)乾淨純潔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乾淨純潔的； 在對(他們)那些 然而也

在對(他們)現在已經被沾染玷污了的 並且 在對(他們)不誠不信的 (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它)乾淨純潔的； 但乃是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沾染玷污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那 (他)悟念知性 並且 (她)那 (她)自覺良心。
[經文變異RT]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的確 (它們)乾淨純潔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乾淨純潔的； 在對(他們)那些 然而也

在對(他們)現在已經被沾染玷污了的 並且 在對(他們)不誠不信的 (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它)乾淨純潔的； 但乃是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沾染玷污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那 (他)悟念知性 並且 (她)那 (她)自覺良心。

多 1:16 qeo.n òmologou/sin eivde,nai( toi/j de. e;rgoij avrnou/ntai( bdeluktoi. o;ntej kai. avpeiqei/j kai. pro.j pa/n e;rgon
avgaqo.n avdo,kimoiÅ
They profess that they know God; but in works they deny him, being abominable, and disobedient, and unto
every good work reprobate.
他們說是認識神，行事卻和他相背；本是可憎惡的，是悖逆的，在各樣善事上是可廢棄的。

到於(他)神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同意承認 現已經去看見察覺； 在對(它們)那些 然而也 在對(它們)工作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否認拒絕， (他們)可厭憎的 (他們)現正持續是了的 並且 (他們)頑固不信的 並且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它)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工作 到於(它)良善的 (他們)驗明不實的。

多 2:1 Su. de. la,lei a] pre,pei th/| ùgiainou,sh| didaskali,a|Å
But speak thou the things which become sound doctrine:
但你所講的，總要合乎那純正的道理；

你 然而也 你現在就要持續發言講說 到於(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突顯適宜 在對(她)那

在對(她)現正持續促為成長健全了的 在對(她)教訓教導：

多 2:2 presbu,taj nhfali,ouj ei=nai( semnou,j( sw,fronaj( ùgiai,nontaj th/| pi,stei( th/| avga,ph|( th/| ùpomonh/|\
That the aged men be sober, grave, temperate, sound in faith, in charity, in patience.
勸老年人，要有節制，端莊，自守，在信心愛心忍耐上，都要純全無疵。

到於(他們)老年人 到於(他們)具清醒謹慎的 現要去持續是， 到於(他們)嚴肅莊重的， 到於(他們)心智清明謹守的，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促為成長健全了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信， 在對(她)那 在對(她)愛， 在對(她)那

在對(她)堅忍持守；

多 2:3 presbu,tidaj ws̀au,twj evn katasth,mati ìeroprepei/j( mh. diabo,louj mh. oi;nw| pollw/| dedoulwme,naj(
kalodidaska,louj(
The aged women likewise, that they be in behaviour as becometh holiness, not false accusers, not given to
much wine, teachers of good things;
又勸老年婦人，舉止行動要恭敬，不說讒言，不給酒作奴僕，用善道教訓人；

到於(她們)老年婦人 正如同一樣式地 在內 在對(它)行為舉止 到於(她們)神聖恭敬的， 不會/不要

到於(她們)詆辱中傷的[常指魔鬼]， 不會/不要 在對(他)酒 在對(他)許多的 到於(她們)現在已經被促使成奴僕了的，

到於(她們)教導明德善道的；
[經文變異WH]

到於(她們)老年婦人 正如同一樣式地 在內 在對(它)行為舉止 到於(她們)神聖恭敬的， 然而也不要

到於(她們)詆辱中傷的[常指魔鬼]， 不會/不要 在對(他)酒 在對(他)許多的 到於(她們)現在已經被促使成奴僕了的，

到於(她們)教導明德善道的；

多 2:4 i[na swfroni,zwsin ta.j ne,aj fila,ndrouj ei=nai( filote,knouj
That they may teach the young women to be sober, to love their husbands, to love their children,
好指教少年婦人，愛丈夫，愛兒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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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要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使為心智清明謹守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新初年淺的 到於(她們)喜愛丈夫的

現要去持續是， 到於(她們)喜愛孩子的，

多 2:5 sw,fronaj àgna.j oivkourgou.j avgaqa,j( ùpotassome,naj toi/j ivdi,oij avndra,sin( i[na mh. ò lo,goj tou/ qeou/
blasfhmh/taiÅ
To be discreet, chaste, keepers at home, good, obedient to their own husbands, that the word of God be not
blasphemed.
謹守，貞潔，料理家務，待人有恩，順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毀謗。

到於(她們)心智清明謹守的， 到於(她們)聖潔的， 到於(她們)照料住家的， 到於(她們)良善的，

到於(她們)現正持續被使服膺服從了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私人個別的 在對(他們)男人/丈夫， 為要 不會/不要

(他)那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被謗瀆。
[經文變異RT]

到於(她們)心智清明謹守的， 到於(她們)聖潔的， 到於(她們)看守住家的， 到於(她們)良善的，

到於(她們)現正持續被使服膺服從了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私人個別的 在對(他們)男人/丈夫， 為要 不會/不要

(他)那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被謗瀆。

多 2:6 tou.j newte,rouj ws̀au,twj paraka,lei swfronei/n
Young men likewise exhort to be sober minded.
又勸少年人要謹守；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更新初年淺的 正如同一樣式地 你現在就要持續勸勉請求 現要去持續成心智清明謹守，
[不同標點]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更新初年淺的 正如同一樣式地 你現在就要持續勸勉請求 現要去持續成心智清明謹守

多 2:7 peri. pa,nta( seauto.n pareco,menoj tu,pon kalw/n e;rgwn( evn th/| didaskali,a| avfqori,an( semno,thta(
In all things shewing thyself a pattern of good works: in doctrine shewing uncorruptness, gravity, sincerity,
你自己凡事要顯出善行的榜樣，在教訓上要正直，端莊，

<在周圍>在周圍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你自己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展示提供了的 到於(他)印模樣本

從屬(它們)美好適當的 從屬(它們)工作，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教訓教導 到於(她)不朽敗朽壞，

到於(她)莊嚴端正，
[不同標點]

<在周圍>在周圍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你自己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展示提供了的 到於(他)印模樣本

從屬(它們)美好適當的 從屬(它們)工作，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教訓教導 到於(她)不朽敗朽壞，

到於(她)莊嚴端正，
[經文變異RT]

<在周圍>在周圍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你自己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展示提供了的 到於(他)印模樣本

從屬(它們)美好適當的 從屬(它們)工作，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教訓教導 到於(她)徹底不朽敗朽壞，

到於(她)莊嚴端正，

多 2:8 lo,gon ùgih/ avkata,gnwston( i[na ò evx evnanti,aj evntraph/| mhde.n e;cwn le,gein peri. hm̀w/n fau/lonÅ
Sound speech, that cannot be condemned; that he that is of the contrary part may be ashamed, having no evil
thing to say of you.
言語純全，無可指責，叫那反對的人，既無處可說我們的不是，便自覺羞愧。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到於(他)成長健全的， 到於(他)無可反對責難的； 為要 (他)那 向外出來

從屬(她)相對拮抗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反轉降卑， 到於(它)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現要去持續道說 <在周圍>關於 從屬我們 到於(它)低俗缺德的。
[經文變異RT]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到於(他)成長健全的， 到於(他)無可反對責難的； 為要 (他)那 向外出來

從屬(她)相對拮抗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反轉降卑， 到於(它)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在周圍>關於 從屬你們 現要去持續道說 到於(它)低俗缺德的。

多 2:9 dou,louj ivdi,oij despo,taij ùpota,ssesqai evn pa/sin( euvare,stouj ei=nai( mh. avntile,gontaj(
Exhort servants to be obedient unto their own masters, and to please them well in all things; not answering
again;
勸僕人要順服自己的主人，凡事討他的喜歡；不可頂撞他；

到於(他們)奴僕 在對(他們)私人個別的 在對(他們)主宰者 現要去持續被使服膺服從註1 在內 在對(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們)可喜悅的 現要去持續是， 不會/不要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辯駁對抗了的，

註1：“現要去持續被使服膺服從”文法上亦可以為“現要去持續讓自己使服膺服從”。

[不同標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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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於(他們)奴僕 在對(他們)私人個別的 在對(他們)主宰者 現要去持續被使服膺服從， 在內 在對(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們)可喜悅的 現要去持續是， 不會/不要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辯駁對抗了的，

多 2:10 mh. nosfizome,nouj( avlla. pa/san pi,stin evndeiknume,nouj avgaqh,n( i[na th.n didaskali,an th.n tou/ swth/roj
hm̀w/n qeou/ kosmw/sin evn pa/sinÅ
Not purloining, but shewing all good fidelity; that they may adorn the doctrine of God our Saviour in all things.
不可私拿東西；要顯為忠誠，以致凡事尊榮我們救主神的道；

不會/不要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扣押挪用了的， 但乃是 到於(她)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信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在內顯示展現了的 到於(她)良善的； 為要 到於(她)那 到於(她)教訓教導 到於(她)那

從屬(他)那 從屬(他)救主 從屬我們 從屬(他)神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有美容妝束 在內 在對(它們)所有每一個的註1。

註1：“在對(它們)所有每一個的”文法上亦可以為“在對(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不同標點]

不會/不要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扣押挪用了的， 但乃是 到於(她)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信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在內顯示展現了的 到於(她)良善的， 為要 到於(她)那 到於(她)教訓教導 到於(她)那

從屬(他)那 從屬(他)救主 從屬我們 從屬(他)神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有美容妝束 在內 在對(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經文變異RT]

不會/不要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扣押挪用了的， 但乃是 到於(她)信 到於(她)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在內顯示展現了的 到於(她)良善的； 為要 到於(她)那 到於(她)教訓教導 從屬(他)那

從屬(他)救主 從屬你們 從屬(他)神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有美容妝束 在內 在對(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經文變異MT]

不會/不要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扣押挪用了的， 但乃是 到於(她)信 到於(她)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在內顯示展現了的 到於(她)良善的； 為要 到於(她)那 到於(她)教訓教導 從屬(他)那

從屬(他)救主 從屬我們 從屬(他)神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有美容妝束 在內 在對(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多 2:11 VEpefa,nh ga.r h` ca,rij tou/ qeou/ swth,rioj pa/sin avnqrw,poij
For the grace of God that bringeth salvation hath appeared to all men,
因為神救眾人的恩典，已經顯明出來，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在上面促為照亮顯明 因為 (她)那 (她)恩典惠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她)具救恩的

在對(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們)人，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在上面促為照亮顯明 因為 (她)那 (她)恩典惠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她)那 (她)具救恩的

在對(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們)人，

多 2:12 paideu,ousa hm̀a/j( i[na avrnhsa,menoi th.n avse,beian kai. ta.j kosmika.j evpiqumi,aj swfro,nwj kai. dikai,wj
kai. euvsebw/j zh,swmen evn tw/| nu/n aivw/ni(
Teaching us that, denying ungodliness and worldly lusts, we should live soberly, righteously, and godly, in this
present world;
教訓我們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慾，在今世自守，公義，敬虔度日；

(她)現正持續訓練管教了的 到於我們， 為要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否認拒絕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不敬愛尊崇

並且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屬世界的 到於(她們)渴想慕戀， 心智清明謹守地 並且 具公平正義地 並且

虔心誠敬地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活 在內 在對(他)那 現在此時地 在對(他)世紀時代，

多 2:13 prosdeco,menoi th.n makari,an evlpi,da kai. evpifa,neian th/j do,xhj tou/ mega,lou qeou/ kai. swth/roj hm̀w/n
VIhsou/ Cristou/(
Looking for that blessed hope, and the glorious appearing of the great God and our Saviour Jesus Christ;
等候所盼望的福，並等候至大的神，和〔或作無和字〕我們救主耶穌基督的榮耀顯現。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在前面向著接納領受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蒙至高褔的 到於(她)期盼指望 並且

到於(她)顯現 從屬(她)那 從屬(她)榮耀 從屬(他)那 從屬(他)極大的 從屬(他)神 並且 從屬(他)救主 從屬我們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經文變異WH]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在前面向著接納領受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蒙至高褔的 到於(她)期盼指望 並且

到於(她)顯現 從屬(她)那 從屬(她)榮耀 從屬(他)那 從屬(他)極大的 從屬(他)神 並且 從屬(他)救主 從屬我們

從屬(他)基督 從屬(他)耶穌；

多 2:14 o]j e;dwken eàuto.n ùpe.r hm̀w/n( i[na lutrw,shtai hm̀a/j avpo. pa,shj avnomi,aj kai. kaqari,sh| eàutw/| lao.n
periou,sion( zhlwth.n kalw/n e;rgwnÅ
Who gave himself for us, that he might redeem us from all iniquity, and purify unto himself a peculiar people,
zealous of good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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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為我們捨了自己，要贖我們脫離一切罪惡，又潔淨我們，特作自己的子民，熱心為善。

(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我們，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救贖 到於我們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她)不法，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潔淨 在對(他)同一者自己 到於(他)人民百姓 到於(他)特別為自己的，

到於(他)具火熱激昂之情者 從屬(它們)美好適當的 從屬(它們)工作。

多 2:15 Tau/ta la,lei kai. paraka,lei kai. e;legce meta. pa,shj evpitagh/j\ mhdei,j sou perifronei,twÅ
These things speak, and exhort, and rebuke with all authority. Let no man despise thee.
這些事你要講明，勸戒人，用各等權柄責備人。不可叫人輕看你。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你現在就要持續發言講說 並且 你現在就要持續勸勉請求 並且 你現在就要持續指證駁斥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她)指令規定； (他)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從屬你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細察鄙視。

多 3:1 ~Upomi,mnh|ske auvtou.j avrcai/j evxousi,aij ùpota,ssesqai( peiqarcei/n( pro.j pa/n e;rgon avgaqo.n et̀oi,mouj
ei=nai(
Put them in mind to be subject to principalities and powers, to obey magistrates, to be ready to every good work,
你要提醒眾人，叫他們順服作官的，掌權的，遵他的命，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你現在就要持續在底下致使提醒記得 到於(他們)同一者 在對(她們)為起始為首 在對(她們)權柄掌握

現要去持續被使服膺服從註1， 現要去持續行聽命信從，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它)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工作

到於(它)良善的 到於(他們)妥切齊備的 現要去持續是，

註1：“現要去持續被使服膺服從”文法上亦可以為“現要去持續讓自己使服膺服從”。

[經文變異RT]

你現在就要持續在底下致使提醒記得 到於(他們)同一者 在對(她們)為起始為首 並且 在對(她們)權柄掌握

現要去持續被使服膺服從， 現要去持續行聽命信從，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它)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工作

到於(它)良善的 到於(他們)妥切齊備的 現要去持續是，

多 3:2 mhde,na blasfhmei/n( avma,couj ei=nai( evpieikei/j( pa/san evndeiknume,nouj prau<thta pro.j pa,ntaj avnqrw,poujÅ
To speak evil of no man, to be no brawlers, but gentle, shewing all meekness unto all men.
不要毀謗，不要爭競，總要和平，向眾人大顯溫柔。

到於(他)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現要去持續謗瀆， 到於(他們)沒有爭戰爭鬥的 現要去持續是，

到於(他們)適度公正的， 到於(她)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在內顯示展現了的 到於(她)溫和謙柔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們)人。
[經文變異RT]

到於(他)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現要去持續謗瀆， 到於(他們)沒有爭戰爭鬥的 現要去持續是，

到於(他們)適度公正的， 到於(她)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在內顯示展現了的

到於(她)溫和謙柔[同#4240]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們)人。

多 3:3 +Hmen ga,r pote kai. hm̀ei/j avno,htoi( avpeiqei/j( planw,menoi( douleu,ontej evpiqumi,aij kai. h̀donai/j
poiki,laij( evn kaki,a| kai. fqo,nw| dia,gontej( stughtoi,( misou/ntej avllh,loujÅ
For we ourselves also were sometimes foolish, disobedient, deceived, serving divers lusts and pleasures, living
in malice and envy, hateful, and hating one another.
我們從前也是無知，悖逆，受迷惑，服事各樣私慾和宴樂，常存惡毒〔或作陰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

此相恨。

我們當時持續是 因為 在那個時候 並且 我們 (他們)乃不領悟認知的， (他們)頑固不信的，

(他們)現正持續被有迷途錯謬了的， (他們)現正持續作奴僕了的 在對(她們)渴想慕戀 並且 在對(她們)欣喜慾望

在對(她們)各色各樣的， 在內 在對(她)惡劣不好 並且 在對(他)惡意嫉妒 (他們)現正持續經歷度過了的，

(他們)可憎恨厭惡的， (他們)現正持續恨惡了的 到於(他們)彼此。

多 3:4 o[te de. h` crhsto,thj kai. h` filanqrwpi,a evpefa,nh tou/ swth/roj h̀mw/n qeou/(
But after that the kindness and love of God our Saviour toward man appeared,
但到了神我們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愛顯明的時候，

當這時地 然而也 (她)那 (她)恩慈合宜 並且 (她)那 (她)仁愛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在上面促為照亮顯明 從屬(他)那

從屬(他)救主 從屬我們 從屬(他)神，

多 3:5 ouvk evx e;rgwn tw/n evn dikaiosu,nh| a] evpoih,samen h̀mei/j avlla. kata. to. auvtou/ e;leoj e;swsen h̀ma/j dia.
loutrou/ paliggenesi,aj kai. avnakainw,sewj pneu,matoj ag̀i,ou(
Not by works of righteousness which we have done, but according to his mercy he saved us, by the washing of
regeneration, and renewing of the Holy Gh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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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便救了我們，並不是因我們自己所行的義，乃是照他的憐憫，藉著重生的洗，和聖靈的更新。

不是/不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工作 從屬(它們)那些 在內 在對(她)至義 到於(它們)這些個 我們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我們， 但乃是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那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它)憐憫慈悲 他/她/它那時(也是)拯救 到於我們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沐浴洗滌 從屬(她)再生復興 並且 從屬(她)促使成更新 從屬(它)靈/風 從屬(它)聖的，
[經文變異RT]

不是/不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工作 從屬(它們)那些 在內 在對(她)至義 從屬(它們)這些個 我們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我們， 但乃是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那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他)憐憫慈悲 他/她/它那時(也是)拯救 到於我們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沐浴洗滌 從屬(她)再生復興 並且 從屬(她)促使成更新 從屬(它)靈/風 從屬(它)聖的，

多 3:6 ou- evxe,ceen evfV h̀ma/j plousi,wj dia. VIhsou/ Cristou/ tou/ swth/roj hm̀w/n(
Which he shed on us abundantly through Jesus Christ our Saviour;
聖靈就是神藉著耶穌基督我們救主，厚厚澆灌在我們身上的；

從屬(它)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傾注澆流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我們 具豐滿富足地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從屬(他)那 從屬(他)救主 從屬我們，
[不同標點]

從屬(它)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傾注澆流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我們 具豐滿富足地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從屬(他)那 從屬(他)救主 從屬我們；

多 3:7 i[na dikaiwqe,ntej th/| evkei,nou ca,riti klhrono,moi genhqw/men katV evlpi,da zwh/j aivwni,ouÅ
That being justified by his grace, we should be made heirs according to the hope of eternal life.
好叫我們因他的恩得稱為義，可以憑著永生的盼望成為後嗣。〔或作可以憑著盼望承受永生〕

為要 (他們)那時(也是)被稱為公義了的 在對(她)那 從屬(他)在那裏的那個 在對(她)恩典惠意， (他們)承受產業之人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被生發成為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期盼指望 從屬(她)生命 從屬(她)時世恆久的。
[經文變異RT]

為要 (他們)那時(也是)被稱為公義了的 在對(她)那 從屬(他)在那裏的那個 在對(她)恩典惠意， (他們)承受產業之人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生發成為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期盼指望 從屬(她)生命 從屬(她)時世恆久的。

多 3:8 Pisto.j ò lo,goj\ kai. peri. tou,twn bou,lomai, se diabebaiou/sqai( i[na fronti,zwsin kalw/n e;rgwn
proi<stasqai oì pepisteuko,tej qew/|\ tau/ta, evstin kala. kai. wvfe,lima toi/j avnqrw,poijÅ
This is a faithful saying, and these things I will that thou affirm constantly, that they which have believed in God
might be careful to maintain good works. These things are good and profitable unto men.
這話是可信的，我也願你把這些事，切切實實的講明，使那些已信神的人，留心作正經事業。〔或作留心行善〕

這都是美事，並且與人有益。

(他)誠且信的 (他)那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並且 <在周圍>關於 從屬(它們)那同一者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諮商決意 到於你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徹底地促使成穩固踏實， 為要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關切注意 從屬(它們)美好適當的 從屬(它們)工作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照管 (他們)那些

(他們)現在已經置信信託了的 在對(他)神。 (它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們)美好適當的 並且

(它們)合效益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人。
[經文變異RT]

(他)誠且信的 (他)那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並且 <在周圍>關於 從屬(它們)那同一者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諮商決意 到於你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徹底地促使成穩固踏實， 為要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關切注意 從屬(它們)美好適當的 從屬(它們)工作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照管 (他們)那些

(他們)現在已經置信信託了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它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們)那些

(它們)美好適當的 並且 (它們)合效益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人。

多 3:9 mwra.j de. zhth,seij kai. genealogi,aj kai. e;reij kai. ma,caj nomika.j perii<staso\ eivsi.n ga.r avnwfelei/j kai.
ma,taioiÅ
But avoid foolish questions, and genealogies, and contentions, and strivings about the law; for they are
unprofitable and vain.
要遠避無知的辯論，和家譜的空談，以及分爭，並因律法而起的爭競；因為這都是虛妄無益的。

到於(她們)魯鈍愚拙的 然而也 到於(她們)查問辯論 並且 到於(她們)族譜追溯 並且 到於(她們)爭執競爭 並且

到於(她們)爭戰爭鬥 到於(她們)屬律法的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立定站住在周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因為

(她們)沒有效益的 並且 (他們)虛妄無益的。
[經文變異WH]

到於(她們)魯鈍愚拙的 然而也 到於(她們)查問辯論 並且 到於(她們)族譜追溯 並且 到於(她)爭執競爭 並且

到於(她們)爭戰爭鬥 到於(她們)屬律法的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立定站住在周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因為

(她們)沒有效益的 並且 (他們)虛妄無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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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3:10 aìretiko.n a;nqrwpon meta. mi,an kai. deute,ran nouqesi,an paraitou/(
A man that is an heretick after the first and second admonition reject;
分門結黨的人，警戒過一兩次，就要棄絕他；

到於(他)分教門黨派的 到於(他)人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她)一個/第一 並且 到於(她)第二的 到於(她)警戒勸告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要求免去，

多 3:11 eivdw.j o[ti evxe,straptai ò toiou/toj kai. am̀arta,nei w'n auvtokata,kritojÅ
Knowing that he that is such is subverted, and sinneth, being condemned of himself.
因為知道這等人已經背道，犯了罪，自己明知不是，還是去作。

(他)現在已經看見察覺了的 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向外轉動翻轉出來 (他)那 (他)那種樣，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犯罪， (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他)乃斷定自己有罪的。

多 3:12 {Otan pe,myw VArtema/n pro.j se. h' Tu,cikon( spou,dason evlqei/n pro,j me eivj Niko,polin( evkei/ ga.r
ke,krika paraceima,saiÅ
When I shall send Artemas unto thee, or Tychicus, be diligent to come unto me to Nicopolis: for I have
determined there to winter.
我打發亞提馬，或是推基古，到你那裏去的時候，你要趕緊往尼哥波立去見我；因為我已經定意在那裏過冬。

但凡當這時 我那時(也是)應該差送打發註1
到於(他)亞提馬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 甚或/或而 到於(他)推基古，

你那時(也是)就要殷勤熱心 那時(也是)要去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我 向內進入 到於(她)尼哥波立；

在那裏地 因為 我現在已經區別審斷 那時(也是)要去過冬。

註1：“我那時(也是)應該差送打發”文法上亦可以為“我將要(持續)差送打發”。

多 3:13 Zhna/n to.n nomiko.n kai. VApollw/n spoudai,wj pro,pemyon( i[na mhde.n auvtoi/j lei,ph|Å
Bring Zenas the lawyer and Apollos on their journey diligently, that nothing be wanting unto them.
你要趕緊給律師西納，和亞波羅送行，叫他們沒有缺乏。

到於(他)西納 到於(他)那 到於(他)屬律法的 並且 到於(他)亞波羅 具勤奮殷切地 你那時(也是)就要打發送行， 為要

(它)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註1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遺下留後。

註1：“(它)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文法上亦可以為“到於(它)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多 3:14 manqane,twsan de. kai. oì hm̀e,teroi kalw/n e;rgwn proi<stasqai eivj ta.j avnagkai,aj crei,aj( i[na mh. w=sin
a;karpoiÅ
And let ours also learn to maintain good works for necessary uses, that they be not unfruitful.
並且我們的人要學習正經事業，〔或作要學習行善〕預備所需用的，免得不結果子。

他/她/它們現在就要持續學習 然而也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我們之物 從屬(它們)美好適當的 從屬(它們)工作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照管 向內進入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具迫切需要的 到於(她們)需用， 為要 不會/不要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是 (他們)沒有果實的。

多 3:15 VAspa,zontai, se oì metV evmou/ pa,ntejÅ :Aspasai tou.j filou/ntaj h̀ma/j evn pi,steiÅ h̀ ca,rij meta. pa,ntwn
um̀w/nÅ
All that are with me salute thee. Greet them that love us in the faith. Grace be with you all. Amen.
同我在一處的人都問你安。請代問那些因有信心愛我們的人安。願恩惠常與你們眾人同在。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擁抱問安 到於你 (他們)那些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我"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擁抱問安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喜愛/親吻了的 到於我們 在內 在對(她)信。

(她)那 (她)恩典惠意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你們。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擁抱問安 到於你 (他們)那些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我"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擁抱問安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喜愛/親吻了的 到於我們 在內 在對(她)信。

(她)那 (她)恩典惠意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你們。 阿們。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提多 從屬(她)那 從屬(他們)革哩底人 從屬(她)傳召 到於(他)首先的 到於(他)監督

到於(他)那時(也是)被選立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刻寫記載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尼哥波立 從屬(她)那

從屬(她)馬其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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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利門書 // Philemon

門 1:1 Pau/loj de,smioj Cristou/ VIhsou/ kai. Timo,qeoj ò avdelfo.j Filh,moni tw/| avgaphtw/| kai. sunergw/| hm̀w/n
Paul, a prisoner of Jesus Christ, and Timothy our brother, unto Philemon our dearly beloved, and fellowlabourer,
為基督耶穌被囚的保羅，同兄弟提摩太，寫信給我們所親愛的同工腓利門，

(他)保羅 (他)囚犯 從屬(他)基督 從屬(他)耶穌 並且 (他)提摩太 (他)那 (他)弟兄， 在對(他)腓利門 在對(他)那

在對(他)蒙愛的 並且 在對(他)共同作工的 從屬我們，

門 1:2 kai. VApfi,a| th/| avdelfh/| kai. VArci,ppw| tw/| sustratiw,th| h̀mw/n kai. th/| katV oi=ko,n sou evkklhsi,a|(
And to our beloved Apphia, and Archippus our fellowsoldier, and to the church in thy house:
和妹子亞腓亞，並與我們同當兵的亞基布，以及在你家的教會；

並且 在對(她)亞腓亞 在對(她)那 在對(她)姊妹 並且 在對(他)亞基布 在對(他)那 在對(他)一同當兵者 從屬我們 並且

在對(她)那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住處家室 從屬你 在對(她)傳召：
[經文變異RT]

並且 在對(她)亞腓亞 在對(她)那 在對(她)蒙愛的 並且 在對(他)亞基布 在對(他)那 在對(他)一同當兵者 從屬我們

並且 在對(她)那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住處家室 從屬你 在對(她)傳召：

門 1:3 ca,rij ùmi/n kai. eivrh,nh avpo. qeou/ patro.j h̀mw/n kai. kuri,ou VIhsou/ Cristou/Å
Grace to you, and peace, from God our Father and the Lord Jesus Christ.
願恩惠平安，從神我們的父，和主耶穌基督，歸與你們。

(她)恩典惠意 在對你們 並且 (她)和平安寧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神 從屬(他)父親 從屬我們 並且 從屬(他)主人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門 1:4 Euvcaristw/ tw/| qew/| mou pa,ntote mnei,an sou poiou,menoj evpi. tw/n proseucw/n mou(
I thank my God, making mention of thee always in my prayers,
我禱告的時候提到你，常為你感謝我的神；

我現在持續感謝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從屬我 總是地， 到於(她)憶想思念 從屬你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行出作成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求告祈禱 從屬我，
[不同標點]

我現在持續感謝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從屬我， 總是地 到於(她)憶想思念 從屬你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行出作成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求告祈禱 從屬我，

門 1:5 avkou,wn sou th.n avga,phn kai. th.n pi,stin( h]n e;ceij pro.j to.n ku,rion VIhsou/n kai. eivj pa,ntaj tou.j àgi,ouj(
Hearing of thy love and faith, which thou hast toward the Lord Jesus, and toward all saints;
因聽說你的愛心，並你向主耶穌和眾聖徒的信心；〔或作因聽說你向主耶穌和眾聖徒有愛心有信心〕

(他)現正持續聲聞耳聽了的 從屬你 到於(她)那 到於(她)愛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信， 到於(她)這個 你現在持續持有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主人 到於(他)耶穌 並且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聖的；
[經文變異WH]

(他)現正持續聲聞耳聽了的 從屬你 到於(她)那 到於(她)愛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信， 到於(她)這個 你現在持續持有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主人 到於(他)耶穌 並且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聖的；

門 1:6 o[pwj h̀ koinwni,a th/j pi,stew,j sou evnergh.j ge,nhtai evn evpignw,sei panto.j avgaqou/ tou/ evn hm̀i/n eivj
Cristo,nÅ
That the communication of thy faith may become effectual by the acknowledging of every good thing which is in
you in Christ Jesus.
願你與人所同有的信心顯出功效，使人知道你們各樣善事都是為基督作的。

這怎樣如何地 (她)那 (她)共通合享 從屬(她)那 從屬(她)信 從屬你 (她)有功效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內 在對(她)清楚認識知道 從屬(它)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它)良善的 從屬(它)那

在內 在對我們 向內進入 到於(他)基督。
[經文變異RT]

這怎樣如何地 (她)那 (她)共通合享 從屬(她)那 從屬(她)信 從屬你 (她)有功效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內 在對(她)清楚認識知道 從屬(它)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它)良善的 從屬(它)那

在內 在對你們 向內進入 到於(他)基督 到於(他)耶穌。

門 1:7 cara.n ga.r pollh.n e;scon kai. para,klhsin evpi. th/| avga,ph| sou( o[ti ta. spla,gcna tw/n àgi,wn avnape,pautai
dia. sou/( avdelfe,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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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we have great joy and consolation in thy love, because the bowels of the saints are refreshed by thee,
brother.
兄弟阿，我為你的愛心，大有快樂，大得安慰；因眾聖徒的心從你得了暢快。

到於(她)歡喜快樂 因為 到於(她)許多的 我那時(也是)持有 並且 到於(她)勸勉請求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那

在對(她)愛 從屬你， 是這樣 (它們)那些 (它們)腸腑內臟/憐慈心腸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聖的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休息恢復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你， 阿,(他)弟兄。
[經文變異RT]

到於(她)恩典惠意 因為 我們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許多的 並且 到於(她)勸勉請求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那

在對(她)愛 從屬你， 是這樣 (它們)那些 (它們)腸腑內臟/憐慈心腸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聖的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休息恢復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你， 阿,(他)弟兄。
[經文變異Scrivener]

到於(她)歡喜快樂 因為 我們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許多的 並且 到於(她)勸勉請求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那

在對(她)愛 從屬你， 是這樣 (它們)那些 (它們)腸腑內臟/憐慈心腸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聖的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休息恢復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你， 阿,(他)弟兄。

門 1:8 Dio. pollh.n evn Cristw/| parrhsi,an e;cwn evpita,ssein soi to. avnh/kon
Wherefore, though I might be much bold in Christ to enjoin thee that which is convenient,
我雖然靠著基督能放膽吩咐你合宜的事；

為這個緣故 到於(她)許多的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到於(她)放膽公開直言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現要去持續責令定規

在對你 到於(它)那 到於(它)現正持續向上達至相宜了的，

門 1:9 dia. th.n avga,phn ma/llon parakalw/( toiou/toj w'n ẁj Pau/loj presbu,thj nuni. de. kai. de,smioj Cristou/
VIhsou/\
Yet for love's sake I rather beseech thee, being such an one as Paul the aged, and now also a prisoner of Jesus
Christ.
然而像我這有年紀的保羅，現在又是為基督耶穌被囚的，寧可憑著愛心求你；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她)那 到於(她)愛 更特別尤其地 我現在持續勸勉請求， (他)那種樣 (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正如地 (他)保羅 (他)老年人， 就現在此時地 然而也 並且 (他)囚犯 從屬(他)基督 從屬(他)耶穌；
[經文變異RT]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她)那 到於(她)愛 更特別尤其地 我現在持續勸勉請求， (他)那種樣 (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正如地 (他)保羅 (他)老年人， 就現在此時地 然而也 並且 (他)囚犯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門 1:10 parakalw/ se peri. tou/ evmou/ te,knou( o]n evge,nnhsa evn toi/j desmoi/j( VOnh,simon(
I beseech thee for my son Onesimus, whom I have begotten in my bonds:
就是為我在捆鎖中所生的兒子阿尼西母〔此名就是有益處的意思〕求你；

我現在持續勸勉請求 到於你 <在周圍>關於 從屬(它)那 從屬"我" 從屬(它)孩子， 到於(他)這個

我那時(也是)生發成為族類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捆鎖， 到於(他)阿尼西母，
[經文變異RT]

我現在持續勸勉請求 到於你 <在周圍>關於 從屬(它)那 從屬"我" 從屬(它)孩子， 到於(他)這個

我那時(也是)生發成為族類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捆鎖 從屬我， 到於(他)阿尼西母，

門 1:11 to,n pote, soi a;crhston nuni. de. Îkai.Ð soi. kai. evmoi. eu;crhston(
Which in time past was to thee unprofitable, but now profitable to thee and to me:
他從前與你沒有益處，但如今與你我都有益處；

到於(他)那 在那個時候 在對你 到於(他)不合宜恩慈的， 就現在此時地 然而也 並且 在對你 並且 在對"我"

到於(他)很好合宜恩慈的；
[經文變異RT][經文變異WH]

到於(他)那 在那個時候 在對你 到於(他)不合宜恩慈的， 就現在此時地 然而也 在對你 並且 在對"我"

到於(他)很好合宜恩慈的；

門 1:12 o]n avne,pemya, soi( auvto,n( tou/tV e;stin ta. evma. spla,gcna\
Whom I have sent again: thou therefore receive him, that is, mine own bowels:
我現在打發他親自回你那裏去；他是我心上的人。

到於(他)這個 我那時(也是)向上差送打發 在對你， 到於(他)同一者， (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我之物 到於(它們)腸腑內臟/憐慈心腸；
[經文變異RT]

到於(他)這個 我那時(也是)向上差送打發； 你 然而也 到於(他)同一者， (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我之物 到於(它們)腸腑內臟/憐慈心腸，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在前面向著拿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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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 1:13 o]n evgw. evboulo,mhn pro.j evmauto.n kate,cein( i[na up̀e.r sou/ moi diakonh/| evn toi/j desmoi/j tou/ euvaggeli,ou(
Whom I would have retained with me, that in thy stead he might have ministered unto me in the bonds of the
gospel:
我本來有意將他留下，在我為福音所受的捆鎖中替你伺候我。

到於(他)這個 我 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諮商決意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我自己 現要去持續持住， 為要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你 在對我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行服事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捆鎖

從屬(它)那 從屬(它)福音佳訊；
[經文變異RT]

到於(他)這個 我 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諮商決意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我自己 現要去持續持住， 為要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你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行服事 在對我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捆鎖

從屬(它)那 從屬(它)福音佳訊；

門 1:14 cwri.j de. th/j sh/j gnw,mhj ouvde.n hvqe,lhsa poih/sai( i[na mh. wj̀ kata. avna,gkhn to. avgaqo,n sou h=| avlla. kata.
ek̀ou,sionÅ
But without thy mind would I do nothing; that thy benefit should not be as it were of necessity, but willingly.
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願意這樣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於勉強，乃是出於甘心。

脫離開地 然而也 從屬(她)那 從屬(她)你之物 從屬(她)意見看法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我那時(也是)定意

那時(也是)要去行出作成； 為要 不會/不要 正如地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迫切需要 (它)那 (它)良善的 從屬你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是， 但乃是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具心甘情願的。

門 1:15 ta,ca ga.r dia. tou/to evcwri,sqh pro.j w[ran( i[na aivw,nion auvto.n avpe,ch|j(
For perhaps he therefore departed for a season, that thou shouldest receive him for ever;
他暫時離開你，或者是叫你永遠得著他。

也許地 因為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分離隔開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鐘點時刻， 為要 到於(他)時世恆久的 到於(他)同一者 你現在應該持續從那裏有足夠註1，

註1：“你現在應該持續從那裏有足夠”文法上亦可以為“你現在持續從那裏有足夠”。

門 1:16 ouvke,ti ẁj dou/lon avllV ùpe.r dou/lon( avdelfo.n avgaphto,n( ma,lista evmoi,( po,sw| de. ma/llon soi. kai. evn
sarki. kai. evn kuri,w|Å
Not now as a servant, but above a servant, a brother beloved, specially to me, but how much more unto thee,
both in the flesh, and in the Lord?
不再是奴僕，乃是高過奴僕，是親愛的兄弟，在我實在是如此，何況在你呢；這也不拘是按肉體說，是按主說。

不再地 正如地 到於(他)奴僕， 但乃是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高超 到於(他)奴僕， 到於(他)弟兄 到於(他)蒙愛的，

最特別尤其地 在對"我"， 在對(它)這多少呢 然而也 更特別尤其地 在對你， 並且 在內 在對(她)肉體 並且 在內

在對(他)主人。

門 1:17 Eiv ou=n me e;ceij koinwno,n( proslabou/ auvto.n wj̀ evme,Å
If thou count me therefore a partner, receive him as myself.
你若以我為同伴，就收納他，如同收納我一樣。

若是 這樣 到於我 你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他)合夥共享之人，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在前面向著拿取 到於(他)同一者

正如地 到於"我"。
[經文變異RT]

若是 這樣 到於"我" 你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他)合夥共享之人，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在前面向著拿取

到於(他)同一者 正如地 到於"我"。

門 1:18 eiv de, ti hvdi,khse,n se h' ovfei,lei( tou/to evmoi. evllo,gaÅ
If he hath wronged thee, or oweth thee ought, put that on mine account;
他若虧負你，或欠你甚麼，都歸在我的賬上；

若是 然而也 到於(它)任何什麼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不義 到於你 甚或/或而 他/她/它現在持續積欠負債，

到於(它)那同一者 在對"我" 你現在就要持續結算在內；

門 1:19 evgw. Pau/loj e;graya th/| evmh/| ceiri,( evgw. avpoti,sw\ i[na mh. le,gw soi o[ti kai. seauto,n moi prosofei,leijÅ
I Paul have written it with mine own hand, I will repay it: albeit I do not say to thee how thou owest unto me even
thine own self besides.
我必償還；這是我保羅親筆寫的；我並不用對你說，連你自己也是虧欠於我。

我 (他)保羅 我那時(也是)刻寫記載 在對(她)那 在對(她)我之物 在對(她)手， 我 我將要(持續)償還付清； 為要

不會/不要 我現在應該持續道說 在對你， 是這樣 並且 到於(他)你自己 在對我 你現在持續在前面向著積欠負債。

門 1:20 nai. avdelfe,( evgw, sou ovnai,mhn evn kuri,w|\ avna,pauso,n mou ta. spla,gcna evn Cristw/|Å
Yea, brother, let me have joy of thee in the Lord: refresh my bowels in the L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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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阿，望你使我在主裏因你得快樂；〔或作益處〕並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裏得暢快。

誠然為是， 阿,(他)弟兄， 我 從屬你 我那時(也是)可以讓自己獲益得助 在內 在對(他)主人；

你那時(也是)就要休息恢復 從屬我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腸腑內臟/憐慈心腸 在內 在對(他)基督。
[經文變異RT]

誠然為是， 阿,(他)弟兄， 我 從屬你 我那時(也是)可以讓自己獲益得助 在內 在對(他)主人；

你那時(也是)就要休息恢復 從屬我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腸腑內臟/憐慈心腸 在內 在對(他)主人。

門 1:21 Pepoiqw.j th/| ùpakoh/| sou e;graya, soi( eivdw.j o[ti kai. ùpe.r a] le,gw poih,seijÅ
Having confidence in thy obedience I wrote unto thee, knowing that thou wilt also do more than I say.
我寫信給你，深信你必順服，知道你所要行的，必過於我所說的。

(他)現在已經勸信說服了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聽從順服 從屬你 我那時(也是)刻寫記載 在對你，

(他)現在已經看見察覺了的 是這樣 並且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高超 到於(它們)這些個 我現在持續道說，

你將要(持續)行出作成。

門 1:22 a[ma de. kai. et̀oi,maze, moi xeni,an\ evlpi,zw ga.r o[ti dia. tw/n proseucw/n ùmw/n carisqh,somai ùmi/nÅ
But withal prepare me also a lodging: for I trust that through your prayers I shall be given unto you.
此外你還要給我預備住處，因為我盼望藉著你們的禱告，必蒙恩到你們那裏去。

同時一齊地 然而也 並且 你現在就要持續使成妥切齊備 在對我 到於(她)招待所； 我現在持續有期盼指望 因為

是這樣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求告祈禱 從屬你們 我將要(持續)被恩待 在對你們。

門 1:23 VAspa,zetai, se VEpafra/j ò sunaicma,lwto,j mou evn Cristw/| VIhsou/(
There salute thee Epaphras, my fellowprisoner in Christ Jesus;
為基督耶穌與我同坐監的以巴弗問你安。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擁抱問安 到於你 (他)以巴弗 (他)那 (他)同伴俘擄 從屬我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在對(他)耶穌；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擁抱問安 到於你 (他)以巴弗 (他)那 (他)同伴俘擄 從屬我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在對(他)耶穌；

門 1:24 Ma/rkoj( VAri,starcoj( Dhma/j( Louka/j( oì sunergoi, mouÅ
Marcus, Aristarchus, Demas, Lucas, my fellowlabourers.
與我同工的馬可，亞里達古，底馬，路加，也都問你安。

(他)馬可， (他)亞里達古， (他)底馬， (他)路加， (他們)那些 (他們)共同作工的 從屬我。

門 1:25 ~H ca,rij tou/ kuri,ou VIhsou/ Cristou/ meta. tou/ pneu,matoj ùmw/nÅ
The grace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be with your spirit. Amen.
願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恩，常在你的心裏。阿們。

(她)那 (她)恩典惠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它)那 從屬(它)靈/風

從屬你們。
[經文變異RT]

(她)那 (她)恩典惠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我們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它)那

從屬(它)靈/風 從屬你們。 阿們。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腓利門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刻寫記載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羅馬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阿尼西母 從屬(他)家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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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來書 // Hebrews

來 1:1 Polumerw/j kai. polutro,pwj pa,lai ò qeo.j lalh,saj toi/j patra,sin evn toi/j profh,taij
God, who at sundry times and in divers manners spake in time past unto the fathers by the prophets,
神既在古時藉著眾先知，多次多方的曉諭列祖，

許多部分分批地 並且 許多運轉模式地 有段時間地 (他)那 (他)神 (他)那時(也是)發言講說了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父親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來 1:2 evpV evsca,tou tw/n h̀merw/n tou,twn evla,lhsen h̀mi/n evn uìw/|( o]n e;qhken klhrono,mon pa,ntwn( diV ou- kai.
evpoi,hsen tou.j aivw/naj\
Hath in these last days spoken unto us by his Son, whom he hath appointed heir of all things, by whom also he
made the worlds;
就在這末世，藉著他兒子曉諭我們，又早已立他為承受萬有的，也曾藉著他創造諸世界；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它)最末後的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日子/白日 從屬(她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言講說 在對我們 在內 在對(他)兒子， 到於(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置放擺設

到於(他)承受產業之人 從屬(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這個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世紀時代；
[經文變異RT]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們)最末後的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日子/白日 從屬(她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言講說 在對我們 在內 在對(他)兒子， 到於(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置放擺設

到於(他)承受產業之人 從屬(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這個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世紀時代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來 1:3 o]j w'n avpau,gasma th/j do,xhj kai. carakth.r th/j ùposta,sewj auvtou/( fe,rwn te ta. pa,nta tw/| rh̀,mati th/j
duna,mewj auvtou/( kaqarismo.n tw/n am̀artiw/n poihsa,menoj evka,qisen evn dexia/| th/j megalwsu,nhj evn ùyhloi/j(
Who being the brightness of his glory, and the express image of his person, and upholding all things by the word
of his power, when he had by himself purged our sins, sat down on the right hand of the Majesty on high;
他是神榮耀所發的光輝，是神本體的真像，常用他權能的命令托住萬有，他洗淨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

右邊；

(他)這個 (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它)從那裏所放光芒 從屬(她)那 從屬(她)榮耀 並且 (他)雕印實像 從屬(她)那

從屬(她)實體確信 從屬(他)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負載攜帶了的 並/又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它)那 在對(它)所發表言說 從屬(她)那 從屬(她)能力權能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他)潔淨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罪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行出作成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座 在內 在對(她)右手邊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全然為大 在內 在對(它們)高的，
[經文變異RT]

(他)這個 (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它)從那裏所放光芒 從屬(她)那 從屬(她)榮耀 並且 (他)雕印實像 從屬(她)那

從屬(她)實體確信 從屬(他)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負載攜帶了的 並/又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它)那 在對(它)所發表言說 從屬(她)那 從屬(她)能力權能 從屬(他)同一者，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同一者自己

到於(他)潔淨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行出作成了的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罪 從屬我們，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座

在內 在對(她)右手邊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全然為大 在內 在對(它們)高的，

來 1:4 tosou,tw| krei,ttwn geno,menoj tw/n avgge,lwn o[sw| diaforw,teron parV auvtou.j keklhrono,mhken o;nomaÅ
Being made so much better than the angels, as he hath by inheritance obtained a more excellent name than
they.
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貴，就遠超過天使。

在對(它)那這麼樣大/那這麼樣多 (他)更優秀的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使者，

在對(它)這每一切 到於(它)更獨特超群的 <在旁邊>到旁邊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已經行承受產業

到於(它)名字。

來 1:5 Ti,ni ga.r ei=pe,n pote tw/n avgge,lwn( Uìo,j mou ei= su,( evgw. sh,meron gege,nnhka, seÈ kai. pa,lin( VEgw. e;somai
auvtw/| eivj pate,ra( kai. auvto.j e;stai moi eivj uiò,nÈ
For unto which of the angels said he at any time, Thou art my Son, this day have I begotten thee? And again, I
will be to him a Father, and he shall be to me a Son?
所有的天使，神從來對那一個說：『你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你。』又指著那一個說：『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

我的子。』

在對(他)任何什麼呢 因為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那個時候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使者， (他)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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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屬我 你現在持續是 你， 我 今日地 我現在已經生發成為族類 到於你？ 並且 重新又再地， 我 我將要(持續)是

在對(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他)父親， 並且 (他)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在對我 向內進入 到於(他)兒子？

來 1:6 o[tan de. pa,lin eivsaga,gh| to.n prwto,tokon eivj th.n oivkoume,nhn( le,gei( Kai. proskunhsa,twsan auvtw/| pa,ntej
a;ggeloi qeou/Å
And again, when he bringeth in the firstbegotten into the world, he saith, And let all the angels of God worship
him.
再者，神使長子到世上來的時候，〔或作神再使長子到世上來的時候〕就說：『神的使者都要拜他。』

但凡當這時 然而也 重新又再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向內帶領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頭生長子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全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就要敬拜 在對(他)同一者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使者 從屬(他)神。

來 1:7 kai. pro.j me.n tou.j avgge,louj le,gei( ~O poiw/n tou.j avgge,louj auvtou/ pneu,mata kai. tou.j leitourgou.j auvtou/
puro.j flo,ga(
And of the angels he saith, Who maketh his angels spirits, and his ministers a flame of fire.
論到使者，又說：『神以風為使者，以火焰為僕役。』

並且 <在前面向著>向著 的確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使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他)那

(他)現正持續行出作成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使者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它們)靈/風，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公僕 從屬(他)同一者 從屬(它)火 到於(她)火焰。

來 1:8 pro.j de. to.n uìo,n( ~O qro,noj sou ò qeo.j eivj to.n aivw/na tou/ aivw/noj( kai. h` rà,bdoj th/j euvqu,thtoj rà,bdoj
th/j basilei,aj souÅ
But unto the Son he saith, Thy throne, O God, is for ever and ever: a sceptre of righteousness is the sceptre of
thy kingdom.
論到子卻說：『神阿，你的寶座是永永遠遠的，你的國權是正直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然而也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他)那 (他)寶座 從屬你 (他)那 (他)神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世紀時代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世紀時代； 並且 (她)那 (她)棍杖 從屬(她)那 從屬(她)正直 (她)棍杖

從屬(她)那 從屬(她)王權國度 從屬你。
[經文變異RT]

<在前面向著>向著 然而也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他)那 (他)寶座 從屬你， 阿,(他)那 阿,(他)神註1，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世紀時代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世紀時代； (她)棍杖 從屬(她)正直 (她)那 (她)棍杖 從屬(她)那

從屬(她)王權國度 從屬你。

註1：“(他)那 (他)神”文法上亦可以為“阿,(他)那 阿,(他)神”。

[經文變異WH]

<在前面向著>向著 然而也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他)那 (他)寶座 從屬你 (他)那 (他)神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世紀時代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世紀時代； 並且 (她)那 (她)棍杖 從屬(她)那 從屬(她)正直 (她)棍杖

從屬(她)那 從屬(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同一者。

來 1:9 hvga,phsaj dikaiosu,nhn kai. evmi,shsaj avnomi,an\ dia. tou/to e;crise,n se ò qeo.j ò qeo,j sou e;laion
avgallia,sewj para. tou.j meto,couj souÅ
Thou hast loved righteousness, and hated iniquity; therefore God, even thy God, hath anointed thee with the oil
of gladness above thy fellows.
你喜愛公義，恨惡罪惡；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樂油膏你，勝過膏你的同伴。』

你那時(也是)愛 到於(她)至義， 並且 你那時(也是)恨惡 到於(她)不法；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膏抹 到於你 (他)那 (他)神， (他)那 (他)神 從屬你， 到於(它)油 從屬(她)踴躍歡騰

<在旁邊>到旁邊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參與有分的 從屬你。

來 1:10 kai,( Su. katV avrca,j( ku,rie( th.n gh/n evqemeli,wsaj( kai. e;rga tw/n ceirw/n sou, eivsin oì ouvranoi,\
And, Thou, Lord, in the beginning hast laid the foundation of the earth; and the heavens are the works of thine
hands:
又說：『主阿，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

並且， 你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們)為起始為首， 阿,(他)主人，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你那時(也是)立根基， 並且 (它們)工作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手 從屬你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那些

(他們)天空/天；

來 1:11 auvtoi. avpolou/ntai( su. de. diame,neij( kai. pa,ntej ẁj im̀a,tion palaiwqh,sontai(
They shall perish; but thou remainest; and they all shall wax old as doth a garment;
天地都要滅沒，你卻要長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漸漸舊了；

(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毀掉除滅， 你 然而也 你現在持續停留持守不變； 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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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正如地 (它)衣服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被促使成老舊；

來 1:12 kai. ws̀ei. peribo,laion el̀i,xeij auvtou,j( wj̀ ìma,tion kai. avllagh,sontai\ su. de. ò auvto.j ei= kai. ta. e;th sou
ouvk evklei,yousinÅ
And as a vesture shalt thou fold them up, and they shall be changed: but thou art the same, and thy years shall
not fail.
你要將天地捲起來，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變了；惟有你永不改變，你的年數沒有窮盡。』

並且 正如好像地 到於(它)披蓋穿裹之物 你將要(持續)旋繞盤捲 到於(他們)同一者， 正如地 (它)衣服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被改換； 你 然而也 (他)那 (他)同一者 你現在持續是， 並且 (它們)那些 (它們)年 從屬你

不是/不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刪除消逝。
[經文變異RT]

並且 正如好像地 到於(它)披蓋穿裹之物 你將要(持續)旋繞盤捲 到於(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被改換； 你 然而也 (他)那 (他)同一者 你現在持續是， 並且 (它們)那些 (它們)年 從屬你

不是/不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刪除消逝。

來 1:13 pro.j ti,na de. tw/n avgge,lwn ei;rhke,n pote( Ka,qou evk dexiw/n mou( e[wj a'n qw/ tou.j evcqrou,j sou ùpopo,dion
tw/n podw/n souÈ
But to which of the angels said he at any time, Sit on my right hand, until I make thine enemies thy footstool?
所有的天使，神從來對那一個說：『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使你仇敵作你的腳凳。』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任何什麼呢 然而也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使者 他/她/它現在已經開聲言說

在那個時候，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坐下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右手邊的 從屬我， 一直直到 但凡

我那時(也是)應該置放擺設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仇視敵對的 從屬你 到於(它)腳凳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腳

從屬你？

來 1:14 ouvci. pa,ntej eivsi.n leitourgika. pneu,mata eivj diakoni,an avpostello,mena dia. tou.j me,llontaj klhronomei/n
swthri,anÈ
Are they not all ministering spirits, sent forth to minister for them who shall be heirs of salvation?
天使豈不都是服役的靈，奉差遣為那將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麼。

豈不是呢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它們)屬為服務民眾的 (它們)靈/風， 向內進入

到於(她)職務服事 (它們)現正持續被分派差遣了的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的 現要去持續行承受產業 到於(她)拯救？

來 2:1 Dia. tou/to dei/ perissote,rwj prose,cein hm̀a/j toi/j avkousqei/sin( mh,pote pararuw/menÅ
Therefore we ought to give the more earnest heed to the things which we have heard, lest at any time we
should let them slip.
所以我們當越發鄭重所聽見的道理，恐怕我們隨流失去。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更格外多地 現要去持續留神注意

到於我們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那時(也是)被聲聞耳聽了的， 不會任何時候地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被在旁邊流過。
[經文變異RT]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更格外多地 到於我們

現要去持續留神注意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那時(也是)被聲聞耳聽了的， 不會任何時候地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在旁邊流過。

來 2:2 eiv ga.r ò diV avgge,lwn lalhqei.j lo,goj evge,neto be,baioj kai. pa/sa para,basij kai. parakoh. e;laben e;ndikon
misqapodosi,an(
For if the word spoken by angels was stedfast, and every transgression and disobedience received a just
recompence of reward;
那藉著天使所傳的話，既是確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該受的報應；

若是 因為 (他)那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們)使者 (他)那時(也是)被發言講說了的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他)穩固踏實的， 並且 (她)所有每一個的 (她)違犯 並且 (她)不聽不從

他/她/它那時(也是)拿取 到於(她)合乎公平正義的 到於(她)給付酬勞，

來 2:3 pw/j h̀mei/j evkfeuxo,meqa thlikau,thj avmelh,santej swthri,aj( h[tij avrch.n labou/sa lalei/sqai dia. tou/
kuri,ou up̀o. tw/n avkousa,ntwn eivj hm̀a/j evbebaiw,qh(
How shall we escape, if we neglect so great salvation; which at the first began to be spoken by the Lord, and
was confirmed unto us by them that heard him;
我們若忽略這麼大的救恩，怎能逃罪呢；這救恩起先是主親自講的，後來是聽見的人給我們證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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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如何地呢 我們 我們將要(持續)讓自己向外逃離走避出來， 從屬(她)那何等樣的那同一者

(他們)那時(也是)不留意顧念了的 從屬(她)拯救？ (她)這個任何什麼， 到於(她)為起始為首 (她)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現要去持續被發言講說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我們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促使成穩固踏實；

來 2:4 sunepimarturou/ntoj tou/ qeou/ shmei,oij te kai. te,rasin kai. poiki,laij duna,mesin kai. pneu,matoj ag̀i,ou
merismoi/j kata. th.n auvtou/ qe,lhsinÈ
God also bearing them witness, both with signs and wonders, and with divers miracles, and gifts of the Holy
Ghost, according to his own will?
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蹟奇事，和百般的異能，並聖靈的恩賜，同他們作見證。

從屬(他)現正持續共同作見證人證實了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在對(它們)識別之表記徵兆 並/又 並且

在對(它們)奇事預兆， 並且 在對(她們)各色各樣的 在對(她們)能力權能， 並且 從屬(它)靈/風 從屬(它)聖的

在對(他們)分開，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那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她)定意。
[不同標點]

從屬(他)現正持續共同作見證人證實了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在對(它們)識別之表記徵兆 並/又 並且

在對(它們)奇事預兆， 並且 在對(她們)各色各樣的 在對(她們)能力權能， 並且 從屬(它)靈/風 從屬(它)聖的

在對(他們)分開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那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她)定意。

來 2:5 Ouv ga.r avgge,loij ùpe,taxen th.n oivkoume,nhn th.n me,llousan( peri. h-j lalou/menÅ
For unto the angels hath he not put in subjection the world to come, whereof we speak.
我們所說將來的世界，神原沒有交給天使管轄。

不是/不 因為 在對(他們)使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使服膺服從 到於(她)那 到於(她)全地 到於(她)那

到於(她)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的， <在周圍>關於 從屬(她)這個 我們現在持續發言講說。

來 2:6 diemartu,rato de, pou, tij le,gwn( Ti, evstin a;nqrwpoj o[ti mimnh,|skh| auvtou/( h' uiò.j avnqrw,pou o[ti
evpiske,pth| auvto,nÈ
But one in a certain place testified, saying, What is man, that thou art mindful of him? or the son of man, that
thou visitest him?
但有人在經上某處證明說：『人算甚麼，你竟顧念他，世人算甚麼，你竟眷顧他；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誠摯地作見證 然而也 從屬某個地方 (他)任何什麼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人， 是這樣 你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致使提醒記得 從屬(他)同一者？ 甚或/或而 (他)兒子

從屬(他)人， 是這樣 你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視察眷顧 到於(他)同一者？

來 2:7 hvla,ttwsaj auvto.n bracu, ti parV avgge,louj( do,xh| kai. timh/| evstefa,nwsaj auvto,n(
Thou madest him a little lower than the angels; thou crownedst him with glory and honour, and didst set him
over the works of thy hands:
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點，〔或作你叫他暫時比天使小〕賜他榮耀尊貴為冠冕，並將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

你那時(也是)促使為更微小低下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它)稍許的 到於(它)任何什麼 <在旁邊>到旁邊 到於(他們)使者；

在對(她)榮耀 並且 在對(她)珍貴價值 你那時(也是)冠以花冠 到於(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你那時(也是)促使為更微小低下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它)稍許的 到於(它)任何什麼 <在旁邊>到旁邊 到於(他們)使者；

在對(她)榮耀 並且 在對(她)珍貴價值 你那時(也是)冠以花冠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你那時(也是)設立派定

到於(他)同一者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工作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手 從屬你；
[經文變異WH]

你那時(也是)促使為更微小低下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它)稍許的 到於(它)任何什麼 <在旁邊>到旁邊 到於(他們)使者；

在對(她)榮耀 並且 在對(她)珍貴價值 你那時(也是)冠以花冠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你那時(也是)設立派定

到於(他)同一者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工作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手 從屬你；

來 2:8 pa,nta ùpe,taxaj ùpoka,tw tw/n podw/n auvtou/Å evn tw/| ga.r ùpota,xai Îauvtw/|Ð ta. pa,nta ouvde.n avfh/ken auvtw/|
avnupo,taktonÅ nu/n de. ou;pw òrw/men auvtw/| ta. pa,nta ùpotetagme,na\
Thou hast put all things in subjection under his feet. For in that he put all in subjection under him, he left nothing
that is not put under him. But now we see not yet all things put under him.
叫萬物都服在他的腳下。』既叫萬物都服他，就沒有剩下一樣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們還不見萬物都服他。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你那時(也是)使服膺服從 在下面地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腳 從屬(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它)那 因為 那時(也是)要去使服膺服從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任憑釋放離開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它)不服從約束的。 現在此時地

然而也 尚未地 我們現在持續看見清楚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現在已經被使服膺服從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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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變異RT]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你那時(也是)使服膺服從 在下面地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腳 從屬(他)同一者。 在內

因為 在對(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使服膺服從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任憑釋放離開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它)不服從約束的。 現在此時地

然而也 尚未地 我們現在持續看見清楚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現在已經被使服膺服從了的；

來 2:9 to.n de. bracu, ti parV avgge,louj hvlattwme,non ble,pomen VIhsou/n dia. to. pa,qhma tou/ qana,tou do,xh| kai.
timh/| evstefanwme,non( o[pwj ca,riti qeou/ ùpe.r panto.j geu,shtai qana,touÅ
But we see Jesus, who was made a little lower than the angels for the suffering of death, crowned with glory and
honour; that he by the grace of God should taste death for every man.
惟獨見那成為比天使小一點的耶穌，〔或作惟獨見耶穌暫時比天使小〕因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貴榮耀為冠冕，

叫他因著神的恩，為人人嘗了死味。

到於(他)那 然而也 到於(它)稍許的 到於(它)任何什麼 <在旁邊>到旁邊 到於(他們)使者

到於(他)現在已經被促使為更微小低下了的 我們現在持續著眼觀看 到於(他)耶穌，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

到於(它)所經歷承受 從屬(他)那 從屬(他)死 在對(她)榮耀 並且 在對(她)珍貴價值 到於(他)現在已經被冠以花冠了的；

這怎樣如何地 在對(她)恩典惠意 從屬(他)神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他)所有每一個的註1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品嘗 從屬(他)死。

註1：“從屬(他)所有每一個的”文法上亦可以為“從屬(它)所有每一個的”。

來 2:10 :Eprepen ga.r auvtw/|( diV o]n ta. pa,nta kai. diV ou- ta. pa,nta( pollou.j uìou.j eivj do,xan avgago,nta to.n
avrchgo.n th/j swthri,aj auvtw/n dia. paqhma,twn teleiw/saiÅ
For it became him, for whom are all things, and by whom are all things, in bringing many sons unto glory, to
make the captain of their salvation perfect through sufferings.
原來那為萬物所屬，為萬物所本的，要領許多的兒子進榮耀裏去，使救他們的元帥，因受苦難得以完全，本是合

宜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突顯適宜 因為 在對(他)同一者，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他)這個 (它們)那些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並且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這個 (它們)那些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們)許多的

到於(他們)兒子 向內進入 到於(她)榮耀 到於(他)那時(也是)帶領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起始首要之帶領之人

從屬(她)那 從屬(她)拯救 從屬(他們)同一者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們)所經歷承受 那時(也是)要去促使成完滿成全。

來 2:11 o[ te ga.r ag̀ia,zwn kai. oi` ag̀iazo,menoi evx eǹo.j pa,ntej\ diV h]n aivti,an ouvk evpaiscu,netai avdelfou.j auvtou.j
kalei/n
For both he that sanctifieth and they who are sanctified are all of one: for which cause he is not ashamed to call
them brethren,
因那使人成聖的，和那些得以成聖的，都是出於一；所以他稱他們為弟兄，也不以為恥，

(他)那 並/又 因為 (他)現正持續使成聖了的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被使成聖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他)一個註1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她)這個 到於(她)索問要求之因由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在上面挑起羞辱感 到於(他們)弟兄 到於(他們)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促請召喚，

註1：“從屬(他)一個”文法上亦可以為“從屬(它)一個”。

來 2:12 le,gwn( VApaggelw/ to. o;noma, sou toi/j avdelfoi/j mou( evn me,sw| evkklhsi,aj ùmnh,sw se(
Saying, I will declare thy name unto my brethren, in the midst of the church will I sing praise unto thee.
說：『我要將你的名傳與我的弟兄，在會中我要頌揚你。』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我將要(持續)從那裏報信通告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名字 從屬你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弟兄 從屬我， 在內 在對(它)中間當中的 從屬(她)傳召 我將要(持續)唱頌讚詩 到於你。

來 2:13 kai. pa,lin( VEgw. e;somai pepoiqw.j evpV auvtw/|( kai. pa,lin( VIdou. evgw. kai. ta. paidi,a a[ moi e;dwken ò qeo,jÅ
And again, I will put my trust in him. And again, Behold I and the children which God hath given me.
又說：『我要倚賴他。』又說：『看哪，我與神所給我的兒女。』

並且 重新又再地， 我 我將要(持續)是 (他)現在已經勸信說服了的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同一者。 並且

重新又再地，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我 並且 (它們)那些 (它們)小孩童， 到於(它們)這些個 在對我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他)那 (他)神。

來 2:14 evpei. ou=n ta. paidi,a kekoinw,nhken ai[matoj kai. sarko,j( kai. auvto.j paraplhsi,wj mete,scen tw/n auvtw/n(
i[na dia. tou/ qana,tou katargh,sh| to.n to. kra,toj e;conta tou/ qana,tou( tou/tV e;stin to.n dia,bolon(
Forasmuch then as the children are partakers of flesh and blood, he also himself likewise took part of the same;
that through death he might destroy him that had the power of death, that is, the devil;
兒女既同有血肉之體，他也照樣親自成了血肉之體；特要藉著死，敗壞那掌死權的，就是魔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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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上 這樣 (它們)那些 (它們)小孩童 他/她/它現在已經成合夥共享 從屬(它)血 並且 從屬(她)肉體， 並且

(他)同一者 近似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參與有分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同一者； 為要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那

從屬(他)死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使完全閒散停頓 到於(他)那 到於(它)那 到於(它)魄力權勢 到於(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死， (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到於(他)那 到於(他)詆辱中傷的[常指魔鬼]；
[經文變異RT]

在其上 這樣 (它們)那些 (它們)小孩童 他/她/它現在已經成合夥共享 從屬(她)肉體 並且 從屬(它)血， 並且

(他)同一者 近似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參與有分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同一者； 為要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那

從屬(他)死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使完全閒散停頓 到於(他)那 到於(它)那 到於(它)魄力權勢 到於(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死， (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到於(他)那 到於(他)詆辱中傷的[常指魔鬼]；

來 2:15 kai. avpalla,xh| tou,touj( o[soi fo,bw| qana,tou dia. panto.j tou/ zh/n e;nocoi h=san doulei,ajÅ
And deliver them who through fear of death were all their lifetime subject to bondage.
並要釋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為奴僕的人。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從那裏改換離開 到於(他們)那同一者， (他們)這每一切 在對(他)畏懼害怕 從屬(他)死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它)那 現要去持續活 (他們)有責任難以脫逃的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從屬(她)奴役為奴。

來 2:16 ouv ga.r dh,pou avgge,lwn evpilamba,netai avlla. spe,rmatoj VAbraa.m evpilamba,netaiÅ
For verily he took not on him the nature of angels; but he took on him the seed of Abraham.
他並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亞伯拉罕的後裔。

不是/不 因為 確是無疑地 從屬(他們)使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拿取到， 但乃是 從屬(它)種裔

從屬(他)亞伯拉罕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拿取到。

來 2:17 o[qen w;feilen kata. pa,nta toi/j avdelfoi/j òmoiwqh/nai( i[na evleh,mwn ge,nhtai kai. pisto.j avrciereu.j ta.
pro.j to.n qeo.n eivj to. il̀a,skesqai ta.j àmarti,aj tou/ laou/Å
Wherefore in all things it behoved him to be made like unto his brethren, that he might be a merciful and faithful
high priest in things pertaining to God, to make reconciliation for the sins of the people.
所以他凡事該與他的弟兄相同，為要在神的事上，成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為百姓的罪獻上挽回祭。

從這裏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積欠負債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弟兄

那時(也是)要去被促使為具同樣相同， 為要 (他)發憐憫慈悲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生發成為 並且

(他)誠且信的 (他)大祭司 到於(它們)那些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和解挽回註1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罪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民百姓。

註1：“現要去持續讓自己和解挽回”文法上亦可以為“現要去持續被和解挽回”。

來 2:18 evn w-| ga.r pe,ponqen auvto.j peirasqei,j( du,natai toi/j peirazome,noij bohqh/saiÅ
For in that he himself hath suffered being tempted, he is able to succour them that are tempted.
他自己既然被試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試探的人。

在內 在對(它)這個 因為 他/她/它現在已經經歷承受 (他)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被使有探測試驗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被使有探測試驗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行馳援幫助。

來 3:1 {Oqen( avdelfoi. a[gioi( klh,sewj evpourani,ou me,tocoi( katanoh,sate to.n avpo,stolon kai. avrciere,a th/j
òmologi,aj h̀mw/n VIhsou/n(
Wherefore, holy brethren, partakers of the heavenly calling, consider the Apostle and High Priest of our
profession, Christ Jesus;
同蒙天召的聖潔弟兄阿，你們應當思想我們所認為使者，為大祭司的耶穌；

從這裏地， 阿,(他們)弟兄 阿,(他們)聖的， 從屬(她)促請召喚 從屬(她)在天上的 (他們)參與有分的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仔細觀察了解 到於(他)那 到於(他)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並且 到於(他)大祭司 從屬(她)那

從屬(她)表白承認 從屬我們 到於(他)耶穌，
[經文變異RT]

從這裏地， 阿,(他們)弟兄 阿,(他們)聖的， 從屬(她)促請召喚 從屬(她)在天上的 (他們)參與有分的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仔細觀察了解 到於(他)那 到於(他)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並且 到於(他)大祭司 從屬(她)那

從屬(她)表白承認 從屬我們 到於(他)基督 到於(他)耶穌，

來 3:2 pisto.n o;nta tw/| poih,santi auvto.n wj̀ kai. Mwu?sh/j evn Îo[lw|Ð tw/| oi;kw| auvtou/Å
Who was faithful to him that appointed him, as also Moses was faithful in all his house.
他為那設立他的盡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盡忠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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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於(他)誠且信的 到於(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那時(也是)行出作成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正如地

並且 (他)摩西 在內 在對(他)整個全部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住處家室 從屬(他)同一者。

來 3:3 plei,onoj ga.r ou-toj do,xhj para. Mwu?sh/n hvxi,wtai( kaqV o[son plei,ona timh.n e;cei tou/ oi;kou ò
kataskeua,saj auvto,n\
For this man was counted worthy of more glory than Moses, inasmuch as he who hath builded the house hath
more honour than the house.
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榮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榮。

從屬(她)更多的 因為 (他)那同一者 從屬(她)榮耀 <在旁邊>到旁邊 到於(他)摩西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視為相配值得，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這每一切 到於(她)更多的 到於(她)珍貴價值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從屬(他)那

從屬(他)住處家室 (他)那 (他)那時(也是)預備妥當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從屬(她)更多的 因為 從屬(她)榮耀 (他)那同一者 <在旁邊>到旁邊 到於(他)摩西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視為相配值得，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這每一切 到於(她)更多的 到於(她)珍貴價值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從屬(他)那

從屬(他)住處家室 (他)那 (他)那時(也是)預備妥當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來 3:4 pa/j ga.r oi=koj kataskeua,zetai ùpo, tinoj( ò de. pa,nta kataskeua,saj qeo,jÅ
For every house is builded by some man; but he that built all things is God.
因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萬物的就是神。

(他)所有每一個的 因為 (他)住處家室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預備妥當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任何什麼， (他)那 然而也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時(也是)預備妥當了的 (他)神。
[經文變異RT]

(他)所有每一個的 因為 (他)住處家室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預備妥當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任何什麼， (他)那 然而也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時(也是)預備妥當了的 (他)神。

來 3:5 kai. Mwu?sh/j me.n pisto.j evn o[lw| tw/| oi;kw| auvtou/ ẁj qera,pwn eivj martu,rion tw/n lalhqhsome,nwn(
And Moses verily was faithful in all his house, as a servant, for a testimony of those things which were to be
spoken after;
摩西為僕人，在神的全家誠然盡忠，為要證明將來必傳說的事；

並且 (他)摩西 的確 (他)誠且信的 在內 在對(他)整個全部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住處家室 從屬(他)同一者 正如地

(他)僕人， 向內進入 到於(它)見證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將要(持續)被發言講說了的；

來 3:6 Cristo.j de. wj̀ uìo.j evpi. to.n oi=kon auvtou/\ ou- oi=ko,j evsmen h̀mei/j( eva,nÎperÐ th.n parrhsi,an kai. to. kau,chma
th/j evlpi,doj kata,scwmenÅ
But Christ as a son over his own house; whose house are we, if we hold fast the confidence and the rejoicing of
the hope firm unto the end.
但基督為兒子，治理神的家；我們若將可誇的盼望和膽量，堅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

(他)基督 然而也 正如地 (他)兒子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那 到於(他)住處家室 從屬(他)同一者； 從屬(他)這個

(他)住處家室 我們現在持續是 我們， 但凡若是甚至 [或=但凡若是] 到於(她)那 到於(她)放膽公開直言 並且

到於(它)那 到於(它)所誇耀 從屬(她)那 從屬(她)期盼指望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持住。
[經文變異RT]

(他)基督 然而也 正如地 (他)兒子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那 到於(他)住處家室 從屬(他)同一者； 從屬(他)這個

(他)住處家室 我們現在持續是 我們， 但凡若是甚至 到於(她)那 到於(她)放膽公開直言 並且 到於(它)那

到於(它)所誇耀 從屬(她)那 從屬(她)期盼指望 直到於此地 從屬(它)終結/貨物或旅行之終結稅 到於(她)穩固踏實的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持住。
[經文變異WH]

(他)基督 然而也 正如地 (他)兒子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那 到於(他)住處家室 從屬(他)同一者； 從屬(他)這個

(他)住處家室 我們現在持續是 我們， 但凡若是 到於(她)那 到於(她)放膽公開直言 並且 到於(它)那 到於(它)所誇耀

從屬(她)那 從屬(她)期盼指望 直到於此地 從屬(它)終結/貨物或旅行之終結稅 到於(她)穩固踏實的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持住。

來 3:7 Dio,( kaqw.j le,gei to. pneu/ma to. a[gion( Sh,meron eva.n th/j fwnh/j auvtou/ avkou,shte(
Wherefore (as the Holy Ghost saith, To day if ye will hear his voice,
聖靈有話說：『你們今日若聽他的話，

為這個緣故，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它)那 (它)靈/風 (它)那 (它)聖的， 今日地 但凡若是 從屬(她)那

從屬(她)聲音 從屬(他)同一者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聲聞耳聽，

來 3:8 mh. sklhru,nhte ta.j kardi,aj ùmw/n wj̀ evn tw/| parapikrasmw/| kata. th.n hm̀e,ran tou/ peirasmou/ evn th/|
evrh,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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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den not your hearts, as in the provocation, in the day of temptation in the wilderness:
就不可硬著心，像在曠野惹他發怒，試探他的時候一樣；

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促成剛硬艱澀註1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內心 從屬你們 正如地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使難受激怒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那 到於(她)日子/白日 從屬(他)那 從屬(他)試探試煉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孤獨荒涼的，

註1：“你們那時(也是)應該促成剛硬艱澀”文法上亦可以為“你們現在應該持續促成剛硬艱澀”。

來 3:9 ou- evpei,rasan oì pate,rej ùmw/n evn dokimasi,a| kai. ei=don ta. e;rga mou tessera,konta e;th\
When your fathers tempted me, proved me, and saw my works forty years.
在那裏，你們的祖宗試我探我，並且觀看我的作為，有四十年之久。

在這裏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使有探測試驗 (他們)那些 (他們)父親 從屬你們 在內 在對(她)檢查證實，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工作 從屬我 到於(它們)四十個 到於(它們)年；
[經文變異RT]

在這裏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使有探測試驗 到於我 (他們)那些 (他們)父親 從屬你們，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查驗證實 到於我，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工作 從屬我

到於(它們)四十個 到於(它們)年；

來 3:10 dio. prosw,cqisa th/| genea/| tau,th| kai. ei=pon( VAei. planw/ntai th/| kardi,a|( auvtoi. de. ouvk e;gnwsan ta.j
òdou,j mou(
Wherefore I was grieved with that generation, and said, They do alway err in their heart; and they have not
known my ways.
所以我厭煩那世代的人，說：他們心裏常常迷糊，竟不曉得我的作為；

為這個緣故 我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使成惱恨厭煩 在對(她)那 在對(她)族類之世代 在對(她)那同一者， 並且

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總是時常地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被有迷途錯謬 在對(她)那 在對(她)內心； (他們)同一者

然而也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認識知道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道路途徑 從屬我；
[經文變異RT]

為這個緣故 我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使成惱恨厭煩 在對(她)那 在對(她)族類之世代 在對(她)在那裏的那個， 並且

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總是時常地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被有迷途錯謬 在對(她)那 在對(她)內心； (他們)同一者

然而也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認識知道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道路途徑 從屬我；

來 3:11 wj̀ w;mosa evn th/| ovrgh/| mou\ Eiv eivseleu,sontai eivj th.n kata,pausi,n mouÅ
So I sware in my wrath, They shall not enter into my rest.)
我就在怒中起誓說：他們斷不可進入我的安息。』

正如地 我那時(也是)起誓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激動忿怒 從屬我， 若是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向內到來前往進入註1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安歇止息 從屬我。
註1：若是+將要(持續)......之條件語句，為希伯來文之省略型的祈咒慣用語，指明絕不會如此發生。

來 3:12 Ble,pete( avdelfoi,( mh,pote e;stai e;n tini ùmw/n kardi,a ponhra. avpisti,aj evn tw/| avposth/nai avpo. qeou/
zw/ntoj(
Take heed, brethren, lest there be in any of you an evil heart of unbelief, in departing from the living God.
弟兄們，你們要謹慎，免得你們中間，或有人存著不信的惡心，把永生神離棄了；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著眼觀看， 阿,(他們)弟兄， 不會任何時候地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在內 在對(他)任何什麼

從屬你們 (她)內心 (她)惡的 從屬(她)缺誠乏信， 在內 在對(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從那裏站開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神 從屬(他)現正持續活了的；

來 3:13 avlla. parakalei/te èautou.j kaqV ek̀a,sthn hm̀e,ran( a;crij ou- to. Sh,meron kalei/tai( i[na mh. sklhrunqh/| tij
evx ùmw/n avpa,th| th/j àmarti,aj &
But exhort one another daily, while it is called To day; lest any of you be hardened through the deceitfulness of
sin.
總要趁著還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勸，免得你們中間，有人被罪迷惑，心裏就剛硬了。

但乃是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勸勉請求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各個的 到於(她)日子/白日，

直至達到 從屬(它)這個 (它)那 今日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促請召喚； 為要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促成剛硬艱澀 (他)任何什麼 向外出來 從屬你們 在對(她)欺矇誘騙 從屬(她)那 從屬(她)罪；

來 3:14 me,tocoi ga.r tou/ Cristou/ gego,namen( eva,nper th.n avrch.n th/j ùposta,sewj me,cri te,louj bebai,an
kata,scwmen &
For we are made partakers of Christ, if we hold the beginning of our confidence stedfast unto the end;
我們若將起初確實的信心，堅持到底，就在基督裏有分了。

(他們)參與有分的 因為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我們現在已經生發成為， 但凡若是甚至 到於(她)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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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於(她)為起始為首 從屬(她)那 從屬(她)實體確信 一直達到 從屬(它)終結/貨物或旅行之終結稅 到於(她)穩固踏實的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持住，
[經文變異RT][不同標點]

(他們)參與有分的 因為 我們現在已經生發成為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但凡若是甚至 到於(她)那

到於(她)為起始為首 從屬(她)那 從屬(她)實體確信 一直達到 從屬(它)終結/貨物或旅行之終結稅 到於(她)穩固踏實的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持住；

來 3:15 evn tw/| le,gesqai( Sh,meron eva.n th/j fwnh/j auvtou/ avkou,shte( Mh. sklhru,nhte ta.j kardi,aj ùmw/n wj̀ evn tw/|
parapikrasmw/|Å
While it is said, To day if ye will hear his voice, harden not your hearts, as in the provocation.
經上說：『你們今日若聽他的話，就不可硬著心，像惹他發怒的日子一樣。』

在內 在對(它)那 現要去持續被道說， 今日地 但凡若是 從屬(她)那 從屬(她)聲音 從屬(他)同一者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聲聞耳聽， 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促成剛硬艱澀註1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內心

從屬你們 正如地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使難受激怒。

註1：“你們那時(也是)應該促成剛硬艱澀”文法上亦可以為“你們現在應該持續促成剛硬艱澀”。

來 3:16 ti,nej ga.r avkou,santej parepi,krananÈ avllV ouv pa,ntej oì evxelqo,ntej evx Aivgu,ptou dia. Mwu?se,wjÈ
For some, when they had heard, did provoke: howbeit not all that came out of Egypt by Moses.
那時聽見他話惹他發怒的是誰呢；豈不是跟著摩西從埃及出來的眾人麼。

(他們)任何什麼呢 因為 (他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使難受激怒？ 但乃是 豈非呢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那些 (他們)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她)埃及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摩西？
[不同標點][不同讀法]

(他們)任何什麼註1 因為 (他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使難受激怒； 但乃是 不是/不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那些 (他們)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她)埃及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摩西。

註1：“(他們)任何什麼呢”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們)任何什麼”[字形相同,意義不同]。

來 3:17 ti,sin de. prosw,cqisen tessera,konta e;thÈ ouvci. toi/j àmarth,sasin( w-n ta. kw/la e;pesen evn th/| evrh,mw|È
But with whom was he grieved forty years? was it not with them that had sinned, whose carcases fell in the
wilderness?
神四十年之久，又厭煩誰呢；豈不是那些犯罪屍首倒在曠野的人麼。

在對(他們)任何什麼呢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使成惱恨厭煩 到於(它們)四十個 到於(它們)年？

豈不是呢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那時(也是)犯罪了的， 從屬(他們)這些個 (它們)那些 (它們)砍下的殘肢

他/她/它那時(也是)落下墜落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孤獨荒涼的？

來 3:18 ti,sin de. w;mosen mh. eivseleu,sesqai eivj th.n kata,pausin auvtou/ eiv mh. toi/j avpeiqh,sasinÈ
And to whom sware he that they should not enter into his rest, but to them that believed not?
又向誰起誓，不容他們進入他的安息呢；豈不是向那些不信從的人麼。

在對(他們)任何什麼呢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起誓 不會/不要 將要去(持續)讓自己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安歇止息 從屬(他)同一者， 若是 不會/不要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那時(也是)成頑固不信了的？

來 3:19 kai. ble,pomen o[ti ouvk hvdunh,qhsan eivselqei/n diV avpisti,anÅ
So we see that they could not enter in because of unbelief.
這樣看來，他們不能進入安息，是因為不信的緣故了。

並且 我們現在持續著眼觀看 是這樣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能夠可能 那時(也是)要去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她)缺誠乏信。

來 4:1 Fobhqw/men ou=n( mh,pote kataleipome,nhj evpaggeli,aj eivselqei/n eivj th.n kata,pausin auvtou/ dokh/| tij evx
um̀w/n ùsterhke,naiÅ
Let us therefore fear, lest, a promise being left us of entering into his rest, any of you should seem to come short
of it.
我們既蒙留下有進入他安息的應許，就當畏懼，免得我們中間，〔我們原文作你們〕或有人似乎是趕不上了。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被成驚恐畏懼 這樣， 不會任何時候地， 從屬(她)現正持續被遺留下了的 從屬(她)應許

那時(也是)要去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安歇止息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設想認為對 (他)任何什麼 向外出來 從屬你們 現已經去落後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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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4:2 kai. ga,r evsmen euvhggelisme,noi kaqa,per kavkei/noi\ avllV ouvk wvfe,lhsen ò lo,goj th/j avkoh/j evkei,nouj mh.
sugkekerasme,nouj th/| pi,stei toi/j avkou,sasinÅ
For unto us was the gospel preached, as well as unto them: but the word preached did not profit them, not being
mixed with faith in them that heard it.
因為有福音傳給我們，像傳給他們一樣；只是所聽見的道與他們無益，因為他們沒有信心與所聽見的道調和。

並且 因為 我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現在已經被傳福音佳訊了的 甚至按照這些地 (他們)且在那裏的那個； 但乃是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成利益 (他)那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她)那 從屬(她)聽聞 到於(他們)在那裏的那個

不會/不要 到於(他們)現在已經被攙混調合在一起了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信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因為 我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現在已經被傳福音佳訊了的 甚至按照這些地 (他們)且在那裏的那個； 但乃是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成利益 (他)那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她)那 從屬(她)聽聞 到於(他們)在那裏的那個

不會/不要 (他)現在已經被攙混調合在一起了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信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來 4:3 eivserco,meqa ga.r eivj Îth.nÐ kata,pausin oi` pisteu,santej( kaqw.j ei;rhken( ~Wj w;mosa evn th/| ovrgh/| mou( Eiv
eivseleu,sontai eivj th.n kata,pausi,n mou( kai,toi tw/n e;rgwn avpo. katabolh/j ko,smou genhqe,ntwnÅ
For we which have believed do enter into rest, as he said, As I have sworn in my wrath, if they shall enter into
my rest: although the works were finished from the foundation of the world.
但我們已經相信的人，得以進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說：『我在怒中起誓說：他們斷不可進入我的安息。』其實造

物之工，從創世以來已經成全了。

我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因為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安歇止息 (他們)那些

(他們)那時(也是)置信信託了的；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現在已經開聲言說， 正如地 我那時(也是)起誓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激動忿怒 從屬我， 若是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向內到來前往進入註1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安歇止息 從屬我； 且其實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工作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投置奠基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從屬(它們)那時(也是)被生發成為了的。
註1：若是+將要(持續)......之條件語句，為希伯來文之省略型的祈咒慣用語，指明絕不會如此發生。

來 4:4 ei;rhken ga,r pou peri. th/j èbdo,mhj ou[twj( Kai. kate,pausen ò qeo.j evn th/| hm̀e,ra| th/| eb̀do,mh| avpo. pa,ntwn
tw/n e;rgwn auvtou/(
For he spake in a certain place of the seventh day on this wise, And God did rest the seventh day from all his
works.
論到第七日，有一處說：『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工。』

他/她/它現在已經開聲言說 因為 從屬某個地方 <在周圍>關於 從屬(她)那 從屬(她)第七的 那同一樣式地，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安歇止息 (他)那 (他)神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日子/白日 在對(她)那 在對(她)第七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工作 從屬(他)同一者；

來 4:5 kai. evn tou,tw| pa,lin( Eiv eivseleu,sontai eivj th.n kata,pausi,n mouÅ
And in this place again, If they shall enter into my rest.
又有一處說：『他們斷不可進入我的安息。』

並且 在內 在對(他)那同一者 重新又再地， 若是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向內到來前往進入註1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安歇止息 從屬我。
註1：若是+將要(持續)......之條件語句，為希伯來文之省略型的祈咒慣用語，指明絕不會如此發生。

來 4:6 evpei. ou=n avpolei,petai tina.j eivselqei/n eivj auvth,n( kai. oi` pro,teron euvaggelisqe,ntej ouvk eivsh/lqon diV
avpei,qeian(
Seeing therefore it remaineth that some must enter therein, and they to whom it was first preached entered not
in because of unbelief:
既有必進安息的人，那先前聽見福音的，因為不信從，不得進去；

在其上 這樣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從那裏遺下留後 到於(他們)任何什麼 那時(也是)要去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她)同一者， 並且 (他們)那些 更先前地 (他們)那時(也是)被傳福音佳訊了的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她)頑梗不信，

來 4:7 pa,lin tina. òri,zei h̀me,ran( Sh,meron( evn Daui.d le,gwn meta. tosou/ton cro,non( kaqw.j proei,rhtai( Sh,meron
eva.n th/j fwnh/j auvtou/ avkou,shte( mh. sklhru,nhte ta.j kardi,aj ùmw/nÅ
Again, he limiteth a certain day, saying in David, To day, after so long a time; as it is said, To day if ye will hear
his voice, harden not your hearts.
所以過了多年，就在大衛的書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說：『你們今日若聽他的話，就不可硬著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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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又再地 到於(她)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界定 到於(她)日子/白日， 今日地， 在內 在對(他)大衛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他)那這麼樣大/那這麼樣多 到於(他)時段期間，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預先開聲言說， 今日地 但凡若是 從屬(她)那 從屬(她)聲音 從屬(他)同一者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聲聞耳聽， 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促成剛硬艱澀註1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內心

從屬你們。

註1：“你們那時(也是)應該促成剛硬艱澀”文法上亦可以為“你們現在應該持續促成剛硬艱澀”。

[經文變異RT]

重新又再地 到於(她)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界定 到於(她)日子/白日， 今日地， 在內 在對(他)大衛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他)那這麼樣大/那這麼樣多 到於(他)時段期間，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開聲言說， 今日地 但凡若是 從屬(她)那 從屬(她)聲音 從屬(他)同一者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聲聞耳聽， 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促成剛硬艱澀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內心

從屬你們。

來 4:8 eiv ga.r auvtou.j VIhsou/j kate,pausen( ouvk a'n peri. a;llhj evla,lei meta. tau/ta hm̀e,rajÅ
For if Jesus had given them rest, then would he not afterward have spoken of another day.
若是約書亞已叫他們享了安息，後來神就不再提別的日子了。

若是 因為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耶穌[在此為舊約之約書亞] 他/她/它那時(也是)安歇止息， 不是/不 但凡

<在周圍>關於 從屬(她)另外不同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發言講說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從屬(她)日子/白日。

來 4:9 a;ra avpolei,petai sabbatismo.j tw/| law/| tou/ qeou/Å
There remaineth therefore a rest to the people of God.
這樣看來，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為神的子民存留。

果然如此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從那裏遺下留後 (他)守安息 在對(他)那 在對(他)人民百姓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來 4:10 ò ga.r eivselqw.n eivj th.n kata,pausin auvtou/ kai. auvto.j kate,pausen avpo. tw/n e;rgwn auvtou/ w[sper avpo. tw/n
ivdi,wn ò qeo,jÅ
For he that is entered into his rest, he also hath ceased from his own works, as God did from his.
因為那進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工，正如神歇了他的工一樣。

(他)那 因為 (他)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安歇止息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安歇止息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工作 從屬(他)同一者， 甚至正如地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私人個別的 (他)那 (他)神。

來 4:11 spouda,swmen ou=n eivselqei/n eivj evkei,nhn th.n kata,pausin( i[na mh. evn tw/| auvtw/| tij ùpodei,gmati pe,sh| th/j
avpeiqei,ajÅ
Let us labour therefore to enter into that rest, lest any man fall after the same example of unbelief.
所以我們務必竭力進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學那不信從的樣子跌倒了。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殷勤熱心 這樣 那時(也是)要去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她)在那裏的那個 到於(她)那

到於(她)安歇止息， 為要 不會/不要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同一者 (他)任何什麼 在對(它)典範隱喻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落下墜落 從屬(她)那 從屬(她)頑梗不信。

來 4:12 Zw/n ga.r ò lo,goj tou/ qeou/ kai. evnergh.j kai. tomw,teroj ùpe.r pa/san ma,cairan di,stomon kai.
dii?knou,menoj a;cri merismou/ yuch/j kai. pneu,matoj( ar̀mw/n te kai. muelw/n( kai. kritiko.j evnqumh,sewn kai.
evnnoiw/n kardi,aj\
For the word of God is quick, and powerful, and sharper than any twoedged sword, piercing even to the dividing
asunder of soul and spirit, and of the joints and marrow, and is a discerner of the thoughts and intents of the
heart.
神的道是活潑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兩刃的劍更快，甚至魂與靈，骨節與骨髓，都能刺入剖開，連心中的思念

和主意，都能辨明。

(他)現正持續活了的 因為 (他)那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他)有功效的， 並且

(他)更快更利的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高超 到於(她)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兵刃 到於(她)兩刃的， 並且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刺入洞穿了的 直至達到 從屬(他)分開 從屬(她)生魂意念 並且 從屬(它)靈/風， 從屬(他們)關節

並/又 並且 從屬(他們)骨髓， 並且 (他)鑒別批判的 從屬(她們)貫注思考 並且 從屬(她們)參悟思索 從屬(她)內心；
[經文變異RT]

(他)現正持續活了的 因為 (他)那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他)有功效的， 並且

(他)更快更利的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高超 到於(她)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兵刃 到於(她)兩刃的， 並且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刺入洞穿了的 直至達到 從屬(他)分開 從屬(她)生魂意念 並/又 並且 從屬(它)靈/風，

從屬(他們)關節 並/又 並且 從屬(他們)骨髓， 並且 (他)鑒別批判的 從屬(她們)貫注思考 並且 從屬(她們)參悟思索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  簡易閲讀版  1315

1315

從屬(她)內心；

來 4:13 kai. ouvk e;stin kti,sij avfanh.j evnw,pion auvtou/( pa,nta de. gumna. kai. tetrachlisme,na toi/j ovfqalmoi/j
auvtou/( pro.j o]n h̀mi/n ò lo,gojÅ
Neither is there any creature that is not manifest in his sight: but all things are naked and opened unto the eyes
of him with whom we have to do.
並且被造的，沒有一樣在他面前不顯然的；原來萬物，在那與我們有關係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開的。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創造建立 (她)不促為照亮顯明的 在面前地 從屬(他)同一者；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然而也 (它們)赤身裸露的 並且 (它們)現在已經被袒露敞開了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眼睛

從屬(他)同一者，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這個 在對我們 (他)那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來 4:14 :Econtej ou=n avrciere,a me,gan dielhluqo,ta tou.j ouvranou,j( VIhsou/n to.n uiò.n tou/ qeou/( kratw/men th/j
òmologi,ajÅ
Seeing then that we have a great high priest, that is passed into the heavens, Jesus the Son of God, let us hold
fast our profession.
我們既然有一位已經升入高天尊榮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兒子耶穌，便當持定所承認的道。

(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這樣 到於(他)大祭司 到於(他)極大的 到於(他)現在已經橫過穿越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天空/天， 到於(他)耶穌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掌控抓住

從屬(她)那 從屬(她)表白承認。

來 4:15 ouv ga.r e;comen avrciere,a mh. duna,menon sumpaqh/sai tai/j avsqenei,aij h̀mw/n( pepeirasme,non de. kata.
pa,nta kaqV òmoio,thta cwri.j àmarti,ajÅ
For we have not an high priest which cannot be touched with the feeling of our infirmities; but was in all points
tempted like as we are, yet without sin.
因我們的大祭司，並非不能體恤我們的軟弱；他也曾凡事受過試探，與我們一樣；只是他沒有犯罪。

不是/不 因為 我們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他)大祭司 不會/不要 到於(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成同感體恤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無力軟弱 從屬我們， 到於(他)現在已經被使有探測試驗了的

然而也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類同相像， 脫離開地 從屬(她)罪。

來 4:16 prosercw,meqa ou=n meta. parrhsi,aj tw/| qro,nw| th/j ca,ritoj( i[na la,bwmen e;leoj kai. ca,rin eu[rwmen eivj
eu;kairon boh,qeianÅ
Let us therefore come boldly unto the throne of grace, that we may obtain mercy, and find grace to help in time
of need.
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的，來到施恩的寶座前，為要得憐恤，蒙恩惠作隨時的幫助。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讓自己/被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 這樣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放膽公開直言 在對(他)那

在對(他)寶座 從屬(她)那 從屬(她)恩典惠意， 為要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拿取 到於(它)憐憫慈悲， 並且

到於(她)恩典惠意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找到尋見 向內進入 到於(她)好時機的 到於(她)扶援幫助。

來 5:1 Pa/j ga.r avrciereu.j evx avnqrw,pwn lambano,menoj ùpe.r avnqrw,pwn kaqi,statai ta. pro.j to.n qeo,n( i[na
prosfe,rh| dw/ra, te kai. qusi,aj ùpe.r am̀artiw/n(
For every high priest taken from among men is ordained for men in things pertaining to God, that he may offer
both gifts and sacrifices for sins:
凡從人間挑選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辦理屬神的事，為要獻上禮物，和贖罪祭；〔或作要為罪獻上禮物和祭物〕

(他)所有每一個的 因為 (他)大祭司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人 (他)現正持續被拿取了的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他們)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設立派定 到於(它們)那些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為要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在前面向著負載攜帶 到於(它們)禮物 並/又 並且 到於(她們)犧牲祭物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她們)罪；

來 5:2 metriopaqei/n duna,menoj toi/j avgnoou/sin kai. planwme,noij( evpei. kai. auvto.j peri,keitai avsqe,neian
Who can have compassion on the ignorant, and on them that are out of the way; for that he himself also is
compassed with infirmity.
他能體諒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因為他自己也是被軟弱所困；

現要去持續成適度體諒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了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不領悟認知了的 並且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被有迷途錯謬了的， 在其上 並且 (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安置在周圍

到於(她)無力軟弱；

來 5:3 kai. diV auvth.n ovfei,lei( kaqw.j peri. tou/ laou/( ou[twj kai. peri. auvtou/ prosfe,rein peri. àmartiw/nÅ
And by reason hereof he ought, as for the people, so also for himself, to offer for sins.
故此他理當為百姓和自己獻祭贖罪。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  簡易閲讀版  1316

1316

並且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她)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積欠負債， 按照正如地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民百姓， 那同一樣式地 並且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在前面向著負載攜帶

<在周圍>關於 從屬(她們)罪。
[經文變異RT]

並且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她)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積欠負債， 按照正如地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民百姓， 那同一樣式地 並且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同一者自己 現要去持續在前面向著負載攜帶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她們)罪。
[經文變異WH]

並且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她)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積欠負債， 按照正如地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民百姓， 那同一樣式地 並且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同一者自己 現要去持續在前面向著負載攜帶

<在周圍>關於 從屬(她們)罪。

來 5:4 kai. ouvc eàutw/| tij lamba,nei th.n timh.n avlla. kalou,menoj ùpo. tou/ qeou/ kaqw,sper kai. VAarw,nÅ
And no man taketh this honour unto himself, but he that is called of God, as was Aaron.
這大祭司的尊榮，沒有人自取，惟要蒙神所召，像亞倫一樣。

並且 不是/不 在對(他)同一者自己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拿取 到於(她)那 到於(她)珍貴價值， 但乃是

(他)現正持續被促請召喚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甚至按照正如地 並且 (他)亞倫。
[經文變異RT]

並且 不是/不 在對(他)同一者自己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拿取 到於(她)那 到於(她)珍貴價值， 但乃是

(他)那 (他)現正持續被促請召喚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甚至按照這些地 並且 (他)那 (他)亞倫。

來 5:5 Ou[twj kai. o` Cristo.j ouvc eàuto.n evdo,xasen genhqh/nai avrciere,a avllV ò lalh,saj pro.j auvto,n( Uìo,j mou ei=
su,( evgw. sh,meron gege,nnhka, se\
So also Christ glorified not himself to be made an high priest; but he that said unto him, Thou art my Son, to day
have I begotten thee.
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榮耀作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說『你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

那同一樣式地 並且 (他)那 (他)基督 不是/不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他/她/它那時(也是)歸榮耀

那時(也是)要去被生發成為 到於(他)大祭司； 但乃是 (他)那 (他)那時(也是)發言講說了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他)兒子 從屬我 你現在持續是 你， 我 今日地 我現在已經生發成為族類 到於你。

來 5:6 kaqw.j kai. evn ète,rw| le,gei( Su. ièreu.j eivj to.n aivw/na kata. th.n ta,xin Melcise,dek(
As he saith also in another place, Thou art a priest for ever after the order of Melchisedec.
就如經上又有一處說：『你是照著麥基洗德的等次永遠為祭司。』

按照正如地 並且 在內 在對(他)相異不同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你 (他)祭司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世紀時代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那 到於(她)安排定規 從屬(他)麥基洗德。

來 5:7 o]j evn tai/j h̀me,raij th/j sarko.j auvtou/ deh,seij te kai. ik̀ethri,aj pro.j to.n duna,menon sw,|zein auvto.n evk
qana,tou meta. kraugh/j ivscura/j kai. dakru,wn prosene,gkaj kai. eivsakousqei.j avpo. th/j euvlabei,aj(
Who in the days of his flesh, when he had offered up prayers and supplications with strong crying and tears unto
him that was able to save him from death, and was heard in that he feared;
基督在肉體的時候，既大聲哀哭，流淚禱告懇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誠，蒙了應允。

(他)這個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日子/白日 從屬(她)那 從屬(她)肉體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她們)自卑乞求

並/又 並且 到於(她們)哀求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了的 現要去持續拯救

到於(他)同一者 向外出來 從屬(他)死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高喊嚷叫 從屬(她)強壯大力的 並且 從屬(它們)眼淚

(他)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負載攜帶了的， 並且 (他)那時(也是)被聽見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虔敬慎重，

來 5:8 kai,per w'n uìo,j( e;maqen avfV w-n e;paqen th.n ùpakoh,n(
Though he were a Son, yet learned he obedience by the things which he suffered;
他雖然為兒子，還是因所受的苦難學了順從；

且甚至 (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他)兒子 他/她/它那時(也是)學習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經歷承受 到於(她)那 到於(她)聽從順服；

來 5:9 kai. teleiwqei.j evge,neto pa/sin toi/j ùpakou,ousin auvtw/| ai;tioj swthri,aj aivwni,ou(
And being made perfect, he became the author of eternal salvation unto all them that obey him;
他既得以完全，就為凡順從他的人，成了永遠得救的根源；

並且 (他)那時(也是)被促使成完滿成全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對(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留心聽從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他)起因根由的 從屬(她)拯救 從屬(她)時世恆久的，
[經文變異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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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 (他)那時(也是)被促使成完滿成全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留心聽從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在對(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起因根由的 從屬(她)拯救

從屬(她)時世恆久的，

來 5:10 prosagoreuqei.j up̀o. tou/ qeou/ avrciereu.j kata. th.n ta,xin Melcise,dekÅ
Called of God an high priest after the order of Melchisedec.
並蒙神照著麥基洗德的等次稱他為大祭司。

(他)那時(也是)被宣告表揚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大祭司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那

到於(她)安排定規 從屬(他)麥基洗德。

來 5:11 Peri. ou- polu.j h̀mi/n ò lo,goj kai. dusermh,neutoj le,gein( evpei. nwqroi. gego,nate tai/j avkoai/jÅ
Of whom we have many things to say, and hard to be uttered, seeing ye are dull of hearing.
論到麥基洗德，我們有好些話，並且難以解明，因為你們聽不進去。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這個註1
(他)許多的 在對我們 (他)那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並且 (他)為難以行解釋翻譯的

現要去持續道說， 在其上 (他們)懶惰懈怠的 你們現在已經生發成為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聽聞。

註1：“從屬(他)這個”文法上亦可以為“從屬(它)這個”。

來 5:12 kai. ga.r ovfei,lontej ei=nai dida,skaloi dia. to.n cro,non( pa,lin crei,an e;cete tou/ dida,skein ùma/j tina. ta.
stoicei/a th/j avrch/j tw/n logi,wn tou/ qeou/ kai. gego,nate crei,an e;contej ga,laktoj Îkai.Ð ouv sterea/j trofh/jÅ
For when for the time ye ought to be teachers, ye have need that one teach you again which be the first
principles of the oracles of God; and are become such as have need of milk, and not of strong meat.
看你們學習的工夫，本該作師傅，誰知還得有人將神聖言小學的開端，另教導你們；並且成了那必須喫奶，不能

喫乾糧的人。

並且 因為 (他們)現正持續積欠負債了的 現要去持續是 (他們)老師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他)那

到於(他)時段期間， 重新又再地 到於(她)需用 你們現在持續持有 從屬(它)那 現要去持續教導 到於你們

到於(他)任何什麼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基本之要素序列 從屬(她)那 從屬(她)為起始為首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神諭聖言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你們現在已經生發成為 到於(她)需用 (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從屬(它)奶， 並且 不是/不 從屬(她)堅固穩定的 從屬(她)食品營養。
[不同讀法]

並且 因為 (他們)現正持續積欠負債了的 現要去持續是 (他們)老師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他)那

到於(他)時段期間， 重新又再地 到於(她)需用 你們現在持續持有 從屬(它)那 現要去持續教導 到於你們

(它們)任何什麼呢註1
(它們)那些 (它們)基本之要素序列註2

從屬(她)那 從屬(她)為起始為首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神諭聖言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你們現在已經生發成為 到於(她)需用 (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從屬(它)奶， 並且 不是/不 從屬(她)堅固穩定的 從屬(她)食品營養。

註1：“到於(他)任何什麼”文法上亦可以為“(它們)任何什麼呢”[字形相同,意義不同]。

註2：“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基本之要素序列”文法上亦可以為“(它們)那些 (它們)基本之要素序列”。

[經文變異WH]

並且 因為 (他們)現正持續積欠負債了的 現要去持續是 (他們)老師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他)那

到於(他)時段期間， 重新又再地 到於(她)需用 你們現在持續持有 從屬(它)那 現要去持續教導 到於你們

到於(他)任何什麼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基本之要素序列 從屬(她)那 從屬(她)為起始為首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神諭聖言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你們現在已經生發成為 到於(她)需用 (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從屬(它)奶， 不是/不 從屬(她)堅固穩定的 從屬(她)食品營養。

來 5:13 pa/j ga.r ò mete,cwn ga,laktoj a;peiroj lo,gou dikaiosu,nhj( nh,pioj ga,r evstin\
For every one that useth milk is unskilful in the word of righteousness: for he is a babe.
凡只能喫奶的，都不熟練仁義的道理；因為他是嬰孩。

(他)所有每一個的 因為 (他)那 (他)現正持續參與有分了的 從屬(它)奶 (他)沒有經驗的 從屬(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她)至義； (他)嬰孩的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來 5:14 telei,wn de, evstin h` sterea. trofh,( tw/n dia. th.n e[xin ta. aivsqhth,ria gegumnasme,na evco,ntwn pro.j
dia,krisin kalou/ te kai. kakou/Å
But strong meat belongeth to them that are of full age, even those who by reason of use have their senses
exercised to discern both good and evil.
惟獨長大成人的，纔能喫乾糧，他們的心竅，習練得通達，就能分辨好歹了。

從屬(他們)完滿成全的 然而也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堅固穩定的 (她)食品營養， 從屬(他們)那些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她)那 到於(她)慣練熟習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知覺領會之官能

到於(它們)現在已經被運動操練了的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徹底分開辨明

從屬(它)美好適當的 並/又 並且 從屬(它)卑劣不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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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6:1 Dio. avfe,ntej to.n th/j avrch/j tou/ Cristou/ lo,gon evpi. th.n teleio,thta ferw,meqa( mh. pa,lin qeme,lion
kataballo,menoi metanoi,aj avpo. nekrw/n e;rgwn kai. pi,stewj evpi. qeo,n(
Therefore leaving the principles of the doctrine of Christ, let us go on unto perfection; not laying again the
foundation of repentance from dead works, and of faith toward God,
所以我們應當離開基督道理的開端，竭力進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行，信靠神，

為這個緣故 (他們)那時(也是)任憑釋放離開了的 到於(他)那 從屬(她)那 從屬(她)為起始為首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完美全備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被負載攜帶，

不會/不要 重新又再地 到於(他)根基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向下投擲了的 從屬(她)轉悟悔改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們)死掉的 從屬(它們)工作， 並且 從屬(她)信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神，

來 6:2 baptismw/n didach/j evpiqe,sew,j te ceirw/n( avnasta,sew,j te nekrw/n kai. kri,matoj aivwni,ouÅ
Of the doctrine of baptisms, and of laying on of hands, and of resurrection of the dead, and of eternal judgment.
各樣洗禮，按手之禮，死人復活，以及永遠審判，各等教訓。

從屬(他們)浸洗 從屬(她)教授講訓， 從屬(她)置放擺設在上面 並/又 從屬(她們)手， 從屬(她)再站立起來 並/又

從屬(他們)死掉的， 並且 從屬(它)審案判決 從屬(它)時世恆久的。
[經文變異WH]

從屬(他們)浸洗 到於(她)教授講訓， 從屬(她)置放擺設在上面 並/又 從屬(她們)手， 從屬(她)再站立起來

從屬(他們)死掉的， 並且 從屬(它)審案判決 從屬(它)時世恆久的。

來 6:3 kai. tou/to poih,somen( eva,nper evpitre,ph| ò qeo,jÅ
And this will we do, if God permit.
神若許我們，我們必如此行。

並且 到於(它)那同一者 我們將要(持續)行出作成， 但凡若是甚至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准許 (他)那 (他)神。

來 6:4 VAdu,naton ga.r tou.j a[pax fwtisqe,ntaj( geusame,nouj te th/j dwrea/j th/j evpourani,ou kai. meto,couj
genhqe,ntaj pneu,matoj àgi,ou
For it is impossible for those who were once enlightened, and have tasted of the heavenly gift, and were made
partakers of the Holy Ghost,
論到那些已經蒙了光照，嘗過天恩的滋味，又於聖靈有分，

(它)乃不能夠可能的 因為 到於(他們)那些 一次地 到於(他們)那時(也是)被光照了的，

到於(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品嘗了的 並/又 從屬(她)那 從屬(她)賞賜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在天上的 並且

到於(他們)參與有分的 到於(他們)那時(也是)被生發成為了的 從屬(它)靈/風 從屬(它)聖的，

來 6:5 kai. kalo.n geusame,nouj qeou/ rh̀/ma duna,meij te me,llontoj aivw/noj
And have tasted the good word of God, and the powers of the world to come,
並嘗過神善道的滋味，覺悟來世權能的人，

並且 到於(它)美好適當的 到於(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品嘗了的 從屬(他)神 到於(它)所發表言說 到於(她們)能力權能

並/又 從屬(他)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的 從屬(他)世紀時代，

來 6:6 kai. parapeso,ntaj( pa,lin avnakaini,zein eivj meta,noian( avnastaurou/ntaj èautoi/j to.n uiò.n tou/ qeou/ kai.
paradeigmati,zontajÅ
If they shall fall away, to renew them again unto repentance; seeing they crucify to themselves the Son of God
afresh, and put him to an open shame.
若是離棄道理，就不能叫他們從新懊悔了；因為他們把神的兒子重釘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

並且 到於(他們)那時(也是)失誤偏差了的， 重新又再地 現要去持續使為更新 向內進入 到於(她)轉悟悔改；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再釘十字架了的 在對(他們)同一者自己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在旁使為範例表樣了的。

來 6:7 gh/ ga.r h` piou/sa to.n evpV auvth/j evrco,menon polla,kij ùeto.n kai. ti,ktousa bota,nhn eu;qeton evkei,noij diV
ou]j kai. gewrgei/tai( metalamba,nei euvlogi,aj avpo. tou/ qeou/\
For the earth which drinketh in the rain that cometh oft upon it, and bringeth forth herbs meet for them by whom
it is dressed, receiveth blessing from God:
就如一塊田地，喫過屢次下的雨水，生長菜蔬合乎耕種的人用，就從神得福；

(她)地土/地 因為 (她)那 (她)那時(也是)喝了的 到於(他)那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同一者

到於(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經常地 到於(他)下雨 並且 (她)現正持續生產帶出了的 到於(她)菜蔬牧草

到於(她)為合適的 在對(他們)在那裏的那個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他們)這些個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行耕種，

他/她/它現在持續參與得享 從屬(她)稱讚祝福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經文變異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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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地土/地 因為 (她)那 (她)那時(也是)喝了的 到於(他)那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同一者 經常地

到於(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到於(他)下雨 並且 (她)現正持續生產帶出了的 到於(她)菜蔬牧草

到於(她)為合適的 在對(他們)在那裏的那個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他們)這些個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行耕種，

他/她/它現在持續參與得享 從屬(她)稱讚祝福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來 6:8 evkfe,rousa de. avka,nqaj kai. tribo,louj( avdo,kimoj kai. kata,raj evggu,j( h-j to. te,loj eivj kau/sinÅ
But that which beareth thorns and briers is rejected, and is nigh unto cursing; whose end is to be burned.
若長荊棘和蒺藜，必被廢棄，近於咒詛，結局就是焚燒。

(她)現正持續向外負載攜帶出來了的 然而也 到於(她們)荊棘 並且 到於(他們)蒺藜刺草， (她)驗明不實的 並且

從屬(她)向下禱告咒詛 接近地； 從屬(她)這個 (它)那 (它)終結/貨物或旅行之終結稅 向內進入 到於(她)點燃焚燒。

來 6:9 Pepei,smeqa de. peri. um̀w/n( avgaphtoi,( ta. krei,ssona kai. evco,mena swthri,aj( eiv kai. ou[twj lalou/menÅ
But, beloved, we are persuaded better things of you, and things that accompany salvation, though we thus
speak.
親愛的弟兄們，我們雖是這樣說，卻深信你們的行為強過這些，而且近乎得救。

我們現在已經被勸信說服 然而也 <在周圍>關於 從屬你們， 阿,(他們)蒙愛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更優秀的

並且 到於(它們)現正持續讓自己持有了的
註1

從屬(她)拯救， 若是 並且 那同一樣式地 我們現在持續發言講說。

註1：“到於(它們)現正持續讓自己持有了的”文法上亦可以為“到於(它們)現正持續被持有了的”。

來 6:10 ouv ga.r a;dikoj ò qeo.j evpilaqe,sqai tou/ e;rgou ùmw/n kai. th/j avga,phj h-j evnedei,xasqe eivj to. o;noma auvtou/(
diakonh,santej toi/j ag̀i,oij kai. diakonou/ntejÅ
For God is not unrighteous to forget your work and labour of love, which ye have shewed toward his name, in
that ye have ministered to the saints, and do minister.
因為神並非不公義，竟忘記你們所作的工，和你們為他名所顯的愛心，就是先前伺候聖徒，如今還是伺候。

不是/不 因為 (他)不義的 (他)那 (他)神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忽略遺忘 從屬(它)那 從屬(它)工作 從屬你們 並且

從屬(她)那 從屬(她)愛， 從屬(她)這個 你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在內顯示展現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名字

從屬(他)同一者， (他們)那時(也是)行服事了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聖的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行服事了的。
[經文變異RT]

不是/不 因為 (他)不義的 (他)那 (他)神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忽略遺忘 從屬(它)那 從屬(它)工作 從屬你們 並且

從屬(他)那 從屬(他)勞碌疲累 從屬(她)那 從屬(她)愛， 從屬(她)這個 你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在內顯示展現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名字 從屬(他)同一者， (他們)那時(也是)行服事了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聖的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行服事了的。
[經文變異Scrivener]

不是/不 因為 (他)不義的 (他)那 (他)神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忽略遺忘 從屬(它)那 從屬(它)工作 從屬你們 並且

從屬(他)那 從屬(他)勞碌疲累 從屬(她)那 從屬(她)愛， 從屬(她)這個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在內顯示展現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名字 從屬(他)同一者， (他們)那時(也是)行服事了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聖的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行服事了的。

來 6:11 evpiqumou/men de. e[kaston um̀w/n th.n auvth.n evndei,knusqai spoudh.n pro.j th.n plhrofori,an th/j evlpi,doj
a;cri te,louj(
And we desire that every one of you do shew the same diligence to the full assurance of hope unto the end:
我們願你們各人都顯出這樣的殷勤，使你們有滿足的指望，一直到底。

我們現在持續熱戀愛慕 然而也 到於(他)各個的 從屬你們 到於(她)那 到於(她)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在內顯示展現

到於(她)勤奮殷切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那 到於(她)確信把握 從屬(她)那 從屬(她)期盼指望 直至達到

從屬(它)終結/貨物或旅行之終結稅；

來 6:12 i[na mh. nwqroi. ge,nhsqe( mimhtai. de. tw/n dia. pi,stewj kai. makroqumi,aj klhronomou,ntwn ta.j
evpaggeli,ajÅ
That ye be not slothful, but followers of them who through faith and patience inherit the promises.
並且不懈怠；總要效法那些憑信心和忍耐承受應許的人。

為要 不會/不要 (他們)懶惰懈怠的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生發成為， (他們)模仿效法者 然而也 從屬(他們)那些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信 並且 從屬(她)恆忍耐性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行承受產業了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應許。

來 6:13 Tw/| ga.r VAbraa.m evpaggeila,menoj ò qeo,j( evpei. katV ouvdeno.j ei=cen mei,zonoj ovmo,sai( w;mosen kaqV eàutou/
For when God made promise to Abraham, because he could swear by no greater, he sware by himself,
當初神應許亞伯拉罕的時候，因為沒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著起誓的，就指著自己起誓，說：

在對(他)那 因為 在對(他)亞伯拉罕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應承許諾了的 (他)那 (他)神， 在其上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持有 從屬(他)更大的 那時(也是)要去起誓， 他/她/它那時(也是)起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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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他)同一者自己，

來 6:14 le,gwn( Eiv mh.n euvlogw/n euvlogh,sw se kai. plhqu,nwn plhqunw/ se\
Saying, Surely blessing I will bless thee, and multiplying I will multiply thee.
『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起來。』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若是 的的確確 (他)現正持續祝福稱讚了的 我將要(持續)祝福稱讚 到於你， 並且

(他)現正持續增添了的 我將要(持續)增添 到於你；
[經文變異RT]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甚或/或而 的的確確 (他)現正持續祝福稱讚了的 我將要(持續)祝福稱讚 到於你， 並且

(他)現正持續增添了的 我將要(持續)增添 到於你；

來 6:15 kai. ou[twj makroqumh,saj evpe,tucen th/j evpaggeli,ajÅ
And so, after he had patiently endured, he obtained the promise.
這樣，亞伯拉罕既恆久忍耐，就得了所應許的。

並且 那同一樣式地 (他)那時(也是)成忍耐寬容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上面巧遇得著 從屬(她)那 從屬(她)應許。

來 6:16 a;nqrwpoi ga.r kata. tou/ mei,zonoj ovmnu,ousin( kai. pa,shj auvtoi/j avntilogi,aj pe,raj eivj bebai,wsin ò
o[rkoj\
For men verily swear by the greater: and an oath for confirmation is to them an end of all strife.
人都是指著比自己大的起誓；並且以起誓為實據，了結各樣的爭論。

(他們)人 因為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他)那 從屬(他)更大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起誓； 並且 從屬(她)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們)同一者 從屬(她)對抗辯駁 (它)那邊之極末端 向內進入 到於(她)促使成穩固踏實 (他)那 (他)誓言制約；
[經文變異RT]

(他們)人 的確 因為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他)那 從屬(他)更大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起誓； 並且

從屬(她)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們)同一者 從屬(她)對抗辯駁 (它)那邊之極末端 向內進入 到於(她)促使成穩固踏實

(他)那 (他)誓言制約；

來 6:17 evn w-| perisso,teron boulo,menoj ò qeo.j evpidei/xai toi/j klhrono,moij th/j evpaggeli,aj to. avmeta,qeton th/j
boulh/j auvtou/ evmesi,teusen o[rkw|(
Wherein God, willing more abundantly to shew unto the heirs of promise the immutability of his counsel,
confirmed it by an oath:
照樣，神願意為那承受應許的人，格外顯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起誓為證；

在內 在對(它)這個 到於(它)更格外多的註1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諮商決意了的 (他)那 (他)神

那時(也是)要去在上面顯示展現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承受產業之人 從屬(她)那 從屬(她)應許 到於(它)那

到於(它)無可更改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打算意圖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介入擔保 在對(他)誓言制約；

註1：“到於(它)更格外多的”文法上亦可以為“更格外多地”。

來 6:18 i[na dia. du,o pragma,twn avmetaqe,twn( evn oi-j avdu,naton yeu,sasqai Îto.nÐ qeo,n( ivscura.n para,klhsin
e;cwmen oì katafugo,ntej krath/sai th/j prokeime,nhj evlpi,doj\
That by two immutable things, in which it was impossible for God to lie, we might have a strong consolation, who
have fled for refuge to lay hold upon the hope set before us:
藉這兩件不更改的事，神決不能說謊，好叫我們這逃往避難所，持定擺在我們前頭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勵；

為要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們)二個/兩個 從屬(它們)事務行動 從屬(它們)無可更改的， 在內 在對(它們)這些個

(它)乃不能夠可能的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說謊作假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到於(她)強壯大力的 到於(她)勸勉請求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持有 (他們)那些 (他們)那時(也是)向下逃離走避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掌控抓住 從屬(她)那

從屬(她)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在前面安置了的 從屬(她)期盼指望；
[經文變異RT][經文變異WH]

為要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們)二個/兩個 從屬(它們)事務行動 從屬(它們)無可更改的， 在內 在對(它們)這些個

(它)乃不能夠可能的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說謊作假 到於(他)神， 到於(她)強壯大力的 到於(她)勸勉請求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持有 (他們)那些 (他們)那時(也是)向下逃離走避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掌控抓住 從屬(她)那

從屬(她)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在前面安置了的 從屬(她)期盼指望；

來 6:19 h]n ẁj a;gkuran e;comen th/j yuch/j avsfalh/ te kai. bebai,an kai. eivsercome,nhn eivj to. evsw,teron tou/
katapeta,smatoj(
Which hope we have as an anchor of the soul, both sure and stedfast, and which entereth into that within the
veil;
我們有這指望如同靈魂的錨，又堅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內。

到於(她)這個 正如地 到於(她)錨 我們現在持續持有 從屬(她)那 從屬(她)生魂意念， 到於(她)穩妥確實的 並/又 並且

到於(她)穩固踏實的， 並且 到於(她)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向內到來前往進入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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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於(它)更入內裏面的 從屬(它)那 從屬(它)幔子；

來 6:20 o[pou pro,dromoj up̀e.r hm̀w/n eivsh/lqen VIhsou/j( kata. th.n ta,xin Melcise,dek avrciereu.j geno,menoj eivj to.n
aivw/naÅ
Whither the forerunner is for us entered, even Jesus, made an high priest for ever after the order of
Melchisedec.
作先鋒的耶穌，既照著麥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遠的大祭司，就為我們進入幔內。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他)作先鋒刺探的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我們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他)耶穌，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那 到於(她)安排定規 從屬(他)麥基洗德 (他)大祭司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世紀時代。

來 7:1 Ou-toj ga.r ò Melcise,dek( basileu.j Salh,m( ìereu.j tou/ qeou/ tou/ ùyi,stou( ò sunanth,saj VAbraa.m
up̀ostre,fonti avpo. th/j koph/j tw/n basile,wn kai. euvlogh,saj auvto,n(
For this Melchisedec, king of Salem, priest of the most high God, who met Abraham returning from the slaughter
of the kings, and blessed him;
這麥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長遠為祭司的；他當亞伯拉罕殺敗諸王回來的時候，就迎接

他，給他祝福。

(他)那同一者 因為 (他)那 (他)麥基洗德， (他)君王 從屬(她)撒冷， (他)祭司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從屬(他)那

從屬(他)至高的， (他)那 (他)那時(也是)共同迎面相遇了的 在對(他)亞伯拉罕 在對(他)現正持續翻轉轉回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砍擊屠殺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君王 並且 (他)那時(也是)祝福稱讚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來 7:2 w-| kai. deka,thn avpo. pa,ntwn evme,risen VAbraa,m( prw/ton me.n èrmhneuo,menoj basileu.j dikaiosu,nhj e;peita
de. kai. basileu.j Salh,m( o[ evstin basileu.j eivrh,nhj(
To whom also Abraham gave a tenth part of all; first being by interpretation King of righteousness, and after that
also King of Salem, which is, King of peace;
亞伯拉罕也將自己所得來的，取十分之一給他；他頭一個名翻出來，就是仁義王，他又名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

意思；

在對(他)這個 並且 到於(她)十分之一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分開 (他)亞伯拉罕；

首先地 的確 (他)現正持續被行解釋翻譯了的， (他)君王 從屬(她)至義， 在其後地 然而也 並且 (他)君王

從屬(她)撒冷， (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君王 從屬(她)和平安寧；

來 7:3 avpa,twr avmh,twr avgenealo,ghtoj( mh,te avrch.n h̀merw/n mh,te zwh/j te,loj e;cwn( avfwmoiwme,noj de. tw/| uìw/|
tou/ qeou/( me,nei ìereu.j eivj to. dihneke,jÅ
Without father, without mother, without descent, having neither beginning of days, nor end of life; but made like
unto the Son of God; abideth a priest continually.
他無父，無母，無族譜，無生之始，無命之終，乃是與神的兒子相似。

(他)沒有父親的， (他)沒有母親的， (他)無可追溯族譜的， 並不會/又不會 到於(她)為起始為首

從屬(她們)日子/白日 並不會/又不會 從屬(她)生命 到於(它)終結/貨物或旅行之終結稅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他)現在已經被從那裏促使為具同樣相同了的 然而也 在對(他)那 在對(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她/它現在持續停留持守 (他)祭司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一直負載攜帶不停的。

來 7:4 Qewrei/te de. phli,koj ou-toj( w-| Îkai.Ð deka,thn VAbraa.m e;dwken evk tw/n avkroqini,wn ò patria,rchjÅ
Now consider how great this man was, unto whom even the patriarch Abraham gave the tenth of the spoils.
你們想一想，先祖亞伯拉罕，將自己所擄來上等之物取十分之一給他，這人是何等尊貴呢。

你們現在持續行定睛觀看註1 然而也， (他)何等大的 (他)那同一者， 在對(他)這個 並且 到於(她)十分之一的

(他)亞伯拉罕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在端點頂好的獲得物 (他)那 (他)始祖。

註1：“你們現在持續行定睛觀看”文法上亦可以為“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行定睛觀看”。

[經文變異WH]

你們現在持續行定睛觀看 然而也， (他)何等大的 (他)那同一者， 在對(他)這個 到於(她)十分之一的 (他)亞伯拉罕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在端點頂好的獲得物 (他)那 (他)始祖。

來 7:5 kai. oi` me.n evk tw/n uiẁ/n Leui. th.n ièratei,an lamba,nontej evntolh.n e;cousin avpodekatou/n to.n lao.n kata.
to.n no,mon( tou/tV e;stin tou.j avdelfou.j auvtw/n( kai,per evxelhluqo,taj evk th/j ovsfu,oj VAbraa,m\
And verily they that are of the sons of Levi, who receive the office of the priesthood, have a commandment to
take tithes of the people according to the law, that is, of their brethren, though they come out of the loins of
Abraham:
那得祭司職任的利未子孫，領命照例向百姓取十分之一，這百姓是自己的弟兄，雖是從亞伯拉罕身中生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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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作腰〕還是照例取十分之一；

並且 (他們)那些 的確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兒子 從屬(他)利未 到於(她)那 到於(她)祭司供職

(他們)現正持續拿取了的 到於(她)誡律命令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持有 現要去持續從那裏取十分之一 到於(他)那

到於(他)人民百姓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那 到於(他)律法， (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弟兄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且甚至 到於(他們)現在已經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腹腰 從屬(他)亞伯拉罕；

來 7:6 ò de. mh. genealogou,menoj evx auvtw/n dedeka,twken VAbraa.m kai. to.n e;conta ta.j evpaggeli,aj euvlo,ghkenÅ
But he whose descent is not counted from them received tithes of Abraham, and blessed him that had the
promises.
獨有麥基洗德，不與他們同譜，倒收納亞伯拉罕的十分之一，為那蒙應許的亞伯拉罕祝福。

(他)那 然而也 不會/不要 (他)現正持續被追溯族譜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已經取十分之一

到於(他)亞伯拉罕，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應許

他/她/它現在已經祝福稱讚。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不會/不要 (他)現正持續被追溯族譜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已經取十分之一

到於(他)那 到於(他)亞伯拉罕，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應許

他/她/它現在已經祝福稱讚。

來 7:7 cwri.j de. pa,shj avntilogi,aj to. e;latton up̀o. tou/ krei,ttonoj euvlogei/taiÅ
And without all contradiction the less is blessed of the better.
從來位分大的給位分小的祝福，這是駁不倒的理。

脫離開地 然而也 從屬(她)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她)對抗辯駁， (它)那 (它)更微小低下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那

從屬(他)更優秀的註1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祝福稱讚。

註1：“從屬(他)那 從屬(他)更優秀的”文法上亦可以為“從屬(它)那 從屬(它)更優秀的”。

來 7:8 kai. w-de me.n deka,taj avpoqnh,|skontej a;nqrwpoi lamba,nousin( evkei/ de. marturou,menoj o[ti zh/|Å
And here men that die receive tithes; but there he receiveth them, of whom it is witnessed that he liveth.
在這裏收十分之一的都是必死的人；但在那裏收十分之一的，有為他作見證的說，他是活的。

並且 也就在此地 的確 到於(她們)十分之一的 (他們)現正持續死去了的 (他們)人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拿取； 在那裏地

然而也 (他)現正持續被作見證人了的 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持續活。

來 7:9 kai. ẁj e;poj eivpei/n( diV VAbraa.m kai. Leui. ò deka,taj lamba,nwn dedeka,twtai\
And as I may so say, Levi also, who receiveth tithes, payed tithes in Abraham.
並且可說，那受十分之一的利未，也是藉著亞伯拉罕納了十分之一；

並且 正如地 到於(它)説辭講法  那時(也是)要去發話言說，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亞伯拉罕 並且 (他)利未 (他)那

到於(她們)十分之一的 (他)現正持續拿取了的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取十分之一；
[經文變異WH]

並且 正如地 到於(它)説辭講法  那時(也是)要去發話言說，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亞伯拉罕 並且 (他)路易士

(他)那 到於(她們)十分之一的 (他)現正持續拿取了的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取十分之一；

來 7:10 e;ti ga.r evn th/| ovsfu,i? tou/ patro.j h=n o[te sunh,nthsen auvtw/| Melcise,dekÅ
For he was yet in the loins of his father, when Melchisedec met him.
因為麥基洗德迎接亞伯拉罕的時候，利未已經在他先祖的身中。〔身原文作腰〕

依然仍舊地 因為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腹腰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當這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共同迎面相遇 在對(他)同一者 (他)麥基洗德。
[經文變異RT]

依然仍舊地 因為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腹腰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當這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共同迎面相遇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麥基洗德。

來 7:11 Eiv me.n ou=n telei,wsij dia. th/j Leuitikh/j ìerwsu,nhj h=n( ò lao.j ga.r evpV auvth/j nenomoqe,thtai( ti,j e;ti
crei,a kata. th.n ta,xin Melcise,dek e[teron avni,stasqai ìere,a kai. ouv kata. th.n ta,xin VAarw.n le,gesqaiÈ
If therefore perfection were by the Levitical priesthood, (for under it the people received the law,) what further
need was there that another priest should rise after the order of Melchisedec, and not be called after the order of
Aaron?
從前百姓在利未人祭司職任以下受律法，倘若藉這職任能得完全，又何用另外興起一位祭司，照麥基洗德的等次

，不照亞倫的等次呢。

若是 的確 這樣 (她)促使成完滿成全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屬利未人的 從屬(她)祭司職任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那 (他)人民百姓 因為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行訂立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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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任何什麼呢 依然仍舊地 (她)需用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那 到於(她)安排定規 從屬(他)麥基洗德

到於(他)相異不同的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再站立起來 到於(他)祭司， 並且 不是/不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那

到於(她)安排定規 從屬(他)亞倫 現要去持續被道說？
[經文變異RT]

若是 的確 這樣 (她)促使成完滿成全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屬利未人的 從屬(她)祭司職任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那 (他)人民百姓 因為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同一者 他/她/它當時已經被行訂立律法，

(她)任何什麼呢 依然仍舊地 (她)需用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那 到於(她)安排定規 從屬(他)麥基洗德

到於(他)相異不同的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再站立起來 到於(他)祭司， 並且 不是/不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那

到於(她)安排定規 從屬(他)亞倫 現要去持續被道說？

來 7:12 metatiqeme,nhj ga.r th/j ìerwsu,nhj evx avna,gkhj kai. no,mou meta,qesij gi,netaiÅ
For the priesthood being changed, there is made of necessity a change also of the law.
祭司的職任既已更改，律法也必須更改。

從屬(她)現正持續被轉置移開了的 因為 從屬(她)那 從屬(她)祭司職任， 向外出來 從屬(她)迫切需要 並且

從屬(他)律法 (她)轉置移開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來 7:13 evfV o]n ga.r le,getai tau/ta( fulh/j ète,raj mete,schken( avfV h-j ouvdei.j prose,schken tw/| qusiasthri,w|\
For he of whom these things are spoken pertaineth to another tribe, of which no man gave attendance at the
altar.
因為這話所指的人，本屬別的支派，那支派裏從來沒有一人伺候祭壇。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這個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道說 (它們)那同一者， 從屬(她)分支族派 從屬(她)相異不同的

他/她/它現在已經參與有分，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這個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已經留神注意 在對(它)那

在對(它)祭壇；

來 7:14 pro,dhlon ga.r o[ti evx VIou,da avnate,talken ò ku,rioj h̀mw/n( eivj h]n fulh.n peri. ìere,wn ouvde.n Mwu?sh/j
evla,lhsenÅ
For it is evident that our Lord sprang out of Juda; of which tribe Moses spake nothing concerning priesthood.
我們的主分明是從猶大出來的；但這支派，摩西並沒有提到祭司。

(它)明顯公開的 因為 是這樣 向外出來 從屬(他)猶大地方 他/她/它現在已經升起 (他)那 (他)主人 從屬我們，

向內進入 到於(她)這個 到於(她)分支族派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們)祭司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摩西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言講說。
[經文變異RT]

(它)明顯公開的 因為 是這樣 向外出來 從屬(他)猶大地方 他/她/它現在已經升起 (他)那 (他)主人 從屬我們，

向內進入 到於(她)這個 到於(她)分支族派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在周圍>關於 從屬(她)祭司職任 (他)摩西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言講說。

來 7:15 kai. perisso,teron e;ti kata,dhlo,n evstin( eiv kata. th.n òmoio,thta Melcise,dek avni,statai ièreu.j e[teroj(
And it is yet far more evident: for that after the similitude of Melchisedec there ariseth another priest,
倘若照麥基洗德的樣式，另外興起一位祭司來，我的話更是顯而易見的了；

並且 (它)更格外多的註1 依然仍舊地 (它)絕對清晰明顯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若是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那

到於(她)類同相像 從屬(他)麥基洗德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再站立起來 (他)祭司 (他)相異不同的，

註1：“(它)更格外多的”文法上亦可以為“更格外多地”。

來 7:16 o]j ouv kata. no,mon evntolh/j sarki,nhj ge,gonen avlla. kata. du,namin zwh/j avkatalu,touÅ
Who is made, not after the law of a carnal commandment, but after the power of an endless life.
他成為祭司，並不是照屬肉體的條例，乃是照無窮之生命的大能；〔無窮原文作不能毀壞〕

(他)這個 不是/不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律法 從屬(她)誡律命令 從屬(她)肉體成的 他/她/它現在已經生發成為，

但乃是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能力權能 從屬(她)生命 從屬(她)不能拆毀的；

來 7:17 marturei/tai ga.r o[ti Su. ìereu.j eivj to.n aivw/na kata. th.n ta,xin Melcise,dekÅ
For he testifieth, Thou art a priest for ever after the order of Melchisedec.
因為有給他作見證的說：『你是照著麥基洗德的等次永遠為祭司。』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作見證人 因為， 是這樣 你 (他)祭司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世紀時代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那 到於(她)安排定規 從屬(他)麥基洗德。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現在持續作見證人 因為， 是這樣 你 (他)祭司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世紀時代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那 到於(她)安排定規 從屬(他)麥基洗德。

來 7:18 avqe,thsij me.n ga.r gi,netai proagou,shj evntolh/j dia. to. auvth/j avsqene.j kai. avnwfele,j &
For there is verily a disannulling of the commandment going before for the weakness and unprofitabl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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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of.
先前的條例，因軟弱無益，所以廢掉了；

(她)廢除棄絕 的確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從屬(她)現正持續帶領在前面了的 從屬(她)誡律命令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 從屬(她)同一者 到於(它)軟弱無力的 並且 到於(它)沒有效益的；

來 7:19 ouvde.n ga.r evtelei,wsen ò no,moj & evpeisagwgh. de. krei,ttonoj evlpi,doj diV h-j evggi,zomen tw/| qew/|Å
For the law made nothing perfect, but the bringing in of a better hope did; by the which we draw nigh unto God.
（律法原來一無所成）就引進了更美的指望，靠這指望我們便可以進到神面前。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因為 他/她/它那時(也是)促使成完滿成全 (他)那 (他)律法； (她)向內引進在上面 然而也

從屬(她)更優秀的 從屬(她)期盼指望，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這個 我們現在持續靠近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來 7:20 Kai. kaqV o[son ouv cwri.j òrkwmosi,aj\ oì me.n ga.r cwri.j òrkwmosi,aj eivsi.n ìerei/j gegono,tej(
And inasmuch as not without an oath he was made priest:
再者，耶穌為祭司，並不是不起誓立的。

並且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這每一切 不是/不 脫離開地 從屬(她)起誓為定； (他們)那些 的確 因為 脫離開地

從屬(她)起誓為定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祭司 (他們)現在已經生發成為了的；

來 7:21 ò de. meta. òrkwmosi,aj dia. tou/ le,gontoj pro.j auvto,n( :Wmosen ku,rioj kai. ouv metamelhqh,setai( Su.
ièreu.j eivj to.n aivw/naÅ
(For those priests were made without an oath; but this with an oath by him that said unto him, The Lord sware

and will not repent, Thou art a priest for ever after the order of Melchisedec:)
至於那些祭司，原不是起誓立的，只有耶穌是起誓立的；因為那立他的對他說：『主起了誓決不後悔，你是永遠

為祭司。』

(他)那 然而也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起誓為定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那 從屬(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起誓 (他)主人，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轉意後悔， 你 (他)祭司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世紀時代；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起誓為定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那 從屬(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起誓 (他)主人，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轉意後悔， 你 (他)祭司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世紀時代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那

到於(她)安排定規 從屬(他)麥基洗德；

來 7:22 kata. tosou/to Îkai.Ð krei,ttonoj diaqh,khj ge,gonen e;gguoj VIhsou/jÅ
By so much was Jesus made a surety of a better testament.
既是起誓立的，耶穌就作了更美之約的中保。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那這麼樣大/那這麼樣多 並且 從屬(她)更優秀的 從屬(她)遺囑契約

他/她/它現在已經生發成為 (他)作保的 (他)耶穌。
[經文變異RT]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那這麼樣大/那這麼樣多 從屬(她)更優秀的 從屬(她)遺囑契約 他/她/它現在已經生發成為

(他)作保的 (他)耶穌。

來 7:23 kai. oì me.n plei,one,j eivsin gegono,tej ìerei/j dia. to. qana,tw| kwlu,esqai parame,nein\
And they truly were many priests, because they were not suffered to continue by reason of death:
那些成為祭司的，數目本來多，是因為有死阻隔不能長久；

並且 (他們)那些 的確 (他們)更多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現在已經生發成為了的 (他們)祭司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 在對(他)死 現要去持續被阻攔禁止 現要去持續停留持守在旁邊；

來 7:24 ò de. dia. to. me,nein auvto.n eivj to.n aivw/na avpara,baton e;cei th.n ièrwsu,nhn\
But this man, because he continueth ever, hath an unchangeable priesthood.
這位既是永遠常存的，他祭司的職任，就長久不更換。

(他)那 然而也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 現要去持續停留持守 到於(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世紀時代， 到於(她)不會改變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那 到於(她)祭司職任；

來 7:25 o[qen kai. sw,|zein eivj to. pantele.j du,natai tou.j prosercome,nouj diV auvtou/ tw/| qew/|( pa,ntote zw/n eivj to.
evntugca,nein ùpe.r auvtw/nÅ
Wherefore he is able also to save them to the uttermost that come unto God by him, seeing he ever liveth to
make intercession for them.
凡靠著他進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為他是長遠活著，替他們祈求。

從這裏地 並且 現要去持續拯救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成全到底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了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同一者 在對(他)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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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他)神， 總是地 (他)現正持續活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現要去持續當面懇求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他們)同一者。

來 7:26 Toiou/toj ga.r hm̀i/n kai. e;prepen avrciereu,j( o[sioj a;kakoj avmi,antoj( kecwrisme,noj avpo. tw/n àmartwlw/n
kai. ùyhlo,teroj tw/n ouvranw/n geno,menoj(
For such an high priest became us, who is holy, harmless, undefiled, separate from sinners, and made higher
than the heavens;
像這樣聖潔，無邪惡，無玷污，遠離罪人，高過諸天的大祭司，原是與我們合宜的。

(他)那種樣 因為 在對我們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突顯適宜 (他)大祭司， (他)具純正聖善的， (他)不卑劣不好的，

(他)乃不沾染玷污的， (他)現在已經被分離隔開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犯罪的， 並且

(他)更高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天空/天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經文變異RT]

(他)那種樣 因為 在對我們 他/她/它當時持續突顯適宜 (他)大祭司， (他)具純正聖善的， (他)不卑劣不好的，

(他)乃不沾染玷污的， (他)現在已經被分離隔開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犯罪的， 並且

(他)更高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天空/天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來 7:27 o]j ouvk e;cei kaqV h̀me,ran avna,gkhn( w[sper oi` avrcierei/j( pro,teron ùpe.r tw/n ivdi,wn àmartiw/n qusi,aj
avnafe,rein e;peita tw/n tou/ laou/\ tou/to ga.r evpoi,hsen evfa,pax eàuto.n avnene,gkajÅ
Who needeth not daily, as those high priests, to offer up sacrifice, first for his own sins, and then for the
people's: for this he did once, when he offered up himself.
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須先為自己的罪，後為百姓的罪獻祭，因為他只一次將自己獻上，就把這事成全了。

(他)這個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日子/白日 到於(她)迫切需要， 甚至正如地

(他們)那些 (他們)大祭司， 更先前地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私人個別的 從屬(她們)罪

到於(她們)犧牲祭物 現要去持續向上負載攜帶， 在其後地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民百姓；

到於(它)那同一者 因為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只一次地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他)那時(也是)向上負載攜帶了的。

來 7:28 ò no,moj ga.r avnqrw,pouj kaqi,sthsin avrcierei/j e;contaj avsqe,neian( ò lo,goj de. th/j òrkwmosi,aj th/j meta.
to.n no,mon uiò.n eivj to.n aivw/na teteleiwme,nonÅ
For the law maketh men high priests which have infirmity; but the word of the oath, which was since the law,
maketh the Son, who is consecrated for evermore.
律法本是立軟弱的人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後起誓的話，是立兒子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遠的。

(他)那 (他)律法 因為 到於(他們)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設立派定 到於(他們)大祭司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無力軟弱； (他)那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然而也 從屬(她)那 從屬(她)起誓為定 從屬(她)那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他)那 到於(他)律法， 到於(他)兒子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世紀時代

到於(他)現在已經被促使成完滿成全了的。

來 8:1 Kefa,laion de. evpi. toi/j legome,noij( toiou/ton e;comen avrciere,a( o]j evka,qisen evn dexia/| tou/ qro,nou th/j
megalwsu,nhj evn toi/j ouvranoi/j(
Now of the things which we have spoken this is the sum: We have such an high priest, who is set on the right
hand of the throne of the Majesty in the heavens;
我們所講的事，其中第一要緊的，就是我們有這樣的大祭司，已經坐在天上至大者寶座的右邊，

(它)總結首要/總額 然而也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現正持續被道說了的， 到於(他)那種樣

我們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他)大祭司， (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座 在內 在對(她)右手邊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寶座 從屬(她)那 從屬(她)全然為大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天空/天，

來 8:2 tw/n ag̀i,wn leitourgo.j kai. th/j skhnh/j th/j avlhqinh/j( h]n e;phxen ò ku,rioj( ouvk a;nqrwpojÅ
A minister of the sanctuary, and of the true tabernacle, which the Lord pitched, and not man.
在聖所，就是真帳幕裏，作執事；這帳幕是主所支的，不是人所支的。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聖的 (他)公僕 並且 從屬(她)那 從屬(她)帳幕 從屬(她)那 從屬(她)真正實在的，

到於(她)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支搭 (他)那 (他)主人， 不是/不 (他)人。
[經文變異RT]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聖的 (他)公僕 並且 從屬(她)那 從屬(她)帳幕 從屬(她)那 從屬(她)真正實在的，

到於(她)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支搭 (他)那 (他)主人， 並且 不是/不 (他)人。

來 8:3 pa/j ga.r avrciereu.j eivj to. prosfe,rein dw/ra, te kai. qusi,aj kaqi,statai\ o[qen avnagkai/on e;cein ti kai.
tou/ton o] prosene,gkh|Å
For every high priest is ordained to offer gifts and sacrifices: wherefore it is of necessity that this man h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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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what also to offer.
凡大祭司都是為獻禮物和祭物設立的；所以這位大祭司也必須有所獻的。

(他)所有每一個的 因為 (他)大祭司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現要去持續在前面向著負載攜帶 到於(它們)禮物 並/又

並且 到於(她們)犧牲祭物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設立派定； 從這裏地 (它)具迫切需要的 現要去持續持有

到於(它)任何什麼 並且 到於(他)那同一者 到於(它)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在前面向著負載攜帶。

來 8:4 eiv me.n ou=n h=n evpi. gh/j( ouvdV a'n h=n ièreu,j( o;ntwn tw/n prosfero,ntwn kata. no,mon ta. dw/ra\
For if he were on earth, he should not be a priest, seeing that there are priests that offer gifts according to the
law:
他若在地上，必不得為祭司，因為已經有照律法獻禮物的祭司。

若是 的確 這樣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地土/地， 然而也不是地 但凡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祭司，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是了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在前面向著負載攜帶了的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律法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禮物；
[經文變異RT]

若是 的確 因為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地土/地， 然而也不是地 但凡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祭司，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是了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祭司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在前面向著負載攜帶了的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那 到於(他)律法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禮物；

來 8:5 oi[tinej ùpodei,gmati kai. skia/| latreu,ousin tw/n evpourani,wn( kaqw.j kecrhma,tistai Mwu?sh/j me,llwn
evpitelei/n th.n skhnh,n( {Ora ga,r fhsin( poih,seij pa,nta kata. to.n tu,pon to.n deicqe,nta soi evn tw/| o;rei\
Who serve unto the example and shadow of heavenly things, as Moses was admonished of God when he was
about to make the tabernacle: for, See, saith he, that thou make all things according to the pattern shewed to
thee in the mount.
他們供奉的事，本是天上事的形狀和影像，正如摩西將要造帳幕的時候，蒙神警戒他，說：『你要謹慎，作各樣

的物件，都要照著在山上指示你的樣式。』

(他們)這個任何什麼 在對(它)典範隱喻 並且 在對(她)蔭影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行事奉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在天上的，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傳諭交代/註冊商標 (他)摩西 (他)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的

現要去持續在上面完成 到於(她)那 到於(她)帳幕， 你現在就要持續看見清楚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宣稱傳講，

你將要(持續)行出作成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那 到於(他)印模樣本 到於(他)那

到於(他)那時(也是)被顯示展現了的 在對你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高山。
[經文變異RT]

(他們)這個任何什麼 在對(它)典範隱喻 並且 在對(她)蔭影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行事奉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在天上的，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傳諭交代/註冊商標 (他)摩西 (他)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的

現要去持續在上面完成 到於(她)那 到於(她)帳幕， 你現在就要持續看見清楚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宣稱傳講，

你那時(也是)應該行出作成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那 到於(他)印模樣本 到於(他)那

到於(他)那時(也是)被顯示展現了的 在對你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高山。

來 8:6 nunÎi.Ð de. diaforwte,raj te,tucen leitourgi,aj( o[sw| kai. krei,ttono,j evstin diaqh,khj mesi,thj( h[tij evpi.
krei,ttosin evpaggeli,aij nenomoqe,thtaiÅ
But now hath he obtained a more excellent ministry, by how much also he is the mediator of a better covenant,
which was established upon better promises.
如今耶穌所得的職任是更美的，正如他作更美之約的中保；這約原是憑更美之應許立的。

就現在此時地 [或=現在此時地] 然而也 從屬(她)更獨特超群的 他/她/它現在已經巧遇得著 從屬(她)公職服務，

在對(它)這每一切 並且 從屬(她)更優秀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從屬(她)遺囑契約 (他)中保， (她)這個任何什麼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們)更優秀的 在對(她們)應許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行訂立律法。
[經文變異WH]

現在此時地 然而也 從屬(她)更獨特超群的 他/她/它現在已經巧遇得著 從屬(她)公職服務， 在對(它)這每一切 並且

從屬(她)更優秀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從屬(她)遺囑契約 (他)中保， (她)這個任何什麼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們)更優秀的 在對(她們)應許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行訂立律法。

來 8:7 Eiv ga.r h` prw,th evkei,nh h=n a;memptoj( ouvk a'n deute,raj evzhtei/to to,pojÅ
For if that first covenant had been faultless, then should no place have been sought for the second.
那前約若沒有瑕疵，就無處尋求後約了。

若是 因為 (她)那 (她)首先的 (她)在那裏的那個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她)無可指責歸咎的， 不是/不 但凡

從屬(她)第二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被探索尋求 (他)地點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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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8:8 memfo,menoj ga.r auvtou.j le,gei( VIdou. hm̀e,rai e;rcontai( le,gei ku,rioj( kai. suntele,sw evpi. to.n oi=kon
VIsrah.l kai. evpi. to.n oi=kon VIou,da diaqh,khn kainh,n(
For finding fault with them, he saith, Behold, the days come, saith the Lord, when I will make a new covenant
with the house of Israel and with the house of Judah:
所以主指責他的百姓說：〔或作所以主指前約的缺欠說〕『日子將到，我要與以色列家，和猶大家，另立新約；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指責歸咎了的 因為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她們)日子/白日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他)主人， 並且

我將要(持續)全部完成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那 到於(他)住處家室 從屬(他)以色列 並且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那 到於(他)住處家室 從屬(他)猶大地方 到於(她)遺囑契約 到於(她)嶄新的；
[經文變異RT]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指責歸咎了的 因為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她們)日子/白日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他)主人， 並且

我將要(持續)全部完成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那 到於(他)住處家室 從屬(他)以色列 並且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那 到於(他)住處家室 從屬(他)猶大地方 到於(她)遺囑契約 到於(她)嶄新的；

來 8:9 ouv kata. th.n diaqh,khn( h]n evpoi,hsa toi/j patra,sin auvtw/n evn hm̀e,ra| evpilabome,nou mou th/j ceiro.j auvtw/n
evxagagei/n auvtou.j evk gh/j Aivgu,ptou( o[ti auvtoi. ouvk evne,meinan evn th/| diaqh,kh| mou( kavgw. hvme,lhsa auvtw/n( le,gei
ku,rioj\
Not according to the covenant that I made with their fathers in the day when I took them by the hand to lead
them out of the land of Egypt; because they continued not in my covenant, and I regarded them not, saith the
Lord.
不像我拉著他們祖宗的手，領他們出埃及的時候，與他們所立的約；因為他們不恆心守我的約，我也不理他們；

這是主說的。』

不是/不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那 到於(她)遺囑契約 到於(她)這個 我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父親 從屬(他們)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日子/白日， 從屬(他)那時(也是)讓自己拿取到了的 從屬我 從屬(她)那

從屬(她)手 從屬(他們)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向外帶領出來 到於(他們)同一者 向外出來 從屬(她)地土/地

從屬(她)埃及； 是這樣 (他們)同一者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在內停留持守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遺囑契約

從屬我， 並且我 我那時(也是)不留意顧念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他)主人；
[不同標點]

不是/不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那 到於(她)遺囑契約 到於(她)這個 我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父親 從屬(他們)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日子/白日 從屬(他)那時(也是)讓自己拿取到了的 從屬我 從屬(她)那

從屬(她)手 從屬(他們)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向外帶領出來 到於(他們)同一者 向外出來 從屬(她)地土/地

從屬(她)埃及； 是這樣 (他們)同一者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在內停留持守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遺囑契約

從屬我， 並且我 我那時(也是)不留意顧念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他)主人；

來 8:10 o[ti au[th h` diaqh,kh( h]n diaqh,somai tw/| oi;kw| VIsrah.l meta. ta.j hm̀e,raj evkei,naj( le,gei ku,rioj\ didou.j
no,mouj mou eivj th.n dia,noian auvtw/n kai. evpi. kardi,aj auvtw/n evpigra,yw auvtou,j( kai. e;somai auvtoi/j eivj qeo,n( kai.
auvtoi. e;sontai, moi eivj lao,n\
For this is the covenant that I will make with the house of Israel after those days, saith the Lord; I will put my
laws into their mind, and write them in their hearts: and I will be to them a God, and they shall be to me a
people:
主又說：『那些日子以後，我與以色列家所立的約乃是這樣；我要將我的律法放在他們裏面，寫在他們心上，我

要作他們的神，他們要作我的子民；

是這樣 (她)那同一者 (她)那 (她)遺囑契約 到於(她)這個 我將要(持續)讓自己分置安設 在對(他)那 在對(他)住處家室

從屬(他)以色列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到於(她們)在那裏的那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他)主人， (他)現正持續給與了的 到於(他們)律法 從屬我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悟性心思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們)內心 從屬(他們)同一者 我將要(持續)題寫

到於(他們)同一者； 並且 我將要(持續)是 在對(他們)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他)神， 並且 (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是 在對我 向內進入 到於(他)人民百姓；

來 8:11 kai. ouv mh. dida,xwsin e[kastoj to.n poli,thn auvtou/ kai. e[kastoj to.n avdelfo.n auvtou/ le,gwn( Gnw/qi to.n
ku,rion( o[ti pa,ntej eivdh,sousi,n me avpo. mikrou/ e[wj mega,lou auvtw/n(
And they shall not teach every man his neighbour, and every man his brother, saying, Know the Lord: for all
shall know me, from the least to the greatest.
他們不用各人教導自己的鄉鄰，和自己的弟兄，說：你該認識主；因為他們從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認識我。

並且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教導 (他)各個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公民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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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各個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弟兄 從屬(他)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認識知道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主人； 是這樣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看見察覺 到於我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細微極小的

一直直到 從屬(他)極大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教導 (他)各個的 到於(他)那 在鄰近之處地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各個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弟兄 從屬(他)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認識知道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主人； 是這樣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看見察覺 到於我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細微極小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一直直到 從屬(他)極大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來 8:12 o[ti i[lewj e;somai tai/j avdiki,aij auvtw/n kai. tw/n am̀artiw/n auvtw/n ouv mh. mnhsqw/ e;tiÅ
For I will be merciful to their unrighteousness, and their sins and their iniquities will I remember no more.
我要寬恕他們的不義，不再記念他們的罪愆。』

是這樣 (他)愉悅慈祥的 我將要(持續)是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不義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罪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不是/不 不會/不要 我那時(也是)應該被提醒記得 依然仍舊地。
[經文變異RT]

是這樣 (他)愉悅慈祥的 我將要(持續)是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不義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罪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不法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不是/不 不會/不要

我那時(也是)應該被提醒記得 依然仍舊地。

來 8:13 evn tw/| le,gein Kainh.n pepalai,wken th.n prw,thn\ to. de. palaiou,menon kai. ghra,skon evggu.j avfanismou/Å
In that he saith, A new covenant, he hath made the first old. Now that which decayeth and waxeth old is ready to
vanish away.
既說新約，就以前約為舊了。但那漸舊漸衰的，就必快歸無有了。

在內 在對(它)那 現要去持續道說 到於(她)嶄新的， 他/她/它現在已經促使成老舊 到於(她)那 到於(她)首先的； (它)那

然而也 (它)現正持續被促使成老舊了的 並且 (它)現正持續成年老老邁了的 接近地 從屬(他)使隱蔽消失。

來 9:1 Ei=ce me.n ou=n Îkai.Ð h` prw,th dikaiw,mata latrei,aj to, te a[gion kosmiko,nÅ
Then verily the first covenant had also ordinances of divine service, and a worldly sanctuary.
原來前約有禮拜的條例，和屬世界的聖幕。

他/她/它當時持續持有 的確 這樣 並且 (她)那 (她)首先的 到於(它們)義行義禮 從屬(她)事奉敬奉 到於(它)那 並/又

到於(它)聖的 到於(它)屬世界的。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當時持續持有 的確 這樣 並且 (她)那 (她)首先的 (她)帳幕 到於(它們)義行義禮 從屬(她)事奉敬奉 到於(它)那

並/又 到於(它)聖的 到於(它)屬世界的。

來 9:2 skhnh. ga.r kateskeua,sqh h` prw,th evn h-| h[ te lucni,a kai. h̀ tra,peza kai. h` pro,qesij tw/n a;rtwn( h[tij
le,getai {Agia\
For there was a tabernacle made; the first, wherein was the candlestick, and the table, and the shewbread;
which is called the sanctuary.
因為有預備的帳幕，頭一層叫作聖所；裏面有燈臺，桌子，和陳設餅。

(她)帳幕 因為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預備妥當 (她)那 (她)首先的， 在內 在對(她)這個 (她)那 並/又 (她)燈臺 並且

(她)那 (她)桌子 並且 (她)那 (她)目的展示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麵餅； (她)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道說 (它們)聖的；
[經文變異RT]

(她)帳幕 因為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預備妥當 (她)那 (她)首先的， 在內 在對(她)這個 (她)那 並/又 (她)燈臺 並且

(她)那 (她)桌子 並且 (她)那 (她)目的展示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麵餅； (她)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道說 (她)聖的註1；

註1：“(它們)聖的”文法上亦可以為“(她)聖的”[字形相同,意義不同]。

來 9:3 meta. de. to. deu,teron katape,tasma skhnh. h` legome,nh {Agia ~Agi,wn(
And after the second veil, the tabernacle which is called the Holiest of all;
第二幔子後，又有一層帳幕，叫作至聖所；

<轉換其中>隨到後 然而也 到於(它)那 到於(它)第二的 到於(它)幔子， (她)帳幕 (她)那 (她)現正持續被道說了的

(它們)聖的 從屬(它們)聖的，
[經文變異RT]

<轉換其中>隨到後 然而也 到於(它)那 到於(它)第二的 到於(它)幔子， (她)帳幕 (她)那 (她)現正持續被道說了的

(她)聖的註1
從屬(它們)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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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它們)聖的”文法上亦可以為“(她)聖的”[字形相同,意義不同]。

來 9:4 crusou/n e;cousa qumiath,rion kai. th.n kibwto.n th/j diaqh,khj perikekalumme,nhn pa,ntoqen crusi,w|( evn h-|
sta,mnoj crush/ e;cousa to. ma,nna kai. h` rà,bdoj VAarw.n h` blasth,sasa kai. ai` pla,kej th/j diaqh,khj(
Which had the golden censer, and the ark of the covenant overlaid round about with gold, wherein was the
golden pot that had manna, and Aaron's rod that budded, and the tables of the covenant;
有金香爐，〔爐或作壇〕有包金的約櫃，櫃裏有盛嗎哪的金罐，和亞倫發過芽的杖，並兩塊約版；

到於(它)黃金的 (她)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它)具燒香之器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方木櫃/方舟 從屬(她)那

從屬(她)遺囑契約 到於(她)現在已經被四圍蓋住了的 從四面地 在對(它)金子， 在內 在對(她)這個 (她)罐子

(她)黃金的 (她)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嗎哪 並且 (她)那 (她)棍杖 從屬(他)亞倫 (她)那

(她)那時(也是)長苗生出了的 並且 (她們)那些 (她們)平板 從屬(她)那 從屬(她)遺囑契約；

來 9:5 ùpera,nw de. auvth/j Ceroubi.n do,xhj kataskia,zonta to. il̀asth,rion\ peri. w-n ouvk e;stin nu/n le,gein kata.
me,rojÅ
And over it the cherubims of glory shadowing the mercyseat; of which we cannot now speak particularly.
櫃上面有榮耀基路伯的影罩著施恩座；〔施恩原文作蔽罪〕這幾件我現在不能一一細說。

在之上高超於上頭地 然而也 從屬(她)同一者， (它們)基路伯 從屬(她)榮耀 (它們)現正持續向下使有蔭影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具和解挽回之器； <在周圍>關於 從屬(它們)這些個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現在此時地

現要去持續道說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部分。

來 9:6 Tou,twn de. ou[twj kateskeuasme,nwn eivj me.n th.n prw,thn skhnh.n dia. panto.j eivsi,asin oì ìerei/j ta.j
latrei,aj evpitelou/ntej(
Now when these things were thus ordained, the priests went always into the first tabernacle, accomplishing the
service of God.
這些物件既如此預備齊了，眾祭司就常進頭一層帳幕，行拜神的禮；

從屬(它們)那同一者 然而也 那同一樣式地 從屬(它們)現在已經被預備妥當了的， 向內進入 的確 到於(她)那

到於(她)首先的 到於(她)帳幕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向內促動挪移進入

(他們)那些 (他們)祭司，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事奉敬奉 (他們)現正持續在上面完成了的；

來 9:7 eivj de. th.n deute,ran a[pax tou/ evniautou/ mo,noj ò avrciereu,j( ouv cwri.j ai[matoj o] prosfe,rei ùpe.r eàutou/
kai. tw/n tou/ laou/ avgnohma,twn(
But into the second went the high priest alone once every year, not without blood, which he offered for himself,
and for the errors of the people:
至於第二層帳幕，惟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獨自進去，沒有不帶著血，為自己和百姓的過錯獻上；

向內進入 然而也 到於(她)那 到於(她)第二的 一次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年度 (他)僅有單獨的 (他)那 (他)大祭司，

不是/不 脫離開地 從屬(它)血， 到於(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在前面向著負載攜帶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他)同一者自己 並且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民百姓 從屬(它們)無知過失；

來 9:8 tou/to dhlou/ntoj tou/ pneu,matoj tou/ àgi,ou( mh,pw pefanerw/sqai th.n tw/n ag̀i,wn òdo.n e;ti th/j prw,thj
skhnh/j evcou,shj sta,sin(
The Holy Ghost this signifying, that the way into the holiest of all was not yet made manifest, while as the first
tabernacle was yet standing:
聖靈用此指明，頭一層帳幕仍存的時候，進入至聖所的路還未顯明；

到於(它)那同一者 從屬(它)現正持續促使為清晰明顯了的 從屬(它)那 從屬(它)靈/風 從屬(它)那 從屬(它)聖的，

尚不可以地 現已經去被促使成促為照亮顯明 到於(她)那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聖的 到於(她)道路途徑，

依然仍舊地 從屬(她)那 從屬(她)首先的 從屬(她)帳幕 從屬(她)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站定對立；

來 9:9 h[tij parabolh. eivj to.n kairo.n to.n evnesthko,ta( kaqV h]n dw/ra, te kai. qusi,ai prosfe,rontai mh. duna,menai
kata. sunei,dhsin teleiw/sai to.n latreu,onta(
Which was a figure for the time then present, in which were offered both gifts and sacrifices, that could not make
him that did the service perfect, as pertaining to the conscience;
那頭一層帳幕作現今的一個表樣，所獻的禮物和祭物，就著良心說，都不能叫禮拜的人得以完全；

(她)這個任何什麼 (她)比喻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場合時節 到於(他)那 到於(他)現在已經臨到了的；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這個 (它們)禮物 並/又 並且 (她們)犧牲祭物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被在前面向著負載攜帶，

不會/不要 (她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了的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自覺良心 那時(也是)要去促使成完滿成全

到於(他)那 到於(他)現正持續行事奉了的，
[經文變異RT]

(她)這個任何什麼 (她)比喻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場合時節 到於(他)那 到於(他)現在已經臨到了的；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這個 (它們)禮物 並/又 並且 (她們)犧牲祭物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被在前面向著負載攜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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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不要 (她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了的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自覺良心 那時(也是)要去促使成完滿成全

到於(他)那 到於(他)現正持續行事奉了的，

來 9:10 mo,non evpi. brw,masin kai. po,masin kai. diafo,roij baptismoi/j( dikaiw,mata sarko.j me,cri kairou/
diorqw,sewj evpikei,menaÅ
Which stood only in meats and drinks, and divers washings, and carnal ordinances, imposed on them until the
time of reformation.
這些事連那飲食和諸般洗濯的規矩，都不過是屬肉體的條例，命定到振興的時候為止。

僅有單獨地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它們)食物 並且 在對(它們)飲料 並且 在對(他們)獨特超群的 在對(他們)浸洗，

(它們)義行義禮 從屬(她)肉體 一直達到 從屬(他)場合時節 從屬(她)徹底規正整頓

(它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壓放在上面了的。
[經文變異RT]

僅有單獨地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它們)食物 並且 在對(它們)飲料 並且 在對(他們)獨特超群的 在對(他們)浸洗 並且

在對(它們)義行義禮 從屬(她)肉體， 一直達到 從屬(他)場合時節 從屬(她)徹底規正整頓

(它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壓放在上面了的。

來 9:11 Cristo.j de. parageno,menoj avrciereu.j tw/n genome,nwn avgaqw/n dia. th/j mei,zonoj kai. teleiote,raj skhnh/j
ouv ceiropoih,tou( tou/tV e;stin ouv tau,thj th/j kti,sewj(
But Christ being come an high priest of good things to come, by a greater and more perfect tabernacle, not
made with hands, that is to say, not of this building;
但現在基督已經來到，作了將來美事的大祭司，經過那更大更全備的帳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屬乎這世界的

；

(他)基督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來到旁邊了的 (他)大祭司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從屬(它們)良善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更大的 並且

從屬(她)更完滿成全的 從屬(她)帳幕， 不是/不 從屬(她)為手行出作成的， (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不是/不 從屬(她)那同一者 從屬(她)那 從屬(她)創造建立，
[不同標點]

(他)基督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來到旁邊了的 (他)大祭司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從屬(它們)良善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更大的 並且

從屬(她)更完滿成全的 從屬(她)帳幕， 不是/不 從屬(她)為手行出作成的， (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不是/不 從屬(她)那同一者 從屬(她)那 從屬(她)創造建立，
[經文變異RT]

(他)基督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來到旁邊了的 (他)大祭司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的

從屬(它們)良善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更大的 並且 從屬(她)更完滿成全的 從屬(她)帳幕， 不是/不

從屬(她)為手行出作成的， (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不是/不 從屬(她)那同一者 從屬(她)那

從屬(她)創造建立，

來 9:12 ouvde. diV ai[matoj tra,gwn kai. mo,scwn dia. de. tou/ ivdi,ou ai[matoj eivsh/lqen evfa,pax eivj ta. a[gia aivwni,an
lu,trwsin eùra,menojÅ
Neither by the blood of goats and calves, but by his own blood he entered in once into the holy place, having
obtained eternal redemption for us.
並且不用山羊和牛犢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進入聖所，成了永遠贖罪的事。

然而也不是地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血 從屬(他們)公山羊 並且 從屬(他們)小公牛犢， <徹底經過>經由 然而也

從屬(它)那 從屬(它)私人個別的 從屬(它)血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只一次地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聖的， 到於(她)時世恆久的 到於(她)救贖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找到尋見了的。

來 9:13 eiv ga.r to. ai-ma tra,gwn kai. tau,rwn kai. spodo.j dama,lewj r̀anti,zousa tou.j kekoinwme,nouj ag̀ia,zei pro.j
th.n th/j sarko.j kaqaro,thta(
For if the blood of bulls and of goats, and the ashes of an heifer sprinkling the unclean, sanctifieth to the
purifying of the flesh:
若山羊和公牛的血，並母牛犢的灰，灑在不潔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聖，身體潔淨；

若是 因為 (它)那 (它)血 從屬(他們)公山羊 並且 從屬(他們)公牛 並且 (她)灰燼 從屬(她)母牛犢

(她)現正持續使成乃噴撒灑遍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在已經被促使為俗而不潔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使成聖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那 從屬(她)那 從屬(她)肉體 到於(她)為乾淨純潔，
[經文變異RT]

若是 因為 (它)那 (它)血 從屬(他們)公牛 並且 從屬(他們)公山羊 並且 (她)灰燼 從屬(她)母牛犢

(她)現正持續使成乃噴撒灑遍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在已經被促使為俗而不潔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使成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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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那 從屬(她)那 從屬(她)肉體 到於(她)為乾淨純潔，

來 9:14 po,sw| ma/llon to. ai-ma tou/ Cristou/( o]j dia. pneu,matoj aivwni,ou eàuto.n prosh,negken a;mwmon tw/| qew/|(
kaqariei/ th.n sunei,dhsin h̀mw/n avpo. nekrw/n e;rgwn eivj to. latreu,ein qew/| zw/ntiÅ
How much more shall the blood of Christ, who through the eternal Spirit offered himself without spot to God,
purge your conscience from dead works to serve the living God?
何況基督藉著永遠的靈，將自己無瑕無疵獻給神，他的血豈不更能洗淨你們的心〔原文作良心〕除去你們的死行

，使你們事奉那永生神麼。

在對(它)這多少呢 更特別尤其地 (它)那 (它)血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他)這個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靈/風

從屬(它)時世恆久的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負載攜帶 到於(他)沒有污點瑕疵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他/她/它將要(持續)潔淨 到於(她)那 到於(她)自覺良心 從屬我們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們)死掉的

從屬(它們)工作，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現要去持續行事奉 在對(他)神 在對(他)現正持續活了的。
[經文變異RT][不同標點]

在對(它)這多少呢 更特別尤其地 (它)那 (它)血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他)這個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靈/風

從屬(它)時世恆久的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負載攜帶 到於(他)沒有污點瑕疵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他/她/它將要(持續)潔淨 到於(她)那 到於(她)自覺良心 從屬你們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們)死掉的

從屬(它們)工作，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現要去持續行事奉 在對(他)神 在對(他)現正持續活了的？

來 9:15 Kai. dia. tou/to diaqh,khj kainh/j mesi,thj evsti,n( o[pwj qana,tou genome,nou eivj avpolu,trwsin tw/n evpi. th/|
prw,th| diaqh,kh| paraba,sewn th.n evpaggeli,an la,bwsin oi` keklhme,noi th/j aivwni,ou klhronomi,ajÅ
And for this cause he is the mediator of the new testament, that by means of death, for the redemption of the
transgressions that were under the first testament, they which are called might receive the promise of eternal
inheritance.
為此他作了新約的中保；既然受死贖了人在前約之時所犯的罪過，便叫蒙召之人得著所應許永遠的產業。

並且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同一者 從屬(她)遺囑契約 從屬(她)嶄新的 (他)中保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這怎樣如何地 從屬(他)死 從屬(他)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解脫得贖 從屬(她們)那些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那 在對(她)首先的 在對(她)遺囑契約 從屬(她們)違犯， 到於(她)那 到於(她)應許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拿取 (他們)那些 (他們)現在已經被促請召喚了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時世恆久的

從屬(她)產業繼承。

來 9:16 o[pou ga.r diaqh,kh( qa,naton avna,gkh fe,resqai tou/ diaqeme,nou\
For where a testament is, there must also of necessity be the death of the testator.
凡有遺命，必須等到留遺命的人死了；〔遺命原文與約字同〕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因為 (她)遺囑契約， 到於(他)死 (她)迫切需要 現要去持續被負載攜帶 從屬(他)那

從屬(他)那時(也是)讓自己分置安設了的；

來 9:17 diaqh,kh ga.r evpi. nekroi/j bebai,a( evpei. mh,pote ivscu,ei o[te zh/| ò diaqe,menojÅ
For a testament is of force after men are dead: otherwise it is of no strength at all while the testator liveth.
因為人死了，遺命纔有效力，若留遺命的尚在，那遺命還有用處麼。

(她)遺囑契約 因為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們)死掉的 (她)穩固踏實的； 在其上 不會任何時候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有強壯大力 當這時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活 (他)那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分置安設了的。
[經文變異WH]

(她)遺囑契約 因為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們)死掉的 (她)穩固踏實的； 在其上 不會/不要 當那時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有強壯大力 當這時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活 (他)那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分置安設了的。

來 9:18 o[qen ouvde. h` prw,th cwri.j ai[matoj evgkekai,nistai\
Whereupon neither the first testament was dedicated without blood.
所以前約也不是不用血立的。

從這裏地 然而也不是地 (她)那 (她)首先的 脫離開地 從屬(它)血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使為在內嶄新；

來 9:19 lalhqei,shj ga.r pa,shj evntolh/j kata. to.n no,mon ùpo. Mwu?se,wj panti. tw/| law/|( labw.n to. ai-ma tw/n
mo,scwn Îkai. tw/n tra,gwnÐ meta. u[datoj kai. evri,ou kokki,nou kai. ùssw,pou auvto, te to. bibli,on kai. pa,nta to.n
lao.n evra,ntisen
For when Moses had spoken every precept to all the people according to the law, he took the blood of calves
and of goats, with water, and scarlet wool, and hyssop, and sprinkled both the book, and all the people,
因為摩西當日照著律法，將各樣誡命傳給眾百姓，就拿朱紅色絨和牛膝草，把牛犢山羊的血和水，灑在書上，又

灑在眾百姓身上，說：

從屬(她)那時(也是)被發言講說了的 因為 從屬(她)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她)誡律命令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那

到於(他)律法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摩西 在對(他)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人民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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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血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小公牛犢 並且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公山羊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它)水 並且 從屬(它)羊毛 從屬(它)朱紅色的 並且 從屬(他)牛膝草，

到於(它)同一者 並/又 到於(它)那 到於(它)小書卷 並且 到於(他)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人民百姓

他/她/它那時(也是)使成乃噴撒灑遍
[經文變異RT]

從屬(她)那時(也是)被發言講說了的 因為 從屬(她)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她)誡律命令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律法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摩西 在對(他)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人民百姓， (他)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血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小公牛犢 並且 從屬(他們)公山羊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它)水 並且

從屬(它)羊毛 從屬(它)朱紅色的 並且 從屬(他)牛膝草， 到於(它)同一者 並/又 到於(它)那 到於(它)小書卷 並且

到於(他)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人民百姓 他/她/它那時(也是)使成乃噴撒灑遍

來 9:20 le,gwn( Tou/to to. ai-ma th/j diaqh,khj h-j evnetei,lato pro.j ùma/j ò qeo,jÅ
Saying, This is the blood of the testament which God hath enjoined unto you.
『這血就是神與你們立約的憑據。』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它)那同一者 (它)那 (它)血 從屬(她)那 從屬(她)遺囑契約 從屬(她)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督促責成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他)那 (他)神。

來 9:21 kai. th.n skhnh.n de. kai. pa,nta ta. skeu,h th/j leitourgi,aj tw/| ai[mati òmoi,wj evra,ntisenÅ
Moreover he sprinkled with blood both the tabernacle, and all the vessels of the ministry.
他又照樣把血灑在帳幕，和各樣器皿上。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帳幕 然而也 並且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器皿用具 從屬(她)那

從屬(她)公職服務 在對(它)那 在對(它)血 具同樣相同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使成乃噴撒灑遍。

來 9:22 kai. scedo.n evn ai[mati pa,nta kaqari,zetai kata. to.n no,mon kai. cwri.j aìmatekcusi,aj ouv gi,netai a;fesijÅ
And almost all things are by the law purged with blood; and without shedding of blood is no remission.
按著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潔淨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

並且 幾乎地 在內 在對(它)血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潔淨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那

到於(他)律法； 並且 脫離開地 從屬(她)向外傾注澆流血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她)赦免釋放。

來 9:23 VAna,gkh ou=n ta. me.n ùpodei,gmata tw/n evn toi/j ouvranoi/j tou,toij kaqari,zesqai( auvta. de. ta. evpoura,nia
krei,ttosin qusi,aij para. tau,tajÅ
It was therefore necessary that the patterns of things in the heavens should be purified with these; but the
heavenly things themselves with better sacrifices than these.
照著天上樣式作的物件，必須用這些祭物去潔淨；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當用更美的祭物去潔淨。

(她)迫切需要 這樣 到於(它們)那些 的確 到於(它們)典範隱喻 從屬(它們)那些 在內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天空/天 在對(它們)那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被潔淨； 到於(它們)同一者 然而也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在天上的 在對(她們)更優秀的 在對(她們)犧牲祭物 <在旁邊>到旁邊 到於(她們)那同一者。

來 9:24 ouv ga.r eivj ceiropoi,hta eivsh/lqen a[gia Cristo,j( avnti,tupa tw/n avlhqinw/n( avllV eivj auvto.n to.n ouvrano,n(
nu/n evmfanisqh/nai tw/| prosw,pw| tou/ qeou/ ùpe.r hm̀w/n\
For Christ is not entered into the holy places made with hands, which are the figures of the true; but into heaven
itself, now to appear in the presence of God for us:
因為基督並不是進了人手所造的聖所，（這不過是真聖所的影像）乃是進了天堂，如今為我們顯在神面前；

不是/不 因為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為手行出作成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到於(它們)聖的 (他)基督，

到於(它們)相對對應的印模樣本的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真正實在的； 但乃是 向內進入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他)那 到於(他)天空/天 現在此時地 那時(也是)要去被使為在內促為照亮顯明 在對(它)那 在對(它)前面的臉面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我們；
[經文變異RT]

不是/不 因為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為手行出作成的 到於(它們)聖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他)那

(他)基督， 到於(它們)相對對應的印模樣本的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真正實在的； 但乃是 向內進入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他)那 到於(他)天空/天 現在此時地 那時(也是)要去被使為在內促為照亮顯明 在對(它)那

在對(它)前面的臉面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我們；

來 9:25 ouvdV i[na polla,kij prosfe,rh| èauto,n( w[sper ò avrciereu.j eivse,rcetai eivj ta. a[gia katV evniauto.n evn
ai[mati avllotri,w|(
Nor yet that he should offer himself often, as the high priest entereth into the holy place every year with blood of
others;
也不是多次將自己獻上，像那大祭司每年帶著牛羊的血進入聖所；〔牛羊的血原文作不是自己的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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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也不是地 為要 經常地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在前面向著負載攜帶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甚至正如地 (他)那

(他)大祭司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聖的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年度 在內 在對(它)血 在對(它)別人的；

來 9:26 evpei. e;dei auvto.n polla,kij paqei/n avpo. katabolh/j ko,smou\ nuni. de. a[pax evpi. suntelei,a| tw/n aivw,nwn eivj
avqe,thsin Îth/jÐ am̀arti,aj dia. th/j qusi,aj auvtou/ pefane,rwtaiÅ
For then must he often have suffered since the foundation of the world: but now once in the end of the world
hath he appeared to put away sin by the sacrifice of himself.
如果這樣，他從創世以來，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這末世顯現一次，把自己獻為祭，好除掉罪。

在其上 他/她/它當時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到於(他)同一者 經常地 那時(也是)要去經歷承受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投置奠基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就現在此時地 然而也 一次地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成就結局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世紀時代 向內進入 到於(她)廢除棄絕 從屬(她)那 從屬(她)罪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犧牲祭物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促使成促為照亮顯明。
[經文變異RT]

在其上 他/她/它當時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到於(他)同一者 經常地 那時(也是)要去經歷承受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投置奠基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現在此時地 然而也 一次地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成就結局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世紀時代 向內進入 到於(她)廢除棄絕 從屬(她)罪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犧牲祭物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促使成促為照亮顯明。

來 9:27 kai. kaqV o[son avpo,keitai toi/j avnqrw,poij a[pax avpoqanei/n( meta. de. tou/to kri,sij(
And as it is appointed unto men once to die, but after this the judgment:
按著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後且有審判；

並且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這每一切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擱開保留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人 一次地

那時(也是)要去死去， <轉換其中>隨到後 然而也 到於(它)那同一者 (她)區別審斷；

來 9:28 ou[twj kai. ò Cristo.j a[pax prosenecqei.j eivj to. pollw/n avnenegkei/n àmarti,aj( evk deute,rou cwri.j
am̀arti,aj ovfqh,setai toi/j auvto.n avpekdecome,noij eivj swthri,anÅ
So Christ was once offered to bear the sins of many; and unto them that look for him shall he appear the second
time without sin unto salvation.
像這樣，基督既然一次被獻，擔當了多人的罪，將來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顯現，並與罪無關，乃是為拯救他

們。

那同一樣式地 並且 (他)那 (他)基督 一次地 (他)那時(也是)被在前面向著負載攜帶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從屬(他們)許多的 那時(也是)要去向上負載攜帶 到於(她們)罪， 向外出來 從屬(它)第二的 脫離開地 從屬(她)罪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看見注目 在對(他們)那些 到於(他)同一者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從那裏期望等候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拯救。
[經文變異RT]

那同一樣式地 (他)那 (他)基督 一次地 (他)那時(也是)被在前面向著負載攜帶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從屬(他們)許多的 那時(也是)要去向上負載攜帶 到於(她們)罪， 向外出來 從屬(它)第二的 脫離開地 從屬(她)罪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看見注目 在對(他們)那些 到於(他)同一者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從那裏期望等候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拯救。

來 10:1 Skia.n ga.r e;cwn ò no,moj tw/n mello,ntwn avgaqw/n( ouvk auvth.n th.n eivko,na tw/n pragma,twn( katV
evniauto.n tai/j auvtai/j qusi,aij a]j prosfe,rousin eivj to. dihneke.j ouvde,pote du,natai tou.j prosercome,nouj
teleiw/sai\
For the law having a shadow of good things to come, and not the very image of the things, can never with those
sacrifices which they offered year by year continually make the comers thereunto perfect.
律法既是將來美事的影兒，不是本物的真像，總不能藉著每年常獻一樣的祭物，叫那近前來的人得以完全。

到於(她)蔭影 因為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他)那 (他)律法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的

從屬(它們)良善的， 不是/不 到於(她)同一者 到於(她)那 到於(她)表像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事務行動，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年度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同一者 在對(她們)犧牲祭物 到於(她們)這些個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在前面向著負載攜帶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一直負載攜帶不停的，

然而也不是任何時候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促使成完滿成全；
[經文變異WH]

到於(她)蔭影 因為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他)那 (他)律法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的

從屬(它們)良善的， 不是/不 到於(她)同一者 到於(她)那 到於(她)表像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事務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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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年度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同一者 在對(她們)犧牲祭物 到於(她們)這些個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在前面向著負載攜帶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一直負載攜帶不停的，

然而也不是任何時候地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促使成完滿成全；

來 10:2 evpei. ouvk a'n evpau,santo prosfero,menai dia. to. mhdemi,an e;cein e;ti sunei,dhsin àmartiw/n tou.j
latreu,ontaj a[pax kekaqarisme,noujÈ
For then would they not have ceased to be offered? because that the worshippers once purged should have had
no more conscience of sins.
若不然，獻祭的事豈不早已止住了麼；因為禮拜的人，良心既被潔淨，就不再覺得有罪了。

在其上 豈非呢 但凡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停息休止 (她們)現正持續被在前面向著負載攜帶了的，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 到於(她)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現要去持續持有 依然仍舊地 到於(她)自覺良心

從屬(她們)罪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行事奉了的 一次地 到於(他們)現在已經被潔淨了的？
[經文變異RT][不同標點]

在其上 豈非呢 但凡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停息休止 (她們)現正持續被在前面向著負載攜帶了的？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 到於(她)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現要去持續持有 依然仍舊地 到於(她)自覺良心

從屬(她們)罪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行事奉了的 一次地 到於(他們)現在已經被淨純了的；

來 10:3 avllV evn auvtai/j avna,mnhsij àmartiw/n katV evniauto,n\
But in those sacrifices there is a remembrance again made of sins every year.
但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來。

但乃是 在內 在對(她們)同一者 (她)再向上致使提醒記得 從屬(她們)罪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年度；

來 10:4 avdu,naton ga.r ai-ma tau,rwn kai. tra,gwn avfairei/n àmarti,ajÅ
For it is not possible that the blood of bulls and of goats should take away sins.
因為公牛和山羊的血，斷不能除罪。

(它)乃不能夠可能的 因為 到於(它)血 從屬(他們)公牛 並且 從屬(他們)公山羊 現要去持續分離去除 到於(她們)罪。

來 10:5 Dio. eivserco,menoj eivj to.n ko,smon le,gei( Qusi,an kai. prosfora.n ouvk hvqe,lhsaj( sw/ma de. kathrti,sw moi\
Wherefore when he cometh into the world, he saith, Sacrifice and offering thou wouldest not, but a body hast
thou prepared me:
所以基督到世上來的時候，就說：『神阿，祭物和禮物是你不願意的，你曾給我預備了身體；

為這個緣故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向內到來前往進入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美容妝束/世界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到於(她)犧牲祭物 並且 到於(她)供奉獻與 不是/不 你那時(也是)定意， 到於(它)身體 然而也

你那時(也是)讓自己向下使成裝備妥當 在對我；

來 10:6 òlokautw,mata kai. peri. am̀arti,aj ouvk euvdo,khsajÅ
In burnt offerings and sacrifices for sin thou hast had no pleasure.
燔祭和贖罪祭是你不喜歡的；

到於(它們)全牲燔祭 並且 <在周圍>關於 從屬(她)罪 不是/不 你那時(也是)歡愉認可。

來 10:7 to,te ei=pon( VIdou. h[kw( evn kefali,di bibli,ou ge,graptai peri. evmou/( tou/ poih/sai ò qeo.j to. qe,lhma, souÅ
Then said I, Lo, I come (in the volume of the book it is written of me,) to do thy will, O God.
那時我說：神阿，我來了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經卷上已經記載了。』

當那時地 我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我現在持續到達來臨， 在內 在對(她)卷冊

從屬(它)小書卷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在周圍>關於 從屬"我"， 從屬(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行出作成，

阿,(他)那 阿,(他)神， 到於(它)那 到於(它)所定意 從屬你。

來 10:8 avnw,teron le,gwn o[ti Qusi,aj kai. prosfora.j kai. òlokautw,mata kai. peri. am̀arti,aj ouvk hvqe,lhsaj ouvde.
euvdo,khsaj( ai[tinej kata. no,mon prosfe,rontai(
Above when he said, Sacrifice and offering and burnt offerings and offering for sin thou wouldest not, neither
hadst pleasure therein; which are offered by the law;
以上說：祭物和禮物，燔祭和贖罪祭，是你不願意的，也是你不喜歡的，（這都是按著律法獻的）

到於(它)更上頭的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是這樣 到於(她們)犧牲祭物 並且 到於(她們)供奉獻與 並且

到於(它們)全牲燔祭 並且 <在周圍>關於 從屬(她)罪 不是/不 你那時(也是)定意， 然而也不是地

你那時(也是)歡愉認可； (她們)這個任何什麼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律法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被在前面向著負載攜帶；
[經文變異RT]

到於(它)更上頭的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是這樣 到於(她)犧牲祭物 並且 到於(她)供奉獻與 並且

到於(它們)全牲燔祭 並且 <在周圍>關於 從屬(她)罪 不是/不 你那時(也是)定意， 然而也不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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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那時(也是)歡愉認可； (她們)這個任何什麼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那 到於(他)律法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被在前面向著負載攜帶；

來 10:9 to,te ei;rhken( VIdou. h[kw tou/ poih/sai to. qe,lhma, souÅ avnairei/ to. prw/ton i[na to. deu,teron sth,sh|(
Then said he, Lo, I come to do thy will, O God. He taketh away the first, that he may establish the second.
後又說：我來了為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見他是除去在先的，為要立定在後的。

當那時地 他/她/它現在已經開聲言說，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我現在持續到達來臨 從屬(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行出作成 到於(它)那 到於(它)所定意 從屬你。 他/她/它現在持續挪去 到於(它)那 到於(它)首先的，

為要 到於(它)那 到於(它)第二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立定站住；
[經文變異RT]

當那時地 他/她/它現在已經開聲言說，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我現在持續到達來臨 從屬(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行出作成， 阿,(他)那 阿,(他)神， 到於(它)那 到於(它)所定意 從屬你。 他/她/它現在持續挪去

到於(它)那 到於(它)首先的， 為要 到於(它)那 到於(它)第二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立定站住；

來 10:10 evn w-| qelh,mati hg̀iasme,noi evsme.n dia. th/j prosfora/j tou/ sw,matoj VIhsou/ Cristou/ evfa,paxÅ
By the which will we are sanctified through the offering of the body of Jesus Christ once for all.
我們憑這旨意，靠耶穌基督只一次獻上他的身體，就得以成聖。

在內 在對(它)這個 在對(它)所定意 (他們)現在已經被使成聖了的 我們現在持續是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供奉獻與 從屬(它)那 從屬(它)身體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只一次地。
[經文變異RT]

在內 在對(它)這個 在對(它)所定意 (他們)現在已經被使成聖了的 我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那些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供奉獻與 從屬(它)那 從屬(它)身體 從屬(他)那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只一次地。

來 10:11 Kai. pa/j me.n ièreu.j e[sthken kaqV h̀me,ran leitourgw/n kai. ta.j auvta.j polla,kij prosfe,rwn qusi,aj(
ai[tinej ouvde,pote du,nantai perielei/n am̀arti,aj(
And every priest standeth daily ministering and offering oftentimes the same sacrifices, which can never take
away sins:
凡祭司天天站著事奉神，屢次獻上一樣的祭物；這祭物永不能除罪。

並且 (他)所有每一個的 的確 (他)祭司 他/她/它現在已經立定站住註1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日子/白日

(他)現正持續作公僕了的 並且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同一者 經常地 (他)現正持續在前面向著負載攜帶了的

到於(她們)犧牲祭物， (她們)這個任何什麼 然而也不是任何時候地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那時(也是)要去完全拿開 到於(她們)罪；

註1：“他/她/它現在已經立定站住”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當時持續立定站住”。

來 10:12 ou-toj de. mi,an ùpe.r am̀artiw/n prosene,gkaj qusi,an eivj to. dihneke.j evka,qisen evn dexia/| tou/ qeou/(
But this man, after he had offered one sacrifice for sins for ever, sat down on the right hand of God;
但基督獻了一次永遠的贖罪祭，就在神的右邊坐下了；

(他)那同一者 然而也 到於(她)一個/第一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她們)罪

(他)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負載攜帶了的 到於(她)犧牲祭物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一直負載攜帶不停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座 在內 在對(她)右手邊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來 10:13 to. loipo.n evkdeco,menoj e[wj teqw/sin oì evcqroi. auvtou/ ùpopo,dion tw/n podw/n auvtou/Å
From henceforth expecting till his enemies be made his footstool.
從此等候他仇敵成了他的腳凳。

到於(它)那 到於(它)此後的/此外的，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期望等候了的 一直直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被置放擺設 (他們)那些 (他們)仇視敵對的 從屬(他)同一者 (它)腳凳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腳 從屬(他)同一者。

來 10:14 mia/| ga.r prosfora/| tetelei,wken eivj to. dihneke.j tou.j àgiazome,noujÅ
For by one offering he hath perfected for ever them that are sanctified.
因為他一次獻祭，便叫那得以成聖的人永遠完全。

在對(她)一個/第一 因為 在對(她)供奉獻與 他/她/它現在已經促使成完滿成全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一直負載攜帶不停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被使成聖了的。

來 10:15 Marturei/ de. hm̀i/n kai. to. pneu/ma to. a[gion\ meta. ga.r to. eivrhke,nai(
Whereof the Holy Ghost also is a witness to us: for after that he had said before,
聖靈也對我們作見證；因為他既已說過：

他/她/它現在持續作見證人 然而也 在對我們 並且 (它)那 (它)靈/風 (它)那 (它)聖的； <轉換其中>隨到後 因為

到於(它)那 現已經去發表言說，
[經文變異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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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現在持續作見證人 然而也 在對我們 並且 (它)那 (它)靈/風 (它)那 (它)聖的； <轉換其中>隨到後 因為

到於(它)那 現已經去預先開聲言說，

來 10:16 Au[th h` diaqh,kh h]n diaqh,somai pro.j auvtou.j meta. ta.j hm̀e,raj evkei,naj( le,gei ku,rioj\ didou.j no,mouj
mou evpi. kardi,aj auvtw/n kai. evpi. th.n dia,noian auvtw/n evpigra,yw auvtou,j(
This is the covenant that I will make with them after those days, saith the Lord, I will put my laws into their
hearts, and in their minds will I write them;
『主說：那些日子以後，我與他們所立的約乃是這樣；我要將我的律法寫在他們心上，又要放在他們的裏面。』

(她)那同一者 (她)那 (她)遺囑契約 到於(她)這個 我將要(持續)讓自己分置安設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到於(她們)在那裏的那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他)主人，

(他)現正持續給與了的 到於(他們)律法 從屬我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們)內心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悟性心思 從屬(他們)同一者 我將要(持續)題寫 到於(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她)那同一者 (她)那 (她)遺囑契約 到於(她)這個 我將要(持續)讓自己分置安設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同一者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到於(她們)在那裏的那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他)主人，

(他)現正持續給與了的 到於(他們)律法 從屬我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們)內心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悟性心思 從屬(他們)同一者 我將要(持續)題寫 到於(他們)同一者；

來 10:17 kai. tw/n àmartiw/n auvtw/n kai. tw/n avnomiw/n auvtw/n ouv mh. mnhsqh,somai e;tiÅ
And their sins and iniquities will I remember no more.
以後就說：『我不再記念他們的罪愆，和他們的過犯。』

並且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罪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不法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不是/不

不會/不要 我將要(持續)被致使提醒記得 依然仍舊地。
[經文變異RT]

並且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罪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不法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不是/不

不會/不要 我那時(也是)應該被提醒記得 依然仍舊地。

來 10:18 o[pou de. a;fesij tou,twn( ouvke,ti prosfora. peri. am̀arti,ajÅ
Now where remission of these is, there is no more offering for sin.
這些罪過既已赦免，就不用再為罪獻祭了。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然而也 (她)赦免釋放 從屬(她們)那同一者， 不再地 (她)供奉獻與 <在周圍>關於 從屬(她)罪。

來 10:19 :Econtej ou=n( avdelfoi,( parrhsi,an eivj th.n ei;sodon tw/n àgi,wn evn tw/| ai[mati VIhsou/(
Having therefore, brethren, boldness to enter into the holiest by the blood of Jesus,
弟兄們，我們既因耶穌的血，得以坦然進入至聖所，

(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這樣， 阿,(他們)弟兄， 到於(她)放膽公開直言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入口進入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聖的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血 從屬(他)耶穌，

來 10:20 h]n evnekai,nisen h̀mi/n òdo.n pro,sfaton kai. zw/san dia. tou/ katapeta,smatoj( tou/tV e;stin th/j sarko.j
auvtou/(
By a new and living way, which he hath consecrated for us, through the veil, that is to say, his flesh;
是藉著他給我們開了一條又新又活的路從幔子經過，這幔子就是他的身體；

到於(她)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使為在內嶄新 在對我們 到於(她)道路途徑 到於(她)新近的 並且

到於(她)現正持續活了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那 從屬(它)幔子， (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從屬(她)那

從屬(她)肉體 從屬(他)同一者，

來 10:21 kai. ìere,a me,gan evpi. to.n oi=kon tou/ qeou/(
And having an high priest over the house of God;
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

並且 到於(他)祭司 到於(他)極大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那 到於(他)住處家室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來 10:22 prosercw,meqa meta. avlhqinh/j kardi,aj evn plhrofori,a| pi,stewj r̀erantisme,noi ta.j kardi,aj avpo.
suneidh,sewj ponhra/j kai. lelousme,noi to. sw/ma u[dati kaqarw/|\
Let us draw near with a true heart in full assurance of faith, having our hearts sprinkled from an evil conscience,
and our bodies washed with pure water.
並我們心中天良的虧欠已經灑去，身體用清水洗淨了，就當存著誠心，和充足的信心，來到神面前；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讓自己/被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真正實在的 從屬(她)內心 在內

在對(她)確信把握 從屬(她)信， (他們)現在已經被使成乃噴撒灑遍了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內心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自覺良心 從屬(她)惡的 並且 (他們)現在已經被洗滌淨身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身體 在對(它)水

在對(它)乾淨純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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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10:23 kate,cwmen th.n òmologi,an th/j evlpi,doj avklinh/( pisto.j ga.r o` evpaggeila,menoj(
Let us hold fast the profession of our faith without wavering; (for he is faithful that promised;)
也要堅守我們所承認的指望，不至搖動；因為那應許我們的是信實的；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持住 到於(她)那 到於(她)表白承認 從屬(她)那 從屬(她)期盼指望 到於(她)堅定穩靠的；

(他)誠且信的 因為 (他)那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應承許諾了的；

來 10:24 kai. katanow/men avllh,louj eivj paroxusmo.n avga,phj kai. kalw/n e;rgwn(
And let us consider one another to provoke unto love and to good works:
又要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勉勵行善。

並且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仔細觀察了解 到於(他們)彼此 向內進入 到於(他)尖銳激發 從屬(她)愛 並且

從屬(它們)美好適當的 從屬(它們)工作，

來 10:25 mh. evgkatalei,pontej th.n evpisunagwgh.n eàutw/n( kaqw.j e;qoj tisi,n( avlla. parakalou/ntej( kai. tosou,tw|
ma/llon o[sw| ble,pete evggi,zousan th.n h̀me,ranÅ
Not forsaking the assembling of ourselves together, as the manner of some is; but exhorting one another: and
so much the more, as ye see the day approaching.
你們不可停止聚會，好像那些停止慣了的人，倒要彼此勸勉；既知道〔原文作看見〕那日子臨近，就更當如此。

不會/不要 (他們)現正持續在內遺留下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聚集會合 從屬(他們)同一者自己， 按照正如地

(它)習慣常例 在對(他們)任何什麼， 但乃是 (他們)現正持續勸勉請求了的； 並且 在對(它)那這麼樣大/那這麼樣多

更特別尤其地 在對(它)這每一切 你們現在持續著眼觀看 到於(她)現正持續靠近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日子/白日。

來 10:26 ~Ekousi,wj ga.r am̀artano,ntwn h̀mw/n meta. to. labei/n th.n evpi,gnwsin th/j avlhqei,aj( ouvke,ti peri.
am̀artiw/n avpolei,petai qusi,a(
For if we sin wilfully after that we have received the knowledge of the truth, there remaineth no more sacrifice for
sins,
因為我們得知真道以後，若故意犯罪，贖罪的祭就再沒有了；

具心甘情願地 因為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犯罪了的 從屬我們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拿取

到於(她)那 到於(她)清楚認識知道 從屬(她)那 從屬(她)真情實理， 不再地 <在周圍>關於 從屬(她們)罪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從那裏遺下留後 (她)犧牲祭物，

來 10:27 fobera. de, tij evkdoch. kri,sewj kai. puro.j zh/loj evsqi,ein me,llontoj tou.j ùpenanti,oujÅ
But a certain fearful looking for of judgment and fiery indignation, which shall devour the adversaries.
惟有戰懼等候審判和那燒滅眾敵人的烈火。

(她)畏懼害怕的 然而也 (她)任何什麼 (她)等候期望 從屬(她)區別審斷 並且 從屬(它)火 (他)火熱激昂

現要去持續喫食 從屬(它)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在底下相對拮抗的。

來 10:28 avqeth,saj tij no,mon Mwu?se,wj cwri.j oivktirmw/n evpi. dusi.n h' trisi.n ma,rtusin avpoqnh,|skei\
He that despised Moses' law died without mercy under two or three witnesses:
人干犯摩西的律法，憑兩三個見證人，尚且不得憐恤而死；

(他)那時(也是)廢除棄絕了的 (他)任何什麼 到於(他)律法 從屬(他)摩西 脫離開地 從屬(他們)有同情憐恤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們)二個/兩個 甚或/或而 在對(他們)三個 在對(他們)見證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死去；

來 10:29 po,sw| dokei/te cei,ronoj avxiwqh,setai timwri,aj ò to.n uiò.n tou/ qeou/ katapath,saj kai. to. ai-ma th/j
diaqh,khj koino.n hg̀hsa,menoj( evn w-| hg̀ia,sqh( kai. to. pneu/ma th/j ca,ritoj evnubri,sajÈ
Of how much sorer punishment, suppose ye, shall he be thought worthy, who hath trodden under foot the Son
of God, and hath counted the blood of the covenant, wherewith he was sanctified, an unholy thing, and hath
done despite unto the Spirit of grace?
何況人踐踏神的兒子，將那使他成聖之約的血當作平常，又褻慢施恩的聖靈，你們想，他要受的刑罰該怎樣加重

呢。

在對(它)這多少呢 你們現在持續設想認為對， 從屬(她)更卑劣不好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視為相配值得

從屬(她)懲治處罰 (他)那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那時(也是)向下踩踹踐踏了的 並且

到於(它)那 到於(它)血 從屬(她)那 從屬(她)遺囑契約 到於(它)通俗共有的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帶領引導了的， 在內

在對(它)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使成聖， 並且 到於(它)那 到於(它)靈/風 從屬(她)那 從屬(她)恩典惠意

(他)那時(也是)在內淩辱了的？

來 10:30 oi;damen ga.r to.n eivpo,nta( VEmoi. evkdi,khsij( evgw. avntapodw,swÅ kai. pa,lin( Krinei/ ku,rioj to.n lao.n
auvtou/Å
For we know him that hath said, Vengeance belongeth unto me, I will recompense, saith the Lord. And again,
The Lord shall judge his people.
因為我們知道誰說：『伸冤在我，我必報應。』又說：『主要審判他的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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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因為 到於(他)那 到於(他)那時(也是)發話言說了的， 在對"我" (她)行伸張公平正義， 我

我將要(持續)給付報償。 並且 重新又再地， 他/她/它將要(持續)區別審斷 (他)主人 到於(他)那 到於(他)人民百姓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我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因為 到於(他)那 到於(他)那時(也是)發話言說了的， 在對"我" (她)行伸張公平正義， 我

我將要(持續)給付報償，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他)主人。 並且 重新又再地， (他)主人 他/她/它將要(持續)區別審斷

到於(他)那 到於(他)人民百姓 從屬(他)同一者。

來 10:31 fobero.n to. evmpesei/n eivj cei/raj qeou/ zw/ntojÅ
It is a fearful thing to fall into the hands of the living God.
落在永生神的手裏，真是可怕的。

(它)畏懼害怕的 (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落在其內 向內進入 到於(她們)手 從屬(他)神 從屬(他)現正持續活了的。

來 10:32 VAnamimnh,|skesqe de. ta.j pro,teron hm̀e,raj( evn ai-j fwtisqe,ntej pollh.n a;qlhsin ùpemei,nate paqhma,twn(
But call to remembrance the former days, in which, after ye were illuminated, ye endured a great fight of
afflictions;
你們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後，所忍受大爭戰的各樣苦難；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再向上致使提醒記得註1 然而也 到於(她們)那些 更先前地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在內

在對(她們)這些個 (他們)那時(也是)被光照了的 到於(她)許多的 到於(她)參賽競試 你們那時(也是)在底下停留持守

從屬(它們)所經歷承受；

註1：“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再向上致使提醒記得”文法上亦可以為“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被再向上致使提醒記得”。

來 10:33 tou/to me.n ovneidismoi/j te kai. qli,yesin qeatrizo,menoi( tou/to de. koinwnoi. tw/n ou[twj avnastrefome,nwn
genhqe,ntejÅ
Partly, whilst ye were made a gazingstock both by reproaches and afflictions; and partly, whilst ye became
companions of them that were so used.
一面被毀謗，遭患難，成了戲景，叫眾人觀看；一面陪伴那些受這樣苦難的人。

到於(它)那同一者 的確， 在對(他們)奚落貶責 並/又 並且 在對(她們)壓迫患難 (他們)現正持續被成戲劇了的；

到於(它)那同一者 然而也， (他們)合夥共享之人 從屬(他們)那些 那同一樣式地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被翻轉折返/往返行事了的 (他們)那時(也是)被生發成為了的。

來 10:34 kai. ga.r toi/j desmi,oij sunepaqh,sate kai. th.n àrpagh.n tw/n ùparco,ntwn um̀w/n meta. cara/j
prosede,xasqe ginw,skontej e;cein eàutou.j krei,ttona u[parxin kai. me,nousanÅ
For ye had compassion of me in my bonds, and took joyfully the spoiling of your goods, knowing in yourselves
that ye have in heaven a better and an enduring substance.
因為你們體恤了那些被捆鎖的人，並且你們的家業被人搶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長存的家業。

並且 因為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囚犯 你們那時(也是)成同感體恤，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搶奪強取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現正持續源屬具有了的 從屬你們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歡喜快樂

你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在前面向著接納領受， (他們)現正持續認識知道了的 現要去持續持有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到於(她)更優秀的 到於(她)源屬具有 並且 到於(她)現正持續停留持守了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因為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捆鎖 從屬我 你們那時(也是)成同感體恤，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搶奪強取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現正持續源屬具有了的 從屬你們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歡喜快樂

你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在前面向著接納領受， (他們)現正持續認識知道了的 現要去持續持有 在內

在對(他們)同一者自己 到於(她)更優秀的 到於(她)源屬具有 在內 在對(他們)天空/天 並且

到於(她)現正持續停留持守了的。
[經文變異MT]

並且 因為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捆鎖 從屬我 你們那時(也是)成同感體恤，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搶奪強取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現正持續源屬具有了的 從屬你們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歡喜快樂

你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在前面向著接納領受， (他們)現正持續認識知道了的 現要去持續持有 在對(他們)同一者自己

到於(她)更優秀的 到於(她)源屬具有 在內 在對(他們)天空/天 並且 到於(她)現正持續停留持守了的。

來 10:35 mh. avpoba,lhte ou=n th.n parrhsi,an ùmw/n( h[tij e;cei mega,lhn misqapodosi,anÅ
Cast not away therefore your confidence, which hath great recompence of reward.
所以你們不可丟棄勇敢的心；存這樣的心必得大賞賜。

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丟開棄置 這樣 到於(她)那 到於(她)放膽公開直言 從屬你們， (她)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極大的 到於(她)給付酬勞。
[經文變異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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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丟開棄置 這樣 到於(她)那 到於(她)放膽公開直言 從屬你們， (她)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給付酬勞 到於(她)極大的。

來 10:36 up̀omonh/j ga.r e;cete crei,an i[na to. qe,lhma tou/ qeou/ poih,santej komi,shsqe th.n evpaggeli,anÅ
For ye have need of patience, that, after ye have done the will of God, ye might receive the promise.
你們必須忍耐，使你們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著所應許的。

從屬(她)堅忍持守 因為 你們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需用， 為要 到於(它)那 到於(它)所定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們)那時(也是)行出作成了的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提取照理 到於(她)那 到於(她)應許。

來 10:37 e;ti ga.r mikro.n o[son o[son( ò evrco,menoj h[xei kai. ouv croni,sei\
For yet a little while, and he that shall come will come, and will not tarry.
『因為還有一點點時候，那要來的就來，並不遲延。

依然仍舊地 因為 到於(它)一點點的 到於(它)這每一切 到於(它)這每一切， (他)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到達來臨，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將要(持續)耽擱遲延。

來 10:38 ò de. di,kaio,j mou evk pi,stewj zh,setai( kai. eva.n ùpostei,lhtai( ouvk euvdokei/ h̀ yuch, mou evn auvtw/|Å
Now the just shall live by faith: but if any man draw back, my soul shall have no pleasure in him.
只是義人必因信得生，〔義人有古卷作我的義人〕他若退後，我心裏就不喜歡他。』

(他)那 然而也 (他)具公平正義的 從屬我 向外出來 從屬(她)信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活； 並且 但凡若是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退縮迴避，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歡愉認可 (她)那 (她)生魂意念 從屬我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具公平正義的 向外出來 從屬(她)信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活； 並且 但凡若是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退縮迴避，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歡愉認可 (她)那 (她)生魂意念 從屬我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來 10:39 hm̀ei/j de. ouvk evsme.n ùpostolh/j eivj avpw,leian avlla. pi,stewj eivj peripoi,hsin yuch/jÅ
But we are not of them who draw back unto perdition; but of them that believe to the saving of the soul.
我們卻不是退後入沉淪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靈魂得救的人。

我們 然而也 不是/不 我們現在持續是 從屬(她)迴避退縮 向內進入 到於(她)毀壞失喪； 但乃是 從屬(她)信

向內進入 到於(她)獲取得到 從屬(她)生魂意念。

來 11:1 :Estin de. pi,stij evlpizome,nwn ùpo,stasij( pragma,twn e;legcoj ouv blepome,nwnÅ
Now faith is the substance of things hoped for, the evidence of things not seen.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然而也 (她)信 從屬(它們)現正持續被有期盼指望了的 (她)實體確信， 從屬(它們)事務行動

(他)指證確據 不是/不 從屬(它們)現正持續被著眼觀看了的。

來 11:2 evn tau,th| ga.r evmarturh,qhsan oì presbu,teroiÅ
For by it the elders obtained a good report.
古人在這信上得了美好的證據。

在內 在對(她)那同一者 因為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作見證人 (他們)那些 (他們)更年長的。

來 11:3 Pi,stei noou/men kathrti,sqai tou.j aivw/naj rh̀,mati qeou/( eivj to. mh. evk fainome,nwn to. blepo,menon
gegone,naiÅ
Through faith we understand that the worlds were framed by the word of God, so that things which are seen
were not made of things which do appear.
我們因著信，就知道諸世界是藉神話造成的；這樣，所看見的，並不是從顯然之物造出來的。

在對(她)信 我們現在持續領悟認知 現已經去被向下使成裝備妥當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世紀時代

在對(它)所發表言說 從屬(他)神，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不會/不要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促為照亮顯明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現正持續被著眼觀看了的 現已經去生發成為。
[經文變異RT]

在對(她)信 我們現在持續領悟認知 現已經去被向下使成裝備妥當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世紀時代

在對(它)所發表言說 從屬(他)神，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不會/不要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促為照亮顯明了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現正持續被著眼觀看了的

現已經去生發成為。

來 11:4 Pi,stei plei,ona qusi,an {Abel para. Ka,i?n prosh,negken tw/| qew/|( diV h-j evmarturh,qh ei=nai di,kaioj(
marturou/ntoj evpi. toi/j dw,roij auvtou/ tou/ qeou/( kai. diV auvth/j avpoqanw.n e;ti lalei/Å
By faith Abel offered unto God a more excellent sacrifice than Cain, by which he obtained witness that he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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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ghteous, God testifying of his gifts: and by it he being dead yet speaketh.
亞伯因著信獻祭與神，比該隱所獻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稱義的見證，就是神指他禮物作的見證；他雖然死了，卻

因這信仍舊說話。

在對(她)信 到於(她)更多的 到於(她)犧牲祭物 (他)亞伯 <在旁邊>到旁邊 到於(他)該隱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負載攜帶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作見證人 現要去持續是 (他)具公平正義的， 從屬(他)現正持續作見證人了的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禮物 從屬(他)同一者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死去了的 依然仍舊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發言講說。
[經文變異RT]

在對(她)信 到於(她)更多的 到於(她)犧牲祭物 (他)亞伯 <在旁邊>到旁邊 到於(他)該隱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前面向著負載攜帶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作見證人 現要去持續是 (他)具公平正義的， 從屬(他)現正持續作見證人了的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禮物 從屬(他)同一者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死去了的 依然仍舊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發言講說。

來 11:5 Pi,stei ~Enw.c metete,qh tou/ mh. ivdei/n qa,naton( kai. ouvc hùri,sketo dio,ti mete,qhken auvto.n ò qeo,jÅ pro.
ga.r th/j metaqe,sewj memartu,rhtai euvaresthke,nai tw/| qew/|\
By faith Enoch was translated that he should not see death; and was not found, because God had translated
him: for before his translation he had this testimony, that he pleased God.
以諾因著信被接去，不至於見死；人也找不著他，因為神已經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經得了神喜悅

他的明證。

在對(她)信 (他)以諾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轉置移開 從屬(它)那 不會/不要 那時(也是)要去看見察覺 到於(他)死；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當時持續被找到尋見， 為是這樣之緣故 他/她/它那時(也是)轉置移開 到於(他)同一者 (他)那 (他)神；

在前面 因為 從屬(她)那 從屬(她)轉置移開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作見證人 現已經去成可喜悅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經文變異RT]

在對(她)信 (他)以諾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轉置移開 從屬(它)那 不會/不要 那時(也是)要去看見察覺 到於(他)死；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當時持續被找到尋見， 為是這樣之緣故 他/她/它那時(也是)轉置移開 到於(他)同一者 (他)那 (他)神；

在前面 因為 從屬(她)那 從屬(她)轉置移開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作見證人 現已經去成可喜悅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來 11:6 cwri.j de. pi,stewj avdu,naton euvaresth/sai\ pisteu/sai ga.r dei/ to.n proserco,menon tw/| qew/| o[ti e;stin kai.
toi/j evkzhtou/sin auvto.n misqapodo,thj gi,netaiÅ
But without faith it is impossible to please him: for he that cometh to God must believe that he is, and that he is a
rewarder of them that diligently seek him.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悅；因為到神面前來的人，必須信有神，且信他賞賜那尋求他的人。

脫離開地 然而也 從屬(她)信 (它)乃不能夠可能的 那時(也是)要去成可喜悅； 那時(也是)要去置信信託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到於(他)那 到於(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了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並且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向外探索尋求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他)給付酬報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來 11:7 Pi,stei crhmatisqei.j Nw/e peri. tw/n mhde,pw blepome,nwn( euvlabhqei.j kateskeu,asen kibwto.n eivj
swthri,an tou/ oi;kou auvtou/ diV h-j kate,krinen to.n ko,smon( kai. th/j kata. pi,stin dikaiosu,nhj evge,neto
klhrono,mojÅ
By faith Noah, being warned of God of things not seen as yet, moved with fear, prepared an ark to the saving of
his house; by the which he condemned the world, and became heir of the righteousness which is by faith.
挪亞因著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見的事，動了敬畏的心，預備了一隻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

，自己也承受了那從信而來的義。

在對(她)信 (他)那時(也是)被傳諭交代/註冊商標了的 (他)挪亞 <在周圍>關於 從屬(它們)那些 然而也尚不可以地

從屬(它們)現正持續被著眼觀看了的， (他)那時(也是)被成慎重虔敬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預備妥當

到於(她)方木櫃/方舟 向內進入 到於(她)拯救 從屬(他)那 從屬(他)住處家室 從屬(他)同一者；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斷定有罪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美容妝束/世界， 並且 從屬(她)那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信 從屬(她)至義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他)承受產業之人。

來 11:8 Pi,stei kalou,menoj VAbraa.m up̀h,kousen evxelqei/n eivj to,pon o]n h;mellen lamba,nein eivj klhronomi,an( kai.
evxh/lqen mh. evpista,menoj pou/ e;rcetaiÅ
By faith Abraham, when he was called to go out into a place which he should after receive for an inheritance,
obeyed; and he went out, not knowing whither he w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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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伯拉罕因著信，蒙召的時候，就遵命出去，往將來要得為業的地方去；出去的時候，還不知往那裏去。

在對(她)信 (他)現正持續被促請召喚了的 (他)亞伯拉罕 他/她/它那時(也是)留心聽從 那時(也是)要去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向內進入 到於(他)地點處所 到於(他)這個 他/她/它當時持續準備快要 現要去持續拿取 向內進入 到於(她)產業繼承；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不會/不要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心思通曉了的 從屬某個什麼地方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經文變異RT]

在對(她)信 (他)現正持續被促請召喚了的 (他)亞伯拉罕 他/她/它那時(也是)留心聽從 那時(也是)要去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地點處所 到於(他)這個 他/她/它當時持續準備快要 現要去持續拿取 向內進入

到於(她)產業繼承；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不會/不要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心思通曉了的

從屬某個什麼地方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來 11:9 Pi,stei parw,|khsen eivj gh/n th/j evpaggeli,aj wj̀ avllotri,an evn skhnai/j katoikh,saj meta. VIsaa.k kai.
VIakw.b tw/n sugklhrono,mwn th/j evpaggeli,aj th/j auvth/j\
By faith he sojourned in the land of promise, as in a strange country, dwelling in tabernacles with Isaac and
Jacob, the heirs with him of the same promise:
他因著信，就在所應許之地作客，好像在異地居住帳棚，與那同蒙一個應許的以撒，雅各一樣。

在對(她)信 他/她/它那時(也是)客住旅居 向內進入 到於(她)地土/地 從屬(她)那 從屬(她)應許 正如地 到於(她)別人的，

在內 在對(她們)帳幕 (他)那時(也是)定居了的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以撒 並且 從屬(他)雅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共同承受產業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應許 從屬(她)那 從屬(她)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在對(她)信 他/她/它那時(也是)客住旅居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她)地土/地 從屬(她)那 從屬(她)應許 正如地

到於(她)別人的， 在內 在對(她們)帳幕 (他)那時(也是)定居了的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以撒 並且 從屬(他)雅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共同承受產業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應許 從屬(她)那 從屬(她)同一者；

來 11:10 evxede,ceto ga.r th.n tou.j qemeli,ouj e;cousan po,lin h-j tecni,thj kai. dhmiourgo.j ò qeo,jÅ
For he looked for a city which hath foundations, whose builder and maker is God.
因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經營所建造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期望等候 因為 到於(她)那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根基 到於(她)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城邑， 從屬(她)這個 (他)工藝師 並且 (他)構架建造之人 (他)那 (他)神。

來 11:11 Pi,stei kai. auvth. Sa,rra stei/ra du,namin eivj katabolh.n spe,rmatoj e;laben kai. para. kairo.n hl̀iki,aj(
evpei. pisto.n hg̀h,sato to.n evpaggeila,menonÅ
Through faith also Sara herself received strength to conceive seed, and was delivered of a child when she was
past age, because she judged him faithful who had promised.
因著信，連撒拉自己，雖然過了生育的歲數，還能懷孕；因他以為那應許他的是可信的；

在對(她)信 並且 (她)同一者 (她)撒拉 (她)僵硬不孕 到於(她)能力權能 向內進入 到於(她)投置奠基 從屬(它)種裔

他/她/它那時(也是)拿取， 並且 <在旁邊>到旁邊 到於(他)場合時節 從屬(她)發育身量， 在其上 到於(他)誠且信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帶領引導 到於(他)那 到於(他)那時(也是)讓自己應承許諾了的；
[經文變異RT]

在對(她)信 並且 (她)同一者 (她)撒拉 到於(她)能力權能 向內進入 到於(她)投置奠基 從屬(它)種裔

他/她/它那時(也是)拿取， 並且 <在旁邊>到旁邊 到於(他)場合時節 從屬(她)發育身量 他/她/它那時(也是)生產帶出，

在其上 到於(他)誠且信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帶領引導 到於(他)那 到於(他)那時(也是)讓自己應承許諾了的；
[經文變異WH]

在對(她)信 並且 (她)同一者 (她)撒拉 到於(她)能力權能 向內進入 到於(她)投置奠基 從屬(它)種裔

他/她/它那時(也是)拿取， 並且 <在旁邊>到旁邊 到於(他)場合時節 從屬(她)發育身量， 在其上 到於(他)誠且信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帶領引導 到於(他)那 到於(他)那時(也是)讓自己應承許諾了的；

來 11:12 dio. kai. avfV èno.j evgennh,qhsan( kai. tau/ta nenekrwme,nou( kaqw.j ta. a;stra tou/ ouvranou/ tw/| plh,qei kai.
wj̀ h` a;mmoj h` para. to. cei/loj th/j qala,sshj h̀ avnari,qmhtojÅ
Therefore sprang there even of one, and him as good as dead, so many as the stars of the sky in multitude, and
as the sand which is by the sea shore innumerable.
所以從一個彷彿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孫，如同天上的星那樣眾多，海邊的沙那樣無數。

為這個緣故 並且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一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生發成為族類， 並且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從屬(他)現在已經被促使成死掉了的， 按照正如地 (它們)那些 (它們)星群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在對(它)那

在對(它)聚滿大群， 並且 正如地 (她)那 (她)沙土 (她)那 <在旁邊>到旁邊 到於(它)那 到於(它)唇 從屬(她)那

從屬(她)海 (她)那 (她)無可數算的。
[經文變異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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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這個緣故 並且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一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生發成為族類， 並且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從屬(他)現在已經被促使成死掉了的， 按照正如地 (它們)那些 (它們)星群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在對(它)那

在對(它)聚滿大群， 並且 正如好像地 (她)沙土 (她)那 <在旁邊>到旁邊 到於(它)那 到於(它)唇 從屬(她)那 從屬(她)海

(她)那 (她)無可數算的。

來 11:13 Kata. pi,stin avpe,qanon ou-toi pa,ntej( mh. labo,ntej ta.j evpaggeli,aj avlla. po,rrwqen auvta.j ivdo,ntej kai.
avspasa,menoi kai. òmologh,santej o[ti xe,noi kai. parepi,dhmoi, eivsin evpi. th/j gh/jÅ
These all died in faith, not having received the promises, but having seen them afar off, and were persuaded of
them, and embraced them, and confessed that they were strangers and pilgrims on the earth.
這些人都是存著信心死的，並沒有得著所應許的，卻從遠處望見，且歡喜迎接，又承認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

居的。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信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死去 (他們)那同一者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不會/不要

(他們)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應許， 但乃是 從在遠處地 到於(她們)同一者

(他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擁抱問安了的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同意承認了的 是這樣

(他們)陌生客旅的/陌生奇異的 並且 (他們)在民中作客在旁邊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經文變異RT]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信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死去 (他們)那同一者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不會/不要

(他們)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應許， 但乃是 從在遠處地 到於(她們)同一者

(他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被勸信說服了的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擁抱問安了的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同意承認了的 是這樣 (他們)陌生客旅的/陌生奇異的 並且 (他們)在民中作客在旁邊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經文變異WH]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信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死去 (他們)那同一者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不會/不要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提取照理了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應許， 但乃是 從在遠處地 到於(她們)同一者

(他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擁抱問安了的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同意承認了的 是這樣

(他們)陌生客旅的/陌生奇異的 並且 (他們)在民中作客在旁邊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來 11:14 oi` ga.r toiau/ta le,gontej evmfani,zousin o[ti patri,da evpizhtou/sinÅ
For they that say such things declare plainly that they seek a country.
說這樣話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個家鄉。

(他們)那些 因為 到於(它們)那種樣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使為在內促為照亮顯明 是這樣

到於(她)父鄉祖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在上面探索尋求。

來 11:15 kai. eiv me.n evkei,nhj evmnhmo,neuon avfV h-j evxe,bhsan( ei=con a'n kairo.n avnaka,myai\
And truly, if they had been mindful of that country from whence they came out, they might have had opportunity
to have returned.
他們若想念所離開的家鄉，還有可以回去的機會。

並且 若是 的確 從屬(她)在那裏的那個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記念想起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這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外行走移步出來，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持有 但凡 到於(他)場合時節 那時(也是)要去轉返折回；
[經文變異RT]

並且 若是 的確 從屬(她)在那裏的那個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記念想起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這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持有 但凡 到於(他)場合時節 那時(也是)要去轉返折回；

來 11:16 nu/n de. krei,ttonoj ovre,gontai( tou/tV e;stin evpourani,ouÅ dio. ouvk evpaiscu,netai auvtou.j ò qeo.j qeo.j
evpikalei/sqai auvtw/n\ ht̀oi,masen ga.r auvtoi/j po,linÅ
But now they desire a better country, that is, an heavenly: wherefore God is not ashamed to be called their God:
for he hath prepared for them a city.
他們卻羨慕一個更美的家鄉，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稱為他們的神，並不以為恥；因為他已經給他們預備了一

座城。

現在此時地 然而也 從屬(她)更優秀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亟欲切望， (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從屬(她)在天上的。 為這個緣故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在上面挑起羞辱感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神 (他)神 現要去持續被召告稱呼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使成妥切齊備 因為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她)城邑。
[經文變異RT]

就現在此時地 然而也 從屬(她)更優秀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亟欲切望， (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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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屬(她)在天上的。 為這個緣故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在上面挑起羞辱感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神 (他)神 現要去持續被召告稱呼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使成妥切齊備 因為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她)城邑。

來 11:17 Pi,stei prosenh,nocen VAbraa.m to.n VIsaa.k peirazo,menoj kai. to.n monogenh/ prose,feren( ò ta.j
evpaggeli,aj avnadexa,menoj(
By faith Abraham, when he was tried, offered up Isaac: and he that had received the promises offered up his
only begotten son,
亞伯拉罕因著信，被試驗的時候，就把以撒獻上；這便是那歡喜領受應許的，將自己獨生的兒子獻上。

在對(她)信 他/她/它現在已經在前面向著負載攜帶 (他)亞伯拉罕 到於(他)那 到於(他)以撒

(他)現正持續被使有探測試驗了的；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獨生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在前面向著負載攜帶 (他)那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應許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向上接納領受了的；

來 11:18 pro.j o]n evlalh,qh o[ti VEn VIsaa.k klhqh,setai, soi spe,rma(
Of whom it was said, That in Isaac shall thy seed be called:
論到這兒子曾有話說：『從以撒生的纔要稱為你的後裔；』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發言講說， 是這樣 在內 在對(他)以撒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促請召喚 在對你 (它)種裔；

來 11:19 logisa,menoj o[ti kai. evk nekrw/n evgei,rein dunato.j ò qeo,j( o[qen auvto.n kai. evn parabolh/| evkomi,satoÅ
Accounting that God was able to raise him up, even from the dead; from whence also he received him in a
figure.
他以為神還能叫人從死裏復活；他也彷彿從死中得回他的兒子來。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估算了的 是這樣 並且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死掉的 現要去持續喚醒起來 (他)乃能夠可能的

(他)那 (他)神； 從這裏地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在內 在對(她)比喻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提取照理。

來 11:20 Pi,stei kai. peri. mello,ntwn euvlo,ghsen VIsaa.k to.n VIakw.b kai. to.n VHsau/Å
By faith Isaac blessed Jacob and Esau concerning things to come.
以撒因著信，就指著將來的事，給雅各以掃祝福。

在對(她)信 並且 <在周圍>關於 從屬(它們)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祝福稱讚 (他)以撒 到於(他)那

到於(他)雅各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以掃。
[經文變異RT]

在對(她)信 <在周圍>關於 從屬(它們)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祝福稱讚 (他)以撒 到於(他)那

到於(他)雅各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以掃。

來 11:21 Pi,stei VIakw.b avpoqnh,|skwn e[kaston tw/n uiẁ/n VIwsh.f euvlo,ghsen kai. proseku,nhsen evpi. to. a;kron th/j
rà,bdou auvtou/Å
By faith Jacob, when he was a dying, blessed both the sons of Joseph; and worshipped, leaning upon the top of
his staff.
雅各因著信，臨死的時候，給約瑟的兩個兒子各自祝福，扶著杖頭敬拜神。

在對(她)信 (他)雅各 (他)現正持續死去了的 到於(他)各個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兒子 從屬(他)約瑟

他/她/它那時(也是)祝福稱讚，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敬拜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那 到於(它)端點 從屬(她)那

從屬(她)棍杖 從屬(他)同一者。

來 11:22 Pi,stei VIwsh.f teleutw/n peri. th/j evxo,dou tw/n uiẁ/n VIsrah.l evmnhmo,neusen kai. peri. tw/n ovste,wn auvtou/
evnetei,latoÅ
By faith Joseph, when he died, made mention of the departing of the children of Israel; and gave commandment
concerning his bones.
約瑟因著信，臨終的時候，提到以色列族將來要出埃及，並為自己的骸骨留下遺命。

在對(她)信 (他)約瑟 (他)現正持續命終了的 <在周圍>關於 從屬(她)那 從屬(她)出口離去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兒子 從屬(他)以色列 他/她/它那時(也是)記念想起， 並且 <在周圍>關於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骨頭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督促責成。

來 11:23 Pi,stei Mwu?sh/j gennhqei.j evkru,bh tri,mhnon ùpo. tw/n pate,rwn auvtou/( dio,ti ei=don avstei/on to. paidi,on
kai. ouvk evfobh,qhsan to. dia,tagma tou/ basile,wjÅ
By faith Moses, when he was born, was hid three months of his parents, because they saw he was a proper
child; and they were not afraid of the king's commandment.
摩西生下來，他的父母見他是個俊美的孩子，就因著信把他藏了三個月，並不怕王命。

在對(她)信 (他)摩西 (他)那時(也是)被生發成為族類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隱藏遮掩 到於(它)三個月之久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父親 從屬(他)同一者， 為是這樣之緣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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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於(它)文雅俊美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小孩童；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成驚恐畏懼 到於(它)那

到於(它)訓喻制令 從屬(他)那 從屬(他)君王。
[不同標點]

在對(她)信 (他)摩西 (他)那時(也是)被生發成為族類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隱藏遮掩 到於(它)三個月之久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父親 從屬(他)同一者， 為是這樣之緣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它)文雅俊美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小孩童，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成驚恐畏懼 到於(它)那

到於(它)訓喻制令 從屬(他)那 從屬(他)君王。

來 11:24 Pi,stei Mwu?sh/j me,gaj geno,menoj hvrnh,sato le,gesqai uìo.j qugatro.j Faraw,(
By faith Moses, when he was come to years, refused to be called the son of Pharaoh's daughter;
摩西因著信，長大了就不肯稱為法老女兒之子；

在對(她)信 (他)摩西 (他)極大的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否認拒絕

現要去持續被道說 (他)兒子 從屬(她)女兒 從屬(他)法老；

來 11:25 ma/llon el̀o,menoj sugkakoucei/sqai tw/| law/| tou/ qeou/ h' pro,skairon e;cein am̀arti,aj avpo,lausin(
Choosing rather to suffer affliction with the people of God, than to enjoy the pleasures of sin for a season;
他寧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願暫時享受罪中之樂；

更特別尤其地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選取了的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共同虐待苦害 在對(他)那 在對(他)人民百姓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甚或/或而 到於(她)隨機暫時的 現要去持續持有 從屬(她)罪 到於(她)滿心享受；

來 11:26 mei,zona plou/ton hg̀hsa,menoj tw/n Aivgu,ptou qhsaurw/n to.n ovneidismo.n tou/ Cristou/\ avpe,blepen ga.r
eivj th.n misqapodosi,anÅ
Esteeming the reproach of Christ greater riches than the treasures in Egypt: for he had respect unto the
recompence of the reward.
他看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財物更寶貴；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賞賜。

到於(他)更大的 到於(他)豐滿富足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帶領引導了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她)埃及

從屬(他們)寶藏財物 到於(他)那 到於(他)奚落貶責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他/她/它當時持續轉眼注目 因為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給付酬勞。
[經文變異RT]

到於(他)更大的 到於(他)豐滿富足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帶領引導了的 從屬(他們)那些 在內 在對(她)埃及

從屬(他們)寶藏財物 到於(他)那 到於(他)奚落貶責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他/她/它當時持續轉眼注目 因為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給付酬勞。

來 11:27 Pi,stei kate,lipen Ai;gupton mh. fobhqei.j to.n qumo.n tou/ basile,wj\ to.n ga.r avo,raton ẁj òrw/n
evkarte,rhsenÅ
By faith he forsook Egypt, not fearing the wrath of the king: for he endured, as seeing him who is invisible.
他因著信，就離開埃及，不怕王怒；因為他恆心忍耐，如同看見那不能看見的主。

在對(她)信 他/她/它那時(也是)遺留下 到於(她)埃及， 不會/不要 (他)那時(也是)被成驚恐畏懼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熾熱憤恨 從屬(他)那 從屬(他)君王； 到於(他)那 因為 到於(他)不能看見清楚的 正如地

(他)現正持續看見清楚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堅強持恆。

來 11:28 Pi,stei pepoi,hken to. pa,sca kai. th.n pro,scusin tou/ ai[matoj( i[na mh. ò ovloqreu,wn ta. prwto,toka qi,gh|
auvtw/nÅ
Through faith he kept the passover, and the sprinkling of blood, lest he that destroyed the firstborn should touch
them.
他因著信，就守逾越節，〔守或作立〕行灑血的禮，免得那滅長子的臨近以色列人。

在對(她)信 他/她/它現在已經行出作成 到於(它)那 到於(它)逾越/逾越節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在前面向著傾注澆流

從屬(它)那 從屬(它)血， 為要 不會/不要 (他)那 (他)現正持續行毀滅了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頭生長子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摸弄觸碰 從屬(他們)同一者。

來 11:29 Pi,stei die,bhsan th.n VEruqra.n Qa,lassan wj̀ dia. xhra/j gh/j( h-j pei/ran labo,ntej oi` Aivgu,ptioi
katepo,qhsanÅ
By faith they passed through the Red sea as by dry land: which the Egyptians assaying to do were drowned.
他們因著信，過紅海如行乾地；埃及人試著要過去，就被吞滅了。

在對(她)信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跨越 到於(她)那 到於(她)紅的 到於(她)海 正如地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枯乾的

從屬(她)地土/地； 從屬(她)這個 到於(她)探測試驗 (他們)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他們)那些 (他們)埃及人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吞下。
[經文變異RT]

在對(她)信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跨越 到於(她)那 到於(她)紅的 到於(她)海 正如地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枯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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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屬(她)這個 到於(她)探測試驗 (他們)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他們)那些 (他們)埃及人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吞下。

來 11:30 Pi,stei ta. tei,ch VIericw. e;pesan kuklwqe,nta evpi. èpta. hm̀e,rajÅ
By faith the walls of Jericho fell down, after they were compassed about seven days.
以色列人因著信，圍繞耶利哥城七日，城牆就倒塌了。

在對(她)信 (它們)那些 (它們)城牆 從屬(她)耶利哥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落下墜落，

(它們)那時(也是)被促使有圓圈圍繞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們)七個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經文變異RT]

在對(她)信 (它們)那些 (它們)城牆 從屬(她)耶利哥 他/她/它那時(也是)落下墜落，

(它們)那時(也是)被促使有圓圈圍繞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們)七個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來 11:31 Pi,stei ~Raa.b h` po,rnh ouv sunapw,leto toi/j avpeiqh,sasin dexame,nh tou.j katasko,pouj metV eivrh,nhjÅ
By faith the harlot Rahab perished not with them that believed not, when she had received the spies with peace.
妓女喇合因著信，曾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就不與那些不順從的人一同滅亡。

在對(她)信 (她)喇合氏 (她)那 (她)娼妓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一同毀掉除滅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那時(也是)成頑固不信了的， (她)那時(也是)讓自己接納領受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勘察窺探之人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和平安寧。

來 11:32 Kai. ti, e;ti le,gwÈ evpilei,yei me ga.r dihgou,menon ò cro,noj peri. Gedew,n( Bara,k( Samyw,n( VIefqa,e(
Daui,d te kai. Samouh.l kai. tw/n profhtw/n(
And what shall I more say? for the time would fail me to tell of Gedeon, and of Barak, and of Samson, and of
Jephthae; of David also, and Samuel, and of the prophets:
我又何必再說呢；若要一一細說，基甸，巴拉，參孫，耶弗他，大衛，撒母耳，和眾先知的事，時候就不夠了。

並且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依然仍舊地 我現在應該持續道說註1？ 他/她/它將要(持續)遺下留後在上面 到於我 因為

到於(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詳細敘述了的 (他)那 (他)時段期間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基甸， 從屬(他)巴拉，

從屬(他)參孫， 從屬(他)耶弗他， 從屬(他)大衛 並/又 並且 從屬(他)撒母耳 並且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註1：“我現在應該持續道說”文法上亦可以為“我現在持續道說”。

[經文變異RT]

並且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依然仍舊地 我現在應該持續道說？ 他/她/它將要(持續)遺下留後在上面 因為 到於我

到於(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詳細敘述了的 (他)那 (他)時段期間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基甸， 從屬(他)巴拉 並/又 並且

從屬(他)參孫 並且 從屬(他)耶弗他， 從屬(他)大衛 並/又 並且 從屬(他)撒母耳 並且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來 11:33 oi] dia. pi,stewj kathgwni,santo basilei,aj( eivrga,santo dikaiosu,nhn( evpe,tucon evpaggeliw/n( e;fraxan
sto,mata leo,ntwn(
Who through faith subdued kingdoms, wrought righteousness, obtained promises, stopped the mouths of lions,
他們因著信，制伏了敵國，行了公義，得了應許，堵了獅子的口，

(他們)這些個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信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努力奮鬥制伏 到於(她們)王權國度，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作工作 到於(她)至義，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在上面巧遇得著 從屬(她們)應許，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圍住阻隔 到於(它們)口/嘴 從屬(他們)獅子，

來 11:34 e;sbesan du,namin puro,j( e;fugon sto,mata macai,rhj( evdunamw,qhsan avpo. avsqenei,aj( evgenh,qhsan ivscuroi.
evn pole,mw|( parembola.j e;klinan avllotri,wnÅ
Quenched the violence of fire, escaped the edge of the sword, out of weakness were made strong, waxed
valiant in fight, turned to flight the armies of the aliens.
滅了烈火的猛勢，脫了刀劍的鋒刃，軟弱變為剛強，爭戰顯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撲滅消除 到於(她)能力權能 從屬(它)火，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逃離走避 到於(它們)口/嘴

從屬(她)兵刃，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促使有能力權能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無力軟弱，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生發成為 (他們)強壯大力的 在內 在對(他)戰爭打仗， 到於(她們)陣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傾斜 從屬(他們)別人的。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撲滅消除 到於(她)能力權能 從屬(它)火，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逃離走避 到於(它們)口/嘴

從屬(她)兵刃，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促使有能力權能在內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無力軟弱，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生發成為 (他們)強壯大力的 在內 在對(他)戰爭打仗， 到於(她們)陣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傾斜 從屬(他們)別人的。

來 11:35 e;labon gunai/kej evx avnasta,sewj tou.j nekrou.j auvtw/n\ a;lloi de. evtumpani,sqhsan ouv prosdexa,menoi th.n
avpolu,trwsin( i[na krei,ttonoj avnasta,sewj tu,cw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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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men received their dead raised to life again: and others were tortured, not accepting deliverance; that they
might obtain a better resurrection:
有婦人得自己的死人復活，又有人忍受嚴刑，不肯苟且得釋放，〔釋放原文作贖〕為要得著更美的復活；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拿取 (她們)女人 向外出來 從屬(她)再站立起來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死掉的

從屬(她們)同一者； (他們)另外不同的 然而也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嚴刑毒打， 不是/不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在前面向著接納領受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解脫得贖， 為要 從屬(她)更優秀的

從屬(她)再站立起來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巧遇得著；

來 11:36 e[teroi de. evmpaigmw/n kai. masti,gwn pei/ran e;labon( e;ti de. desmw/n kai. fulakh/j\
And others had trial of cruel mockings and scourgings, yea, moreover of bonds and imprisonment:
又有人忍受戲弄，鞭打，捆鎖，監禁，各等的磨煉，

(他們)相異不同的 然而也 從屬(他們)戲弄 並且 從屬(她們)鞭笞/災病 到於(她)探測試驗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拿取，

依然仍舊地 然而也 從屬(他們)捆鎖 並且 從屬(她)夜更/監獄；

來 11:37 evliqa,sqhsan( evpri,sqhsan( evn fo,nw| macai,rhj avpe,qanon( perih/lqon evn mhlwtai/j( evn aivgei,oij de,rmasin(
us̀terou,menoi( qlibo,menoi( kakoucou,menoi(
They were stoned, they were sawn asunder, were tempted, were slain with the sword: they wandered about in
sheepskins and goatskins; being destitute, afflicted, tormented;
被石頭打死，被鋸鋸死，受試探，被刀殺；披著綿羊山羊的皮各處奔跑，受窮乏，患難，苦害，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扔石頭打，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使鋸開割斷， 在內 在對(他)謀害凶殺 從屬(她)兵刃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死去，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四圍到來前往 在內 在對(她們)綿羊皮， 在內 在對(它們)具山羊的

在對(它們)皮， (他們)現正持續被落後短缺了的， (他們)現正持續被擁擠壓迫了的， (他們)現正持續被虐待苦害了的；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扔石頭打，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使鋸開割斷，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使有探測試驗， 在內

在對(他)謀害凶殺 從屬(她)兵刃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死去，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四圍到來前往 在內

在對(她們)綿羊皮， 在內 在對(它們)具山羊的 在對(它們)皮， (他們)現正持續被落後短缺了的，

(他們)現正持續被擁擠壓迫了的， (他們)現正持續被虐待苦害了的；
[經文變異WH]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扔石頭打，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使有探測試驗，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使鋸開割斷， 在內

在對(他)謀害凶殺 從屬(她)兵刃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死去，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四圍到來前往 在內

在對(她們)綿羊皮， 在內 在對(它們)具山羊的 在對(它們)皮， (他們)現正持續被落後短缺了的，

(他們)現正持續被擁擠壓迫了的， (他們)現正持續被虐待苦害了的；

來 11:38 w-n ouvk h=n a;xioj ò ko,smoj( evpi. evrhmi,aij planw,menoi kai. o;resin kai. sphlai,oij kai. tai/j ovpai/j th/j
gh/jÅ
(Of whom the world was not worthy:) they wandered in deserts, and in mountains, and in dens and caves of the

earth.
在曠野，山嶺，山洞，地穴，飄流無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

從屬(他們)這些個 不是/不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相配值得的 (他)那 (他)美容妝束/世界；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們)荒野 (他們)現正持續被有迷途錯謬了的 並且 在對(它們)高山 並且 在對(它們)石窟洞穴 並且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眼洞孔穴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經文變異RT]

從屬(他們)這些個 不是/不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相配值得的 (他)那 (他)美容妝束/世界； 在內 在對(她們)荒野

(他們)現正持續被有迷途錯謬了的 並且 在對(它們)高山 並且 在對(它們)石窟洞穴 並且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眼洞孔穴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來 11:39 Kai. ou-toi pa,ntej marturhqe,ntej dia. th/j pi,stewj ouvk evkomi,santo th.n evpaggeli,an(
And these all, having obtained a good report through faith, received not the promise:
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證據，卻仍未得著所應許的；

並且 (他們)那同一者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那時(也是)被作見證人了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信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提取照理 到於(她)那 到於(她)應許，

來 11:40 tou/ qeou/ peri. h̀mw/n krei/tto,n ti probleyame,nou( i[na mh. cwri.j hm̀w/n teleiwqw/sinÅ
God having provided some better thing for us, that they without us should not be made perfect.
因為神給我們預備了更美的事，叫他們若不與我們同得，就不能完全。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在周圍>關於 從屬我們 到於(它)更優秀的 到於(它)任何什麼

從屬(他)那時(也是)讓自己預先準備了的， 為要 不會/不要 脫離開地 從屬我們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被促使成完滿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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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12:1 Toigarou/n kai. hm̀ei/j tosou/ton e;contej perikei,menon hm̀i/n ne,foj martu,rwn( o;gkon avpoqe,menoi pa,nta
kai. th.n euvperi,staton am̀arti,an( diV ùpomonh/j tre,cwmen to.n prokei,menon hm̀i/n avgw/na
Wherefore seeing we also are compassed about with so great a cloud of witnesses, let us lay aside every
weight, and the sin which doth so easily beset us, and let us run with patience the race that is set before us,
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如同雲彩圍著我們，就當放下各樣的重擔，脫去容易纏累我們的罪，存心忍耐，奔那

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

所以 並且 我們 到於(它)那這麼樣大/那這麼樣多 (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它)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安置在周圍了的

在對我們 到於(它)雲 從屬(他們)見證人， 到於(他)重擔累贅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置開移掉了的

到於(他)所有每一個的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善於糾纏阻撓的 到於(她)罪，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堅忍持守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奔跑疾行 到於(他)那 到於(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在前面安置了的 在對我們 到於(他)比賽爭競，

來 12:2 avforw/ntej eivj to.n th/j pi,stewj avrchgo.n kai. teleiwth.n VIhsou/n( o]j avnti. th/j prokeime,nhj auvtw/| cara/j
up̀e,meinen stauro.n aivscu,nhj katafronh,saj evn dexia/| te tou/ qro,nou tou/ qeou/ keka,qikenÅ
Looking unto Jesus the author and finisher of our faith; who for the joy that was set before him endured the
cross, despising the shame, and is set down at the right hand of the throne of God.
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或作仰望那將真道創始成終的耶穌〕他因那擺在前面的喜樂，就輕看羞辱，

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難，便坐在神寶座的右邊。

(他們)現正持續從那裏看見清楚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從屬(她)那 從屬(她)信 到於(他)起始首要之帶領之人 並且

到於(他)促使成完滿成全者 到於(他)耶穌； (他)這個 相對對應 從屬(她)那 從屬(她)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在前面安置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從屬(她)歡喜快樂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底下停留持守 到於(他)十字架， 從屬(她)羞辱蒙羞

(他)那時(也是)輕忽蔑視了的， 在內 在對(她)右手邊的 並/又 從屬(他)那 從屬(他)寶座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她/它現在已經就座。
[經文變異RT]

(他們)現正持續從那裏看見清楚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從屬(她)那 從屬(她)信 到於(他)起始首要之帶領之人 並且

到於(他)促使成完滿成全者 到於(他)耶穌； (他)這個 相對對應 從屬(她)那 從屬(她)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在前面安置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從屬(她)歡喜快樂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底下停留持守 到於(他)十字架， 從屬(她)羞辱蒙羞

(他)那時(也是)輕忽蔑視了的， 在內 在對(她)右手邊的 並/又 從屬(他)那 從屬(他)寶座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座。

來 12:3 avnalogi,sasqe ga.r to.n toiau,thn ùpomemenhko,ta ùpo. tw/n am̀artwlw/n eivj èauto.n avntilogi,an( i[na mh.
ka,mhte tai/j yucai/j ùmw/n evkluo,menoiÅ
For consider him that endured such contradiction of sinners against himself, lest ye be wearied and faint in your
minds.
那忍受罪人這樣頂撞的，你們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評比考量 因為 到於(他)那 到於(她)那種樣 到於(他)現在已經在底下停留持守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犯罪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到於(她)對抗辯駁， 為要 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勞頓疲乏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生魂意念 從屬你們 (他們)現正持續被鬆軟疲憊了的。
[經文變異RT]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評比考量 因為 到於(他)那 到於(她)那種樣 到於(他)現在已經在底下停留持守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犯罪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她)對抗辯駁， 為要 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勞頓疲乏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生魂意念 從屬你們 (他們)現正持續被鬆軟疲憊了的。
[經文變異WH]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評比考量 因為 到於(他)那 到於(她)那種樣 到於(他)現在已經在底下停留持守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犯罪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到於(她)對抗辯駁， 為要

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勞頓疲乏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生魂意念 從屬你們

(他們)現正持續被鬆軟疲憊了的。

來 12:4 Ou;pw me,crij ai[matoj avntikate,sthte pro.j th.n am̀arti,an avntagwnizo,menoiÅ
Ye have not yet resisted unto blood, striving against sin.
你們與罪惡相爭，還沒有抵擋到流血的地步。

尚未地 一直達到 從屬(它)血 你們那時(也是)設防對抗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那 到於(她)罪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努力奮鬥對抗了的；

來 12:5 kai. evkle,lhsqe th/j paraklh,sewj( h[tij ùmi/n ẁj uiòi/j diale,getai( Uiè, mou( mh. ovligw,rei paidei,aj kuri,ou
mhde. evklu,ou ùpV auvtou/ evlegco,menoj\
And ye have forgotten the exhortation which speaketh unto you as unto children, My son, despise not thou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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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stening of the Lord, nor faint when thou art rebuked of him:
你們又忘了那勸你們如同勸兒子的話，說：『我兒，你不可輕看主的管教，被他責備的時候，也不可灰心；

並且 你們現在已經被導致遺忘註1
從屬(她)那 從屬(她)勸勉請求， (她)這個任何什麼 在對你們 正如地 在對(他們)兒子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論述辯解， 阿,(他)兒子 從屬我， 不會/不要 你現在就要持續輕看 從屬(她)管教訓練

從屬(他)主人， 然而也不要 你現在就要持續被鬆軟疲憊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被指證駁斥了的；

註1：“你們現在已經被導致遺忘”文法上亦可以為“你們現在已經讓自己導致遺忘”。

來 12:6 o]n ga.r avgapa/| ku,rioj paideu,ei( mastigoi/ de. pa,nta uiò.n o]n parade,cetaiÅ
For whom the Lord loveth he chasteneth, and scourgeth every son whom he receiveth.
因為主所愛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納的兒子。』

到於(他)這個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愛 (他)主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訓練管教， 他/她/它現在持續鞭打 然而也

到於(他)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兒子 到於(他)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接納領受在旁邊。

來 12:7 eivj paidei,an ùpome,nete( ẁj uiòi/j ùmi/n prosfe,retai ò qeo,jÅ ti,j ga.r uiò.j o]n ouv paideu,ei path,rÈ
If ye endure chastening, God dealeth with you as with sons; for what son is he whom the father chasteneth not?
你們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們，待你們如同待兒子；焉有兒子不被父親管教的呢。

向內進入 到於(她)管教訓練 你們現在持續在底下停留持守註1； 正如地 在對(他們)兒子 在對你們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在前面向著負載攜帶 (他)那 (他)神； (他)任何什麼呢 因為 (他)兒子 到於(他)這個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訓練管教 (他)父親？

註1：“你們現在持續在底下停留持守”文法上亦可以為“你們現在就要持續在底下停留持守”。

[經文變異RT]

若是 到於(她)管教訓練 你們現在持續在底下停留持守， 正如地 在對(他們)兒子 在對你們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在前面向著負載攜帶 (他)那 (他)神； (他)任何什麼呢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兒子

到於(他)這個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訓練管教 (他)父親？
[經文變異MT]

向內進入 到於(她)管教訓練 你們現在持續在底下停留持守； 正如地 在對(他們)兒子 在對你們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在前面向著負載攜帶 (他)那 (他)神； (他)任何什麼呢 因為 (他)兒子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到於(他)這個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訓練管教 (他)父親？

來 12:8 eiv de. cwri,j evste paidei,aj h-j me,tocoi gego,nasin pa,ntej( a;ra no,qoi kai. ouvc uìoi, evsteÅ
But if ye be without chastisement, whereof all are partakers, then are ye bastards, and not sons.
管教原是眾子所共受的，你們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兒子了。

若是 然而也 脫離開地 你們現在持續是 從屬(她)管教訓練 從屬(她)這個 (他們)參與有分的

他/她/它們現在已經生發成為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果然如此 (他們)庶出私生的 並且 不是/不 (他們)兒子

你們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若是 然而也 脫離開地 你們現在持續是 從屬(她)管教訓練 從屬(她)這個 (他們)參與有分的

他/她/它們現在已經生發成為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果然如此 (他們)庶出私生的 你們現在持續是 並且 不是/不

(他們)兒子。

來 12:9 ei=ta tou.j me.n th/j sarko.j h̀mw/n pate,raj ei;comen paideuta.j kai. evnetrepo,meqa\ ouv polu. Îde.Ð ma/llon
up̀otaghso,meqa tw/| patri. tw/n pneuma,twn kai. zh,somenÈ
Furthermore we have had fathers of our flesh which corrected us, and we gave them reverence: shall we not
much rather be in subjection unto the Father of spirits, and live?
再者，我們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們，我們尚且敬重他，何況萬靈的父，我們豈不更當順服他得生麼。

其後地 到於(他們)那些 的確 從屬(她)那 從屬(她)肉體 從屬我們 到於(他們)父親 我們當時持續持有

到於(他們)訓練管教者， 並且 我們當時持續讓自己反轉降卑； 豈非呢 到於(它)許多的 然而也 更特別尤其地

我們將要(持續)被使服膺服從 在對(他)那 在對(他)父親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靈/風， 並且 我們將要(持續)活？
[經文變異RT]

其後地 到於(他們)那些 的確 從屬(她)那 從屬(她)肉體 從屬我們 到於(他們)父親 我們當時持續持有

到於(他們)訓練管教者， 並且 我們當時持續讓自己反轉降卑； 豈非呢 在對(它)許多的 更特別尤其地

我們將要(持續)被使服膺服從 在對(他)那 在對(他)父親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靈/風， 並且 我們將要(持續)活？
[經文變異WH]

其後地 到於(他們)那些 的確 從屬(她)那 從屬(她)肉體 從屬我們 到於(他們)父親 我們當時持續持有

到於(他們)訓練管教者， 並且 我們當時持續讓自己反轉降卑； 豈非呢 到於(它)許多的 更特別尤其地

我們將要(持續)被使服膺服從 在對(他)那 在對(他)父親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靈/風， 並且 我們將要(持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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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12:10 oi` me.n ga.r pro.j ovli,gaj h̀me,raj kata. to. dokou/n auvtoi/j evpai,deuon( ò de. evpi. to. sumfe,ron eivj to.
metalabei/n th/j àgio,thtoj auvtou/Å
For they verily for a few days chastened us after their own pleasure; but he for our profit, that we might be
partakers of his holiness.
生身的父都是暫隨己意管教我們；惟有萬靈的父管教我們，是要我們得益處，使我們在他的聖潔上有分。

(他們)那些 的確 因為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們)些微少許的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那

到於(它)現正持續設想認為對了的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訓練管教； (他)那 然而也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那 到於(它)現正持續一起負載攜帶/輕省有益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參與得享 從屬(她)那

從屬(她)為聖 從屬(他)同一者。

來 12:11 pa/sa de. paidei,a pro.j me.n to. paro.n ouv dokei/ cara/j ei=nai avlla. lu,phj( u[steron de. karpo.n eivrhniko.n
toi/j diV auvth/j gegumnasme,noij avpodi,dwsin dikaiosu,nhjÅ
Now no chastening for the present seemeth to be joyous, but grievous: nevertheless afterward it yieldeth the
peaceable fruit of righteousness unto them which are exercised thereby.
凡管教的事，當時不覺得快樂，反覺得愁苦；後來卻為那經練過的人，結出平安的果子，就是義；

(她)所有每一個的 然而也 (她)管教訓練 <在前面向著>向著 的確 到於(它)那 到於(它)現正持續是是在旁邊了的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設想認為對 從屬(她)歡喜快樂 現要去持續是， 但乃是 從屬(她)憂傷愁苦； 稍遲隨後地

然而也 到於(他)果實 到於(他)屬和平安寧的 在對(他們)那些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同一者

在對(他們)現在已經被運動操練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從那裏給與 從屬(她)至義。
[經文變異WH]

(她)所有每一個的 的確 (她)管教訓練 <在前面向著>向著 的確 到於(它)那 到於(它)現正持續是是在旁邊了的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設想認為對 從屬(她)歡喜快樂 現要去持續是， 但乃是 從屬(她)憂傷愁苦； 稍遲隨後地 然而也

到於(他)果實 到於(他)屬和平安寧的 在對(他們)那些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同一者

在對(他們)現在已經被運動操練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從那裏給與 從屬(她)至義。

來 12:12 Dio. ta.j pareime,naj cei/raj kai. ta. paralelume,na go,nata avnorqw,sate(
Wherefore lift up the hands which hang down, and the feeble knees;
所以你們要把下垂的手，發酸的腿，挺起來；

為這個緣故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現在已經被任憑不管了的 到於(她們)手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現在已經被鬆弛癱軟了的 到於(它們)膝蓋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再向上促使豎正直立；

來 12:13 kai. trocia.j ovrqa.j poiei/te toi/j posi.n ùmw/n( i[na mh. to. cwlo.n evktraph/|( ivaqh/| de. ma/llonÅ
And make straight paths for your feet, lest that which is lame be turned out of the way; but let it rather be healed.
也要為自己的腳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至歪腳，反得痊癒。〔歪腳或作差路〕

並且 到於(她們)車轍軌道 到於(她們)豎正直立的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行出作成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腳

從屬你們， 為要 不會/不要 (它)那 (它)瘸腿跛腳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轉動偏開，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醫好治癒 然而也 更特別尤其地。
[經文變異RT]

並且 到於(她們)車轍軌道 到於(她們)豎正直立的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行出作成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腳

從屬你們， 為要 不會/不要 (它)那 (它)瘸腿跛腳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轉動偏開，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醫好治癒 然而也 更特別尤其地。

來 12:14 Eivrh,nhn diw,kete meta. pa,ntwn kai. to.n àgiasmo,n( ou- cwri.j ouvdei.j o;yetai to.n ku,rion(
Follow peace with all men, and holiness, without which no man shall see the Lord:
你們要追求與眾人和睦，並要追求聖潔；非聖潔沒有人能見主；

到於(她)和平安寧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追趕迫求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使成聖， 從屬(他)這個 脫離開地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看見注目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主人，

來 12:15 evpiskopou/ntej mh, tij ùsterw/n avpo. th/j ca,ritoj tou/ qeou/( mh, tij r̀i,za pikri,aj a;nw fu,ousa evnoclh/|
kai. diV auvth/j mianqw/sin polloi,(
Looking diligently lest any man fail of the grace of God; lest any root of bitterness springing up trouble you, and
thereby many be defiled;
又要謹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來擾亂你們，因此叫眾人沾染污穢；

(他們)現正持續行視察眷顧了的 不會/不要 (他)任何什麼 (他)現正持續落後短缺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恩典惠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不會/不要 (她)任何什麼 (她)根 從屬(她)辛辣苦毒 上頭地

(她)現正持續發芽生長了的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在內聚眾侵擾， 並且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被沾染玷污 (他們)許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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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變異RT]

(他們)現正持續行視察眷顧了的 不會/不要 (他)任何什麼 (他)現正持續落後短缺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恩典惠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不會/不要 (她)任何什麼 (她)根 從屬(她)辛辣苦毒 上頭地

(她)現正持續發芽生長了的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在內聚眾侵擾， 並且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被沾染玷污 (他們)許多的；
[經文變異WH]

(他們)現正持續行視察眷顧了的 不會/不要 (他)任何什麼 (他)現正持續落後短缺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恩典惠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不會/不要 (她)任何什麼 (她)根 從屬(她)辛辣苦毒 上頭地

(她)現正持續發芽生長了的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在內聚眾侵擾， 並且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被沾染玷污 (他們)那些 (他們)許多的；

來 12:16 mh, tij po,rnoj h' be,bhloj ẁj VHsau/( o]j avnti. brw,sewj mia/j avpe,deto ta. prwtoto,kia èautou/Å
Lest there be any fornicator, or profane person, as Esau, who for one morsel of meat sold his birthright.
恐怕有淫亂的，有貪戀世俗如以掃的；他因一點食物把自己長子的名分賣了。

不會/不要 (他)任何什麼 (他)男娼 甚或/或而 (他)俗化不敬的 正如地 (他)以掃， (他)這個 相對對應 從屬(她)食用

從屬(她)一個/第一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從那裏給與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長子名分 從屬(他)同一者自己。
[經文變異RT]

不會/不要 (他)任何什麼 (他)男娼 甚或/或而 (他)俗化不敬的 正如地 (他)以掃， (他)這個 相對對應 從屬(她)食用

從屬(她)一個/第一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從那裏給與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長子名分 從屬(他)同一者。

來 12:17 i;ste ga.r o[ti kai. mete,peita qe,lwn klhronomh/sai th.n euvlogi,an avpedokima,sqh( metanoi,aj ga.r to,pon
ouvc eu-ren kai,per meta. dakru,wn evkzhth,saj auvth,nÅ
For ye know how that afterward, when he would have inherited the blessing, he was rejected: for he found no
place of repentance, though he sought it carefully with tears.
後來想要承受父所祝的福，竟被棄絕，雖然號哭切求，卻得不著門路，使他父親的心意回轉，這是你們知道的。

你們現在就要已經知曉明白註1 因為， 是這樣 並且 到後來地 (他)現正持續定意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行承受產業

到於(她)那 到於(她)稱讚祝福，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查驗而否決； 從屬(她)轉悟悔改 因為 到於(他)地點處所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找到尋見， 且甚至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它們)眼淚 (他)那時(也是)向外探索尋求了的

到於(她)同一者。

註1：“你們現在就要已經知曉明白”文法上亦可以為“你們現在已經知曉明白”。

來 12:18 Ouv ga.r proselhlu,qate yhlafwme,nw| kai. kekaume,nw| puri. kai. gno,fw| kai. zo,fw| kai. que,llh|
For ye are not come unto the mount that might be touched, and that burned with fire, nor unto blackness, and
darkness, and tempest,
你們原不是來到那能摸的山，此山有火焰，密雲，黑暗，暴風，

不是/不 因為 你們現在已經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 在對(它)現正持續被搓摸操弄了的 並且

在對(它)現在已經被點燃焚燒了的 在對(它)火， 並且 在對(他)陰暗， 並且 在對(他)幽暗， 並且 在對(她)風暴，
[不同標點]

不是/不 因為 你們現在已經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 在對(它)現正持續被搓摸操弄了的， 並且

在對(它)現在已經被點燃焚燒了的 在對(它)火， 並且 在對(他)陰暗， 並且 在對(他)幽暗， 並且 在對(她)風暴，
[經文變異RT]

不是/不 因為 你們現在已經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 在對(它)現正持續被搓摸操弄了的 在對(它)高山， 並且

在對(它)現在已經被點燃焚燒了的 在對(它)火， 並且 在對(他)陰暗， 並且 在對(他)黑暗， 並且 在對(她)風暴，

來 12:19 kai. sa,lpiggoj h;cw| kai. fwnh/| rh̀ma,twn( h-j oi` avkou,santej parh|th,santo mh. prosteqh/nai auvtoi/j lo,gon(
And the sound of a trumpet, and the voice of words; which voice they that heard intreated that the word should
not be spoken to them any more:
角聲與說話的聲音；那些聽見這聲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們說話；

並且 從屬(她)喇叭號筒 在對(他)響聲回響， 並且 在對(她)聲音 從屬(它們)所發表言說； 從屬(她)這個 (他們)那些

(他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要求免去 不會/不要 那時(也是)要去被加上增添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經文變異WH]

並且 從屬(她)喇叭號筒 在對(他)響聲回響， 並且 在對(她)聲音 從屬(它們)所發表言說； 從屬(她)這個 (他們)那些

(他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要求免去 那時(也是)要去被加上增添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來 12:20 ouvk e;feron ga.r to. diastello,menon( Ka'n qhri,on qi,gh| tou/ o;rouj( liqobolhqh,setai\
(For they could not endure that which was commanded, And if so much as a beast touch the mountain, it s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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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stoned, or thrust through with a dart:
因為他們當不起所命他們的話，說：『靠近這山的，即便是走獸，也要用石頭打死。』

不是/不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負載攜帶 因為 到於(它)那 到於(它)現正持續被區分定規了的， 且但凡若是 (它)野獸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摸弄觸碰 從屬(它)那 從屬(它)高山，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以投擲石頭打死；
[經文變異RT]

不是/不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負載攜帶 因為 到於(它)那 到於(它)現正持續被區分定規了的， 且但凡若是 (它)野獸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摸弄觸碰 從屬(它)那 從屬(它)高山，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以投擲石頭打死， 甚或/或而

在對(她)投擲物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射下；

來 12:21 kai,( ou[tw fobero.n h=n to. fantazo,menon( Mwu?sh/j ei=pen( :Ekfobo,j eivmi kai. e;ntromojÅ
And so terrible was the sight, that Moses said, I exceedingly fear and quake:)
所見的極其可怕，甚至摩西說：『我甚是恐懼戰兢。』

並且 那同一樣式地 (它)畏懼害怕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它)那 (它)現正持續被顯現出樣子了的， (他)摩西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向外驚恐畏懼的 我現在持續是 並且 (他)在內懼怕戰兢的。

來 12:22 avlla. proselhlu,qate Siw.n o;rei kai. po,lei qeou/ zw/ntoj( VIerousalh.m evpourani,w|( kai. muria,sin
avgge,lwn(
But ye are come unto mount Sion, and unto the city of the living God, the heavenly Jerusalem, and to an
innumerable company of angels,
你們乃是來到錫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裏有千萬的天使，

但乃是 你們現在已經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 在對(她)錫安 在對(它)高山， 並且 在對(她)城邑 從屬(他)神

從屬(他)現正持續活了的， 在對(她)耶陸撒冷 在對(她)在天上的， 並且 在對(她們)一萬 從屬(他們)使者，
[不同標點]

但乃是 你們現在已經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 在對(她)錫安 在對(它)高山， 並且 在對(她)城邑 從屬(他)神

從屬(他)現正持續活了的， 在對(她)耶陸撒冷 在對(她)在天上的， 並且 在對(她們)一萬， 從屬(他們)使者

來 12:23 panhgu,rei kai. evkklhsi,a| prwtoto,kwn avpogegramme,nwn evn ouvranoi/j kai. krith/| qew/| pa,ntwn kai.
pneu,masi dikai,wn teteleiwme,nwn
To the general assembly and church of the firstborn, which are written in heaven, and to God the Judge of all,
and to the spirits of just men made perfect,
有名錄在天上諸長子之會所共聚的總會，有審判眾人的神，和被成全之義人的靈魂，

在對(她)共聚的大會 並且 在對(她)傳召 從屬(他們)頭生長子的 從屬(他們)現在已經被報名上冊了的 在內

在對(他們)天空/天， 並且 在對(他)審判官 在對(他)神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並且 在對(它們)靈/風

從屬(他們)具公平正義的 從屬(他們)現在已經被促使成完滿成全了的，
[不同標點]

在對(她)共聚的大會， 並且 在對(她)傳召 從屬(他們)頭生長子的 從屬(他們)現在已經被報名上冊了的 在內

在對(他們)天空/天， 並且 在對(他)審判官 在對(他)神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並且 在對(它們)靈/風

從屬(他們)具公平正義的 從屬(他們)現在已經被促使成完滿成全了的，
[經文變異RT]

在對(她)共聚的大會 並且 在對(她)傳召 從屬(他們)頭生長子的 在內 在對(他們)天空/天

從屬(他們)現在已經被報名上冊了的， 並且 在對(他)審判官 在對(他)神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並且

在對(它們)靈/風 從屬(他們)具公平正義的 從屬(他們)現在已經被促使成完滿成全了的，

來 12:24 kai. diaqh,khj ne,aj mesi,th| VIhsou/ kai. ai[mati ràntismou/ krei/tton lalou/nti para. to.n {AbelÅ
And to Jesus the mediator of the new covenant, and to the blood of sprinkling, that speaketh better things than
that of Abel.
並新約的中保耶穌，以及所灑的血；這血所說的比亞伯的血所說的更美。

並且 從屬(她)遺囑契約 從屬(她)新初年淺的 在對(他)中保 在對(他)耶穌， 並且 在對(它)血 從屬(他)使成乃噴撒灑遍

到於(它)更優秀的 在對(它)現正持續發言講說了的 <在旁邊>到旁邊 到於(他)那 到於(他)亞伯。
[經文變異RT]

並且 從屬(她)遺囑契約 從屬(她)新初年淺的 在對(他)中保 在對(他)耶穌， 並且 在對(它)血 從屬(他)使成乃噴撒灑遍

到於(它們)更優秀的 在對(它)現正持續發言講說了的 <在旁邊>到旁邊 到於(他)那 到於(他)亞伯。
[經文變異Scrivener]

並且 從屬(她)遺囑契約 從屬(她)新初年淺的 在對(他)中保 在對(他)耶穌， 並且 在對(它)血 從屬(他)使成乃噴撒灑遍

到於(它們)更優秀的 在對(它)現正持續發言講說了的 <在旁邊>到旁邊 到於(它)那 從屬(他)亞伯註1。

註1：“到於(他)亞伯”文法上亦可以為“從屬(他)亞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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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12:25 Ble,pete mh. paraith,shsqe to.n lalou/nta\ eiv ga.r evkei/noi ouvk evxe,fugon evpi. gh/j paraithsa,menoi to.n
crhmati,zonta( polu. ma/llon hm̀ei/j oì to.n avpV ouvranw/n avpostrefo,menoi(
See that ye refuse not him that speaketh. For if they escaped not who refused him that spake on earth, much
more shall not we escape, if we turn away from him that speaketh from heaven:
你們總要謹慎，不可棄絕那向你們說話的；因為那些棄絕在地上警戒他們的，尚且不能逃罪，何況我們違背那從

天上警戒我們的呢。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著眼觀看， 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要求免去 到於(他)那

到於(他)現正持續發言講說了的。 若是 因為 (他們)在那裏的那個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外逃離走避出來，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地土/地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要求免去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現正持續傳諭交代/註冊商標了的， 到於(它)許多的 更特別尤其地 我們 (他們)那些 到於(他)那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天空/天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從那裏轉動翻轉了的
註1；

註1：“(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從那裏轉動翻轉了的”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們)現正持續被從那裏轉動翻轉了的”。

[經文變異RT]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著眼觀看， 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要求免去 到於(他)那

到於(他)現正持續發言講說了的。 若是 因為 (他們)在那裏的那個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逃離走避，

到於(他)那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要求免去了的

到於(他)現正持續傳諭交代/註冊商標了的， 在對(它)許多的 更特別尤其地 我們 (他們)那些 到於(他)那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天空/天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從那裏轉動翻轉了的；

來 12:26 ou- h` fwnh. th.n gh/n evsa,leusen to,te( nu/n de. evph,ggeltai le,gwn( :Eti a[pax evgw. sei,sw ouv mo,non th.n
gh/n avlla. kai. to.n ouvrano,nÅ
Whose voice then shook the earth: but now he hath promised, saying, Yet once more I shake not the earth only,
but also heaven.
當時他的聲音震動了地；但如今他應許說：『再一次我不單要震動地，還要震動天。』

從屬(他)這個 (她)那 (她)聲音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搖晃擺動 當那時地； 現在此時地

然而也 他/她/它現在已經讓自己/被應承許諾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依然仍舊地 一次地 我 我將要(持續)搖擺震動

不是/不 僅有單獨地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但乃是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天空/天。
[經文變異RT]

從屬(他)這個 (她)那 (她)聲音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搖晃擺動 當那時地； 現在此時地

然而也 他/她/它現在已經讓自己/被應承許諾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依然仍舊地 一次地 我 我現在持續搖擺震動

不是/不 僅有單獨地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但乃是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天空/天。

來 12:27 to. de. :Eti a[pax dhloi/ Îth.nÐ tw/n saleuome,nwn meta,qesin ẁj pepoihme,nwn( i[na mei,nh| ta. mh.
saleuo,menaÅ
And this word, Yet once more, signifieth the removing of those things that are shaken, as of things that are
made, that those things which cannot be shaken may remain.
這再一次的話，是指明被震動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動的常存。

(它)那 然而也， 依然仍舊地 一次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促使為清晰明顯 到於(她)那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現正持續被行搖晃擺動了的 到於(她)轉置移開 正如地 從屬(它們)現在已經被行出作成了的，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停留持守 (它們)那些 不會/不要 (它們)現正持續被行搖晃擺動了的。
[經文變異RT]

(它)那 然而也， 依然仍舊地 一次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促使為清晰明顯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現正持續被行搖晃擺動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轉置移開 正如地 從屬(它們)現在已經被行出作成了的，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停留持守 (它們)那些 不會/不要 (它們)現正持續被行搖晃擺動了的。

來 12:28 Dio. basilei,an avsa,leuton paralamba,nontej e;cwmen ca,rin( diV h-j latreu,wmen euvare,stwj tw/| qew/| meta.
euvlabei,aj kai. de,ouj\
Wherefore we receiving a kingdom which cannot be moved, let us have grace, whereby we may serve God
acceptably with reverence and godly fear:
所以我們既得了不能震動的國，就當感恩，照神所喜悅的，用虔誠敬畏的心事奉神。

為這個緣故 到於(她)王權國度 到於(她)無可行搖晃擺動的 (他們)現正持續拿取在旁邊了的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持有

到於(她)恩典惠意，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這個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行事奉 可喜悅地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虔敬慎重 並且 從屬(它)恐懼驚駭；
[經文變異RT]

為這個緣故 到於(她)王權國度 到於(她)無可行搖晃擺動的 (他們)現正持續拿取在旁邊了的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持有

到於(她)恩典惠意，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這個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行事奉 可喜悅地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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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羞怯謙遜 並且 從屬(她)虔敬慎重；
[經文變異MT]

為這個緣故 到於(她)王權國度 到於(她)無可行搖晃擺動的 (他們)現正持續拿取在旁邊了的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持有

到於(她)恩典惠意，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這個 我們現在持續行事奉 可喜悅地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羞怯謙遜 並且 從屬(她)虔敬慎重；

來 12:29 kai. ga.r ò qeo.j hm̀w/n pu/r katanali,skonÅ
For our God is a consuming fire.
因為我們的神乃是烈火。

並且 因為 (他)那 (他)神 從屬我們 (它)火 (它)現正持續向下耗盡了的。

來 13:1 ~H filadelfi,a mene,twÅ
Let brotherly love continue.
你們務要常存弟兄相愛的心。

(她)那 (她)兄弟之友愛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停留持守。

來 13:2 th/j filoxeni,aj mh. evpilanqa,nesqe( dia. tau,thj ga.r e;laqo,n tinej xeni,santej avgge,loujÅ
Be not forgetful to entertain strangers: for thereby some have entertained angels unawares.
不可忘記用愛心接待客旅；因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覺就接待了天使。

從屬(她)那 從屬(她)以愛心對待陌生客旅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忽略遺忘；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同一者 因為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遮隱暗藏 (他們)任何什麼

(他們)那時(也是)招待陌生客旅/使成陌生奇異了的 到於(他們)使者。

來 13:3 mimnh,|skesqe tw/n desmi,wn wj̀ sundedeme,noi( tw/n kakoucoume,nwn wj̀ kai. auvtoi. o;ntej evn sw,matiÅ
Remember them that are in bonds, as bound with them; and them which suffer adversity, as being yourselves
also in the body.
你們要記念被捆綁的人，好像與他們同受捆綁，也要記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內。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致使提醒記得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囚犯， 正如地 (他們)現在已經被共同拴綁了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被虐待苦害了的， 正如地 並且 (他們)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是了的 在內

在對(它)身體。

來 13:4 Ti,mioj ò ga,moj evn pa/sin kai. h` koi,th avmi,antoj( po,rnouj ga.r kai. moicou.j krinei/ ò qeo,jÅ
Marriage is honourable in all, and the bed undefiled: but whoremongers and adulterers God will judge.
婚姻，人人都當尊重，床也不可污穢；因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審判。

(他)具珍貴價值的 (他)那 (他)婚禮 在內 在對(他們)所有每一個的註1， 並且 (她)那 (她)睡床臥榻

(她)乃不沾染玷污的； 到於(他們)男娼 因為 並且 到於(他們)姦夫 他/她/它將要(持續)區別審斷 (他)那 (他)神。

註1：“在對(他們)所有每一個的”文法上亦可以為“在對(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經文變異RT]

(他)具珍貴價值的 (他)那 (他)婚禮 在內 在對(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並且 (她)那 (她)睡床臥榻

(她)乃不沾染玷污的； 到於(他們)男娼 然而也 並且 到於(他們)姦夫 他/她/它將要(持續)區別審斷 (他)那 (他)神。

來 13:5 VAfila,rguroj ò tro,poj( avrkou,menoi toi/j parou/sinÅ auvto.j ga.r ei;rhken( Ouv mh, se avnw/ ouvdV ouv mh, se
evgkatali,pw(
Let your conversation be without covetousness; and be content with such things as ye have: for he hath said, I
will never leave thee, nor forsake thee.
你們存心不可貪愛錢財；要以自己所有的為足；因為主曾說：『我總不撇下你，也不丟棄你。』

(他)不貪愛錢財的 (他)那 (他)運轉模式， (他們)現正持續被捍衛滿足了的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現正持續是是在旁邊了的； (他)同一者 因為 他/她/它現在已經開聲言說， 不是/不 不會/不要 到於你

我那時(也是)應該鬆弛放開， 然而也不是地 不是/不 不會/不要 到於你 我那時(也是)應該在內遺留下；
[經文變異MT]

(他)不貪愛錢財的 (他)那 (他)運轉模式， (他們)現正持續被捍衛滿足了的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現正持續是是在旁邊了的； (他)同一者 因為 他/她/它現在已經開聲言說， 不是/不 不會/不要 到於你

我那時(也是)應該鬆弛放開， 然而也不是地 不是/不 不會/不要 到於你 我現在應該持續在內遺留下；

來 13:6 w[ste qarrou/ntaj h̀ma/j le,gein( Ku,rioj evmoi. bohqo,j( Îkai.Ð ouv fobhqh,somai( ti, poih,sei moi a;nqrwpojÈ
So that we may boldly say, The Lord is my helper, and I will not fear what man shall do unto me.
所以我們可以放膽說：『主是幫助我的，我必不懼怕；人能把我怎麼樣呢。』

以致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有勇氣自信了的 到於我們 現要去持續道說， (他)主人 在對"我" (他)馳援幫助之人， 並且

不是/不 我將要(持續)被成驚恐畏懼；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將要(持續)行出作成 在對我 (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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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標點]

以致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有勇氣自信了的 到於我們 現要去持續道說， (他)主人 在對"我" (他)馳援幫助之人， 並且

不是/不 我將要(持續)被成驚恐畏懼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將要(持續)行出作成 在對我 (他)人。
[經文變異WH]

以致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有勇氣自信了的 到於我們 現要去持續道說， (他)主人 在對"我" (他)馳援幫助之人，

不是/不 我將要(持續)被成驚恐畏懼；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將要(持續)行出作成 在對我 (他)人？

來 13:7 Mnhmoneu,ete tw/n h̀goume,nwn ùmw/n( oi[tinej evla,lhsan ùmi/n to.n lo,gon tou/ qeou/( w-n avnaqewrou/ntej th.n
e;kbasin th/j avnastrofh/j mimei/sqe th.n pi,stinÅ
Remember them which have the rule over you, who have spoken unto you the word of God: whose faith follow,
considering the end of their conversation.
從前引導你們，傳神之道給你們的人，你們要想念他們，效法他們的信心，留心看他們為人的結局。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記念想起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帶領引導了的 從屬你們，

(他們)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言講說 在對你們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從屬(他們)這些個 (他們)現正持續重覆察看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出路 從屬(她)那 從屬(她)行止為人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模仿效法 到於(她)那 到於(她)信。

來 13:8 VIhsou/j Cristo.j evcqe.j kai. sh,meron ò auvto.j kai. eivj tou.j aivw/najÅ
Jesus Christ the same yesterday, and to day, and for ever.
耶穌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遠是一樣的。

(他)耶穌 (他)基督 昨日地 並且 今日地 (他)那 (他)同一者， 並且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世紀時代。
[不同標點]

(他)耶穌 (他)基督 昨日地 並且 今日地， (他)那 (他)同一者 並且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世紀時代。

來 13:9 didacai/j poiki,laij kai. xe,naij mh. parafe,resqe\ kalo.n ga.r ca,riti bebaiou/sqai th.n kardi,an( ouv
brw,masin evn oi-j ouvk wvfelh,qhsan oi` peripatou/ntejÅ
Be not carried about with divers and strange doctrines. For it is a good thing that the heart be established with
grace; not with meats, which have not profited them that have been occupied therein.
你們不要被那諸般怪異的教訓勾引了去；因為人心靠恩得堅固纔是好的；並不是靠飲食；那在飲食上專心的，從

來沒有得著益處。

在對(她們)教授講訓 在對(她們)各色各樣的 並且 在對(她們)陌生客旅的/陌生奇異的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被負載攜帶在旁邊； (它)美好適當的 因為 在對(她)恩典惠意 現要去持續被促使成穩固踏實

到於(她)那 到於(她)內心， 不是/不 在對(它們)食物， 在內 在對(它們)這些個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成利益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來往昂然踏行了的。
[經文變異RT]

在對(她們)教授講訓 在對(她們)各色各樣的 並且 在對(她們)陌生客旅的/陌生奇異的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被四處負載攜帶； (它)美好適當的 因為 在對(她)恩典惠意 現要去持續被促使成穩固踏實

到於(她)那 到於(她)內心， 不是/不 在對(它們)食物， 在內 在對(它們)這些個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成利益

(他們)那些 (他們)那時(也是)來往昂然踏行了的。

來 13:10 e;comen qusiasth,rion evx ou- fagei/n ouvk e;cousin evxousi,an oì th/| skhnh/| latreu,ontejÅ
We have an altar, whereof they have no right to eat which serve the tabernacle.
我們有一祭壇，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帳幕中供職的人不可同喫的。

我們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它)祭壇， 向外出來 從屬(它)這個 那時(也是)要去吃食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權柄掌握 (他們)那些 在對(她)那 在對(她)帳幕 (他們)現正持續行事奉了的。
[經文變異WH]

我們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它)祭壇， 向外出來 從屬(它)這個 那時(也是)要去吃食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權柄掌握 (他們)那些 在對(她)那 在對(她)帳幕 (他們)現正持續行事奉了的。

來 13:11 w-n ga.r eivsfe,retai zw,|wn to. ai-ma peri. àmarti,aj eivj ta. a[gia dia. tou/ avrciere,wj( tou,twn ta. sw,mata
katakai,etai e;xw th/j parembolh/jÅ
For the bodies of those beasts, whose blood is brought into the sanctuary by the high priest for sin, are burned
without the camp.
原來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帶入聖所作贖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燒在營外。

從屬(它們)這些個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向內負載攜帶進入 從屬(它們)活物 (它)那 (它)血 <在周圍>關於 從屬(她)罪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聖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大祭司， 從屬(它們)那同一者

(它們)那些 (它們)身體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焚燒燒毀 在外面地 從屬(她)那 從屬(她)陣營。

來 13:12 dio. kai. VIhsou/j( i[na àgia,sh| dia. tou/ ivdi,ou ai[matoj to.n lao,n( e;xw th/j pu,lhj e;paqen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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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fore Jesus also, that he might sanctify the people with his own blood, suffered without the gate.
所以耶穌，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聖，也就在城門外受苦。

為這個緣故 並且 (他)耶穌，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使成聖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那 從屬(它)私人個別的

從屬(它)血 到於(他)那 到於(他)人民百姓， 在外面地 從屬(她)那 從屬(她)大門 他/她/它那時(也是)經歷承受。

來 13:13 toi,nun evxercw,meqa pro.j auvto.n e;xw th/j parembolh/j to.n ovneidismo.n auvtou/ fe,rontej\
Let us go forth therefore unto him without the camp, bearing his reproach.
這樣，我們也當出到營外就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

現此其時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讓自己/被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在外面地 從屬(她)那

從屬(她)陣營， 到於(他)那 到於(他)奚落貶責 從屬(他)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負載攜帶了的；

來 13:14 ouv ga.r e;comen w-de me,nousan po,lin avlla. th.n me,llousan evpizhtou/menÅ
For here have we no continuing city, but we seek one to come.
我們在這裏本沒有常存的城，乃是尋求那將來的城。

不是/不 因為 我們現在持續持有 也就在此地 到於(她)現正持續停留持守了的 到於(她)城邑， 但乃是 到於(她)那

到於(她)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的 我們現在持續在上面探索尋求。

來 13:15 diV auvtou/ Îou=nÐ avnafe,rwmen qusi,an aivne,sewj dia. panto.j tw/| qew/|( tou/tV e;stin karpo.n ceile,wn
òmologou,ntwn tw/| ovno,mati auvtou/Å
By him therefore let us offer the sacrifice of praise to God continually, that is, the fruit of our lips giving thanks to
his name.
我們應當靠著耶穌，常常以頌讚為祭，獻給神，這就是那承認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同一者 這樣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向上負載攜帶 到於(她)犧牲祭物 從屬(她)頌揚讚美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到於(他)果實

從屬(它們)唇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同意承認了的 在對(它)那 在對(它)名字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WH]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同一者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向上負載攜帶 到於(她)犧牲祭物 從屬(她)頌揚讚美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到於(他)果實

從屬(它們)唇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同意承認了的 在對(它)那 在對(它)名字 從屬(他)同一者。

來 13:16 th/j de. euvpoii<aj kai. koinwni,aj mh. evpilanqa,nesqe\ toiau,taij ga.r qusi,aij euvarestei/tai ò qeo,jÅ
But to do good and to communicate forget not: for with such sacrifices God is well pleased.
只是不可忘記行善，和捐輸的事；因為這樣的祭，是神所喜悅的。

從屬(她)那 然而也 從屬(她)仁慈 並且 從屬(她)共通合享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忽略遺忘；

在對(她們)那種樣 因為 在對(她們)犧牲祭物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成可喜悅 (他)那 (他)神。

來 13:17 Pei,qesqe toi/j hg̀oume,noij ùmw/n kai. up̀ei,kete( auvtoi. ga.r avgrupnou/sin ùpe.r tw/n yucw/n um̀w/n wj̀
lo,gon avpodw,sontej( i[na meta. cara/j tou/to poiw/sin kai. mh. stena,zontej\ avlusitele.j ga.r ùmi/n tou/toÅ
Obey them that have the rule over you, and submit yourselves: for they watch for your souls, as they that must
give account, that they may do it with joy, and not with grief: for that is unprofitable for you.
你們要依從那些引導你們的，且要順服；因他們為你們的靈魂時刻儆醒，好像那將來交賬的人；你們要使他們交

的時候有快樂，不至憂愁；若憂愁就與你們無益了。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被勸信說服註1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帶領引導了的 從屬你們， 並且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屈服順從； (他們)同一者 因為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警醒不眠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生魂意念 從屬你們， 正如地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他們)將要(持續)從那裏給與了的； 為要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歡喜快樂 到於(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行出作成， 並且 不會/不要 (他們)現正持續歎息了的； (它)無利無益的 因為 在對你們

(它)那同一者。

註1：“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被勸信說服”文法上亦可以為“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勸信說服”。

來 13:18 Proseu,cesqe peri. h̀mw/n\ peiqo,meqa ga.r o[ti kalh.n sunei,dhsin e;comen( evn pa/sin kalw/j qe,lontej
avnastre,fesqaiÅ
Pray for us: for we trust we have a good conscience, in all things willing to live honestly.
請你們為我們禱告；因我們自覺良心無虧，願意凡事按正道而行。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祈禱求告 <在周圍>關於 從屬我們； 我們現在持續被勸信說服 因為 是這樣

到於(她)美好適當的 到於(她)自覺良心 我們現在持續持有， 在內 在對(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美好適當地

(他們)現正持續定意了的 現要去持續被翻轉折返/往返行事。
[經文變異RT]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祈禱求告 <在周圍>關於 從屬我們； 我們現在已經勸信說服 因為 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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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於(她)美好適當的 到於(她)自覺良心 我們現在持續持有， 在內 在對(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美好適當地

(他們)現正持續定意了的 現要去持續被翻轉折返/往返行事。

來 13:19 perissote,rwj de. parakalw/ tou/to poih/sai( i[na ta,cion avpokatastaqw/ um̀i/nÅ
But I beseech you the rather to do this, that I may be restored to you the sooner.
我更求你們為我禱告，使我快些回到你們那裏去。

更格外多地 然而也 我現在持續勸勉請求 到於(它)那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行出作成， 為要 更迅速快捷地

我那時(也是)應該被復位還原 在對你們。

來 13:20 ~O de. qeo.j th/j eivrh,nhj( ò avnagagw.n evk nekrw/n to.n poime,na tw/n proba,twn to.n me,gan evn ai[mati
diaqh,khj aivwni,ou( to.n ku,rion h̀mw/n VIhsou/n(
Now the God of peace, that brought again from the dead our Lord Jesus, that great shepherd of the sheep,
through the blood of the everlasting covenant,
但願賜平安的神，就是那憑永約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穌，從死裏復活的神，

(他)那 然而也 (他)神 從屬(她)那 從屬(她)和平安寧， (他)那 (他)那時(也是)向上帶領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死掉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牧養者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綿羊 到於(他)那 到於(他)極大的 在內 在對(它)血

從屬(她)遺囑契約 從屬(她)時世恆久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主人 從屬我們 到於(他)耶穌，

來 13:21 katarti,sai ùma/j evn panti. avgaqw/| eivj to. poih/sai to. qe,lhma auvtou/( poiw/n evn hm̀i/n to. euva,reston
evnw,pion auvtou/ dia. VIhsou/ Cristou/( w-| h` do,xa eivj tou.j aivw/naj Îtw/n aivw,nwnÐ( avmh,nÅ
Make you perfect in every good work to do his will, working in you that which is wellpleasing in his sight, through
Jesus Christ; to whom be glory for ever and ever. Amen.
在各樣善事上，成全你們，叫你們遵行他的旨意，又藉著耶穌基督在你們心裏行他所喜悅的事；願榮耀歸給他，

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他/她/它那時(也是)可以向下使成裝備妥當 到於你們 在內 在對(它)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它)良善的，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行出作成 到於(它)那 到於(它)所定意 從屬(他)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行出作成了的 在內

在對我們 到於(它)那 到於(它)可喜悅的 在面前地 從屬(他)同一者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在對(他)這個 (她)那 (她)榮耀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世紀時代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世紀時代。

阿們。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可以向下使成裝備妥當 到於你們 在內 在對(它)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它)工作 在對(它)良善的，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行出作成 到於(它)那 到於(它)所定意 從屬(他)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行出作成了的 在內 在對你們 到於(它)那 到於(它)可喜悅的 在面前地 從屬(他)同一者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在對(他)這個 (她)那 (她)榮耀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世紀時代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世紀時代。 阿們。

來 13:22 Parakalw/ de. ùma/j( avdelfoi,( avne,cesqe tou/ lo,gou th/j paraklh,sewj( kai. ga.r dia. brace,wn evpe,steila
um̀i/nÅ
And I beseech you, brethren, suffer the word of exhortation: for I have written a letter unto you in few words.
弟兄們，我略略寫信給你們，望你們聽我勸勉的話。

我現在持續勸勉請求 然而也 到於你們， 阿,(他們)弟兄，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支撐忍受 從屬(他)那

從屬(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她)那 從屬(她)勸勉請求， 並且 因為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們)稍許的註1

我那時(也是)發信函告 在對你們。

註1：“從屬(它們)稍許的”文法上亦可以為“從屬(他們)稍許的”。

來 13:23 Ginw,skete to.n avdelfo.n hm̀w/n Timo,qeon avpolelume,non( meqV ou- eva.n ta,cion e;rchtai o;yomai ùma/jÅ
Know ye that our brother Timothy is set at liberty; with whom, if he come shortly, I will see you.
你們該知道我們的兄弟提摩太已經釋放了；他若快來，我必同他去見你們。

你們現在持續認識知道註1
到於(他)那 到於(他)弟兄 從屬我們 到於(他)提摩太 到於(他)現在已經被打發離開了的；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這個， 但凡若是 更迅速快捷地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我將要(持續)讓自己看見注目 到於你們。

註1：“你們現在持續認識知道”文法上亦可以為“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認識知道”。

[經文變異RT]

你們現在持續認識知道 到於(他)那 到於(他)弟兄 到於(他)提摩太 到於(他)現在已經被打發離開了的；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這個， 但凡若是 更迅速快捷地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我將要(持續)讓自己看見注目 到於你們。

來 13:24 VAspa,sasqe pa,ntaj tou.j h̀goume,nouj ùmw/n kai. pa,ntaj tou.j ag̀i,oujÅ avspa,zontai ùma/j oi` avpo. th/j
VItali,aj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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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ute all them that have the rule over you, and all the saints. They of Italy salute you.
請你們問引導你們的諸位和眾聖徒安。從義大利來的人也問你們安。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擁抱問安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帶領引導了的 從屬你們 並且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聖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擁抱問安 到於你們 (他們)那些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義大利。

來 13:25 h` ca,rij meta. pa,ntwn ùmw/nÅ
Grace be with you all. Amen.
願恩惠常與你們眾人同在。阿們。

(她)那 (她)恩典惠意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你們。
[經文變異RT]

(她)那 (她)恩典惠意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你們。 阿們。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希伯來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刻寫記載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義大利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提摩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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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書 // James

雅 1:1 VIa,kwboj qeou/ kai. kuri,ou VIhsou/ Cristou/ dou/loj tai/j dw,deka fulai/j tai/j evn th/| diaspora/| cai,reinÅ
James, a servant of God and of the Lord Jesus Christ, to the twelve tribes which are scattered abroad, greeting.
作神和主耶穌基督僕人的雅各，請散住十二個支派之人的安。

(他)雅各 從屬(他)神 並且 從屬(他)主人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他)奴僕，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十二個

在對(她們)分支族派 在對(她們)那些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四散分佈： 現要去持續歡喜安樂。

雅 1:2 Pa/san cara.n hg̀h,sasqe( avdelfoi, mou( o[tan peirasmoi/j peripe,shte poiki,loij(
My brethren, count it all joy when ye fall into divers temptations;
我的弟兄們，你們落在百般試煉中，都要以為大喜樂；

到於(她)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歡喜快樂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帶領引導， 阿,(他們)弟兄 從屬我， 但凡當這時

在對(他們)試探試煉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落在其間 在對(他們)各色各樣的，

雅 1:3 ginw,skontej o[ti to. doki,mion ùmw/n th/j pi,stewj katerga,zetai ùpomonh,nÅ
Knowing this, that the trying of your faith worketh patience.
因為知道你們的信心經過試驗，就生忍耐。

(他們)現正持續認識知道了的 是這樣 (它)那 (它)測驗證實 從屬你們 從屬(她)那 從屬(她)信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作工作完成 到於(她)堅忍持守；

雅 1:4 h` de. ùpomonh. e;rgon te,leion evce,tw( i[na h=te te,leioi kai. òlo,klhroi evn mhdeni. leipo,menoiÅ
But let patience have her perfect work, that ye may be perfect and entire, wanting nothing.
但忍耐也當成功，使你們成全完備，毫無缺欠。

(她)那 然而也 (她)堅忍持守 到於(它)工作 到於(它)完滿成全的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持有， 為要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是 (他們)完滿成全的 並且 (他們)整全完備的， 在內 在對(它)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他們)現正持續被遺下留後了的。

雅 1:5 Eiv de, tij ùmw/n lei,petai sofi,aj( aivtei,tw para. tou/ dido,ntoj qeou/ pa/sin ap̀lw/j kai. mh. ovneidi,zontoj kai.
doqh,setai auvtw/|Å
If any of you lack wisdom, let him ask of God, that giveth to all men liberally, and upbraideth not; and it shall be
given him.
你們中間若有缺少智慧的，應當求那厚賜與眾人，也不斥責人的神，主就必賜給他。

若是 然而也 (他)任何什麼 從屬你們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遺下留後註1
從屬(她)智慧，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索問要求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那 從屬(他)現正持續給與了的 從屬(他)神 在對(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慷慨無私地 並且

不會/不要 從屬(他)現正持續奚落貶責了的，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給與 在對(他)同一者。

註1：“他/她/它現在持續被遺下留後”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遺下留後”。

雅 1:6 aivtei,tw de. evn pi,stei mhde.n diakrino,menoj\ ò ga.r diakrino,menoj e;oiken klu,dwni qala,sshj avnemizome,nw|
kai. rìpizome,nw|Å
But let him ask in faith, nothing wavering. For he that wavereth is like a wave of the sea driven with the wind and
tossed.
只要憑著信心求，一點不疑惑；因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風吹動翻騰。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索問要求 然而也 在內 在對(她)信， 到於(它)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徹底分開辨明了的； (他)那 因為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徹底分開辨明了的 他/她/它現在已經適同相當

在對(他)巨浪波濤 從屬(她)海 在對(他)現正持續被隨風吹動了的 並且 在對(他)現正持續被翻騰了的。

雅 1:7 mh. ga.r oive,sqw ò a;nqrwpoj evkei/noj o[ti lh,myetai, ti para. tou/ kuri,ou(
For let not that man think that he shall receive any thing of the Lord.
這樣的人，不要想從主那裏得甚麼；

不會/不要 因為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推想以為 (他)那 (他)人 (他)在那裏的那個 是這樣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拿取 到於(它)任何什麼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不同標點]

不會/不要 因為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推想以為 (他)那 (他)人 (他)在那裏的那個 是這樣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拿取 到於(它)任何什麼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雅 1:8 avnh.r di,yucoj( avkata,statoj evn pa,saij tai/j òdoi/j auvtou/Å
A double minded man is unstable in all his ways.
心懷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沒有定見。

(他)男人/丈夫 (他)心懷二意的， (他)善變不定的 在內 在對(她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道路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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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屬(他)同一者。

雅 1:9 Kauca,sqw de. ò avdelfo.j ò tapeino.j evn tw/| u[yei auvtou/(
Let the brother of low degree rejoice in that he is exalted:
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該喜樂；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誇耀 然而也 (他)那 (他)弟兄 (他)那 (他)低微降卑的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高度

從屬(他)同一者；

雅 1:10 ò de. plou,sioj evn th/| tapeinw,sei auvtou/( o[ti wj̀ a;nqoj co,rtou pareleu,setaiÅ
But the rich, in that he is made low: because as the flower of the grass he shall pass away.
富足的降卑，也該如此；因為他必要過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樣；

(他)那 然而也 (他)具豐滿富足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促使成低微降卑 從屬(他)同一者； 是這樣 正如地

(它)花朵 從屬(他)草場禾草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在旁邊過去。

雅 1:11 avne,teilen ga.r ò h[lioj su.n tw/| kau,swni kai. evxh,ranen to.n co,rton kai. to. a;nqoj auvtou/ evxe,pesen kai. h`
euvpre,peia tou/ prosw,pou auvtou/ avpw,leto\ ou[twj kai. ò plou,sioj evn tai/j porei,aij auvtou/ maranqh,setaiÅ
For the sun is no sooner risen with a burning heat, but it withereth the grass, and the flower thereof falleth, and
the grace of the fashion of it perisheth: so also shall the rich man fade away in his ways.
太陽出來，熱風颳起，草就枯乾，花也凋謝，美容就消沒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這樣衰殘。

他/她/它那時(也是)升起 因為 (他)那 (他)日頭太陽 共同一起 在對(他)那 在對(他)焚風灼熱，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促為枯乾 到於(他)那 到於(他)草場禾草， 並且 (它)那 (它)花朵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落下墜落， 並且 (她)那 (她)優雅合宜 從屬(它)那 從屬(它)前面的臉面 從屬(它)同一者註1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毀掉除滅； 那同一樣式地 並且 (他)那 (他)具豐滿富足的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去路行程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促為熄滅衰殘。

註1：“從屬(它)同一者”文法上亦可以為“從屬(他)同一者”。

雅 1:12 Maka,rioj avnh.r o]j up̀ome,nei peirasmo,n( o[ti do,kimoj geno,menoj lh,myetai to.n ste,fanon th/j zwh/j o]n
evphggei,lato toi/j avgapw/sin auvto,nÅ
Blessed is the man that endureth temptation: for when he is tried, he shall receive the crown of life, which the
Lord hath promised to them that love him.
忍受試探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經過試驗以後，必得生命的冠冕，這是主應許給那些愛他之人的。

(他)蒙至高褔的 (他)男人/丈夫 (他)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在底下停留持守 到於(他)試探試煉； 是這樣

(他)驗明證實的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拿取 到於(他)那 到於(他)花冠 從屬(她)那

從屬(她)生命， 到於(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應承許諾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愛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蒙至高褔的 (他)男人/丈夫 (他)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在底下停留持守 到於(他)試探試煉； 是這樣

(他)驗明證實的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拿取 到於(他)那 到於(他)花冠 從屬(她)那

從屬(她)生命， 到於(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應承許諾 (他)那 (他)主人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愛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雅 1:13 mhdei.j peirazo,menoj lege,tw o[ti VApo. qeou/ peira,zomai\ ò ga.r qeo.j avpei,rasto,j evstin kakw/n( peira,zei
de. auvto.j ouvde,naÅ
Let no man say when he is tempted, I am tempted of God: for God cannot be tempted with evil, neither tempteth
he any man:
人被試探，不可說：我是被神試探；因為神不能被惡試探，他也不試探人；

(他)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他)現正持續被使有探測試驗了的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道說， 是這樣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神 我現在持續被使有探測試驗； (他)那 因為 (他)神 (他)無可有探測試驗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從屬(它們)卑劣不好的註1， 他/她/它現在持續使有探測試驗 然而也 (他)同一者 到於(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註1：“從屬(它們)卑劣不好的”文法上亦可以為“從屬(他們)卑劣不好的”。

[經文變異RT]

(他)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他)現正持續被使有探測試驗了的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道說， 是這樣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我現在持續被使有探測試驗； (他)那 因為 (他)神 (他)無可有探測試驗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從屬(它們)卑劣不好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使有探測試驗 然而也 (他)同一者 到於(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雅 1:14 e[kastoj de. peira,zetai ùpo. th/j ivdi,aj evpiqumi,aj evxelko,menoj kai. deleazo,menoj\
But every man is tempted, when he is drawn away of his own lust, and enticed.
但各人被試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慾牽引誘惑的。

(他)各個的 然而也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使有探測試驗， <在底下>被從 從屬(她)那 從屬(她)私人個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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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屬(她)渴想慕戀 (他)現正持續被向外拽拉牽引了的 並且 (他)現正持續被施餌誘惑了的；

雅 1:15 ei=ta h` evpiqumi,a sullabou/sa ti,ktei am̀arti,an( h` de. àmarti,a avpotelesqei/sa avpoku,ei qa,natonÅ
Then when lust hath conceived, it bringeth forth sin: and sin, when it is finished, bringeth forth death.
私慾既懷了胎，就生出罪來；罪既長成，就生出死來。

其後地 (她)那 (她)渴想慕戀 (她)那時(也是)共同拿取/懷有/相持互助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生產帶出 到於(她)罪；

(她)那 然而也 (她)罪 (她)那時(也是)被從那裏完成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從那裏懷孕產生 到於(他)死。

雅 1:16 Mh. plana/sqe( avdelfoi, mou avgaphtoi,Å
Do not err, my beloved brethren.
我親愛的弟兄們，不要看錯了。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被有迷途錯謬， 阿,(他們)弟兄 從屬我 阿,(他們)蒙愛的。

雅 1:17 pa/sa do,sij avgaqh. kai. pa/n dw,rhma te,leion a;nwqe,n evstin katabai/non avpo. tou/ patro.j tw/n fw,twn( parV
w-| ouvk e;ni parallagh. h' troph/j avposki,asmaÅ
Every good gift and every perfect gift is from above, and cometh down from the Father of lights, with whom is no
variableness, neither shadow of turning.
各樣美善的恩賜，和各樣全備的賞賜，都是從上頭來的；從眾光之父那裏降下來的；在他並沒有改變，也沒有轉

動的影兒。

(她)所有每一個的 (她)給與 (她)良善的 並且 (它)所有每一個的 (它)賜予 (它)完滿成全的 從上頭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現正持續向下行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光明，

<在旁邊>在旁邊 在對(他)這個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是在其中 (她)變動改換， 甚或/或而 從屬(她)運轉旋轉

(它)蔭蔽。

雅 1:18 boulhqei.j avpeku,hsen hm̀a/j lo,gw| avlhqei,aj eivj to. ei=nai h̀ma/j avparch,n tina tw/n auvtou/ ktisma,twnÅ
Of his own will begat he us with the word of truth, that we should be a kind of firstfruits of his creatures.
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們，叫我們在他所造的萬物中，好像初熟的果子。

(他)那時(也是)被諮商決意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懷孕產生 到於我們 在對(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她)真情實理，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現要去持續是 到於我們 到於(她)初熟的果子 到於(她)任何什麼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他)同一者 從屬(它們)所創造建立。

雅 1:19 :Iste( avdelfoi, mou avgaphtoi,\ e;stw de. pa/j a;nqrwpoj tacu.j eivj to. avkou/sai( bradu.j eivj to. lalh/sai(
bradu.j eivj ovrgh,n\
Wherefore, my beloved brethren, let every man be swift to hear, slow to speak, slow to wrath:
我親愛的弟兄們，這是你們所知道的；但你們各人要快快的聽，慢慢的說，慢慢的動怒；

你們現在就要已經看見察覺註1， 阿,(他們)弟兄 從屬我 阿,(他們)蒙愛的，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是 然而也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人 (他)迅速快捷的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聲聞耳聽， (他)緩慢遲鈍的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發言講說， (他)緩慢遲鈍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激動忿怒；

註1：“你們現在就要已經看見察覺”文法上亦可以為“你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經文變異RT]

以致， 阿,(他們)弟兄 從屬我 阿,(他們)蒙愛的，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是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人 (他)迅速快捷的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聲聞耳聽， (他)緩慢遲鈍的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發言講說，

(他)緩慢遲鈍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激動忿怒；

雅 1:20 ovrgh. ga.r avndro.j dikaiosu,nhn qeou/ ouvk evrga,zetaiÅ
For the wrath of man worketh not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因為人的怒氣，並不成就神的義。

(她)激動忿怒 因為 從屬(他)男人/丈夫 到於(她)至義 從屬(他)神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作工作。
[經文變異RT]

(她)激動忿怒 因為 從屬(他)男人/丈夫 到於(她)至義 從屬(他)神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作工作完成。

雅 1:21 dio. avpoqe,menoi pa/san r̀upari,an kai. perissei,an kaki,aj evn prau<thti( de,xasqe to.n e;mfuton lo,gon to.n
duna,menon sw/sai ta.j yuca.j ùmw/nÅ
Wherefore lay apart all filthiness and superfluity of naughtiness, and receive with meekness the engrafted word,
which is able to save your souls.
所以你們要脫去一切的污穢，和盈餘的邪惡，存溫柔的心領受那所栽種的道，就是能救你們靈魂的道。

為這個緣故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置開移掉了的 到於(她)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污濁髒污 並且 到於(她)超量盈餘

從屬(她)惡劣不好， 在內 在對(她)溫和謙柔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接納領受 到於(他)那 到於(他)種植栽培在內的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到於(他)那 到於(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拯救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生魂意念 從屬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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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變異RT]

為這個緣故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置開移掉了的 到於(她)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污濁髒污 並且 到於(她)超量盈餘

從屬(她)惡劣不好， 在內 在對(她)溫和謙柔[同#4240]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接納領受 到於(他)那

到於(他)種植栽培在內的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到於(他)那 到於(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拯救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生魂意念 從屬你們。

雅 1:22 Gi,nesqe de. poihtai. lo,gou kai. mh. mo,non avkroatai. paralogizo,menoi eàutou,jÅ
But be ye doers of the word, and not hearers only, deceiving your own selves.
只是你們要行道，不要單單聽道，自己欺哄自己；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然而也 (他們)行出作成者 從屬(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並且 不會/不要

僅有單獨地 (他們)行聲聞耳聽者，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故意錯誤地估算了的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經文變異WH]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然而也 (他們)行出作成者 從屬(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並且 不會/不要

(他們)行聲聞耳聽者 僅有單獨地，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故意錯誤地估算了的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雅 1:23 o[ti ei; tij avkroath.j lo,gou evsti.n kai. ouv poihth,j( ou-toj e;oiken avndri. katanoou/nti to. pro,swpon th/j
gene,sewj auvtou/ evn evso,ptrw|\
For if any be a hearer of the word, and not a doer, he is like unto a man beholding his natural face in a glass:
因為聽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對著鏡子看自己本來的面目；

是這樣 若是 (他)任何什麼 (他)行聲聞耳聽者 從屬(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並且 不是/不

(他)行出作成者，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已經適同相當 在對(他)男人/丈夫 在對(他)現正持續仔細觀察了解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前面的臉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生發成為 從屬(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它)鏡子；

雅 1:24 kateno,hsen ga.r èauto.n kai. avpelh,luqen kai. euvqe,wj evpela,qeto òpoi/oj h=nÅ
For he beholdeth himself, and goeth his way, and straightway forgetteth what manner of man he was.
看見，走後，隨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

他/她/它那時(也是)仔細觀察了解 因為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並且 他/她/它現在已經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並且

平直直接地[同#2117]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忽略遺忘 (他)這什麼樣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雅 1:25 ò de. paraku,yaj eivj no,mon te,leion to.n th/j evleuqeri,aj kai. paramei,naj( ouvk avkroath.j evpilhsmonh/j
geno,menoj avlla. poihth.j e;rgou( ou-toj maka,rioj evn th/| poih,sei auvtou/ e;staiÅ
But whoso looketh into the perfect law of liberty, and continueth therein, he being not a forgetful hearer, but a
doer of the work, this man shall be blessed in his deed.
惟有詳細察看那全備使人自由之律法的，並且時常如此，這人既不是聽了就忘，乃是實在行出來，就在他所行的

事上必然得福。

(他)那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彎腰屈身察看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律法 到於(他)完滿成全的 到於(他)那 從屬(她)那

從屬(她)自主自由 並且 (他)那時(也是)停留持守在旁邊了的， 不是/不 (他)行聲聞耳聽者 從屬(她)疏忽遺忘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但乃是 (他)行出作成者 從屬(它)工作， (他)那同一者 (他)蒙至高褔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行出作成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彎腰屈身察看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律法 到於(他)完滿成全的 到於(他)那 從屬(她)那

從屬(她)自主自由 並且 (他)那時(也是)停留持守在旁邊了的， (他)那同一者 不是/不 (他)行聲聞耳聽者

從屬(她)疏忽遺忘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了的， 但乃是 (他)行出作成者 從屬(它)工作， (他)那同一者

(他)蒙至高褔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行出作成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雅 1:26 Ei; tij dokei/ qrhsko.j ei=nai mh. calinagwgw/n glw/ssan auvtou/ avlla. avpatw/n kardi,an auvtou/( tou,tou
ma,taioj h` qrhskei,aÅ
If any man among you seem to be religious, and bridleth not his tongue, but deceiveth his own heart, this man's
religion is vain.
若有人自以為虔誠，卻不勒住他的舌頭，反欺哄自己的心，這人的虔誠是虛的。

若是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設想認為對 (他)隆重虔誠的 現要去持續是， 不會/不要 (他)現正持續行勒控了的

到於(她)舌頭/語言 從屬(他)同一者， 但乃是 (他)現正持續欺騙引誘了的 到於(她)內心 從屬(他)同一者，

從屬(他)那同一者 (她)虛妄無益的 (她)那 (她)儀式奉行。
[經文變異RT]

若是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設想認為對 (他)隆重虔誠的 現要去持續是 在內 在對你們， 不會/不要

(他)現正持續行勒控了的 到於(她)舌頭/語言 從屬(他)同一者， 但乃是 (他)現正持續欺騙引誘了的 到於(她)內心

從屬(他)同一者， 從屬(他)那同一者 (她)虛妄無益的 (她)那 (她)儀式奉行。
[經文變異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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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設想認為對 (他)隆重虔誠的 現要去持續是， 不會/不要 (他)現正持續行勒控了的

到於(她)舌頭/語言 從屬(他)同一者自己， 但乃是 (他)現正持續欺騙引誘了的 到於(她)內心 從屬(他)同一者自己，

從屬(他)那同一者 (她)虛妄無益的 (她)那 (她)儀式奉行。

雅 1:27 qrhskei,a kaqara. kai. avmi,antoj para. tw/| qew/| kai. patri. au[th evsti,n( evpiske,ptesqai ovrfanou.j kai. ch,raj
evn th/| qli,yei auvtw/n( a;spilon eàuto.n threi/n avpo. tou/ ko,smouÅ
Pure religion and undefiled before God and the Father is this, To visit the fatherless and widows in their
affliction, and to keep himself unspotted from the world.
在神我們的父面前，那清潔沒有玷污的虔誠，就是看顧在患難中的孤兒寡婦，並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

(她)儀式奉行 (她)乾淨純潔的 並且 (她)乃不沾染玷污的 <在旁邊>在旁邊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並且 在對(他)父親

(她)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視察眷顧 到於(他們)失親孤兒的 並且 到於(她們)寡婦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壓迫患難 從屬(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沒有污染玷辱的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現要去持續行看護守衛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雅 2:1 VAdelfoi, mou( mh. evn proswpolhmyi,aij e;cete th.n pi,stin tou/ kuri,ou hm̀w/n VIhsou/ Cristou/ th/j do,xhjÅ
My brethren, have not the faith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the Lord of glory, with respect of persons.
我的弟兄們，你們信奉我們榮耀的主耶穌基督，便不可按著外貌待人。

阿,(他們)弟兄 從屬我， 不會/不要 在內 在對(她們)為以貌偏待人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持有 到於(她)那 到於(她)信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我們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從屬(她)那 從屬(她)榮耀。

雅 2:2 eva.n ga.r eivse,lqh| eivj sunagwgh.n ùmw/n avnh.r crusodaktu,lioj evn evsqh/ti lampra/|( eivse,lqh| de. kai. ptwco.j
evn rùpara/| evsqh/ti(
For if there come unto your assembly a man with a gold ring, in goodly apparel, and there come in also a poor
man in vile raiment;
若有一個人帶著金戒指，穿著華美衣服，進你們的會堂去；又有一個窮人，穿著骯髒衣服也進去；

但凡若是 因為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她)會堂 從屬你們 (他)男人/丈夫

(他)帶金戒指的 在內 在對(她)衣著 在對(她)光耀華麗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然而也 並且

(他)貧苦窮困的 在內 在對(她)骯髒污濁的 在對(她)衣著，
[經文變異RT]

但凡若是 因為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會堂 從屬你們

(他)男人/丈夫 (他)帶金戒指的 在內 在對(她)衣著 在對(她)光耀華麗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然而也 並且 (他)貧苦窮困的 在內 在對(她)骯髒污濁的 在對(她)衣著，

雅 2:3 evpible,yhte de. evpi. to.n forou/nta th.n evsqh/ta th.n lampra.n kai. ei;phte( Su. ka,qou w-de kalw/j( kai. tw/|
ptwcw/| ei;phte( Su. sth/qi evkei/ h' ka,qou ùpo. to. ùpopo,dio,n mou(
And ye have respect to him that weareth the gay clothing, and say unto him, Sit thou here in a good place; and
say to the poor, Stand thou there, or sit here under my footstool:
你們就重看那穿華美衣服的人，說：請坐在這好位上；又對那窮人說：你站在那裏，或坐在我腳凳下邊；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在上面著眼觀看 然而也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那 到於(他)現正持續穿佩負載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衣著 到於(她)那 到於(她)光耀華麗的，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你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坐下 也就在此地 美好適當地； 並且 在對(他)那 在對(他)貧苦窮困的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你 你那時(也是)就要立定站住 在那裏地， 甚或/或而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坐下

<在底下>在底下 到於(它)那 到於(它)腳凳 從屬我；
[經文變異RT]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在上面著眼觀看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那 到於(他)現正持續穿佩負載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衣著 到於(她)那 到於(她)光耀華麗的，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你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坐下 也就在此地 美好適當地； 並且 在對(他)那 在對(他)貧苦窮困的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你 你那時(也是)就要立定站住 在那裏地， 甚或/或而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坐下

也就在此地 <在底下>在底下 到於(它)那 到於(它)腳凳 從屬我；
[經文變異WH]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在上面著眼觀看 然而也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那 到於(他)現正持續穿佩負載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衣著 到於(她)那 到於(她)光耀華麗的，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你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坐下 也就在此地 美好適當地； 並且 在對(他)那 在對(他)貧苦窮困的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你 你那時(也是)就要立定站住， 甚或/或而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坐下 在那裏地

<在底下>在底下 到於(它)那 到於(它)腳凳 從屬我；

雅 2:4 ouv diekri,qhte evn èautoi/j kai. evge,nesqe kritai. dialogismw/n ponhrw/n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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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ye not then partial in yourselves, and are become judges of evil thoughts?
這豈不是你們偏心待人，用惡意斷定人麼。

豈非呢 你們那時(也是)被徹底分開辨明 在內 在對(他們)同一者自己，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他們)審判官 從屬(他們)思量議論 從屬(他們)惡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豈非呢 你們那時(也是)被徹底分開辨明 在內 在對(他們)同一者自己，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他們)審判官 從屬(他們)思量議論 從屬(他們)惡的？

雅 2:5 VAkou,sate( avdelfoi, mou avgaphtoi,\ ouvc o` qeo.j evxele,xato tou.j ptwcou.j tw/| ko,smw| plousi,ouj evn pi,stei
kai. klhrono,mouj th/j basilei,aj h-j evphggei,lato toi/j avgapw/sin auvto,nÈ
Hearken, my beloved brethren, Hath not God chosen the poor of this world rich in faith, and heirs of the kingdom
which he hath promised to them that love him?
我親愛的弟兄們請聽，神豈不是揀選了世上的貧窮人，叫他們在信上富足，並承受他所應許給那些愛他之人的國

麼。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聲聞耳聽， 阿,(他們)弟兄 從屬我 阿,(他們)蒙愛的； 豈非呢 (他)那 (他)神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挑選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貧苦窮困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美容妝束/世界，

到於(他們)具豐滿富足的 在內 在對(她)信 並且 到於(他們)承受產業之人 從屬(她)那 從屬(她)王權國度 從屬(她)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應承許諾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愛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聲聞耳聽， 阿,(他們)弟兄 從屬我 阿,(他們)蒙愛的； 豈非呢 (他)那 (他)神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挑選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貧苦窮困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從屬(他)那同一者， 到於(他們)具豐滿富足的 在內 在對(她)信 並且 到於(他們)承受產業之人 從屬(她)那

從屬(她)王權國度 從屬(她)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應承許諾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愛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MT]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聲聞耳聽， 阿,(他們)弟兄 從屬我 阿,(他們)蒙愛的； 豈非呢 (他)那 (他)神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挑選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貧苦窮困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到於(他們)具豐滿富足的 在內 在對(她)信 並且 到於(他們)承受產業之人 從屬(她)那 從屬(她)王權國度 從屬(她)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應承許諾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愛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雅 2:6 ùmei/j de. hvtima,sate to.n ptwco,nÅ ouvc oi` plou,sioi katadunasteu,ousin ùmw/n kai. auvtoi. e[lkousin ùma/j eivj
krith,riaÈ
But ye have despised the poor. Do not rich men oppress you, and draw you before the judgment seats?
你們反倒羞辱貧窮人。那富足人豈不是欺壓你們，拉你們到公堂去麼。

你們 然而也 你們那時(也是)凌辱羞賤 到於(他)那 到於(他)貧苦窮困的。 豈非呢 (他們)那些 (他們)具豐滿富足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行當權壓制 從屬你們， 並且 (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拽拉牽引 到於你們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法庭法規？

雅 2:7 ouvk auvtoi. blasfhmou/sin to. kalo.n o;noma to. evpiklhqe.n evfV ùma/jÈ
Do not they blaspheme that worthy name by the which ye are called?
他們不是褻瀆你們所敬奉的尊名麼。〔所敬奉或作被稱〕

豈非呢 (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謗瀆 到於(它)那 到於(它)美好適當的 到於(它)名字 到於(它)那

到於(它)那時(也是)被召告稱呼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你們？

雅 2:8 eiv me,ntoi no,mon telei/te basiliko.n kata. th.n grafh,n( VAgaph,seij to.n plhsi,on sou wj̀ seauto,n( kalw/j
poiei/te\
If ye fulfil the royal law according to the scripture, Thou shalt love thy neighbour as thyself, ye do well:
經上記著說：『要愛人如己。』你們若全守這至尊的律法纔是好的；

若是 縱然如此 到於(他)律法 你們現在持續完成 到於(他)屬君王的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那 到於(她)經文：

你將要(持續)愛 到於(他)那 在鄰近之處地 從屬你 正如地 到於(他)你自己， 美好適當地 你們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雅 2:9 eiv de. proswpolhmptei/te( àmarti,an evrga,zesqe evlegco,menoi ùpo. tou/ no,mou ẁj paraba,taiÅ
But if ye have respect to persons, ye commit sin, and are convinced of the law as transgressors.
但你們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為犯法的。

若是 然而也 你們現在持續行以貌偏待人， 到於(她)罪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作工作，

(他們)現正持續被指證駁斥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那 從屬(他)律法 正如地 (他們)違犯者。

雅 2:10 o[stij ga.r o[lon to.n no,mon thrh,sh| ptai,sh| de. evn èni,( ge,gonen pa,ntwn e;nocojÅ
For whosoever shall keep the whole law, and yet offend in one point, he is guilty of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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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條上跌倒，他就是犯了眾條。

(他)這個任何什麼 因為 到於(他)整個全部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律法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行看護守衛，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失足絆跌 然而也 在內 在對(它)一個， 他/她/它現在已經生發成為 從屬(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有責任難以脫逃的。
[經文變異RT]

(他)這個任何什麼 因為 到於(他)整個全部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律法 他/她/它將要(持續)行看護守衛，

他/她/它將要(持續)失足絆跌 然而也 在內 在對(它)一個， 他/她/它現在已經生發成為 從屬(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有責任難以脫逃的。

雅 2:11 ò ga.r eivpw,n( Mh. moiceu,sh|j( ei=pen kai,( Mh. foneu,sh|j\ eiv de. ouv moiceu,eij foneu,eij de,( ge,gonaj
paraba,thj no,mouÅ
For he that said, Do not commit adultery, said also, Do not kill. Now if thou commit no adultery, yet if thou kill,
thou art become a transgressor of the law.
原來那說不可姦淫的，也說不可殺人；你就是不姦淫，卻殺人，仍是成了犯律法的。

(他)那 因為 (他)那時(也是)發話言說了的， 不會/不要 你那時(也是)應該行姦淫，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並且，

不會/不要 你那時(也是)應該行謀害凶殺； 若是 然而也 不是/不 你現在持續行姦淫， 你現在持續行謀害凶殺

然而也， 你現在已經生發成為 (他)違犯者 從屬(他)律法。
[經文變異RT]

(他)那 因為 (他)那時(也是)發話言說了的， 不會/不要 你那時(也是)應該行姦淫，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並且，

不會/不要 你那時(也是)應該行謀害凶殺； 若是 然而也 不是/不 你將要(持續)行姦淫， 你將要(持續)行謀害凶殺

然而也， 你現在已經生發成為 (他)違犯者 從屬(他)律法。

雅 2:12 ou[twj lalei/te kai. ou[twj poiei/te wj̀ dia. no,mou evleuqeri,aj me,llontej kri,nesqaiÅ
So speak ye, and so do, as they that shall be judged by the law of liberty.
你們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審判，就該照這律法說話行事。

那同一樣式地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發言講說 並且 那同一樣式地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行出作成， 正如地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律法 從屬(她)自主自由 (他們)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的 現要去持續被區別審斷。

雅 2:13 h` ga.r kri,sij avne,leoj tw/| mh. poih,santi e;leoj\ katakauca/tai e;leoj kri,sewjÅ
For he shall have judgment without mercy, that hath shewed no mercy; and mercy rejoiceth against judgment.
因為那不憐憫人的，也要受無憐憫的審判；憐憫原是向審判誇勝。

(她)那 因為 (她)區別審斷 (她)沒有憐憫慈悲的 在對(他)那 不會/不要 在對(他)那時(也是)行出作成了的

到於(它)憐憫慈悲；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對著誇耀 (它)憐憫慈悲 從屬(她)區別審斷。
[經文變異RT]

(她)那 因為 (她)區別審斷 (她)鐵面無情的 在對(他)那 不會/不要 在對(他)那時(也是)行出作成了的

到於(它)憐憫慈悲；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對著誇耀 (它)憐憫慈悲 從屬(她)區別審斷。

雅 2:14 Ti, to. o;feloj( avdelfoi, mou( eva.n pi,stin le,gh| tij e;cein e;rga de. mh. e;ch|È mh. du,natai h̀ pi,stij sw/sai
auvto,nÈ
What doth it profit, my brethren, though a man say he hath faith, and have not works? can faith save him?
我的弟兄們，若有人說，自己有信心，卻沒有行為，有甚麼益處呢；這信心能救他麼。

(它)任何什麼呢 (它)那 (它)效益， 阿,(他們)弟兄 從屬我， 但凡若是 到於(她)信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道說

(他)任何什麼 現要去持續持有， 到於(它們)工作 然而也 不會/不要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持有？ 豈會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她)那 (她)信 那時(也是)要去拯救 到於(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WH]

(它)任何什麼呢 (它)效益， 阿,(他們)弟兄 從屬我， 但凡若是 到於(她)信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道說 (他)任何什麼

現要去持續持有， 到於(它們)工作 然而也 不會/不要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持有？ 豈會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她)那 (她)信 那時(也是)要去拯救 到於(他)同一者？

雅 2:15 eva.n avdelfo.j h' avdelfh. gumnoi. ùpa,rcwsin kai. leipo,menoi th/j evfhme,rou trofh/j
If a brother or sister be naked, and destitute of daily food,
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體，又缺了日用的飲食，

但凡若是 (他)弟兄 甚或/或而 (她)姊妹 (他們)赤身裸露的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源屬具有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被遺下留後了的
註1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在每日上面的 從屬(她)食品營養，

註1：“(他們)現正持續被遺下留後了的”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遺下留後了的”。

[經文變異RT]

但凡若是 然而也 (他)弟兄 甚或/或而 (她)姊妹 (他們)赤身裸露的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源屬具有，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被遺下留後了的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是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在每日上面的 從屬(她)食品營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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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 2:16 ei;ph| de, tij auvtoi/j evx um̀w/n( ~Upa,gete evn eivrh,nh|( qermai,nesqe kai. corta,zesqe( mh. dw/te de. auvtoi/j ta.
evpith,deia tou/ sw,matoj( ti, to. o;felojÈ
And one of you say unto them, Depart in peace, be ye warmed and filled; notwithstanding ye give them not
those things which are needful to the body; what doth it profit?
你們中間有人對他們說：平平安安的去罷，願你們穿得暖喫得飽；卻不給他們身體所需用的，這有甚麼益處呢。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然而也 (他)任何什麼 在對(他們)同一者 向外出來 從屬你們，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退開去 在內 在對(她)和平安寧，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取暖 並且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被餵飽註1； 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給與 然而也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必需的 從屬(它)那 從屬(它)身體； (它)任何什麼呢 (它)那 (它)效益？

註1：“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被餵飽”文法上亦可以為“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餵飽”。

[經文變異WH]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然而也 (他)任何什麼 在對(他們)同一者 向外出來 從屬你們，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退開去 在內 在對(她)和平安寧，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取暖 並且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被餵飽；

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給與 然而也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必需的 從屬(它)那

從屬(它)身體； (它)任何什麼呢 (它)效益？

雅 2:17 ou[twj kai. h` pi,stij( eva.n mh. e;ch| e;rga( nekra, evstin kaqV èauth,nÅ
Even so faith, if it hath not works, is dead, being alone.
這樣，信心若沒有行為就是死的。

那同一樣式地 並且 (她)那 (她)信， 但凡若是 不會/不要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持有 到於(它們)工作， (她)死掉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同一者自己。
[經文變異RT]

那同一樣式地 並且 (她)那 (她)信， 但凡若是 不會/不要 到於(它們)工作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持有， (她)死掉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同一者自己。

雅 2:18 VAllV evrei/ tij( Su. pi,stin e;ceij( kavgw. e;rga e;cw\ dei/xo,n moi th.n pi,stin sou cwri.j tw/n e;rgwn( kavgw,
soi dei,xw evk tw/n e;rgwn mou th.n pi,stinÅ
Yea, a man may say, Thou hast faith, and I have works: shew me thy faith without thy works, and I will shew
thee my faith by my works.
必有人說：你有信心，我有行為；你將你沒有行為的信心指給我看，我便藉著我的行為，將我的信心指給你看。

但乃是 他/她/它將要(持續)開聲言說 (他)任何什麼， 你 到於(她)信 你現在持續持有， 並且我 到於(它們)工作

我現在持續持有； 你那時(也是)就要顯示展現 在對我 到於(她)那 到於(她)信 從屬你 脫離開地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工作， 並且我 在對你 我將要(持續)顯示展現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工作 從屬我 到於(她)那

到於(她)信。
[經文變異RT]

但乃是 他/她/它將要(持續)開聲言說 (他)任何什麼， 你 到於(她)信 你現在持續持有， 並且我 到於(它們)工作

我現在持續持有； 你那時(也是)就要顯示展現 在對我 到於(她)那 到於(她)信 從屬你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工作 從屬你， 並且我 我將要(持續)顯示展現 在對你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工作 從屬我

到於(她)那 到於(她)信 從屬我 。
[經文變異Scrivener]

但乃是 他/她/它將要(持續)開聲言說 (他)任何什麼， 你 到於(她)信 你現在持續持有， 並且我 到於(它們)工作

我現在持續持有； 你那時(也是)就要顯示展現 在對我 到於(她)那 到於(她)信 從屬你 脫離開地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工作 從屬你， 並且我 我將要(持續)顯示展現 在對你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工作 從屬我

到於(她)那 到於(她)信 從屬我 。

雅 2:19 su. pisteu,eij o[ti ei-j evstin ò qeo,j( kalw/j poiei/j\ kai. ta. daimo,nia pisteu,ousin kai. fri,ssousinÅ
Thou believest that there is one God; thou doest well: the devils also believe, and tremble.
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錯；鬼魔也信，卻是戰驚。

你 你現在持續置信信託 是這樣 (他)一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神； 美好適當地 你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並且 (它們)那些 (它們)鬼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置信信託，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僵直戰慓。
[經文變異RT]

你 你現在持續置信信託 是這樣 (他)那 (他)神 (他)一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美好適當地 你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並且 (它們)那些 (它們)鬼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置信信託，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僵直戰慓。
[經文變異WH]

你 你現在持續置信信託 是這樣 (他)一個 (他)神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美好適當地 你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並且

(它們)那些 (它們)鬼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置信信託，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僵直戰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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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 2:20 qe,leij de. gnw/nai( w= a;nqrwpe kene,( o[ti h` pi,stij cwri.j tw/n e;rgwn avrgh, evstinÈ
But wilt thou know, O vain man, that faith without works is dead?
虛浮的人哪，你願意知道沒有行為的信心是死的麼。

你現在持續定意 然而也 那時(也是)要去認識知道， 哦呀 阿,(他)人 阿,(他)虛空無有的， 是這樣 (她)那 (她)信

脫離開地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工作 (她)閒散停頓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你現在持續定意 然而也 那時(也是)要去認識知道， 哦呀 阿,(他)人 阿,(他)虛空無有的， 是這樣 (她)那 (她)信

脫離開地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工作 (她)死掉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雅 2:21 VAbraa.m o` path.r hm̀w/n ouvk evx e;rgwn evdikaiw,qh avnene,gkaj VIsaa.k to.n uiò.n auvtou/ evpi. to. qusiasth,rionÈ
Was not Abraham our father justified by works, when he had offered Isaac his son upon the altar?
我們的祖宗亞伯拉罕，把他兒子以撒獻在壇上，豈不是因行為稱義麼。

(他)亞伯拉罕 (他)那 (他)父親 從屬我們 豈非呢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工作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稱為公義，

(他)那時(也是)向上負載攜帶了的 到於(他)以撒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從屬(他)同一者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那

到於(它)祭壇？

雅 2:22 ble,peij o[ti h` pi,stij sunh,rgei toi/j e;rgoij auvtou/ kai. evk tw/n e;rgwn h̀ pi,stij evteleiw,qh(
Seest thou how faith wrought with his works, and by works was faith made perfect?
可見信心是與他的行為並行，而且信心因著行為纔得成全；

你現在持續著眼觀看 是這樣 (她)那 (她)信 他/她/它當時持續作同工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工作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工作 (她)那 (她)信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促使成完滿成全；
[不同標點]

你現在持續著眼觀看 是這樣 (她)那 (她)信 他/她/它當時持續作同工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工作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工作 (她)那 (她)信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促使成完滿成全？

雅 2:23 kai. evplhrw,qh h̀ grafh. h` le,gousa( VEpi,steusen de. VAbraa.m tw/| qew/|( kai. evlogi,sqh auvtw/| eivj
dikaiosu,nhn kai. fi,loj qeou/ evklh,qhÅ
And the scripture was fulfilled which saith, Abraham believed God, and it was imputed unto him for
righteousness: and he was called the Friend of God.
這就應驗經上所說：『亞伯拉罕信神，這就算為他的義。』他又得稱為神的朋友。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促使成充滿添足 (她)那 (她)經文 (她)那 (她)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置信信託 然而也 (他)亞伯拉罕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估算

在對(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至義； 並且 (他)朋友 從屬(他)神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促請召喚。

雅 2:24 òra/te o[ti evx e;rgwn dikaiou/tai a;nqrwpoj kai. ouvk evk pi,stewj mo,nonÅ
Ye see then how that by works a man is justified, and not by faith only.
這樣看來，人稱義是因著行為，不是單因著信。

你們現在持續看見清楚註1 是這樣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工作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稱為公義 (他)人， 並且 不是/不

向外出來 從屬(她)信 僅有單獨地。

註1：“你們現在持續看見清楚”文法上亦可以為“你們現在就要持續看見清楚”。

[經文變異RT]

你們現在持續看見清楚 現此其時 是這樣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工作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稱為公義 (他)人， 並且

不是/不 向外出來 從屬(她)信 僅有單獨地。

雅 2:25 òmoi,wj de. kai. ~Raa.b h` po,rnh ouvk evx e;rgwn evdikaiw,qh ùpodexame,nh tou.j avgge,louj kai. ète,ra| òdw/|
evkbalou/saÈ
Likewise also was not Rahab the harlot justified by works, when she had received the messengers, and had
sent them out another way?
妓女喇合接待使者，又放他們從別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樣因行為稱義麼。

具同樣相同地 然而也 並且 (她)喇合氏 (她)那 (她)娼妓， 豈非呢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工作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稱為公義， (她)那時(也是)讓自己接到舍下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使者 並且

在對(她)相異不同的 在對(她)道路途徑 (她)那時(也是)向外投擲出來了的？

雅 2:26 w[sper ga.r to. sw/ma cwri.j pneu,matoj nekro,n evstin( ou[twj kai. h` pi,stij cwri.j e;rgwn nekra, evstinÅ
For as the body without the spirit is dead, so faith without works is dead also.
身體沒有靈魂是死的，信心沒有行為也是死的。

甚至正如地 因為 (它)那 (它)身體 脫離開地 從屬(它)靈/風 (它)死掉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那同一樣式地 並且

(她)那 (她)信 脫離開地 從屬(它們)工作 (她)死掉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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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正如地 因為 (它)那 (它)身體 脫離開地 從屬(它)靈/風 (它)死掉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那同一樣式地 並且

(她)那 (她)信 脫離開地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工作 (她)死掉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WH]

甚至正如地 (它)那 (它)身體 脫離開地 從屬(它)靈/風 (它)死掉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那同一樣式地 並且 (她)那

(她)信 脫離開地 從屬(它們)工作 (她)死掉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雅 3:1 Mh. polloi. dida,skaloi gi,nesqe( avdelfoi, mou( eivdo,tej o[ti mei/zon kri,ma lhmyo,meqaÅ
My brethren, be not many masters, knowing that we shall receive the greater condemnation.
我的弟兄們，不要多人作師傅，因為曉得我們要受更重的判斷。

不會/不要 (他們)許多的 (他們)老師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阿,(他們)弟兄 從屬我，

(他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了的 是這樣 到於(它)更大的 到於(它)審案判決 我們將要(持續)讓自己拿取。

雅 3:2 polla. ga.r ptai,omen a[pantejÅ ei; tij evn lo,gw| ouv ptai,ei( ou-toj te,leioj avnh.r dunato.j calinagwgh/sai kai.
o[lon to. sw/maÅ
For in many things we offend all. If any man offend not in word, the same is a perfect man, and able also to
bridle the whole body.
原來我們在許多事上都有過失；若有人在話語上沒有過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

到於(它們)許多的 因為 我們現在持續失足絆跌 (他們)同時一齊地所有每一個的。 若是 (他)任何什麼 在內

在對(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失足絆跌， (他)那同一者 (他)完滿成全的 (他)男人/丈夫，

(他)乃能夠可能的 那時(也是)要去行勒控 並且 到於(它)整個全部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身體。

雅 3:3 eiv de. tw/n i[ppwn tou.j calinou.j eivj ta. sto,mata ba,llomen eivj to. pei,qesqai auvtou.j hm̀i/n( kai. o[lon to.
sw/ma auvtw/n meta,gomenÅ
Behold, we put bits in the horses' mouths, that they may obey us; and we turn about their whole body.
我們若把嚼環放在馬嘴裏，叫他順服，就能調動他的全身。

若是 然而也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馬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馬勒嚼環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口/嘴 我們現在持續投擲，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現要去持續被勸信說服 到於(他們)同一者 在對我們，

並且 到於(它)整個全部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身體 從屬(他們)同一者 我們現在持續導引調動。
[經文變異RT]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馬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馬勒嚼環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口/嘴 我們現在持續投擲，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它)那 現要去持續被勸信說服

到於(他們)同一者 在對我們， 並且 到於(它)整個全部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身體 從屬(他們)同一者

我們現在持續導引調動。
[經文變異MT]

你那時(也是)就要看哪，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馬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馬勒嚼環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口/嘴 我們現在持續投擲，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它)那 現要去持續被勸信說服 到於(他們)同一者

在對我們， 並且 到於(它)整個全部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身體 從屬(他們)同一者 我們現在持續導引調動。

雅 3:4 ivdou. kai. ta. ploi/a thlikau/ta o;nta kai. up̀o. avne,mwn sklhrw/n evlauno,mena( meta,getai ùpo. evlaci,stou
phdali,ou o[pou h` òrmh. tou/ euvqu,nontoj bou,letai(
Behold also the ships, which though they be so great, and are driven of fierce winds, yet are they turned about
with a very small helm, whithersoever the governor listeth.
看哪，船隻雖然甚大，又被大風催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隨著掌舵的意思轉動。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並且 (它們)那些 (它們)船隻 (它們)那何等樣的那同一者 (它們)現正持續是了的 並且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們)風 從屬(他們)剛硬艱澀的 (它們)現正持續被促成推動驅使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導引調動

<在底下>被從 從屬(它)最微小低下的 從屬(它)船舵，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她)那 (她)暴發啟動 從屬(他)那

從屬(他)現正持續促成為平直直接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諮商決意；
[經文變異RT]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並且 (它們)那些 (它們)船隻 (它們)那何等樣的那同一者 (它們)現正持續是了的 並且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們)剛硬艱澀的 從屬(他們)風 (它們)現正持續被促成推動驅使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導引調動

<在底下>被從 從屬(它)最微小低下的 從屬(它)船舵，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但凡 (她)那 (她)暴發啟動 從屬(他)那

從屬(他)現正持續促成為平直直接了的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讓自己/被諮商決意；

雅 3:5 ou[twj kai. h` glw/ssa mikro.n me,loj evsti.n kai. mega,la auvcei/Å VIdou. hl̀i,kon pu/r hl̀i,khn u[lhn avna,ptei\
Even so the tongue is a little member, and boasteth great things. Behold, how great a matter a little fire kindleth!
這樣，舌頭在百體裏也是最小的，卻能說大話。看哪，最小的火，能點著最大的樹林；

那同一樣式地 並且 (她)那 (她)舌頭/語言 (它)細微極小的 (它)肢體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並且 到於(它們)極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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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現在持續誇口炫耀。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它)何等樣的 (它)火 到於(她)何等樣的

到於(她)森林木材 他/她/它現在持續向上連接觸動；
[經文變異RT]

那同一樣式地 並且 (她)那 (她)舌頭/語言 (它)細微極小的 (它)肢體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極大地誇口炫耀。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它)些微少許的 (它)火 到於(她)何等樣的

到於(她)森林木材 他/她/它現在持續向上連接觸動；

雅 3:6 kai. h` glw/ssa pu/r\ ò ko,smoj th/j avdiki,aj h̀ glw/ssa kaqi,statai evn toi/j me,lesin h̀mw/n( h` spilou/sa o[lon
to. sw/ma kai. flogi,zousa to.n troco.n th/j gene,sewj kai. flogizome,nh ùpo. th/j gee,nnhjÅ
And the tongue is a fire, a world of iniquity: so is the tongue among our members, that it defileth the whole body,
and setteth on fire the course of nature; and it is set on fire of hell.
舌頭就是火，在我們百體中，舌頭是個罪惡的世界，能污穢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輪子點起來；並且是從地獄裏點

著的。

並且 (她)那 (她)舌頭/語言 (它)火； (他)那 (他)美容妝束/世界 從屬(她)那 從屬(她)不義 (她)那 (她)舌頭/語言，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設立派定 在內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肢體 從屬我們， (她)那

(她)現正持續促使有污染玷辱了的 到於(它)整個全部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身體 並且 (她)現正持續使有火焰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車輪 從屬(她)那 從屬(她)生發成為 並且 (她)現正持續被使有火焰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獄。
[不同標點]

並且 (她)那 (她)舌頭/語言 (它)火； (他)那 (他)美容妝束/世界 從屬(她)那 從屬(她)不義 (她)那 (她)舌頭/語言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設立派定 在內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肢體 從屬我們， (她)那

(她)現正持續促使有污染玷辱了的 到於(它)整個全部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身體 並且 (她)現正持續使有火焰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車輪 從屬(她)那 從屬(她)生發成為 並且 (她)現正持續被使有火焰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獄。
[經文變異RT][不同標點]

並且 (她)那 (她)舌頭/語言 (它)火， (他)那 (他)美容妝束/世界 從屬(她)那 從屬(她)不義； 那同一樣式地 (她)那

(她)舌頭/語言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設立派定 在內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肢體 從屬我們， (她)那

(她)現正持續促使有污染玷辱了的 到於(它)整個全部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身體 並且 (她)現正持續使有火焰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車輪 從屬(她)那 從屬(她)生發成為 並且 (她)現正持續被使有火焰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獄。

雅 3:7 pa/sa ga.r fu,sij qhri,wn te kai. peteinw/n( er̀petw/n te kai. evnali,wn dama,zetai kai. deda,mastai th/| fu,sei
th/| avnqrwpi,nh|(
For every kind of beasts, and of birds, and of serpents, and of things in the sea, is tamed, and hath been tamed
of mankind:
各類的走獸，飛禽，昆蟲，水族，本來都可以制伏，也已經被人制伏了；

(她)所有每一個的 因為 (她)天然本性 從屬(它們)野獸 並/又 並且 從屬(它們)飛鳥， 從屬(它們)爬行動物 並/又 並且

從屬(它們)在海裏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使為馴服 並且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使為馴服 在對(她)那 在對(她)天然本性

在對(她)那 在對(她)人類的；

雅 3:8 th.n de. glw/ssan ouvdei.j dama,sai du,natai avnqrw,pwn( avkata,staton kako,n( mesth. ivou/ qanathfo,rouÅ
But the tongue can no man tame; it is an unruly evil, full of deadly poison.
惟獨舌頭沒有人能制伏，是不止息的惡物；滿了害死人的毒氣。

到於(她)那 然而也 到於(她)舌頭/語言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那時(也是)要去使為馴服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從屬(他們)人； (它)善變不定的 (它)卑劣不好的， (她)裝滿的 從屬(他)腐蝕毒害

從屬(他)為負載攜帶死的。
[經文變異RT]

到於(她)那 然而也 到於(她)舌頭/語言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從屬(他們)人

那時(也是)要去使為馴服； (它)無可約朿的 (它)卑劣不好的， (她)裝滿的 從屬(他)腐蝕毒害

從屬(他)為負載攜帶死的。

雅 3:9 evn auvth/| euvlogou/men to.n ku,rion kai. pate,ra kai. evn auvth/| katarw,meqa tou.j avnqrw,pouj tou.j kaqV
òmoi,wsin qeou/ gegono,taj(
Therewith bless we God, even the Father; and therewith curse we men, which are made after the similitude of
God.
我們用舌頭頌讚那為主為父的，又用舌頭咒詛那照著神形像被造的人；

在內 在對(她)同一者 我們現在持續祝福稱讚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主人 並且 到於(他)父親， 並且 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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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她)同一者 我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發向下禱告咒詛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人 到於(他們)那些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促使為具同樣相同 從屬(他)神 到於(他們)現在已經生發成為了的；
[經文變異RT]

在內 在對(她)同一者 我們現在持續祝福稱讚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並且 到於(他)父親， 並且 在內 在對(她)同一者

我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發向下禱告咒詛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人 到於(他們)那些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促使為具同樣相同 從屬(他)神 到於(他們)現在已經生發成為了的；

雅 3:10 evk tou/ auvtou/ sto,matoj evxe,rcetai euvlogi,a kai. kata,raÅ ouv crh,( avdelfoi, mou( tau/ta ou[twj gi,nesqaiÅ
Out of the same mouth proceedeth blessing and cursing. My brethren, these things ought not so to be.
頌讚和咒詛從一個口裏出來，我的弟兄們，這是不應當的。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同一者 從屬(它)口/嘴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她)稱讚祝福 並且

(她)向下禱告咒詛。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適用[非人稱用法] ， 阿,(他們)弟兄 從屬我， (它們)那同一者

那同一樣式地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雅 3:11 mh,ti h̀ phgh. evk th/j auvth/j ovph/j bru,ei to. gluku. kai. to. pikro,nÈ
Doth a fountain send forth at the same place sweet water and bitter?
泉源從一個眼裏能發出甜苦兩樣的水麼。

豈會是呢 (她)那 (她)湧泉泉源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同一者 從屬(她)眼洞孔穴 他/她/它現在持續溢流涌出

到於(它)那 到於(它)甜美香甜的 並且 到於(它)那 到於(它)苦澀辛辣的？

雅 3:12 mh. du,natai( avdelfoi, mou( sukh/ evlai,aj poih/sai h' a;mpeloj su/kaÈ ou;te àluko.n gluku. poih/sai u[dwrÅ
Can the fig tree, my brethren, bear olive berries? either a vine, figs? so can no fountain both yield salt water and
fresh.
我的弟兄們，無花果樹能生橄欖麼，葡萄樹能結無花果麼；鹹水裏也不能發出甜水來。

豈會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阿,(他們)弟兄 從屬我， (她)無花果樹 到於(她們)橄欖

那時(也是)要去行出作成？ 甚或/或而 (她)葡萄樹 到於(它們)無花果？ 並不/又不 (它)鹹的 到於(它)甜美香甜的

那時(也是)要去行出作成 到於(它)水。
[經文變異RT]

豈會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阿,(他們)弟兄 從屬我， (她)無花果樹 到於(她們)橄欖

那時(也是)要去行出作成？ 甚或/或而 (她)葡萄樹 到於(它們)無花果？ 那同一樣式地 (她)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她)湧泉泉源 到於(它)鹹的 並且 到於(它)甜美香甜的 那時(也是)要去行出作成 到於(它)水。

雅 3:13 Ti,j sofo.j kai. evpisth,mwn evn um̀i/nÈ deixa,tw evk th/j kalh/j avnastrofh/j ta. e;rga auvtou/ evn prau<thti
sofi,ajÅ
Who is a wise man and endued with knowledge among you? let him shew out of a good conversation his works
with meekness of wisdom.
你們中間誰是有智慧有見識的呢；他就當在智慧的溫柔上，顯出他的善行來。

(他)任何什麼呢 (他)明智通達的 並且 (他)心思通曉的 在內 在對你們？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顯示展現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美好適當的 從屬(她)行止為人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工作 從屬(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溫和謙柔 從屬(她)智慧。
[經文變異RT]

(他)任何什麼呢 (他)明智通達的 並且 (他)心思通曉的 在內 在對你們？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顯示展現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美好適當的 從屬(她)行止為人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工作 從屬(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溫和謙柔[同#4240] 從屬(她)智慧。

雅 3:14 eiv de. zh/lon pikro.n e;cete kai. evriqei,an evn th/| kardi,a| ùmw/n( mh. katakauca/sqe kai. yeu,desqe kata. th/j
avlhqei,ajÅ
But if ye have bitter envying and strife in your hearts, glory not, and lie not against the truth.
你們心裏若懷著苦毒的嫉妒和分爭，就不可自誇，也不可說謊話抵擋真道。

若是 然而也 到於(他)火熱激昂 到於(他)苦澀辛辣的 你們現在持續持有 並且 到於(她)分門結黨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內心 從屬你們，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對著誇耀 並且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說謊作假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她)那 從屬(她)真情實理。

雅 3:15 ouvk e;stin au[th h` sofi,a a;nwqen katercome,nh avlla. evpi,geioj( yucikh,( daimoniw,dhjÅ
This wisdom descendeth not from above, but is earthly, sensual, devilish.
這樣的智慧，不是從上頭來的，乃是屬地的，屬情慾的，屬鬼魔的。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同一者 (她)那 (她)智慧 從上頭地 (她)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向下到來前往了的，

但乃是 (她)在地上的， (她)屬生魂意念的， (她)鬼魔形像的；

雅 3:16 o[pou ga.r zh/loj kai. evriqei,a( evkei/ avkatastasi,a kai. pa/n fau/lon pra/gma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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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where envying and strife is, there is confusion and every evil work.
在何處有嫉妒分爭，就在何處有擾亂，和各樣的壞事。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因為 (他)火熱激昂 並且 (她)分門結黨， 在那裏地 (她)混亂不安 並且 (它)所有每一個的

(它)低俗缺德的 (它)事務行動。

雅 3:17 h` de. a;nwqen sofi,a prw/ton me.n ag̀nh, evstin( e;peita eivrhnikh,( evpieikh,j( euvpeiqh,j( mesth. evle,ouj kai.
karpw/n avgaqw/n( avdia,kritoj( avnupo,kritojÅ
But the wisdom that is from above is first pure, then peaceable, gentle, and easy to be intreated, full of mercy
and good fruits, without partiality, and without hypocrisy.
惟獨從上頭來的智慧，先是清潔，後是和平，溫良柔順，滿有憐憫，多結善果，沒有偏見，沒有假冒。

(她)那 然而也 從上頭地 (她)智慧 首先地 的確 (她)聖潔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其後地 (她)屬和平安寧的，

(她)適度公正的， (她)從善如流的， (她)裝滿的 從屬(它)憐憫慈悲 並且 從屬(他們)果實 從屬(他們)良善的，

(她)為不含糊可疑的， (她)不會作戲假裝的；
[經文變異RT]

(她)那 然而也 從上頭地 (她)智慧 首先地 的確 (她)聖潔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其後地 (她)屬和平安寧的，

(她)適度公正的， (她)從善如流的， (她)裝滿的 從屬(它)憐憫慈悲 並且 從屬(他們)果實 從屬(他們)良善的，

(她)為不含糊可疑的 並且 (她)不會作戲假裝的；

雅 3:18 karpo.j de. dikaiosu,nhj evn eivrh,nh| spei,retai toi/j poiou/sin eivrh,nhnÅ
And the fruit of righteousness is sown in peace of them that make peace.
並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種的義果。

(他)果實 然而也 從屬(她)至義 在內 在對(她)和平安寧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散佈播撒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行出作成了的 到於(她)和平安寧。
[經文變異RT]

(他)果實 然而也 從屬(她)那 從屬(她)至義 在內 在對(她)和平安寧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散佈播撒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行出作成了的 到於(她)和平安寧。

雅 4:1 Po,qen po,lemoi kai. po,qen ma,cai evn ùmi/nÈ ouvk evnteu/qen( evk tw/n h̀donw/n ùmw/n tw/n strateuome,nwn evn
toi/j me,lesin ùmw/nÈ
From whence come wars and fightings among you? come they not hence, even of your lusts that war in your
members?
你們中間的爭戰鬥毆，是從那裏來的呢；不是從你們百體中戰鬥之私慾來的麼。

從那裏地呢 (他們)戰爭打仗 並且 從那裏地呢 (她們)爭戰爭鬥 在內 在對你們？ 豈非呢 從在此處地 向外出來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欣喜慾望 從屬你們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行軍作戰了的 在內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肢體 從屬你們？
[經文變異RT]

從那裏地呢 (他們)戰爭打仗 並且 (她們)爭戰爭鬥 在內 在對你們？ 豈非呢 從在此處地 向外出來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欣喜慾望 從屬你們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行軍作戰了的 在內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肢體 從屬你們？

雅 4:2 evpiqumei/te kai. ouvk e;cete( foneu,ete kai. zhlou/te kai. ouv du,nasqe evpitucei/n( ma,cesqe kai. polemei/te( ouvk
e;cete dia. to. mh. aivtei/sqai um̀a/j(
Ye lust, and have not: ye kill, and desire to have, and cannot obtain: ye fight and war, yet ye have not, because
ye ask not.
你們貪戀，還是得不著；你們殺害嫉妒，又鬥毆爭戰，也不能得；你們得不著，是因為你們不求。

你們現在持續熱戀愛慕， 並且 不是/不 你們現在持續持有； 你們現在持續行謀害凶殺 並且

你們現在持續具火熱激昂之情， 並且 不是/不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那時(也是)要去在上面巧遇得著；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爭戰搏鬥 並且 你們現在持續有戰爭打仗， 不是/不 你們現在持續持有，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索問要求 到於你們；
[不同標點]

你們現在持續熱戀愛慕 並且 不是/不 你們現在持續持有， 你們現在持續行謀害凶殺； 並且

你們現在持續具火熱激昂之情 並且 不是/不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那時(也是)要去在上面巧遇得著，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爭戰搏鬥 並且 你們現在持續有戰爭打仗； 不是/不 你們現在持續持有，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索問要求 到於你們；
[經文變異RT]

你們現在持續熱戀愛慕， 並且 不是/不 你們現在持續持有； 你們現在持續行謀害凶殺 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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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現在持續具火熱激昂之情， 並且 不是/不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那時(也是)要去在上面巧遇得著；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爭戰搏鬥 並且 你們現在持續有戰爭打仗， 不是/不 你們現在持續持有 然而也，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索問要求 到於你們；

雅 4:3 aivtei/te kai. ouv lamba,nete dio,ti kakw/j aivtei/sqe( i[na evn tai/j h̀donai/j ùmw/n dapanh,shteÅ
Ye ask, and receive not, because ye ask amiss, that ye may consume it upon your lusts.
你們求也得不著，是因為你們妄求，要浪費在你們的宴樂中。

你們現在持續索問要求 並且 不是/不 你們現在持續拿取， 為是這樣之緣故 卑劣不好地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索問要求， 為要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欣喜慾望 從屬你們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耗費支出。

雅 4:4 moicali,dej( ouvk oi;date o[ti h̀ fili,a tou/ ko,smou e;cqra tou/ qeou/ evstinÈ o]j eva.n ou=n boulhqh/| fi,loj ei=nai
tou/ ko,smou( evcqro.j tou/ qeou/ kaqi,stataiÅ
Ye adulterers and adulteresses, know ye not that the friendship of the world is enmity with God? whosoever
therefore will be a friend of the world is the enemy of God.
你們這些淫亂的人哪，〔淫亂的人原文作淫婦〕豈不知與世俗為友，就是與神為敵麼；所以凡想要與世俗為友的

，就是與神為敵了。

阿,(她們)淫婦， 豈非呢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她)那 (她)愛好友誼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她)仇意敵視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這個 但凡若是 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諮商決意 (他)朋友 現要去持續是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他)仇視敵對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設立派定。
[經文變異RT]

阿,(他們)姦夫 並且 阿,(她們)淫婦， 豈非呢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她)那 (她)愛好友誼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她)仇意敵視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這個 但凡 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諮商決意 (他)朋友 現要去持續是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他)仇視敵對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設立派定。

雅 4:5 h' dokei/te o[ti kenw/j h` grafh. le,gei( Pro.j fqo,non evpipoqei/ to. pneu/ma o] katw,|kisen evn h̀mi/n(
Do ye think that the scripture saith in vain, The spirit that dwelleth in us lusteth to envy?
你們想經上所說是徒然的麼；神所賜住在我們裏面的靈，是戀愛至於嫉妒麼。

甚或/或而 你們現在持續設想認為對 是這樣 虛空無有地 (她)那 (她)經文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惡意嫉妒 他/她/它現在持續在上面渴望想念 (它)那 (它)靈/風， 到於(它)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使有住家定居

在內 在對我們？
[不同讀法]

甚或/或而 你們現在持續設想認為對 是這樣 虛空無有地 (她)那 (她)經文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惡意嫉妒 他/她/它現在持續在上面渴望想念 到於(它)那 到於(它)靈/風 到於(它)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使有住家定居 在內 在對我們？
[經文變異RT]

甚或/或而 你們現在持續設想認為對 是這樣 虛空無有地 (她)那 (她)經文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惡意嫉妒 他/她/它現在持續在上面渴望想念 (它)那 (它)靈/風 (它)這個註1
他/她/它那時(也是)定居 在內

在對我們？

註1：“到於(它)這個”文法上亦可以為“(它)這個”。

雅 4:6 mei,zona de. di,dwsin ca,rinÈ dio. le,gei( ~O qeo.j up̀erhfa,noij avntita,ssetai( tapeinoi/j de. di,dwsin ca,rinÅ
But he giveth more grace. Wherefore he saith, God resisteth the proud, but giveth grace unto the humble.
但他賜更多的恩典；所以經上說：『神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

到於(她)更大的 然而也 他/她/它現在持續給與 到於(她)恩典惠意。 為這個緣故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他)那 (他)神，

在對(他們)驕傲誇顯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對抗地安排定規， 在對(他們)低微降卑的 然而也 他/她/它現在持續給與

到於(她)恩典惠意。

雅 4:7 ùpota,ghte ou=n tw/| qew/|( avnti,sthte de. tw/| diabo,lw| kai. feu,xetai avfV ùmw/n(
Submit yourselves therefore to God. Resist the devil, and he will flee from you.
故此你們要順服神；務要抵擋魔鬼，魔鬼就必離開你們逃跑了。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被使服膺服從 這樣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對立抗拒 然而也 在對(他)那

在對(他)詆辱中傷的[常指魔鬼]，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逃離走避 從那裏離開 從屬你們；
[經文變異RT]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被使服膺服從 這樣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對立抗拒 在對(他)那

在對(他)詆辱中傷的[常指魔鬼]，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逃離走避 從那裏離開 從屬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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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 4:8 evggi,sate tw/| qew/| kai. evggiei/ ùmi/nÅ kaqari,sate cei/raj( am̀artwloi,( kai. àgni,sate kardi,aj( di,yucoiÅ
Draw nigh to God, and he will draw nigh to you. Cleanse your hands, ye sinners; and purify your hearts, ye
double minded.
你們親近神，神就必親近你們。有罪的人哪，要潔淨你們的手。心懷二意的人哪，要清潔你們的心。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靠近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靠近 在對你們。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潔淨

到於(她們)手， 阿,(他們)犯罪的；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使成聖潔 到於(她們)內心， 阿,(他們)心懷二意的。

雅 4:9 talaipwrh,sate kai. penqh,sate kai. klau,sateÅ ò ge,lwj ùmw/n eivj pe,nqoj metatraph,tw kai. h` cara. eivj
kath,feianÅ
Be afflicted, and mourn, and weep: let your laughter be turned to mourning, and your joy to heaviness.
你們要愁苦，悲哀，哭泣；將喜笑變作悲哀，歡樂變作愁悶。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成受苦悽慘，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哀慟，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哭泣哀號； (他)那

(他)喜笑 從屬你們 向內進入 (它)悲慟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被回轉轉換， 並且 (她)那 (她)歡喜快樂 向內進入

到於(她)沉痛悲哀。
[經文變異RT]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成受苦悽慘，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哀慟，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哭泣哀號； (他)那

(他)喜笑 從屬你們 向內進入 (它)悲慟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被翻轉轉換， 並且 (她)那 (她)歡喜快樂 向內進入

到於(她)沉痛悲哀。

雅 4:10 tapeinw,qhte evnw,pion kuri,ou kai. ùyw,sei ùma/jÅ
Humble yourselves in the sight of the Lord, and he shall lift you up.
務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們升高。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被促使成低微降卑 在面前地 從屬(他)主人，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升高 到於你們。
[經文變異RT]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被促使成低微降卑 在面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升高 到於你們。

雅 4:11 Mh. katalalei/te avllh,lwn( avdelfoi,Å ò katalalw/n avdelfou/ h' kri,nwn to.n avdelfo.n auvtou/ katalalei/
no,mou kai. kri,nei no,mon\ eiv de. no,mon kri,neij( ouvk ei= poihth.j no,mou avlla. krith,jÅ
Speak not evil one of another, brethren. He that speaketh evil of his brother, and judgeth his brother, speaketh
evil of the law, and judgeth the law: but if thou judge the law, thou art not a doer of the law, but a judge.
弟兄們，你們不可彼此批評；人若批評弟兄，論斷弟兄，就是批評律法，論斷律法；你若論斷律法，就不是遵行

律法，乃是判斷人的。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誹謗誣蔑 從屬(他們)彼此， 阿,(他們)弟兄； (他)那 (他)現正持續誹謗誣蔑了的

從屬(他)弟兄 甚或/或而 (他)現正持續區別審斷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弟兄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誹謗誣蔑 從屬(他)律法，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區別審斷 到於(他)律法； 若是 然而也

到於(他)律法 你現在持續區別審斷， 不是/不 你現在持續是 (他)行出作成者 從屬(他)律法， 但乃是 (他)審判官。
[經文變異RT]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誹謗誣蔑 從屬(他們)彼此， 阿,(他們)弟兄； (他)那 (他)現正持續誹謗誣蔑了的

從屬(他)弟兄 並且 (他)現正持續區別審斷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弟兄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誹謗誣蔑

從屬(他)律法，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區別審斷 到於(他)律法； 若是 然而也 到於(他)律法 你現在持續區別審斷，

不是/不 你現在持續是 (他)行出作成者 從屬(他)律法， 但乃是 (他)審判官。

雅 4:12 ei-j evstin ÎòÐ nomoqe,thj kai. krith.j ò duna,menoj sw/sai kai. avpole,sai\ su. de. ti,j ei= ò kri,nwn to.n
plhsi,onÈ
There is one lawgiver, who is able to save and to destroy: who art thou that judgest another?
設立律法和判斷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滅人的；你是誰，竟敢論斷別人呢。

(他)一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訂立律法者 並且 (他)審判官， (他)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拯救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毀掉除滅； 你 然而也 (他)任何什麼呢 你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現正持續區別審斷了的 到於(他)那 在鄰近之處地？
[經文變異RT]

(他)一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訂立律法者， (他)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拯救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毀掉除滅； 你 (他)任何什麼呢 你現在持續是， (他)這個 你現在持續區別審斷 到於(他)那

在鄰近之處地？
[經文變異WH]

(他)一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訂立律法者 並且 (他)審判官， (他)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拯救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毀掉除滅； 你 然而也 (他)任何什麼呢 你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現正持續區別審斷了的 到於(他)那 在鄰近之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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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 4:13 :Age nu/n oi` le,gontej( Sh,meron h' au;rion poreuso,meqa eivj th,nde th.n po,lin kai. poih,somen evkei/
evniauto.n kai. evmporeuso,meqa kai. kerdh,somen\
Go to now, ye that say, To day or to morrow we will go into such a city, and continue there a year, and buy and
sell, and get gain:
嗐，你們有話說：今天明天我們要往某城裏去，在那裏住一年，作買賣得利；

你現在就要持續帶領 現在此時地，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今日地 甚或/或而 明日地

我們將要(持續)讓自己行去 向內進入 到於(她)也就是那個 到於(她)那 到於(她)城邑， 並且 我們將要(持續)行出作成

在那裏地 到於(他)年度， 並且 我們將要(持續)讓自己在內行來去買賣， 並且 我們將要(持續)贏取賺得；
[經文變異RT]

你現在就要持續帶領 現在此時地，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今日地 並且 明日地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行去 向內進入 到於(她)也就是那個 到於(她)那 到於(她)城邑， 並且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行出作成 在那裏地 到於(他)年度 到於(他)一個， 並且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在內行來去買賣， 並且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贏取賺得；
[經文變異Scrivener]

你現在就要持續帶領 現在此時地，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今日地 甚或/或而 明日地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行去 向內進入 到於(她)也就是那個 到於(她)那 到於(她)城邑， 並且

我們將要(持續)行出作成 在那裏地 到於(他)年度 到於(他)一個， 並且 我們將要(持續)讓自己在內行來去買賣， 並且

我們將要(持續)贏取賺得；

雅 4:14 oi[tinej ouvk evpi,stasqe to. th/j au;rion poi,a h` zwh. um̀w/n\ avtmi.j ga,r evste h` pro.j ovli,gon fainome,nh(
e;peita kai. avfanizome,nhÅ
Whereas ye know not what shall be on the morrow. For what is your life? It is even a vapour, that appeareth for
a little time, and then vanisheth away.
其實明天如何，你們還不知道。你們的生命是甚麼呢；你們原來是一片雲霧，出現少時就不見了。

(他們)這個任何什麼 不是/不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心思通曉 到於(它)那 從屬(她)那 明日地。 (她)什麼樣呢 (她)那

(她)生命 從屬你們？ (她)蒸氣薄霧 因為 你們現在持續是 (她)那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它)些微少許的

(她)現正持續讓自己/被促為照亮顯明了的， 在其後地 並且 (她)現正持續被使隱蔽消失了的。
[不同標點]

(他們)這個任何什麼 不是/不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心思通曉 到於(它)那 從屬(她)那 明日地 (她)什麼樣呢 (她)那

(她)生命 從屬你們。 (她)蒸氣薄霧 因為 你們現在持續是 (她)那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它)些微少許的

(她)現正持續讓自己/被促為照亮顯明了的， 在其後地 並且 (她)現正持續被使隱蔽消失了的。
[經文變異RT]

(他們)這個任何什麼 不是/不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心思通曉 到於(它)那 從屬(她)那 明日地。 (她)什麼樣呢 因為

(她)那 (她)生命 從屬你們？ (她)蒸氣薄霧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它)些微少許的

(她)現正持續讓自己/被促為照亮顯明了的， 在其後地 然而也 (她)現正持續被使隱蔽消失了的。
[經文變異WH]

(他們)這個任何什麼 不是/不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心思通曉 從屬(她)那 明日地。 (她)什麼樣呢 (她)那 (她)生命

從屬你們？ (她)蒸氣薄霧 因為 你們現在持續是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它)些微少許的

(她)現正持續讓自己/被促為照亮顯明了的， 在其後地 並且 (她)現正持續被使隱蔽消失了的。
[經文變異MT]

(他們)這個任何什麼 不是/不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心思通曉 到於(它)那 從屬(她)那 明日地。 (她)什麼樣呢 因為

(她)那 (她)生命 從屬你們？ (她)蒸氣薄霧 因為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她)那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它)些微少許的

(她)現正持續讓自己/被促為照亮顯明了的， 在其後地 然而也 (她)現正持續被使隱蔽消失了的。

雅 4:15 avnti. tou/ le,gein ùma/j( VEa.n ò ku,rioj qelh,sh| kai. zh,somen kai. poih,somen tou/to h' evkei/noÅ
For that ye ought to say, If the Lord will, we shall live, and do this, or that.
你們只當說：主若願意，我們就可以活著，也可以作這事，或作那事。

相對對應 從屬(它)那 現要去持續道說 到於你們， 但凡若是 (他)那 (他)主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定意， 並且

我們將要(持續)活， 並且 我們將要(持續)行出作成 到於(它)那同一者 甚或/或而 到於(它)在那裏的那個。
[經文變異RT]

相對對應 從屬(它)那 現要去持續道說 到於你們， 但凡若是 (他)那 (他)主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定意， 並且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活， 並且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行出作成 到於(它)那同一者 甚或/或而 到於(它)在那裏的那個。
[經文變異WH]

相對對應 從屬(它)那 現要去持續道說 到於你們， 但凡若是 (他)那 (他)主人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定意， 並且

我們將要(持續)活， 並且 我們將要(持續)行出作成 到於(它)那同一者 甚或/或而 到於(它)在那裏的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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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 4:16 nu/n de. kauca/sqe evn tai/j avlazonei,aij ùmw/n\ pa/sa kau,chsij toiau,th ponhra, evstinÅ
But now ye rejoice in your boastings: all such rejoicing is evil.
現今你們竟以張狂誇口；凡這樣誇口都是惡的。

現在此時地 然而也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誇耀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浮誇狂傲 從屬你們；

(她)所有每一個的 (她)誇耀 (她)那種樣 (她)惡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雅 4:17 eivdo,ti ou=n kalo.n poiei/n kai. mh. poiou/nti( àmarti,a auvtw/| evstinÅ
Therefore to him that knoweth to do good, and doeth it not, to him it is sin.
人若知道行善，卻不去行，這就是他的罪了。

在對(他)現在已經看見察覺了的 這樣 到於(它)美好適當的 現要去持續行出作成 並且 不會/不要

在對(他)現正持續行出作成了的， (她)罪 在對(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雅 5:1 :Age nu/n oi` plou,sioi( klau,sate ovlolu,zontej evpi. tai/j talaipwri,aij ùmw/n tai/j evpercome,naijÅ
Go to now, ye rich men, weep and howl for your miseries that shall come upon you.
嗐，你們這些富足人哪，應當哭泣，號咷，因為將有苦難臨到你們身上。

你現在就要持續帶領 現在此時地， (他們)那些 (他們)具豐滿富足的，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哭泣哀號

(他們)現正持續有嚎咷尖叫了的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悲慘不幸 從屬你們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在上面了的。

雅 5:2 ò plou/toj ùmw/n se,shpen kai. ta. im̀a,tia ùmw/n shto,brwta ge,gonen(
Your riches are corrupted, and your garments are motheaten.
你們的財物壞了，衣服也被蟲子咬了。

(他)那 (他)豐滿富足 從屬你們 他/她/它現在已經朽爛腐壞， 並且 (它們)那些 (它們)衣服 從屬你們

(它們)為蛀蟲衣蛾所咬的 他/她/它現在已經生發成為；

雅 5:3 ò cruso.j ùmw/n kai. ò a;rguroj kati,wtai kai. ò ivo.j auvtw/n eivj martu,rion ùmi/n e;stai kai. fa,getai ta.j
sa,rkaj ùmw/n wj̀ pu/rÅ evqhsauri,sate evn evsca,taij hm̀e,raijÅ
Your gold and silver is cankered; and the rust of them shall be a witness against you, and shall eat your flesh as
it were fire. Ye have heaped treasure together for the last days.
你們的金銀都長了鏽；那鏽要證明你們的不是，又要喫你們的肉，如同火燒。你們在這末世，只知積儹錢財。

(他)那 (他)黃金 從屬你們 並且 (他)那 (他)白銀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向下促使有腐蝕毒害， 並且 (他)那

(他)腐蝕毒害 從屬(他們)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它)見證 在對你們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吃食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肉體 從屬你們 正如地 (它)火； 你們那時(也是)儲蓄積存

在內 在對(她們)最末後的 在對(她們)日子/白日。
[不同標點][不同讀法]

(他)那 (他)黃金 從屬你們 並且 (他)那 (他)白銀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向下促使有腐蝕毒害， 並且 (他)那

(他)腐蝕毒害 從屬(他們)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它)見證 在對你們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吃食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肉體 從屬你們； 正如地 到於(它)火註1

你們那時(也是)儲蓄積存 在內 在對(她們)最末後的 在對(她們)日子/白日。

註1：“(它)火”文法上亦可以為“到於(它)火”。

雅 5:4 ivdou. ò misqo.j tw/n evrgatw/n tw/n avmhsa,ntwn ta.j cw,raj ùmw/n ò avpesterhme,noj avfV ùmw/n kra,zei( kai. aì
boai. tw/n qerisa,ntwn eivj ta. w=ta kuri,ou Sabaw.q eivselhlu,qasinÅ
Behold, the hire of the labourers who have reaped down your fields, which is of you kept back by fraud, crieth:
and the cries of them which have reaped are entered into the ears of the Lord of sabaoth.
工人給你們收割莊稼，你們虧欠他們的工錢；這工錢有聲音呼叫；並且那收割之人的冤聲，已經入了萬軍之主的

耳了。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那 (他)工價報酬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工人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那時(也是)收割了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地域 從屬你們， (他)那 (他)現在已經被剝奪虧負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你們 他/她/它現在持續嘶聲吶喊； 並且 (她們)那些 (她們)呼叫求援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那時(也是)收取莊稼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耳朵 從屬(他)主人 從屬(他們)眾軍

他/她/它們現在已經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經文變異WH]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那 (他)工價報酬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工人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那時(也是)收割了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地域 從屬你們， (他)那

(他)現在已經被從那裏扣留延誤離開了的
註1 從那裏離開 從屬你們 他/她/它現在持續嘶聲吶喊； 並且 (她們)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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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們)呼叫求援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那時(也是)收取莊稼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耳朵

從屬(他)主人 從屬(他們)眾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註1：WH版本為afusterhmenos=(他)現在已經被從那裏扣留延誤離開了的[avfustere,w:Thayer's列在Strong#0650，七十士譯本用於尼

希米記9:20；無確定之字源解釋，中文代表字僅表達約略的意思。]

雅 5:5 evtrufh,sate evpi. th/j gh/j kai. evspatalh,sate( evqre,yate ta.j kardi,aj ùmw/n evn hm̀e,ra| sfagh/j(
Ye have lived in pleasure on the earth, and been wanton; ye have nourished your hearts, as in a day of
slaughter.
你們在世上享美福，好宴樂，當宰殺的日子竟嬌養你們的心。

你們那時(也是)有奢靡放縱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揮霍享樂；

你們那時(也是)滋養強健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內心 從屬你們 在內 在對(她)日子/白日 從屬(她)殺戮屠宰。
[經文變異RT]

你們那時(也是)有奢靡放縱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揮霍享樂；

你們那時(也是)滋養強健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內心 從屬你們 正如地 在內 在對(她)日子/白日

從屬(她)殺戮屠宰。

雅 5:6 katedika,sate( evfoneu,sate to.n di,kaion( ouvk avntita,ssetai ùmi/nÅ
Ye have condemned and killed the just; and he doth not resist you.
你們定了義人的罪，把他殺害，他也不抵擋你們。

你們那時(也是)使有判罪裁定， 你們那時(也是)行謀害凶殺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具公平正義的；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對抗地安排定規 在對你們。
[不同標點][不同讀法]

你們那時(也是)使有判罪裁定， 你們那時(也是)行謀害凶殺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具公平正義的； 豈非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對抗地安排定規 在對你們？

雅 5:7 Makroqumh,sate ou=n( avdelfoi,( e[wj th/j parousi,aj tou/ kuri,ouÅ ivdou. ò gewrgo.j evkde,cetai to.n ti,mion
karpo.n th/j gh/j makroqumw/n evpV auvtw/| e[wj la,bh| pro,i?mon kai. o;yimonÅ
Be patient therefore, brethren, unto the coming of the Lord. Behold, the husbandman waiteth for the precious
fruit of the earth, and hath long patience for it, until he receive the early and latter rain.
弟兄們哪，你們要忍耐，直到主來。看哪，農夫忍耐等候地裏寶貴的出產，直到得了秋雨春雨。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成忍耐寬容 這樣， 阿,(他們)弟兄， 一直直到 從屬(她)那 從屬(她)臨近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那 (他)耕種之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期望等候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具珍貴價值的 到於(他)果實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他)現正持續成忍耐寬容了的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同一者， 一直直到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拿取 到於(他)早的 並且 到於(他)晚的。
[經文變異RT]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成忍耐寬容 這樣， 阿,(他們)弟兄， 一直直到 從屬(她)那 從屬(她)臨近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那 (他)耕種之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期望等候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具珍貴價值的 到於(他)果實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他)現正持續成忍耐寬容了的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同一者， 一直直到 但凡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拿取 到於(他)早的 到於(他)下雨 並且 到於(他)晚的。
[經文變異MT]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成忍耐寬容 這樣， 阿,(他們)弟兄， 一直直到 從屬(她)那 從屬(她)臨近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那 (他)耕種之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期望等候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具珍貴價值的 到於(他)果實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他)現正持續成忍耐寬容了的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同一者， 一直直到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拿取 到於(他)早的 到於(他)下雨 並且 到於(他)晚的。

雅 5:8 makroqumh,sate kai. ùmei/j( sthri,xate ta.j kardi,aj ùmw/n( o[ti h` parousi,a tou/ kuri,ou h;ggikenÅ
Be ye also patient; stablish your hearts: for the coming of the Lord draweth nigh.
你們也當忍耐，堅固你們的心；因為主來的日子近了。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成忍耐寬容 並且 你們；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堅定加固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內心

從屬你們； 是這樣 (她)那 (她)臨近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他/她/它現在已經靠近。

雅 5:9 mh. stena,zete( avdelfoi,( katV avllh,lwn i[na mh. kriqh/te\ ivdou. ò krith.j pro. tw/n qurw/n e[sthkenÅ
Grudge not one against another, brethren, lest ye be condemned: behold, the judge standeth before the door.
弟兄們，你們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審判；看哪，審判的主站在門前了。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歎息， 阿,(他們)弟兄，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他們)彼此， 為要 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被區別審斷；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那 (他)審判官 在前面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門戶 他/她/它現在已經立定站住註1。

註1：“他/她/它現在已經立定站住”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當時持續立定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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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變異RT]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歎息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他們)彼此， 阿,(他們)弟兄， 為要 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被斷定有罪；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那 (他)審判官 在前面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門戶 他/她/它現在已經立定站住。

雅 5:10 ùpo,deigma la,bete( avdelfoi,( th/j kakopaqi,aj kai. th/j makroqumi,aj tou.j profh,taj oi] evla,lhsan evn tw/|
ovno,mati kuri,ouÅ
Take, my brethren, the prophets, who have spoken in the name of the Lord, for an example of suffering
affliction, and of patience.
弟兄們，你們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說話的眾先知，當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樣。

到於(它)典範隱喻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拿取， 阿,(他們)弟兄， 從屬(她)那 從屬(她)經苦受難 並且 從屬(她)那

從屬(她)恆忍耐性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他們)這些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言講說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名字 從屬(他)主人。
[經文變異RT]

到於(它)典範隱喻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拿取 從屬(她)那 從屬(她)經苦受難， 阿,(他們)弟兄 從屬我， 並且 從屬(她)那

從屬(她)恆忍耐性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他們)這些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言講說

在對(它)那 在對(它)名字 從屬(他)主人。
[經文變異MT]

到於(它)典範隱喻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拿取， 阿,(他們)弟兄 從屬我， 從屬(她)那 從屬(她)經苦受難 並且 從屬(她)那

從屬(她)恆忍耐性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他們)這些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言講說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名字 從屬(他)主人。

雅 5:11 ivdou. makari,zomen tou.j ùpomei,nantaj\ th.n ùpomonh.n VIw.b hvkou,sate kai. to. te,loj kuri,ou ei;dete( o[ti
polu,splagcno,j evstin ò ku,rioj kai. oivkti,rmwnÅ
Behold, we count them happy which endure. Ye have heard of the patience of Job, and have seen the end of
the Lord; that the Lord is very pitiful, and of tender mercy.
那先前忍耐的人，我們稱他們是有福的；你們聽見過約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給他的結局，明顯主是滿心憐憫，大

有慈悲。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我們現在持續稱為蒙至高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那時(也是)在底下停留持守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堅忍持守 從屬(他)約伯 你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並且 到於(它)那 到於(它)終結/貨物或旅行之終結稅 從屬(他)主人 你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是這樣

(他)滿有憐慈心腸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主人 並且 (他)有同情憐恤的。
[經文變異RT]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我們現在持續稱為蒙至高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在持續在底下停留持守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堅忍持守 從屬(他)約伯 你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並且 到於(它)那

到於(它)終結/貨物或旅行之終結稅 從屬(他)主人 你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是這樣 (他)滿有憐慈心腸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主人 並且 (他)有同情憐恤的。
[經文變異MT]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我們現在持續稱為蒙至高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在持續在底下停留持守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堅忍持守 從屬(他)約伯 你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並且 到於(它)那

到於(它)終結/貨物或旅行之終結稅 從屬(他)主人 你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是這樣 (他)滿有憐慈心腸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並且 (他)有同情憐恤的。

雅 5:12 Pro. pa,ntwn de,( avdelfoi, mou( mh. ovmnu,ete mh,te to.n ouvrano.n mh,te th.n gh/n mh,te a;llon tina. o[rkon\ h;tw
de. ùmw/n to. Nai. nai. kai. to. Ou' ou;( i[na mh. ùpo. kri,sin pe,shteÅ
But above all things, my brethren, swear not, neither by heaven, neither by the earth, neither by any other oath:
but let your yea be yea; and your nay, nay; lest ye fall into condemnation.
我的弟兄們，最要緊的是不可起誓；不可指著天起誓，也不可指著地起誓，無論何誓都不可起；你們說話，是就

說是，不是就說不是，免得你們落在審判之下。

在前面 從屬(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然而也， 阿,(他們)弟兄 從屬我，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起誓，

並不會/又不會 到於(他)那 到於(他)天空/天， 並不會/又不會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並不會/又不會

到於(他)另外不同的 到於(他)任何什麼 到於(他)誓言制約；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是 然而也 從屬你們 (它)那

誠然為是 誠然為是， 並且 (它)那 不是/不 不是/不； 為要 不會/不要 <在底下>在底下 到於(她)區別審斷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落下墜落。
[經文變異RT]

在前面 從屬(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然而也， 阿,(他們)弟兄 從屬我，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起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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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會/又不會 到於(他)那 到於(他)天空/天， 並不會/又不會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並不會/又不會

到於(他)另外不同的 到於(他)任何什麼 到於(他)誓言制約；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是 然而也 從屬你們 (它)那

誠然為是 誠然為是， 並且 (它)那 不是/不 不是/不； 為要 不會/不要 向內進入

到於(她)作戲假裝[在此可能指字根直接的意思：在底下區別審斷]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落下墜落。

雅 5:13 Kakopaqei/ tij evn ùmi/n( proseuce,sqw\ euvqumei/ tij( yalle,tw\
Is any among you afflicted? let him pray. Is any merry? let him sing psalms.
你們中間有受苦的呢，他就該禱告。有喜樂的呢，他就該歌頌。

他/她/它現在持續承受苦難 (他)任何什麼 在內 在對你們？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祈禱求告。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歡欣振奮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撥弦弄樂。

雅 5:14 avsqenei/ tij evn um̀i/n( proskalesa,sqw tou.j presbute,rouj th/j evkklhsi,aj kai. proseuxa,sqwsan evpV auvto.n
avlei,yantej Îauvto.nÐ evlai,w| evn tw/| ovno,mati tou/ kuri,ouÅ
Is any sick among you? let him call for the elders of the church; and let them pray over him, anointing him with
oil in the name of the Lord:
你們中間有病了的呢，他就該請教會的長老來；他們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為他禱告；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軟弱無力 (他)任何什麼 在內 在對你們？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在前面向著促請召喚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更年長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傳召；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祈禱求告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同一者， (他們)那時(也是)塗抹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在對(它)油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名字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經文變異WH]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軟弱無力 (他)任何什麼 在內 在對你們？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在前面向著促請召喚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更年長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傳召；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祈禱求告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同一者， (他們)那時(也是)塗抹了的 在對(它)油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名字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雅 5:15 kai. h̀ euvch. th/j pi,stewj sw,sei to.n ka,mnonta kai. evgerei/ auvto.n ò ku,rioj\ ka'n àmarti,aj h=| pepoihkw,j(
avfeqh,setai auvtw/|Å
And the prayer of faith shall save the sick, and the Lord shall raise him up; and if he have committed sins, they
shall be forgiven him.
出於信心的祈禱，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來；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

並且 (她)那 (她)祈求許願 從屬(她)那 從屬(她)信 他/她/它將要(持續)拯救 到於(他)那 到於(他)現正持續勞頓疲乏了的，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喚醒起來 到於(他)同一者 (他)那 (他)主人； 且但凡若是 到於(她們)罪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是 (他)現在已經行出作成了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任憑釋放離開 在對(他)同一者。

雅 5:16 evxomologei/sqe ou=n avllh,loij ta.j am̀arti,aj kai. eu;cesqe ùpe.r avllh,lwn o[pwj ivaqh/teÅ polu. ivscu,ei de,hsij
dikai,ou evnergoume,nhÅ
Confess your faults one to another, and pray one for another, that ye may be healed. The effectual fervent
prayer of a righteous man availeth much.
所以你們要彼此認罪，互相代求，使你們可以得醫治。義人祈禱所發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公開完全同意承認 這樣 在對(他們)彼此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罪， 並且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許願祈求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他們)彼此， 這怎樣如何地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被醫好治癒。 到於(它)許多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有強壯大力 (她)自卑乞求 從屬(他)具公平正義的

(她)現正持續讓自己成有功效了的
註1。

註1：“(她)現正持續讓自己成有功效了的”文法上亦可以為“(她)現正持續被成有功效了的”。

[經文變異RT]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公開完全同意承認 在對(他們)彼此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誤差過犯， 並且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許願祈求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他們)彼此， 這怎樣如何地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被醫好治癒。 到於(它)許多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有強壯大力 (她)自卑乞求 從屬(他)具公平正義的

(她)現正持續讓自己成有功效了的。
[經文變異WH]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公開完全同意承認 這樣 在對(他們)彼此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罪， 並且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祈禱求告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他們)彼此， 這怎樣如何地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被醫好治癒。 到於(它)許多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有強壯大力 (她)自卑乞求 從屬(他)具公平正義的

(她)現正持續讓自己成有功效了的。

雅 5:17 VHli,aj a;nqrwpoj h=n òmoiopaqh.j h̀mi/n( kai. proseuch/| proshu,xato tou/ mh. bre,xai( kai. ouvk e;brexen evpi.
th/j gh/j evniautou.j trei/j kai. mh/naj 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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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ias was a man subject to like passions as we are, and he prayed earnestly that it might not rain: and it rained
not on the earth by the space of three years and six months.
以利亞與我們是一樣性情的人，他懇切禱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個月不下在地上。

(他)以利亞 (他)人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同樣相同地經歷承受的 在對我們， 並且 在對(她)求告祈禱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祈禱求告 從屬(它)那 不會/不要 那時(也是)要去降雨淋灑；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降雨淋灑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到於(他們)年度 到於(他們)三個 並且

到於(他們)月 到於(他們)六個；

雅 5:18 kai. pa,lin proshu,xato( kai. ò ouvrano.j ùeto.n e;dwken kai. h̀ gh/ evbla,sthsen to.n karpo.n auvth/jÅ
And he prayed again, and the heaven gave rain, and the earth brought forth her fruit.
他又禱告，天就降下雨來，地也生出土產。

並且 重新又再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祈禱求告， 並且 (他)那 (他)天空/天 到於(他)下雨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並且 (她)那 (她)地土/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長苗生出 到於(他)那 到於(他)果實

從屬(她)同一者。

雅 5:19 VAdelfoi, mou( eva,n tij evn ùmi/n planhqh/| avpo. th/j avlhqei,aj kai. evpistre,yh| tij auvto,n(
Brethren, if any of you do err from the truth, and one convert him;
我的弟兄們，你們中間若有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轉；

阿,(他們)弟兄 從屬我， 但凡若是 (他)任何什麼 在內 在對你們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有迷途錯謬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真情實理，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在上面轉動翻轉 (他)任何什麼 到於(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阿,(他們)弟兄， 但凡若是 (他)任何什麼 在內 在對你們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有迷途錯謬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真情實理，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在上面轉動翻轉 (他)任何什麼 到於(他)同一者，

雅 5:20 ginwske,tw o[ti ò evpistre,yaj àmartwlo.n evk pla,nhj òdou/ auvtou/ sw,sei yuch.n auvtou/ evk qana,tou kai.
kalu,yei plh/qoj am̀artiw/nÅ
Let him know, that he which converteth the sinner from the error of his way shall save a soul from death, and
shall hide a multitude of sins.
這人該知道叫一個罪人從迷路上轉回，便是救一個靈魂不死，並且遮蓋許多的罪。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認識知道 是這樣 (他)那 (他)那時(也是)在上面轉動翻轉了的 到於(他)犯罪的 向外出來

從屬(她)迷途錯謬 從屬(她)道路途徑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拯救 到於(她)生魂意念 從屬(他)同一者

向外出來 從屬(他)死，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遮蓋隱藏 到於(它)聚滿大群 從屬(她們)罪。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認識知道 是這樣 (他)那 (他)那時(也是)在上面轉動翻轉了的 到於(他)犯罪的 向外出來

從屬(她)迷途錯謬 從屬(她)道路途徑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拯救 到於(她)生魂意念 向外出來

從屬(他)死，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遮蓋隱藏 到於(它)聚滿大群 從屬(她們)罪。
[經文變異WH]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認識知道 是這樣 (他)那 (他)那時(也是)在上面轉動翻轉了的 到於(他)犯罪的 向外出來

從屬(她)迷途錯謬 從屬(她)道路途徑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拯救 到於(她)生魂意念 從屬(他)同一者

向外出來 從屬(他)死，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遮蓋隱藏 到於(它)聚滿大群 從屬(她們)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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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前書 // 1 Peter

彼前 1:1 Pe,troj avpo,stoloj VIhsou/ Cristou/ evklektoi/j parepidh,moij diaspora/j Po,ntou( Galati,aj(
Kappadoki,aj( VAsi,aj kai. Biquni,aj(
Peter, an apostle of Jesus Christ, to the strangers scattered throughout Pontus, Galatia, Cappadocia, Asia, and
Bithynia,
耶穌基督的使徒彼得，寫信給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家，亞西亞，庇推尼寄居的；

(他)彼得 (他)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在對(他們)乃挑選的 在對(他們)在民中作客在旁邊的

從屬(她)四散分佈 從屬(他)本都， 從屬(她)加拉太， 從屬(她)多帕多家， 從屬(她)亞細亞 並且 從屬(她)庇推尼，

彼前 1:2 kata. pro,gnwsin qeou/ patro.j evn àgiasmw/| pneu,matoj eivj ùpakoh.n kai. ràntismo.n ai[matoj VIhsou/
Cristou/( ca,rij ùmi/n kai. eivrh,nh plhqunqei,hÅ
Elect according to the foreknowledge of God the Father, through sanctification of the Spirit, unto obedience and
sprinkling of the blood of Jesus Christ: Grace unto you, and peace, be multiplied.
就是照父神的先見被揀選，藉著聖靈得成聖潔，以致順服耶穌基督，又蒙他血所灑的人；願恩惠平安，多多的加

給你們。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預先認識知道 從屬(他)神 從屬(他)父親 在內 在對(他)使成聖 從屬(它)靈/風 向內進入

到於(她)聽從順服 並且 到於(他)使成乃噴撒灑遍 從屬(它)血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她)恩典惠意 在對你們

並且 (她)和平安寧 他/她/它那時(也是)可以被增添。

彼前 1:3 Euvloghto.j ò qeo.j kai. path.r tou/ kuri,ou hm̀w/n VIhsou/ Cristou/( ò kata. to. polu. auvtou/ e;leoj
avnagennh,saj hm̀a/j eivj evlpi,da zw/san diV avnasta,sewj VIhsou/ Cristou/ evk nekrw/n(
Blessed be the God and Father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which according to his abundant mercy hath begotten
us again unto a lively hope by the resurrection of Jesus Christ from the dead,
願頌讚歸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憐憫，藉耶穌基督從死裏復活，重生了我們，叫我們有活潑

的盼望，

(他)可祝福稱讚的 (他)那 (他)神 並且 (他)父親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我們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他)那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那 到於(它)許多的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它)憐憫慈悲

(他)那時(也是)再向上生發成為族類了的 到於我們 向內進入 到於(她)期盼指望 到於(她)現正持續活了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再站立起來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死掉的，

彼前 1:4 eivj klhronomi,an a;fqarton kai. avmi,anton kai. avma,ranton( tethrhme,nhn evn ouvranoi/j eivj ùma/j
To an inheritance incorruptible, and undefiled, and that fadeth not away, reserved in heaven for you,
可以得著不能朽壞，不能玷污，不能衰殘，為你們存留在天上的基業。

向內進入 到於(她)產業繼承 到於(她)不會腐朽敗壞的 並且 到於(她)乃不沾染玷污的 並且

到於(她)不能促為熄滅衰殘的， 到於(她)現在已經被行看護守衛了的 在內 在對(他們)天空/天 向內進入 到於你們，
[經文變異RT]

向內進入 到於(她)產業繼承 到於(她)不會腐朽敗壞的 並且 到於(她)乃不沾染玷污的 並且

到於(她)不能促為熄滅衰殘的， 到於(她)現在已經被行看護守衛了的 在內 在對(他們)天空/天 向內進入 到於我們，

彼前 1:5 tou.j evn duna,mei qeou/ frouroume,nouj dia. pi,stewj eivj swthri,an et̀oi,mhn avpokalufqh/nai evn kairw/|
evsca,tw|Å
Who are kept by the power of God through faith unto salvation ready to be revealed in the last time.
你們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著所預備，到末世要顯現的救恩。

到於(他們)那些 在內 在對(她)能力權能 從屬(他)神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被行預為看管監視了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信 向內進入 到於(她)拯救 到於(她)妥切齊備的 那時(也是)要去被啟示揭露 在內 在對(他)場合時節

在對(他)最末後的；

彼前 1:6 evn w-| avgallia/sqe( ovli,gon a;rti eiv de,on Îevsti.nÐ luphqe,ntej evn poiki,loij peirasmoi/j(
Wherein ye greatly rejoice, though now for a season, if need be, ye are in heaviness through manifold
temptations:
因此，你們是大有喜樂，但如今，在百般的試煉中暫時憂愁；

在內 在對(他)這個註1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踴躍歡騰註2， 到於(它)些微少許的 現今地， 若是

(它)現正持續成固定必須了的[非人稱用法]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們)那時(也是)被致憂傷愁苦了的 在內

在對(他們)各色各樣的 在對(他們)試探試煉；

註1：“在對(他)這個”文法上亦可以為“在對(它)這個”。

註2：“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踴躍歡騰”文法上亦可以為“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踴躍歡騰”。

[經文變異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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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內 在對(他)這個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踴躍歡騰， 到於(它)些微少許的 現今地， 若是

(它)現正持續成固定必須了的[非人稱用法]， (他們)那時(也是)被致憂傷愁苦了的 在內 在對(他們)各色各樣的

在對(他們)試探試煉；

彼前 1:7 i[na to. doki,mion ùmw/n th/j pi,stewj polutimo,teron crusi,ou tou/ avpollume,nou dia. puro.j de.
dokimazome,nou( eùreqh/| eivj e;painon kai. do,xan kai. timh.n evn avpokalu,yei VIhsou/ Cristou/\
That the trial of your faith, being much more precious than of gold that perisheth, though it be tried with fire,
might be found unto praise and honour and glory at the appearing of Jesus Christ:
叫你們的信心既被試驗，就比那被火試驗，仍然能壞的金子，更顯寶貴；可以在耶穌基督顯現的時候，得著稱讚

，榮耀，尊貴。

為要 (它)那 (它)測驗證實 從屬你們 從屬(她)那 從屬(她)信 (它)更價值極貴的 從屬(它)金子 從屬(它)那

從屬(它)現正持續讓自己毀掉除滅了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火 然而也 從屬(它)現正持續被查驗證實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找到尋見 向內進入 到於(他)稱揚嘉許 並且 到於(她)榮耀 並且 到於(她)珍貴價值 在內

在對(她)啟示揭露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經文變異RT]

為要 (它)那 (它)測驗證實 從屬你們 從屬(她)那 從屬(她)信 (它)許多的 (它)更具珍貴價值的 從屬(它)金子 從屬(它)那

從屬(它)現正持續讓自己毀掉除滅了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火 然而也 從屬(它)現正持續被查驗證實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找到尋見 向內進入 到於(他)稱揚嘉許 並且 到於(她)珍貴價值 並且 到於(她)榮耀 在內

在對(她)啟示揭露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彼前 1:8 o]n ouvk ivdo,ntej avgapa/te( eivj o]n a;rti mh. òrw/ntej pisteu,ontej de. avgallia/sqe cara/| avneklalh,tw| kai.
dedoxasme,nh|
Whom having not seen, ye love; in whom, though now ye see him not, yet believing, ye rejoice with joy
unspeakable and full of glory:
你們雖然沒有見過他，卻是愛他；如今雖不得看見，卻因信他就有說不出來，滿有榮光的大喜樂；

到於(他)這個 不是/不 (他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你們現在持續愛註1； 向內進入 到於(他)這個 現今地 不會/不要

(他們)現正持續看見清楚了的， (他們)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然而也，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踴躍歡騰註2

在對(她)歡喜快樂 在對(她)不能以言語表達出來的 並且 在對(她)現在已經被歸榮耀了的，

註1：“你們現在持續愛”文法上亦可以為“你們現在就要持續愛”。

註2：“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踴躍歡騰”文法上亦可以為“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踴躍歡騰”。

[經文變異WH]

到於(他)這個 不是/不 (他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你們現在持續愛； 向內進入 到於(他)這個 現今地 不會/不要

(他們)現正持續看見清楚了的， (他們)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然而也， 你們現在持續踴躍歡騰[文法代碼不確定]

在對(她)歡喜快樂 在對(她)不能以言語表達出來的 並且 在對(她)現在已經被歸榮耀了的，

彼前 1:9 komizo,menoi to. te,loj th/j pi,stewj Îùmw/nÐ swthri,an yucw/nÅ
Receiving the end of your faith, even the salvation of your souls.
並且得著你們信心的果效，就是靈魂的救恩。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提取照理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終結/貨物或旅行之終結稅 從屬(她)那 從屬(她)信 從屬你們

到於(她)拯救 從屬(她們)生魂意念。
[經文變異WH]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提取照理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終結/貨物或旅行之終結稅 從屬(她)那 從屬(她)信 到於(她)拯救

從屬(她們)生魂意念。

彼前 1:10 Peri. h-j swthri,aj evxezh,thsan kai. evxhrau,nhsan profh/tai oi` peri. th/j eivj ùma/j ca,ritoj
profhteu,santej(
Of which salvation the prophets have inquired and searched diligently, who prophesied of the grace that should
come unto you:
論到這救恩，那預先說你們要得恩典的眾先知，早已詳細的尋求考察；

<在周圍>關於 從屬(她)這個 從屬(她)拯救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外探索尋求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外詢求查考

(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他們)那些 <在周圍>關於 從屬(她)那 向內進入 到於你們 從屬(她)恩典惠意

(他們)那時(也是)行在前面宣稱傳講了的，

彼前 1:11 evraunw/ntej eivj ti,na h' poi/on kairo.n evdh,lou to. evn auvtoi/j pneu/ma Cristou/ promarturo,menon ta. eivj
Cristo.n paqh,mata kai. ta.j meta. tau/ta do,xajÅ
Searching what, or what manner of time the Spirit of Christ which was in them did signify, when it testified
beforehand the sufferings of Christ, and the glory that should follow.
就是考察在他們心裏基督的靈，預先證明基督受苦難，後來得榮耀，是指著甚麼時候，並怎樣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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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現正持續詢求查考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任何什麼呢 甚或/或而 到於(他)什麼樣呢 到於(他)場合時節

他/她/它當時持續促使為清晰明顯 (它)那 在內 在對(他們)同一者 (它)靈/風 從屬(他)基督，

(它)現正持續讓自己/被預先成見證人了的 到於(它們)那些 向內進入 到於(他)基督 到於(它們)所經歷承受 並且

到於(她們)那些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到於(她們)榮耀。

彼前 1:12 oi-j avpekalu,fqh o[ti ouvc eàutoi/j ùmi/n de. dihko,noun auvta,( a] nu/n avnhgge,lh ùmi/n dia. tw/n
euvaggelisame,nwn ùma/j ÎevnÐ pneu,mati àgi,w| avpostale,nti avpV ouvranou/( eivj a] evpiqumou/sin a;ggeloi paraku,yaiÅ
Unto whom it was revealed, that not unto themselves, but unto us they did minister the things, which are now
reported unto you by them that have preached the gospel unto you with the Holy Ghost sent down from heaven;
which things the angels desire to look into.
他們得了啟示，知道他們所傳講的一切事，〔傳講原文作服事〕不是為自己，乃是為你們；那靠著從天上差來的

聖靈，傳福音給你們的人，現在將這些事報給你們；天使也願意詳細察看這些事。

在對(他們)這些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啟示揭露， 是這樣 不是/不 在對(他們)同一者自己， 在對你們 然而也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行服事 到於(它們)同一者， 到於(它們)這些個 現在此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向上報信通告

在對你們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傳福音佳訊了的 到於你們 在內 在對(它)靈/風

在對(它)聖的 在對(它)那時(也是)被分派差遣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天空/天；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熱戀愛慕 (他們)使者 那時(也是)要去彎腰屈身察看。
[經文變異RT]

在對(他們)這些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啟示揭露， 是這樣 不是/不 在對(他們)同一者自己， 在對我們 然而也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行服事 到於(它們)同一者， 到於(它們)這些個 現在此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向上報信通告

在對你們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傳福音佳訊了的 到於你們 在內 在對(它)靈/風

在對(它)聖的 在對(它)那時(也是)被分派差遣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天空/天；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熱戀愛慕 (他們)使者 那時(也是)要去彎腰屈身察看。
[經文變異WH]

在對(他們)這些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啟示揭露， 是這樣 不是/不 在對(他們)同一者自己， 在對你們 然而也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行服事 到於(它們)同一者， 到於(它們)這些個 現在此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向上報信通告

在對你們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傳福音佳訊了的 到於你們 在對(它)靈/風

在對(它)聖的 在對(它)那時(也是)被分派差遣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天空/天；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熱戀愛慕 (他們)使者 那時(也是)要去彎腰屈身察看。

彼前 1:13 Dio. avnazwsa,menoi ta.j ovsfu,aj th/j dianoi,aj ùmw/n nh,fontej telei,wj evlpi,sate evpi. th.n ferome,nhn
um̀i/n ca,rin evn avpokalu,yei VIhsou/ Cristou/Å
Wherefore gird up the loins of your mind, be sober, and hope to the end for the grace that is to be brought unto
you at the revelation of Jesus Christ;
所以要約束你們的心，〔原文作束上你們心中的腰〕謹慎自守，專心盼望耶穌基督顯現的時候所帶來給你們的恩

。

為這個緣故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再向上束帶子了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腹腰 從屬(她)那 從屬(她)悟性心思

從屬你們， (他們)現正持續清醒謹慎了的 完滿成全地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有期盼指望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現正持續被負載攜帶了的 在對你們 到於(她)恩典惠意 在內 在對(她)啟示揭露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彼前 1:14 wj̀ te,kna ùpakoh/j mh. suschmatizo,menoi tai/j pro,teron evn th/| avgnoi,a| ùmw/n evpiqumi,aij
As obedient children, not fashioning yourselves according to the former lusts in your ignorance:
你們既作順命的兒女，就不要效法從前蒙昧無知的時候，那放縱私慾的樣子。

正如地 (它們)孩子 從屬(她)聽從順服， 不會/不要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依照順應了的 在對(她們)那些 更先前地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無知不懂 從屬你們 在對(她們)渴想慕戀，

彼前 1:15 avlla. kata. to.n kale,santa ùma/j a[gion kai. auvtoi. a[gioi evn pa,sh| avnastrofh/| genh,qhte(
But as he which hath called you is holy, so be ye holy in all manner of conversation;
那召你們的既是聖潔，你們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聖潔；

但乃是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那 到於(他)那時(也是)促請召喚了的 到於你們 到於(他)聖的 並且 (他們)同一者

(他們)聖的 在內 在對(她)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她)行止為人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被生發成為；

彼前 1:16 dio,ti ge,graptai Îo[tiÐ {Agioi e;sesqe( o[ti evgw. a[gioj ÎeivmiÐÅ
Because it is written, Be ye holy; for I am holy.
因為經上記著說：『你們要聖潔，因為我是聖潔的。』

為是這樣之緣故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是這樣 (他們)聖的 你們將要(持續)是； 是這樣 我 (他)聖的

我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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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是這樣之緣故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他們)聖的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生發成為； 是這樣 我

(他)聖的 我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WH]

為是這樣之緣故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是這樣 (他們)聖的 你們將要(持續)是； 是這樣 我 (他)聖的 。

彼前 1:17 Kai. eiv pate,ra evpikalei/sqe to.n avproswpolh,mptwj kri,nonta kata. to. ek̀a,stou e;rgon( evn fo,bw| to.n th/j
paroiki,aj ùmw/n cro,non avnastra,fhte(
And if ye call on the Father, who without respect of persons judgeth according to every man's work, pass the
time of your sojourning here in fear:
你們既稱那不偏待人，按各人行為審判人的主為父，就當存敬畏的心，度你們在世寄居的日子；

並且 若是 到於(他)父親 你們現在持續讓自己召告稱呼 到於(他)那 乃不以貌偏待人地 到於(他)現正持續區別審斷了的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那 從屬(他)各個的 到於(它)工作， 在內 在對(他)畏懼害怕 到於(他)那 從屬(她)那

從屬(她)客住僑居 從屬你們 到於(他)時段期間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被翻轉折返/往返行事，

彼前 1:18 eivdo,tej o[ti ouv fqartoi/j( avrguri,w| h' crusi,w|( evlutrw,qhte evk th/j matai,aj ùmw/n avnastrofh/j
patroparado,tou
Forasmuch as ye know that ye were not redeemed with corruptible things, as silver and gold, from your vain
conversation received by tradition from your fathers;
知道你們得贖，脫去你們祖宗所傳流虛妄的行為，不是憑著能壞的金銀等物；

(他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了的 是這樣 不是/不 在對(它們)會腐朽敗壞的 在對(它)銀錢 甚或/或而 在對(它)金子

你們那時(也是)被救贖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虛妄無益的 從屬你們 從屬(她)行止為人

從屬(她)乃父親祖宗交付的；

彼前 1:19 avlla. timi,w| ai[mati wj̀ avmnou/ avmw,mou kai. avspi,lou Cristou/(
But with the precious blood of Christ, as of a lamb without blemish and without spot:
乃是憑著基督的寶血，如同無瑕疵無玷污的羔羊之血；

但乃是 在對(它)具珍貴價值的 在對(它)血， 正如地 從屬(他)羔羊 從屬(他)沒有污點瑕疵的 並且

從屬(他)沒有污染玷辱的， 從屬(他)基督；

彼前 1:20 proegnwsme,nou me.n pro. katabolh/j ko,smou fanerwqe,ntoj de. evpV evsca,tou tw/n cro,nwn diV ùma/j
Who verily was foreordained before the foundation of the world, but was manifest in these last times for you,
基督在創世以前，是預先被神知道的，卻在這末世，纔為你們顯現；

從屬(他)現在已經被預先認識知道了的 的確 在前面 從屬(她)投置奠基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從屬(他)那時(也是)被促使成促為照亮顯明了的 然而也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他)最末後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時段期間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你們，
[經文變異RT]

從屬(他)現在已經被預先認識知道了的 的確 在前面 從屬(她)投置奠基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從屬(他)那時(也是)被促使成促為照亮顯明了的 然而也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他們)最末後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時段期間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你們，

彼前 1:21 tou.j diV auvtou/ pistou.j eivj qeo.n to.n evgei,ranta auvto.n evk nekrw/n kai. do,xan auvtw/| do,nta( w[ste th.n
pi,stin ùmw/n kai. evlpi,da ei=nai eivj qeo,nÅ
Who by him do believe in God, that raised him up from the dead, and gave him glory; that your faith and hope
might be in God.
你們也因著他，信那叫他從死裏復活，又給他榮耀的神，叫你們的信心，和盼望，都在於神。

到於(他們)那些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他們)誠且信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神 到於(他)那

到於(他)那時(也是)喚醒起來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死掉的 並且 到於(她)榮耀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他)那時(也是)給與了的； 以致 到於(她)那 到於(她)信 從屬你們 並且 到於(她)期盼指望 現要去持續是 向內進入

到於(他)神。
[經文變異RT]

到於(他們)那些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神 到於(他)那

到於(他)那時(也是)喚醒起來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死掉的 並且 到於(她)榮耀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他)那時(也是)給與了的； 以致 到於(她)那 到於(她)信 從屬你們 並且 到於(她)期盼指望 現要去持續是 向內進入

到於(他)神。

彼前 1:22 Ta.j yuca.j ùmw/n h̀gniko,tej evn th/| ùpakoh/| th/j avlhqei,aj eivj filadelfi,an avnupo,kriton( evk Îkaqara/jÐ
kardi,aj avllh,louj avgaph,sate evktenw/j
Seeing ye have purified your souls in obeying the truth through the Spirit unto unfeigned love of the brethren,
see that ye love one another with a pure heart ferve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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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既因順從真理，潔淨了自己的心，以致愛弟兄沒有虛假，就當從心裏彼此切實相愛；〔從心裏有古卷作從清

潔的心〕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生魂意念 從屬你們 (他們)現在已經使成聖潔了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聽從順服

從屬(她)那 從屬(她)真情實理 向內進入 到於(她)兄弟之友愛 到於(她)不會作戲假裝的， 向外出來

從屬(她)乾淨純潔的 從屬(她)內心 到於(他們)彼此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愛 專心熱切地，
[經文變異RT]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生魂意念 從屬你們 (他們)現在已經使成聖潔了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聽從順服

從屬(她)那 從屬(她)真情實理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靈/風 向內進入 到於(她)兄弟之友愛

到於(她)不會作戲假裝的， 向外出來 從屬(她)乾淨純潔的 從屬(她)內心 到於(他們)彼此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愛

專心熱切地，
[經文變異WH]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生魂意念 從屬你們 (他們)現在已經使成聖潔了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聽從順服

從屬(她)那 從屬(她)真情實理 向內進入 到於(她)兄弟之友愛 到於(她)不會作戲假裝的， 向外出來 從屬(她)內心

到於(他們)彼此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愛 專心熱切地，

彼前 1:23 avnagegennhme,noi ouvk evk spora/j fqarth/j avlla. avfqa,rtou dia. lo,gou zw/ntoj qeou/ kai. me,nontojÅ
Being born again, not of corruptible seed, but of incorruptible, by the word of God, which liveth and abideth for
ever.
你們蒙了重生，不是由於能壞的種子，乃是由於不能壞的種子，是藉著神活潑常存的道。

(他們)現在已經被再向上生發成為族類了的
註1 不是/不 向外出來 從屬(她)播種出身 從屬(她)會腐朽敗壞的， 但乃是

從屬(她)不會腐朽敗壞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現正持續活了的 從屬(他)神 並且

從屬(他)現正持續停留持守了的；

註1：“(他們)現在已經被再向上生發成為族類了的”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們)現正持續被再向上生發成為族類了的”。

[經文變異RT]

(他們)現在已經被再向上生發成為族類了的 不是/不 向外出來 從屬(她)播種出身 從屬(她)會腐朽敗壞的， 但乃是

從屬(她)不會腐朽敗壞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現正持續活了的 從屬(他)神 並且

從屬(他)現正持續停留持守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世紀時代。

彼前 1:24 dio,ti pa/sa sa.rx ẁj co,rtoj kai. pa/sa do,xa auvth/j ẁj a;nqoj co,rtou\ evxhra,nqh ò co,rtoj kai. to. a;nqoj
evxe,pesen\
For all flesh is as grass, and all the glory of man as the flower of grass. The grass withereth, and the flower
thereof falleth away:
因為『凡有血氣的，盡都如草，他的美榮，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乾，花必凋謝；

為是這樣之緣故 (她)所有每一個的 (她)肉體 正如地 (他)草場禾草， 並且 (她)所有每一個的 (她)榮耀

從屬(她)同一者 正如地 (它)花朵 從屬(他)草場禾草；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促為枯乾 (他)那 (他)草場禾草， 並且

(它)那 (它)花朵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落下墜落；
[經文變異RT]

為是這樣之緣故 (她)所有每一個的 (她)肉體 正如地 (他)草場禾草， 並且 (她)所有每一個的 (她)榮耀 從屬(他)人

正如地 (它)花朵 從屬(他)草場禾草；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促為枯乾 (他)那 (他)草場禾草， 並且 (它)那 (它)花朵

從屬(他)同一者註1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落下墜落；

註1：“從屬(他)同一者”文法上亦可以為“在同一處地”。

彼前 1:25 to. de. rh̀/ma kuri,ou me,nei eivj to.n aivw/naÅ tou/to de, evstin to. r̀h/ma to. euvaggelisqe.n eivj ùma/jÅ
But the word of the Lord endureth for ever. And this is the word which by the gospel is preached unto you.
惟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傳給你們的福音就是這道。

(它)那 然而也 (它)所發表言說 從屬(他)主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停留持守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世紀時代。

(它)那同一者 然而也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那 (它)所發表言說 (它)那 (它)那時(也是)被傳福音佳訊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你們。

彼前 2:1 VApoqe,menoi ou=n pa/san kaki,an kai. pa,nta do,lon kai. ùpokri,seij kai. fqo,nouj kai. pa,saj katalalia,j(
Wherefore laying aside all malice, and all guile, and hypocrisies, and envies, and all evil speakings,
所以你們既除去一切的惡毒，〔或作陰毒〕詭詐，並假善，嫉妒，和一切毀謗的話，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置開移掉了的 這樣 到於(她)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惡劣不好 並且 到於(他)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餌誘詭詐 並且 到於(她們)作戲假裝 並且 到於(他們)惡意嫉妒 並且 到於(她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們)誣蔑誹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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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變異WH]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置開移掉了的 這樣 到於(她)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惡劣不好 並且 到於(他)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餌誘詭詐 並且 到於(她)作戲假裝 並且 到於(他們)惡意嫉妒 並且 到於(她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們)誣蔑誹謗，

彼前 2:2 wj̀ avrtige,nnhta bre,fh to. logiko.n a;dolon ga,la evpipoqh,sate( i[na evn auvtw/| auvxhqh/te eivj swthri,an(
As newborn babes, desire the sincere milk of the word, that ye may grow thereby:
就要愛慕那純淨的靈奶，像纔生的嬰孩愛慕奶一樣，叫你們因此漸長，以致得救；

正如地 (它們)為剛剛生發成為族類的 (它們)嬰兒，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合乎道理話語的 到於(它)沒有餌誘詭詐的

到於(它)奶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在上面渴望想念， 為要 在內 在對(它)同一者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被成長變大

向內進入 到於(她)拯救；
[經文變異RT]

正如地 (它們)為剛剛生發成為族類的 (它們)嬰兒，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合乎道理話語的 到於(它)沒有餌誘詭詐的

到於(它)奶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在上面渴望想念， 為要 在內 在對(它)同一者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被成長變大 ；

彼前 2:3 eiv evgeu,sasqe o[ti crhsto.j ò ku,riojÅ
If so be ye have tasted that the Lord is gracious.
你們若嘗過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

若是 你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品嘗 是這樣 (他)合宜恩慈的 (他)那 (他)主人。
[經文變異RT]

若是甚至 你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品嘗 是這樣 (他)合宜恩慈的 (他)那 (他)主人。

彼前 2:4 pro.j o]n proserco,menoi li,qon zw/nta ùpo. avnqrw,pwn me.n avpodedokimasme,non para. de. qew/| evklekto.n
e;ntimon(
To whom coming, as unto a living stone, disallowed indeed of men, but chosen of God, and precious,
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棄的，卻是被神所揀選所寶貴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這個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了的， 到於(他)石頭

到於(他)現正持續活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們)人 的確 到於(他)現在已經被查驗而否決了的， <在旁邊>在旁邊

然而也 在對(他)神 到於(他)乃挑選的 到於(他)價值寶貴的，

彼前 2:5 kai. auvtoi. wj̀ li,qoi zw/ntej oivkodomei/sqe oi=koj pneumatiko.j eivj ièra,teuma a[gion avnene,gkai
pneumatika.j qusi,aj euvprosde,ktouj Îtw/|Ð qew/| dia. VIhsou/ Cristou/Å
Ye also, as lively stones, are built up a spiritual house, an holy priesthood, to offer up spiritual sacrifices,
acceptable to God by Jesus Christ.
你們來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為靈宮，作聖潔的祭司，藉著耶穌基督奉獻神所悅納的靈祭。

並且 (他們)同一者 正如地 (他們)石頭 (他們)現正持續活了的 你們現在持續被營建修造註1
(他)住處家室 (他)屬靈的

向內進入 到於(它)祭司之團會 到於(它)聖的， 那時(也是)要去向上負載攜帶 到於(她們)屬靈的 到於(她們)犧牲祭物

到於(她們)可悅納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註1：“你們現在持續被營建修造”文法上亦可以為“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被營建修造”。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們)同一者 正如地 (他們)石頭 (他們)現正持續活了的 你們現在持續被營建修造 (他)住處家室 (他)屬靈的

到於(它)祭司之團會 到於(它)聖的， 那時(也是)要去向上負載攜帶 到於(她們)屬靈的 到於(她們)犧牲祭物

到於(她們)可悅納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經文變異WH]

並且 (他們)同一者 正如地 (他們)石頭 (他們)現正持續活了的 你們現在持續被營建修造 (他)住處家室 (他)屬靈的

向內進入 到於(它)祭司之團會 到於(它)聖的， 那時(也是)要去向上負載攜帶 到於(她們)屬靈的 到於(她們)犧牲祭物

到於(她們)可悅納的 在對(他)神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彼前 2:6 dio,ti perie,cei evn grafh/|( VIdou. ti,qhmi evn Siw.n li,qon avkrogwniai/on evklekto.n e;ntimon kai. ò pisteu,wn
evpV auvtw/| ouv mh. kataiscunqh/|Å
Wherefore also it is contained in the scripture, Behold, I lay in Sion a chief corner stone, elect, precious: and he
that believeth on him shall not be confounded.
因為經上說：『看哪，我把所揀選所寶貴的房角石，安放在錫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於羞愧。』

為是這樣之緣故 他/她/它現在持續包入含有 在內 在對(她)經文，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我現在持續置放擺設 在內 在對(她)錫安 到於(他)石頭 到於(他)房角的 到於(他)乃挑選的 到於(他)價值寶貴的； 並且

(他)那 (他)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同一者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向下挑起羞辱感。
[經文變異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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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這個緣故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包入含有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經文，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我現在持續置放擺設 在內 在對(她)錫安 到於(他)石頭 到於(他)房角的 到於(他)乃挑選的 到於(他)價值寶貴的； 並且

(他)那 (他)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同一者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向下挑起羞辱感。
[經文變異WH]

為是這樣之緣故 他/她/它現在持續包入含有 在內 在對(她)經文，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我現在持續置放擺設 在內 在對(她)錫安 到於(他)石頭 到於(他)乃挑選的 到於(他)房角的 到於(他)價值寶貴的； 並且

(他)那 (他)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同一者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向下挑起羞辱感。

彼前 2:7 um̀i/n ou=n h` timh. toi/j pisteu,ousin( avpistou/sin de. li,qoj o]n avpedoki,masan oì oivkodomou/ntej( ou-toj
evgenh,qh eivj kefalh.n gwni,aj
Unto you therefore which believe he is precious: but unto them which be disobedient, the stone which the
builders disallowed, the same is made the head of the corner,
所以他在你們信的人就為寶貴，在那不信的人有話說：『匠人所棄的石頭，已作了房角的頭塊石頭。』

在對你們 這樣 (她)那 (她)珍貴價值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缺誠不信了的 然而也， (他)石頭 到於(他)這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查驗而否決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營建修造了的，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發成為 向內進入 到於(她)頭 從屬(她)基角角落；
[經文變異RT]

在對你們 這樣 (她)那 (她)珍貴價值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成頑固不信了的 然而也， (他)石頭 到於(他)這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查驗而否決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營建修造了的，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發成為 向內進入 到於(她)頭 從屬(她)基角角落；

彼前 2:8 kai. li,qoj prosko,mmatoj kai. pe,tra skanda,lou\ oi] prosko,ptousin tw/| lo,gw| avpeiqou/ntej eivj o] kai.
evte,qhsanÅ
And a stone of stumbling, and a rock of offence, even to them which stumble at the word, being disobedient:
whereunto also they were appointed.
又說：『作了絆腳的石頭，跌人的磐石。』他們既不順從，就在道理上絆跌；〔或作他們絆跌都因不順從道理〕

他們這樣絆跌也是預定的。

並且， (他)石頭 從屬(它)絆腳物 並且 (她)磐石 從屬(它)機關陷阱； (他們)這些個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撞擊絆跌

在對(他)那 在對(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他們)現正持續成頑固不信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它)這個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置放擺設。

彼前 2:9 ~Umei/j de. ge,noj evklekto,n( basi,leion ìera,teuma( e;qnoj a[gion( lao.j eivj peripoi,hsin( o[pwj ta.j avreta.j
evxaggei,lhte tou/ evk sko,touj ùma/j kale,santoj eivj to. qaumasto.n auvtou/ fw/j\
But ye are a chosen generation, a royal priesthood, an holy nation, a peculiar people; that ye should shew forth
the praises of him who hath called you out of darkness into his marvellous light:
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是屬神的子民，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

妙光明者的美德。

你們 然而也 (它)族類 (它)乃挑選的， (它)具君王的 (它)祭司之團會， (它)種族邦國 (它)聖的， (他)人民百姓

向內進入 到於(她)獲取得到； 這怎樣如何地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優質美德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向外報信通告

從屬(他)那 向外出來 從屬(它)黑暗 到於你們 從屬(他)那時(也是)促請召喚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乃希奇的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它)光明；

彼前 2:10 oi[ pote ouv lao.j nu/n de. lao.j qeou/( oì ouvk hvlehme,noi nu/n de. evlehqe,ntejÅ
Which in time past were not a people, but are now the people of God: which had not obtained mercy, but now
have obtained mercy.
你們從前算不得子民，現在卻作了神的子民；從前未曾蒙憐恤，現在卻蒙了憐恤。

(他們)這些個 在那個時候 不是/不 (他)人民百姓， 現在此時地 然而也 (他)人民百姓 從屬(他)神； (他們)那些

不是/不 (他們)現在已經被發憐憫慈悲了的， 現在此時地 然而也 (他們)那時(也是)被發憐憫慈悲了的。
[不同讀法]

(他們)那些註1 在那個時候 不是/不 (他)人民百姓， 現在此時地 然而也 (他)人民百姓 從屬(他)神； (他們)那些

不是/不 (他們)現在已經被發憐憫慈悲了的， 現在此時地 然而也 (他們)那時(也是)被發憐憫慈悲了的。

註1：“(他們)這些個”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們)那些”[字形相同,意義不同]。

彼前 2:11 VAgaphtoi,( parakalw/ ẁj paroi,kouj kai. parepidh,mouj avpe,cesqai tw/n sarkikw/n evpiqumiw/n ai[tinej
strateu,ontai kata. th/j yuch/j\
Dearly beloved, I beseech you as strangers and pilgrims, abstain from fleshly lusts, which war against the so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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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弟兄阿，你們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勸你們要禁戒肉體的私慾；這私慾是與靈魂爭戰的。

阿,(他們)蒙愛的， 我現在持續勸勉請求 正如地 到於(他們)客住寄居的 並且 到於(他們)在民中作客在旁邊的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遠離禁戒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屬肉體的 從屬(她們)渴想慕戀， (她們)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行軍作戰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她)那 從屬(她)生魂意念；

彼前 2:12 th.n avnastrofh.n um̀w/n evn toi/j e;qnesin e;contej kalh,n( i[na( evn w-| katalalou/sin ùmw/n ẁj kakopoiw/n
evk tw/n kalw/n e;rgwn evpopteu,ontej doxa,swsin to.n qeo.n evn hm̀e,ra| evpiskoph/jÅ
Having your conversation honest among the Gentiles: that, whereas they speak against you as evildoers, they
may by your good works, which they shall behold, glorify God in the day of visitation.
你們在外邦人中，應當品行端正，叫那些毀謗你們是作惡的，因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在鑒察的日子，〔鑒察或

作眷顧〕歸榮耀給神。

到於(她)那 到於(她)行止為人 從屬你們 在內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種族邦國 (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美好適當的； 為要 在內 在對(它)這個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誹謗誣蔑 從屬你們 正如地

從屬(他們)行作邪惡的，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美好適當的 從屬(它們)工作 (他們)現正持續行目擊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歸榮耀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在內 在對(她)日子/白日 從屬(她)顧察眷視。
[經文變異RT]

到於(她)那 到於(她)行止為人 從屬你們 在內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種族邦國 (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美好適當的； 為要 在內 在對(它)這個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誹謗誣蔑 從屬你們 正如地

從屬(他們)行作邪惡的，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美好適當的 從屬(它們)工作 (他們)那時(也是)行目擊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歸榮耀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在內 在對(她)日子/白日 從屬(她)顧察眷視。

彼前 2:13 ~Upota,ghte pa,sh| avnqrwpi,nh| kti,sei dia. to.n ku,rion( ei;te basilei/ wj̀ ùpere,conti(
Submit yourselves to every ordinance of man for the Lord's sake: whether it be to the king, as supreme;
你們為主的緣故，要順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被使服膺服從 在對(她)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她)人類的 在對(她)創造建立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主人： 無論若是 在對(他)君王， 正如地 在對(他)現正持續優勝超越了的；
[經文變異RT]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被使服膺服從 這樣 在對(她)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她)人類的 在對(她)創造建立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主人： 無論若是 在對(他)君王， 正如地 在對(他)現正持續優勝超越了的；

彼前 2:14 ei;te hg̀emo,sin wj̀ diV auvtou/ pempome,noij eivj evkdi,khsin kakopoiw/n e;painon de. avgaqopoiw/n\
Or unto governors, as unto them that are sent by him for the punishment of evildoers, and for the praise of them
that do well.
或是君王所派罰惡賞善的臣宰。

無論若是 在對(他們)領導治理之人， 正如地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同一者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被差送打發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行伸張公平正義 從屬(他們)行作邪惡的， 到於(他)稱揚嘉許 然而也 從屬(他們)行作良善的。
[經文變異RT]

無論若是 在對(他們)領導治理之人， 正如地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同一者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被差送打發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行伸張公平正義 的確 從屬(他們)行作邪惡的， 到於(他)稱揚嘉許 然而也

從屬(他們)行作良善的。

彼前 2:15 o[ti ou[twj evsti.n to. qe,lhma tou/ qeou/ avgaqopoiou/ntaj fimou/n th.n tw/n avfro,nwn avnqrw,pwn avgnwsi,an(
For so is the will of God, that with well doing ye may put to silence the ignorance of foolish men:
因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們行善，可以堵住那糊塗無知人的口。

是這樣 那同一樣式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那 (它)所定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行出作成良善了的 現要去持續籠住嘴 到於(她)那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遲笨愚妄的

從屬(他們)人 到於(她)蒙昧無知；

彼前 2:16 wj̀ evleu,qeroi kai. mh. ẁj evpika,lumma e;contej th/j kaki,aj th.n evleuqeri,an avllV ẁj qeou/ dou/loiÅ
As free, and not using your liberty for a cloke of maliciousness, but as the servants of God.
你們雖是自由的，卻不可藉著自由遮蓋惡毒，〔或作陰毒〕總要作神的僕人。

正如地 (他們)自由自主的， 並且 不會/不要 正如地 到於(它)用以在上面遮蓋之物 (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惡劣不好 到於(她)那 到於(她)自主自由， 但乃是 正如地 從屬(他)神 (他們)奴僕。
[經文變異RT]

正如地 (他們)自由自主的， 並且 不會/不要 正如地 到於(它)用以在上面遮蓋之物 (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惡劣不好 到於(她)那 到於(她)自主自由， 但乃是 正如地 (他們)奴僕 從屬(他)神。

彼前 2:17 pa,ntaj timh,sate( th.n avdelfo,thta avgapa/te( to.n qeo.n fobei/sqe( to.n basile,a tima/teÅ
Honour all men. Love the brotherhood. Fear God. Honour the 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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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要尊敬眾人；親愛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評價珍視； 到於(她)那 到於(她)弟兄團體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愛；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成驚恐畏懼； 到於(他)那 到於(他)君王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評價珍視。

彼前 2:18 Oì oivke,tai ùpotasso,menoi evn panti. fo,bw| toi/j despo,taij( ouv mo,non toi/j avgaqoi/j kai. evpieike,sin
avlla. kai. toi/j skolioi/jÅ
Servants, be subject to your masters with all fear; not only to the good and gentle, but also to the froward.
你們作僕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順服主人；不但順服那善良溫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順服。

(他們)那些 (他們)家僕 (他們)現正持續被使服膺服從了的 在內 在對(他)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畏懼害怕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主宰者； 不是/不 僅有單獨地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良善的 並且

在對(他們)適度公正的， 但乃是 並且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彎轉曲折的。

彼前 2:19 tou/to ga.r ca,rij eiv dia. sunei,dhsin qeou/ ùpofe,rei tij lu,paj pa,scwn avdi,kwjÅ
For this is thankworthy, if a man for conscience toward God endure grief, suffering wrongfully.
倘若人為叫良心對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這是可喜愛的。

(它)那同一者 因為 (她)恩典惠意， 若是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她)自覺良心 從屬(他)神

他/她/它現在持續扛負忍受 (他)任何什麼 到於(她們)憂傷愁苦， (他)現正持續經歷承受了的 冤屈不公平地。

彼前 2:20 poi/on ga.r kle,oj eiv am̀arta,nontej kai. kolafizo,menoi ùpomenei/teÈ avllV eiv avgaqopoiou/ntej kai.
pa,scontej ùpomenei/te( tou/to ca,rij para. qew/|Å
For what glory is it, if, when ye be buffeted for your faults, ye shall take it patiently? but if, when ye do well, and
suffer for it, ye take it patiently, this is acceptable with God.
你們若因犯罪受責打，能忍耐，有甚麼可誇的呢；但你們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這在神看是可喜愛的。

(它)什麼樣呢 因為 (它)聲望榮譽， 若是 (他們)現正持續犯罪了的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被用拳頭毆打了的

你們將要(持續)在底下停留持守？ 但乃是 若是 (他們)現正持續行出作成良善了的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經歷承受了的

你們將要(持續)在底下停留持守， (它)那同一者 (她)恩典惠意 <在旁邊>在旁邊 在對(他)神。

彼前 2:21 eivj tou/to ga.r evklh,qhte( o[ti kai. Cristo.j e;paqen ùpe.r ùmw/n ùmi/n ùpolimpa,nwn ùpogrammo.n i[na
evpakolouqh,shte toi/j i;cnesin auvtou/(
For even hereunto were ye called: because Christ also suffered for us, leaving us an example, that ye should
follow his steps:
你們蒙召原是為此；因基督也為你們受過苦，給你們留下榜樣，叫你們跟隨他的腳蹤行；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同一者 因為 你們那時(也是)被促請召喚； 是這樣 並且 (他)基督 他/她/它那時(也是)經歷承受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你們， 在對你們 (他)現正持續在底下遺留了的 到於(他)摹本樣板， 為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陪伴跟隨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行徑腳蹤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同一者 因為 你們那時(也是)被促請召喚； 是這樣 並且 (他)基督 他/她/它那時(也是)經歷承受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我們， 在對我們 (他)現正持續在底下遺留了的 到於(他)摹本樣板， 為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陪伴跟隨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行徑腳蹤 從屬(他)同一者；

彼前 2:22 o]j am̀arti,an ouvk evpoi,hsen ouvde. eùre,qh do,loj evn tw/| sto,mati auvtou/(
Who did no sin, neither was guile found in his mouth:
他並沒有犯罪，口裏也沒有詭詐；

(他)這個 到於(她)罪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然而也不是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找到尋見

(他)餌誘詭詐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口/嘴 從屬(他)同一者；

彼前 2:23 o]j loidorou,menoj ouvk avnteloido,rei pa,scwn ouvk hvpei,lei( paredi,dou de. tw/| kri,nonti dikai,wj\
Who, when he was reviled, reviled not again; when he suffered, he threatened not; but committed himself to him
that judgeth righteously:
他被罵不還口；受害不說威嚇的話；只將自己交託那按公義審判人的主；

(他)這個 (他)現正持續被行漫罵斥責了的 不是/不 他/她/它當時持續對抗地行漫罵斥責， (他)現正持續經歷承受了的

不是/不 他/她/它當時持續威脅嚇阻， 他/她/它當時持續交付 然而也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區別審斷了的

具公平正義地；

彼前 2:24 o]j ta.j am̀arti,aj h̀mw/n auvto.j avnh,negken evn tw/| sw,mati auvtou/ evpi. to. xu,lon( i[na tai/j am̀arti,aij
avpogeno,menoi th/| dikaiosu,nh| zh,swmen( ou- tw/| mw,lwpi iva,qhteÅ
Who his own self bare our sins in his own body on the tree, that we, being dead to sins, should live unto
righteousness: by whose stripes ye were healed.
他被掛在木頭上親身擔當了我們的罪，使我們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義上活；因他受的鞭傷，你們便得了醫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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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個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罪 從屬我們 (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上負載攜帶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身體 從屬(他)同一者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那 到於(它)木幹， 為要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罪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從那裏生發成為離開了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至義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活； 從屬(他)這個

在對(他)那 在對(他)瘀青傷痕 你們那時(也是)被醫好治癒。
[經文變異RT]

(他)這個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罪 從屬我們 (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上負載攜帶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身體 從屬(他)同一者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那 到於(它)木幹， 為要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罪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從那裏生發成為離開了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至義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活； 從屬(他)這個

在對(他)那 在對(他)瘀青傷痕 從屬(他)同一者 你們那時(也是)被醫好治癒。

彼前 2:25 h=te ga.r wj̀ pro,bata planw,menoi( avlla. evpestra,fhte nu/n evpi. to.n poime,na kai. evpi,skopon tw/n yucw/n
um̀w/nÅ
For ye were as sheep going astray; but are now returned unto the Shepherd and Bishop of your souls.
你們從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卻歸到你們靈魂的牧人監督了。

你們當時持續是 因為 正如地 (它們)綿羊 (他們)現正持續被有迷途錯謬了的； 但乃是

你們那時(也是)被在上面轉動翻轉 現在此時地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那 到於(他)牧養者 並且 到於(他)監督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生魂意念 從屬你們。
[經文變異RT]

你們當時持續是 因為 正如地 (它們)綿羊 (它們)現正持續被有迷途錯謬了的； 但乃是

你們那時(也是)被在上面轉動翻轉 現在此時地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那 到於(他)牧養者 並且 到於(他)監督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生魂意念 從屬你們。

彼前 3:1 ~Omoi,wj ÎaìÐ gunai/kej( ùpotasso,menai toi/j ivdi,oij avndra,sin( i[na kai. ei; tinej avpeiqou/sin tw/| lo,gw|(
dia. th/j tw/n gunaikw/n avnastrofh/j a;neu lo,gou kerdhqh,sontai(
Likewise, ye wives, be in subjection to your own husbands; that, if any obey not the word, they also may without
the word be won by the conversation of the wives;
你們作妻子的，要順服自己的丈夫；這樣，若有不信從道理的丈夫，他們雖然不聽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

化過來；

具同樣相同地 (她們)那些 (她們)女人 (她們)現正持續被使服膺服從了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私人個別的

在對(他們)男人/丈夫； 為要 並且 若是 (他們)任何什麼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成頑固不信 在對(他)那

在對(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女人 從屬(她)行止為人 在其外

從屬(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被贏取賺得，
[經文變異RT]

具同樣相同地 (她們)那些 (她們)女人 (她們)現正持續被使服膺服從了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私人個別的

在對(他們)男人/丈夫； 為要 並且 若是 (他們)任何什麼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成頑固不信 在對(他)那

在對(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女人 從屬(她)行止為人 在其外

從屬(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被贏取賺得，
[經文變異WH]

具同樣相同地 (她們)女人 (她們)現正持續被使服膺服從了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私人個別的

在對(他們)男人/丈夫； 為要 若是 (他們)任何什麼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成頑固不信 在對(他)那

在對(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女人 從屬(她)行止為人 在其外

從屬(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被贏取賺得，

彼前 3:2 evpopteu,santej th.n evn fo,bw| ag̀nh.n avnastrofh.n ùmw/nÅ
While they behold your chaste conversation coupled with fear.
這正是因看見你們有貞潔的品行，和敬畏的心；

(他們)那時(也是)行目擊了的 到於(她)那 在內 在對(他)畏懼害怕 到於(她)聖潔的 到於(她)行止為人 從屬你們。

彼前 3:3 w-n e;stw ouvc ò e;xwqen evmplokh/j tricw/n kai. periqe,sewj crusi,wn h' evndu,sewj ìmati,wn ko,smoj
Whose adorning let it not be that outward adorning of plaiting the hair, and of wearing of gold, or of putting on of
apparel;
你們不要以外面的辮頭髮，戴金飾，穿美衣，為妝飾，

從屬(她們)這些個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是 不是/不 (他)那 從在外面地 從屬(她)精緻編結 從屬(她們)毛髮 並且

從屬(她)置放擺設在周圍 從屬(它們)金子 甚或/或而 從屬(她)穿著 從屬(它們)衣服 (他)美容妝束/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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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前 3:4 avllV ò krupto.j th/j kardi,aj a;nqrwpoj evn tw/| avfqa,rtw| tou/ prae,wj kai. hs̀uci,ou pneu,matoj( o[ evstin
evnw,pion tou/ qeou/ polutele,jÅ
But let it be the hidden man of the heart, in that which is not corruptible, even the ornament of a meek and quiet
spirit, which is in the sight of God of great price.
只要以裏面存著長久溫柔安靜的心為妝飾；這在神面前是極寶貴的。

但乃是 (他)那 (他)乃隱藏遮掩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內心 (他)人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不會腐朽敗壞的

從屬(它)那 從屬(它)溫柔謙和的 並且 從屬(它)沉寂安靜的 從屬(它)靈/風， (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面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它)高價昂貴的。
[經文變異WH]

但乃是 (他)那 (他)乃隱藏遮掩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內心 (他)人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不會腐朽敗壞的

從屬(它)那 從屬(它)沉寂安靜的 並且 從屬(它)溫柔謙和的 從屬(它)靈/風， (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面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它)高價昂貴的。

彼前 3:5 ou[twj ga,r pote kai. aì a[giai gunai/kej ai` evlpi,zousai eivj qeo.n evko,smoun eàuta,j ùpotasso,menai toi/j
ivdi,oij avndra,sin(
For after this manner in the old time the holy women also, who trusted in God, adorned themselves, being in
subjection unto their own husbands:
因為古時仰賴神的聖潔婦人，正是以此為妝飾，順服自己的丈夫；

那同一樣式地 因為 在那個時候 並且 (她們)那些 (她們)聖的 (她們)女人 (她們)那些 (她們)現正持續有期盼指望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神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有美容妝束 到於(她們)同一者自己， (她們)現正持續被使服膺服從了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私人個別的 在對(他們)男人/丈夫；
[經文變異RT]

那同一樣式地 因為 在那個時候 並且 (她們)那些 (她們)聖的 (她們)女人 (她們)那些 (她們)現正持續有期盼指望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有美容妝束 到於(她們)同一者自己，

(她們)現正持續被使服膺服從了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私人個別的 在對(他們)男人/丈夫；

彼前 3:6 wj̀ Sa,rra ùph,kousen tw/| VAbraa,m ku,rion auvto.n kalou/sa( h-j evgenh,qhte te,kna avgaqopoiou/sai kai. mh.
fobou,menai mhdemi,an pto,hsinÅ
Even as Sara obeyed Abraham, calling him lord: whose daughters ye are, as long as ye do well, and are not
afraid with any amazement.
就如撒拉聽從亞伯拉罕，稱他為主；你們若行善，不因恐嚇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兒了。

正如地 (她)撒拉 他/她/它那時(也是)留心聽從 在對(他)那 在對(他)亞伯拉罕， 到於(他)主人 到於(他)同一者

(她)現正持續促請召喚了的； 從屬(她)這個 你們那時(也是)被生發成為 (它們)孩子， (她們)現正持續行出作成良善了的

並且 不會/不要 (她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成驚恐畏懼了的 到於(她)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到於(她)有驚嚇恐嚇。
[經文變異WH]

正如地 (她)撒拉 他/她/它當時持續留心聽從 在對(他)那 在對(他)亞伯拉罕， 到於(他)主人 到於(他)同一者

(她)現正持續促請召喚了的； 從屬(她)這個 你們那時(也是)被生發成為 (它們)孩子， (她們)現正持續行出作成良善了的

並且 不會/不要 (她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成驚恐畏懼了的 到於(她)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到於(她)有驚嚇恐嚇。

彼前 3:7 Oi` a;ndrej òmoi,wj( sunoikou/ntej kata. gnw/sin ẁj avsqeneste,rw| skeu,ei tw/| gunaikei,w|( avpone,montej
timh.n ẁj kai. sugklhrono,moij ca,ritoj zwh/j eivj to. mh. evgko,ptesqai ta.j proseuca.j ùmw/nÅ
Likewise, ye husbands, dwell with them according to knowledge, giving honour unto the wife, as unto the
weaker vessel, and as being heirs together of the grace of life; that your prayers be not hindered.
你們作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情理原文作知識〕因他比你軟弱，〔比你軟弱原文作是軟弱的器皿〕

與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這樣便叫你們的禱告沒有阻礙。

(他們)那些 (他們)男人/丈夫 具同樣相同地， (他們)現正持續住在一起了的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知識認識，

正如地 在對(它)更軟弱無力的 在對(它)器皿用具 在對(它)那 在對(它)具女人的 (他們)現正持續從那裏分發配置了的

到於(她)珍貴價值， 正如地 並且 在對(他們)共同承受產業的 從屬(她)恩典惠意 從屬(她)生命，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被切入阻礙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求告祈禱 從屬你們。
[不同標點]

(他們)那些 (他們)男人/丈夫 具同樣相同地， (他們)現正持續住在一起了的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知識認識

正如地 在對(它)更軟弱無力的 在對(它)器皿用具 在對(它)那 在對(它)具女人的， (他們)現正持續從那裏分發配置了的

到於(她)珍貴價值 正如地 並且 在對(他們)共同承受產業的 從屬(她)恩典惠意 從屬(她)生命，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被切入阻礙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求告祈禱 從屬你們。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些 (他們)男人/丈夫 具同樣相同地， (他們)現正持續住在一起了的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知識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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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地 在對(它)更軟弱無力的 在對(它)器皿用具 在對(它)那 在對(它)具女人的 (他們)現正持續從那裏分發配置了的

到於(她)珍貴價值， 正如地 並且 (他們)共同承受產業的 從屬(她)恩典惠意 從屬(她)生命，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被砍斷切開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求告祈禱 從屬你們。
[經文變異WH]

(他們)那些 (他們)男人/丈夫 具同樣相同地， (他們)現正持續住在一起了的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知識認識，

正如地 在對(它)更軟弱無力的 在對(它)器皿用具 在對(它)那 在對(它)具女人的 (他們)現正持續從那裏分發配置了的

到於(她)珍貴價值， 正如地 並且 (他們)共同承受產業的 從屬(她)恩典惠意 從屬(她)生命，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不會/不要 現要去持續被切入阻礙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求告祈禱 從屬你們。

彼前 3:8 To. de. te,loj pa,ntej òmo,fronej( sumpaqei/j( fila,delfoi( eu;splagcnoi( tapeino,fronej(
Finally, be ye all of one mind, having compassion one of another, love as brethren, be pitiful, be courteous:
總而言之，你們都要同心，彼此體恤，相愛如弟兄，存慈憐謙卑的心；

到於(它)那 然而也 到於(它)終結/貨物或旅行之終結稅，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官感體驗相同的，

(他們)同感體恤的， (他們)喜愛弟兄的， (他們)好的憐慈心腸的， (他們)謙卑的；
[經文變異RT]

到於(它)那 然而也 到於(它)終結/貨物或旅行之終結稅，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官感體驗相同的，

(他們)同感體恤的， (他們)喜愛弟兄的， (他們)好的憐慈心腸的， (他們)禮貌友善的；

彼前 3:9 mh. avpodido,ntej kako.n avnti. kakou/ h' loidori,an avnti. loidori,aj( touvnanti,on de. euvlogou/ntej o[ti eivj
tou/to evklh,qhte i[na euvlogi,an klhronomh,shteÅ
Not rendering evil for evil, or railing for railing: but contrariwise blessing; knowing that ye are thereunto called,
that ye should inherit a blessing.
不以惡報惡，以辱罵還辱罵，倒要祝福；因你們是為此蒙召，好叫你們承受福氣。

不會/不要 (他們)現正持續從那裏給與了的 到於(它)卑劣不好的 相對對應 從屬(它)卑劣不好的， 甚或/或而

到於(她)斥罵責辱 相對對應 從屬(她)斥罵責辱； 相反地 然而也 (他們)現正持續祝福稱讚了的； 是這樣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同一者 你們那時(也是)被促請召喚， 為要 到於(她)稱讚祝福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行承受產業。
[經文變異RT]

不會/不要 (他們)現正持續從那裏給與了的 到於(它)卑劣不好的 相對對應 從屬(它)卑劣不好的， 甚或/或而

到於(她)斥罵責辱 相對對應 從屬(她)斥罵責辱； 相反地 然而也 (他們)現正持續祝福稱讚了的；

(他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了的 是這樣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同一者 你們那時(也是)被促請召喚， 為要

到於(她)稱讚祝福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行承受產業。

彼前 3:10 ò ga.r qe,lwn zwh.n avgapa/n kai. ivdei/n h̀me,raj avgaqa.j pausa,tw th.n glw/ssan avpo. kakou/ kai. cei,lh tou/
mh. lalh/sai do,lon(
For he that will love life, and see good days, let him refrain his tongue from evil, and his lips that they speak no
guile:
因為經上說：『人若愛生命，願享美福，須要禁止舌頭不出惡言，嘴唇不說詭詐的話；

(他)那 因為 (他)現正持續定意了的 到於(她)生命 現要去持續愛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看見察覺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到於(她們)良善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停息休止 到於(她)那 到於(她)舌頭/語言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卑劣不好的， 並且 到於(它們)唇 從屬(它)那 不會/不要 那時(也是)要去發言講說 到於(他)餌誘詭詐；
[經文變異RT]

(他)那 因為 (他)現正持續定意了的 到於(她)生命 現要去持續愛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看見察覺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到於(她們)良善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停息休止 到於(她)那 到於(她)舌頭/語言 從屬(他)同一者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卑劣不好的， 並且 到於(它們)唇 從屬(他)同一者 從屬(它)那 不會/不要 那時(也是)要去發言講說

到於(他)餌誘詭詐；

彼前 3:11 evkklina,tw de. avpo. kakou/ kai. poihsa,tw avgaqo,n( zhthsa,tw eivrh,nhn kai. diwxa,tw auvth,n\
Let him eschew evil, and do good; let him seek peace, and ensue it.
也要離惡行善；尋求和睦，一心追趕。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偏移轉離 然而也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卑劣不好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行出作成

到於(它)良善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探索尋求 到於(她)和平安寧，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追趕迫求

到於(她)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偏移轉離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卑劣不好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行出作成

到於(它)良善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探索尋求 到於(她)和平安寧，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追趕迫求

到於(她)同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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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前 3:12 o[ti ovfqalmoi. kuri,ou evpi. dikai,ouj kai. w=ta auvtou/ eivj de,hsin auvtw/n( pro,swpon de. kuri,ou evpi.
poiou/ntaj kaka,Å
For the eyes of the Lord are over the righteous, and his ears are open unto their prayers: but the face of the
Lord is against them that do evil.
因為主的眼看顧義人，主的耳聽他們的祈禱；惟有行惡的人，主向他們變臉。』

是這樣 (他們)眼睛 從屬(他)主人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具公平正義的， 並且 (它們)耳朵 從屬(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自卑乞求 從屬(他們)同一者； (它)前面的臉面 然而也 從屬(他)主人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行出作成了的 到於(它們)卑劣不好的。
[經文變異RT]

是這樣 (他們)那些 (他們)眼睛 從屬(他)主人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具公平正義的， 並且 (它們)耳朵

從屬(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自卑乞求 從屬(他們)同一者； (它)前面的臉面 然而也 從屬(他)主人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行出作成了的 到於(它們)卑劣不好的。

彼前 3:13 Kai. ti,j ò kakw,swn ùma/j eva.n tou/ avgaqou/ zhlwtai. ge,nhsqeÈ
And who is he that will harm you, if ye be followers of that which is good?
你們若是熱心行善，有誰害你們呢。

並且 (他)任何什麼呢 (他)那 (他)將要(持續)傷害苦待了的 到於你們， 但凡若是 從屬(它)那 從屬(它)良善的

(他們)具火熱激昂之情者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生發成為？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任何什麼呢 (他)那 (他)將要(持續)傷害苦待了的 到於你們， 但凡若是 從屬(它)那 從屬(它)良善的

(他們)模仿效法者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生發成為？

彼前 3:14 avllV eiv kai. pa,scoite dia. dikaiosu,nhn( maka,rioiÅ to.n de. fo,bon auvtw/n mh. fobhqh/te mhde. taracqh/te(
But and if ye suffer for righteousness' sake, happy are ye: and be not afraid of their terror, neither be troubled;
你們就是為義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嚇，也不要驚慌；〔的威嚇或作所怕的〕

但乃是 若是 並且 你們現在可以持續經歷承受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她)至義， (他們)蒙至高褔的； 到於(他)那

然而也 到於(他)畏懼害怕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被成驚恐畏懼註1， 然而也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被攪動擾亂；

註1：“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被成驚恐畏懼”文法上亦可以為“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被成驚恐畏懼”。

彼前 3:15 ku,rion de. to.n Cristo.n ag̀ia,sate evn tai/j kardi,aij ùmw/n( e[toimoi avei. pro.j avpologi,an panti. tw/|
aivtou/nti ùma/j lo,gon peri. th/j evn ùmi/n evlpi,doj( avlla. meta. prau<thtoj kai. fo,bou(
But sanctify the Lord God in your hearts: and be ready always to give an answer to every man that asketh you a
reason of the hope that is in you with meekness and fear:
只要心裏尊主基督為聖；有人問你們心中盼望的緣由，就要常作準備，以溫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

到於(他)主人 然而也 到於(他)那 到於(他)基督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使成聖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內心

從屬你們， (他們)妥切齊備的 總是時常地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申訴答辯 在對(他)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索問要求了的 到於你們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在周圍>關於 從屬(她)那 在內 在對你們

從屬(她)期盼指望， 但乃是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溫和謙柔 並且 從屬(他)畏懼害怕；
[經文變異RT]

到於(他)主人 然而也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使成聖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內心

從屬你們， (他們)妥切齊備的 然而也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申訴答辯 在對(他)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索問要求了的 到於你們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在周圍>關於 從屬(她)那 在內 在對你們

從屬(她)期盼指望，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溫和謙柔[同#4240] 並且 從屬(他)畏懼害怕；

彼前 3:16 sunei,dhsin e;contej avgaqh,n( i[na evn w-| katalalei/sqe kataiscunqw/sin oi` evphrea,zontej ùmw/n th.n
avgaqh.n evn Cristw/| avnastrofh,nÅ
Having a good conscience; that, whereas they speak evil of you, as of evildoers, they may be ashamed that
falsely accuse your good conversation in Christ.
存著無虧的良心，叫你們在何事上被毀謗，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誣賴你們在基督裏有好品行的人，自覺羞愧。

到於(她)自覺良心 (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良善的， 為要 在內 在對(它)這個 你們現在持續被誹謗誣蔑，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被向下挑起羞辱感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使有侮辱誣陷了的 從屬你們 到於(她)那

到於(她)良善的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到於(她)行止為人。
[經文變異RT]

到於(她)自覺良心 (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良善的， 為要 在內 在對(它)這個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誹謗誣蔑

從屬你們 正如地 從屬(他們)行作邪惡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被向下挑起羞辱感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使有侮辱誣陷了的 從屬你們 到於(她)那 到於(她)良善的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到於(她)行止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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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前 3:17 krei/tton ga.r avgaqopoiou/ntaj( eiv qe,loi to. qe,lhma tou/ qeou/( pa,scein h' kakopoiou/ntajÅ
For it is better, if the will of God be so, that ye suffer for well doing, than for evil doing.
神的旨意若是叫你們因行善受苦，總強如因行惡受苦。

(它)更優秀的 因為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行出作成良善了的， 若是 他/她/它現在可以持續定意 (它)那 (它)所定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現要去持續經歷承受 甚或/或而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行出作成邪惡了的。

彼前 3:18 o[ti kai. Cristo.j a[pax peri. am̀artiw/n e;paqen( di,kaioj ùpe.r avdi,kwn( i[na ùma/j prosaga,gh| tw/| qew/|
qanatwqei.j me.n sarki. zw|opoihqei.j de. pneu,mati\
For Christ also hath once suffered for sins, the just for the unjust, that he might bring us to God, being put to
death in the flesh, but quickened by the Spirit:
因基督也曾一次為罪受苦，〔受苦有古卷作受死〕就是義的代替不義的，為要引我們到神面前；按著肉體說他被

治死；按著靈性說他復活了。

是這樣 並且 (他)基督 一次地 <在周圍>關於 從屬(她們)罪 他/她/它那時(也是)經歷承受， (他)具公平正義的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他們)不義的， 為要 到於你們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在前面向著帶領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他)那時(也是)被促使為死了的
註1 的確 在對(她)肉體， (他)那時(也是)被行出作成活活生動了的 然而也

在對(它)靈/風；

註1：“(他)那時(也是)被促使為死了的”文法上亦可以為“(他)現在已經被促使為死了的”。

[經文變異RT]

是這樣 並且 (他)基督 一次地 <在周圍>關於 從屬(她們)罪 他/她/它那時(也是)經歷承受， (他)具公平正義的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他們)不義的， 為要 到於我們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在前面向著帶領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他)那時(也是)被促使為死了的 的確 在對(她)肉體， (他)那時(也是)被行出作成活活生動了的 然而也

在對(它)那 在對(它)靈/風；
[經文變異WH]

是這樣 並且 (他)基督 一次地 <在周圍>關於 從屬(她們)罪 他/她/它那時(也是)死去， (他)具公平正義的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他們)不義的， 為要 到於你們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在前面向著帶領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他)那時(也是)被促使為死了的 的確 在對(她)肉體， (他)那時(也是)被行出作成活活生動了的 然而也

在對(它)靈/風；

彼前 3:19 evn w-| kai. toi/j evn fulakh/| pneu,masin poreuqei.j evkh,ruxen(
By which also he went and preached unto the spirits in prison;
他藉這靈，曾去傳道給那些在監獄裏的靈聽，

在內 在對(它)這個 並且 在對(它們)那些 在內 在對(她)夜更/監獄 在對(它們)靈/風 (他)那時(也是)被行去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傳達宣講，

彼前 3:20 avpeiqh,sasi,n pote o[te avpexede,ceto h` tou/ qeou/ makroqumi,a evn h̀me,raij Nw/e kataskeuazome,nhj
kibwtou/ eivj h]n ovli,goi( tou/tV e;stin ovktw. yucai,( diesw,qhsan diV u[datojÅ
Which sometime were disobedient, when once the longsuffering of God waited in the days of Noah, while the
ark was a preparing, wherein few, that is, eight souls were saved by water.
就是那從前在挪亞預備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時候，不信從的人；當時進入方舟，藉著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個人

；

在對(他們)那時(也是)成頑固不信了的 在那個時候， 當這時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從那裏期望等候 (她)那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她)恆忍耐性 在內 在對(她們)日子/白日 從屬(他)挪亞， 從屬(她)現正持續被預備妥當了的

從屬(她)方木櫃/方舟， 向內進入 到於(她)這個 (他們)些微少許的， (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們)八個

(她們)生魂意念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徹底地拯救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水；
[經文變異RT]

在對(他們)那時(也是)成頑固不信了的 在那個時候， 當這時地 一次地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期望等候 (她)那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她)恆忍耐性 在內 在對(她們)日子/白日 從屬(他)挪亞， 從屬(她)現正持續被預備妥當了的

從屬(她)方木櫃/方舟， 向內進入 到於(她)這個 (她們)些微少許的， (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們)八個

(她們)生魂意念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徹底地拯救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水；

彼前 3:21 o] kai. ùma/j avnti,tupon nu/n sw,|zei ba,ptisma( ouv sarko.j avpo,qesij r̀u,pou avlla. suneidh,sewj avgaqh/j
evperw,thma eivj qeo,n( diV avnasta,sewj VIhsou/ Cristou/(
The like figure whereunto even baptism doth also now save us (not the putting away of the filth of the flesh, but
the answer of a good conscience toward God,) by the resurrection of Jesus Christ:
這水所表明的洗禮，現在藉著耶穌基督復活，也拯救你們；這洗禮本不在乎除掉肉體的污穢，只求在神面前有無

虧的良心。

(它)這個 並且 到於你們 (它)相對對應的印模樣本的 現在此時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拯救 (它)浸洗之禮， 不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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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屬(她)肉體 (她)置開移掉 從屬(他)骯髒污濁， 但乃是 從屬(她)自覺良心 從屬(她)良善的 (它)所在上面查詢求問

向內進入 到於(他)神，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再站立起來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經文變異RT]

(它)這個 並且 到於我們 (它)相對對應的印模樣本的 現在此時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拯救 (它)浸洗之禮， 不是/不

從屬(她)肉體 (她)置開移掉 從屬(他)骯髒污濁， 但乃是 從屬(她)自覺良心 從屬(她)良善的 (它)所在上面查詢求問

向內進入 到於(他)神，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再站立起來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經文變異Scrivener]

在對(它)這個 並且 到於你們 (它)相對對應的印模樣本的 現在此時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拯救 (它)浸洗之禮，

不是/不 從屬(她)肉體 (她)置開移掉 從屬(他)骯髒污濁， 但乃是 從屬(她)自覺良心 從屬(她)良善的

(它)所在上面查詢求問 向內進入 到於(他)神，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再站立起來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彼前 3:22 o[j evstin evn dexia/| Îtou/Ð qeou/ poreuqei.j eivj ouvrano,n ùpotage,ntwn auvtw/| avgge,lwn kai. evxousiw/n kai.
duna,mewnÅ
Who is gone into heaven, and is on the right hand of God; angels and authorities and powers being made
subject unto him.
耶穌已經進入天堂，在神的右邊；眾天使和有權柄的，並有能力的，都服從了他。

(他)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內 在對(她)右手邊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那時(也是)被行去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天空/天， 從屬(他們)那時(也是)被使服膺服從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從屬(他們)使者 並且 從屬(她們)權柄掌握

並且 從屬(她們)能力權能。
[經文變異WH]

(他)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內 在對(她)右手邊的 從屬(他)神， (他)那時(也是)被行去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天空/天， 從屬(他們)那時(也是)被使服膺服從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從屬(他們)使者 並且 從屬(她們)權柄掌握

並且 從屬(她們)能力權能。

彼前 4:1 Cristou/ ou=n paqo,ntoj sarki. kai. ùmei/j th.n auvth.n e;nnoian òpli,sasqe( o[ti ò paqw.n sarki. pe,pautai
am̀arti,aj
Forasmuch then as Christ hath suffered for us in the flesh, arm yourselves likewise with the same mind: for he
that hath suffered in the flesh hath ceased from sin;
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們也當將這樣的心志作為兵器；因為在肉身受過苦的，就已經與罪斷絕了；

從屬(他)基督 這樣 從屬(他)那時(也是)經歷承受了的 在對(她)肉體， 並且 你們 到於(她)那 到於(她)同一者

到於(她)參悟思索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使有器械裝備， 是這樣 (他)那 (他)那時(也是)經歷承受了的 在對(她)肉體

他/她/它現在已經讓自己停息休止註1
從屬(她)罪，

註1：“他/她/它現在已經讓自己停息休止”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停息休止”。

[經文變異RT]

從屬(他)基督 這樣 從屬(他)那時(也是)經歷承受了的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我們 在對(她)肉體， 並且 你們

到於(她)那 到於(她)同一者 到於(她)參悟思索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使有器械裝備， 是這樣 (他)那

(他)那時(也是)經歷承受了的 在內 在對(她)肉體 他/她/它現在已經讓自己停息休止 從屬(她)罪，
[經文變異WH]

從屬(他)基督 這樣 從屬(他)那時(也是)經歷承受了的 在對(她)肉體， 並且 你們 到於(她)那 到於(她)同一者

到於(她)參悟思索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使有器械裝備， 是這樣 (他)那 (他)那時(也是)經歷承受了的 在對(她)肉體

他/她/它現在已經讓自己停息休止 從屬(她們)罪，

彼前 4:2 eivj to. mhke,ti avnqrw,pwn evpiqumi,aij avlla. qelh,mati qeou/ to.n evpi,loipon evn sarki. biw/sai cro,nonÅ
That he no longer should live the rest of his time in the flesh to the lusts of men, but to the will of God.
你們存這樣的心，從今以後，就可以不從人的情慾，只從神的旨意，在世度餘下的光陰。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不再可以地 從屬(他們)人 在對(她們)渴想慕戀， 但乃是 在對(它)所定意 從屬(他)神 到於(他)那

到於(他)在上面其餘的 在內 在對(她)肉體 那時(也是)要去生活度日 到於(他)時段期間。

彼前 4:3 avrketo.j ga.r ò parelhluqw.j cro,noj to. bou,lhma tw/n evqnw/n kateirga,sqai peporeume,nouj evn
avselgei,aij( evpiqumi,aij( oivnoflugi,aij( kw,moij( po,toij kai. avqemi,toij eivdwlolatri,aijÅ
For the time past of our life may suffice us to have wrought the will of the Gentiles, when we walked in
lasciviousness, lusts, excess of wine, revellings, banquetings, and abominable idolatries:
因為往日隨從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惡慾，醉酒，荒宴，群飲，並可惡拜偶像的事，時候已經夠了；

(他)充分的 因為 (他)那 (他)現在已經在旁邊過去了的 (他)時段期間 到於(它)那 到於(它)所諮商決意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種族邦國 現已經去讓自己/被作工作完成 到於(他們)現在已經讓自己/被行去了的 在內 在對(她們)縱慾邪蕩，

在對(她們)渴想慕戀， 在對(她們)酣酒醉態， 在對(他們)夜宴狂歡， 在對(他們)縱飲閙宴，  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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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她們)為不合條例的 在對(她們)偶像之事奉敬奉；
[經文變異RT]

(他)充分的 因為 在對我們 (他)那 (他)現在已經在旁邊過去了的 (他)時段期間 從屬(他)那 從屬(他)存活生計

到於(它)那 到於(它)所定意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種族邦國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作工作完成

到於(他們)現在已經讓自己/被行去了的 在內 在對(她們)縱慾邪蕩， 在對(她們)渴想慕戀， 在對(她們)酣酒醉態，

在對(他們)夜宴狂歡， 在對(他們)縱飲閙宴，  並且  在對(她們)為不合條例的 在對(她們)偶像之事奉敬奉；
[經文變異MT]

(他)充分的 因為 在對你們 (他)那 (他)現在已經在旁邊過去了的 (他)時段期間 從屬(他)那 從屬(他)存活生計

到於(它)那 到於(它)所定意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種族邦國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作工作完成

到於(他們)現在已經讓自己/被行去了的 在內 在對(她們)縱慾邪蕩， 在對(她們)渴想慕戀， 在對(她們)酣酒醉態，

在對(他們)夜宴狂歡， 在對(他們)縱飲閙宴，  並且  在對(她們)為不合條例的 在對(她們)偶像之事奉敬奉；

彼前 4:4 evn w-| xeni,zontai mh. suntreco,ntwn ùmw/n eivj th.n auvth.n th/j avswti,aj avna,cusin blasfhmou/ntej(
Wherein they think it strange that ye run not with them to the same excess of riot, speaking evil of you:
他們在這些事上，見你們不與他們同奔那放蕩無度的路，就以為怪，毀謗你們；

在內 在對(它)這個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被招待陌生客旅/使成陌生奇異， 不會/不要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共同奔跑疾行了的 從屬你們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同一者 從屬(她)那 從屬(她)恣意放蕩

到於(她)氾濫無度， (他們)現正持續謗瀆了的；

彼前 4:5 oi] avpodw,sousin lo,gon tw/| et̀oi,mwj e;conti kri/nai zw/ntaj kai. nekrou,jÅ
Who shall give account to him that is ready to judge the quick and the dead.
他們必在那將要審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賬。

(他們)這些個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從那裏給與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在對(他)那 妥切齊備地

在對(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區別審斷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活了的 並且 到於(他們)死掉的。
[經文變異WH]

(他們)這些個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從那裏給與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在對(他)那 妥切齊備地

在對(他)現正持續區別審斷了的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活了的 並且 到於(他們)死掉的。

彼前 4:6 eivj tou/to ga.r kai. nekroi/j euvhggeli,sqh( i[na kriqw/si me.n kata. avnqrw,pouj sarki. zw/si de. kata. qeo.n
pneu,matiÅ
For for this cause was the gospel preached also to them that are dead, that they might be judged according to
men in the flesh, but live according to God in the spirit.
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傳給他們，要叫他們的肉體按著人受審判，他們的靈性卻靠神活著。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同一者 因為 並且 在對(他們)死掉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傳福音佳訊， 為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被區別審斷 的確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們)人 在對(她)肉體，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活

然而也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神 在對(它)靈/風。

彼前 4:7 Pa,ntwn de. to. te,loj h;ggikenÅ swfronh,sate ou=n kai. nh,yate eivj proseuca,j\
But the end of all things is at hand: be ye therefore sober, and watch unto prayer.
萬物的結局近了；所以你們要謹慎自守，儆醒禱告。

從屬(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然而也 (它)那 (它)終結/貨物或旅行之終結稅 他/她/它現在已經靠近；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成心智清明謹守 這樣，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清醒謹慎 向內進入 到於(她們)求告祈禱；
[經文變異RT]

從屬(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然而也 (它)那 (它)終結/貨物或旅行之終結稅 他/她/它現在已經靠近；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成心智清明謹守 這樣，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清醒謹慎 向內進入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求告祈禱；

彼前 4:8 pro. pa,ntwn th.n eivj èautou.j avga,phn evktenh/ e;contej( o[ti avga,ph kalu,ptei plh/qoj am̀artiw/nÅ
And above all things have fervent charity among yourselves: for charity shall cover the multitude of sins.
最要緊的是彼此切實相愛；因為愛能遮掩許多的罪。

在前面 從屬(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那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到於(她)愛 到於(她)專心熱切的

(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是這樣 (她)愛 他/她/它現在持續遮蓋隱藏 到於(它)聚滿大群 從屬(她們)罪；
[經文變異RT]

在前面 從屬(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然而也， 到於(她)那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到於(她)愛

到於(她)專心熱切的 (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是這樣 (她)愛 他/她/它將要(持續)遮蓋隱藏 到於(它)聚滿大群

從屬(她們)罪；
[經文變異Scrivener]

在前面 從屬(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然而也， 到於(她)那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到於(她)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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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於(她)專心熱切的 (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是這樣 (她)那 (她)愛 他/她/它將要(持續)遮蓋隱藏 到於(它)聚滿大群

從屬(她們)罪；

彼前 4:9 filo,xenoi eivj avllh,louj a;neu goggusmou/(
Use hospitality one to another without grudging.
你們要互相款待，不發怨言；

(他們)愛心對待陌生客旅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彼此 在其外 從屬(他)發嘟噥嘀咕；
[經文變異RT]

(他們)愛心對待陌生客旅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彼此 在其外 從屬(他們)發嘟噥嘀咕；

彼前 4:10 e[kastoj kaqw.j e;laben ca,risma eivj èautou.j auvto. diakonou/ntej wj̀ kaloi. oivkono,moi poiki,lhj ca,ritoj
qeou/Å
As every man hath received the gift, even so minister the same one to another, as good stewards of the
manifold grace of God.
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賜彼此服事，作神百般恩賜的好管家；

(他)各個的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拿取 到於(它)恩賜，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到於(它)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行服事了的， 正如地 (他們)美好適當的 (他們)經理管家 從屬(她)各色各樣的 從屬(她)恩典惠意

從屬(他)神。

彼前 4:11 ei; tij lalei/( wj̀ lo,gia qeou/\ ei; tij diakonei/( ẁj evx ivscu,oj h-j corhgei/ ò qeo,j( i[na evn pa/sin
doxa,zhtai ò qeo.j dia. VIhsou/ Cristou/( w-| evstin h̀ do,xa kai. to. kra,toj eivj tou.j aivw/naj tw/n aivw,nwn( avmh,nÅ
If any man speak, let him speak as the oracles of God; if any man minister, let him do it as of the ability which
God giveth: that God in all things may be glorified through Jesus Christ, to whom be praise and dominion for
ever and ever. Amen.
若有講道的，要按著神的聖言講；若有服事人的，要按著神所賜的力量服事；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穌基督得榮耀；

原來榮耀權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若是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發言講說， 正如地 到於(它們)神諭聖言 從屬(他)神； 若是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行服事， 正如地 向外出來 從屬(她)強壯大力 從屬(她)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供給 (他)那 (他)神；

為要 在內 在對(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被歸榮耀 (他)那 (他)神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在對(他)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榮耀 並且 (它)那 (它)魄力權勢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世紀時代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世紀時代。 阿們。
[經文變異MT]

若是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發言講說， 正如地 到於(它們)神諭聖言 從屬(他)神； 若是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行服事， 正如地 向外出來 從屬(她)強壯大力 正如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供給 (他)那 (他)神； 為要

在內 在對(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被歸榮耀 (他)那 (他)神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在對(他)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榮耀 並且 (它)那 (它)魄力權勢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世紀時代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世紀時代。 阿們。

彼前 4:12 VAgaphtoi,( mh. xeni,zesqe th/| evn ùmi/n purw,sei pro.j peirasmo.n ùmi/n ginome,nh| wj̀ xe,nou ùmi/n
sumbai,nontoj(
Beloved, think it not strange concerning the fiery trial which is to try you, as though some strange thing
happened unto you:
親愛的弟兄阿，有火煉的試驗臨到你們，不要以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

阿,(他們)蒙愛的，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被招待陌生客旅/使成陌生奇異 在對(她)那 在內 在對你們

在對(她)用火燒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試探試煉 在對你們 在對(她)現正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了的， 正如地

從屬(它)陌生客旅的/陌生奇異的 在對你們 從屬(它)現正持續發生遭遇了的；

彼前 4:13 avlla. kaqo. koinwnei/te toi/j tou/ Cristou/ paqh,masin cai,rete( i[na kai. evn th/| avpokalu,yei th/j do,xhj
auvtou/ carh/te avgalliw,menoiÅ
But rejoice, inasmuch as ye are partakers of Christ's sufferings; that, when his glory shall be revealed, ye may
be glad also with exceeding joy.
倒要歡喜；因為你們是與基督一同受苦，使你們在他榮耀顯現的時候，也可以歡喜快樂。

但乃是 按照這地 你們現在持續成合夥共享 在對(它們)那些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在對(它們)所經歷承受，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歡喜安樂； 為要 並且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啟示揭露 從屬(她)那 從屬(她)榮耀

從屬(他)同一者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被歡喜安樂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踴躍歡騰了的。

彼前 4:14 eiv ovneidi,zesqe evn ovno,mati Cristou/( maka,rioi( o[ti to. th/j do,xhj kai. to. tou/ qeou/ pneu/ma evfV ùma/j
avnapau,etaiÅ
If ye be reproached for the name of Christ, happy are ye; for the spirit of glory and of God resteth upon you: on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  簡易閲讀版  1396

1396

their part he is evil spoken of, but on your part he is glorified.
你們若為基督的名受辱罵，便是有福的；因為神榮耀的靈，常住在你們身上。

若是 你們現在持續被奚落貶責 在內 在對(它)名字 從屬(他)基督， (他們)蒙至高褔的； 是這樣 (它)那 從屬(她)那

從屬(她)榮耀 並且 (它)那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它)靈/風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你們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休息恢復。
[經文變異RT]

若是 你們現在持續被奚落貶責 在內 在對(它)名字 從屬(他)基督， (他們)蒙至高褔的； 是這樣 (它)那 從屬(她)那

從屬(她)榮耀 並且 (它)那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它)靈/風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你們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休息恢復； <向下>向下按照 的確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謗瀆，

<向下>向下按照 然而也 到於你們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歸榮耀。

彼前 4:15 mh. ga,r tij ùmw/n pasce,tw wj̀ foneu.j h' kle,pthj h' kakopoio.j h' wj̀ avllotriepi,skopoj\
But let none of you suffer as a murderer, or as a thief, or as an evildoer, or as a busybody in other men's
matters.
你們中間卻不可有人，因為殺人，偷竊，作惡，好管閒事而受苦；

不會/不要 因為 (他)任何什麼 從屬你們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經歷承受 正如地 (他)謀害凶殺者， 甚或/或而

(他)竊賊， 甚或/或而 (他)行作邪惡的， 甚或/或而 正如地 (他)管別人閒事之人；

彼前 4:16 eiv de. wj̀ Cristiano,j( mh. aivscune,sqw( doxaze,tw de. to.n qeo.n evn tw/| ovno,mati tou,tw|Å
Yet if any man suffer as a Christian, let him not be ashamed; but let him glorify God on this behalf
若為作基督徒受苦，卻不要羞恥；倒要因這名歸榮耀給神。

若是 然而也 正如地 (他)基督徒， 不會/不要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被挑起羞辱感；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歸榮耀

然而也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名字 在對(它)那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若是 然而也 正如地 (他)基督徒， 不會/不要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被挑起羞辱感；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歸榮耀

然而也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部分 在對(它)那同一者。

彼前 4:17 o[ti ÎòÐ kairo.j tou/ a;rxasqai to. kri,ma avpo. tou/ oi;kou tou/ qeou/\ eiv de. prw/ton avfV h̀mw/n( ti, to. te,loj
tw/n avpeiqou,ntwn tw/| tou/ qeou/ euvaggeli,w|È
For the time is come that judgment must begin at the house of God: and if it first begin at us, what shall the end
be of them that obey not the gospel of God?
因為時候到了，審判要從神的家起首；若是先從我們起首，那不信從神福音的人，將有何等的結局呢。

是這樣 (他)那 (他)場合時節 從屬(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起始為首 到於(它)那 到於(它)審案判決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住處家室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若是 然而也 首先地 從那裏離開 從屬我們，

(它)任何什麼呢 (它)那 (它)終結/貨物或旅行之終結稅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成頑固不信了的 在對(它)那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在對(它)福音佳訊？

彼前 4:18 kai. eiv ò di,kaioj mo,lij sw,|zetai( ò avsebh.j kai. am̀artwlo.j pou/ fanei/taiÈ
And if the righteous scarcely be saved, where shall the ungodly and the sinner appear?
若是義人僅僅得救，那不虔敬和犯罪的人，將有何地可站呢。

並且 若是 (他)那 (他)具公平正義的 艱辛勉強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拯救， (他)那 (他)不尊崇敬愛的 並且

(他)犯罪的 從屬某個什麼地方呢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促為照亮顯明？
[經文變異WH]

並且 若是 (他)那 (他)具公平正義的 艱辛勉強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拯救， (他)那 然而也 (他)不尊崇敬愛的 並且

(他)犯罪的 從屬某個什麼地方呢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促為照亮顯明？

彼前 4:19 w[ste kai. oi` pa,scontej kata. to. qe,lhma tou/ qeou/ pistw/| kti,sth| paratiqe,sqwsan ta.j yuca.j auvtw/n evn
avgaqopoii<a|Å
Wherefore let them that suffer according to the will of God commit the keeping of their souls to him in well doing,
as unto a faithful Creator.
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為善，將自己靈魂交與那信實的造化之主。

以致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經歷承受了的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那 到於(它)所定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在對(他)誠且信的 在對(他)創造建立者 他/她/它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置放擺設在旁邊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生魂意念 從屬(他們)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為行作良善。
[經文變異RT]

以致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經歷承受了的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那 到於(它)所定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正如地 在對(他)誠且信的 在對(他)創造建立者 他/她/它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置放擺設在旁邊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生魂意念 從屬(他們)同一者自己 在內 在對(她)為行作良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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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變異WH]

以致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經歷承受了的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那 到於(它)所定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在對(他)誠且信的 在對(他)創造建立者 他/她/它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置放擺設在旁邊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生魂意念 在內 在對(她)為行作良善。

彼前 5:1 Presbute,rouj ou=n evn ùmi/n parakalw/ ò sumpresbu,teroj kai. ma,rtuj tw/n tou/ Cristou/ paqhma,twn( ò
kai. th/j mellou,shj avpokalu,ptesqai do,xhj koinwno,j\
The elders which are among you I exhort, who am also an elder, and a witness of the sufferings of Christ, and
also a partaker of the glory that shall be revealed:
我這作長老，作基督受苦的見證，同享後來所要顯現之榮耀的，勸你們中間與我同作長老的人。

到於(他們)更年長的 這樣 在內 在對你們 我現在持續勸勉請求， (他)那 (他)同為長老 並且 (他)見證人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從屬(它們)所經歷承受， (他)那 並且 從屬(她)那

從屬(她)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的 現要去持續被啟示揭露 從屬(她)榮耀 (他)合夥共享之人，
[經文變異RT]

到於(他們)更年長的 到於(他們)那些 在內 在對你們 我現在持續勸勉請求， (他)那 (他)同為長老 並且 (他)見證人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從屬(它們)所經歷承受， (他)那 並且 從屬(她)那

從屬(她)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的 現要去持續被啟示揭露 從屬(她)榮耀 (他)合夥共享之人，

彼前 5:2 poima,nate to. evn ùmi/n poi,mnion tou/ qeou/ Îevpiskopou/ntejÐ mh. avnagkastw/j avlla. ek̀ousi,wj kata. qeo,n(
mhde. aivscrokerdw/j avlla. proqu,mwj(
Feed the flock of God which is among you, taking the oversight thereof, not by constraint, but willingly; not for
filthy lucre, but of a ready mind;
務要牧養在你們中間神的群羊，按著神旨意照管他們；不是出於勉強，乃是出於甘心；也不是因為貪財，乃是出

於樂意。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牧養 到於(它)那 在內 在對你們 到於(它)小牧群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們)現正持續行視察眷顧了的 不會/不要 為迫使必須地， 但乃是 具心甘情願地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神；

然而也不要 唯利是圖地， 但乃是 欣然甘願地；
[經文變異RT]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牧養 到於(它)那 在內 在對你們 到於(它)小牧群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們)現正持續行視察眷顧了的 不會/不要 為迫使必須地， 但乃是 具心甘情願地； 然而也不要 唯利是圖地，

但乃是 欣然甘願地；
[經文變異WH]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牧養 到於(它)那 在內 在對你們 到於(它)小牧群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不會/不要

為迫使必須地， 但乃是 具心甘情願地； 然而也不要 唯利是圖地， 但乃是 欣然甘願地；

彼前 5:3 mhdV wj̀ katakurieu,ontej tw/n klh,rwn avlla. tu,poi gino,menoi tou/ poimni,ou\
Neither as being lords over God's heritage, but being ensamples to the flock.
也不是轄制所託付你們的，乃是作群羊的榜樣。

然而也不要 正如地 (他們)現正持續向下行主持支配了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骰子籤份， 但乃是

(他們)印模樣本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了的 從屬(它)那 從屬(它)小牧群；

彼前 5:4 kai. fanerwqe,ntoj tou/ avrcipoi,menoj komiei/sqe to.n avmara,ntinon th/j do,xhj ste,fanonÅ
And when the chief Shepherd shall appear, ye shall receive a crown of glory that fadeth not away.
到了牧長顯現的時候，你們必得那永不衰殘的榮耀冠冕。

並且 從屬(他)那時(也是)被促使成促為照亮顯明了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牧長， 你們將要(持續)讓自己提取照理

到於(他)那 到於(他)永恆不朽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榮耀 到於(他)花冠。

彼前 5:5 ~Omoi,wj( new,teroi( ùpota,ghte presbute,roij\ pa,ntej de. avllh,loij th.n tapeinofrosu,nhn evgkombw,sasqe(
o[ti ÎòÐ qeo.j ùperhfa,noij avntita,ssetai( tapeinoi/j de. di,dwsin ca,rinÅ
Likewise, ye younger, submit yourselves unto the elder. Yea, all of you be subject one to another, and be
clothed with humility: for God resisteth the proud, and giveth grace to the humble.
你們年幼的，也要順服年長的。就是你們眾人，也都要以謙卑束腰，彼此順服；因為神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

卑的人。

具同樣相同地 (他們)更新初年淺的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被使服膺服從 在對(他們)更年長的。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然而也 在對(他們)彼此 到於(她)那 到於(她)全然謙卑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穿束工服； 是這樣 (他)那 (他)神

在對(他們)驕傲誇顯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對抗地安排定規， 在對(他們)低微降卑的 然而也 他/她/它現在持續給與

到於(她)恩典惠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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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變異RT]

具同樣相同地 (他們)更新初年淺的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被使服膺服從 在對(他們)更年長的。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然而也 在對(他們)彼此 (他們)現正持續被使服膺服從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全然謙卑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穿束工服； 是這樣 (他)那 (他)神 在對(他們)驕傲誇顯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對抗地安排定規， 在對(他們)低微降卑的 然而也 他/她/它現在持續給與 到於(她)恩典惠意。

彼前 5:6 Tapeinw,qhte ou=n up̀o. th.n krataia.n cei/ra tou/ qeou/( i[na ùma/j uỳw,sh| evn kairw/|(
Humble yourselves therefore under the mighty hand of God, that he may exalt you in due time:
所以你們要自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時候他必叫你們升高。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被促使成低微降卑 這樣 <在底下>在底下 到於(她)那 到於(她)具魄力權勢的 到於(她)手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為要 到於你們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升高 在內 在對(他)場合時節；

彼前 5:7 pa/san th.n me,rimnan ùmw/n evpiri,yantej evpV auvto,n( o[ti auvtw/| me,lei peri. ùmw/nÅ
Casting all your care upon him; for he careth for you.
你們要將一切的憂慮卸給神，因為他顧念你們。

到於(她)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分心掛慮 從屬你們 (他們)那時(也是)拋擲在上面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同一者； 是這樣 在對(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留意顧念[非人稱用法] <在周圍>關於 從屬你們。

彼前 5:8 Nh,yate( grhgorh,sateÅ ò avnti,dikoj ùmw/n dia,boloj wj̀ le,wn wvruo,menoj peripatei/ zhtw/n ÎtinaÐ
katapiei/n\
Be sober, be vigilant; because your adversary the devil, as a roaring lion, walketh about, seeking whom he may
devour:
務要謹守，儆醒；因為你們的仇敵魔鬼，如同吼叫的獅子，遍地游行，尋找可吞喫的人；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清醒謹慎，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儆醒； (他)那 (他)對頭 從屬你們 (他)詆辱中傷的[常指魔鬼]

正如地 (他)獅子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怒吼嚎叫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來往昂然踏行， (他)現正持續探索尋求了的

到於(他)任何什麼註1
那時(也是)要去吞下；

[經文變異RT]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清醒謹慎，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儆醒； 是這樣 (他)那 (他)對頭 從屬你們

(他)詆辱中傷的[常指魔鬼] 正如地 (他)獅子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怒吼嚎叫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來往昂然踏行，

(他)現正持續探索尋求了的 到於(他)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吞下；

註1：“到於(他)任何什麼”文法上亦可以為“到於(他)任何什麼呢”[字形相同,意義不同]。

[經文變異WH]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清醒謹慎，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儆醒； (他)那 (他)對頭 從屬你們 (他)詆辱中傷的[常指魔鬼]

正如地 (他)獅子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怒吼嚎叫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來往昂然踏行， (他)現正持續探索尋求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吞下；

彼前 5:9 w-| avnti,sthte stereoi. th/| pi,stei eivdo,tej ta. auvta. tw/n paqhma,twn th/| evn Îtw/|Ð ko,smw| um̀w/n avdelfo,thti
evpitelei/sqaiÅ
Whom resist stedfast in the faith, knowing that the same afflictions are accomplished in your brethren that are in
the world.
你們要用堅固的信心抵擋他，因為知道你們在世上的眾弟兄，也是經歷這樣的苦難。

在對(他)這個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對立抗拒 (他們)堅固穩定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信， (他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了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同一者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所經歷承受 在對(她)那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美容妝束/世界 從屬你們 在對(她)弟兄團體 現要去持續被在上面完成。
[經文變異RT]

在對(他)這個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對立抗拒 (他們)堅固穩定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信， (他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了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同一者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所經歷承受 在對(她)那 在內 在對(他)美容妝束/世界

從屬你們 在對(她)弟兄團體 現要去持續被在上面完成。

彼前 5:10 ~O de. qeo.j pa,shj ca,ritoj( ò kale,saj ùma/j eivj th.n aivw,nion auvtou/ do,xan evn Cristw/| Îvihsou/Ð( ovli,gon
paqo,ntaj auvto.j katarti,sei( sthri,xei( sqenw,sei( qemeliw,seiÅ
But the God of all grace, who hath called us unto his eternal glory by Christ Jesus, after that ye have suffered a
while, make you perfect, stablish, strengthen, settle you.
那賜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裏召你們，得享他永遠的榮耀，等你們暫受苦難之後，必要親自成全你們，堅固你

們，賜力量給你們。

(他)那 然而也 (他)神 從屬(她)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她)恩典惠意， (他)那 (他)那時(也是)促請召喚了的 到於你們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時世恆久的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她)榮耀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在對(他)耶穌，

到於(它)些微少許的 到於(他們)那時(也是)經歷承受了的 (他)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向下使成裝備妥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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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將要(持續)堅定加固， 他/她/它將要(持續)促使健壯有力， 他/她/它將要(持續)立根基。
[經文變異RT]

(他)那 然而也 (他)神 從屬(她)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她)恩典惠意， (他)那 (他)那時(也是)促請召喚了的 到於我們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時世恆久的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她)榮耀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在對(他)耶穌，

到於(它)些微少許的 到於(他們)那時(也是)經歷承受了的 (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可以向下使成裝備妥當

到於你們， 他/她/它那時(也是)可以堅定加固， 他/她/它那時(也是)可以促使健壯有力，

他/她/它那時(也是)可以立根基。
[經文變異WH]

(他)那 然而也 (他)神 從屬(她)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她)恩典惠意， (他)那 (他)那時(也是)促請召喚了的 到於你們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時世恆久的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她)榮耀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到於(它)些微少許的

到於(他們)那時(也是)經歷承受了的 (他)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向下使成裝備妥當， 他/她/它將要(持續)堅定加固，

他/她/它將要(持續)促使健壯有力 。

彼前 5:11 auvtw/| to. kra,toj eivj tou.j aivw/naj( avmh,nÅ
To him be glory and dominion for ever and ever. Amen.
願權能歸給他，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在對(他)同一者 (它)那 (它)魄力權勢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世紀時代。 阿們。
[經文變異RT]

在對(他)同一者 (她)那 (她)榮耀 並且 (它)那 (它)魄力權勢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世紀時代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世紀時代。 阿們。

彼前 5:12 Dia. Silouanou/ ùmi/n tou/ pistou/ avdelfou/( ẁj logi,zomai( diV ovli,gwn e;graya parakalw/n kai.
evpimarturw/n tau,thn ei=nai avlhqh/ ca,rin tou/ qeou/ eivj h]n sth/teÅ
By Silvanus, a faithful brother unto you, as I suppose, I have written briefly, exhorting, and testifying that this is
the true grace of God wherein ye stand.
我略略的寫了這信，託我所看為忠心的兄弟西拉轉交你們，勸勉你們，又證明這恩是神的真恩；你們務要在這恩

上站立得住。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西拉 在對你們 從屬(他)那 從屬(他)誠且信的 從屬(他)弟兄， 正如地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估算，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們)些微少許的 我那時(也是)刻寫記載 (他)現正持續勸勉請求了的

並且 (他)現正持續作見證人證實了的 到於(她)那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是 到於(她)誠正真實的 到於(她)恩典惠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向內進入 到於(她)這個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立定站住。
[經文變異RT]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西拉 在對你們 從屬(他)那 從屬(他)誠且信的 從屬(他)弟兄， 正如地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估算，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們)些微少許的 我那時(也是)刻寫記載 (他)現正持續勸勉請求了的

並且 (他)現正持續作見證人證實了的 到於(她)那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是 到於(她)誠正真實的 到於(她)恩典惠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向內進入 到於(她)這個 你們現在已經立定站住。

彼前 5:13 VAspa,zetai ùma/j h` evn Babulw/ni suneklekth. kai. Ma/rkoj ò uiò,j mouÅ
The church that is at Babylon, elected together with you, saluteth you; and so doth Marcus my son.
在巴比倫與你們同蒙揀選的教會問你們安；我兒子馬可也問你們安。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擁抱問安 到於你們 (她)那 在內 在對(她)巴比倫 (她)乃共同挑選的 並且 (他)馬可 (他)那

(他)兒子 從屬我。

彼前 5:14 avspa,sasqe avllh,louj evn filh,mati avga,phjÅ eivrh,nh um̀i/n pa/sin toi/j evn Cristw/|Å
Greet ye one another with a kiss of charity. Peace be with you all that are in Christ Jesus. Amen.
你們要用愛心彼此親嘴問安。願平安歸與你們凡在基督裏的人。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擁抱問安 到於(他們)彼此 在內 在對(它)親吻之禮 從屬(她)愛。 (她)和平安寧 在對你們

在對(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內 在對(他)基督。
[經文變異RT]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擁抱問安 到於(他們)彼此 在內 在對(它)親吻之禮 從屬(她)愛。 (她)和平安寧 在對你們

在對(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在對(他)耶穌。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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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後書 // 2 Peter

彼後 1:1 Sumew.n Pe,troj dou/loj kai. avpo,stoloj VIhsou/ Cristou/ toi/j ivso,timon h̀mi/n lacou/sin pi,stin evn
dikaiosu,nh| tou/ qeou/ hm̀w/n kai. swth/roj VIhsou/ Cristou/(
Simon Peter, a servant and an apostle of Jesus Christ, to them that have obtained like precious faith with us
through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and our Saviour Jesus Christ:
作耶穌基督僕人和使徒的西門彼得，寫信給那因我們的神，和〔有古卷無和字〕救主耶穌基督之義，與我們同得

一樣寶貴信心的人；

(他)西緬 (他)彼得 (他)奴僕 並且 (他)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在對(他們)那些

到於(她)一樣珍貴價值的 在對我們 在對(他們)那時(也是)抽籤定奪了的 到於(她)信 在內 在對(她)至義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從屬我們 並且 從屬(他)救主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經文變異RT]

(他)西緬 (他)彼得 (他)奴僕 並且 (他)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在對(他們)那些

到於(她)一樣珍貴價值的 在對我們 在對(他們)那時(也是)抽籤定奪了的 到於(她)信 在內 在對(她)至義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從屬我們 並且 從屬(他)救主 從屬我們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經文變異WH]

(他)西門 (他)彼得 (他)奴僕 並且 (他)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在對(他們)那些

到於(她)一樣珍貴價值的 在對我們 在對(他們)那時(也是)抽籤定奪了的 到於(她)信 在內 在對(她)至義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從屬我們 並且 從屬(他)救主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彼後 1:2 ca,rij ùmi/n kai. eivrh,nh plhqunqei,h evn evpignw,sei tou/ qeou/ kai. VIhsou/ tou/ kuri,ou h̀mw/nÅ
Grace and peace be multiplied unto you through the knowledge of God, and of Jesus our Lord,
願恩惠平安，因你們認識神和我們主耶穌，多多的加給你們；

(她)恩典惠意 在對你們 並且 (她)和平安寧 他/她/它那時(也是)可以被增添 在內 在對(她)清楚認識知道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我們；
[不同標點]

(她)恩典惠意 在對你們 並且 (她)和平安寧 他/她/它那時(也是)可以被增添 在內 在對(她)清楚認識知道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我們。

彼後 1:3 ~Wj pa,nta h̀mi/n th/j qei,aj duna,mewj auvtou/ ta. pro.j zwh.n kai. euvse,beian dedwrhme,nhj dia. th/j
evpignw,sewj tou/ kale,santoj hm̀a/j ivdi,a| do,xh| kai. avreth/|(
According as his divine power hath given unto us all things that pertain unto life and godliness, through the
knowledge of him that hath called us to glory and virtue:
神的神能已將一切關乎生命和虔敬的事賜給我們，皆因我們認識那用自己榮耀和美德召我們的主；

正如地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我們 從屬(她)那 從屬(她)具神的 從屬(她)能力權能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它們)那些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生命 並且 到於(她)至誠敬虔 從屬(她)現在已經讓自己/被賜給了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清楚認識知道 從屬(他)那 從屬(他)那時(也是)促請召喚了的 到於我們

在對(她)私人個別的 在對(她)榮耀 並且 在對(她)優質美德；
[經文變異RT][經文變異WH]

正如地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我們 從屬(她)那 從屬(她)具神的 從屬(她)能力權能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它們)那些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生命 並且 到於(她)至誠敬虔 從屬(她)現在已經讓自己/被賜給了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清楚認識知道 從屬(他)那 從屬(他)那時(也是)促請召喚了的 到於我們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榮耀 並且 從屬(她)優質美德；

彼後 1:4 diV w-n ta. ti,mia kai. me,gista hm̀i/n evpagge,lmata dedw,rhtai( i[na dia. tou,twn ge,nhsqe qei,aj koinwnoi.
fu,sewj avpofugo,ntej th/j evn tw/| ko,smw| evn evpiqumi,a| fqora/jÅ
Whereby are given unto us exceeding great and precious promises: that by these ye might be partakers of the
divine nature, having escaped the corruption that is in the world through lust.
因此他已將又寶貴又極大的應許賜給我們，叫我們既脫離世上從情慾來的敗壞，就得與神的性情有分。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們)這些個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具珍貴價值的 並且 到於(它們)最極大的 在對我們

到於(它們)所應承許諾 他/她/它現在已經讓自己/被賜給； 為要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們)那同一者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生發成為 從屬(她)具神的 (他們)合夥共享之人 從屬(她)天然本性，

(他們)那時(也是)從那裏逃離走避離開了的 從屬(她)那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美容妝束/世界 在內

在對(她)渴想慕戀 從屬(她)朽敗朽壞。
[經文變異RT]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們)這些個註1
(它們)那些註2

(它們)最極大的註3
在對我們 並且 (它們)具珍貴價值的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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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們)所應承許諾註5
他/她/它現在已經讓自己/被賜給； 為要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們)那同一者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生發成為 從屬(她)具神的 (他們)合夥共享之人 從屬(她)天然本性，

(他們)那時(也是)從那裏逃離走避離開了的 從屬(她)那 在內 在對(他)美容妝束/世界 在內 在對(她)渴想慕戀

從屬(她)朽敗朽壞。

註1：“從屬(它們)這些個”文法上亦可以為“從屬(她們)這些個”。

註2：“到於(它們)那些”文法上亦可以為“(它們)那些”。

註3：“到於(它們)最極大的”文法上亦可以為“(它們)最極大的”。

註4：“到於(它們)具珍貴價值的”文法上亦可以為“(它們)具珍貴價值的”。

註5：“到於(它們)所應承許諾”文法上亦可以為“(它們)所應承許諾”。

彼後 1:5 kai. auvto. tou/to de. spoudh.n pa/san pareisene,gkantej evpicorhgh,sate evn th/| pi,stei ùmw/n th.n avreth,n( evn
de. th/| avreth/| th.n gnw/sin(
And beside this, giving all diligence, add to your faith virtue; and to virtue knowledge;
正因這緣故，你們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識；

並且 到於(它)同一者 到於(它)那同一者 然而也， 到於(她)勤奮殷切 到於(她)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那時(也是)隨同向內負載攜帶進入了的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在上面供給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信 從屬你們

到於(她)那 到於(她)優質美德； 在內 然而也 在對(她)那 在對(她)優質美德 到於(她)那 到於(她)知識認識；

彼後 1:6 evn de. th/| gnw,sei th.n evgkra,teian( evn de. th/| evgkratei,a| th.n ùpomonh,n( evn de. th/| up̀omonh/| th.n euvse,beian(
And to knowledge temperance; and to temperance patience; and to patience godliness;
有了知識，又要加上節制；有了節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虔敬；

在內 然而也 在對(她)那 在對(她)知識認識 到於(她)那 到於(她)自約主控； 在內 然而也 在對(她)那

在對(她)自約主控 到於(她)那 到於(她)堅忍持守； 在內 然而也 在對(她)那 在對(她)堅忍持守 到於(她)那

到於(她)至誠敬虔；

彼後 1:7 evn de. th/| euvsebei,a| th.n filadelfi,an( evn de. th/| filadelfi,a| th.n avga,phnÅ
And to godliness brotherly kindness; and to brotherly kindness charity.
有了虔敬，又要加上愛弟兄的心；有了愛弟兄的心，又要加上愛眾人的心。

在內 然而也 在對(她)那 在對(她)至誠敬虔 到於(她)那 到於(她)兄弟之友愛； 在內 然而也 在對(她)那

在對(她)兄弟之友愛 到於(她)那 到於(她)愛。

彼後 1:8 tau/ta ga.r ùmi/n ùpa,rconta kai. pleona,zonta ouvk avrgou.j ouvde. avka,rpouj kaqi,sthsin eivj th.n tou/
kuri,ou hm̀w/n VIhsou/ Cristou/ evpi,gnwsin\
For if these things be in you, and abound, they make you that ye shall neither be barren nor unfruitful in the
knowledge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你們若充充足足的有這幾樣，就必使你們在認識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上，不至於閒懶不結果子了。

(它們)那同一者 因為 在對你們 (它們)現正持續源屬具有了的 並且 (它們)現正持續使成更許多了的， 不是/不

到於(他們)閒散停頓的 然而也不是地 到於(他們)沒有果實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設立派定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我們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到於(她)清楚認識知道；

彼後 1:9 w-| ga.r mh. pa,restin tau/ta( tuflo,j evstin muwpa,zwn( lh,qhn labw.n tou/ kaqarismou/ tw/n pa,lai auvtou/
am̀artiw/nÅ
But he that lacketh these things is blind, and cannot see afar off, and hath forgotten that he was purged from his
old sins.
人若沒有這幾樣，就是眼瞎，只看見近處的，忘了他舊日的罪已經得了潔淨。

在對(他)這個 因為 不會/不要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是在旁邊 (它們)那同一者， (他)瞎眼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現正持續閉眼瞇視了的， 到於(她)健忘 (他)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潔淨 從屬(她們)那些

有段時間地 從屬(他)同一者 從屬(她們)罪。

彼後 1:10 dio. ma/llon( avdelfoi,( spouda,sate bebai,an ùmw/n th.n klh/sin kai. evklogh.n poiei/sqai\ tau/ta ga.r
poiou/ntej ouv mh. ptai,shte, poteÅ
Wherefore the rather, brethren, give diligence to make your calling and election sure: for if ye do these things,
ye shall never fall:
所以弟兄們，應當更加殷勤，使你們所蒙的恩召和揀選堅定不移；你們若行這幾樣，就永不失腳。

為這個緣故 更特別尤其地， 阿,(他們)弟兄，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殷勤熱心 到於(她)穩固踏實的 從屬你們

到於(她)那 到於(她)促請召喚 並且 到於(她)揀選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行出作成；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因為

(他們)現正持續行出作成了的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失足絆跌 在那個時候；

彼後 1:11 ou[twj ga.r plousi,wj evpicorhghqh,setai ùmi/n h` ei;sodoj eivj th.n aivw,nion basilei,an tou/ kuri,ou h̀mw/n
kai. swth/roj VIhsou/ Cristou/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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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so an entrance shall be ministered unto you abundantly into the everlasting kingdom of our Lord and
Saviour Jesus Christ.
這樣，必叫你們豐豐富富的，得以進入我們主救主耶穌基督永遠的國。

那同一樣式地 因為 具豐滿富足地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在上面供給 在對你們 (她)那 (她)入口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時世恆久的 到於(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我們 並且 從屬(他)救主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彼後 1:12 Dio. mellh,sw avei. um̀a/j ùpomimnh,|skein peri. tou,twn kai,per eivdo,taj kai. evsthrigme,nouj evn th/| parou,sh|
avlhqei,a|Å
Wherefore I will not be negligent to put you always in remembrance of these things, though ye know them, and
be established in the present truth.
你們雖然曉得這些事，並且在你們已有的真道上堅固，我卻要將這些事常常提醒你們。

為這個緣故 我將要(持續)準備快要 總是時常地 到於你們 現要去持續在底下致使提醒記得 <在周圍>關於

從屬(它們)那同一者， 且甚至 到於(他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了的 並且 到於(他們)現在已經被堅定加固了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現正持續是是在旁邊了的 在對(她)真情實理。
[經文變異RT]

為這個緣故 不是/不 我將要(持續)不留意顧念 到於你們 總是時常地 現要去持續在底下致使提醒記得 <在周圍>關於

從屬(它們)那同一者， 且甚至 到於(他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了的 並且 到於(他們)現在已經被堅定加固了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現正持續是是在旁邊了的 在對(她)真情實理。

彼後 1:13 di,kaion de. h̀gou/mai( evfV o[son eivmi. evn tou,tw| tw/| skhnw,mati( diegei,rein ùma/j evn ùpomnh,sei(
Yea, I think it meet, as long as I am in this tabernacle, to stir you up by putting you in remembrance;
我以為應當趁我還在這帳棚的時候提醒你們，激發你們；

到於(它)具公平正義的 然而也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帶領引導，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這每一切 我現在持續是

在內 在對(它)那同一者 在對(它)那 在對(它)營地帳棚， 現要去持續徹底地喚醒起來 到於你們 在內

在對(她)在底下致使提醒記得，

彼後 1:14 eivdw.j o[ti tacinh, evstin h` avpo,qesij tou/ skhnw,mato,j mou kaqw.j kai. ò ku,rioj h̀mw/n VIhsou/j Cristo.j
evdh,lwse,n moi(
Knowing that shortly I must put off this my tabernacle, even as our Lord Jesus Christ hath shewed me.
因為知道我脫離這帳棚的時候快到了，正如我們主耶穌基督所指示我的。

(他)現在已經看見察覺了的 是這樣 (她)快速迫近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置開移掉 從屬(它)那

從屬(它)營地帳棚 從屬我， 按照正如地 並且 (他)那 (他)主人 從屬我們 (他)耶穌 (他)基督

他/她/它那時(也是)促使為清晰明顯 在對我；

彼後 1:15 spouda,sw de. kai. ek̀a,stote e;cein ùma/j meta. th.n evmh.n e;xodon th.n tou,twn mnh,mhn poiei/sqaiÅ
Moreover I will endeavour that ye may be able after my decease to have these things always in remembrance.
並且我要盡心竭力，使你們在我去世以後，時常記念這些事。

我將要(持續)殷勤熱心 然而也 並且 每次總是地 現要去持續持有 到於你們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她)那

到於(她)我之物 到於(她)出口離去 到於(她)那 從屬(它們)那同一者 到於(她)記憶回想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行出作成。

彼後 1:16 Ouv ga.r sesofisme,noij mu,qoij evxakolouqh,santej evgnwri,samen ùmi/n th.n tou/ kuri,ou hm̀w/n VIhsou/
Cristou/ du,namin kai. parousi,an avllV evpo,ptai genhqe,ntej th/j evkei,nou megaleio,thtojÅ
For we have not followed cunningly devised fables, when we made known unto you the power and coming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but were eyewitnesses of his majesty.
我們從前，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大能，和他降臨的事，告訴你們，並不是隨從乖巧捏造的虛言，乃是親眼見過他

的威榮。

不是/不 因為 在對(他們)現在已經被使成明智通達了的 在對(他們)故事講述 (他們)那時(也是)向外跟隨出來了的

我們那時(也是)使成認識知道 在對你們 到於(她)那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我們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到於(她)能力權能 並且 到於(她)臨近， 但乃是 (他們)目擊者 (他們)那時(也是)被生發成為了的 從屬(她)那

從屬(他)在那裏的那個 從屬(她)威榮偉大。

彼後 1:17 labw.n ga.r para. qeou/ patro.j timh.n kai. do,xan fwnh/j evnecqei,shj auvtw/| toia/sde ùpo. th/j
megaloprepou/j do,xhj( ~O uìo,j mou ò avgaphto,j mou ou-to,j evstin eivj o]n evgw. euvdo,khsa(
For he received from God the Father honour and glory, when there came such a voice to him from the excellent
glory, This is my beloved Son, in whom I am well pleased.
他從父神得尊貴榮耀的時候，從極大榮光之中，有聲音出來向他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

(他)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因為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神 從屬(他)父親 到於(她)珍貴價值 並且 到於(她)榮耀，

從屬(她)聲音 從屬(她)那時(也是)被負載攜帶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從屬(她)然而也就是那樣 <在底下>被從 從屬(她)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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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屬(她)卓越堂皇的 從屬(她)榮耀， (他)那 (他)兒子 從屬我 (他)那 (他)蒙愛的 從屬我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向內進入 到於(他)這個 我 我那時(也是)歡愉認可；
[經文變異RT]

(他)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因為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神 從屬(他)父親 到於(她)珍貴價值 並且 到於(她)榮耀，

從屬(她)聲音 從屬(她)那時(也是)被負載攜帶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從屬(她)然而也就是那樣 <在底下>被從 從屬(她)那

從屬(她)卓越堂皇的 從屬(她)榮耀，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兒子 從屬我 (他)那 (他)蒙愛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這個 我 我那時(也是)歡愉認可；

彼後 1:18 kai. tau,thn th.n fwnh.n hm̀ei/j hvkou,samen evx ouvranou/ evnecqei/san su.n auvtw/| o;ntej evn tw/| àgi,w| o;reiÅ
And this voice which came from heaven we heard, when we were with him in the holy mount.
我們同他在聖山的時候，親自聽見這聲音從天上出來。

並且 到於(她)那同一者 到於(她)那 到於(她)聲音 我們 我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向外出來 從屬(他)天空/天

到於(她)那時(也是)被負載攜帶了的， 共同一起 在對(他)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是了的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聖的

在對(它)高山。
[經文變異RT]

並且 到於(她)那同一者 到於(她)那 到於(她)聲音 我們 我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向外出來 從屬(他)天空/天

到於(她)那時(也是)被負載攜帶了的， 共同一起 在對(他)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是了的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高山

在對(它)那 在對(它)聖的。

彼後 1:19 kai. e;comen bebaio,teron to.n profhtiko.n lo,gon( w-| kalw/j poiei/te prose,contej ẁj lu,cnw| fai,nonti evn
auvcmhrw/| to,pw|( e[wj ou- hm̀e,ra diauga,sh| kai. fwsfo,roj avnatei,lh| evn tai/j kardi,aij ùmw/n(
We have also a more sure word of prophecy; whereunto ye do well that ye take heed, as unto a light that
shineth in a dark place, until the day dawn, and the day star arise in your hearts:
我們並有先知更確的預言，如同燈照在暗處；你們在這預言上留意，直等到天發亮晨星在你們心裏出現的時候，

纔是好的。

並且 我們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他)更穩固踏實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屬在前面宣稱傳講者的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在對(他)這個 美好適當地 你們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他們)現正持續留神注意了的，

正如地 在對(他)燈火 在對(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促為照亮顯明了的 在內 在對(他)塵封晦暗的 在對(他)地點處所，

一直直到 從屬(它)這個 (她)日子/白日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徹底地放光芒， 並且

(他)負載攜帶光明的[古典用法意指金星=晨星]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升起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內心

從屬你們；

彼後 1:20 tou/to prw/ton ginw,skontej o[ti pa/sa profhtei,a grafh/j ivdi,aj evpilu,sewj ouv gi,netai\
Knowing this first, that no prophecy of the scripture is of any private interpretation.
第一要緊的，該知道經上所有的預言，沒有可隨私意解說的；

到於(它)那同一者 首先地 (他們)現正持續認識知道了的， 是這樣 (她)所有每一個的 (她)預示宣達 從屬(她)經文

從屬(她)私人個別的 從屬(她)解說講解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彼後 1:21 ouv ga.r qelh,mati avnqrw,pou hvne,cqh profhtei,a pote,( avlla. ùpo. pneu,matoj àgi,ou fero,menoi evla,lhsan
avpo. qeou/ a;nqrwpoiÅ
For the prophecy came not in old time by the will of man: but holy men of God spake as they were moved by the
Holy Ghost.
因為預言從來沒有出於人意的，乃是人被聖靈感動說出神的話來。

不是/不 因為 在對(它)所定意 從屬(他)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負載攜帶 (她)預示宣達 在那個時候； 但乃是

<在底下>被從 從屬(它)靈/風 從屬(它)聖的 (他們)現正持續被負載攜帶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言講說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神 (他們)人。
[經文變異RT]

不是/不 因為 在對(它)所定意 從屬(他)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負載攜帶 在那個時候 (她)預示宣達； 但乃是

<在底下>被從 從屬(它)靈/風 從屬(它)聖的 (他們)現正持續被負載攜帶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言講說 (他們)聖的

從屬(他)神 (他們)人。

彼後 2:1 VEge,nonto de. kai. yeudoprofh/tai evn tw/| law/|( wj̀ kai. evn ùmi/n e;sontai yeudodida,skaloi( oi[tinej
pareisa,xousin air̀e,seij avpwlei,aj kai. to.n avgora,santa auvtou.j despo,thn avrnou,menoiÅ evpa,gontej èautoi/j
tacinh.n avpw,leian(
But there were false prophets also among the people, even as there shall be false teachers among you, who
privily shall bring in damnable heresies, even denying the Lord that bought them, and bring upon themselves
swift de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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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來，將來在你們中間，也必有假師傅，私自引進陷害人的異端，連買他們的主他們也不

承認，自取速速的滅亡。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然而也 並且 (他們)假的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人民百姓， 正如地 並且 在內 在對你們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是 (他們)假老師， (他們)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從旁私自引入 到於(她們)教門黨派 從屬(她)毀壞失喪，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那時(也是)購買了的 到於(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主宰者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否認拒絕了的，

(他們)現正持續帶領在上面了的 在對(他們)同一者自己 到於(她)快速迫近的 到於(她)毀壞失喪。

彼後 2:2 kai. polloi. evxakolouqh,sousin auvtw/n tai/j avselgei,aij diV ou]j h̀ od̀o.j th/j avlhqei,aj blasfhmhqh,setai(
And many shall follow their pernicious ways; by reason of whom the way of truth shall be evil spoken of.
將有許多人隨從他們邪淫的行為，便叫真道，因他們的緣故被毀謗。

並且 (他們)許多的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向外跟隨出來 從屬(他們)同一者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縱慾邪蕩；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他們)這些個 (她)那 (她)道路途徑 從屬(她)那 從屬(她)真情實理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謗瀆；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們)許多的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向外跟隨出來 從屬(他們)同一者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毀壞失喪；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他們)這些個 (她)那 (她)道路途徑 從屬(她)那 從屬(她)真情實理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謗瀆；

彼後 2:3 kai. evn pleonexi,a| plastoi/j lo,goij ùma/j evmporeu,sontai( oi-j to. kri,ma e;kpalai ouvk avrgei/ kai. h`
avpw,leia auvtw/n ouv nusta,zeiÅ
And through covetousness shall they with feigned words make merchandise of you: whose judgment now of a
long time lingereth not, and their damnation slumbereth not.
他們因有貪心，要用捏造的言語，在你們身上取利；他們的刑罰，自古以來並不遲延，他們的滅亡也必速速來到

。〔原文作也不打盹〕

並且 在內 在對(她)貪心 在對(他們)人工捏造的 在對(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到於你們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在內行來去買賣； 在對(他們)這些個 (它)那 (它)審案判決 很久以來地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閒散停頓， 並且 (她)那 (她)毀壞失喪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打盹。
[經文變異MT]

並且 在內 在對(她)貪心 在對(他們)人工捏造的 在對(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到於你們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在內行來去買賣； 在對(他們)這些個 (它)那 (它)審案判決 很久以來地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閒散停頓， 並且 (她)那 (她)毀壞失喪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不是/不 他/她/它將要(持續)打盹。

彼後 2:4 Eiv ga.r ò qeo.j avgge,lwn àmarthsa,ntwn ouvk evfei,sato avlla. seirai/j zo,fou tartarw,saj pare,dwken eivj
kri,sin throume,nouj(
For if God spared not the angels that sinned, but cast them down to hell, and delivered them into chains of
darkness, to be reserved unto judgment;
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沒有寬容，曾把他們丟在地獄，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審判；

若是 因為 (他)那 (他)神 從屬(他們)使者 從屬(他們)那時(也是)犯罪了的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憐惜寬免，

但乃是 在對(她們)鏈子繩索 從屬(他)幽暗 (他)那時(也是)幽禁在陰府深淵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交付 向內進入

到於(她)區別審斷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被行看護守衛了的；
[經文變異RT]

若是 因為 (他)那 (他)神 從屬(他們)使者 從屬(他們)那時(也是)犯罪了的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憐惜寬免，

但乃是 在對(她們)鏈子繩索 從屬(他)幽暗 (他)那時(也是)幽禁在陰府深淵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交付 向內進入

到於(她)區別審斷 到於(他們)現在已經被行看護守衛了的；
[經文變異WH]

若是 因為 (他)那 (他)神 從屬(他們)使者 從屬(他們)那時(也是)犯罪了的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憐惜寬免，

但乃是 在對(他們)穀窖坑穴註1
從屬(他)幽暗 (他)那時(也是)幽禁在陰府深淵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交付 向內進入

到於(她)區別審斷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被行看護守衛了的；
註1：“seirois”=“在對(他們)穀窖坑穴”；此字不在Strong's的字典中，但在Thayer's Greek Lexicon 的字典#4577中指出，

此字指坑穴，地下穀倉，為陽性名詞。

彼後 2:5 kai. avrcai,ou ko,smou ouvk evfei,sato avlla. o;gdoon Nw/e dikaiosu,nhj kh,ruka evfu,laxen kataklusmo.n
ko,smw| avsebw/n evpa,xaj(
And spared not the old world, but saved Noah the eighth person, a preacher of righteousness, bringing in the
flood upon the world of the ungodly;
神也沒有寬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臨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卻保護了傳義道的挪亞一家八口；

並且 從屬(他)起初原始的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憐惜寬免， 但乃是

到於(他)第八的 到於(他)挪亞 從屬(她)至義 到於(他)傳達宣講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看管守護， 到於(他)洪水氾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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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他)美容妝束/世界 從屬(他們)不尊崇敬愛的 (他)那時(也是)帶領在上面了的；

彼後 2:6 kai. po,leij Sodo,mwn kai. Gomo,rraj tefrw,saj Îkatastrofh/|Ð kate,krinen ùpo,deigma mello,ntwn
avsebe,ÎsÐin teqeikw,j(
And turning the cities of Sodom and Gomorrha into ashes condemned them with an overthrow, making them an
ensample unto those that after should live ungodly;
又判定所多瑪，蛾摩拉，將二城傾覆，焚燒成灰，作為後世不敬虔人的鑑戒；

並且 到於(她們)城邑 從屬(它們)所多瑪 並且 從屬(她)蛾摩拉 (他)那時(也是)促使成灰渣餘燼了的 在對(她)傾覆翻倒

他/她/它那時(也是)斷定有罪， 到於(它)典範隱喻 從屬(它們)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的 在對(他們)不尊崇敬愛的

[或=現要去持續成不尊崇敬愛] (他)現在已經置放擺設了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到於(她們)城邑 從屬(它們)所多瑪 並且 從屬(她)蛾摩拉 (他)那時(也是)促使成灰渣餘燼了的 在對(她)傾覆翻倒

他/她/它那時(也是)斷定有罪， 到於(它)典範隱喻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的
註1

現要去持續成不尊崇敬愛

(他)現在已經置放擺設了的；

註1：“從屬(它們)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的”文法上亦可以為“從屬(他們)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的”。

[經文變異WH]

並且 到於(她們)城邑 從屬(它們)所多瑪 並且 從屬(她)蛾摩拉 (他)那時(也是)促使成灰渣餘燼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斷定有罪， 到於(它)典範隱喻 從屬(它們)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的 在對(他們)不尊崇敬愛的

(他)現在已經置放擺設了的；

彼後 2:7 kai. di,kaion Lw.t kataponou,menon ùpo. th/j tw/n avqe,smwn evn avselgei,a| avnastrofh/j evrru,sato\
And delivered just Lot, vexed with the filthy conversation of the wicked:
只搭救了那常為惡人淫行憂傷的義人羅得；

並且 到於(他)具公平正義的 到於(他)羅得 到於(他)現正持續被勞苦力竭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她)那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不守法令的 在內 在對(她)縱慾邪蕩 從屬(她)行止為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被搭救；

彼後 2:8 ble,mmati ga.r kai. avkoh/| ò di,kaioj evgkatoikw/n evn auvtoi/j hm̀e,ran evx hm̀e,raj yuch.n dikai,an avno,moij
e;rgoij evbasa,nizen\
(For that righteous man dwelling among them, in seeing and hearing, vexed his righteous soul from day to day

with their unlawful deeds;)
因為那義人住在他們中間，看見聽見他們不法的事，他的義心就天天傷痛。

在對(它)眼看 因為 並且 在對(她)聽聞 (他)那 (他)具公平正義的 (他)現正持續在內定居了的 在內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她)日子/白日 向外出來 從屬(她)日子/白日 到於(她)生魂意念 到於(她)具公平正義的 在對(它們)沒有律法的

在對(它們)工作 他/她/它當時持續使有考驗折磨；
[經文變異WH]

在對(它)眼看 因為 並且 在對(她)聽聞 (他)具公平正義的 (他)現正持續在內定居了的 在內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她)日子/白日 向外出來 從屬(她)日子/白日 到於(她)生魂意念 到於(她)具公平正義的 在對(它們)沒有律法的

在對(它們)工作 他/她/它當時持續使有考驗折磨；

彼後 2:9 oi=den ku,rioj euvsebei/j evk peirasmou/ rù,esqai( avdi,kouj de. eivj h̀me,ran kri,sewj kolazome,nouj threi/n(
The Lord knoweth how to deliver the godly out of temptations, and to reserve the unjust unto the day of
judgment to be punished:
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脫離試探，把不義的人留在刑罰之下，等候審判的日子；

他/她/它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他)主人 到於(他們)虔心誠敬的 向外出來 從屬(他)試探試煉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搭救，

到於(他們)不義的 然而也 向內進入 到於(她)日子/白日 從屬(她)區別審斷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被懲戒了的

現要去持續行看護守衛，
[經文變異Scrivener]

他/她/它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他)主人 到於(他們)虔心誠敬的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試探試煉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搭救，

到於(他們)不義的 然而也 向內進入 到於(她)日子/白日 從屬(她)區別審斷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被懲戒了的

現要去持續行看護守衛，

彼後 2:10 ma,lista de. tou.j ovpi,sw sarko.j evn evpiqumi,a| miasmou/ poreuome,nouj kai. kurio,thtoj katafronou/ntajÅ
Tolmhtai. auvqa,deij( do,xaj ouv tre,mousin blasfhmou/ntej(
But chiefly them that walk after the flesh in the lust of uncleanness, and despise government. Presumptuous are
they, selfwilled, they are not afraid to speak evil of dignities.
那些隨肉身，縱污穢的情慾，輕慢主治之人的，更是如此；他們膽大任性，毀謗在尊位的也不知懼怕；

最特別尤其地 然而也 到於(他們)那些 向在後面地 從屬(她)肉體 在內 在對(她)渴想慕戀 從屬(他)沾染玷污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行去了的 並且 從屬(她)支配主權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輕忽蔑視了的。 (他們)斗膽冒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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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自悅任性的， 到於(她們)榮耀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懼怕戰兢 (他們)現正持續謗瀆了的；

彼後 2:11 o[pou a;ggeloi ivscu,i? kai. duna,mei mei,zonej o;ntej ouv fe,rousin katV auvtw/n para. kuri,ou bla,sfhmon
kri,sinÅ
Whereas angels, which are greater in power and might, bring not railing accusation against them before the
Lord.
就是天使，雖然力量權能更大，還不用毀謗的話在主面前告他們。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他們)使者 在對(她)強壯大力 並且 在對(她)能力權能 (他們)更大的 (他們)現正持續是了的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負載攜帶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他們)同一者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主人

到於(她)毀謗的 到於(她)區別審斷。
[經文變異RT][經文變異WH]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他們)使者 在對(她)強壯大力 並且 在對(她)能力權能 (他們)更大的 (他們)現正持續是了的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負載攜帶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他們)同一者 <在旁邊>在旁邊 在對(他)主人

到於(她)毀謗的 到於(她)區別審斷。

彼後 2:12 ou-toi de. ẁj a;loga zw/|a gegennhme,na fusika. eivj a[lwsin kai. fqora.n evn oi-j avgnoou/sin
blasfhmou/ntej( evn th/| fqora/| auvtw/n kai. fqarh,sontai
But these, as natural brute beasts, made to be taken and destroyed, speak evil of the things that they
understand not; and shall utterly perish in their own corruption;
但這些人好像沒有靈性，生來就是畜類，以備捉拿宰殺的；他們毀謗所不曉得的事，正在敗壞人的時候，自己必

遭遇敗壞；

(他們)那同一者 然而也 正如地 (它們)不合理性的 (它們)活物 (它們)現在已經被生發成為族類了的

(它們)屬天然本性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提起擄獲 並且 到於(她)朽敗朽壞， 在內 在對(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不領悟認知 (他們)現正持續謗瀆了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朽敗朽壞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被腐朽敗壞，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同一者 然而也 正如地 (它們)不合理性的 (它們)活物 (它們)屬天然本性的

(它們)現在已經被生發成為族類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提起擄獲 並且 到於(她)朽敗朽壞， 在內 在對(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不領悟認知 (他們)現正持續謗瀆了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朽敗朽壞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被向下腐朽敗壞，

彼後 2:13 avdikou,menoi misqo.n avdiki,aj( h̀donh.n hg̀ou,menoi th.n evn hm̀e,ra| trufh,n( spi,loi kai. mw/moi evntrufw/ntej
evn tai/j avpa,taij auvtw/n suneuwcou,menoi ùmi/n(
And shall receive the reward of unrighteousness, as they that count it pleasure to riot in the day time. Spots they
are and blemishes, sporting themselves with their own deceivings while they feast with you;
行的不義，就得了不義的工價；這些人喜愛白晝宴樂，他們已被玷污，又有瑕疵，正與你們一同坐席，就以自己

的詭詐為快樂；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行不義了的 到於(他)工價報酬 從屬(她)不義， 到於(她)欣喜慾望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帶領引導了的 到於(她)那 在內 在對(她)日子/白日 到於(她)奢靡放縱， (他們)污染玷辱 並且

(他們)污點瑕疵， (他們)現正持續在內有奢靡放縱了的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欺矇誘騙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共同歡宴了的 在對你們，
[經文變異RT][不同標點]

(他們)將要(持續)讓自己提取照理了的 到於(他)工價報酬 從屬(她)不義， 到於(她)欣喜慾望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帶領引導了的 到於(她)那 在內 在對(她)日子/白日 到於(她)奢靡放縱， (他們)污染玷辱 並且

(他們)污點瑕疵， (他們)現正持續在內有奢靡放縱了的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欺矇誘騙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共同歡宴了的 在對你們，
[經文變異B(梵蒂岡抄本)]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行不義了的 到於(他)工價報酬 從屬(她)不義， 到於(她)欣喜慾望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帶領引導了的 到於(她)那 在內 在對(她)日子/白日 到於(她)奢靡放縱， (他們)污染玷辱 並且

(他們)污點瑕疵， (他們)現正持續在內有奢靡放縱了的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愛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共同歡宴了的 在對你們，

彼後 2:14 ovfqalmou.j e;contej mestou.j moicali,doj kai. avkatapau,stouj àmarti,aj( delea,zontej yuca.j avsthri,ktouj(
kardi,an gegumnasme,nhn pleonexi,aj e;contej( kata,raj te,kna\
Having eyes full of adultery, and that cannot cease from sin; beguiling unstable souls: an heart they have
exercised with covetous practices; cursed children:
他們滿眼是淫色，〔淫色原文作淫婦〕止不住犯罪；引誘那心不堅固的人，心中習慣了貪婪，正是被咒詛的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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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於(他們)眼睛 (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他們)裝滿的 從屬(她)淫婦 並且 到於(他們)不能安歇止息的

從屬(她)罪， (他們)現正持續施餌誘惑了的 到於(她們)生魂意念 到於(她們)不穩定的， 到於(她)內心

到於(她)現在已經被運動操練了的 從屬(她)貪心 (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從屬(她)向下禱告咒詛 (它們)孩子；
[經文變異RT]

到於(他們)眼睛 (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他們)裝滿的 從屬(她)淫婦 並且 到於(他們)不能安歇止息的

從屬(她)罪， (他們)現正持續施餌誘惑了的 到於(她們)生魂意念 到於(她們)不穩定的， 到於(她)內心

到於(她)現在已經被運動操練了的 在對(她)貪心 (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從屬(她)向下禱告咒詛 (它們)孩子；

彼後 2:15 katalei,pontej euvqei/an òdo.n evplanh,qhsan( evxakolouqh,santej th/| od̀w/| tou/ Balaa.m tou/ Boso,r( o]j
misqo.n avdiki,aj hvga,phsen
Which have forsaken the right way, and are gone astray, following the way of Balaam the son of Bosor, who
loved the wages of unrighteousness;
他們離棄正路，就走差了，隨從比珥之子巴蘭的路，巴蘭就是那貪愛不義之工價的先知；

(他們)現正持續遺留下了的 到於(她)平直直接的 到於(她)道路途徑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有迷途錯謬，

(他們)那時(也是)向外跟隨出來了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道路途徑 從屬(他)那 從屬(他)巴蘭 從屬(他)那 從屬(他)比珥，

(他)這個 到於(他)工價報酬 從屬(她)不義 他/她/它那時(也是)愛；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時(也是)遺留下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平直直接的 到於(她)道路途徑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有迷途錯謬，

(他們)那時(也是)向外跟隨出來了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道路途徑 從屬(他)那 從屬(他)巴蘭 從屬(他)那 從屬(他)比珥，

(他)這個 到於(他)工價報酬 從屬(她)不義 他/她/它那時(也是)愛；

彼後 2:16 e;legxin de. e;scen ivdi,aj paranomi,aj\ ùpozu,gion a;fwnon evn avnqrw,pou fwnh/| fqegxa,menon evkw,lusen
th.n tou/ profh,tou parafroni,anÅ
But was rebuked for his iniquity: the dumb ass speaking with man's voice forbad the madness of the prophet.
他卻為自己的過犯受了責備；那不能說話的驢，以人言攔阻先知的狂妄。

到於(她)指證責備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持有 從屬(她)私人個別的 從屬(她)違法犯律； (它)驢 (它)沉默無言的

在內 從屬(他)人 在對(她)聲音 (它)那時(也是)讓自己/被揚聲聲稱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阻攔禁止 到於(她)那

從屬(他)那 從屬(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到於(她)錯亂妄想。

彼後 2:17 Ou-toi, eivsin phgai. a;nudroi kai. òmi,clai ùpo. lai,lapoj evlauno,menai( oi-j ò zo,foj tou/ sko,touj
teth,rhtaiÅ
These are wells without water, clouds that are carried with a tempest; to whom the mist of darkness is reserved
for ever.
這些人是無水的井，是狂風催逼的霧氣，有墨黑的幽暗為他們存留。

(他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她們)湧泉泉源 (她們)沒有水的 並且 (她們)霧氣 <在底下>被從

從屬(她)旋流狂風 (她們)現正持續被促成推動驅使了的； 在對(他們)這些個 (他)那 (他)幽暗 從屬(它)那 從屬(它)黑暗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行看護守衛。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她們)湧泉泉源 (她們)沒有水的， (她們)雲團 <在底下>被從 從屬(她)旋流狂風

(她們)現正持續被促成推動驅使了的； 在對(他們)這些個 (他)那 (他)幽暗 從屬(它)那 從屬(它)黑暗 向內進入

到於(他)世紀時代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行看護守衛。

彼後 2:18 up̀e,rogka ga.r mataio,thtoj fqeggo,menoi delea,zousin evn evpiqumi,aij sarko.j avselgei,aij tou.j ovli,gwj
avpofeu,gontaj tou.j evn pla,nh| avnastrefome,nouj(
For when they speak great swelling words of vanity, they allure through the lusts of the flesh, through much
wantonness, those that were clean escaped from them who live in error.
他們說虛妄矜誇的大話，用肉身的情慾，和邪淫的事，引誘那些剛纔脫離妄行的人；

到於(它們)誇大的 因為 從屬(她)無益虛妄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揚聲聲稱了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施餌誘惑 在內

在對(她們)渴想慕戀 從屬(她)肉體 在對(她們)縱慾邪蕩 到於(他們)那些 些微少許地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從那裏逃離走避離開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在內 在對(她)迷途錯謬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被翻轉折返/往返行事了的，
[經文變異RT]

到於(它們)誇大的 因為 從屬(她)無益虛妄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揚聲聲稱了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施餌誘惑 在內

在對(她們)渴想慕戀 從屬(她)肉體 在對(她們)縱慾邪蕩 到於(他們)那些 真正是地

到於(他們)那時(也是)從那裏逃離走避離開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在內 在對(她)迷途錯謬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被翻轉折返/往返行事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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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變異Scrivener]

到於(它們)誇大的 因為 從屬(她)無益虛妄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揚聲聲稱了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施餌誘惑 在內

在對(她們)渴想慕戀 從屬(她)肉體 在內 在對(她們)縱慾邪蕩 到於(他們)那些 真正是地

到於(他們)那時(也是)從那裏逃離走避離開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在內 在對(她)迷途錯謬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被翻轉折返/往返行事了的，

彼後 2:19 evleuqeri,an auvtoi/j evpaggello,menoi( auvtoi. dou/loi ùpa,rcontej th/j fqora/j\ w-| ga,r tij h[tthtai( tou,tw|
dedou,lwtaiÅ
While they promise them liberty, they themselves are the servants of corruption: for of whom a man is
overcome, of the same is he brought in bondage.
他們應許人得以自由，自己卻作敗壞的奴僕；因為人被誰制伏就是誰的奴僕。

到於(她)自主自由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應承許諾了的， (他們)同一者 (他們)奴僕

(他們)現正持續源屬具有了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朽敗朽壞； 在對(它)這個 因為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已經讓自己/被使更變差減少， 在對(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促使成奴僕。
[經文變異RT]

到於(她)自主自由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應承許諾了的， (他們)同一者 (他們)奴僕

(他們)現正持續源屬具有了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朽敗朽壞； 在對(他)這個註1 因為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已經讓自己/被使更變差減少， 在對(他)那同一者註2 並且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促使成奴僕。

註1：“在對(它)這個”文法上亦可以為“在對(他)這個”。

註2：“在對(它)那同一者”文法上亦可以為“在對(他)那同一者”。

彼後 2:20 eiv ga.r avpofugo,ntej ta. mia,smata tou/ ko,smou evn evpignw,sei tou/ kuri,ou Îhm̀w/nÐ kai. swth/roj VIhsou/
Cristou/( tou,toij de. pa,lin evmplake,ntej ht̀tw/ntai( ge,gonen auvtoi/j ta. e;scata cei,rona tw/n prw,twnÅ
For if after they have escaped the pollutions of the world through the knowledge of the Lord and Saviour Jesus
Christ, they are again entangled therein, and overcome, the latter end is worse with them than the beginning.
倘若他們因認識主救主耶穌基督，得以脫離世上的污穢，後來又在其中被纏住制伏，他們末後的景況，就比先前

更不好了。

若是 因為 (他們)那時(也是)從那裏逃離走避離開了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所沾染玷污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在內 在對(她)清楚認識知道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我們 並且 從屬(他)救主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在對(它們)那同一者 然而也 重新又再地 (他們)那時(也是)被在內纏繞編織了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使更變差減少， 他/她/它現在已經生發成為 在對(他們)同一者 (它們)那些 (它們)最末後的

(它們)更卑劣不好的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首先的。
[經文變異RT][經文變異WH]

若是 因為 (他們)那時(也是)從那裏逃離走避離開了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所沾染玷污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在內 在對(她)清楚認識知道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並且 從屬(他)救主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在對(它們)那同一者 然而也 重新又再地 (他們)那時(也是)被在內纏繞編織了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使更變差減少， 他/她/它現在已經生發成為 在對(他們)同一者 (它們)那些 (它們)最末後的

(它們)更卑劣不好的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首先的。

彼後 2:21 krei/tton ga.r h=n auvtoi/j mh. evpegnwke,nai th.n òdo.n th/j dikaiosu,nhj h' evpignou/sin ùpostre,yai evk th/j
paradoqei,shj auvtoi/j àgi,aj evntolh/jÅ
For it had been better for them not to have known the way of righteousness, than, after they have known it, to
turn from the holy commandment delivered unto them.
他們曉得義路，竟背棄了傳給他們的聖命，倒不如不曉得為妙。

(它)更優秀的 因為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在對(他們)同一者 不會/不要 現已經去清楚認識知道 到於(她)那

到於(她)道路途徑 從屬(她)那 從屬(她)至義， 甚或/或而 在對(他們)那時(也是)清楚認識知道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翻轉轉回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那時(也是)被交付了的 在對(他們)同一者 從屬(她)聖的

從屬(她)誡律命令。
[經文變異RT]

(它)更優秀的 因為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在對(他們)同一者 不會/不要 現已經去清楚認識知道 到於(她)那

到於(她)道路途徑 從屬(她)那 從屬(她)至義， 甚或/或而 在對(他們)那時(也是)清楚認識知道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在上面轉動翻轉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那時(也是)被交付了的 在對(他們)同一者 從屬(她)聖的

從屬(她)誡律命令。

彼後 2:22 sumbe,bhken auvtoi/j to. th/j avlhqou/j paroimi,aj( Ku,wn evpistre,yaj evpi. to. i;dion evxe,rama( kai,( _Uj
lousame,nh eivj kulismo.n borbo,rouÅ
But it is happened unto them according to the true proverb, The dog is turned to his own vomit again;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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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w that was washed to her wallowing in the mire.
俗語說得真不錯：狗所吐的他轉過來又喫；豬洗淨了又回到泥裏去滾；這話在他們身上正合式。

他/她/它現在已經發生遭遇 在對(他們)同一者 (它)那 從屬(她)那 從屬(她)誠正真實的 從屬(她)比方諺語， (他)狗

(他)那時(也是)在上面轉動翻轉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那 到於(它)私人個別的 到於(它)嘔吐物， 並且 (她)猪  

(她)那時(也是)讓自己洗滌淨身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滾動 從屬(他)泥濘。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現在已經發生遭遇 然而也 在對(他們)同一者 (它)那 從屬(她)那 從屬(她)誠正真實的 從屬(她)比方諺語，

(他)狗 (他)那時(也是)在上面轉動翻轉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那 到於(它)私人個別的 到於(它)嘔吐物， 並且

(她)猪  (她)那時(也是)讓自己洗滌淨身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它)翻滾污物 從屬(他)泥濘。

彼後 3:1 Tau,thn h;dh( avgaphtoi,( deute,ran ùmi/n gra,fw evpistolh,n( evn ai-j diegei,rw ùmw/n evn ùpomnh,sei th.n
eivlikrinh/ dia,noian
This second epistle, beloved, I now write unto you; in both which I stir up your pure minds by way of
remembrance:
親愛的弟兄阿，我現在寫給你們的是第二封信；這兩封都是提醒你們，激發你們誠實的心；

到於(她)那同一者 甚而已然如此地， 阿,(他們)蒙愛的， 到於(她)第二的 在對你們 我現在持續刻寫記載

到於(她)書信， 在內 在對(她們)這些個 我現在持續徹底地喚醒起來 從屬你們 在內 在對(她)在底下致使提醒記得

到於(她)那 到於(她)清純誠真的 到於(她)悟性心思，

彼後 3:2 mnhsqh/nai tw/n proeirhme,nwn r̀hma,twn ùpo. tw/n ag̀i,wn profhtw/n kai. th/j tw/n avposto,lwn ùmw/n
evntolh/j tou/ kuri,ou kai. swth/rojÅ
That ye may be mindful of the words which were spoken before by the holy prophets, and of the commandment
of us the apostles of the Lord and Saviour:
叫你們記念聖先知預先所說的話，和主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傳給你們的。

那時(也是)要去被提醒記得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現在已經被預先開聲言說了的 從屬(它們)所發表言說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聖的 從屬(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並且 從屬(她)那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從屬你們 從屬(她)誡律命令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並且 從屬(他)救主。
[經文變異RT]

那時(也是)要去被提醒記得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現在已經被預先開聲言說了的 從屬(它們)所發表言說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聖的 從屬(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並且 從屬(她)那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從屬我們 從屬(她)誡律命令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並且 從屬(他)救主。

彼後 3:3 tou/to prw/ton ginw,skontej o[ti evleu,sontai evpV evsca,twn tw/n h̀merw/n ÎevnÐ evmpaigmonh/| evmpai/ktai kata.
ta.j ivdi,aj evpiqumi,aj auvtw/n poreuo,menoi
Knowing this first, that there shall come in the last days scoffers, walking after their own lusts,
第一要緊的，該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譏誚的人，隨從自己的私慾出來譏誚說：

到於(它)那同一者 首先地 (他們)現正持續認識知道了的， 是這樣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到來前往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們)最末後的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日子/白日 在內 在對(她)戲弄戲耍 (他們)戲弄者，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私人個別的 到於(她們)渴想慕戀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行去了的，
[經文變異RT]

到於(它)那同一者 首先地 (他們)現正持續認識知道了的， 是這樣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到來前往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它)最末後的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日子/白日 (他們)戲弄者，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私人個別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到於(她們)渴想慕戀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行去了的，

彼後 3:4 kai. le,gontej( Pou/ evstin h` evpaggeli,a th/j parousi,aj auvtou/È avfV h-j ga.r oi` pate,rej evkoimh,qhsan(
pa,nta ou[twj diame,nei avpV avrch/j kti,sewjÅ
And saying, Where is the promise of his coming? for since the fathers fell asleep, all things continue as they
were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creation.
主要降臨的應許在哪裏呢；因為從列祖睡了以來，萬物與起初創造的時候仍是一樣。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從屬某個什麼地方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應許 從屬(她)那 從屬(她)臨近

從屬(他)同一者？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這個 因為 (他們)那些 (他們)父親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安置入睡，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那同一樣式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停留持守不變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為起始為首

從屬(她)創造建立。

彼後 3:5 lanqa,nei ga.r auvtou.j tou/to qe,lontaj o[ti ouvranoi. h=san e;kpalai kai. gh/ evx u[datoj kai. diV u[datoj
sunestw/sa tw/| tou/ qeou/ lo,g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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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his they willingly are ignorant of, that by the word of God the heavens were of old, and the earth standing
out of the water and in the water:
他們故意忘記，從太古憑神的命有了天，並從水而出藉水而成的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遮隱暗藏 因為 到於(他們)同一者 (它)那同一者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定意了的， 是這樣

(他們)天空/天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很久以來地， 並且 (她)地土/地 向外出來 從屬(它)水 並且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水 (她)現在已經並立/並列表明了的， 在對(他)那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在對(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不同標點]

他/她/它現在持續遮隱暗藏 因為 到於(他們)同一者 (它)那同一者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定意了的， 是這樣

(他們)天空/天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很久以來地， 並且 (她)地土/地 向外出來 從屬(它)水 並且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水 (她)現在已經並立/並列表明了的 在對(他)那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在對(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彼後 3:6 diV w-n ò to,te ko,smoj u[dati kataklusqei.j avpw,leto\
Whereby the world that then was, being overflowed with water, perished:
故此，當時的世界被水淹沒就消滅了；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們)這些個 (他)那 當那時地 (他)美容妝束/世界 在對(它)水 (他)那時(也是)被氾濫沖沒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毀掉除滅；
[不同讀法]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們)這些個註1
(他)那 當那時地 (他)美容妝束/世界 在對(它)水 (他)那時(也是)被氾濫沖沒了的

註1：“從屬(它們)這些個”文法上亦可以為“從屬(他們)這些個”。

彼後 3:7 oi` de. nu/n ouvranoi. kai. h` gh/ tw/| auvtw/| lo,gw| teqhsaurisme,noi eivsi.n puri, throu,menoi eivj hm̀e,ran
kri,sewj kai. avpwlei,aj tw/n avsebw/n avnqrw,pwnÅ
But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 which are now, by the same word are kept in store, reserved unto fire against
the day of judgment and perdition of ungodly men.
但現在的天地，還是憑著那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審判遭沉淪的日子，用火焚燒。

(他們)那些 然而也 現在此時地 (他們)天空/天 並且 (她)那 (她)地土/地 在對(他)那 在對(他)同一者

在對(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他們)現在已經被儲蓄積存了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在對(它)火，

(他們)現正持續被行看護守衛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日子/白日 從屬(她)區別審斷 並且 從屬(她)毀壞失喪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不尊崇敬愛的 從屬(他們)人。
[不同標點]

(他們)那些 然而也 現在此時地 (他們)天空/天 並且 (她)那 (她)地土/地 在對(他)那 在對(他)同一者

在對(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他們)現在已經被儲蓄積存了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在對(它)火

(他們)現正持續被行看護守衛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日子/白日 從屬(她)區別審斷 並且 從屬(她)毀壞失喪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不尊崇敬愛的 從屬(他們)人。
[不同標點]

(他們)那些 然而也 現在此時地 (他們)天空/天 並且 (她)那 (她)地土/地， 在對(他)那 在對(他)同一者

在對(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他們)現在已經被儲蓄積存了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在對(它)火

(他們)現正持續被行看護守衛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日子/白日 從屬(她)區別審斷 並且 從屬(她)毀壞失喪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不尊崇敬愛的 從屬(他們)人。

彼後 3:8 }En de. tou/to mh. lanqane,tw ùma/j( avgaphtoi,( o[ti mi,a h̀me,ra para. kuri,w| ẁj ci,lia e;th kai. ci,lia e;th
wj̀ hm̀e,ra mi,aÅ
But, beloved, be not ignorant of this one thing, that one day is with the Lord as a thousand years, and a
thousand years as one day.
親愛的弟兄阿，有一件事你們不可忘記，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

(它)一個 然而也 (它)那同一者 不會/不要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遮隱暗藏 到於你們， 阿,(他們)蒙愛的， 是這樣

(她)一個/第一 (她)日子/白日 <在旁邊>在旁邊 在對(他)主人 正如地 (它們)一千個 (它們)年， 並且 (它們)一千個

(它們)年 正如地 (她)日子/白日 (她)一個/第一。

彼後 3:9 ouv bradu,nei ku,rioj th/j evpaggeli,aj( w[j tinej bradu,thta hg̀ou/ntai( avlla. makroqumei/ eivj ùma/j( mh.
boulo,meno,j tinaj avpole,sqai avlla. pa,ntaj eivj meta,noian cwrh/saiÅ
The Lord is not slack concerning his promise, as some men count slackness; but is longsuffering to us-ward, not
willing that any should perish, but that all should come to repentance.
主所應許的尚未成就，有人以為他是耽延；其實不是耽延，乃是寬容你們，不願有一人沉淪，乃願人人都悔改。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促成緩慢遲鈍 (他)主人 從屬(她)那 從屬(她)應許， 正如地 (他們)任何什麼

到於(她)緩慢遲緩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帶領引導； 但乃是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忍耐寬容 向內進入

到於你們， 不會/不要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諮商決意了的 到於(他們)任何什麼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毀掉除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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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乃是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轉悟悔改 那時(也是)要去裝填容納。
[經文變異RT]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促成緩慢遲鈍 (他)那 (他)主人 從屬(她)那 從屬(她)應許， 正如地 (他們)任何什麼

到於(她)緩慢遲緩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帶領引導； 但乃是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忍耐寬容 向內進入

到於我們， 不會/不要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諮商決意了的 到於(他們)任何什麼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毀掉除滅，

但乃是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轉悟悔改 那時(也是)要去裝填容納。

彼後 3:10 {Hxei de. h̀me,ra kuri,ou wj̀ kle,pthj( evn h-| oi` ouvranoi. ròizhdo.n pareleu,sontai stoicei/a de.
kausou,mena luqh,setai kai. gh/ kai. ta. evn auvth/| e;rga eùreqh,setaiÅ
But the day of the Lord will come as a thief in the night; in the which the heavens shall pass away with a great
noise, and the elements shall melt with fervent heat, the earth also and the works that are therein shall be
burned up.
但主的日子要像賊來到一樣；那日天必大有響聲廢去，有形質的都要被烈火銷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燒盡了。

他/她/它將要(持續)到達來臨 然而也 (她)日子/白日 從屬(他)主人 正如地 (他)竊賊； 在內 在對(她)這個 (他們)那些

(他們)天空/天 轟然巨響地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在旁邊過去， (它們)基本之要素序列 然而也

(它們)現正持續被促使有點燃焚燒了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鬆綁脫解， 並且 (她)地土/地 並且 (它們)那些 在內

在對(她)同一者 (它們)工作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找到尋見。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將要(持續)到達來臨 然而也 (她)那 (她)日子/白日 從屬(他)主人 正如地 (他)竊賊 在內 在對(她)夜晚； 在內

在對(她)這個 (他們)那些 (他們)天空/天 轟然巨響地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在旁邊過去， (它們)基本之要素序列

然而也 (它們)現正持續被促使有點燃焚燒了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鬆綁脫解， 並且 (她)地土/地 並且 (它們)那些

在內 在對(她)同一者 (它們)工作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焚燒燒毀。

彼後 3:11 tou,twn ou[twj pa,ntwn luome,nwn potapou.j dei/ up̀a,rcein Îùma/jÐ evn àgi,aij avnastrofai/j kai.
euvsebei,aij(
Seeing then that all these things shall be dissolved, what manner of persons ought ye to be in all holy
conversation and godliness,
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銷化，你們為人該當怎樣聖潔，怎樣敬虔，

從屬(它們)那同一者 那同一樣式地 從屬(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它們)現正持續被鬆綁脫解了的，

到於(他們)何等樣式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現要去持續源屬具有 到於你們 在內 在對(她們)聖的

在對(她們)行止為人 並且 在對(她們)至誠敬虔，
[經文變異RT]

從屬(它們)那同一者 這樣 從屬(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它們)現正持續被鬆綁脫解了的， 到於(他們)何等樣式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現要去持續源屬具有 到於你們 在內 在對(她們)聖的 在對(她們)行止為人

並且 在對(她們)至誠敬虔，

彼後 3:12 prosdokw/ntaj kai. speu,dontaj th.n parousi,an th/j tou/ qeou/ hm̀e,raj diV h]n ouvranoi. purou,menoi
luqh,sontai kai. stoicei/a kausou,mena th,ketaiÅ
Looking for and hasting unto the coming of the day of God, wherein the heavens being on fire shall be
dissolved, and the elements shall melt with fervent heat?
切切仰望神的日子來到；在那日天被火燒就銷化了，有形質的都要被烈火熔化。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預期等待了的 並且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趕緊急切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臨近 從屬(她)那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從屬(她)日子/白日，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她)這個 (他們)天空/天

(他們)現正持續被用火燒了的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被鬆綁脫解， 並且 (它們)基本之要素序列

(它們)現正持續被促使有點燃焚燒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液化熔解。
[不同標點]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預期等待了的 並且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趕緊急切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臨近 從屬(她)那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從屬(她)日子/白日，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她)這個 (他們)天空/天

(他們)現正持續被用火燒了的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被鬆綁脫解， 並且 (它們)基本之要素序列

(它們)現正持續被促使有點燃焚燒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液化熔解？

彼後 3:13 kainou.j de. ouvranou.j kai. gh/n kainh.n kata. to. evpa,ggelma auvtou/ prosdokw/men( evn oi-j dikaiosu,nh
katoikei/Å
Nevertheless we, according to his promise, look for new heavens and a new earth, wherein dwelleth
righteousness.
但我們照他的應許，盼望新天新地，有義居在其中。

到於(他們)嶄新的 然而也 到於(他們)天空/天 並且 到於(她)地土/地 到於(她)嶄新的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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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於(它)所應承許諾 從屬(他)同一者 我們現在持續預期等待， 在內 在對(他們)這些個 (她)至義

他/她/它現在持續定居。

彼後 3:14 Dio,( avgaphtoi,( tau/ta prosdokw/ntej spouda,sate a;spiloi kai. avmw,mhtoi auvtw/| eùreqh/nai evn eivrh,nh|
Wherefore, beloved, seeing that ye look for such things, be diligent that ye may be found of him in peace,
without spot, and blameless.
親愛的弟兄阿，你們既盼望這些事，就當殷勤，使自己沒有玷污，無可指摘，安然見主。

為這個緣故， 阿,(他們)蒙愛的，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預期等待了的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殷勤熱心

(他們)沒有污染玷辱的 並且 (他們)無可挑污點瑕疵的 在對(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被找到尋見 在內

在對(她)和平安寧；

彼後 3:15 kai. th.n tou/ kuri,ou h̀mw/n makroqumi,an swthri,an h̀gei/sqe( kaqw.j kai. ò avgaphto.j hm̀w/n avdelfo.j
Pau/loj kata. th.n doqei/san auvtw/| sofi,an e;grayen ùmi/n(
And account that the longsuffering of our Lord is salvation; even as our beloved brother Paul also according to
the wisdom given unto him hath written unto you;
並且要以我主長久忍耐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們所親愛的兄弟保羅，照著所賜給他的智慧，寫了信給你們；

並且 到於(她)那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我們 到於(她)恆忍耐性 到於(她)拯救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帶領引導； 按照正如地 並且 (他)那 (他)蒙愛的 從屬我們 (他)弟兄 (他)保羅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那 到於(她)那時(也是)被給與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她)智慧 他/她/它那時(也是)刻寫記載

在對你們；
[經文變異RT]

並且 到於(她)那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我們 到於(她)恆忍耐性 到於(她)拯救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帶領引導； 按照正如地 並且 (他)那 (他)蒙愛的 從屬我們 (他)弟兄 (他)保羅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那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她)那時(也是)被給與了的 到於(她)智慧 他/她/它那時(也是)刻寫記載

在對你們；

彼後 3:16 wj̀ kai. evn pa,saij evpistolai/j lalw/n evn auvtai/j peri. tou,twn( evn ai-j evstin dusno,hta, tina( a] oi`
avmaqei/j kai. avsth,riktoi streblou/sin wj̀ kai. ta.j loipa.j grafa.j pro.j th.n ivdi,an auvtw/n avpw,leianÅ
As also in all his epistles, speaking in them of these things; in which are some things hard to be understood,
which they that are unlearned and unstable wrest, as they do also the other scriptures, unto their own
destruction.
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講論這事；信中有些難明白的，那無學問不堅固的人強解，如強解別的經書一樣，就自取

沉淪。

正如地 並且 在內 在對(她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她們)書信， (他)現正持續發言講說了的 在內 在對(她們)同一者

<在周圍>關於 從屬(它們)那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們)這些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們)乃難以領悟認知的

(它們)任何什麼， 到於(它們)這些個 (他們)那些 (他們)不學習的 並且 (他們)不穩定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促使成轉動翻轉， 正如地 並且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其餘的 到於(她們)經文，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那 到於(她)私人個別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到於(她)毀壞失喪。
[經文變異RT]

正如地 並且 在內 在對(她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書信， (他)現正持續發言講說了的 在內

在對(她們)同一者 <在周圍>關於 從屬(它們)那同一者； 在內 在對(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們)乃難以領悟認知的 (它們)任何什麼， 到於(它們)這些個 (他們)那些 (他們)不學習的 並且 (他們)不穩定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促使成轉動翻轉， 正如地 並且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其餘的 到於(她們)經文，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那 到於(她)私人個別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到於(她)毀壞失喪。

彼後 3:17 ~Umei/j ou=n( avgaphtoi,( proginw,skontej fula,ssesqe( i[na mh. th/| tw/n avqe,smwn pla,nh| sunapacqe,ntej
evkpe,shte tou/ ivdi,ou sthrigmou/(
Ye therefore, beloved, seeing ye know these things before, beware lest ye also, being led away with the error of
the wicked, fall from your own stedfastness.
親愛的弟兄阿，你們既然預先知道這事，就當防備，恐怕被惡人的錯謬誘惑，就從自己堅固的地步上墜落。

你們 這樣， 阿,(他們)蒙愛的， (他們)現正持續預先認識知道了的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看管守護， 為要

不會/不要 在對(她)那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不守法令的 在對(她)迷途錯謬

(他們)那時(也是)被共同從那裏帶領離開了的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向外落下墜落 從屬(他)那 從屬(他)私人個別的

從屬(他)堅定加固。

彼後 3:18 auvxa,nete de. evn ca,riti kai. gnw,sei tou/ kuri,ou h̀mw/n kai. swth/roj VIhsou/ Cristou/Å auvtw/| h` do,xa kai.
nu/n kai. eivj hm̀e,ran aivw/nojÅ Îavmh,nÅÐ
But grow in grace, and in the knowledge of our Lord and Saviour Jesus Christ. To him be glory both now and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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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r. Amen.
你們卻要在我們主救主耶穌基督的恩典和知識上有長進。願榮耀歸給他，從今直到永遠。阿們。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成長變大 然而也 在內 在對(她)恩典惠意 並且 在對(她)知識認識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我們 並且 從屬(他)救主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在對(他)同一者 (她)那 (她)榮耀 並且 現在此時地 並且

向內進入 到於(她)日子/白日 從屬(他)世紀時代。 阿們。
[經文變異WH]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成長變大 然而也 在內 在對(她)恩典惠意 並且 在對(她)知識認識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我們 並且 從屬(他)救主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在對(他)同一者 (她)那 (她)榮耀 並且 現在此時地 並且

向內進入 到於(她)日子/白日 從屬(他)世紀時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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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壹書 // 1 John

約壹 1:1 }O h=n avpV avrch/j( o] avkhko,amen( o] èwra,kamen toi/j ovfqalmoi/j h̀mw/n( o] evqeasa,meqa kai. ai` cei/rej hm̀w/n
evyhla,fhsan peri. tou/ lo,gou th/j zwh/j &
That which was from the beginning, which we have heard, which we have seen with our eyes, which we have
looked upon, and our hands have handled, of the Word of life;
論到從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們所聽見所看見，親眼看過，親手摸過的；

(它)這個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為起始為首， 到於(它)這個 我們現在已經聲聞耳聽， 到於(它)這個

我們現在已經看見清楚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眼睛 從屬我們， 到於(它)這個 我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定睛觀看 並且

(她們)那些 (她們)手 從屬我們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搓摸操弄，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那 從屬(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她)那 從屬(她)生命；

約壹 1:2 kai. h` zwh. evfanerw,qh( kai. èwra,kamen kai. marturou/men kai. avpagge,llomen ùmi/n th.n zwh.n th.n
aivw,nion h[tij h=n pro.j to.n pate,ra kai. evfanerw,qh hm̀i/n &
(For the life was manifested, and we have seen it, and bear witness, and shew unto you that eternal life, which

was with the Father, and was manifested unto us;)
（這生命已經顯現出來，我們也看見過，現在又作見證，將原與父同在，且顯現與我們那永遠的生命，傳給你們

；）

並且 (她)那 (她)生命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促使成促為照亮顯明， 並且 我們現在已經看見清楚， 並且

我們現在持續作見證人， 並且 我們現在持續從那裏報信通告 在對你們 到於(她)那 到於(她)生命 到於(她)那

到於(她)時世恆久的， (她)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促使成促為照亮顯明 在對我們；

約壹 1:3 o] eẁra,kamen kai. avkhko,amen( avpagge,llomen kai. ùmi/n( i[na kai. ùmei/j koinwni,an e;chte meqV h̀mw/nÅ kai.
h` koinwni,a de. h` hm̀ete,ra meta. tou/ patro.j kai. meta. tou/ uiòu/ auvtou/ VIhsou/ Cristou/Å
That which we have seen and heard declare we unto you, that ye also may have fellowship with us: and truly
our fellowship is with the Father, and with his Son Jesus Christ.
我們將所看見，所聽見的，傳給你們，使你們與我們相交，我們乃是與父並他兒子耶穌基督相交的；

到於(它)這個 我們現在已經看見清楚 並且 我們現在已經聲聞耳聽， 我們現在持續從那裏報信通告 並且 在對你們，

為要 並且 你們 到於(她)共通合享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持有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我們。 並且 (她)那 (她)共通合享

然而也 (她)那 (她)我們之物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並且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那

從屬(他)兒子 從屬(他)同一者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經文變異RT][不同標點]

到於(它)這個 我們現在已經看見清楚 並且 我們現在已經聲聞耳聽， 我們現在持續從那裏報信通告 在對你們， 為要

並且 你們 到於(她)共通合享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持有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我們； 並且 (她)那 (她)共通合享

然而也 (她)那 (她)我們之物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並且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那

從屬(他)兒子 從屬(他)同一者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約壹 1:4 kai. tau/ta gra,fomen hm̀ei/j( i[na h̀ cara. hm̀w/n h=| peplhrwme,nhÅ
And these things write we unto you, that your joy may be full.
我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使你們〔有古卷作我們〕的喜樂充足。

並且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我們現在持續刻寫記載 我們， 為要 (她)那 (她)歡喜快樂 從屬我們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是 (她)現在已經被促使成充滿添足了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我們現在持續刻寫記載 在對你們， 為要 (她)那 (她)歡喜快樂 從屬我們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是 (她)現在已經被促使成充滿添足了的。
[經文變異MT]

並且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我們現在持續刻寫記載 在對你們， 為要 (她)那 (她)歡喜快樂 從屬你們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是 (她)現在已經被促使成充滿添足了的。

約壹 1:5 Kai. e;stin au[th h̀ avggeli,a h]n avkhko,amen avpV auvtou/ kai. avnagge,llomen ùmi/n( o[ti ò qeo.j fw/j evstin kai.
skoti,a evn auvtw/| ouvk e;stin ouvdemi,aÅ
This then is the message which we have heard of him, and declare unto you, that God is light, and in him is no
darkness at all.
神就是光，在他毫無黑暗；這是我們從主所聽見，又報給你們的信息。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同一者 (她)那 (她)消息通報， 到於(她)這個 我們現在已經聲聞耳聽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我們現在持續向上報信通告 在對你們， 是這樣 (他)那 (他)神 (它)光明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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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 (她)漆黑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她)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應許， 到於(她)這個 我們現在已經聲聞耳聽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我們現在持續向上報信通告 在對你們， 是這樣 (他)那 (他)神 (它)光明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並且 (她)漆黑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經文變異WH]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同一者 (她)那 (她)消息通報， 到於(她)這個 我們現在已經聲聞耳聽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我們現在持續向上報信通告 在對你們， 是這樣 (他)那 (他)神 (它)光明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並且 (她)漆黑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她)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約壹 1:6 VEa.n ei;pwmen o[ti koinwni,an e;comen metV auvtou/ kai. evn tw/| sko,tei peripatw/men( yeudo,meqa kai. ouv
poiou/men th.n avlh,qeian\
If we say that we have fellowship with him, and walk in darkness, we lie, and do not the truth:
我們若說是與神相交，卻仍在黑暗裏行，就是說謊話，不行真理了；

但凡若是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是這樣 到於(她)共通合享 我們現在持續持有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黑暗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來往昂然踏行，

我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說謊作假， 並且 不是/不 我們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到於(她)那 到於(她)真情實理；

約壹 1:7 eva.n de. evn tw/| fwti. peripatw/men wj̀ auvto,j evstin evn tw/| fwti,( koinwni,an e;comen metV avllh,lwn kai. to.
ai-ma VIhsou/ tou/ uiòu/ auvtou/ kaqari,zei h̀ma/j avpo. pa,shj am̀arti,ajÅ
But if we walk in the light, as he is in the light, we have fellowship one with another, and the blood of Jesus
Christ his Son cleanseth us from all sin.
我們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兒子耶穌的血也洗淨我們一切的罪。

但凡若是 然而也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光明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來往昂然踏行， 正如地 (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光明， 到於(她)共通合享 我們現在持續持有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彼此， 並且 (它)那 (它)血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那 從屬(他)兒子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潔淨

到於我們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她)罪。
[經文變異RT]

但凡若是 然而也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光明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來往昂然踏行， 正如地 (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光明， 到於(她)共通合享 我們現在持續持有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彼此， 並且 (它)那 (它)血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從屬(他)那 從屬(他)兒子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潔淨 到於我們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她)罪。

約壹 1:8 eva.n ei;pwmen o[ti am̀arti,an ouvk e;comen( èautou.j planw/men kai. h` avlh,qeia ouvk e;stin evn hm̀i/nÅ
If we say that we have no sin, we deceive ourselves, and the truth is not in us.
我們若說自己無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們心裏了。

但凡若是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是這樣 到於(她)罪 不是/不 我們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我們現在持續有迷途錯謬， 並且 (她)那 (她)真情實理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內 在對我們。

約壹 1:9 eva.n òmologw/men ta.j àmarti,aj h̀mw/n( pisto,j evstin kai. di,kaioj( i[na avfh/| h̀mi/n ta.j am̀arti,aj kai.
kaqari,sh| hm̀a/j avpo. pa,shj avdiki,ajÅ
If we confess our sins, he is faithful and just to forgive us our sins, and to cleanse us from all unrighteousness.
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

但凡若是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同意承認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罪 從屬我們， (他)誠且信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並且 (他)具公平正義的，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任憑釋放離開 在對我們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罪，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潔淨 到於我們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她)不義。

約壹 1:10 eva.n ei;pwmen o[ti ouvc h̀marth,kamen( yeu,sthn poiou/men auvto.n kai. ò lo,goj auvtou/ ouvk e;stin evn hm̀i/nÅ
If we say that we have not sinned, we make him a liar, and his word is not in us.
我們若說自己沒有犯過罪，便是以神為說謊的；他的道也不在我們心裏了。

但凡若是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是這樣 不是/不 我們現在已經犯罪， 到於(他)說謊作假者

我們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他)那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同一者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內 在對我們。

約壹 2:1 Tekni,a mou( tau/ta gra,fw ùmi/n i[na mh. am̀a,rthteÅ kai. eva,n tij am̀a,rth|( para,klhton e;comen pro.j to.n
pate,ra VIhsou/n Cristo.n di,kaion\
My little children, these things write I unto you, that ye sin not. And if any man sin, we have an advocate with the
Father, Jesus Christ the righte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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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子們哪，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是要叫你們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裏我們有一位中保，就是那義者耶

穌基督；

阿,(它們)小孩子 從屬我，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我現在持續刻寫記載 在對你們， 為要 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犯罪。 並且 但凡若是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犯罪， 到於(他)勸勉請求者

我們現在持續持有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到於(他)耶穌 到於(他)基督 到於(他)具公平正義的；

約壹 2:2 kai. auvto.j il̀asmo,j evstin peri. tw/n am̀artiw/n h̀mw/n( ouv peri. tw/n hm̀ete,rwn de. mo,non avlla. kai. peri.
o[lou tou/ ko,smouÅ
And he is the propitiation for our sins: and not for ours only, but also for the sins of the whole world.
他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不是單為我們的罪，也是為普天下人的罪。

並且 (他)同一者 (他)和解挽回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周圍>關於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罪 從屬我們； 不是/不

<在周圍>關於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我們之物 然而也 僅有單獨地， 但乃是 並且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整個全部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約壹 2:3 Kai. evn tou,tw| ginw,skomen o[ti evgnw,kamen auvto,n( eva.n ta.j evntola.j auvtou/ thrw/menÅ
And hereby we do know that we know him, if we keep his commandments.
我們若遵守他的誡命，就曉得是認識他。

並且 在內 在對(它)那同一者 我們現在持續認識知道 是這樣 我們現在已經認識知道 到於(他)同一者， 但凡若是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誡律命令 從屬(他)同一者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行看護守衛。

約壹 2:4 ò le,gwn o[ti :Egnwka auvto,n kai. ta.j evntola.j auvtou/ mh. thrw/n( yeu,sthj evsti,n kai. evn tou,tw| h` avlh,qeia
ouvk e;stin\
He that saith, I know him, and keepeth not his commandments, is a liar, and the truth is not in him.
人若說我認識他，卻不遵守他的誡命，便是說謊話的，真理也不在他心裏了。

(他)那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是這樣 我現在已經認識知道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誡律命令 從屬(他)同一者 不會/不要 (他)現正持續行看護守衛了的， (他)說謊作假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並且 在內 在對(他)那同一者 (她)那 (她)真情實理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他)那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我現在已經認識知道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誡律命令

從屬(他)同一者 不會/不要 (他)現正持續行看護守衛了的， (他)說謊作假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並且 在內

在對(他)那同一者 (她)那 (她)真情實理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約壹 2:5 o]j dV a'n thrh/| auvtou/ to.n lo,gon( avlhqw/j evn tou,tw| h` avga,ph tou/ qeou/ tetelei,wtai( evn tou,tw|
ginw,skomen o[ti evn auvtw/| evsmenÅ
But whoso keepeth his word, in him verily is the love of God perfected: hereby know we that we are in him.
凡遵守主道的，愛神的心在他裏面實在是完全的，從此我們知道我們是在主裏面；

(他)這個 然而也 但凡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行看護守衛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誠正真實地 在內 在對(他)那同一者 (她)那 (她)愛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促使成完滿成全； 在內

在對(它)那同一者 我們現在持續認識知道 是這樣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我們現在持續是。

約壹 2:6 ò le,gwn evn auvtw/| me,nein ovfei,lei kaqw.j evkei/noj periepa,thsen kai. auvto.j Îou[twjÐ peripatei/nÅ
He that saith he abideth in him ought himself also so to walk, even as he walked.
人若說他住在主裏面，就該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

(他)那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停留持守， 他/她/它現在持續積欠負債 按照正如地

(他)在那裏的那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來往昂然踏行 並且 (他)同一者 那同一樣式地 現要去持續來往昂然踏行。
[經文變異WH]

(他)那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停留持守， 他/她/它現在持續積欠負債 按照正如地

(他)在那裏的那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來往昂然踏行 並且 (他)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來往昂然踏行。

約壹 2:7 VAgaphtoi,( ouvk evntolh.n kainh.n gra,fw ùmi/n avllV evntolh.n palaia.n h]n ei;cete avpV avrch/j\ h̀ evntolh. h̀
palaia, evstin ò lo,goj o]n hvkou,sateÅ
Brethren, I write no new commandment unto you, but an old commandment which ye had from the beginning.
The old commandment is the word which ye have heard from the beginning.
親愛的弟兄阿，我寫給你們的，不是一條新命令，乃是你們從起初所受的舊命令；這舊命令就是你們所聽見的道

。

阿,(他們)蒙愛的， 不是/不 到於(她)誡律命令 到於(她)嶄新的 我現在持續刻寫記載 在對你們， 但乃是

到於(她)誡律命令 到於(她)老舊的 到於(她)這個 你們當時持續持有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為起始為首； (她)那

(她)誡律命令 (她)那 (她)老舊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到於(他)這個

你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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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變異RT]

阿,(他們)弟兄， 不是/不 到於(她)誡律命令 到於(她)嶄新的 我現在持續刻寫記載 在對你們， 但乃是

到於(她)誡律命令 到於(她)老舊的 到於(她)這個 你們當時持續持有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為起始為首； (她)那

(她)誡律命令 (她)那 (她)老舊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到於(他)這個

你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為起始為首。

約壹 2:8 pa,lin evntolh.n kainh.n gra,fw ùmi/n( o[ evstin avlhqe.j evn auvtw/| kai. evn um̀i/n( o[ti h` skoti,a para,getai kai.
to. fw/j to. avlhqino.n h;dh fai,neiÅ
Again, a new commandment I write unto you, which thing is true in him and in you: because the darkness is
past, and the true light now shineth.
再者，我寫給你們的是一條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們也是真的；因為黑暗漸漸過去，真光已經照耀。

重新又再地 到於(她)誡律命令 到於(她)嶄新的 我現在持續刻寫記載 在對你們， (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誠正真實的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並且 在內 在對你們， 是這樣 (她)那 (她)漆黑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在旁邊經過註1， 並且 (它)那 (它)光明 (它)那 (它)真正實在的 甚而已然如此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促為照亮顯明。

註1：“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在旁邊經過”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現在持續被在旁邊經過”。

約壹 2:9 ò le,gwn evn tw/| fwti. ei=nai kai. to.n avdelfo.n auvtou/ misw/n evn th/| skoti,a| evsti.n e[wj a;rtiÅ
He that saith he is in the light, and hateth his brother, is in darkness even until now.
人若說自己在光明中，卻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還是在黑暗裏。

(他)那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光明 現要去持續是，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弟兄

從屬(他)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恨惡了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漆黑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一直直到 現今地。

約壹 2:10 ò avgapw/n to.n avdelfo.n auvtou/ evn tw/| fwti. me,nei kai. ska,ndalon evn auvtw/| ouvk e;stin\
He that loveth his brother abideth in the light, and there is none occasion of stumbling in him.
愛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並沒有絆跌的緣由。

(他)那 (他)現正持續愛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弟兄 從屬(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光明

他/她/它現在持續停留持守， 並且 (它)機關陷阱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約壹 2:11 ò de. misw/n to.n avdelfo.n auvtou/ evn th/| skoti,a| evsti.n kai. evn th/| skoti,a| peripatei/ kai. ouvk oi=den pou/
up̀a,gei( o[ti h` skoti,a evtu,flwsen tou.j ovfqalmou.j auvtou/Å
But he that hateth his brother is in darkness, and walketh in darkness, and knoweth not whither he goeth,
because that darkness hath blinded his eyes.
惟獨恨弟兄的是在黑暗裏，且在黑暗裏行，也不知道往那裏去，因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

(他)那 然而也 (他)現正持續恨惡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弟兄 從屬(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漆黑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並且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漆黑 他/她/它現在持續來往昂然踏行，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從屬某個什麼地方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退開去， 是這樣 (她)那 (她)漆黑

他/她/它那時(也是)促使為瞎眼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眼睛 從屬(他)同一者。

約壹 2:12 Gra,fw ùmi/n( tekni,a( o[ti avfe,wntai ùmi/n ai` am̀arti,ai dia. to. o;noma auvtou/Å
I write unto you, little children, because your sins are forgiven you for his name's sake.
小子們哪，我寫信給你們，因為你們的罪藉著主名得了赦免。

我現在持續刻寫記載 在對你們， 阿,(它們)小孩子， 是這樣 他/她/它們現在已經被任憑釋放離開 在對你們 (她們)那些

(她們)罪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名字 從屬(他)同一者。

約壹 2:13 gra,fw ùmi/n( pate,rej( o[ti evgnw,kate to.n avpV avrch/jÅ gra,fw ùmi/n( neani,skoi( o[ti nenikh,kate to.n
ponhro,nÅ
I write unto you, fathers, because ye have known him that is from the beginning. I write unto you, young men,
because ye have overcome the wicked one. I write unto you, little children, because ye have known the Father.
父老阿，我寫信給你們，因為你們認識那從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哪，我寫信給你們，因為你們勝了那惡者。小子

們哪，我曾寫信給你們，因為你們認識父。

我現在持續刻寫記載 在對你們， 阿,(他們)父親， 是這樣 你們現在已經認識知道 到於(他)那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為起始為首。 我現在持續刻寫記載 在對你們， 阿,(他們)青年人[40歲以下] ， 是這樣 你們現在已經獲勝

到於(他)那 到於(他)惡的。 我那時(也是)刻寫記載 在對你們， 阿,(它們)小孩童， 是這樣 你們現在已經認識知道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經文變異RT]

我現在持續刻寫記載 在對你們， 阿,(他們)父親， 是這樣 你們現在已經認識知道 到於(他)那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為起始為首。 我現在持續刻寫記載 在對你們， 阿,(他們)青年人[40歲以下] ， 是這樣 你們現在已經獲勝

到於(他)那 到於(他)惡的。 我現在持續刻寫記載 在對你們， 阿,(它們)小孩童， 是這樣 你們現在已經認識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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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約壹 2:14 e;graya ùmi/n( paidi,a( o[ti evgnw,kate to.n pate,raÅ e;graya ùmi/n( pate,rej( o[ti evgnw,kate to.n avpV avrch/jÅ
e;graya ùmi/n( neani,skoi( o[ti ivscuroi, evste kai. ò lo,goj tou/ qeou/ evn ùmi/n me,nei kai. nenikh,kate to.n ponhro,nÅ
I have written unto you, fathers, because ye have known him that is from the beginning. I have written unto you,
young men, because ye are strong, and the word of God abideth in you, and ye have overcome the wicked one.
父老阿，我曾寫信給你們，因為你們認識那從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哪，我曾寫信給你們，因為你們剛強，神的道

常存在你們心裏，你們也勝了那惡者。

我那時(也是)刻寫記載 在對你們， 阿,(他們)父親， 是這樣 你們現在已經認識知道 到於(他)那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為起始為首。 我那時(也是)刻寫記載 在對你們， 阿,(他們)青年人[40歲以下] ， 是這樣 (他們)強壯大力的

你們現在持續是， 並且 (他)那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在內 在對你們

他/她/它現在持續停留持守， 並且 你們現在已經獲勝 到於(他)那 到於(他)惡的。

約壹 2:15 Mh. avgapa/te to.n ko,smon mhde. ta. evn tw/| ko,smw|Å eva,n tij avgapa/| to.n ko,smon( ouvk e;stin h̀ avga,ph tou/
patro.j evn auvtw/|\
Love not the world, neither the things that are in the world. If any man love the world, the love of the Father is
not in him.
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愛世界，愛父的心就不在他裏面了。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愛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美容妝束/世界， 然而也不要 到於(它們)那些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美容妝束/世界。 但凡若是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愛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美容妝束/世界，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愛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約壹 2:16 o[ti pa/n to. evn tw/| ko,smw|( h` evpiqumi,a th/j sarko.j kai. h` evpiqumi,a tw/n ovfqalmw/n kai. h` avlazonei,a tou/
bi,ou( ouvk e;stin evk tou/ patro.j avllV evk tou/ ko,smou evsti,nÅ
For all that is in the world, the lust of the flesh, and the lust of the eyes, and the pride of life, is not of the Father,
but is of the world.
因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體的情慾，眼目的情慾，並今生的驕傲，都不是從父來的，乃是從世界來的。

是這樣 (它)所有每一個的 (它)那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美容妝束/世界， (她)那 (她)渴想慕戀 從屬(她)那

從屬(她)肉體 並且 (她)那 (她)渴想慕戀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眼睛 並且 (她)那 (她)浮誇狂傲 從屬(他)那

從屬(他)存活生計，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但乃是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約壹 2:17 kai. ò ko,smoj para,getai kai. h` evpiqumi,a auvtou/( ò de. poiw/n to. qe,lhma tou/ qeou/ me,nei eivj to.n aivw/naÅ
And the world passeth away, and the lust thereof: but he that doeth the will of God abideth for ever.
這世界，和其上的情慾，都要過去；惟獨遵行神旨意的，是永遠常存。

並且 (他)那 (他)美容妝束/世界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在旁邊經過註1， 並且 (她)那 (她)渴想慕戀 從屬(他)同一者；

(他)那 然而也 (他)現正持續行出作成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所定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她/它現在持續停留持守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世紀時代。

註1：“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在旁邊經過”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現在持續被在旁邊經過”。

約壹 2:18 Paidi,a( evsca,th w[ra evsti,n( kai. kaqw.j hvkou,sate o[ti avnti,cristoj e;rcetai( kai. nu/n avnti,cristoi
polloi. gego,nasin( o[qen ginw,skomen o[ti evsca,th w[ra evsti,nÅ
Little children, it is the last time: and as ye have heard that antichrist shall come, even now are there many
antichrists; whereby we know that it is the last time.
小子們哪，如今是末時了；你們曾聽見說，那敵基督的要來，現在已經有好些敵基督的出來了；從此我們就知道

如今是末時了。

阿,(它們)小孩童， (她)最末後的 (她)鐘點時刻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並且 按照正如地 你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是這樣 (他)敵基督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並且 現在此時地 (他們)敵基督 (他們)許多的

他/她/它們現在已經生發成為； 從這裏地 我們現在持續認識知道 是這樣 (她)最末後的 (她)鐘點時刻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阿,(它們)小孩童， (她)最末後的 (她)鐘點時刻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並且 按照正如地 你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是這樣 (他)那 (他)敵基督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並且 現在此時地 (他們)敵基督 (他們)許多的

他/她/它們現在已經生發成為； 從這裏地 我們現在持續認識知道 是這樣 (她)最末後的 (她)鐘點時刻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約壹 2:19 evx hm̀w/n evxh/lqan avllV ouvk h=san evx hm̀w/n\ eiv ga.r evx hm̀w/n h=san( memenh,keisan a'n meqV hm̀w/n\ avllV i[na
fanerwqw/sin o[ti ouvk eivsi.n pa,ntej evx h̀mw/nÅ
They went out from us, but they were not of us; for if they had been of us, they would no doubt have contin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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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us: but they went out, that they might be made manifest that they were not all of us.
他們從我們中間出去，卻不是屬我們的；若是屬我們的，就必仍舊與我們同在；他們出去，顯明都不是屬我們的

。

向外出來 從屬我們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但乃是 不是/不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向外出來

從屬我們； 若是 因為 向外出來 從屬我們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他/她/它們當時已經停留持守 但凡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我們； 但乃是 為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被促使成促為照亮顯明 是這樣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向外出來 從屬我們。
[經文變異RT]

向外出來 從屬我們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但乃是 不是/不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向外出來

從屬我們； 若是 因為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向外出來 從屬我們， 他/她/它們當時已經停留持守 但凡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我們； 但乃是 為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被促使成促為照亮顯明 是這樣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向外出來 從屬我們。

約壹 2:20 kai. ùmei/j cri/sma e;cete avpo. tou/ àgi,ou kai. oi;date pa,ntejÅ
But ye have an unction from the Holy One, and ye know all things.
你們從那聖者受了恩膏，並且知道這一切的事。〔或作都有知識〕

並且 你們 到於(它)膏油 你們現在持續持有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聖的， 並且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你們 到於(它)膏油 你們現在持續持有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聖的， 並且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經文變異WH]

並且 你們 到於(它)膏油 你們現在持續持有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聖的，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約壹 2:21 ouvk e;graya ùmi/n o[ti ouvk oi;date th.n avlh,qeian avllV o[ti oi;date auvth.n kai. o[ti pa/n yeu/doj evk th/j
avlhqei,aj ouvk e;stinÅ
I have not written unto you because ye know not the truth, but because ye know it, and that no lie is of the truth.
我寫信給你們，不是因你們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你們知道，並且知道沒有虛謊是從真理出來的。

不是/不 我那時(也是)刻寫記載 在對你們 是這樣 不是/不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到於(她)那 到於(她)真情實理，

但乃是 是這樣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到於(她)同一者， 並且 是這樣 (它)所有每一個的 (它)虛假欺謊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真情實理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約壹 2:22 Ti,j evstin ò yeu,sthj eiv mh. o` avrnou,menoj o[ti VIhsou/j ouvk e;stin ò Cristo,jÈ ou-to,j evstin ò
avnti,cristoj( ò avrnou,menoj to.n pate,ra kai. to.n uiò,nÅ
Who is a liar but he that denieth that Jesus is the Christ? He is antichrist, that denieth the Father and the Son.
誰是說謊話的呢；不是那不認耶穌為基督的麼；不認父與子的，這就是敵基督的。

(他)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說謊作假者， 若是 不會/不要 (他)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否認拒絕了的 是這樣 (他)耶穌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基督？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敵基督， (他)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否認拒絕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約壹 2:23 pa/j ò avrnou,menoj to.n uiò.n ouvde. to.n pate,ra e;cei( ò òmologw/n to.n uìo.n kai. to.n pate,ra e;ceiÅ
Whosoever denieth the Son, the same hath not the Father: (but) he that acknowledgeth the Son hath the Father
also.
凡不認子的就沒有父；認子的連父也有了。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否認拒絕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然而也不是地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他)那 (他)現正持續同意承認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經文變異RT]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否認拒絕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然而也不是地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

約壹 2:24 um̀ei/j o] hvkou,sate avpV avrch/j( evn ùmi/n mene,twÅ eva.n evn ùmi/n mei,nh| o] avpV avrch/j hvkou,sate( kai. ùmei/j evn
tw/| uìw/| kai. evn tw/| patri. menei/teÅ
Let that therefore abide in you, which ye have heard from the beginning. If that which ye have heard from the
beginning shall remain in you, ye also shall continue in the Son, and in the Father.
論到你們，務要將那從起初所聽見的常存在心裏；若將從起初所聽見的存在心裏，你們就必住在子裏面，也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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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父裏面。

你們 到於(它)這個 你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為起始為首， 在內 在對你們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停留持守。 但凡若是 在內 在對你們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停留持守 到於(它)這個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為起始為首 你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並且 你們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兒子 並且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父親 你們將要(持續)停留持守。
[經文變異RT]

你們 這樣 到於(它)這個 你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為起始為首， 在內 在對你們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停留持守。 但凡若是 在內 在對你們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停留持守 到於(它)這個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為起始為首 你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並且 你們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兒子 並且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父親 你們將要(持續)停留持守。

約壹 2:25 kai. au[th evsti.n h` evpaggeli,a h]n auvto.j evphggei,lato hm̀i/n( th.n zwh.n th.n aivw,nionÅ
And this is the promise that he hath promised us, even eternal life.
主所應許我們的就是永生。

並且 (她)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應許 到於(她)這個 (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應承許諾

在對我們， 到於(她)那 到於(她)生命 到於(她)那 到於(她)時世恆久的。

約壹 2:26 Tau/ta e;graya um̀i/n peri. tw/n planw,ntwn ùma/jÅ
These things have I written unto you concerning them that seduce you.
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是指著那引誘你們的人說的。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我那時(也是)刻寫記載 在對你們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有迷途錯謬了的 到於你們。

約壹 2:27 kai. ùmei/j to. cri/sma o] evla,bete avpV auvtou/( me,nei evn ùmi/n kai. ouv crei,an e;cete i[na tij dida,skh| ùma/j(
avllV wj̀ to. auvtou/ cri/sma dida,skei ùma/j peri. pa,ntwn kai. avlhqe,j evstin kai. ouvk e;stin yeu/doj( kai. kaqw.j
evdi,daxen ùma/j( me,nete evn auvtw/|Å
But the anointing which ye have received of him abideth in you, and ye need not that any man teach you: but as
the same anointing teacheth you of all things, and is truth, and is no lie, and even as it hath taught you, ye shall
abide in him.
你們從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們心裏，並不用人教訓你們；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訓你們；這恩膏是真的，

不是假的；你們要按這恩膏的教訓，住在主裏面。

並且 你們 (它)那 (它)膏油 到於(它)這個 你們那時(也是)拿取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停留持守 在內 在對你們， 並且 不是/不 到於(她)需用 你們現在持續持有 為要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教導 到於你們； 但乃是 正如地 (它)那 從屬(他)同一者 (它)膏油 他/她/它現在持續教導

到於你們 <在周圍>關於 從屬(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並且 (它)誠正真實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虛假欺謊， 並且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教導 到於你們，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停留持守註1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註2。

註1：“你們現在就要持續停留持守”文法上亦可以為“你們現在持續停留持守”。

註2：“在對(他)同一者”文法上亦可以為“在對(它)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你們 (它)那 (它)膏油 到於(它)這個 你們那時(也是)拿取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你們

他/她/它現在持續停留持守， 並且 不是/不 到於(她)需用 你們現在持續持有 為要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教導 到於你們； 但乃是 正如地 (它)那 (它)同一者 (它)膏油 他/她/它現在持續教導 到於你們

<在周圍>關於 從屬(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並且 (它)誠正真實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虛假欺謊， 並且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教導 到於你們， 你們將要(持續)停留持守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約壹 2:28 Kai. nu/n( tekni,a( me,nete evn auvtw/|( i[na eva.n fanerwqh/| scw/men parrhsi,an kai. mh. aivscunqw/men avpV
auvtou/ evn th/| parousi,a| auvtou/Å
And now, little children, abide in him; that, when he shall appear, we may have confidence, and not be ashamed
before him at his coming.
小子們哪，你們要住在主裏面；這樣，他若顯現，我們就可以坦然無懼；當他來的時候，在他面前也不至於慚愧

。

並且 現在此時地， 阿,(它們)小孩子，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停留持守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為要 但凡若是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促使成促為照亮顯明，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持有 到於(她)放膽公開直言， 並且 不會/不要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被挑起羞辱感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臨近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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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 現在此時地， 阿,(它們)小孩子，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停留持守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為要 但凡當這時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促使成促為照亮顯明，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持有 到於(她)放膽公開直言， 並且 不會/不要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被挑起羞辱感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臨近 從屬(他)同一者。

約壹 2:29 eva.n eivdh/te o[ti di,kaio,j evstin( ginw,skete o[ti kai. pa/j ò poiw/n th.n dikaiosu,nhn evx auvtou/ gege,nnhtaiÅ
If ye know that he is righteous, ye know that every one that doeth righteousness is born of him.
你們若知道他是公義的，就知道凡行公義之人都是他所生的。

但凡若是 你們現在應該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他)具公平正義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你們現在持續認識知道註1

是這樣 並且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他)現正持續行出作成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至義 向外出來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生發成為族類。

註1：“你們現在持續認識知道”文法上亦可以為“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認識知道”。

[經文變異RT][經文變異WH]

但凡若是 你們現在應該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他)具公平正義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你們現在持續認識知道

是這樣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他)現正持續行出作成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至義 向外出來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生發成為族類。

約壹 3:1 i;dete potaph.n avga,phn de,dwken h̀mi/n ò path.r( i[na te,kna qeou/ klhqw/men( kai. evsme,nÅ dia. tou/to ò
ko,smoj ouv ginw,skei h̀ma/j( o[ti ouvk e;gnw auvto,nÅ
Behold, what manner of love the Father hath bestowed upon us, that we should be called the sons of God:
therefore the world knoweth us not, because it knew him not.
你看父賜給我們是何等的慈愛，使我們得稱為神的兒女；我們也真是他的兒女；世人所以不認識我們，是因未曾

認識他。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看見察覺 到於(她)何等樣式的 到於(她)愛 他/她/它現在已經給與 在對我們 (他)那 (他)父親， 為要

(它們)孩子 從屬(他)神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被促請召喚； 並且 我們現在持續是。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同一者 (他)那 (他)美容妝束/世界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認識知道 到於我們， 是這樣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認識知道 到於(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看見察覺 到於(她)何等樣式的 到於(她)愛 他/她/它現在已經給與 在對我們 (他)那 (他)父親， 為要

(它們)孩子 從屬(他)神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被促請召喚；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同一者 (他)那

(他)美容妝束/世界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認識知道 到於我們， 是這樣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認識知道

到於(他)同一者。

約壹 3:2 VAgaphtoi,( nu/n te,kna qeou/ evsmen( kai. ou;pw evfanerw,qh ti, evso,meqaÅ oi;damen o[ti eva.n fanerwqh/|(
o[moioi auvtw/| evso,meqa( o[ti ovyo,meqa auvto.n kaqw,j evstinÅ
Beloved, now are we the sons of God, and it doth not yet appear what we shall be: but we know that, when he
shall appear, we shall be like him; for we shall see him as he is.
親愛的弟兄阿，我們現在是神的兒女，將來如何，還未顯明；但我們知道主若顯現，我們必要像他；因為必得見

他的真體。

阿,(他們)蒙愛的， 現在此時地 (它們)孩子 從屬(他)神 我們現在持續是， 並且 尚未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促使成促為照亮顯明 (它)任何什麼呢 我們將要(持續)是。 我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但凡若是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促使成促為照亮顯明， (他們)具同樣相同的 在對(他)同一者 我們將要(持續)是；

是這樣 我們將要(持續)讓自己看見注目 到於(他)同一者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阿,(他們)蒙愛的， 現在此時地 (它們)孩子 從屬(他)神 我們現在持續是， 並且 尚未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促使成促為照亮顯明 (它)任何什麼呢 我們將要(持續)是； 我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然而也

是這樣 但凡若是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促使成促為照亮顯明， (他們)具同樣相同的 在對(他)同一者

我們將要(持續)是； 是這樣 我們將要(持續)讓自己看見注目 到於(他)同一者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約壹 3:3 kai. pa/j ò e;cwn th.n evlpi,da tau,thn evpV auvtw/| ag̀ni,zei èauto,n( kaqw.j evkei/noj ag̀no,j evstinÅ
And every man that hath this hope in him purifieth himself, even as he is pure.
凡向他有這指望的，就潔淨自己，像他潔淨一樣。

並且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期盼指望 到於(她)那同一者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使成聖潔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按照正如地 (他)在那裏的那個

(他)聖潔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約壹 3:4 Pa/j ò poiw/n th.n am̀arti,an kai. th.n avnomi,an poiei/( kai. h` àmarti,a evsti.n h` avnomi,a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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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soever committeth sin transgresseth also the law: for sin is the transgression of the law.
凡犯罪的，就是違背律法；違背律法就是罪。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他)現正持續行出作成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罪，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不法

他/她/它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並且 (她)那 (她)罪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不法。

約壹 3:5 kai. oi;date o[ti evkei/noj evfanerw,qh( i[na ta.j àmarti,aj a;rh|( kai. am̀arti,a evn auvtw/| ouvk e;stinÅ
And ye know that he was manifested to take away our sins; and in him is no sin.
你們知道主曾顯現，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並沒有罪。

並且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他)在那裏的那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促使成促為照亮顯明， 為要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罪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提起； 並且 (她)罪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並且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他)在那裏的那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促使成促為照亮顯明， 為要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罪 從屬我們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提起； 並且 (她)罪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約壹 3:6 pa/j ò evn auvtw/| me,nwn ouvc àmarta,nei\ pa/j ò am̀arta,nwn ouvc eẁ,raken auvto.n ouvde. e;gnwken auvto,nÅ
Whosoever abideth in him sinneth not: whosoever sinneth hath not seen him, neither known him.
凡住在他裏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見他，也未曾認識他。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停留持守了的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犯罪；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他)現正持續犯罪了的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已經看見清楚 到於(他)同一者， 然而也不是地

他/她/它現在已經認識知道 到於(他)同一者。

約壹 3:7 Tekni,a( mhdei.j plana,tw ùma/j\ ò poiw/n th.n dikaiosu,nhn di,kaio,j evstin( kaqw.j evkei/noj di,kaio,j evstin\
Little children, let no man deceive you: he that doeth righteousness is righteous, even as he is righteous.
小子們哪，不要被人誘惑，行義的纔是義人；正如主是義的一樣。

阿,(它們)小孩子， (他)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有迷途錯謬 到於你們； (他)那

(他)現正持續行出作成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至義 (他)具公平正義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按照正如地

(他)在那裏的那個 (他)具公平正義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約壹 3:8 ò poiw/n th.n àmarti,an evk tou/ diabo,lou evsti,n( o[ti avpV avrch/j ò dia,boloj am̀arta,neiÅ eivj tou/to
evfanerw,qh ò uìo.j tou/ qeou/( i[na lu,sh| ta. e;rga tou/ diabo,louÅ
He that committeth sin is of the devil; for the devil sinneth from the beginning. For this purpose the Son of God
was manifested, that he might destroy the works of the devil.
犯罪的是屬魔鬼，因為魔鬼從起初就犯罪。神的兒子顯現出來，為要除滅魔鬼的作為。

(他)那 (他)現正持續行出作成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罪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詆辱中傷的[常指魔鬼]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是這樣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為起始為首 (他)那 (他)詆辱中傷的[常指魔鬼]

他/她/它現在持續犯罪。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促使成促為照亮顯明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鬆綁脫解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工作 從屬(他)那

從屬(他)詆辱中傷的[常指魔鬼]。

約壹 3:9 Pa/j ò gegennhme,noj evk tou/ qeou/ am̀arti,an ouv poiei/( o[ti spe,rma auvtou/ evn auvtw/| me,nei( kai. ouv du,natai
am̀arta,nein( o[ti evk tou/ qeou/ gege,nnhtaiÅ
Whosoever is born of God doth not commit sin; for his seed remaineth in him: and he cannot sin, because he is
born of God.
凡從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原文作種〕存在他心裏；他也不能犯罪，因為他是由神生的。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他)現在已經被生發成為族類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到於(她)罪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是這樣 (它)種裔 從屬(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停留持守；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現要去持續犯罪， 是這樣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生發成為族類。

約壹 3:10 evn tou,tw| fanera, evstin ta. te,kna tou/ qeou/ kai. ta. te,kna tou/ diabo,lou\ pa/j ò mh. poiw/n dikaiosu,nhn
ouvk e;stin evk tou/ qeou/( kai. ò mh. avgapw/n to.n avdelfo.n auvtou/Å
In this the children of God are manifest, and the children of the devil: whosoever doeth not righteousness is not
of God, neither he that loveth not his brother.
從此就顯出誰是神的兒女，誰是魔鬼的兒女；凡不行義的，就不屬神；不愛弟兄的也是如此。

在內 在對(它)那同一者 (它們)促為照亮顯明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們)那些 (它們)孩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它們)那些 (它們)孩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詆辱中傷的[常指魔鬼]：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不會/不要

(他)現正持續行出作成了的 到於(她)至義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他)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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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不要 (他)現正持續愛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弟兄 從屬(他)同一者。
[不同標點]

在內 在對(它)那同一者 (它們)促為照亮顯明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們)那些 (它們)孩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它們)那些 (它們)孩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詆辱中傷的[常指魔鬼]。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不會/不要

(他)現正持續行出作成了的 到於(她)至義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他)那

不會/不要 (他)現正持續愛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弟兄 從屬(他)同一者。

約壹 3:11 {Oti au[th evsti.n h` avggeli,a h]n hvkou,sate avpV avrch/j( i[na avgapw/men avllh,louj(
For this is the message that ye heard from the beginning, that we should love one another.
我們應當彼此相愛；這就是你們從起初所聽見的命令。

是這樣 (她)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消息通報 到於(她)這個 你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為起始為首， 為要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愛 到於(他們)彼此；

約壹 3:12 ouv kaqw.j Ka,i?n evk tou/ ponhrou/ h=n kai. e;sfaxen to.n avdelfo.n auvtou/\ kai. ca,rin ti,noj e;sfaxen auvto,nÈ
o[ti ta. e;rga auvtou/ ponhra. h=n ta. de. tou/ avdelfou/ auvtou/ di,kaiaÅ
Not as Cain, who was of that wicked one, and slew his brother. And wherefore slew he him? Because his own
works were evil, and his brother's righteous.
不可像該隱；他是屬那惡者，殺了他的兄弟。為甚麼殺了他呢；因自己的行為是惡的，兄弟的行為是善的。

不是/不 按照正如地 (他)該隱，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惡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屠宰殺戮 到於(他)那 到於(他)弟兄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有利於此地 從屬(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那時(也是)屠宰殺戮 到於(他)同一者？ 是這樣 (它們)那些 (它們)工作 從屬(他)同一者 (它們)惡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它們)那些 然而也 從屬(他)那 從屬(他)弟兄 從屬(他)同一者 (它們)具公平正義的。

約壹 3:13 Îkai.Ð mh. qauma,zete( avdelfoi,( eiv misei/ um̀a/j ò ko,smojÅ
Marvel not, my brethren, if the world hate you.
弟兄們，世人若恨你們，不要以為希奇。

並且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希奇， 阿,(他們)弟兄， 若是 他/她/它現在持續恨惡 到於你們 (他)那

(他)美容妝束/世界。
[經文變異RT]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希奇 阿,(他們)弟兄 從屬我， 若是 他/她/它現在持續恨惡 到於你們 (他)那

(他)美容妝束/世界。
[經文變異WH]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希奇， 阿,(他們)弟兄， 若是 他/她/它現在持續恨惡 到於你們 (他)那

(他)美容妝束/世界。

約壹 3:14 hm̀ei/j oi;damen o[ti metabebh,kamen evk tou/ qana,tou eivj th.n zwh,n( o[ti avgapw/men tou.j avdelfou,j\ ò mh.
avgapw/n me,nei evn tw/| qana,tw|Å
We know that we have passed from death unto life, because we love the brethren. He that loveth not his brother
abideth in death.
我們因為愛弟兄，就曉得是已經出死入生了。沒有愛心的，仍住在死中。

我們 我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我們現在已經更換地方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死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生命， 是這樣 我們現在持續愛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弟兄； (他)那 不會/不要 (他)現正持續愛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停留持守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死。
[經文變異RT]

我們 我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我們現在已經更換地方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死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生命， 是這樣 我們現在持續愛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弟兄。 (他)那 不會/不要 (他)現正持續愛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弟兄 他/她/它現在持續停留持守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死。

約壹 3:15 pa/j ò misw/n to.n avdelfo.n auvtou/ avnqrwpokto,noj evsti,n( kai. oi;date o[ti pa/j avnqrwpokto,noj ouvk e;cei
zwh.n aivw,nion evn auvtw/| me,nousanÅ
Whosoever hateth his brother is a murderer: and ye know that no murderer hath eternal life abiding in him.
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殺人的；你們曉得凡殺人的，沒有永生存在他裏面。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他)現正持續恨惡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弟兄 從屬(他)同一者 (他)殺人之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並且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殺人之人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生命 到於(她)時世恆久的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她)現正持續停留持守了的。

約壹 3:16 evn tou,tw| evgnw,kamen th.n avga,phn( o[ti evkei/noj ùpe.r hm̀w/n th.n yuch.n auvtou/ e;qhken\ kai. hm̀ei/j
ovfei,lomen ùpe.r tw/n avdelfw/n ta.j yuca.j qei/naiÅ
Hereby perceive we the love of God, because he laid down his life for us: and we ought to lay down our lives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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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rethren.
主為我們捨命，我們從此就知道何為愛；我們也當為弟兄捨命。

在內 在對(它)那同一者 我們現在已經認識知道 到於(她)那 到於(她)愛， 是這樣 (他)在那裏的那個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我們 到於(她)那 到於(她)生魂意念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置放擺設； 並且

我們 我們現在持續積欠負債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弟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生魂意念 那時(也是)要去置放擺設。
[經文變異RT]

在內 在對(它)那同一者 我們現在已經認識知道 到於(她)那 到於(她)愛， 是這樣 (他)在那裏的那個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我們 到於(她)那 到於(她)生魂意念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置放擺設； 並且

我們 我們現在持續積欠負債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弟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生魂意念 現要去持續置放擺設。
[經文變異Scrivener]

在內 在對(它)那同一者 我們現在已經認識知道 到於(她)那 到於(她)愛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是這樣

(他)在那裏的那個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我們 到於(她)那 到於(她)生魂意念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置放擺設； 並且 我們 我們現在持續積欠負債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弟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生魂意念 現要去持續置放擺設。

約壹 3:17 o]j dV a'n e;ch| to.n bi,on tou/ ko,smou kai. qewrh/| to.n avdelfo.n auvtou/ crei,an e;conta kai. klei,sh| ta.
spla,gcna auvtou/ avpV auvtou/( pw/j h̀ avga,ph tou/ qeou/ me,nei evn auvtw/|È
But whoso hath this world's good, and seeth his brother have need, and shutteth up his bowels of compassion
from him, how dwelleth the love of God in him?
凡有世上財物的，看見弟兄窮乏，卻塞住憐恤的心，愛神的心怎能存在他裏面呢。

(他)這個 然而也 但凡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持有 到於(他)那 到於(他)存活生計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並且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行定睛觀看 到於(他)那 到於(他)弟兄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她)需用

到於(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關上鎖住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腸腑內臟/憐慈心腸

從屬(他)同一者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同一者， 怎樣如何地呢 (她)那 (她)愛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她/它現在持續停留持守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約壹 3:18 Tekni,a( mh. avgapw/men lo,gw| mhde. th/| glw,ssh| avlla. evn e;rgw| kai. avlhqei,a|Å
My little children, let us not love in word, neither in tongue; but in deed and in truth.
小子們哪，我們相愛，不要只在言語和舌頭上；總要在行為和誠實上。

阿,(它們)小孩子， 不會/不要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愛 在對(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然而也不要 在對(她)那

在對(她)舌頭/語言； 但乃是 在內 在對(它)工作 並且 在對(她)真情實理。
[經文變異RT]

阿,(它們)小孩子 從屬我， 不會/不要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愛 在對(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然而也不要

在對(她)舌頭/語言； 但乃是 在對(它)工作 並且 在對(她)真情實理。
[經文變異MT]

阿,(它們)小孩子 從屬我， 不會/不要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愛 在對(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然而也不要 在對(她)那

在對(她)舌頭/語言； 但乃是 在內 在對(它)工作 並且 在對(她)真情實理。

約壹 3:19 Îkai.Ð evn tou,tw| gnwso,meqa o[ti evk th/j avlhqei,aj evsme,n( kai. e;mprosqen auvtou/ pei,somen th.n kardi,an
hm̀w/n(
And hereby we know that we are of the truth, and shall assure our hearts before him.
從此，就知道我們是屬真理的，並且我們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穩。

並且 在內 在對(它)那同一者 我們將要(持續)讓自己認識知道 是這樣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真情實理

我們現在持續是， 並且 從在其前地 從屬(他)同一者 我們將要(持續)勸信說服 到於(她)那 到於(她)內心 從屬我們，
[經文變異RT][不同標點]

並且 在內 在對(它)那同一者 我們現在持續認識知道 是這樣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真情實理

我們現在持續是， 並且 從在其前地 從屬(他)同一者 我們將要(持續)勸信說服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內心

從屬我們；
[經文變異WH]

在內 在對(它)那同一者 我們將要(持續)讓自己認識知道 是這樣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真情實理

我們現在持續是， 並且 從在其前地 從屬(他)同一者 我們將要(持續)勸信說服 到於(她)那 到於(她)內心 從屬我們，

約壹 3:20 o[ti eva.n kataginw,skh| hm̀w/n h` kardi,a( o[ti mei,zwn evsti.n ò qeo.j th/j kardi,aj h̀mw/n kai. ginw,skei
pa,ntaÅ
For if our heart condemn us, God is greater than our heart, and knoweth all th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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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心若責備我們，神比我們的心大，一切事沒有不知道的。

是這樣註1 但凡若是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反對責難 從屬我們 (她)那 (她)內心； 是這樣 (他)更大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神 從屬(她)那 從屬(她)內心 從屬我們，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認識知道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註1：“是這樣”文法上亦可以為“到於(它)這個 到於(它)任何什麼”。

[不同標點]

是這樣 但凡若是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反對責難 從屬我們 (她)那 (她)內心， 是這樣 (他)更大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神 從屬(她)那 從屬(她)內心 從屬我們，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認識知道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約壹 3:21 VAgaphtoi,( eva.n h` kardi,a Îhm̀w/nÐ mh. kataginw,skh|( parrhsi,an e;comen pro.j to.n qeo,n
Beloved, if our heart condemn us not, then have we confidence toward God.
親愛的弟兄阿，我們的心若不責備我們，就可以向神坦然無懼了；

阿,(他們)蒙愛的， 但凡若是 (她)那 (她)內心 從屬我們 不會/不要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反對責難，

到於(她)放膽公開直言 我們現在持續持有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經文變異RT]

阿,(他們)蒙愛的， 但凡若是 (她)那 (她)內心 從屬我們 不會/不要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反對責難 從屬我們，

到於(她)放膽公開直言 我們現在持續持有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經文變異WH]

阿,(他們)蒙愛的， 但凡若是 (她)那 (她)內心 不會/不要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反對責難， 到於(她)放膽公開直言

我們現在持續持有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約壹 3:22 kai. o] eva.n aivtw/men lamba,nomen avpV auvtou/( o[ti ta.j evntola.j auvtou/ throu/men kai. ta. avresta. evnw,pion
auvtou/ poiou/menÅ
And whatsoever we ask, we receive of him, because we keep his commandments, and do those things that are
pleasing in his sight.
並且我們一切所求的，就從他得著；因為我們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悅的事。

並且 到於(它)這個 但凡若是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索問要求， 我們現在持續拿取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同一者，

是這樣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誡律命令 從屬(他)同一者 我們現在持續行看護守衛，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可取悅的 在面前地 從屬(他)同一者 我們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經文變異RT]

並且 到於(它)這個 但凡若是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索問要求， 我們現在持續拿取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同一者，

是這樣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誡律命令 從屬(他)同一者 我們現在持續行看護守衛，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可取悅的 在面前地 從屬(他)同一者 我們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約壹 3:23 kai. au[th evsti.n h` evntolh. auvtou/( i[na pisteu,swmen tw/| ovno,mati tou/ uiòu/ auvtou/ VIhsou/ Cristou/ kai.
avgapw/men avllh,louj( kaqw.j e;dwken evntolh.n hm̀i/nÅ
And this is his commandment, That we should believe on the name of his Son Jesus Christ, and love one
another, as he gave us commandment.
神的命令就是叫我們信他兒子耶穌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賜給我們的命令彼此相愛。

並且 (她)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誡律命令 從屬(他)同一者， 為要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置信信託

在對(它)那 在對(它)名字 從屬(他)那 從屬(他)兒子 從屬(他)同一者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並且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愛 到於(他們)彼此，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到於(她)誡律命令 在對我們。
[經文變異Alexandrinus]

並且 (她)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誡律命令 從屬(他)同一者， 為要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置信信託

在對(它)那 在對(它)名字 從屬(他)那 從屬(他)兒子 從屬(他)同一者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並且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愛 到於(他們)彼此，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到於(她)誡律命令 在對我們。

約壹 3:24 kai. ò thrw/n ta.j evntola.j auvtou/ evn auvtw/| me,nei kai. auvto.j evn auvtw/|\ kai. evn tou,tw| ginw,skomen o[ti
me,nei evn hm̀i/n( evk tou/ pneu,matoj ou- hm̀i/n e;dwkenÅ
And he that keepeth his commandments dwelleth in him, and he in him. And hereby we know that he abideth in
us, by the Spirit which he hath given us.
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裏面；神也住在他裏面。我們所以知道神住在我們裏面，是因他所賜給我們的聖靈。

並且 (他)那 (他)現正持續行看護守衛了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誡律命令 從屬(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停留持守， 並且 (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並且 在內 在對(它)那同一者

我們現在持續認識知道 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持續停留持守 在內 在對我們，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靈/風

從屬(它)這個 在對我們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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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壹 4:1 VAgaphtoi,( mh. panti. pneu,mati pisteu,ete avlla. dokima,zete ta. pneu,mata eiv evk tou/ qeou/ evstin( o[ti
polloi. yeudoprofh/tai evxelhlu,qasin eivj to.n ko,smonÅ
Beloved, believe not every spirit, but try the spirits whether they are of God: because many false prophets are
gone out into the world.
親愛的弟兄阿，一切的靈，你們不可都信；總要試驗那些靈是出於神的不是；因為世上有許多假先知已經出來了

。

阿,(他們)蒙愛的， 不會/不要 在對(它)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它)靈/風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置信信託， 但乃是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查驗證實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靈/風 若是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是這樣 (他們)許多的 (他們)假的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他/她/它們現在已經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美容妝束/世界。

約壹 4:2 evn tou,tw| ginw,skete to. pneu/ma tou/ qeou/\ pa/n pneu/ma o] òmologei/ VIhsou/n Cristo.n evn sarki.
evlhluqo,ta evk tou/ qeou/ evstin(
Hereby know ye the Spirit of God: Every spirit that confesseth that Jesus Christ is come in the flesh is of God:
凡靈認耶穌基督是成了肉身來的，就是出於神的；從此你們可以認出神的靈來。

在內 在對(它)那同一者 你們現在持續認識知道註1
到於(它)那 到於(它)靈/風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它)所有每一個的 (它)靈/風 (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同意承認 到於(他)耶穌 到於(他)基督 在內 在對(她)肉體

到於(他)現在已經到來前往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註1：“你們現在持續認識知道”文法上亦可以為“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認識知道”。

約壹 4:3 kai. pa/n pneu/ma o] mh. òmologei/ to.n VIhsou/n evk tou/ qeou/ ouvk e;stin\ kai. tou/to, evstin to. tou/
avnticri,stou( o] avkhko,ate o[ti e;rcetai( kai. nu/n evn tw/| ko,smw| evsti.n h;dhÅ
And every spirit that confesseth not that Jesus Christ is come in the flesh is not of God: and this is that spirit of
antichrist, whereof ye have heard that it should come; and even now already is it in the world.
凡靈不認耶穌，就不是出於神；這是那敵基督者的靈；你們從前聽見他要來；現在已經在世上了。

並且 (它)所有每一個的 (它)靈/風 (它)這個 不會/不要 他/她/它現在持續同意承認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並且 (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那

從屬(他)那 從屬(他)敵基督， 到於(它)這個 你們現在已經聲聞耳聽 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並且 現在此時地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美容妝束/世界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甚而已然如此地。
[經文變異RT]

並且 (它)所有每一個的 (它)靈/風 (它)這個 不會/不要 他/她/它現在持續同意承認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到於(他)基督 在內 在對(她)肉體 到於(他)現在已經到來前往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並且 (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那 從屬(他)那 從屬(他)敵基督， 到於(它)這個

你們現在已經聲聞耳聽 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並且 現在此時地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美容妝束/世界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甚而已然如此地。

約壹 4:4 um̀ei/j evk tou/ qeou/ evste( tekni,a( kai. nenikh,kate auvtou,j( o[ti mei,zwn evsti.n ò evn ùmi/n h' ò evn tw/| ko,smw|Å
Ye are of God, little children, and have overcome them: because greater is he that is in you, than he that is in
the world.
小子們哪，你們是屬神的，並且勝了他們；因為那在你們裏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

你們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你們現在持續是， 阿,(它們)小孩子， 並且 你們現在已經獲勝

到於(他們)同一者； 是這樣 (他)更大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在內 在對你們 甚或/或而 (他)那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美容妝束/世界。

約壹 4:5 auvtoi. evk tou/ ko,smou eivsi,n( dia. tou/to evk tou/ ko,smou lalou/sin kai. ò ko,smoj auvtw/n avkou,eiÅ
They are of the world: therefore speak they of the world, and the world heareth them.
他們是屬世界的；所以論世界的事，世人也聽從他們。

(他們)同一者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同一者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發言講說， 並且 (他)那

(他)美容妝束/世界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聲聞耳聽。

約壹 4:6 hm̀ei/j evk tou/ qeou/ evsmen( ò ginw,skwn to.n qeo.n avkou,ei hm̀w/n( o]j ouvk e;stin evk tou/ qeou/ ouvk avkou,ei
hm̀w/nÅ evk tou,tou ginw,skomen to. pneu/ma th/j avlhqei,aj kai. to. pneu/ma th/j pla,nhjÅ
We are of God: he that knoweth God heareth us; he that is not of God heareth not us. Hereby know we the spirit
of truth, and the spirit of error.
我們是屬神的；認識神的就聽從我們；不屬神的就不聽從我們；從此我們可以認出真理的靈，和謬妄的靈來。

我們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我們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現正持續認識知道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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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現在持續聲聞耳聽 從屬我們； (他)這個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聲聞耳聽 從屬我們。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同一者 我們現在持續認識知道 到於(它)那

到於(它)靈/風 從屬(她)那 從屬(她)真情實理 並且 到於(它)那 到於(它)靈/風 從屬(她)那 從屬(她)迷途錯謬。

約壹 4:7 VAgaphtoi,( avgapw/men avllh,louj( o[ti h̀ avga,ph evk tou/ qeou/ evstin( kai. pa/j ò avgapw/n evk tou/ qeou/
gege,nnhtai kai. ginw,skei to.n qeo,nÅ
Beloved, let us love one another: for love is of God; and every one that loveth is born of God, and knoweth God.
親愛的弟兄阿，我們應當彼此相愛；因為愛是從神來的；凡有愛心的，都是由神而生，並且認識神。

阿,(他們)蒙愛的，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愛 到於(他們)彼此； 是這樣 (她)那 (她)愛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並且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他)現正持續愛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生發成為族類，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認識知道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約壹 4:8 ò mh. avgapw/n ouvk e;gnw to.n qeo,n( o[ti ò qeo.j avga,ph evsti,nÅ
He that loveth not knoweth not God; for God is love.
沒有愛心的，就不認識神；因為神就是愛。

(他)那 不會/不要 (他)現正持續愛了的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認識知道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是這樣 (他)那

(他)神 (她)愛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約壹 4:9 evn tou,tw| evfanerw,qh h` avga,ph tou/ qeou/ evn hm̀i/n( o[ti to.n uìo.n auvtou/ to.n monogenh/ avpe,stalken ò qeo.j
eivj to.n ko,smon i[na zh,swmen diV auvtou/Å
In this was manifested the love of God toward us, because that God sent his only begotten Son into the world,
that we might live through him.
神差他獨生子到世間來，使我們藉著他得生，神愛我們的心，在此就顯明了。

在內 在對(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促使成促為照亮顯明 (她)那 (她)愛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在內

在對我們， 是這樣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他)那 到於(他)獨生的 他/她/它現在已經分派差遣

(他)那 (他)神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美容妝束/世界， 為要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活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同一者。

約壹 4:10 evn tou,tw| evsti.n h̀ avga,ph( ouvc o[ti hm̀ei/j hvgaph,kamen to.n qeo.n avllV o[ti auvto.j hvga,phsen hm̀a/j kai.
avpe,steilen to.n uiò.n auvtou/ ìlasmo.n peri. tw/n am̀artiw/n hm̀w/nÅ
Herein is love, not that we loved God, but that he loved us, and sent his Son to be the propitiation for our sins.
不是我們愛神，乃是神愛我們，差他的兒子，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這就是愛了。

在內 在對(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愛， 不是/不 是這樣 我們 我們現在已經愛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但乃是 是這樣 (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愛 到於我們，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他)和解挽回 <在周圍>關於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罪 從屬我們。
[經文變異RT]

在內 在對(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愛， 不是/不 是這樣 我們 我們那時(也是)愛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但乃是 是這樣 (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愛 到於我們，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他)和解挽回 <在周圍>關於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罪 從屬我們。

約壹 4:11 VAgaphtoi,( eiv ou[twj ò qeo.j hvga,phsen hm̀a/j( kai. h̀mei/j ovfei,lomen avllh,louj avgapa/nÅ
Beloved, if God so loved us, we ought also to love one another.
親愛的弟兄阿，神既是這樣愛我們，我們也當彼此相愛。

阿,(他們)蒙愛的， 若是 那同一樣式地 (他)那 (他)神 他/她/它那時(也是)愛 到於我們， 並且 我們

我們現在持續積欠負債 到於(他們)彼此 現要去持續愛。

約壹 4:12 qeo.n ouvdei.j pw,pote teqe,ataiÅ eva.n avgapw/men avllh,louj( ò qeo.j evn h̀mi/n me,nei kai. h` avga,ph auvtou/ evn
hm̀i/n teteleiwme,nh evsti,nÅ
No man hath seen God at any time. If we love one another, God dwelleth in us, and his love is perfected in us.
從來沒有人見過神；我們若彼此相愛，神就住在我們裏面，愛他的心在我們裏面得以完全了；

到於(他)神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從來地 他/她/它現在已經讓自己/被定睛觀看； 但凡若是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愛

到於(他們)彼此， (他)那 (他)神 在內 在對我們 他/她/它現在持續停留持守， 並且 (她)那 (她)愛 從屬(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我們 (她)現在已經被促使成完滿成全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到於(他)神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從來地 他/她/它現在已經讓自己/被定睛觀看； 但凡若是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愛

到於(他們)彼此， (他)那 (他)神 在內 在對我們 他/她/它現在持續停留持守， 並且 (她)那 (她)愛 從屬(他)同一者

(她)現在已經被促使成完滿成全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內 在對我們。
[經文變異WH]

到於(他)神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從來地 他/她/它現在已經讓自己/被定睛觀看； 但凡若是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愛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  簡易閲讀版  1428

1428

到於(他們)彼此， (他)那 (他)神 在內 在對我們 他/她/它現在持續停留持守， 並且 (她)那 (她)愛 從屬(他)同一者

(她)現在已經被促使成完滿成全了的 在內 在對我們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約壹 4:13 VEn tou,tw| ginw,skomen o[ti evn auvtw/| me,nomen kai. auvto.j evn h̀mi/n( o[ti evk tou/ pneu,matoj auvtou/ de,dwken
hm̀i/nÅ
Hereby know we that we dwell in him, and he in us, because he hath given us of his Spirit.
神將他的靈賜給我們，從此就知道我們是住在他裏面，他也住在我們裏面。

在內 在對(它)那同一者 我們現在持續認識知道 是這樣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我們現在持續停留持守， 並且

(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我們， 是這樣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靈/風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已經給與

在對我們。

約壹 4:14 kai. hm̀ei/j teqea,meqa kai. marturou/men o[ti ò path.r avpe,stalken to.n uiò.n swth/ra tou/ ko,smouÅ
And we have seen and do testify that the Father sent the Son to be the Saviour of the world.
父差子作世人的救主，這是我們所看見且作見證的。

並且 我們 我們現在已經讓自己/被定睛觀看 並且 我們現在持續作見證人， 是這樣 (他)那 (他)父親

他/她/它現在已經分派差遣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到於(他)救主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約壹 4:15 o]j eva.n òmologh,sh| o[ti VIhsou/j evstin ò uiò.j tou/ qeou/( ò qeo.j evn auvtw/| me,nei kai. auvto.j evn tw/| qew/|Å
Whosoever shall confess that Jesus is the Son of God, God dwelleth in him, and he in God.
凡認耶穌為神兒子的，神就住在他裏面，他也住在神裏面。

(他)這個 但凡若是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同意承認 是這樣 (他)耶穌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那 (他)神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停留持守， 並且 (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經文變異RT]

(他)這個 但凡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同意承認 是這樣 (他)耶穌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那 (他)神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停留持守， 並且 (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經文變異WH]

(他)這個 但凡若是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同意承認 是這樣 (他)耶穌 (他)基督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那 (他)神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停留持守， 並且 (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約壹 4:16 kai. hm̀ei/j evgnw,kamen kai. pepisteu,kamen th.n avga,phn h]n e;cei ò qeo.j evn h̀mi/nÅ ~O qeo.j avga,ph evsti,n(
kai. ò me,nwn evn th/| avga,ph| evn tw/| qew/| me,nei kai. ò qeo.j evn auvtw/| me,neiÅ
And we have known and believed the love that God hath to us. God is love; and he that dwelleth in love dwelleth
in God, and God in him.
神愛我們的心，我們也知道也信。神就是愛；住在愛裏面的，就是住在神裏面，神也住在他裏面。

並且 我們 我們現在已經認識知道 並且 我們現在已經置信信託 到於(她)那 到於(她)愛 到於(她)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他)那 (他)神 在內 在對我們。 (他)那 (他)神 (她)愛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並且 (他)那

(他)現正持續停留持守了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愛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他/她/它現在持續停留持守，

並且 (他)那 (他)神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停留持守。
[經文變異RT]

並且 我們 我們現在已經認識知道 並且 我們現在已經置信信託 到於(她)那 到於(她)愛 到於(她)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他)那 (他)神 在內 在對我們。 (他)那 (他)神 (她)愛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並且 (他)那

(他)現正持續停留持守了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愛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他/她/它現在持續停留持守，

並且 (他)那 (他)神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

約壹 4:17 evn tou,tw| tetelei,wtai h̀ avga,ph meqV h̀mw/n( i[na parrhsi,an e;cwmen evn th/| hm̀e,ra| th/j kri,sewj( o[ti
kaqw.j evkei/no,j evstin kai. hm̀ei/j evsmen evn tw/| ko,smw| tou,tw|Å
Herein is our love made perfect, that we may have boldness in the day of judgment: because as he is, so are we
in this world.
這樣，愛在我們裏面得以完全，我們就可以在審判的日子，坦然無懼；因為他如何，我們在這世上也如何。

在內 在對(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促使成完滿成全 (她)那 (她)愛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我們， 為要

到於(她)放膽公開直言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持有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日子/白日 從屬(她)那 從屬(她)區別審斷；

是這樣 按照正如地 (他)在那裏的那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並且 我們 我們現在持續是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美容妝束/世界 在對(他)那同一者。

約壹 4:18 fo,boj ouvk e;stin evn th/| avga,ph| avllV h` telei,a avga,ph e;xw ba,llei to.n fo,bon( o[ti ò fo,boj ko,lasin e;cei(
ò de. fobou,menoj ouv tetelei,wtai evn th/| avga,ph|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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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is no fear in love; but perfect love casteth out fear: because fear hath torment. He that feareth is not made
perfect in love.
愛裏沒有懼怕；愛既完全，就把懼怕除去；因為懼怕裏含著刑罰；懼怕的人在愛裏未得完全。

(他)畏懼害怕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愛； 但乃是 (她)那 (她)完滿成全的 (她)愛

在外面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投擲 到於(他)那 到於(他)畏懼害怕； 是這樣 (他)那 (他)畏懼害怕 到於(她)懲戒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他)那 然而也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成驚恐畏懼了的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促使成完滿成全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愛。

約壹 4:19 hm̀ei/j avgapw/men( o[ti auvto.j prw/toj hvga,phsen hm̀a/jÅ
We love him, because he first loved us.
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

我們 我們現在持續愛， 是這樣 (他)同一者 (他)首先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愛 到於我們。
[經文變異RT]

我們 我們現在持續愛 到於(他)同一者， 是這樣 (他)同一者 (他)首先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愛 到於我們。

約壹 4:20 eva,n tij ei;ph| o[ti VAgapw/ to.n qeo.n kai. to.n avdelfo.n auvtou/ mish/|( yeu,sthj evsti,n\ ò ga.r mh. avgapw/n
to.n avdelfo.n auvtou/ o]n eẁ,raken( to.n qeo.n o]n ouvc eẁ,raken ouv du,natai avgapa/nÅ
If a man say, I love God, and hateth his brother, he is a liar: for he that loveth not his brother whom he hath
seen, how can he love God whom he hath not seen?
人若說，我愛神，卻恨他的弟兄，就是說謊話的；不愛他所看見的弟兄，就不能愛沒有看見的神。〔有古卷作怎

能愛沒有看見的神呢〕

但凡若是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是這樣 我現在持續愛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弟兄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恨惡， (他)說謊作假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因為 不會/不要 (他)現正持續愛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弟兄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他)這個

他/她/它現在已經看見清楚，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到於(他)這個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已經看見清楚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現要去持續愛。
[經文變異RT]

但凡若是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是這樣 我現在持續愛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弟兄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恨惡， (他)說謊作假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因為 不會/不要 (他)現正持續愛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弟兄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他)這個

他/她/它現在已經看見清楚，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到於(他)這個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已經看見清楚 怎樣如何地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現要去持續愛？

約壹 4:21 kai. tau,thn th.n evntolh.n e;comen avpV auvtou/( i[na ò avgapw/n to.n qeo.n avgapa/| kai. to.n avdelfo.n auvtou/Å
And this commandment have we from him, That he who loveth God love his brother also.
愛神的，也當愛弟兄，這是我們從神所受的命令。

並且 到於(她)那同一者 到於(她)那 到於(她)誡律命令 我們現在持續持有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同一者， 為要 (他)那

(他)現正持續愛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愛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弟兄 從屬(他)同一者。

約壹 5:1 Pa/j ò pisteu,wn o[ti VIhsou/j evstin ò Cristo.j( evk tou/ qeou/ gege,nnhtai( kai. pa/j ò avgapw/n to.n
gennh,santa avgapa/| Îkai.Ð to.n gegennhme,non evx auvtou/Å
Whosoever believeth that Jesus is the Christ is born of God: and every one that loveth him that begat loveth him
also that is begotten of him.
凡信耶穌是基督的，都是從神而生；凡愛生他之神的，也必愛從神生的。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他)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是這樣 (他)耶穌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基督，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生發成為族類； 並且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他)現正持續愛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那時(也是)生發成為族類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愛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現在已經被生發成為族類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WH]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他)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是這樣 (他)耶穌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基督，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生發成為族類； 並且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他)現正持續愛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那時(也是)生發成為族類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愛 到於(他)那

到於(他)現在已經被生發成為族類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他)同一者。

約壹 5:2 evn tou,tw| ginw,skomen o[ti avgapw/men ta. te,kna tou/ qeou/( o[tan to.n qeo.n avgapw/men kai. ta.j evntola.j
auvtou/ poiw/menÅ
By this we know that we love the children of God, when we love God, and keep his command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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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若愛神，又遵守他的誡命，從此就知道我們愛神的兒女。

在內 在對(它)那同一者 我們現在持續認識知道 是這樣 我們現在持續愛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孩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但凡當這時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愛註1， 並且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誡律命令

從屬(他)同一者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行出作成。

註1：“我們現在應該持續愛”文法上亦可以為“我們現在持續愛”。

[經文變異RT]

在內 在對(它)那同一者 我們現在持續認識知道 是這樣 我們現在持續愛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孩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但凡當這時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愛， 並且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誡律命令

從屬(他)同一者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行看護守衛。

約壹 5:3 au[th ga,r evstin h̀ avga,ph tou/ qeou/( i[na ta.j evntola.j auvtou/ thrw/men( kai. aì evntolai. auvtou/ barei/ai ouvk
eivsi,nÅ
For this is the love of God, that we keep his commandments: and his commandments are not grievous.
我們遵守神的誡命，這就是愛他了；並且他的誡命不是難守的。

(她)那同一者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愛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為要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誡律命令 從屬(他)同一者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行看護守衛； 並且 (她們)那些 (她們)誡律命令

從屬(他)同一者 (她們)沉重重壓的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約壹 5:4 o[ti pa/n to. gegennhme,non evk tou/ qeou/ nika/| to.n ko,smon\ kai. au[th evsti.n h` ni,kh h` nikh,sasa to.n
ko,smon( h` pi,stij h̀mw/nÅ
For whatsoever is born of God overcometh the world: and this is the victory that overcometh the world, even our
faith.
因為凡從神生的，就勝過世界；使我們勝了世界的，就是我們的信心。

是這樣 (它)所有每一個的 (它)那 (它)現在已經被生發成為族類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她/它現在持續獲勝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美容妝束/世界； 並且 (她)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征服勝利 (她)那 (她)那時(也是)獲勝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美容妝束/世界， (她)那 (她)信 從屬我們。

約壹 5:5 ti,j Îde,Ð evstin ò nikw/n to.n ko,smon eiv mh. ò pisteu,wn o[ti VIhsou/j evstin ò uiò.j tou/ qeou/È
Who is he that overcometh the world, but he that believeth that Jesus is the Son of God?
勝過世界的是誰呢；不是那信耶穌是神兒子的麼；

(他)任何什麼呢 然而也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現正持續獲勝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美容妝束/世界， 若是

不會/不要 (他)那 (他)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是這樣 (他)耶穌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經文變異RT]

(他)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現正持續獲勝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美容妝束/世界， 若是

不會/不要 (他)那 (他)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是這樣 (他)耶穌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經文變異WH]

(他)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然而也 (他)那 (他)現正持續獲勝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美容妝束/世界， 若是

不會/不要 (他)那 (他)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是這樣 (他)耶穌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約壹 5:6 Ou-to,j evstin ò evlqw.n diV u[datoj kai. ai[matoj( VIhsou/j Cristo,j( ouvk evn tw/| u[dati mo,non avllV evn tw/|
u[dati kai. evn tw/| ai[mati\ kai. to. pneu/ma, evstin to. marturou/n( o[ti to. pneu/ma, evstin h` avlh,qeiaÅ
This is he that came by water and blood, even Jesus Christ; not by water only, but by water and blood. And it is
the Spirit that beareth witness, because the Spirit is truth.
這藉著水和血而來的就是耶穌基督；不是單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水 並且 從屬(它)血，

(他)耶穌 (他)基督； 不是/不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水 僅有單獨地， 但乃是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水 並且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血； 並且 (它)那 (它)靈/風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那 (它)現正持續作見證人了的， 是這樣

(它)那 (它)靈/風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真情實理。
[經文變異RT]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那時(也是)到來前往了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水 並且 從屬(它)血，

(他)耶穌 (他)那 (他)基督； 不是/不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水 僅有單獨地， 但乃是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水

並且 在對(它)那 在對(它)血； 並且 (它)那 (它)靈/風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那 (它)現正持續作見證人了的， 是這樣

(它)那 (它)靈/風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真情實理。

約壹 5:7 o[ti trei/j eivsin oì marturou/nte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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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here are three that bear record in heaven, the Father, the Word, and the Holy Ghost: and these three are
one.
並且有聖靈作見證，因為聖靈就是真理。

是這樣 (他們)三個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作見證人了的，
[經文變異RT]

是這樣 (他們)三個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作見證人了的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天空/天，

(他)那 (他)父親， (他)那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並且 (它)那 (它)聖的 (它)靈/風； 並且 (他們)那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三個 (它)一個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約壹 5:8 to. pneu/ma kai. to. u[dwr kai. to. ai-ma( kai. oì trei/j eivj to. e[n eivsinÅ
And there are three that bear witness in earth, the spirit, and the water, and the blood: and these three agree in
one.
作見證的原來有三，就是聖靈，水，與血這三樣也都歸於一。

(它)那 (它)靈/風 並且 (它)那 (它)水 並且 (它)那 (它)血；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三個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一個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們)三個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作見證人了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地土/地，

(它)那 (它)靈/風 並且 (它)那 (它)水 並且 (它)那 (它)血；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三個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一個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約壹 5:9 eiv th.n marturi,an tw/n avnqrw,pwn lamba,nomen( h` marturi,a tou/ qeou/ mei,zwn evsti,n\ o[ti au[th evsti.n h`
marturi,a tou/ qeou/ o[ti memartu,rhken peri. tou/ uiòu/ auvtou/Å
If we receive the witness of men, the witness of God is greater: for this is the witness of God which he hath
testified of his Son.
我們既領受人的見證，神的見證更該領受了；〔該領受原文作大〕因神的見證，是為他兒子作的。

若是 到於(她)那 到於(她)作證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人 我們現在持續拿取， (她)那 (她)作證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她)更大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是這樣 (她)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作證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已經作見證人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那 從屬(他)兒子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若是 到於(她)那 到於(她)作證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人 我們現在持續拿取， (她)那 (她)作證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她)更大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是這樣 (她)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作證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到於(她)這個 他/她/它現在已經作見證人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那 從屬(他)兒子 從屬(他)同一者。

約壹 5:10 ò pisteu,wn eivj to.n uiò.n tou/ qeou/ e;cei th.n marturi,an evn eàutw/|( ò mh. pisteu,wn tw/| qew/| yeu,sthn
pepoi,hken auvto,n( o[ti ouv pepi,steuken eivj th.n marturi,an h]n memartu,rhken ò qeo.j peri. tou/ uìou/ auvtou/Å
He that believeth on the Son of God hath the witness in himself: he that believeth not God hath made him a liar;
because he believeth not the record that God gave of his Son.
信神兒子的，就有這見證在他心裏；不信神的，就是將神當作說謊的；因不信神為他兒子作的見證。

(他)那 (他)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那 到於(她)作證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自己； (他)那 不會/不要 (他)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到於(他)說謊作假者 他/她/它現在已經行出作成 到於(他)同一者； 是這樣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已經置信信託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作證 到於(她)這個 他/她/它現在已經作見證人 (他)那 (他)神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那 從屬(他)兒子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WH]

(他)那 (他)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那 到於(她)作證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不會/不要 (他)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到於(他)說謊作假者 他/她/它現在已經行出作成 到於(他)同一者； 是這樣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已經置信信託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作證 到於(她)這個 他/她/它現在已經作見證人 (他)那 (他)神 <在周圍>關於 從屬(他)那

從屬(他)兒子 從屬(他)同一者。

約壹 5:11 kai. au[th evsti.n h` marturi,a( o[ti zwh.n aivw,nion e;dwken h̀mi/n ò qeo,j( kai. au[th h` zwh. evn tw/| uiẁ/|
auvtou/ evstinÅ
And this is the record, that God hath given to us eternal life, and this life is in his Son.
這見證，就是神賜給我們永生，這永生也是在他兒子裏面。

並且 (她)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作證， 是這樣 到於(她)生命 到於(她)時世恆久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在對我們 (他)那 (他)神， 並且 (她)那同一者 (她)那 (她)生命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兒子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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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變異WH]

並且 (她)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作證， 是這樣 到於(她)生命 到於(她)時世恆久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他)那 (他)神 在對我們， 並且 (她)那同一者 (她)那 (她)生命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兒子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約壹 5:12 ò e;cwn to.n uìo.n e;cei th.n zwh,n\ ò mh. e;cwn to.n uìo.n tou/ qeou/ th.n zwh.n ouvk e;ceiÅ
He that hath the Son hath life; and he that hath not the Son of God hath not life.
人有了神的兒子就有生命；沒有神的兒子就沒有生命。

(他)那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那 到於(她)生命； (他)那

不會/不要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到於(她)那 到於(她)生命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約壹 5:13 Tau/ta e;graya um̀i/n i[na eivdh/te o[ti zwh.n e;cete aivw,nion( toi/j pisteu,ousin eivj to. o;noma tou/ uìou/ tou/
qeou/Å
These things have I written unto you that believe on the name of the Son of God; that ye may know that ye have
eternal life, and that ye may believe on the name of the Son of God.
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信奉神兒子之名的人，要叫你們知道自己有永生。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我那時(也是)刻寫記載 在對你們， 為要 你們現在應該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到於(她)生命

你們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時世恆久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名字 從屬(他)那 從屬(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經文變異RT]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我那時(也是)刻寫記載 在對你們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名字 從屬(他)那 從屬(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為要 你們現在應該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到於(她)生命 你們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時世恆久的， 並且 為要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置信信託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名字 從屬(他)那 從屬(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約壹 5:14 kai. au[th evsti.n h` parrhsi,a h]n e;comen pro.j auvto,n o[ti eva,n ti aivtw,meqa kata. to. qe,lhma auvtou/ avkou,ei
hm̀w/nÅ
And this is the confidence that we have in him, that, if we ask any thing according to his will, he heareth us:
我們若照他的旨意求甚麼，他就聽我們；這是我們向他所存坦然無懼的心。

並且 (她)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放膽公開直言 到於(她)這個 我們現在持續持有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是這樣 但凡若是 到於(它)任何什麼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讓自己索問要求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那

到於(它)所定意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聲聞耳聽 從屬我們。

約壹 5:15 kai. eva.n oi;damen o[ti avkou,ei h̀mw/n o] eva.n aivtw,meqa( oi;damen o[ti e;comen ta. aivth,mata a] hv|th,kamen avpV
auvtou/Å
And if we know that he hear us, whatsoever we ask, we know that we have the petitions that we desired of him.
既然知道他聽我們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們所求於他的無不得著。

並且 但凡若是 我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持續聲聞耳聽 從屬我們 到於(它)這個 但凡若是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讓自己索問要求， 我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我們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所索問要求 到於(它們)這些個 我們現在已經索問要求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但凡若是 我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持續聲聞耳聽 從屬我們 到於(它)這個 但凡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讓自己索問要求， 我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我們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所索問要求 到於(它們)這些個 我們現在已經索問要求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同一者。

約壹 5:16 VEa,n tij i;dh| to.n avdelfo.n auvtou/ am̀arta,nonta àmarti,an mh. pro.j qa,naton( aivth,sei kai. dw,sei auvtw/|
zwh,n( toi/j àmarta,nousin mh. pro.j qa,natonÅ e;stin àmarti,a pro.j qa,naton\ ouv peri. evkei,nhj le,gw i[na evrwth,sh|Å
If any man see his brother sin a sin which is not unto death, he shall ask, and he shall give him life for them that
sin not unto death. There is a sin unto death: I do not say that he shall pray for it.
人若看見弟兄犯了不至於死的罪，就當為他祈求，神必將生命賜給他；有至於死的罪，我不說當為這罪祈求。

但凡若是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看見察覺 到於(他)那 到於(他)弟兄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他)現正持續犯罪了的 到於(她)罪 不會/不要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死， 他/她/它將要(持續)索問要求，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給與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她)生命，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犯罪了的 不會/不要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死。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罪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死； 不是/不 <在周圍>關於

從屬(她)在那裏的那個 我現在持續道說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查詢求問。

約壹 5:17 pa/sa avdiki,a àmarti,a evsti,n( kai. e;stin am̀arti,a ouv pro.j qa,natonÅ
All unrighteousness is sin: and there is a sin not unto de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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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不義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於死的罪。

(她)所有每一個的 (她)不義 (她)罪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罪 不是/不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死。

約壹 5:18 Oi;damen o[ti pa/j ò gegennhme,noj evk tou/ qeou/ ouvc am̀arta,nei( avllV ò gennhqei.j evk tou/ qeou/ threi/
auvto.n kai. ò ponhro.j ouvc a[ptetai auvtou/Å
We know that whosoever is born of God sinneth not; but he that is begotten of God keepeth himself, and that
wicked one toucheth him not.
我們知道凡從神生的必不犯罪；從神生的必保守自己，〔有古卷作那從神生的必保護他〕那惡者也就無法害他。

我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他)現在已經被生發成為族類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犯罪； 但乃是 (他)那 (他)那時(也是)被生發成為族類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她/它現在持續行看護守衛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他)那 (他)惡的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觸摸連接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我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他)現在已經被生發成為族類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犯罪； 但乃是 (他)那 (他)那時(也是)被生發成為族類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她/它現在持續行看護守衛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並且 (他)那 (他)惡的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觸摸連接 從屬(他)同一者。

約壹 5:19 oi;damen o[ti evk tou/ qeou/ evsmen kai. ò ko,smoj o[loj evn tw/| ponhrw/| kei/taiÅ
And we know that we are of God, and the whole world lieth in wickedness.
我們知道我們是屬神的，全世界都臥在那惡者手下。

我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我們現在持續是， 並且 (他)那 (他)美容妝束/世界

(他)整個全部的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惡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安置。

約壹 5:20 oi;damen de. o[ti ò uiò.j tou/ qeou/ h[kei kai. de,dwken h̀mi/n dia,noian i[na ginw,skwmen to.n avlhqino,n( kai.
evsme.n evn tw/| avlhqinw/|( evn tw/| uìw/| auvtou/ VIhsou/ Cristw/|Å ou-to,j evstin ò avlhqino.j qeo.j kai. zwh. aivw,niojÅ
And we know that the Son of God is come, and hath given us an understanding, that we may know him that is
true, and we are in him that is true, even in his Son Jesus Christ. This is the true God, and eternal life.
我們也知道神的兒子已經來到，且將智慧賜給我們，使我們認識那位真實的，我們也在那位真實的裏面，就是在

他兒子耶穌基督裏面。這是真神，也是永生。

我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然而也 是這樣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她/它現在持續到達來臨， 並且

他/她/它現在已經給與 在對我們 到於(她)悟性心思， 為要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認識知道 到於(他)那

到於(他)真正實在的； 並且 我們現在持續是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真正實在的，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兒子

從屬(他)同一者 在對(他)耶穌 在對(他)基督。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真正實在的 (他)神 並且

(她)生命 (她)時世恆久的。
[經文變異RT]

我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然而也 是這樣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她/它現在持續到達來臨， 並且

他/她/它現在已經給與 在對我們 到於(她)悟性心思， 為要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認識知道 到於(他)那

到於(他)真正實在的； 並且 我們現在持續是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真正實在的，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兒子

從屬(他)同一者 在對(他)耶穌 在對(他)基督。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真正實在的 (他)神 並且

(他)那 (她)生命 (她)時世恆久的。
[經文變異WH]

我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然而也 是這樣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她/它現在持續到達來臨， 並且

他/她/它現在已經給與 在對我們 到於(她)悟性心思， 為要 我們現在持續認識知道 到於(他)那 到於(他)真正實在的；

並且 我們現在持續是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真正實在的，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兒子 從屬(他)同一者

在對(他)耶穌 在對(他)基督。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真正實在的 (他)神 並且 (她)生命

(她)時世恆久的。

約壹 5:21 Tekni,a( fula,xate eàuta. avpo. tw/n eivdw,lwnÅ
Little children, keep yourselves from idols. Amen.
小子們哪，你們要自守，遠避偶像。

阿,(它們)小孩子，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看管守護 到於(它們)同一者自己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偶像。
[經文變異RT]

阿,(它們)小孩子，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看管守護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偶像。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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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貳書 // 2 John

約貳 1:1 ~O presbu,teroj evklekth/| kuri,a| kai. toi/j te,knoij auvth/j( ou]j evgw. avgapw/ evn avlhqei,a|( kai. ouvk evgw.
mo,noj avlla. kai. pa,ntej oì evgnwko,tej th.n avlh,qeian(
The elder unto the elect lady and her children, whom I love in the truth; and not I only, but also all they that have
known the truth;
作長老的寫信給蒙揀選的太太，〔太太或作教會下同〕和他的兒女，就是我誠心所愛的；不但我愛，也是一切知

道真理之人所愛的；

(他)那 (他)更年長的， 在對(她)乃挑選的 在對(她)女主人 並且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孩子 從屬(她)同一者，

到於(他們)這些個 我 我現在持續愛 在內 在對(她)真情實理； 並且 不是/不 我 (他)僅有單獨的， 但乃是 並且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那些 (他們)現在已經認識知道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真情實理；

約貳 1:2 dia. th.n avlh,qeian th.n me,nousan evn h̀mi/n kai. meqV h̀mw/n e;stai eivj to.n aivw/naÅ
For the truth's sake, which dwelleth in us, and shall be with us for ever.
愛你們是為真理的緣故，這真理存在我們裏面，也必永遠與我們同在；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她)那 到於(她)真情實理 到於(她)那 到於(她)現正持續停留持守了的 在內 在對我們， 並且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我們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世紀時代：

約貳 1:3 e;stai meqV h̀mw/n ca,rij e;leoj eivrh,nh para. qeou/ patro.j kai. para. VIhsou/ Cristou/ tou/ uìou/ tou/ patro.j
evn avlhqei,a| kai. avga,ph|Å
Grace be with you, mercy, and peace, from God the Father, and from the Lord Jesus Christ, the Son of the
Father, in truth and love.
恩惠，憐憫，平安，從父神和他兒子耶穌基督，在真理和愛心上，必常與我們同在。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我們 (她)恩典惠意， (它)憐憫慈悲， (她)和平安寧，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神 從屬(他)父親 並且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從屬(他)那 從屬(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在內 在對(她)真情實理 並且 在對(她)愛。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我們 (她)恩典惠意， (它)憐憫慈悲， (她)和平安寧，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神 從屬(他)父親 並且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主人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從屬(他)那 從屬(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在內 在對(她)真情實理 並且 在對(她)愛。
[經文變異Scrivener]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你們 (她)恩典惠意， (它)憐憫慈悲， (她)和平安寧，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神 從屬(他)父親 並且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主人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從屬(他)那 從屬(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在內 在對(她)真情實理 並且 在對(她)愛。

約貳 1:4 VEca,rhn li,an o[ti eu[rhka evk tw/n te,knwn sou peripatou/ntaj evn avlhqei,a|( kaqw.j evntolh.n evla,bomen
para. tou/ patro,jÅ
I rejoiced greatly that I found of thy children walking in truth, as we have received a commandment from the
Father.
我見你的兒女，有照我們從父所受之命令遵行真理的，就甚歡喜。

我那時(也是)被歡喜安樂 極度非常地， 是這樣 我現在已經找到尋見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孩子

從屬你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來往昂然踏行了的 在內 在對(她)真情實理， 按照正如地 到於(她)誡律命令

我們那時(也是)拿取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約貳 1:5 kai. nu/n evrwtw/ se( kuri,a( ouvc wj̀ evntolh.n kainh.n gra,fwn soi avlla. h]n ei;comen avpV avrch/j( i[na
avgapw/men avllh,loujÅ
And now I beseech thee, lady, not as though I wrote a new commandment unto thee, but that which we had
from the beginning, that we love one another.
太太阿，我現在勸你，我們大家要彼此相愛；這並不是我寫一條新命令給你，乃是我們從起初所受的命令。

並且 現在此時地 我現在持續查詢求問 到於你， 阿,(她)女主人， 不是/不 正如地 到於(她)誡律命令

到於(她)嶄新的 (他)現正持續刻寫記載了的 在對你， 但乃是 到於(她)這個 我們當時持續持有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為起始為首， 為要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愛 到於(他們)彼此。
[經文變異RT][經文變異WH]

並且 現在此時地 我現在持續查詢求問 到於你， 阿,(她)女主人， 不是/不 正如地 到於(她)誡律命令

(他)現正持續刻寫記載了的 在對你 到於(她)嶄新的， 但乃是 到於(她)這個 我們當時持續持有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為起始為首， 為要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愛 到於(他們)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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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貳 1:6 kai. au[th evsti.n h̀ avga,ph( i[na peripatw/men kata. ta.j evntola.j auvtou/\ au[th h` evntolh, evstin( kaqw.j
hvkou,sate avpV avrch/j( i[na evn auvth/| peripath/teÅ
And this is love, that we walk after his commandments. This is the commandment, That, as ye have heard from
the beginning, ye should walk in it.
我們若照他的命令行，這就是愛。你們從起初所聽見當行的，就是這命令。

並且 (她)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愛， 為要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來往昂然踏行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誡律命令 從屬(他)同一者； (她)那同一者 (她)那 (她)誡律命令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按照正如地 你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為起始為首， 為要 在內 在對(她)同一者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來往昂然踏行。
[經文變異RT]

並且 (她)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愛， 為要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來往昂然踏行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誡律命令 從屬(他)同一者； (她)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誡律命令，

按照正如地 你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為起始為首， 為要 在內 在對(她)同一者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來往昂然踏行。

約貳 1:7 o[ti polloi. pla,noi evxh/lqon eivj to.n ko,smon( oi` mh. òmologou/ntej VIhsou/n Cristo.n evrco,menon evn sarki,\
ou-to,j evstin ò pla,noj kai. ò avnti,cristojÅ
For many deceivers are entered into the world, who confess not that Jesus Christ is come in the flesh. This is a
deceiver and an antichrist.
因為世上有許多迷惑人的出來，他們不認耶穌基督是成了肉身來的；這就是那迷惑人，敵基督的。

是這樣 (他們)許多的 (他們)引離正道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美容妝束/世界， (他們)那些 不會/不要 (他們)現正持續同意承認了的 到於(他)耶穌 到於(他)基督

到於(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在內 在對(她)肉體；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引離正道的 並且 (他)那 (他)敵基督。
[經文變異RT]

是這樣 (他們)許多的 (他們)引離正道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美容妝束/世界， (他們)那些 不會/不要 (他們)現正持續同意承認了的 到於(他)耶穌 到於(他)基督

到於(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在內 在對(她)肉體；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引離正道的 並且 (他)那 (他)敵基督。

約貳 1:8 ble,pete èautou,j( i[na mh. avpole,shte a] eivrgasa,meqa avlla. misqo.n plh,rh avpola,bhteÅ
Look to yourselves, that we lose not those things which we have wrought, but that we receive a full reward.
你們要小心，不要失去你們〔有古卷作我們〕所作的工，乃要得著滿足的賞賜。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著眼觀看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為要 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毀掉除滅 到於(它們)這些個

我們那時(也是)讓自己作工作， 但乃是 到於(他)工價報酬 到於(他)充滿添足的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從那裏拿取。
[經文變異RT]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著眼觀看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為要 不會/不要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毀掉除滅 到於(它們)這些個

我們那時(也是)讓自己作工作， 但乃是 到於(他)工價報酬 到於(他)充滿添足的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從那裏拿取。

約貳 1:9 pa/j ò proa,gwn kai. mh. me,nwn evn th/| didach/| tou/ Cristou/ qeo.n ouvk e;cei\ ò me,nwn evn th/| didach/|( ou-toj
kai. to.n pate,ra kai. to.n uìo.n e;ceiÅ
Whosoever transgresseth, and abideth not in the doctrine of Christ, hath not God. He that abideth in the doctrine
of Christ, he hath both the Father and the Son.
凡越過基督的教訓，不常守著的，就沒有神；常守這教訓的，就有父又有子。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他)現正持續帶領在前面了的 並且 不會/不要 (他)現正持續停留持守了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教授講訓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到於(他)神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他)那

(他)現正持續停留持守了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教授講訓， (他)那同一者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經文變異RT]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他)現正持續違犯了的 並且 不會/不要 (他)現正持續停留持守了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教授講訓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到於(他)神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他)那

(他)現正持續停留持守了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教授講訓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他)那同一者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約貳 1:10 ei; tij e;rcetai pro.j um̀a/j kai. tau,thn th.n didach.n ouv fe,rei( mh. lamba,nete auvto.n eivj oivki,an kai.
cai,rein auvtw/| mh. le,gete\
If there come any unto you, and bring not this doctrine, receive him not into your house, neither bid him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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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ed:
若有人到你們那裏，不是傳這教訓，不要接他到家裏，也不要問他的安；

若是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並且 到於(她)那同一者

到於(她)那 到於(她)教授講訓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負載攜帶，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拿取 到於(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住屋家庭， 並且 現要去持續歡喜安樂 在對(他)同一者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道說；

約貳 1:11 ò le,gwn ga.r auvtw/| cai,rein koinwnei/ toi/j e;rgoij auvtou/ toi/j ponhroi/jÅ
For he that biddeth him God speed is partaker of his evil deeds.
因為問他安的，就在他的惡行上有分。

(他)那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因為 在對(他)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歡喜安樂，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合夥共享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工作 從屬(他)同一者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惡的。
[經文變異RT]

(他)那 因為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現要去持續歡喜安樂，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合夥共享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工作 從屬(他)同一者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惡的。

約貳 1:12 Polla. e;cwn ùmi/n gra,fein ouvk evboulh,qhn dia. ca,rtou kai. me,lanoj( avlla. evlpi,zw gene,sqai pro.j ùma/j
kai. sto,ma pro.j sto,ma lalh/sai( i[na h` cara. hm̀w/n peplhrwme,nh h=|Å
Having many things to write unto you, I would not write with paper and ink: but I trust to come unto you, and
speak face to face, that our joy may be full.
我還有許多事要寫給你們，卻不願意用紙墨寫出來；但盼望到你們那裏，與你們當面談論，使你們的喜樂滿足。

到於(它們)許多的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在對你們 現要去持續刻寫記載， 不是/不 我那時(也是)被諮商決意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書寫紙張 並且 從屬(它)黑墨的； 但乃是 我現在持續有期盼指望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並且 到於(它)口/嘴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它)口/嘴

那時(也是)要去發言講說， 為要 (她)那 (她)歡喜快樂 從屬我們 (她)現在已經被促使成充滿添足了的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到於(它們)許多的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在對你們 現要去持續刻寫記載， 不是/不 我那時(也是)被諮商決意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書寫紙張 並且 從屬(它)黑墨的； 但乃是 我現在持續有期盼指望 那時(也是)要去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並且 到於(它)口/嘴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它)口/嘴 那時(也是)要去發言講說， 為要

(她)那 (她)歡喜快樂 從屬我們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是 (她)現在已經被促使成充滿添足了的。
[經文變異WH]

到於(它們)許多的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在對你們 現要去持續刻寫記載， 不是/不 我那時(也是)被諮商決意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書寫紙張 並且 從屬(它)黑墨的； 但乃是 我現在持續有期盼指望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並且 到於(它)口/嘴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它)口/嘴

那時(也是)要去發言講說， 為要 (她)那 (她)歡喜快樂 從屬你們 (她)現在已經被促使成充滿添足了的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是。

約貳 1:13 VAspa,zetai, se ta. te,kna th/j avdelfh/j sou th/j evklekth/jÅ
The children of thy elect sister greet thee. Amen.
你那蒙揀選之姊妹的兒女都問你安。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擁抱問安 到於你 (它們)那些 (它們)孩子 從屬(她)那 從屬(她)姊妹 從屬你 從屬(她)那

從屬(她)乃挑選的。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擁抱問安 到於你 (它們)那些 (它們)孩子 從屬(她)那 從屬(她)姊妹 從屬你 從屬(她)那

從屬(她)乃挑選的。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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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叁書  // 3 John

約叁 1:1 ~O presbu,teroj Gai<w| tw/| avgaphtw/|( o]n evgw. avgapw/ evn avlhqei,a|Å
The elder unto the wellbeloved Gaius, whom I love in the truth.
作長老的寫信給親愛的該猶，就是我誠心所愛的。

(他)那 (他)更年長的， 在對(他)該猶 在對(他)那 在對(他)蒙愛的， 到於(他)這個 我 我現在持續愛 在內

在對(她)真情實理。

約叁 1:2 VAgaphte,( peri. pa,ntwn eu;comai, se euvodou/sqai kai. ùgiai,nein( kaqw.j euvodou/tai, sou h` yuch,Å
Beloved, I wish above all things that thou mayest prosper and be in health, even as thy soul prospereth.
親愛的兄弟阿，我願你凡事興盛，身體健壯，正如你的靈魂興盛一樣。

阿,(他)蒙愛的， <在周圍>關於 從屬(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許願祈求 到於你

現要去持續被促使道途順利興盛 並且 現要去持續促為成長健全，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促使道途順利興盛 從屬你 (她)那 (她)生魂意念。

約叁 1:3 evca,rhn ga.r li,an evrcome,nwn avdelfw/n kai. marturou,ntwn sou th/| avlhqei,a|( kaqw.j su. evn avlhqei,a|
peripatei/jÅ
For I rejoiced greatly, when the brethren came and testified of the truth that is in thee, even as thou walkest in
the truth.
有弟兄來證明你心裏存的真理，正如你按真理而行，我就甚喜樂。

我那時(也是)被歡喜安樂 因為 極度非常地，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從屬(他們)弟兄 並且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作見證人了的 從屬你 在對(她)那 在對(她)真情實理， 按照正如地 你 在內 在對(她)真情實理

你現在持續來往昂然踏行。

約叁 1:4 meizote,ran tou,twn ouvk e;cw cara,n( i[na avkou,w ta. evma. te,kna evn th/| avlhqei,a| peripatou/ntaÅ
I have no greater joy than to hear that my children walk in truth.
我聽見我的兒女們按真理而行，我的喜樂就沒有比這個大的。

到於(她)還更大的 從屬(它們)那同一者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歡喜快樂， 為要 我現在應該持續聲聞耳聽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我之物 到於(它們)孩子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真情實理

到於(它們)現正持續來往昂然踏行了的
註1。

註1：“到於(它們)現正持續來往昂然踏行了的”文法上亦可以為“到於(他)現正持續來往昂然踏行了的”。

[經文變異RT]

到於(她)還更大的 從屬(它們)那同一者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歡喜快樂， 為要 我現在應該持續聲聞耳聽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我之物 到於(它們)孩子 在內 在對(她)真情實理 到於(它們)現正持續來往昂然踏行了的。
[經文變異WH]

到於(她)還更大的 從屬(它們)那同一者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恩典， 為要 我現在應該持續聲聞耳聽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我之物 到於(它們)孩子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真情實理

到於(它們)現正持續來往昂然踏行了的。

約叁 1:5 VAgaphte,( pisto.n poiei/j o] eva.n evrga,sh| eivj tou.j avdelfou.j kai. tou/to xe,nouj(
Beloved, thou doest faithfully whatsoever thou doest to the brethren, and to strangers;
親愛的兄弟阿，凡你向作客旅之弟兄所行的，都是忠心的；

阿,(他)蒙愛的， 到於(它)誠且信的 你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到於(它)這個 但凡若是 你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作工作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弟兄， 並且 到於(它)那同一者 到於(他們)陌生客旅的/陌生奇異的；
[經文變異RT]

阿,(他)蒙愛的， 到於(它)誠且信的 你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到於(它)這個 但凡若是 你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作工作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弟兄， 並且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陌生客旅的/陌生奇異的；

約叁 1:6 oi] evmartu,rhsa,n sou th/| avga,ph| evnw,pion evkklhsi,aj( ou]j kalw/j poih,seij prope,myaj avxi,wj tou/ qeou/\
Which have borne witness of thy charity before the church: whom if thou bring forward on their journey after a
godly sort, thou shalt do well:
他們在教會面前證明了你的愛；你若配得過神，幫助他們往前行，這就好了；

(他們)這些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作見證人 從屬你 在對(她)那 在對(她)愛 在面前地 從屬(她)傳召；

到於(他們)這些個 美好適當地 你將要(持續)行出作成 (他)那時(也是)打發送行了的 相配值得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約叁 1:7 up̀e.r ga.r tou/ ovno,matoj evxh/lqon mhde.n lamba,nontej avpo. tw/n evqnikw/nÅ
Because that for his name's sake they went forth, taking nothing of the Gent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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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他們是為主的名〔原文作那名〕出外，對於外邦人一無所取。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因為 從屬(它)那 從屬(它)名字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到於(它)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他們)現正持續拿取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屬外邦的。
[經文變異RT]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因為 從屬(它)那 從屬(它)名字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到於(它)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他們)現正持續拿取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們)那些註1
從屬(它們)種族邦國。

註1：“從屬(他們)那些”文法上亦可以為“從屬(它們)那些”。

[經文變異Scrivener]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因為 從屬(它)那 從屬(它)名字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到於(它)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他們)現正持續拿取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種族邦國。

約叁 1:8 hm̀ei/j ou=n ovfei,lomen ùpolamba,nein tou.j toiou,touj( i[na sunergoi. ginw,meqa th/| avlhqei,a|Å
We therefore ought to receive such, that we might be fellowhelpers to the truth.
所以我們應該接待這樣的人，叫我們與他們一同為真理作工。

我們 這樣 我們現在持續積欠負債 現要去持續接起領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那種樣， 為要 (他們)共同作工的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在對(她)那 在對(她)真情實理。
[經文變異RT]

我們 這樣 我們現在持續積欠負債 現要去持續從那裏拿取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那種樣， 為要

(他們)共同作工的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在對(她)那 在對(她)真情實理。

約叁 1:9 :Egraya, ti th/| evkklhsi,a|\ avllV ò filoprwteu,wn auvtw/n Diotre,fhj ouvk evpide,cetai hm̀a/jÅ
I wrote unto the church: but Diotrephes, who loveth to have the preeminence among them, receiveth us not.
我曾略略的寫信給教會；但那在教會中好為首的丟特腓不接待我們。

我那時(也是)刻寫記載 到於(它)任何什麼 在對(她)那 在對(她)傳召； 但乃是 (他)那 (他)現正持續喜愛為首了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丟特腓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接待 到於我們。
[經文變異RT]

我那時(也是)刻寫記載 在對(她)那 在對(她)傳召； 但乃是 (他)那 (他)現正持續喜愛為首了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丟特腓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接待 到於我們。

約叁 1:10 dia. tou/to( eva.n e;lqw( ùpomnh,sw auvtou/ ta. e;rga a] poiei/ lo,goij ponhroi/j fluarw/n hm̀a/j( kai. mh.
avrkou,menoj evpi. tou,toij ou;te auvto.j evpide,cetai tou.j avdelfou.j kai. tou.j boulome,nouj kwlu,ei kai. evk th/j
evkklhsi,aj evkba,lleiÅ
Wherefore, if I come, I will remember his deeds which he doeth, prating against us with malicious words: and
not content therewith, neither doth he himself receive the brethren, and forbiddeth them that would, and casteth
them out of the church.
所以我若去，必要提說他所行的事，就是他用惡言妄論我們；還不以此為足，他自己不接待弟兄，有人願意接待

，他也禁止，並且將接待弟兄的人趕出教會。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同一者 但凡若是 我那時(也是)應該到來前往， 我將要(持續)在底下致使提醒記得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工作 到於(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在對(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在對(他們)惡的 (他)現正持續行說長道短了的 到於我們； 並且 不會/不要

(他)現正持續被捍衛滿足了的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們)那同一者註1， 並不/又不 (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接待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弟兄，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諮商決意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阻攔禁止， 並且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傳召

他/她/它現在持續向外投擲出來。

註1：“在對(他們)那同一者”文法上亦可以為“在對(它們)那同一者”。

約叁 1:11 VAgaphte,( mh. mimou/ to. kako.n avlla. to. avgaqo,nÅ ò avgaqopoiw/n evk tou/ qeou/ evstin\ ò kakopoiw/n ouvc
eẁ,raken to.n qeo,nÅ
Beloved, follow not that which is evil, but that which is good. He that doeth good is of God: but he that doeth evil
hath not seen God.
親愛的兄弟阿，不要效法惡，只要效法善。行善的屬乎神；行惡的未曾見過神。

阿,(他)蒙愛的， 不會/不要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模仿效法 到於(它)那 到於(它)卑劣不好的， 但乃是 到於(它)那

到於(它)良善的。 (他)那 (他)現正持續行出作成良善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現正持續行出作成邪惡了的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已經看見清楚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經文變異RT]

阿,(他)蒙愛的， 不會/不要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模仿效法 到於(它)那 到於(它)卑劣不好的， 但乃是 到於(它)那

到於(它)良善的。 (他)那 (他)現正持續行出作成良善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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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那 然而也 (他)現正持續行出作成邪惡了的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已經看見清楚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約叁 1:12 Dhmhtri,w| memartu,rhtai ùpo. pa,ntwn kai. up̀o. auvth/j th/j avlhqei,aj\ kai. hm̀ei/j de. marturou/men( kai.
oi=daj o[ti h̀ marturi,a h̀mw/n avlhqh,j evstinÅ
Demetrius hath good report of all men, and of the truth itself: yea, and we also bear record; and ye know that
our record is true.
低米丟行善，有眾人給他作見證；又有真理給他作見證；就是我們也給他作見證；你也知道我們的見證是真的。

在對(他)低米丟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作見證人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並且 <在底下>被從

從屬(她)同一者 從屬(她)那 從屬(她)真情實理； 並且 我們 然而也 我們現在持續作見證人； 並且

你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她)那 (她)作證 從屬我們 (她)誠正真實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在對(他)低米丟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作見證人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並且 <在底下>被從

從屬(她)同一者 從屬(她)那 從屬(她)真情實理； 並且 我們 然而也 我們現在持續作見證人； 並且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她)那 (她)作證 從屬我們 (她)誠正真實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約叁 1:13 Polla. ei=con gra,yai soi avllV ouv qe,lw dia. me,lanoj kai. kala,mou soi gra,fein\
I had many things to write, but I will not with ink and pen write unto thee:
我原有許多事要寫給你，卻不願意用筆墨寫給你；

到於(它們)許多的 我當時持續持有 那時(也是)要去刻寫記載 在對你， 但乃是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定意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黑墨的 並且 從屬(他)蘆葦 在對你 現要去持續刻寫記載；
[經文變異RT]

到於(它們)許多的 我當時持續持有 現要去持續刻寫記載 在對你， 但乃是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定意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黑墨的 並且 從屬(他)蘆葦 在對你 那時(也是)要去刻寫記載；

約叁 1:14 evlpi,zw de. euvqe,wj se ivdei/n( kai. sto,ma pro.j sto,ma lalh,somenÅ
But I trust I shall shortly see thee, and we shall speak face to face.
但盼望快快的見你，我們就當面談論；

我現在持續有期盼指望 然而也 平直直接地[同#2117] 到於你 那時(也是)要去看見察覺， 並且 到於(它)口/嘴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它)口/嘴 我們將要(持續)發言講說。
[經文變異RT]

我現在持續有期盼指望 然而也 平直直接地[同#2117] 那時(也是)要去看見察覺 到於你， 並且 到於(它)口/嘴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它)口/嘴 我們將要(持續)發言講說。

約叁 1:15 eivrh,nh soiÅ avspa,zontai, se oì fi,loiÅ avspa,zou tou.j fi,louj katV o;nomaÅ
Peace be to thee. Our friends salute thee. Greet the friends by name.
願你平安。眾位朋友都問你安。請你替我按著姓名問眾位朋友安。

(她)和平安寧 在對你。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擁抱問安 到於你 (他們)那些 (他們)朋友。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擁抱問安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朋友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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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大書 // Jude

猶 1:1 VIou,daj VIhsou/ Cristou/ dou/loj( avdelfo.j de. VIakw,bou( toi/j evn qew/| patri. hvgaphme,noij kai. VIhsou/
Cristw/| tethrhme,noij klhtoi/j\
Jude, the servant of Jesus Christ, and brother of James, to them that are sanctified by God the Father, and
preserved in Jesus Christ, and called:
耶穌基督的僕人，雅各的弟兄猶大，寫信給那被召，在父神裏蒙愛，為耶穌基督保守的人；

(他)猶大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他)奴僕， (他)弟兄 然而也 從屬(他)雅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內 在對(他)神

在對(他)父親 在對(他們)現在已經被愛了的 並且 在對(他)耶穌 在對(他)基督 在對(他們)現在已經被行看護守衛了的，

在對(他們)乃召請的：
[經文變異RT]

(他)猶大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他)奴僕， (他)弟兄 然而也 從屬(他)雅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內 在對(他)神

在對(他)父親 在對(他們)現在已經被使成聖了的 並且 在對(他)耶穌 在對(他)基督

在對(他們)現在已經被行看護守衛了的， 在對(他們)乃召請的：

猶 1:2 e;leoj ùmi/n kai. eivrh,nh kai. avga,ph plhqunqei,hÅ
Mercy unto you, and peace, and love, be multiplied.
願憐恤，平安，慈愛，多多的加給你們。

(它)憐憫慈悲 在對你們 並且 (她)和平安寧 並且 (她)愛 他/她/它那時(也是)可以被增添。

猶 1:3 VAgaphtoi,( pa/san spoudh.n poiou,menoj gra,fein ùmi/n peri. th/j koinh/j h̀mw/n swthri,aj avna,gkhn e;scon
gra,yai ùmi/n parakalw/n evpagwni,zesqai th/| a[pax paradoqei,sh| toi/j àgi,oij pi,steiÅ
Beloved, when I gave all diligence to write unto you of the common salvation, it was needful for me to write unto
you, and exhort you that ye should earnestly contend for the faith which was once delivered unto the saints.
親愛的弟兄阿，我想盡心寫信給你們，論我們同得救恩的時候，就不得不寫信勸你們，要為從前一次交付聖徒的

真道，竭力的爭辯。

阿,(他們)蒙愛的， 到於(她)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勤奮殷切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行出作成了的 現要去持續刻寫記載

在對你們 <在周圍>關於 從屬(她)那 從屬(她)通俗共有的 從屬我們 從屬(她)拯救， 到於(她)迫切需要

我那時(也是)持有 那時(也是)要去刻寫記載 在對你們， (他)現正持續勸勉請求了的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在上面努力奮鬥 在對(她)那 一次地 在對(她)那時(也是)被交付了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聖的

在對(她)信。
[經文變異RT]

阿,(他們)蒙愛的， 到於(她)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勤奮殷切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行出作成了的 現要去持續刻寫記載

在對你們 <在周圍>關於 從屬(她)那 從屬(她)通俗共有的 從屬(她)拯救， 到於(她)迫切需要 我那時(也是)持有

那時(也是)要去刻寫記載 在對你們， (他)現正持續勸勉請求了的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在上面努力奮鬥 在對(她)那

一次地 在對(她)那時(也是)被交付了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聖的 在對(她)信。

猶 1:4 pareise,dusan ga,r tinej a;nqrwpoi( oì pa,lai progegramme,noi eivj tou/to to. kri,ma( avsebei/j( th.n tou/ qeou/
hm̀w/n ca,rita metatiqe,ntej eivj avse,lgeian kai. to.n mo,non despo,thn kai. ku,rion hm̀w/n VIhsou/n Cristo.n
avrnou,menoiÅ
For there are certain men crept in unawares, who were before of old ordained to this condemnation, ungodly
men, turning the grace of our God into lasciviousness, and denying the only Lord God, and our Lord Jesus
Christ.
因為有些人偷著進來，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罰的，是不虔誠的，將我們神的恩變作放縱情慾的機會，並且不認獨一

的主宰我們〔我們或作和我們〕主耶穌基督。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潛入在旁邊 因為 (他們)任何什麼 (他們)人 (他們)那些 有段時間地

(他們)現在已經被預先刻寫記載/張貼描繪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同一者 到於(它)那 到於(它)審案判決，

(他們)不尊崇敬愛的， 到於(她)那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從屬我們 到於(她)恩典惠意 (他們)現正持續轉置移開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縱慾邪蕩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僅有單獨的 到於(他)主宰者 並且 到於(他)主人 從屬我們

到於(他)耶穌 到於(他)基督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否認拒絕了的。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潛入在旁邊 因為 (他們)任何什麼 (他們)人 (他們)那些 有段時間地

(他們)現在已經被預先刻寫記載/張貼描繪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同一者 到於(它)那 到於(它)審案判決，

(他們)不尊崇敬愛的， 到於(她)那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從屬我們 到於(她)恩典惠意 (他們)現正持續轉置移開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縱慾邪蕩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僅有單獨的 到於(他)主宰者 到於(他)神 並且 到於(他)主人

從屬我們 到於(他)耶穌 到於(他)基督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否認拒絕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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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變異WH]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潛入在旁邊 因為 (他們)任何什麼 (他們)人 (他們)那些 有段時間地

(他們)現在已經被預先刻寫記載/張貼描繪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同一者 到於(它)那 到於(它)審案判決，

(他們)不尊崇敬愛的， 到於(她)那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從屬我們 到於(她)恩典惠意 (他們)現正持續轉置移開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縱慾邪蕩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僅有單獨的 到於(他)主宰者 並且 到於(他)主人 從屬我們

到於(他)耶穌 到於(他)基督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否認拒絕了的。

猶 1:5 ~Upomnh/sai de. um̀a/j bou,lomai( eivdo,taj Îùma/jÐ pa,nta o[ti ÎòÐ ku,rioj a[pax lao.n evk gh/j Aivgu,ptou sw,saj to.
deu,teron tou.j mh. pisteu,santaj avpw,lesen(
I will therefore put you in remembrance, though ye once knew this, how that the Lord, having saved the people
out of the land of Egypt, afterward destroyed them that believed not.
從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地，後來就把那些不信的滅絕了；這一切的事，你們雖然都知道，我卻仍要提醒你們

。

那時(也是)要去在底下致使提醒記得 然而也 到於你們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諮商決意，

到於(他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了的 到於你們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是這樣 (他)那 (他)主人 一次地

到於(他)人民百姓 向外出來 從屬(她)地土/地 從屬(她)埃及 (他)那時(也是)拯救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第二的

到於(他們)那些 不會/不要 到於(他們)那時(也是)置信信託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毀掉除滅；
[經文變異RT]

那時(也是)要去在底下致使提醒記得 然而也 到於你們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諮商決意，

到於(他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了的 到於你們 一次地 到於(它)那同一者， 是這樣 (他)那 (他)主人 到於(他)人民百姓

向外出來 從屬(她)地土/地 從屬(她)埃及 (他)那時(也是)拯救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第二的 到於(他們)那些

不會/不要 到於(他們)那時(也是)置信信託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毀掉除滅；
[經文變異WH]

那時(也是)要去在底下致使提醒記得 然而也 到於你們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諮商決意，

到於(他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了的 一次地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是這樣 (他)主人 到於(他)人民百姓 向外出來

從屬(她)地土/地 從屬(她)埃及 (他)那時(也是)拯救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第二的 到於(他們)那些 不會/不要

到於(他們)那時(也是)置信信託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毀掉除滅；

猶 1:6 avgge,louj te tou.j mh. thrh,santaj th.n eàutw/n avrch.n avlla. avpolipo,ntaj to. i;dion oivkhth,rion eivj kri,sin
mega,lhj h̀me,raj desmoi/j avi?di,oij ùpo. zo,fon teth,rhken(
And the angels which kept not their first estate, but left their own habitation, he hath reserved in everlasting
chains under darkness unto the judgment of the great day.
又有不守本位，離開自己住處的天使，主用鎖鍊把他們永遠拘留在黑暗裏，等候大日的審判。

到於(他們)使者 並/又 到於(他們)那些 不會/不要 到於(他們)那時(也是)行看護守衛了的 到於(她)那

從屬(他們)同一者自己 到於(她)為起始為首， 但乃是 到於(他們)那時(也是)從那裏遺下留後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私人個別的 到於(它)住處， 向內進入 到於(她)區別審斷 從屬(她)極大的 從屬(她)日子/白日 在對(他們)捆鎖

在對(他們)具長期持久的 <在底下>在底下 到於(他)幽暗 他/她/它現在已經行看護守衛；

猶 1:7 wj̀ So,doma kai. Go,morra kai. aì peri. auvta.j po,leij to.n o[moion tro,pon tou,toij evkporneu,sasai kai.
avpelqou/sai ovpi,sw sarko.j et̀e,raj( pro,keintai dei/gma puro.j aivwni,ou di,khn ùpe,cousaiÅ
Even as Sodom and Gomorrha, and the cities about them in like manner, giving themselves over to fornication,
and going after strange flesh, are set forth for an example, suffering the vengeance of eternal fire.
又如所多瑪，蛾摩拉，和周圍城邑的人，也照他們一味的行淫，隨從逆性的情慾，就受永火的刑罰，作為鑑戒。

正如地 (它們)所多瑪 並且 (她)蛾摩拉 並且 (她們)那些 <在周圍>在周圍 到於(她們)同一者 (她們)城邑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具同樣相同的 到於(他)運轉模式 在對(他們)那同一者 (她們)那時(也是)一味地行賣淫了的 並且

(她們)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了的 向在後面地 從屬(她)肉體 從屬(她)相異不同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在前面安置 到於(它)範例表樣， 從屬(它)火 從屬(它)時世恆久的 到於(她)正義公斷

(她們)現正持續承當遭受了的。
[經文變異RT]

正如地 (它們)所多瑪 並且 (她)蛾摩拉 並且 (她們)那些 <在周圍>在周圍 到於(她們)同一者 (她們)城邑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具同樣相同的 在對(他們)那同一者 到於(他)運轉模式 (她們)那時(也是)一味地行賣淫了的 並且

(她們)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了的 向在後面地 從屬(她)肉體 從屬(她)相異不同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在前面安置 到於(它)範例表樣， 從屬(它)火 從屬(它)時世恆久的 到於(她)正義公斷

(她們)現正持續承當遭受了的。

猶 1:8 ~Omoi,wj me,ntoi kai. ou-toi evnupniazo,menoi sa,rka me.n miai,nousin kurio,thta de. avqetou/sin do,xaj de.
blasfhmou/sin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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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kewise also these filthy dreamers defile the flesh, despise dominion, and speak evil of dignities.
這些作夢的人，也像他們污穢身體，輕慢主治的，毀謗在尊位的。

具同樣相同地 縱然如此 並且 (他們)那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使有夢景了的 到於(她)肉體 的確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沾染玷污， 到於(她)支配主權 然而也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廢除棄絕， 到於(她們)榮耀 然而也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謗瀆。

猶 1:9 ò de. Micah.l ò avrca,ggeloj( o[te tw/| diabo,lw| diakrino,menoj diele,geto peri. tou/ Mwu?se,wj sw,matoj( ouvk
evto,lmhsen kri,sin evpenegkei/n blasfhmi,aj avlla. ei=pen( VEpitimh,sai soi ku,riojÅ
Yet Michael the archangel, when contending with the devil he disputed about the body of Moses, durst not bring
against him a railing accusation, but said, The Lord rebuke thee.
天使長米迦勒，為摩西的屍首與魔鬼爭辯的時候，尚且不敢用毀謗的話罪責他，只說：主責備你罷。

(他)那 然而也 (他)米迦勒 (他)那 (他)天使長， 當這時地 在對(他)那 在對(他)詆辱中傷的[常指魔鬼]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徹底分開辨明了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論述辯解 <在周圍>關於 從屬(它)那 從屬(他)摩西

從屬(它)身體，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斗膽冒險 到於(她)區別審斷 那時(也是)要去負載攜帶在上面

從屬(她)褻瀆， 但乃是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她/它那時(也是)可以評斷申誡 在對你 (他)主人。

猶 1:10 ou-toi de. o[sa me.n ouvk oi;dasin blasfhmou/sin( o[sa de. fusikw/j ẁj ta. a;loga zw/|a evpi,stantai( evn tou,toij
fqei,rontaiÅ
But these speak evil of those things which they know not: but what they know naturally, as brute beasts, in those
things they corrupt themselves.
但這些人毀謗他們所不知道的；他們本性所知道的事與那沒有靈性的畜類一樣，在這事上竟敗壞了自己。

(他們)那同一者 然而也 到於(它們)這每一切 的確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謗瀆；

到於(它們)這每一切 然而也 屬天然本性地 正如地 (它們)那些 (它們)不合理性的 (它們)活物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心思通曉， 在內 在對(它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被腐朽敗壞。

猶 1:11 ouvai. auvtoi/j( o[ti th/| òdw/| tou/ Ka,i?n evporeu,qhsan kai. th/| pla,nh| tou/ Balaa.m misqou/ evxecu,qhsan kai. th/|
avntilogi,a| tou/ Ko,re avpw,lontoÅ
Woe unto them! for they have gone in the way of Cain, and ran greedily after the error of Balaam for reward,
and perished in the gainsaying of Core.
他們有禍了；因為走了該隱的道路，又為利往巴蘭的錯謬裏直奔，並在可拉的背叛中滅亡了。

哀哉呀 在對(他們)同一者； 是這樣 在對(她)那 在對(她)道路途徑 從屬(他)那 從屬(他)該隱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行去， 並且 在對(她)那 在對(她)迷途錯謬 從屬(他)那 從屬(他)巴蘭 從屬(他)工價報酬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向外傾注澆流， 並且 在對(她)那 在對(她)對抗辯駁 從屬(他)那 從屬(他)可拉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毀掉除滅。

猶 1:12 ou-toi, eivsin oì evn tai/j avga,paij ùmw/n spila,dej suneuwcou,menoi avfo,bwj( èautou.j poimai,nontej( nefe,lai
a;nudroi ùpo. avne,mwn parafero,menai( de,ndra fqinopwrina. a;karpa di.j avpoqano,nta evkrizwqe,nta(
These are spots in your feasts of charity, when they feast with you, feeding themselves without fear: clouds they
are without water, carried about of winds; trees whose fruit withereth, without fruit, twice dead, plucked up by the
roots;
這樣的人，在你們的愛席上，與你們同喫的時候，正是礁石；〔或作玷污〕他們作牧人，只知餵養自己，無所懼

怕；是沒有雨的雲彩，被風飄蕩；是秋天沒有果子的樹，死而又死，連根被拔出來；

(他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那些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愛 從屬你們 (她們)暗礁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共同歡宴了的 沒有畏懼害怕地，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他們)現正持續牧養了的，

(她們)雲團 (她們)沒有水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們)風 (她們)現正持續被負載攜帶在旁邊了的， (它們)樹木

(它們)秋天的 (它們)沒有果實的， 兩次地 (它們)那時(也是)死去了的， (它們)那時(也是)被連根拔出了的，
[不同標點]

(他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那些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愛 從屬你們 (她們)暗礁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共同歡宴了的， 沒有畏懼害怕地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他們)現正持續牧養了的，

(她們)雲團 (她們)沒有水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們)風 (她們)現正持續被負載攜帶在旁邊了的， (它們)樹木

(它們)秋天的 (它們)沒有果實的， 兩次地 (它們)那時(也是)死去了的， (它們)那時(也是)被連根拔出了的，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愛 從屬你們 (她們)暗礁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共同歡宴了的 在對你們， 沒有畏懼害怕地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他們)現正持續牧養了的，

(她們)雲團 (她們)沒有水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們)風 (她們)現正持續被四處負載攜帶了的， (它們)樹木

(它們)秋天的 (它們)沒有果實的， 兩次地 (它們)那時(也是)死去了的， (它們)那時(也是)被連根拔出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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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 1:13 ku,mata a;gria qala,sshj evpafri,zonta ta.j èautw/n aivscu,naj( avste,rej planh/tai oi-j ò zo,foj tou/ sko,touj
eivj aivw/na teth,rhtaiÅ
Raging waves of the sea, foaming out their own shame; wandering stars, to whom is reserved the blackness of
darkness for ever.
是海裏的狂浪，湧出自己可恥的沫子來；是流蕩的星，有墨黑的幽暗為他們永遠存留。

(它們)波浪 (它們)野的 從屬(她)海 (它們)現正持續在上面出泡沫了的 到於(她們)那些 從屬(他們)同一者自己

到於(她們)羞辱蒙羞， (他們)星星 (他們)引離正道者， 在對(他們)這些個 (他)那 (他)幽暗 從屬(它)那 從屬(它)黑暗

向內進入 到於(他)世紀時代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行看護守衛。

猶 1:14 Proefh,teusen de. kai. tou,toij e[bdomoj avpo. VAda.m ~Enw.c le,gwn( VIdou. h=lqen ku,rioj evn àgi,aij muria,sin
auvtou/
And Enoch also, the seventh from Adam, prophesied of these, saying, Behold, the Lord cometh with ten
thousands of his saints,
亞當的七世孫以諾，曾預言這些人說：看哪，主帶著他的千萬聖者降臨，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在前面宣稱傳講 然而也 並且 在對(他們)那同一者 (他)第七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亞當

(他)以諾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他)主人 在內

在對(她們)聖的 在對(她們)一萬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在前面宣稱傳講 然而也 並且 在對(他們)那同一者 (他)第七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亞當

(他)以諾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他)主人 在內

在對(她們)一萬 在對(她們)聖的 從屬(他)同一者，

猶 1:15 poih/sai kri,sin kata. pa,ntwn kai. evle,gxai pa/san yuch.n peri. pa,ntwn tw/n e;rgwn avsebei,aj auvtw/n w-n
hvse,bhsan kai. peri. pa,ntwn tw/n sklhrw/n w-n evla,lhsan katV auvtou/ am̀artwloi. avsebei/jÅ
To execute judgment upon all, and to convince all that are ungodly among them of all their ungodly deeds which
they have ungodly committed, and of all their hard speeches which ungodly sinners have spoken against him.
要在眾人身上行審判，證實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證實不敬虔之罪人所說頂撞他的剛愎

話。

那時(也是)要去行出作成 到於(她)區別審斷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註1，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指證駁斥 到於(她)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生魂意念 <在周圍>關於 從屬(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工作 從屬(她)不敬愛尊崇 從屬(他們)同一者 從屬(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成不尊崇敬愛， 並且 <在周圍>關於 從屬(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剛硬艱澀的 從屬(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言講說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他)同一者 (他們)犯罪的

(他們)不尊崇敬愛的。

註1：“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文法上亦可以為“從屬(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經文變異RT]

那時(也是)要去行出作成 到於(她)區別審斷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向外指證駁斥出來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不尊崇敬愛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在周圍>關於 從屬(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工作 從屬(她)不敬愛尊崇

從屬(他們)同一者 從屬(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成不尊崇敬愛， 並且 <在周圍>關於

從屬(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剛硬艱澀的 從屬(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言講說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他)同一者 (他們)犯罪的 (他們)不尊崇敬愛的。
[經文變異WH]

那時(也是)要去行出作成 到於(她)區別審斷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指證駁斥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不尊崇敬愛的 <在周圍>關於

從屬(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工作 從屬(她)不敬愛尊崇 從屬(他們)同一者 從屬(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成不尊崇敬愛， 並且 <在周圍>關於 從屬(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剛硬艱澀的 從屬(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言講說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他)同一者 (他們)犯罪的

(他們)不尊崇敬愛的。

猶 1:16 Ou-toi, eivsin goggustai. memyi,moiroi kata. ta.j evpiqumi,aj èautw/n poreuo,menoi( kai. to. sto,ma auvtw/n
lalei/ ùpe,rogka( qauma,zontej pro,swpa wvfelei,aj ca,rinÅ
These are murmurers, complainers, walking after their own lusts; and their mouth speaketh great swelling
words, having men's persons in admiration because of advantage.
這些人是私下議論，常發怨言的，隨從自己的情慾而行，口中說誇大的話，為得便宜諂媚人。

(他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發嘟噥嘀咕者， (他們)指責歸咎命運的， <向下>向下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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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渴想慕戀 從屬(他們)同一者自己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行去了的； 並且 (它)那 (它)口/嘴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發言講說 到於(它們)誇大的， (他們)現正持續希奇了的 到於(它們)前面的臉面

從屬(她)益處 有利於此地。
[經文變異RT][經文變異WH]

(他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發嘟噥嘀咕者， (他們)指責歸咎命運的，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渴想慕戀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行去了的； 並且 (它)那 (它)口/嘴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發言講說 到於(它們)誇大的， (他們)現正持續希奇了的 到於(它們)前面的臉面

從屬(她)益處 有利於此地。

猶 1:17 ~Umei/j de,( avgaphtoi,( mnh,sqhte tw/n rh̀ma,twn tw/n proeirhme,nwn ùpo. tw/n avposto,lwn tou/ kuri,ou h̀mw/n
VIhsou/ Cristou/
But, beloved, remember ye the words which were spoken before of the apostles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親愛的弟兄阿，你們要記念我們主耶穌基督之使徒從前所說的話；

你們 然而也， 阿,(他們)蒙愛的，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被提醒記得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所發表言說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現在已經被預先開聲言說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我們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猶 1:18 o[ti e;legon ùmi/n Îo[tiÐ VEpV evsca,tou Îtou/Ð cro,nou e;sontai evmpai/ktai kata. ta.j èautw/n evpiqumi,aj
poreuo,menoi tw/n avsebeiw/nÅ
How that they told you there should be mockers in the last time, who should walk after their own ungodly lusts.
他們曾對你們說過，末世必有好譏誚的人，隨從自己不敬虔的私慾而行。

是這樣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是這樣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他)最末後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時段期間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是 (他們)戲弄者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們)那些 從屬(他們)同一者自己 到於(她們)渴想慕戀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行去了的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不敬愛尊崇。
[經文變異RT]

是這樣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是這樣 在內 在對(他)最末後的 在對(他)時段期間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是 (他們)戲弄者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們)那些 從屬(他們)同一者自己 到於(她們)渴想慕戀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行去了的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不敬愛尊崇。
[經文變異WH]

是這樣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在對你們，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他)最末後的 從屬(他)時段期間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是 (他們)戲弄者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們)那些 從屬(他們)同一者自己 到於(她們)渴想慕戀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行去了的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不敬愛尊崇。

猶 1:19 Ou-toi, eivsin oì avpodiori,zontej( yucikoi,( pneu/ma mh. e;contejÅ
These be they who separate themselves, sensual, having not the Spirit.
這就是那些引人結黨，屬乎血氣，沒有聖靈的人。

(他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分黨結派了的， (他們)屬生魂意念的，

到於(它)靈/風 不會/不要 (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經文變異Scrivener]

(他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分黨結派了的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他們)屬生魂意念的， 到於(它)靈/風 不會/不要 (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猶 1:20 ùmei/j de,( avgaphtoi,( evpoikodomou/ntej èautou.j th/| ag̀iwta,th| ùmw/n pi,stei( evn pneu,mati àgi,w|
proseuco,menoi(
But ye, beloved, building up yourselves on your most holy faith, praying in the Holy Ghost,
親愛的弟兄阿，你們卻要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聖靈裏禱告，

你們 然而也， 阿,(他們)蒙愛的， (他們)現正持續在上面營建修造了的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在對(她)那

在對(她)最聖的 從屬你們 在對(她)信， 在內 在對(它)靈/風 在對(它)聖的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祈禱求告了的，
[經文變異RT]

你們 然而也， 阿,(他們)蒙愛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最聖的 從屬你們 在對(她)信

(他們)現正持續在上面營建修造了的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在內 在對(它)靈/風 在對(它)聖的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祈禱求告了的，

猶 1:21 eàutou.j evn avga,ph| qeou/ thrh,sate prosdeco,menoi to. e;leoj tou/ kuri,ou hm̀w/n VIhsou/ Cristou/ eivj zwh.n
aivw,nionÅ
Keep yourselves in the love of God, looking for the mercy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unto eternal life.
保守自己常在神的愛中，仰望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憐憫，直到永生。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在內 在對(她)愛 從屬(他)神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行看護守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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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在前面向著接納領受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憐憫慈悲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我們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向內進入 到於(她)生命 到於(她)時世恆久的。

猶 1:22 kai. ou]j me.n evlea/te diakrinome,nouj(
And of some have compassion, making a difference:
有些人存疑心，你們要憐憫他們；

並且 到於(他們)這些個 的確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發憐憫慈悲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徹底分開辨明了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到於(他們)這些個 的確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發憐憫慈悲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徹底分開辨明了的；
[經文變異Tischendorph]

並且 到於(他們)這些個 的確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指證駁斥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徹底分開辨明了的；

猶 1:23 ou]j de. sw,|zete evk puro.j àrpa,zontej( ou]j de. evlea/te evn fo,bw| misou/ntej kai. to.n avpo. th/j sarko.j
evspilwme,non citw/naÅ
And others save with fear, pulling them out of the fire; hating even the garment spotted by the flesh.
有些人你們要從火中搶出來搭救他們；有些人你們要存懼怕的心憐憫他們；連那被情慾沾染的衣服也當厭惡。

到於(他們)這些個 然而也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拯救 向外出來 從屬(它)火 (他們)現正持續強取劫奪了的；

到於(他們)這些個 然而也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發憐憫慈悲 在內 在對(他)畏懼害怕 (他們)現正持續恨惡了的 並且

到於(他)那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肉體 到於(他)現在已經被促使有污染玷辱了的 到於(他)上衣內袍。
[經文變異RT]

到於(他們)這些個 然而也 在內 在對(他)畏懼害怕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拯救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火

(他們)現正持續強取劫奪了的， (他們)現正持續恨惡了的 並且 到於(他)那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肉體

到於(他)現在已經被促使有污染玷辱了的 到於(他)上衣內袍。
[經文變異WH]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拯救 向外出來 從屬(它)火 (他們)現正持續強取劫奪了的； 到於(他們)這些個 然而也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發憐憫慈悲 在內 在對(他)畏懼害怕 (他們)現正持續恨惡了的 並且 到於(他)那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肉體 到於(他)現在已經被促使有污染玷辱了的 到於(他)上衣內袍。

猶 1:24 Tw/| de. duname,nw| fula,xai ùma/j avptai,stouj kai. sth/sai katenw,pion th/j do,xhj auvtou/ avmw,mouj evn
avgallia,sei(
Now unto him that is able to keep you from falling, and to present you faultless before the presence of his glory
with exceeding joy,
那能保守你們不失腳，叫你們無瑕無疵，歡歡喜喜站在他榮耀之前的，我們的救主獨一的神，

在對(他)那 然而也 在對(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看管守護 到於你們

到於(他們)不會失足絆跌的，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立定站住 直接在面前 從屬(她)那 從屬(她)榮耀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他們)沒有污點瑕疵的 在內 在對(她)踴躍歡騰，
[經文變異RT]

在對(他)那 然而也 在對(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看管守護 到於(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們)不會失足絆跌的，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立定站住 直接在面前 從屬(她)那 從屬(她)榮耀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他們)沒有污點瑕疵的 在內 在對(她)踴躍歡騰，

猶 1:25 mo,nw| qew/| swth/ri hm̀w/n dia. VIhsou/ Cristou/ tou/ kuri,ou hm̀w/n do,xa megalwsu,nh kra,toj kai. evxousi,a
pro. panto.j tou/ aivw/noj kai. nu/n kai. eivj pa,ntaj tou.j aivw/naj( avmh,nÅ
To the only wise God our Saviour, be glory and majesty, dominion and power, both now and ever. Amen.
願榮耀，威嚴，能力，權柄，因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歸與他，從萬古以前，並現今，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在對(他)僅有單獨的 在對(他)神 在對(他)救主 從屬我們，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我們， (她)榮耀， (她)全然為大， (它)魄力權勢 並且 (她)權柄掌握， 在前面

從屬(他)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世紀時代 並且 現在此時地 並且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世紀時代。 阿們。
[經文變異RT]

在對(他)僅有單獨的 在對(他)明智通達的 在對(他)神 在對(他)救主 從屬我們， (她)榮耀 並且 (她)全然為大，

(它)魄力權勢 並且 (她)權柄掌握， 並且 現在此時地 並且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世紀時代。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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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 // Revelation

啟 1:1 VApoka,luyij VIhsou/ Cristou/ h]n e;dwken auvtw/| ò qeo.j dei/xai toi/j dou,loij auvtou/ a] dei/ gene,sqai evn
ta,cei( kai. evsh,manen avpostei,laj dia. tou/ avgge,lou auvtou/ tw/| dou,lw| auvtou/ VIwa,nnh|(
The Revelation of Jesus Christ, which God gave unto him, to shew unto his servants things which must shortly
come to pass; and he sent and signified it by his angel unto his servant John:
耶穌基督的啟示，就是神賜給他，叫他將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眾僕人；他就差遣使者，曉諭他的僕人約翰；

(她)啟示揭露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到於(她)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神

那時(也是)要去顯示展現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奴僕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內 在對(它)短暫急速之間；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以標誌記號指示 (他)那時(也是)分派差遣了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那 從屬(他)使者

從屬(他)同一者 在對(他)那 在對(他)奴僕 從屬(他)同一者 在對(他)約翰；

啟 1:2 o]j evmartu,rhsen to.n lo,gon tou/ qeou/ kai. th.n marturi,an VIhsou/ Cristou/ o[sa ei=denÅ
Who bare record of the word of God, and of the testimony of Jesus Christ, and of all things that he saw.
約翰便將神的道，和耶穌基督的見證，凡自己所看見的，都證明出來。

(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作見證人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作證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到於(它們)這每一切 他/她/它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經文變異RT]

(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作見證人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作證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到於(它們)這每一切 並/又 他/她/它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啟 1:3 maka,rioj ò avnaginw,skwn kai. oì avkou,ontej tou.j lo,gouj th/j profhtei,aj kai. throu/ntej ta. evn auvth/|
gegramme,na( ò ga.r kairo.j evggu,jÅ
Blessed is he that readeth, and they that hear the words of this prophecy, and keep those things which are
written therein: for the time is at hand.
念這書上預言的，和那些聽見又遵守其中所記載的，都是有福的；因為日期近了。

(他)蒙至高褔的 (他)那 (他)現正持續宣讀誦念了的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聲聞耳聽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她)那 從屬(她)預示宣達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行看護守衛了的 到於(它們)那些

在內 在對(她)同一者 到於(它們)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了的； (他)那 因為 (他)場合時節 接近地。

啟 1:4 VIwa,nnhj tai/j èpta. evkklhsi,aij tai/j evn th/| VAsi,a|\ ca,rij ùmi/n kai. eivrh,nh avpo. ò w'n kai. ò h=n kai. ò
evrco,menoj kai. avpo. tw/n èpta. pneuma,twn a] evnw,pion tou/ qro,nou auvtou/
John to the seven churches which are in Asia: Grace be unto you, and peace, from him which is, and which
was, and which is to come; and from the seven Spirits which are before his throne;
約翰寫信給亞西亞的七個教會；但願從那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神，和他寶座前的七靈，

(他)約翰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七個 在對(她們)傳召 在對(她們)那些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亞細亞：

(她)恩典惠意 在對你們 並且 (她)和平安寧 從那裏離開 (他)那 (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並且 (他)那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並且 (他)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並且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七個 從屬(它們)靈/風

(它們)這些個 在面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寶座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約翰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七個 在對(她們)傳召 在對(她們)那些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亞細亞：

(她)恩典惠意 在對你們 並且 (她)和平安寧 從那裏離開 (他)那 (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並且 (他)那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並且 (他)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並且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七個 從屬(它們)靈/風

(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面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寶座 從屬(他)同一者，

啟 1:5 kai. avpo. VIhsou/ Cristou/( ò ma,rtuj( ò pisto,j( ò prwto,tokoj tw/n nekrw/n kai. ò a;rcwn tw/n basile,wn th/j
gh/jÅ Tw/| avgapw/nti h̀ma/j kai. lu,santi h̀ma/j evk tw/n àmartiw/n hm̀w/n evn tw/| ai[mati auvtou/(
And from Jesus Christ, who is the faithful witness, and the first begotten of the dead, and the prince of the kings
of the earth. Unto him that loved us, and washed us from our sins in his own blood,
並那誠實作見證的，從死裏首先復活，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穌基督；有恩惠平安歸與你們。他愛我們，用自己的

血使我們脫離罪惡；〔脫離有古卷作洗去〕

並且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他)那 (他)見證人 (他)那 (他)誠且信的， (他)那 (他)頭生長子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死掉的 並且 (他)那 (他)首領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君王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愛了的 到於我們 並且 在對(他)那時(也是)鬆綁脫解了的 到於我們 向外出來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罪 從屬我們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血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  簡易閲讀版  1447

1447

並且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他)那 (他)見證人 (他)那 (他)誠且信的， (他)那 (他)頭生長子的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死掉的 並且 (他)那 (他)首領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君王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在對(他)那 在對(他)那時(也是)愛了的 到於我們 並且 在對(他)那時(也是)洗滌淨身了的 到於我們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罪 從屬我們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血 從屬(他)同一者，

啟 1:6 kai. evpoi,hsen h̀ma/j basilei,an( ìerei/j tw/| qew/| kai. patri. auvtou/( auvtw/| h̀ do,xa kai. to. kra,toj eivj tou.j
aivw/naj Îtw/n aivw,nwnÐ\ avmh,nÅ
And hath made us kings and priests unto God and his Father; to him be glory and dominion for ever and ever.
Amen.
又使我們成為國民，作他父神的祭司；但願榮耀權能歸給他，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到於我們 到於(她)王權國度， 到於(他們)祭司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並且

在對(他)父親 從屬(他)同一者； 在對(他)同一者 (她)那 (她)榮耀 並且 (它)那 (它)魄力權勢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世紀時代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世紀時代。 阿們。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到於我們 到於(他們)君王 並且 到於(他們)祭司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並且

在對(他)父親 從屬(他)同一者； 在對(他)同一者 (她)那 (她)榮耀 並且 (它)那 (它)魄力權勢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世紀時代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世紀時代。 阿們。
[經文變異WH]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到於我們 到於(她)王權國度， 到於(他們)祭司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並且

在對(他)父親 從屬(他)同一者； 在對(他)同一者 (她)那 (她)榮耀 並且 (它)那 (它)魄力權勢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世紀時代。 阿們。

啟 1:7 VIdou. e;rcetai meta. tw/n nefelw/n( kai. o;yetai auvto.n pa/j ovfqalmo.j kai. oi[tinej auvto.n evxeke,nthsan( kai.
ko,yontai evpV auvto.n pa/sai aì fulai. th/j gh/jÅ nai,( avmh,nÅ
Behold, he cometh with clouds; and every eye shall see him, and they also which pierced him: and all kindreds
of the earth shall wail because of him. Even so, Amen.
看哪，他駕雲降臨；眾目要看見他，連刺他的人也要看見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他哀哭。這話是真實的。阿們。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雲團；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看見注目 到於(他)同一者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眼睛， 並且

(他們)這個任何什麼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刺出扎穿；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切砍擊打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同一者 (她們)所有每一個的 (她們)那些 (她們)分支族派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誠然為是， 阿們。

啟 1:8 VEgw, eivmi to. :Alfa kai. to. +W( le,gei ku,rioj ò qeo,j( ò w'n kai. ò h=n kai. ò evrco,menoj( ò pantokra,twrÅ
I am Alpha and Omega, the beginning and the ending, saith the Lord, which is, and which was, and which is to
come, the Almighty.
主神說：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阿拉法俄梅戛乃希臘字母首末二字〕是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全能者。

我 我現在持續是 (它)那 (它)阿拉法 並且 (它)那 (它)俄梅戛，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他)主人 (他)那 (他)神，

(他)那 (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並且 (他)那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並且 (他)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他)那

(他)全能者。
[經文變異RT]

我 我現在持續是 (它)那 (它)阿拉法 並且 (它)那 (它)俄梅戛， (她)為起始為首 並且

(它)終結/貨物或旅行之終結稅，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他)那 (他)主人， (他)那 (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並且 (他)那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並且 (他)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他)那 (他)全能者。

啟 1:9 VEgw. VIwa,nnhj( ò avdelfo.j um̀w/n kai. sugkoinwno.j evn th/| qli,yei kai. basilei,a| kai. ùpomonh/| evn VIhsou/(
evgeno,mhn evn th/| nh,sw| th/| kaloume,nh| Pa,tmw| dia. to.n lo,gon tou/ qeou/ kai. th.n marturi,an VIhsou/Å
I John, who also am your brother, and companion in tribulation, and in the kingdom and patience of Jesus
Christ, was in the isle that is called Patmos, for the word of God, and for the testimony of Jesus Christ.
我約翰就是你們的弟兄，和你們在耶穌的患難，國度，忍耐裏一同有分；為神的道，並為給耶穌作的見證，曾在

那名叫拔摩的海島上。

我 (他)約翰， (他)那 (他)弟兄 從屬你們 並且 (他)共同合夥共享之人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壓迫患難 並且

在對(她)王權國度 並且 在對(她)堅忍持守 在內 在對(他)耶穌， 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島嶼 在對(她)那 在對(她)現正持續被促請召喚了的 在對(她)拔摩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作證 從屬(他)耶穌。
[經文變異RT]

我 (他)約翰， (他)那 並且 (他)弟兄 從屬你們 並且 (他)共同合夥共享之人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壓迫患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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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王權國度 並且 在對(她)堅忍持守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島嶼 在對(她)那 在對(她)現正持續被促請召喚了的 在對(她)拔摩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她)那 到於(她)作證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經文變異MT]

我 (他)約翰， (他)那 (他)弟兄 從屬你們 並且 (他)合夥共享之人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壓迫患難 並且

在對(她)王權國度 並且 在對(她)堅忍持守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在對(他)耶穌， 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島嶼 在對(她)那 在對(她)現正持續被促請召喚了的 在對(她)拔摩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她)那 到於(她)作證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啟 1:10 evgeno,mhn evn pneu,mati evn th/| kuriakh/| hm̀e,ra| kai. h;kousa ovpi,sw mou fwnh.n mega,lhn ẁj sa,lpiggoj
I was in the Spirit on the Lord's day, and heard behind me a great voice, as of a trumpet,
當主日我被聖靈感動，聽見在我後面有大聲音如吹號說：

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內 在對(它)靈/風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屬主人的 在對(她)日子/白日， 並且

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向在後面地 從屬我 到於(她)聲音 到於(她)極大的 正如地 從屬(她)喇叭號筒
[經文變異MT]

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內 在對(它)靈/風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屬主人的 在對(她)日子/白日， 並且

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到於(她)聲音 向在後面地 從屬我 到於(她)極大的 正如地 從屬(她)喇叭號筒

啟 1:11 legou,shj( }O ble,peij gra,yon eivj bibli,on kai. pe,myon tai/j èpta. evkklhsi,aij( eivj :Efeson kai. eivj
Smu,rnan kai. eivj Pe,rgamon kai. eivj Qua,teira kai. eivj Sa,rdeij kai. eivj Filade,lfeian kai. eivj Laodi,keianÅ
Saying, I am Alpha and Omega, the first and the last: and, What thou seest, write in a book, and send it unto the
seven churches which are in Asia; unto Ephesus, and unto Smyrna, and unto Pergamos, and unto Thyatira, and
unto Sardis, and unto Philadelphia, and unto Laodicea.
你所看見的，當寫在書上，達與以弗所，士每拿，別迦摩，推雅推喇，撒狄，非拉鐵非，老底嘉，那七個教會。

從屬(她)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到於(它)這個 你現在持續著眼觀看， 你那時(也是)就要刻寫記載 向內進入

到於(它)小書卷，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差送打發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七個 在對(她們)傳召， 向內進入

到於(她)以弗所 並且 向內進入 到於(她)士每拿 並且 向內進入 到於(她)別迦摩 並且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推雅推喇 並且 向內進入 到於(她們)撒狄 並且 向內進入 到於(她)非拉鐵非 並且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老底嘉。
[經文變異RT]

從屬(她)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我 我現在持續是 (它)那 (它)阿拉法 並且 (它)那 (它)俄梅戛， (他)那 (他)首先的 並且

(他)那 (他)最末後的， 並且 到於(它)這個 你現在持續著眼觀看， 你那時(也是)就要刻寫記載 向內進入

到於(它)小書卷，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差送打發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傳召 在對(她們)那些 在內

在對(她)亞細亞， 向內進入 到於(她)以弗所 並且 向內進入 到於(她)士每拿 並且 向內進入 到於(她)別迦摩 並且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推雅推喇 並且 向內進入 到於(她們)撒狄 並且 向內進入 到於(她)非拉鐵非 並且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老底嘉。
[經文變異MT]

從屬(她)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我 我現在持續是 (它)那 (它)阿拉法 並且 (它)那 (它)俄梅戛， (他)那 (他)首先的 並且

(他)那 (他)最末後的， 並且 到於(它)這個 你現在持續著眼觀看， 你那時(也是)就要刻寫記載 向內進入

到於(它)小書卷，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差送打發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七個 在對(她們)傳召 在對(她們)那些

在內 在對(她)亞細亞， 向內進入 到於(她)以弗所 並且 向內進入 到於(她)士每拿 並且 向內進入 到於(她)別迦摩

並且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推雅推喇 並且 向內進入 到於(她們)撒狄 並且 向內進入 到於(她)非拉鐵非 並且

向內進入 到於(她)老底嘉。

啟 1:12 Kai. evpe,streya ble,pein th.n fwnh.n h[tij evla,lei metV evmou/( kai. evpistre,yaj ei=don ep̀ta. lucni,aj crusa/j
And I turned to see the voice that spake with me. And being turned, I saw seven golden candlesticks;
我轉過身來，要看是誰發聲與我說話；既轉過來，就看見七個金燈臺；

並且 我那時(也是)在上面轉動翻轉 現要去持續著眼觀看 到於(她)那 到於(她)聲音 (她)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當時持續發言講說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我"； 並且 (他)那時(也是)在上面轉動翻轉了的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她們)七個 到於(她們)燈臺 到於(她們)黃金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我那時(也是)在上面轉動翻轉 現要去持續著眼觀看 到於(她)那 到於(她)聲音 (她)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言講說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我"； 並且 (他)那時(也是)在上面轉動翻轉了的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她們)七個 到於(她們)燈臺 到於(她們)黃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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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變異MT]

並且 在那裏地 我那時(也是)在上面轉動翻轉 現要去持續著眼觀看 到於(她)那 到於(她)聲音 (她)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當時持續發言講說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我"； 並且 (他)那時(也是)在上面轉動翻轉了的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她們)七個 到於(她們)燈臺 到於(她們)黃金的，

啟 1:13 kai. evn me,sw| tw/n lucniw/n o[moion uìo.n avnqrw,pou evndedume,non podh,rh kai. periezwsme,non pro.j toi/j
mastoi/j zw,nhn crusa/nÅ
And in the midst of the seven candlesticks one like unto the Son of man, clothed with a garment down to the
foot, and girt about the paps with a golden girdle.
燈臺中間，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長衣，直垂到腳，胸間束著金帶。

並且 在內 在對(它)中間當中的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燈臺 到於(他)具同樣相同的 到於(他)兒子 從屬(他)人

到於(他)現在已經讓自己穿著了的 到於(他)衣垂至腳的 並且 到於(他)現在已經被在周圍束帶子了的

<在前面向著>靠近在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乳部前胸 到於(她)帶子 到於(她)黃金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在內 在對(它)中間當中的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七個 從屬(她們)燈臺 到於(他)具同樣相同的 在對(他)兒子

從屬(他)人 到於(他)現在已經讓自己穿著了的 到於(他)衣垂至腳的 並且 到於(他)現在已經讓自己在周圍束帶子了的
註1

<在前面向著>靠近在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乳部前胸 到於(她)帶子 到於(她)黃金的。

註1：“到於(他)現在已經被在周圍束帶子了的”文法上亦可以為“到於(他)現在已經讓自己在周圍束帶子了的”。

啟 1:14 h` de. kefalh. auvtou/ kai. aì tri,cej leukai. ẁj e;rion leuko,n ẁj ciw.n kai. oi` ovfqalmoi. auvtou/ ẁj flo.x
puro.j
His head and his hairs were white like wool, as white as snow; and his eyes were as a flame of fire;
他的頭與髮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

(她)那 然而也 (她)頭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她們)那些 (她們)毛髮 (她們)亮光潔白的 正如地 (它)羊毛

(它)亮光潔白的， 正如地 (她)雪；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眼睛 從屬(他)同一者 正如地 (她)火焰 從屬(它)火；
[經文變異RT]

(她)那 然而也 (她)頭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她們)那些 (她們)毛髮 (她們)亮光潔白的 正如好像地 (它)羊毛

(它)亮光潔白的， 正如地 (她)雪；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眼睛 從屬(他)同一者 正如地 (她)火焰 從屬(它)火；

啟 1:15 kai. oì po,dej auvtou/ o[moioi calkoliba,nw| wj̀ evn kami,nw| pepurwme,nhj kai. h` fwnh. auvtou/ wj̀ fwnh.
ud̀a,twn pollw/n(
And his feet like unto fine brass, as if they burned in a furnace; and his voice as the sound of many waters.
腳好像在爐中鍛煉光明的銅；聲音如同眾水的聲音。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腳 從屬(他)同一者 (他們)具同樣相同的 在對(它)精銅 正如地 在內 在對(她)燃窯煉爐

從屬(她)現在已經被用火燒了的； 並且 (她)那 (她)聲音 從屬(他)同一者 正如地 (她)聲音 從屬(它們)水

從屬(它們)許多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腳 從屬(他)同一者 (他們)具同樣相同的 在對(它)精銅 正如地 在內 在對(她)燃窯煉爐

(他們)現在已經被用火燒了的； 並且 (她)那 (她)聲音 從屬(他)同一者 正如地 (她)聲音 從屬(它們)水

從屬(它們)許多的；

啟 1:16 kai. e;cwn evn th/| dexia/| ceiri. auvtou/ avste,raj èpta. kai. evk tou/ sto,matoj auvtou/ ròmfai,a di,stomoj ovxei/a
evkporeuome,nh kai. h` o;yij auvtou/ wj̀ ò h[lioj fai,nei evn th/| duna,mei auvtou/Å
And he had in his right hand seven stars: and out of his mouth went a sharp twoedged sword: and his
countenance was as the sun shineth in his strength.
他右手拿著七星；從他口中出來一把兩刃的利劍；面貌如同烈日放光。

並且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右手邊的 在對(她)手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他們)星星

到於(他們)七個； 並且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口/嘴 從屬(他)同一者 (她)刀劍 (他)兩刃的 (她)敏銳鋒利的

(她)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向外行去了的； 並且 (她)那 (她)外觀 從屬(他)同一者 正如地 (他)那 (他)日頭太陽

他/她/它現在持續促為照亮顯明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能力權能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右手邊的 從屬(他)同一者 在對(她)手 到於(他們)星星

到於(他們)七個； 並且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口/嘴 從屬(他)同一者 (她)刀劍 (他)兩刃的 (她)敏銳鋒利的

(她)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向外行去了的； 並且 (她)那 (她)外觀 從屬(他)同一者 正如地 (他)那 (他)日頭太陽

他/她/它現在持續促為照亮顯明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能力權能 從屬(他)同一者。

啟 1:17 Kai. o[te ei=don auvto,n( e;pesa pro.j tou.j po,daj auvtou/ wj̀ nekro,j( kai. e;qhken th.n dexia.n auvtou/ evpV evme.
le,gwn( Mh. fobou/\ evgw, eivmi ò prw/toj kai. ò e;scato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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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when I saw him, I fell at his feet as dead. And he laid his right hand upon me, saying unto me, Fear not; I
am the first and the last:
我一看見，就仆倒在他腳前，像死了一樣。他用右手按著我說：不要懼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後的，

並且 當這時地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他)同一者， 我那時(也是)落下墜落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腳 從屬(他)同一者 正如地 (他)死掉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置放擺設 到於(她)那 到於(她)右手邊的

從屬(他)同一者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我"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不會/不要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成驚恐畏懼；

我 我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首先的 並且 (他)那 (他)最末後的，
[經文變異RT][不同標點]

並且 當這時地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他)同一者， 我那時(也是)落下墜落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腳 從屬(他)同一者 正如地 (他)死掉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置放擺設在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右手邊的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她)手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我"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在對我， 不會/不要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成驚恐畏懼； 我 我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首先的 並且 (他)那 (他)最末後的；

啟 1:18 kai. ò zw/n( kai. evgeno,mhn nekro.j kai. ivdou. zw/n eivmi eivj tou.j aivw/naj tw/n aivw,nwn kai. e;cw ta.j klei/j
tou/ qana,tou kai. tou/ a[|douÅ
I am he that liveth, and was dead; and, behold, I am alive for evermore, Amen; and have the keys of hell and of
death.
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過，現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遠遠；並且拿著死亡和陰間的鑰匙。

並且 (他)那 (他)現正持續活了的； 並且 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他)死掉的，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現正持續活了的 我現在持續是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世紀時代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世紀時代， 並且 我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鑰匙 從屬(他)那 從屬(他)死

並且 從屬(他)那 從屬(他)陰間。
[經文變異RT][不同標點]

並且 (他)那 (他)現正持續活了的， 並且 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他)死掉的；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現正持續活了的 我現在持續是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世紀時代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世紀時代； 阿們。 並且 我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鑰匙 從屬(他)那

從屬(他)陰間 並且 從屬(他)那 從屬(他)死。

啟 1:19 gra,yon ou=n a] ei=dej kai. a] eivsi.n kai. a] me,llei gene,sqai meta. tau/taÅ
Write the things which thou hast seen, and the things which are, and the things which shall be hereafter;
所以你要把所看見的，和現在的事，並將來必成的事，都寫出來。

你那時(也是)就要刻寫記載 這樣 到於(它們)這些個 你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並且 到於(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並且 到於(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準備快要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生發成為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你那時(也是)就要刻寫記載 到於(它們)這些個 你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並且 到於(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並且 到於(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準備快要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經文變異WH]

你那時(也是)就要刻寫記載 這樣 到於(它們)這些個 你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並且 到於(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並且 到於(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準備快要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啟 1:20 to. musth,rion tw/n ep̀ta. avste,rwn ou]j ei=dej evpi. th/j dexia/j mou kai. ta.j ep̀ta. lucni,aj ta.j crusa/j\ oi`
ep̀ta. avste,rej a;ggeloi tw/n ep̀ta. evkklhsiw/n eivsin kai. aì lucni,ai aì èpta. èpta. evkklhsi,ai eivsi,nÅ
The mystery of the seven stars which thou sawest in my right hand, and the seven golden candlesticks. The
seven stars are the angels of the seven churches: and the seven candlesticks which thou sawest are the seven
churches.
論到你所看見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個金燈臺的奧秘；那七星就是七個教會的使者；七燈臺就是七個教會。

(它)那 (它)奧祕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七個 從屬(他們)星星 到於(他們)這些個 你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右手邊的 從屬我 並且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七個 到於(她們)燈臺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黃金的： (他們)那些 (他們)七個 (他們)星星 (他們)使者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七個

從屬(她們)傳召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並且 (她們)那些 (她們)燈臺 (她們)那些 (她們)七個 (她們)七個 (她們)傳召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它)那 (它)奧祕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七個 從屬(他們)星星 從屬(他們)這些個 你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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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右手邊的 從屬我 並且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七個 到於(她們)燈臺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黃金的： (他們)那些 (他們)七個 (他們)星星 (他們)使者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七個

從屬(她們)傳召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並且 (她們)那些 (她們)七個 (她們)燈臺 到於(她們)這些個

你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她們)七個 (她們)傳召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啟 2:1 Tw/| avgge,lw| th/j evn VEfe,sw| evkklhsi,aj gra,yon\ Ta,de le,gei ò kratw/n tou.j ep̀ta. avste,raj evn th/| dexia/|
auvtou/( ò peripatw/n evn me,sw| tw/n ep̀ta. lucniw/n tw/n crusw/n\
Unto the angel of the church of Ephesus write; These things saith he that holdeth the seven stars in his right
hand, who walketh in the midst of the seven golden candlesticks;
你要寫信給以弗所教會的使者，說：那右手拿著七星，在七個金燈臺中間行走的，說：

在對(他)那 在對(他)使者 從屬(她)那 在內 在對(她)以弗所 從屬(她)傳召 你那時(也是)就要刻寫記載：

到於(它們)也就是那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他)那 (他)現正持續掌控抓住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七個

到於(他們)星星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右手邊的 從屬(他)同一者， (他)那 (他)現正持續來往昂然踏行了的 在內

在對(它)中間當中的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七個 從屬(她們)燈臺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黃金的；
[經文變異RT]

在對(他)那 在對(他)使者 從屬(她)那 從屬(她)以弗所的 從屬(她)傳召 你那時(也是)就要刻寫記載：

到於(它們)也就是那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他)那 (他)現正持續掌控抓住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七個

到於(他們)星星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右手邊的 從屬(他)同一者， (他)那 (他)現正持續來往昂然踏行了的 在內

在對(它)中間當中的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七個 從屬(她們)燈臺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黃金的；
[經文變異WH]

在對(他)那 在對(他)使者 在對(他)那 在內 在對(她)以弗所 從屬(她)傳召 你那時(也是)就要刻寫記載：

到於(它們)也就是那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他)那 (他)現正持續掌控抓住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七個

到於(他們)星星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右手邊的 從屬(他)同一者， (他)那 (他)現正持續來往昂然踏行了的 在內

在對(它)中間當中的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七個 從屬(她們)燈臺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黃金的；

啟 2:2 Oi=da ta. e;rga sou kai. to.n ko,pon kai. th.n ùpomonh,n sou kai. o[ti ouv du,nh| basta,sai kakou,j( kai.
evpei,rasaj tou.j le,gontaj eàutou.j avposto,louj kai. ouvk eivsi.n kai. eu-rej auvtou.j yeudei/j(
I know thy works, and thy labour, and thy patience, and how thou canst not bear them which are evil: and thou
hast tried them which say they are apostles, and are not, and hast found them liars:
我知道你的行為，勞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惡人，你也曾試驗那自稱為使徒卻不是使徒的，看出他們是假

的來。

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工作 從屬你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勞碌疲累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堅忍持守 從屬你， 並且 是這樣 不是/不 你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那時(也是)要去提舉擔負

到於(他們)卑劣不好的， 並且 你那時(也是)使有探測試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到於(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並且

你那時(也是)找到尋見 到於(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們)說謊作假的；
[經文變異RT]

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工作 從屬你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勞碌疲累 從屬你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堅忍持守 從屬你， 並且 是這樣 不是/不 你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那時(也是)要去提舉擔負

到於(他們)卑劣不好的， 並且 你那時(也是)讓自己使有探測試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堅稱斷言了的

現要去持續是 到於(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並且 你那時(也是)找到尋見

到於(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們)說謊作假的；
[經文變異MT]

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工作 從屬你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勞碌疲累 從屬你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堅忍持守 從屬你， 並且 是這樣 不是/不 你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那時(也是)要去提舉擔負

到於(他們)卑劣不好的， 並且 你那時(也是)使有探測試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到於(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現要去持續是，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並且

你那時(也是)找到尋見 到於(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們)說謊作假的；

啟 2:3 kai. ùpomonh.n e;ceij kai. evba,stasaj dia. to. o;noma, mou kai. ouv kekopi,akejÅ
And hast borne, and hast patience, and for my name's sake hast laboured, and hast not fainted.
你也能忍耐，曾為我的名勞苦，並不乏倦。

並且 到於(她)堅忍持守 你現在持續持有， 並且 你那時(也是)提舉擔負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名字

從屬我， 並且 不是/不 你現在已經有勞碌疲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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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變異RT]

並且 你那時(也是)提舉擔負， 並且 到於(她)堅忍持守 你現在持續持有， 並且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名字 從屬我 你現在已經有勞碌疲累， 並且 不是/不 你現在已經勞頓疲乏。
[經文變異MT]

並且 到於(她)堅忍持守 你現在持續持有， 並且 你那時(也是)提舉擔負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名字

從屬我， 並且 不是/不 你那時(也是)有勞碌疲累。

啟 2:4 avlla. e;cw kata. sou/ o[ti th.n avga,phn sou th.n prw,thn avfh/kejÅ
Nevertheless I have somewhat against thee, because thou hast left thy first love.
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責備你，就是你把起初的愛心離棄了。

但乃是 我現在持續持有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你， 是這樣 到於(她)那 到於(她)愛 從屬你 到於(她)那 到於(她)首先的

你那時(也是)任憑釋放離開。

啟 2:5 mnhmo,neue ou=n po,qen pe,ptwkaj kai. metano,hson kai. ta. prw/ta e;rga poi,hson\ eiv de. mh,( e;rcomai, soi kai.
kinh,sw th.n lucni,an sou evk tou/ to,pou auvth/j( eva.n mh. metanoh,sh|jÅ
Remember therefore from whence thou art fallen, and repent, and do the first works; or else I will come unto
thee quickly, and will remove thy candlestick out of his place, except thou repent.
所以應當回想你是從那裏墜落的，並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臨到你那裏，把你的燈臺從原

處挪去。

你現在就要持續記念想起 這樣 從那裏地呢 你現在已經落下墜落，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轉念悔悟，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首先的 到於(它們)工作 你那時(也是)就要行出作成； 若是 然而也 不會/不要，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在對你， 並且 我將要(持續)移動 到於(她)那 到於(她)燈臺 從屬你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地點處所 從屬(她)同一者， 但凡若是 不會/不要 你那時(也是)應該轉念悔悟。
[經文變異RT]

你現在就要持續記念想起 這樣 從那裏地呢 你現在已經向外落下墜落，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轉念悔悟，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首先的 到於(它們)工作 你那時(也是)就要行出作成； 若是 然而也 不會/不要，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在對你 很快地， 並且 我將要(持續)移動 到於(她)那 到於(她)燈臺 從屬你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地點處所 從屬(她)同一者， 但凡若是 不會/不要 你那時(也是)應該轉念悔悟。
[經文變異MT]

你現在就要持續記念想起 這樣 從那裏地呢 你現在已經落下墜落，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轉念悔悟，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首先的 到於(它們)工作 你那時(也是)就要行出作成； 若是 然而也 不會/不要，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在對你 很快地， 並且 我將要(持續)移動 到於(她)那 到於(她)燈臺 從屬你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地點處所 從屬(她)同一者， 但凡若是 不會/不要 你那時(也是)應該轉念悔悟。

啟 2:6 avlla. tou/to e;ceij( o[ti misei/j ta. e;rga tw/n Nikolai?tw/n a] kavgw. misw/Å
But this thou hast, that thou hatest the deeds of the Nicolaitans, which I also hate.
然而你還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惡尼哥拉一黨人的行為，這也是我所恨惡的。

但乃是 到於(它)那同一者 你現在持續持有， 是這樣 你現在持續恨惡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工作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尼哥拉黨人， 到於(它們)這些個 並且我 我現在持續恨惡。

啟 2:7 ò e;cwn ou=j avkousa,tw ti, to. pneu/ma le,gei tai/j evkklhsi,aijÅ tw/| nikw/nti dw,sw auvtw/| fagei/n evk tou/ xu,lou
th/j zwh/j( o[ evstin evn tw/| paradei,sw| tou/ qeou/Å
He that hath an ear, let him hear what the Spirit saith unto the churches; To him that overcometh will I give to
eat of the tree of life, which is in the midst of the paradise of God.
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得勝的，我必將神樂園中生命樹的果子賜給他喫。

(他)那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它)耳朵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聲聞耳聽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它)那 (它)靈/風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傳召。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獲勝了的 我將要(持續)給與

在對(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吃食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木幹 從屬(她)那 從屬(她)生命， (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樂園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經文變異RT]

(他)那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它)耳朵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聲聞耳聽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它)那 (它)靈/風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傳召。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獲勝了的 我將要(持續)給與

在對(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吃食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木幹 從屬(她)那 從屬(她)生命， (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內 在對(它)中間當中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樂園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經文變異MT]

(他)那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它)耳朵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聲聞耳聽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它)那 (它)靈/風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傳召。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獲勝了的 我將要(持續)給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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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吃食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木幹 從屬(她)那 從屬(她)生命， (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內 在對(它)中間當中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樂園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從屬我。

啟 2:8 Kai. tw/| avgge,lw| th/j evn Smu,rnh| evkklhsi,aj gra,yon\ Ta,de le,gei ò prw/toj kai. ò e;scatoj( o]j evge,neto
nekro.j kai. e;zhsen\
And unto the angel of the church in Smyrna write; These things saith the first and the last, which was dead, and
is alive;
你要寫信給士每拿教會的使者說：那首先的，末後的，死過又活的說：

並且 在對(他)那 在對(他)使者 從屬(她)那 在內 在對(她)士每拿 從屬(她)傳召 你那時(也是)就要刻寫記載：

到於(它們)也就是那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他)那 (他)首先的 並且 (他)那 (他)最末後的， (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他)死掉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活；
[經文變異RT]

並且 在對(他)那 在對(他)使者 從屬(她)那 從屬(她)傳召 從屬(他們)士每拿人 你那時(也是)就要刻寫記載：

到於(它們)也就是那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他)那 (他)首先的 並且 (他)那 (他)最末後的， (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他)死掉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活；
[經文變異WH]

並且 在對(他)那 在對(他)使者 在對(他)那 在內 在對(她)士每拿 從屬(她)傳召 你那時(也是)就要刻寫記載：

到於(它們)也就是那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他)那 (他)首先的 並且 (他)那 (他)最末後的， (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他)死掉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活；

啟 2:9 Oi=da, sou th.n qli/yin kai. th.n ptwcei,an( avlla. plou,sioj ei=( kai. th.n blasfhmi,an evk tw/n lego,ntwn
VIoudai,ouj ei=nai èautou.j kai. ouvk eivsi.n avlla. sunagwgh. tou/ Satana/Å
I know thy works, and tribulation, and poverty, (but thou art rich) and I know the blasphemy of them which say
they are Jews, and are not, but are the synagogue of Satan.
我知道你的患難，你的貧窮，（你卻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稱是猶太人所說的毀謗話，其實他們不是猶太人，乃

是撒但一會的人。

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從屬你 到於(她)那 到於(她)壓迫患難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貧窮， 但乃是

(他)具豐滿富足的 你現在持續是，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褻瀆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到於(他們)猶太人的 現要去持續是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但乃是 (她)會堂 從屬(他)那 從屬(他)撒但。
[經文變異RT]

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從屬你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工作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壓迫患難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貧窮， (他)具豐滿富足的 然而也 你現在持續是，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褻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到於(他們)猶太人的 現要去持續是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但乃是 (她)會堂 從屬(他)那 從屬(他)撒但。
[經文變異MT]

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從屬你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工作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壓迫患難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貧窮， 但乃是 (他)具豐滿富足的 你現在持續是，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褻瀆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到於(他們)猶太人的 現要去持續是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但乃是 (她)會堂 從屬(他)那 從屬(他)撒但。

啟 2:10 mhde.n fobou/ a] me,lleij pa,sceinÅ ivdou. me,llei ba,llein ò dia,boloj evx um̀w/n eivj fulakh.n i[na peirasqh/te
kai. e[xete qli/yin hm̀erw/n de,kaÅ gi,nou pisto.j a;cri qana,tou( kai. dw,sw soi to.n ste,fanon th/j zwh/jÅ
Fear none of those things which thou shalt suffer: behold, the devil shall cast some of you into prison, that ye
may be tried; and ye shall have tribulation ten days: be thou faithful unto death, and I will give thee a crown of
life.
你將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們中間幾個人下在監裏，叫你們被試煉；你們必受患難十日。你務要至死忠

心，我就賜給你那生命的冠冕。

到於(它)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成驚恐畏懼 到於(它們)這些個 你現在持續準備快要

現要去持續經歷承受。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她/它現在持續準備快要 現要去持續投擲 (他)那

(他)詆辱中傷的[常指魔鬼] 向外出來 從屬你們 向內進入 到於(她)夜更/監獄， 為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被使有探測試驗； 並且 你們將要(持續)持有 到於(她)壓迫患難 從屬(她們)日子/白日

從屬(她們)十個；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他)誠且信的 直至達到 從屬(他)死， 並且 我將要(持續)給與

在對你 到於(他)那 到於(他)花冠 從屬(她)那 從屬(她)生命。
[經文變異RT]

到於(它)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成驚恐畏懼 到於(它們)這些個 你現在持續準備快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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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要去持續經歷承受。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她/它現在持續準備快要 那時(也是)要去投擲 向外出來

從屬你們 (他)那 (他)詆辱中傷的[常指魔鬼] 向內進入 到於(她)夜更/監獄， 為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被使有探測試驗； 並且 你們將要(持續)持有 到於(她)壓迫患難 從屬(她們)日子/白日

從屬(她們)十個；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他)誠且信的 直至達到 從屬(他)死， 並且 我將要(持續)給與

在對你 到於(他)那 到於(他)花冠 從屬(她)那 從屬(她)生命。
[經文變異WH]

不會/不要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成驚恐畏懼 到於(它們)這些個 你現在持續準備快要 現要去持續經歷承受。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她/它現在持續準備快要 現要去持續投擲 (他)那 (他)詆辱中傷的[常指魔鬼]

向外出來 從屬你們 向內進入 到於(她)夜更/監獄， 為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被使有探測試驗； 並且

你們現在應該持續持有 到於(她)壓迫患難 從屬(她們)日子/白日 從屬(她們)十個；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他)誠且信的 直至達到 從屬(他)死， 並且 我將要(持續)給與 在對你 到於(他)那 到於(他)花冠 從屬(她)那

從屬(她)生命。

啟 2:11 ò e;cwn ou=j avkousa,tw ti, to. pneu/ma le,gei tai/j evkklhsi,aijÅ ò nikw/n ouv mh. avdikhqh/| evk tou/ qana,tou tou/
deute,rouÅ
He that hath an ear, let him hear what the Spirit saith unto the churches; He that overcometh shall not be hurt of
the second death.
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得勝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

(他)那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它)耳朵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聲聞耳聽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它)那 (它)靈/風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傳召。 (他)那 (他)現正持續獲勝了的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行不義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死 從屬(他)那 從屬(他)第二的。

啟 2:12 Kai. tw/| avgge,lw| th/j evn Perga,mw| evkklhsi,aj gra,yon\ Ta,de le,gei ò e;cwn th.n ròmfai,an th.n di,stomon
th.n ovxei/an\
And to the angel of the church in Pergamos write; These things saith he which hath the sharp sword with two
edges;
你要寫信給別迦摩教會的使者，說：那有兩刃利劍的說：

並且 在對(他)那 在對(他)使者 從屬(她)那 在內 在對(她)別迦摩 從屬(她)傳召 你那時(也是)就要刻寫記載：

到於(它們)也就是那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他)那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刀劍 到於(她)那

到於(她)兩刃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敏銳鋒利的；

啟 2:13 Oi=da pou/ katoikei/j( o[pou ò qro,noj tou/ Satana/( kai. kratei/j to. o;noma, mou kai. ouvk hvrnh,sw th.n pi,stin
mou kai. evn tai/j h̀me,raij VAntipa/j ò ma,rtuj mou ò pisto,j mou( o]j avpekta,nqh parV ùmi/n( o[pou ò Satana/j
katoikei/Å
I know thy works, and where thou dwellest, even where Satan's seat is: and thou holdest fast my name, and
hast not denied my faith, even in those days wherein Antipas was my faithful martyr, who was slain among you,
where Satan dwelleth.
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但座位之處；當我忠心的見證人安提帕在你們中間，撒但所住的地方被殺之時，你還

堅守我的名，沒有棄絕我的道。

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從屬某個什麼地方呢 你現在持續定居，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他)那 (他)寶座 從屬(他)那

從屬(他)撒但； 並且 你現在持續掌控抓住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名字 從屬我， 並且 不是/不

你那時(也是)讓自己否認拒絕 到於(她)那 到於(她)信 從屬我 並且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日子/白日

(他)安提帕 (他)那 (他)見證人 從屬我， (他)那 (他)誠且信的 從屬我， (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殺害除掉

<在旁邊>在旁邊 在對你們，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他)那 (他)撒但 他/她/它現在持續定居。
[經文變異RT]

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工作 從屬你， 並且 從屬某個什麼地方呢 你現在持續定居，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他)那 (他)寶座 從屬(他)那 從屬(他)撒但； 並且 你現在持續掌控抓住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名字

從屬我， 並且 不是/不 你那時(也是)讓自己否認拒絕 到於(她)那 到於(她)信 從屬我 並且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日子/白日 在內 在對(她們)這些個 (他)安提帕 (他)那 (他)見證人 從屬我， (他)那 (他)誠且信的，

(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殺害除掉 <在旁邊>在旁邊 在對你們，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定居 (他)那

(他)撒但。

啟 2:14 avllV e;cw kata. sou/ ovli,ga o[ti e;ceij evkei/ kratou/ntaj th.n didach.n Balaa,m( o]j evdi,dasken tw/| Bala.k
balei/n ska,ndalon evnw,pion tw/n uiẁ/n VIsrah.l fagei/n eivdwlo,quta kai. porneu/saiÅ
But I have a few things against thee, because thou hast there them that hold the doctrine of Balaam, who taught
Balac to cast a stumblingblock before the children of Israel, to eat things sacrificed unto idols, and to commit
for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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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幾件事我要責備你，因為在你那裏，有人服從了巴蘭的教訓；這巴蘭曾教導巴勒將絆腳石放在以色列人面

前，叫他們喫祭偶像之物，行姦淫的事。

但乃是 我現在持續持有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你 到於(它們)些微少許的， 是這樣 你現在持續持有 在那裏地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掌控抓住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教授講訓 從屬(他)巴蘭， (他)這個 他/她/它當時持續教導

在對(他)那 在對(他)巴勒 那時(也是)要去投擲 到於(它)機關陷阱 在面前地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兒子

從屬(他)以色列， 那時(也是)要去吃食 到於(它們)乃宰殺獻祭給偶像的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行賣淫。
[經文變異RT]

但乃是 我現在持續持有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你 到於(它們)些微少許的， 是這樣 你現在持續持有 在那裏地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掌控抓住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教授講訓 從屬(他)巴蘭， (他)這個 他/她/它當時持續教導

到於(他)那 到於(他)巴勒註1
那時(也是)要去投擲 到於(它)機關陷阱 在面前地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兒子

從屬(他)以色列， 那時(也是)要去吃食 到於(它們)乃宰殺獻祭給偶像的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行賣淫。

註1：“在對(他)巴勒”文法上亦可以為“到於(他)巴勒”。

[經文變異MT]

但乃是 我現在持續持有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你 到於(它們)些微少許的， 是這樣 你現在持續持有 在那裏地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掌控抓住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教授講訓 從屬(他)巴蘭， (他)這個 他/她/它當時持續教導

到於(他)那 到於(他)巴勒 那時(也是)要去投擲 到於(它)機關陷阱 在面前地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兒子

從屬(他)以色列，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吃食 到於(它們)乃宰殺獻祭給偶像的，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行賣淫。

啟 2:15 ou[twj e;ceij kai. su. kratou/ntaj th.n didach.n Îtw/nÐ Nikolai?tw/n òmoi,wjÅ
So hast thou also them that hold the doctrine of the Nicolaitans, which thing I hate.
你那裏也有人照樣服從了尼哥拉一黨人的教訓。

那同一樣式地 你現在持續持有 並且 你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掌控抓住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教授講訓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尼哥拉黨人 具同樣相同地。
[經文變異RT]

那同一樣式地 你現在持續持有 並且 你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掌控抓住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教授講訓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尼哥拉黨人， 到於(它)這個 我現在持續恨惡。
[經文變異WH]

那同一樣式地 你現在持續持有 並且 你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掌控抓住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教授講訓

從屬(他們)尼哥拉黨人 具同樣相同地。

啟 2:16 metano,hson ou=n\ eiv de. mh,( e;rcomai, soi tacu. kai. polemh,sw metV auvtw/n evn th/| ròmfai,a| tou/ sto,mato,j
mouÅ
Repent; or else I will come unto thee quickly, and will fight against them with the sword of my mouth.
所以你當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臨到你那裏，用我口中的劍，攻擊他們。

你那時(也是)就要轉念悔悟 這樣； 若是 然而也 不會/不要，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在對你 很快地， 並且

我將要(持續)有戰爭打仗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刀劍 從屬(它)那

從屬(它)口/嘴 從屬我。
[經文變異RT]

你那時(也是)就要轉念悔悟； 若是 然而也 不會/不要，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在對你 很快地， 並且

我將要(持續)有戰爭打仗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刀劍 從屬(它)那

從屬(它)口/嘴 從屬我。

啟 2:17 ò e;cwn ou=j avkousa,tw ti, to. pneu/ma le,gei tai/j evkklhsi,aijÅ tw/| nikw/nti dw,sw auvtw/| tou/ ma,nna tou/
kekrumme,nou kai. dw,sw auvtw/| yh/fon leukh,n( kai. evpi. th.n yh/fon o;noma kaino.n gegramme,non o] ouvdei.j oi=den eiv
mh. ò lamba,nwnÅ
He that hath an ear, let him hear what the Spirit saith unto the churches; To him that overcometh will I give to
eat of the hidden manna, and will give him a white stone, and in the stone a new name written, which no man
knoweth saving he that receiveth it.
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得勝的，我必將那隱藏的嗎哪賜給他；並賜他一塊白石，石上寫

著新名；除了那領受的以外，沒有人能認識。

(他)那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它)耳朵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聲聞耳聽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它)那 (它)靈/風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傳召。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獲勝了的 我將要(持續)給與

在對(他)同一者 從屬(它)那 從屬(它)嗎哪 從屬(它)那 從屬(它)現在已經被隱藏遮掩了的， 並且 我將要(持續)給與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她)估算審斷用的小圓石 到於(她)亮光潔白的， 並且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估算審斷用的小圓石 到於(它)名字 到於(它)嶄新的 到於(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了的， 到於(它)這個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若是 不會/不要 (他)那 (他)現正持續拿取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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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變異RT]

(他)那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它)耳朵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聲聞耳聽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它)那 (它)靈/風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傳召。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獲勝了的 我將要(持續)給與

在對(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吃食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那 從屬(它)嗎哪 從屬(它)那

從屬(它)現在已經被隱藏遮掩了的， 並且 我將要(持續)給與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她)估算審斷用的小圓石

到於(她)亮光潔白的， 並且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估算審斷用的小圓石 (它)名字 (它)嶄新的

(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了的
註1， 到於(它)這個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認識知道， 若是 不會/不要

(他)那 (他)現正持續拿取了的。

註1：“到於(它)名字 到於(它)嶄新的 到於(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了的”文法上亦可以為“(它)名字 (它)嶄新的

(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了的”。

[經文變異MT]

(他)那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它)耳朵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聲聞耳聽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它)那 (它)靈/風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傳召。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獲勝了的 我將要(持續)給與

在對(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吃食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那 從屬(它)嗎哪 從屬(它)那

從屬(它)現在已經被隱藏遮掩了的， 並且 我將要(持續)給與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她)估算審斷用的小圓石

到於(她)亮光潔白的， 並且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估算審斷用的小圓石 (它)名字 (它)嶄新的

(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了的， 到於(它)這個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若是 不會/不要

(他)那 (他)現正持續拿取了的。

啟 2:18 Kai. tw/| avgge,lw| th/j evn Quatei,roij evkklhsi,aj gra,yon\ Ta,de le,gei ò uiò.j tou/ qeou/( ò e;cwn tou.j
ovfqalmou.j auvtou/ ẁj flo,ga puro.j kai. oì po,dej auvtou/ o[moioi calkoliba,nw|\
And unto the angel of the church in Thyatira write; These things saith the Son of God, who hath his eyes like
unto a flame of fire, and his feet are like fine brass;
你要寫信給推雅推喇教會的使者，說：那眼目如火焰，腳像光明銅的神之子，說：

並且 在對(他)那 在對(他)使者 從屬(她)那 在內 在對(它們)推雅推喇 從屬(她)傳召 你那時(也是)就要刻寫記載：

到於(它們)也就是那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那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眼睛 從屬(他)同一者 正如地 (她)火焰 從屬(它)火，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腳

從屬(他)同一者 (他們)具同樣相同的 在對(它)精銅；
[經文變異WH]

並且 在對(他)那 在對(他)使者 在對(他)那 在內 在對(它們)推雅推喇 從屬(她)傳召 你那時(也是)就要刻寫記載：

到於(它們)也就是那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那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眼睛 從屬(他)同一者 正如地 (她)火焰 從屬(它)火，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腳

從屬(他)同一者 (他們)具同樣相同的 在對(它)精銅；

啟 2:19 Oi=da, sou ta. e;rga kai. th.n avga,phn kai. th.n pi,stin kai. th.n diakoni,an kai. th.n ùpomonh,n sou( kai. ta.
e;rga sou ta. e;scata plei,ona tw/n prw,twnÅ
I know thy works, and charity, and service, and faith, and thy patience, and thy works; and the last to be more
than the first.
我知道你的行為，愛心，信心，勤勞，忍耐；又知道你末後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

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從屬你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工作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愛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信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職務服事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堅忍持守 從屬你，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工作 從屬你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最末後的 到於(它們)更多的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首先的。
[經文變異RT]

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從屬你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工作，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愛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職務服事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信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堅忍持守 從屬你，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工作 從屬你；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最末後的 到於(它們)更多的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首先的。

啟 2:20 avlla. e;cw kata. sou/ o[ti avfei/j th.n gunai/ka VIeza,bel( h̀ le,gousa èauth.n profh/tin kai. dida,skei kai.
plana/| tou.j evmou.j dou,louj porneu/sai kai. fagei/n eivdwlo,qutaÅ
Notwithstanding I have a few things against thee, because thou sufferest that woman Jezebel, which calleth
herself a prophetess, to teach and to seduce my servants to commit fornication, and to eat things sacrificed unto
idols.
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責備你，就是你容讓那自稱是先知的婦人耶洗別教導我的僕人，引誘他們行姦淫，喫祭偶像之

物。

但乃是 我現在持續持有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你， 是這樣 你現在持續任憑釋放離開 到於(她)那 到於(她)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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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於(她)耶洗別， (她)那 (她)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到於(她)同一者自己 到於(她)女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教導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有迷途錯謬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我之物 到於(他們)奴僕

那時(也是)要去行賣淫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喫食 到於(它們)乃宰殺獻祭給偶像的。
[經文變異RT]

但乃是 我現在持續持有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你 到於(它們)些微少許的， 是這樣 你現在持續容許任由 到於(她)那

到於(她)女人 到於(她)耶洗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到於(她)同一者自己

到於(她)女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現要去持續教導 並且 現要去持續有迷途錯謬 到於(他們)我之物 到於(他們)奴僕

那時(也是)要去行賣淫 並且 到於(它們)乃宰殺獻祭給偶像的 那時(也是)要去喫食。
[經文變異MT]

但乃是 我現在持續持有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你， 是這樣 你現在持續任憑釋放離開 到於(她)那 到於(她)女人

從屬你 到於(她)耶洗別， (她)那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到於(她)同一者自己 到於(她)女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教導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有迷途錯謬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我之物 到於(他們)奴僕

那時(也是)要去行賣淫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喫食 到於(它們)乃宰殺獻祭給偶像的。

啟 2:21 kai. e;dwka auvth/| cro,non i[na metanoh,sh|( kai. ouv qe,lei metanoh/sai evk th/j pornei,aj auvth/jÅ
And I gave her space to repent of her fornication; and she repented not.
我曾給他悔改的機會，他卻不肯悔改他的淫行。

並且 我那時(也是)給與 在對(她)同一者 到於(他)時段期間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轉念悔悟，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定意 那時(也是)要去轉念悔悟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通奸淫行 從屬(她)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我那時(也是)給與 在對(她)同一者 到於(他)時段期間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轉念悔悟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通奸淫行 從屬(她)同一者；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轉念悔悟。

啟 2:22 ivdou. ba,llw auvth.n eivj kli,nhn kai. tou.j moiceu,ontaj metV auvth/j eivj qli/yin mega,lhn( eva.n mh.
metanoh,swsin evk tw/n e;rgwn auvth/j(
Behold, I will cast her into a bed, and them that commit adultery with her into great tribulation, except they
repent of their deeds.
看哪，我要叫他病臥在床，那些與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們同受大患難。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我現在持續投擲 到於(她)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躺椅臥墊，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行姦淫了的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壓迫患難 到於(她)極大的，

但凡若是 不會/不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轉念悔悟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工作 從屬(她)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我 我現在持續投擲 到於(她)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躺椅臥墊，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行姦淫了的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壓迫患難

到於(她)極大的， 但凡若是 不會/不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轉念悔悟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工作

從屬(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WH]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我現在持續投擲 到於(她)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躺椅臥墊，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行姦淫了的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壓迫患難 到於(她)極大的，

但凡若是 不會/不要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轉念悔悟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工作 從屬(她)同一者；

啟 2:23 kai. ta. te,kna auvth/j avpoktenw/ evn qana,tw|Å kai. gnw,sontai pa/sai aì evkklhsi,ai o[ti evgw, eivmi ò evraunw/n
nefrou.j kai. kardi,aj( kai. dw,sw ùmi/n ek̀a,stw| kata. ta. e;rga ùmw/nÅ
And I will kill her children with death; and all the churches shall know that I am he which searcheth the reins and
hearts: and I will give unto every one of you according to your works.
我又要殺死他的黨類，〔黨類原文作兒女〕叫眾教會知道，我是那察看人肺腑心腸的；並要照你們的行為報應你

們各人。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孩子 從屬(她)同一者 我將要(持續)殺害除掉 在內 在對(他)死；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認識知道 (她們)所有每一個的 (她們)那些 (她們)傳召 是這樣 我 我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現正持續詢求查考了的 到於(他們)內在思維 並且 到於(她們)內心； 並且 我將要(持續)給與 在對你們

在對(他)各個的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工作 從屬你們。

啟 2:24 ùmi/n de. le,gw toi/j loipoi/j toi/j evn Quatei,roij( o[soi ouvk e;cousin th.n didach.n tau,thn( oi[tinej ouvk
e;gnwsan ta. baqe,a tou/ Satana/ wj̀ le,gousin\ ouv ba,llw evfV ùma/j a;llo ba,roj(
But unto you I say, and unto the rest in Thyatira, as many as have not this doctrine, and which have not known
the depths of Satan, as they speak; I will put upon you none other burden.
至於你們推雅推喇其餘的人，就是一切不從那教訓，不曉得他們素常所說撒但深奧之理的人；我告訴你們，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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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別的擔子放在你們身上。

在對你們 然而也 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其餘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內 在對(它們)推雅推喇，

(他們)這每一切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那 到於(她)教授講訓 到於(她)那同一者，

(他們)這個任何什麼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認識知道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深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撒但， 正如地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投擲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你們

到於(它)另外不同的 到於(它)沉重重壓。
[經文變異RT]

在對你們 然而也 我現在持續道說 並且 在對(他們)其餘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內 在對(它們)推雅推喇，

(他們)這每一切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那 到於(她)教授講訓 到於(她)那同一者， 並且

(他們)這個任何什麼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認識知道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深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撒但， 正如地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不是/不 我將要(持續)投擲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你們

到於(它)另外不同的 到於(它)沉重重壓。

啟 2:25 plh.n o] e;cete krath,sate a;criÎjÐ ou- a'n h[xwÅ
But that which ye have already hold fast till I come.
但你們已經有的，總要持守，直等到我來。

超出之外地 到於(它)這個 你們現在持續持有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掌控抓住， 直至達到 從屬(它)這個 但凡

我那時(也是)應該到達來臨註1。

註1：“我那時(也是)應該到達來臨”文法上亦可以為“我將要(持續)到達來臨”。

啟 2:26 kai. ò nikw/n kai. ò thrw/n a;cri te,louj ta. e;rga mou( dw,sw auvtw/| evxousi,an evpi. tw/n evqnw/n
And he that overcometh, and keepeth my works unto the end, to him will I give power over the nations:
那得勝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賜給他權柄制伏列國；

並且 (他)那 (他)現正持續獲勝了的 並且 (他)那 (他)現正持續行看護守衛了的 直至達到

從屬(它)終結/貨物或旅行之終結稅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工作 從屬我， 我將要(持續)給與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她)權柄掌握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種族邦國；

啟 2:27 kai. poimanei/ auvtou.j evn rà,bdw| sidhra/| wj̀ ta. skeu,h ta. keramika. suntri,betai( wj̀ kavgw. ei;lhfa para.
tou/ patro,j mou(
And he shall rule them with a rod of iron; as the vessels of a potter shall they be broken to shivers: even as I
received of my Father.
他必用鐵杖轄管他們，〔轄管原文作牧〕將他們如同窰戶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從我父領受的權柄一樣；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牧養 到於(他們)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棍杖 在對(她)鐵的， 正如地 (它們)那些

(它們)器皿用具 (它們)那些 (它們)屬陶瓦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完全壓碎損壞； 正如地 並且我 我現在已經拿取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從屬我；
[經文變異MT]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牧養 到於(他們)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棍杖 在對(她)鐵的， 正如地 (它們)那些

(它們)器皿用具 (它們)那些 (它們)屬陶瓦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完全壓碎損壞； 正如地 並且我 我現在已經拿取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從屬我；

啟 2:28 kai. dw,sw auvtw/| to.n avste,ra to.n prwi?no,nÅ
And I will give him the morning star.
我又要把晨星賜給他。

並且 我將要(持續)給與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他)那 到於(他)星星 到於(他)那 到於(他)早晨的。

啟 2:29 ò e;cwn ou=j avkousa,tw ti, to. pneu/ma le,gei tai/j evkklhsi,aijÅ
He that hath an ear, let him hear what the Spirit saith unto the churches.
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

(他)那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它)耳朵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聲聞耳聽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它)那 (它)靈/風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傳召。

啟 3:1 Kai. tw/| avgge,lw| th/j evn Sa,rdesin evkklhsi,aj gra,yon\ Ta,de le,gei ò e;cwn ta. ep̀ta. pneu,mata tou/ qeou/ kai.
tou.j èpta. avste,raj\ Oi=da, sou ta. e;rga o[ti o;noma e;ceij o[ti zh/|j( kai. nekro.j ei=Å
And unto the angel of the church in Sardis write; These things saith he that hath the seven Spirits of God, and
the seven stars; I know thy works, that thou hast a name that thou livest, and art dead.
你要寫信給撒狄教會的使者，說：那有神的七靈，和七星的，說：我知道你的行為，按名你是活的，其實是死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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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 在對(他)那 在對(他)使者 從屬(她)那 在內 在對(她們)撒狄 從屬(她)傳召 你那時(也是)就要刻寫記載：

到於(它們)也就是那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他)那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七個

到於(它們)靈/風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七個 到於(他們)星星； 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從屬你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工作， 是這樣 到於(它)名字 你現在持續持有 是這樣 你現在持續活， 並且

(他)死掉的 你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並且 在對(他)那 在對(他)使者 從屬(她)那 在內 在對(她們)撒狄 從屬(她)傳召 你那時(也是)就要刻寫記載：

到於(它們)也就是那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他)那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靈/風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七個 到於(他們)星星； 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從屬你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工作， 是這樣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名字 你現在持續持有 是這樣 你現在持續活， 並且 (他)死掉的

你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MT]

並且 在對(他)那 在對(他)使者 從屬(她)那 在內 在對(她們)撒狄 從屬(她)傳召 你那時(也是)就要刻寫記載：

到於(它們)也就是那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他)那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七個

到於(它們)靈/風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七個 到於(他們)星星； 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從屬你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工作， 是這樣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名字 你現在持續持有 是這樣 你現在持續活，

並且 (他)死掉的 你現在持續是。

啟 3:2 gi,nou grhgorw/n kai. sth,rison ta. loipa. a] e;mellon avpoqanei/n( ouv ga.r eu[rhka, sou ta. e;rga peplhrwme,na
evnw,pion tou/ qeou/ mouÅ
Be watchful, and strengthen the things which remain, that are ready to die: for I have not found thy works perfect
before God.
你要儆醒，堅固那剩下將要衰微的；〔衰微原文作死〕因我見你的行為，在我神面前，沒有一樣是完全的。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他)現正持續儆醒了的，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堅定加固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其餘的， (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準備快要 那時(也是)要去死去； 不是/不 因為

我現在已經找到尋見 從屬你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工作 到於(它們)現在已經被促使成充滿添足了的 在面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從屬我。
[經文變異RT]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他)現正持續儆醒了的，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堅定加固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其餘的， (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準備快要 那時(也是)要去死去； 不是/不 因為

我現在已經找到尋見 從屬你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工作 到於(它們)現在已經被促使成充滿添足了的 在面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
[經文變異WH]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他)現正持續儆醒了的，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堅定加固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其餘的， (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準備快要 那時(也是)要去死去； 不是/不 因為

我現在已經找到尋見 從屬你 到於(它們)工作 到於(它們)現在已經被促使成充滿添足了的 在面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從屬我。
[經文變異MT]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他)現正持續儆醒了的，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堅定加固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其餘的， (它們)這些個 你當時持續準備快要 現要去持續丟棄； 不是/不 因為 我現在已經找到尋見

從屬你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工作 到於(它們)現在已經被促使成充滿添足了的 在面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從屬我。

啟 3:3 mnhmo,neue ou=n pw/j ei;lhfaj kai. h;kousaj kai. th,rei kai. metano,hsonÅ eva.n ou=n mh. grhgorh,sh|j( h[xw wj̀
kle,pthj( kai. ouv mh. gnw/|j poi,an w[ran h[xw evpi. se,Å
Remember therefore how thou hast received and heard, and hold fast, and repent. If therefore thou shalt not
watch, I will come on thee as a thief, and thou shalt not know what hour I will come upon thee.
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樣領受，怎樣聽見的；又要遵守，並要悔改。若不儆醒，我必臨到你那裏如同賊一樣；我幾時

臨到，你也決不能知道。

你現在就要持續記念想起 這樣 怎樣如何地 你現在已經拿取 並且 你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並且

你現在就要持續行看護守衛，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轉念悔悟。 但凡若是 這樣 不會/不要 你那時(也是)應該儆醒，

我將要(持續)到達來臨 正如地 (他)竊賊， 並且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你那時(也是)應該認識知道 到於(她)什麼樣呢

到於(她)鐘點時刻 我將要(持續)到達來臨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你。
[經文變異RT]

你現在就要持續記念想起 這樣 怎樣如何地 你現在已經拿取 並且 你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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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現在就要持續行看護守衛，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轉念悔悟。 但凡若是 這樣 不會/不要 你那時(也是)應該儆醒，

我將要(持續)到達來臨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你 正如地 (他)竊賊， 並且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你那時(也是)應該認識知道 到於(她)什麼樣呢 到於(她)鐘點時刻 我將要(持續)到達來臨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你。

啟 3:4 avlla. e;ceij ovli,ga ovno,mata evn Sa,rdesin a] ouvk evmo,lunan ta. ìma,tia auvtw/n( kai. peripath,sousin metV evmou/
evn leukoi/j( o[ti a;xioi, eivsinÅ
Thou hast a few names even in Sardis which have not defiled their garments; and they shall walk with me in
white: for they are worthy.
然而在撒狄你還有幾名是未曾污穢自己衣服的；他們要穿白衣與我同行；因為他們是配得過的。

但乃是 你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它們)些微少許的 到於(它們)名字 在內 在對(她們)撒狄， (它們)這些個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促成髒損染污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衣服 從屬(他們)同一者註1；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來往昂然踏行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我" 在內 在對(它們)亮光潔白的； 是這樣

(他們)相配值得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註1：“從屬(他們)同一者”文法上亦可以為“從屬(它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你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它們)些微少許的 到於(它們)名字 並且 在內 在對(她們)撒狄， (它們)這些個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促成髒損染污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衣服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來往昂然踏行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我" 在內 在對(它們)亮光潔白的； 是這樣

(他們)相配值得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啟 3:5 ò nikw/n ou[twj peribalei/tai evn ìmati,oij leukoi/j kai. ouv mh. evxalei,yw to. o;noma auvtou/ evk th/j bi,blou th/j
zwh/j kai. òmologh,sw to. o;noma auvtou/ evnw,pion tou/ patro,j mou kai. evnw,pion tw/n avgge,lwn auvtou/Å
He that overcometh, the same shall be clothed in white raiment; and I will not blot out his name out of the book
of life, but I will confess his name before my Father, and before his angels.
凡得勝的，必這樣穿白衣；我也必不從生命冊上塗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眾使者面前，認他的名。

(他)那 (他)現正持續獲勝了的 那同一樣式地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披蓋穿裹 在內 在對(它們)衣服

在對(它們)亮光潔白的； 並且 不是/不 不會/不要 我將要(持續)塗抹去掉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名字 從屬(他)同一者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書卷 從屬(她)那 從屬(她)生命， 並且 我將要(持續)同意承認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名字

從屬(他)同一者 在面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從屬我 並且 在面前地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使者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那 (他)現正持續獲勝了的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披蓋穿裹 在內 在對(它們)衣服

在對(它們)亮光潔白的； 並且 不是/不 不會/不要 我將要(持續)塗抹去掉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名字 從屬(他)同一者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書卷 從屬(她)那 從屬(她)生命， 並且 我將要(持續)讓自己公開完全同意承認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名字 從屬(他)同一者 在面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從屬我 並且 在面前地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使者 從屬(他)同一者。

啟 3:6 ò e;cwn ou=j avkousa,tw ti, to. pneu/ma le,gei tai/j evkklhsi,aijÅ
He that hath an ear, let him hear what the Spirit saith unto the churches.
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

(他)那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它)耳朵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聲聞耳聽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它)那 (它)靈/風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傳召。

啟 3:7 Kai. tw/| avgge,lw| th/j evn Filadelfei,a| evkklhsi,aj gra,yon\ Ta,de le,gei ò a[gioj( ò avlhqino,j( ò e;cwn th.n
klei/n Daui,d( ò avnoi,gwn kai. ouvdei.j klei,sei kai. klei,wn kai. ouvdei.j avnoi,gei\
And to the angel of the church in Philadelphia write; These things saith he that is holy, he that is true, he that
hath the key of David, he that openeth, and no man shutteth; and shutteth, and no man openeth;
你要寫信給非拉鐵非教會的使者，說：那聖潔，真實，拿著大衛的鑰匙，開了就沒有人能關，關了就沒有人能開

的，說：

並且 在對(他)那 在對(他)使者 從屬(她)那 在內 在對(她)非拉鐵非 從屬(她)傳召 你那時(也是)就要刻寫記載：

到於(它們)也就是那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他)那 (他)聖的， (他)那 (他)真正實在的， (他)那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鑰匙 從屬(他)大衛， (他)那 (他)現正持續向上開啟打開了的 並且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關上鎖住， 並且 (他)現正持續關上鎖住了的 並且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向上開啟打開；
[經文變異RT]

並且 在對(他)那 在對(他)使者 從屬(她)那 在內 在對(她)非拉鐵非 從屬(她)傳召 你那時(也是)就要刻寫記載：

到於(它們)也就是那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他)那 (他)聖的， (他)那 (他)真正實在的， (他)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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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鑰匙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大衛， (他)那 (他)現正持續向上開啟打開了的

並且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關上鎖住，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關上鎖住 並且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向上開啟打開；
[經文變異MT]

並且 在對(他)那 在對(他)使者 從屬(她)那 在內 在對(她)非拉鐵非 從屬(她)傳召 你那時(也是)就要刻寫記載：

到於(它們)也就是那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他)那 (他)聖的， (他)那 (他)真正實在的， (他)那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鑰匙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大衛， (他)那 (他)現正持續向上開啟打開了的

並且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關上鎖住 到於(她)同一者， 若是 不會/不要 (他)那

(他)現正持續向上開啟打開了的， 並且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向上開啟打開；

啟 3:8 Oi=da, sou ta. e;rga( ivdou. de,dwka evnw,pio,n sou qu,ran hvnew|gme,nhn( h]n ouvdei.j du,natai klei/sai auvth,n( o[ti
mikra.n e;ceij du,namin kai. evth,rhsa,j mou to.n lo,gon kai. ouvk hvrnh,sw to. o;noma, mouÅ
I know thy works: behold, I have set before thee an open door, and no man can shut it: for thou hast a little
strength, and hast kept my word, and hast not denied my name.
我知道你的行為，你略有一點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沒有棄絕我的名；看哪，我在你面前給你一個敞開的門，

是無人能關的。

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從屬你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工作；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我現在已經給與

在面前地 從屬你 到於(她)門戶 到於(她)現在已經被向上開啟打開了的， 到於(她)這個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那時(也是)要去關上鎖住 到於(她)同一者； 是這樣 到於(她)細微極小的

你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能力權能， 並且 你那時(也是)行看護守衛 從屬我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並且 不是/不 你那時(也是)讓自己否認拒絕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名字 從屬我。
[經文變異RT]

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從屬你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工作；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我現在已經給與

在面前地 從屬你 到於(她)門戶 到於(她)現在已經被向上開啟打開了的， 並且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那時(也是)要去關上鎖住 到於(她)同一者； 是這樣 到於(她)細微極小的

你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能力權能， 並且 你那時(也是)行看護守衛 從屬我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並且 不是/不 你那時(也是)讓自己否認拒絕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名字 從屬我。

啟 3:9 ivdou. didw/ evk th/j sunagwgh/j tou/ Satana/ tw/n lego,ntwn èautou.j VIoudai,ouj ei=nai( kai. ouvk eivsi.n avlla.
yeu,dontaiÅ ivdou. poih,sw auvtou.j i[na h[xousin kai. proskunh,sousin evnw,pion tw/n podw/n sou kai. gnw/sin o[ti evgw.
hvga,phsa, seÅ
Behold, I will make them of the synagogue of Satan, which say they are Jews, and are not, but do lie; behold, I
will make them to come and worship before thy feet, and to know that I have loved thee.
那撒但一會的，自稱是猶太人，其實不是猶太人，乃是說謊話的，我要使他們來在你腳前下拜，也使他們知道我

是已經愛你了。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我現在應該持續給與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會堂 從屬(他)那 從屬(他)撒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到於(他們)猶太人的 現要去持續是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但乃是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說謊作假；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我將要(持續)行出作成 到於(他們)同一者， 為要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到達來臨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敬拜

在面前地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腳 從屬你，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認識知道 是這樣 我 我那時(也是)愛

到於你。
[經文變異RT]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我現在持續給與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會堂 從屬(他)那 從屬(他)撒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到於(他們)猶太人的 現要去持續是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但乃是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說謊作假；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我將要(持續)行出作成 到於(他們)同一者， 為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到達來臨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敬拜 在面前地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腳 從屬你，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認識知道 是這樣 我 我那時(也是)愛 到於你。

啟 3:10 o[ti evth,rhsaj to.n lo,gon th/j ùpomonh/j mou( kavgw, se thrh,sw evk th/j w[raj tou/ peirasmou/ th/j mellou,shj
e;rcesqai evpi. th/j oivkoume,nhj o[lhj peira,sai tou.j katoikou/ntaj evpi. th/j gh/jÅ
Because thou hast kept the word of my patience, I also will keep thee from the hour of temptation, which shall
come upon all the world, to try them that dwell upon the earth.
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試煉的時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試煉。

是這樣 你那時(也是)行看護守衛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她)那 從屬(她)堅忍持守 從屬我，

並且我 到於你 我將要(持續)行看護守衛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鐘點時刻 從屬(他)那 從屬(他)試探試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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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屬(她)那 從屬(她)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的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全地

從屬(她)整個全部的， 那時(也是)要去使有探測試驗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定居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啟 3:11 e;rcomai tacu,\ kra,tei o] e;ceij( i[na mhdei.j la,bh| to.n ste,fano,n souÅ
Behold, I come quickly: hold that fast which thou hast, that no man take thy crown.
我必快來，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奪去你的冠冕。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很快地； 你現在就要持續掌控抓住 到於(它)這個 你現在持續持有， 為要

(他)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拿取 到於(他)那 到於(他)花冠 從屬你。
[經文變異RT]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很快地； 你現在就要持續掌控抓住 到於(它)這個

你現在持續持有， 為要 (他)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拿取 到於(他)那 到於(他)花冠 從屬你。

啟 3:12 ò nikw/n poih,sw auvto.n stu/lon evn tw/| naw/| tou/ qeou/ mou kai. e;xw ouv mh. evxe,lqh| e;ti kai. gra,yw evpV auvto.n
to. o;noma tou/ qeou/ mou kai. to. o;noma th/j po,lewj tou/ qeou/ mou( th/j kainh/j VIerousalh.m h` katabai,nousa evk tou/
ouvranou/ avpo. tou/ qeou/ mou( kai. to. o;noma, mou to. kaino,nÅ
Him that overcometh will I make a pillar in the temple of my God, and he shall go no more out: and I will write
upon him the name of my God, and the name of the city of my God, which is new Jerusalem, which cometh
down out of heaven from my God: and I will write upon him my new name.
得勝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作柱子，他也必不再從那裏出去；我又要將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這城就是

從天上從我神那裏降下來的新耶路撒冷）並我的新名，都寫在他上面。

(他)那 (他)現正持續獲勝了的， 我將要(持續)行出作成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他)柱石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殿宇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從屬我， 並且 在外面地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依然仍舊地； 並且 我將要(持續)刻寫記載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名字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從屬我， 並且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名字 從屬(她)那 從屬(她)城邑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從屬我，

從屬(她)那 從屬(她)嶄新的 從屬(她)耶陸撒冷， (她)那 (她)現正持續向下行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從屬我， 並且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名字 從屬我 到於(它)那 到於(它)嶄新的。
[經文變異RT]

(他)那 (他)現正持續獲勝了的， 我將要(持續)行出作成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他)柱石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殿宇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從屬我， 並且 在外面地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依然仍舊地； 並且 我將要(持續)刻寫記載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名字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從屬我， 並且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名字 從屬(她)那 從屬(她)城邑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從屬我，

從屬(她)那 從屬(她)嶄新的 從屬(她)耶陸撒冷， (她)那 他/她/它現在持續向下行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從屬我， 並且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名字 從屬我 到於(它)那 到於(它)嶄新的。

啟 3:13 ò e;cwn ou=j avkousa,tw ti, to. pneu/ma le,gei tai/j evkklhsi,aijÅ
He that hath an ear, let him hear what the Spirit saith unto the churches.
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

(他)那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它)耳朵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聲聞耳聽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它)那 (它)靈/風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傳召。

啟 3:14 Kai. tw/| avgge,lw| th/j evn Laodikei,a| evkklhsi,aj gra,yon\ Ta,de le,gei ò VAmh,n( ò ma,rtuj ò pisto.j kai.
avlhqino,j( h` avrch. th/j kti,sewj tou/ qeou/\
And unto the angel of the church of the Laodiceans write; These things saith the Amen, the faithful and true
witness, the beginning of the creation of God;
你要寫信給老底嘉教會的使者，說：那為阿們的，為誠信真實見證的，在神創造萬物之上為元首的，說：

並且 在對(他)那 在對(他)使者 從屬(她)那 在內 在對(她)老底嘉 從屬(她)傳召 你那時(也是)就要刻寫記載：

到於(它們)也就是那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他)那 阿們， (他)那 (他)見證人 (他)那 (他)誠且信的 並且

(他)真正實在的， (她)那 (她)為起始為首 從屬(她)那 從屬(她)創造建立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經文變異RT]

並且 在對(他)那 在對(他)使者 從屬(她)那 從屬(她)傳召 從屬(他們)老底嘉者 你那時(也是)就要刻寫記載：

到於(它們)也就是那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他)那 阿們， (他)那 (他)見證人 (他)那 (他)誠且信的 並且

(他)真正實在的， (她)那 (她)為起始為首 從屬(她)那 從屬(她)創造建立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經文變異WH]

並且 在對(他)那 在對(他)使者 從屬(她)那 在內 在對(她)老底嘉 從屬(她)傳召 你那時(也是)就要刻寫記載：

到於(它們)也就是那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他)那 阿們， (他)那 (他)見證人 (他)那 (他)誠且信的 並且 (他)那

(他)真正實在的， (她)那 (她)為起始為首 從屬(她)那 從屬(她)創造建立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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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 3:15 Oi=da, sou ta. e;rga o[ti ou;te yucro.j ei= ou;te zesto,jÅ o;felon yucro.j h=j h' zesto,jÅ
I know thy works, that thou art neither cold nor hot: I would thou wert cold or hot.
我知道你的行為，你也不冷也不熱；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熱。

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從屬你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工作， 是這樣 並不/又不 (他)寒冷的 你現在持續是

並不/又不 (他)乃煮沸灼燙的。 我巴不得呀 (他)寒冷的 你當時持續是註1 甚或/或而 (他)乃煮沸灼燙的。

註1：“你當時持續是”文法上亦可以為“你現在應該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從屬你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工作， 是這樣 並不/又不 (他)寒冷的 你現在持續是

並不/又不 (他)乃煮沸灼燙的。 我巴不得呀 (他)寒冷的 你現在可以持續是 甚或/或而 (他)乃煮沸灼燙的。

啟 3:16 ou[twj o[ti cliaro.j ei= kai. ou;te zesto.j ou;te yucro,j( me,llw se evme,sai evk tou/ sto,mato,j mouÅ
So then because thou art lukewarm, and neither cold nor hot, I will spue thee out of my mouth.
你既如溫水，也不冷也不熱，所以我必從我口中把你吐出去。

那同一樣式地 是這樣 (他)微溫的 你現在持續是， 並且 並不/又不 (他)乃煮沸灼燙的 並不/又不 (他)寒冷的，

我現在持續準備快要 到於你 那時(也是)要去嘔出吐掉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口/嘴 從屬我。
[經文變異RT]

那同一樣式地 是這樣 (他)微溫的 你現在持續是， 並且 並不/又不 (他)寒冷的 並不/又不 (他)乃煮沸灼燙的，

我現在持續準備快要 到於你 那時(也是)要去嘔出吐掉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口/嘴 從屬我。
[經文變異MT]

那同一樣式地 是這樣 (他)微溫的 你現在持續是， 並且 不是/不 (他)乃煮沸灼燙的 並不/又不 (他)寒冷的，

我現在持續準備快要 到於你 那時(也是)要去嘔出吐掉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口/嘴 從屬我。

啟 3:17 o[ti le,geij o[ti Plou,sio,j eivmi kai. peplou,thka kai. ouvde.n crei,an e;cw( kai. ouvk oi=daj o[ti su. ei= ò
talai,pwroj kai. evleeino.j kai. ptwco.j kai. tuflo.j kai. gumno,j(
Because thou sayest, I am rich, and increased with goods, and have need of nothing; and knowest not that thou
art wretched, and miserable, and poor, and blind, and naked:
你說：我是富足，已經發了財，一樣都不缺；卻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憐，貧窮，瞎眼，赤身的；

是這樣 你現在持續道說， 是這樣 (他)具豐滿富足的 我現在持續是， 並且 我現在已經成豐滿富足， 並且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到於(她)需用 我現在持續持有； 並且 不是/不 你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你

你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受苦悽慘的 並且 (他)需憐憫慈悲的 並且 (他)貧苦窮困的 並且 (他)瞎眼的 並且

(他)赤身裸露的；
[經文變異RT]

是這樣 你現在持續道說， 是這樣 (他)具豐滿富足的 我現在持續是， 並且 我現在已經成豐滿富足， 並且

從屬(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到於(她)需用 我現在持續持有； 並且 不是/不 你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你

你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受苦悽慘的 並且 (他)需憐憫慈悲的 並且 (他)貧苦窮困的 並且 (他)瞎眼的 並且

(他)赤身裸露的；
[經文變異MT]

是這樣 你現在持續道說， (他)具豐滿富足的 我現在持續是， 並且 我現在已經成豐滿富足， 並且

從屬(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到於(她)需用 我現在持續持有； 並且 不是/不 你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你

你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受苦悽慘的 並且 (他)需憐憫慈悲的 並且 (他)貧苦窮困的 並且 (他)瞎眼的 並且

(他)赤身裸露的；

啟 3:18 sumbouleu,w soi avgora,sai parV evmou/ crusi,on pepurwme,non evk puro.j i[na plouth,sh|j( kai. ìma,tia leuka.
i[na periba,lh| kai. mh. fanerwqh/| h` aivscu,nh th/j gumno,thto,j sou( kai. kollÎoÐu,rion evgcri/sai tou.j ovfqalmou,j
sou i[na ble,ph|jÅ
I counsel thee to buy of me gold tried in the fire, that thou mayest be rich; and white raiment, that thou mayest
be clothed, and that the shame of thy nakedness do not appear; and anoint thine eyes with eyesalve, that thou
mayest see.
我勸你向我買火煉的金子，叫你富足；又買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恥不露出來；又買眼藥擦你的眼睛，使你能

看見。

我現在持續商議建言 在對你 那時(也是)要去購買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我" 到於(它)金子

到於(它)現在已經被用火燒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它)火， 為要 你那時(也是)應該成豐滿富足； 並且 到於(它們)衣服

到於(它們)亮光潔白的， 為要 你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披蓋穿裹， 並且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促使成促為照亮顯明 (她)那 (她)羞辱蒙羞 從屬(她)那 從屬(她)裸露赤身 從屬你； 並且

到於(它)葯膏 那時(也是)要去在內膏抹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眼睛 從屬你， 為要 你現在應該持續著眼觀看。
[經文變異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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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現在持續商議建言 在對你 那時(也是)要去購買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我" 到於(它)金子

到於(它)現在已經被用火燒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它)火， 為要 你那時(也是)應該成豐滿富足； 並且 到於(它們)衣服

到於(它們)亮光潔白的， 為要 你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披蓋穿裹， 並且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促使成促為照亮顯明 (她)那 (她)羞辱蒙羞 從屬(她)那 從屬(她)裸露赤身 從屬你； 並且

到於(它)葯膏 你那時(也是)就要在內膏抹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眼睛 從屬你， 為要 你現在應該持續著眼觀看。
[經文變異MT]

我現在持續商議建言 在對你 那時(也是)要去購買 到於(它)金子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我"

到於(它)現在已經被用火燒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它)火， 為要 你那時(也是)應該成豐滿富足； 並且 到於(它們)衣服

到於(它們)亮光潔白的， 為要 你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披蓋穿裹， 並且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促使成促為照亮顯明 (她)那 (她)羞辱蒙羞 從屬(她)那 從屬(她)裸露赤身 從屬你； 並且

到於(它)葯膏，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在內膏抹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眼睛 從屬你， 為要

你現在應該持續著眼觀看。

啟 3:19 evgw. o[souj eva.n filw/ evle,gcw kai. paideu,w\ zh,leue ou=n kai. metano,hsonÅ
As many as I love, I rebuke and chasten: be zealous therefore, and repent.
凡我所疼愛的，我就責備管教他；所以你要發熱心，也要悔改。

我 到於(他們)這每一切 但凡若是 我現在應該持續喜愛/親吻， 我現在持續指證駁斥 並且 我現在持續訓練管教；

你現在就要持續具火熱激昂之情 這樣，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轉念悔悟。
[經文變異RT]

我 到於(他們)這每一切 但凡若是 我現在應該持續喜愛/親吻， 我現在持續指證駁斥 並且 我現在持續訓練管教；

你那時(也是)就要具火熱激昂之情 這樣，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轉念悔悟。

啟 3:20 ivdou. e[sthka evpi. th.n qu,ran kai. krou,w\ eva,n tij avkou,sh| th/j fwnh/j mou kai. avnoi,xh| th.n qu,ran( Îkai.Ð
eivseleu,somai pro.j auvto.n kai. deipnh,sw metV auvtou/ kai. auvto.j metV evmou/Å
Behold, I stand at the door, and knock: if any man hear my voice, and open the door, I will come in to him, and
will sup with him, and he with me.
看哪，我站在門外叩門；若有聽見我聲音就開門的，我要進到他那裏去，我與他，他與我一同坐席。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我現在已經立定站住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門戶， 並且

我現在持續叩門； 但凡若是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聲聞耳聽 從屬(她)那 從屬(她)聲音 從屬我，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向上開啟打開 到於(她)那 到於(她)門戶， 並且 我將要(持續)讓自己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我將要(持續)用晚餐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同一者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我"。
[經文變異RT][經文變異WH]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我現在已經立定站住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門戶， 並且

我現在持續叩門； 但凡若是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聲聞耳聽 從屬(她)那 從屬(她)聲音 從屬我，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向上開啟打開 到於(她)那 到於(她)門戶， 我將要(持續)讓自己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我將要(持續)用晚餐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同一者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我"。

啟 3:21 ò nikw/n dw,sw auvtw/| kaqi,sai metV evmou/ evn tw/| qro,nw| mou( wj̀ kavgw. evni,khsa kai. evka,qisa meta. tou/
patro,j mou evn tw/| qro,nw| auvtou/Å
To him that overcometh will I grant to sit with me in my throne, even as I also overcame, and am set down with
my Father in his throne.
得勝的，我要賜他在我寶座上與我同坐，就如我得了勝，在我父的寶座上與他同坐一般。

(他)那 (他)現正持續獲勝了的， 我將要(持續)給與 在對(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就座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我"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寶座 從屬我， 正如地 並且我 我那時(也是)獲勝 並且 我那時(也是)就座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從屬我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寶座 從屬(他)同一者。

啟 3:22 ò e;cwn ou=j avkousa,tw ti, to. pneu/ma le,gei tai/j evkklhsi,aijÅ
He that hath an ear, let him hear what the Spirit saith unto the churches.
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

(他)那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它)耳朵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聲聞耳聽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它)那 (它)靈/風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傳召。

啟 4:1 Meta. tau/ta ei=don( kai. ivdou. qu,ra hvnew|gme,nh evn tw/| ouvranw/|( kai. h` fwnh. h` prw,th h]n h;kousa wj̀
sa,lpiggoj lalou,shj metV evmou/ le,gwn( VAna,ba w-de( kai. dei,xw soi a] dei/ gene,sqai meta. tau/taÅ
After this I looked, and, behold, a door was opened in heaven: and the first voice which I heard was as it wer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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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rumpet talking with me; which said, Come up hither, and I will shew thee things which must be hereafter.
此後，我觀看，見天上有門開了，我初次聽見好像吹號的聲音，對我說：你上到這裏來，我要將以後必成的事指

示你。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她)門戶

(她)現在已經被向上開啟打開了的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天空/天； 並且 (她)那 (她)聲音 (她)那 (她)首先的，

到於(她)這個 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正如地 從屬(她)喇叭號筒 從屬(她)現正持續發言講說了的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我"，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向上行 也就在此地， 並且 我將要(持續)顯示展現 在對你

到於(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生發成為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不同標點]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她)門戶

(她)現在已經被向上開啟打開了的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天空/天； 並且 (她)那 (她)聲音 (她)那 (她)首先的，

到於(她)這個 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正如地 從屬(她)喇叭號筒 從屬(她)現正持續發言講說了的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我"，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向上行 也就在此地， 並且 我將要(持續)顯示展現 在對你

到於(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生發成為。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她)門戶

(她)現在已經被向上開啟打開了的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天空/天； 並且 (她)那 (她)聲音 (她)那 (她)首先的，

到於(她)這個 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正如地 從屬(她)喇叭號筒 從屬(她)現正持續發言講說了的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我"， (她)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向上行 也就在此地， 並且 我將要(持續)顯示展現 在對你

到於(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生發成為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啟 4:2 euvqe,wj evgeno,mhn evn pneu,mati( kai. ivdou. qro,noj e;keito evn tw/| ouvranw/|( kai. evpi. to.n qro,non kaqh,menoj(
And immediately I was in the spirit: and, behold, a throne was set in heaven, and one sat on the throne.
我立刻被聖靈感動，見有一個寶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寶座上；

平直直接地[同#2117] 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內 在對(它)靈/風；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寶座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安置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天空/天， 並且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那

到於(他)寶座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平直直接地[同#2117] 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內 在對(它)靈/風；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寶座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安置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天空/天， 並且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那

到於(他)寶座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啟 4:3 kai. ò kaqh,menoj o[moioj òra,sei li,qw| iva,spidi kai. sardi,w|( kai. i=rij kuklo,qen tou/ qro,nou o[moioj òra,sei
smaragdi,nw|Å
And he that sat was to look upon like a jasper and a sardine stone: and there was a rainbow round about the
throne, in sight like unto an emerald.
看那坐著的，好像碧玉和紅寶石；又有虹圍著寶座，好像綠寶石。

並且 (他)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他)具同樣相同的 在對(她)看清洞察 在對(他)石頭 在對(她)碧玉 並且

在對(它)紅寶石； 並且 (她)彩虹 從四周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寶座 (他)具同樣相同的 在對(她)看清洞察

在對(他)綠寶石作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具同樣相同的 在對(她)看清洞察 在對(他)石頭

在對(她)碧玉 並且 在對(他)紅寶石； 並且 (她)彩虹 從四周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寶座 (他)具同樣相同的

在對(她)看清洞察 在對(他)綠寶石作的。
[經文變異MT]

(他)具同樣相同的 在對(她)看清洞察 在對(他)石頭 在對(她)碧玉 並且 在對(它)紅寶石； 並且 (她)彩虹 從四周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寶座 具同樣相同地 在對(她)看清洞察 在對(他)綠寶石作的。

啟 4:4 kai. kuklo,qen tou/ qro,nou qro,nouj ei;kosi te,ssarej( kai. evpi. tou.j qro,nouj ei;kosi te,ssaraj presbute,rouj
kaqhme,nouj peribeblhme,nouj evn im̀ati,oij leukoi/j kai. evpi. ta.j kefala.j auvtw/n stefa,nouj crusou/jÅ
And round about the throne were four and twenty seats: and upon the seats I saw four and twenty elders sitting,
clothed in white raiment; and they had on their heads crowns of gold.
寶座的周圍，又有二十四個座位，其上坐著二十四位長老，身穿白衣，頭上戴著金冠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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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 從四周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寶座 到於(他們)寶座 到於(他們)二十 到於(他們)四個； 並且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寶座 到於(他們)二十 到於(他們)四個 到於(他們)更年長的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到於(他們)現在已經被披蓋穿裹了的
註1 在內 在對(它們)衣服

在對(它們)亮光潔白的， 並且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頭 從屬(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們)花冠

到於(他們)黃金的。

註1：“到於(他們)現在已經被披蓋穿裹了的”文法上亦可以為“到於(他們)現在已經讓自己披蓋穿裹了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從四周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寶座 (他們)寶座 (他們)二十 並且 (他們)四個註1； 並且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寶座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二十 並且 到於(他們)四個

到於(他們)更年長的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到於(他們)現在已經被披蓋穿裹了的 在內 在對(它們)衣服

在對(它們)亮光潔白的，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持有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頭

從屬(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們)花冠 到於(他們)黃金的。

註1：“到於(他們)二十 到於(他們)四個”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們)二十 (他們)四個”。

[經文變異WH]

並且 從四周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寶座 (他們)寶座 (他們)二十 (他們)四個； 並且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寶座 到於(他們)二十 到於(他們)四個 到於(他們)更年長的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到於(他們)現在已經被披蓋穿裹了的 在對(它們)衣服 在對(它們)亮光潔白的， 並且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頭 從屬(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們)花冠 到於(他們)黃金的。
[經文變異MT]

並且 從四周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寶座 (他們)寶座 (他們)二十 (他們)四個； 並且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寶座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二十 到於(他們)四個 到於(他們)更年長的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到於(他們)現在已經被披蓋穿裹了的 在內 在對(它們)衣服

在對(它們)亮光潔白的， 並且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頭 從屬(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們)花冠

到於(他們)黃金的。

啟 4:5 kai. evk tou/ qro,nou evkporeu,ontai avstrapai. kai. fwnai. kai. brontai,( kai. ep̀ta. lampa,dej puro.j kaio,menai
evnw,pion tou/ qro,nou( a[ eivsin ta. ep̀ta. pneu,mata tou/ qeou/(
And out of the throne proceeded lightnings and thunderings and voices: and there were seven lamps of fire
burning before the throne, which are the seven Spirits of God.
有閃電，聲音，雷轟，從寶座中發出。又有七盞火燈在寶座前點著，這七燈就是神的七靈。

並且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寶座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向外行去 (她們)閃電強光 並且 (她們)聲音

並且 (她們)打雷 並且 (她們)七個 (她們)火燈/火把 從屬(它)火 (她們)現正持續被點燃焚燒了的 在面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寶座， (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它們)那些 (它們)七個 (它們)靈/風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經文變異RT]

並且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寶座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向外行去 (她們)閃電強光 並且 (她們)打雷

並且 (她們)聲音 並且 (她們)七個 (她們)火燈/火把 從屬(它)火 (她們)現正持續被點燃焚燒了的 在面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寶座， (她們)這些個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它們)那些 (它們)七個 (它們)靈/風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經文變異MT]

並且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寶座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向外行去 (她們)閃電強光 並且 (她們)聲音

並且 (她們)打雷 並且 (她們)七個 (她們)火燈/火把 從屬(它)火 (她們)現正持續被點燃焚燒了的 在面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寶座 從屬(他)同一者， (她們)這些個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它們)那些 (它們)七個 (它們)靈/風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啟 4:6 kai. evnw,pion tou/ qro,nou wj̀ qa,lassa ùali,nh òmoi,a krusta,llw|Å Kai. evn me,sw| tou/ qro,nou kai. ku,klw| tou/
qro,nou te,ssara zw/|a ge,monta ovfqalmw/n e;mprosqen kai. o;pisqenÅ
And before the throne there was a sea of glass like unto crystal: and in the midst of the throne, and round about
the throne, were four beasts full of eyes before and behind.
寶座前好像一個玻璃海如同水晶；寶座中，和寶座周圍有四個活物，前後遍體都滿了眼睛。

並且 在面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寶座 正如地 (她)海 (她)玻璃作的 (她)具同樣相同的 在對(他)水晶。 並且 在內

在對(它)中間當中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寶座 並且 在對(他)四周 從屬(他)那 從屬(他)寶座 (它們)四個 (它們)活物

(它們)現正持續鼓起滿載了的 從屬(他們)眼睛 從在其前地 並且 從在後面地。
[經文變異RT]

並且 在面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寶座 (她)海 (她)玻璃作的 (她)具同樣相同的 在對(他)水晶。 並且 在內

在對(它)中間當中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寶座 並且 在對(他)四周 從屬(他)那 從屬(他)寶座 (它們)四個 (它們)活物

(它們)現正持續鼓起滿載了的 從屬(他們)眼睛 從在其前地 並且 從在後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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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 4:7 kai. to. zw/|on to. prw/ton o[moion le,onti kai. to. deu,teron zw/|on o[moion mo,scw| kai. to. tri,ton zw/|on e;cwn
to. pro,swpon ẁj avnqrw,pou kai. to. te,tarton zw/|on o[moion avetw/| petome,nw|Å
And the first beast was like a lion, and the second beast like a calf, and the third beast had a face as a man, and
the fourth beast was like a flying eagle.
第一個活物像獅子，第二個像牛犢，第三個臉面像人，第四個像飛鷹。

並且 (它)那 (它)活物 (它)那 (它)首先的 (它)具同樣相同的 在對(他)獅子， 並且 (它)那 (它)第二的 (它)活物

(它)具同樣相同的 在對(他)小公牛犢， 並且 (它)那 (它)第三的 (它)活物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前面的臉面 正如地 從屬(他)人， 並且 (它)那 (它)第四的 (它)活物 (它)具同樣相同的 在對(他)老鷹

在對(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展翅飛行了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它)那 (它)活物 (它)那 (它)首先的 (它)具同樣相同的 在對(他)獅子， 並且 (它)那 (它)第二的 (它)活物

(它)具同樣相同的 在對(他)小公牛犢， 並且 (它)那 (它)第三的 (它)活物 (它)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前面的臉面 正如地 (他)人， 並且 (它)那 (它)第四的 (它)活物 (它)具同樣相同的 在對(他)老鷹

在對(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展翅飛行了的。

啟 4:8 kai. ta. te,ssara zw/|a( e]n kaqV e]n auvtw/n e;cwn avna. pte,rugaj e[x( kuklo,qen kai. e;swqen ge,mousin ovfqalmw/n(
kai. avna,pausin ouvk e;cousin hm̀e,raj kai. nukto.j le,gontej( {Agioj a[gioj a[gioj ku,rioj ò qeo.j ò pantokra,twr( ò
h=n kai. ò w'n kai. ò evrco,menojÅ
And the four beasts had each of them six wings about him; and they were full of eyes within: and they rest not
day and night, saying, Holy, holy, holy, Lord God Almighty, which was, and is, and is to come.
四活物各有六個翅膀，遍體內外都滿了眼睛；他們晝夜不住的說：聖哉，聖哉，聖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後永

在的全能者。

並且 (它們)那些 (它們)四個 (它們)活物， (它)一個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一個 從屬(它們)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向上到/各向上到 到於(她們)羽翼翅膀 到於(她們)六個， 從四周地 並且 從入內裏面地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鼓起滿載 從屬(他們)眼睛； 並且 到於(她)休息恢復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持有

從屬(她)日子/白日 並且 從屬(她)夜晚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他)聖的， (他)聖的， (他)聖的， (他)主人 (他)那

(他)神 (他)那 (他)全能者， (他)那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並且 (他)那 (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並且 (他)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它們)四個 (它們)活物， (它)一個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同一者自己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持有

向上到/各向上到 到於(她們)羽翼翅膀 到於(她們)六個 從四周地， 並且 從入內裏面地 (它們)現正持續鼓起滿載了的

從屬(他們)眼睛； 並且 到於(她)休息恢復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持有 從屬(她)日子/白日 並且 從屬(她)夜晚

(它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他)聖的， (他)聖的， (他)聖的， (他)主人 (他)那 (他)神 (他)那 (他)全能者， (他)那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並且 (他)那 (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並且 (他)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經文變異MT][不同標點]

並且 (它們)那些 (它們)四個 (它們)活物， (它)一個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一個 (它)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向上到/各向上到 到於(她們)羽翼翅膀 到於(她們)六個 從四周地， 並且 從入內裏面地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鼓起滿載

從屬(他們)眼睛； 並且 到於(她)休息恢復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持有 從屬(她)日子/白日 並且 從屬(她)夜晚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他)聖的， (他)聖的， (他)聖的， (他)主人 (他)那 (他)神 (他)那 (他)全能者， (他)那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並且 (他)那 (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並且 (他)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啟 4:9 kai. o[tan dw,sousin ta. zw/|a do,xan kai. timh.n kai. euvcaristi,an tw/| kaqhme,nw| evpi. tw/| qro,nw| tw/| zw/nti eivj
tou.j aivw/naj tw/n aivw,nwn(
And when those beasts give glory and honour and thanks to him that sat on the throne, who liveth for ever and
ever,
每逢四活物將榮耀，尊貴，感謝，歸給那坐在寶座上，活到永永遠遠者的時候，

並且 但凡當這時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給與 (它們)那些 (它們)活物 到於(她)榮耀 並且 到於(她)珍貴價值 並且

到於(她)感恩祝謝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那 在對(他)寶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活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世紀時代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世紀時代，
[經文變異RT][經文變異WH]

並且 但凡當這時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給與 (它們)那些 (它們)活物 到於(她)榮耀 並且 到於(她)珍貴價值 並且

到於(她)感恩祝謝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他)那 從屬(他)寶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活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世紀時代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世紀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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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 4:10 pesou/ntai oì ei;kosi te,ssarej presbu,teroi evnw,pion tou/ kaqhme,nou evpi. tou/ qro,nou kai. proskunh,sousin
tw/| zw/nti eivj tou.j aivw/naj tw/n aivw,nwn kai. balou/sin tou.j stefa,nouj auvtw/n evnw,pion tou/ qro,nou le,gontej(
The four and twenty elders fall down before him that sat on the throne, and worship him that liveth for ever and
ever, and cast their crowns before the throne, saying,
那二十四位長老，就俯伏在坐寶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遠遠的，又把他們的冠冕放在寶座前，說：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被落下墜落 (他們)那些 (他們)二十 (他們)四個 (他們)更年長的 在面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他)那 從屬(他)寶座，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敬拜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活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世紀時代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世紀時代，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投擲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花冠 從屬(他們)同一者 在面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寶座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被落下墜落 (他們)那些 (他們)二十 並且 (他們)四個 (他們)更年長的 在面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他)那 從屬(他)寶座，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敬拜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活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世紀時代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世紀時代，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投擲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花冠 從屬(他們)同一者 在面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寶座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啟 4:11 :Axioj ei=( ò ku,rioj kai. o` qeo.j h̀mw/n( labei/n th.n do,xan kai. th.n timh.n kai. th.n du,namin( o[ti su.
e;ktisaj ta. pa,nta kai. dia. to. qe,lhma, sou h=san kai. evkti,sqhsanÅ
Thou art worthy, O Lord, to receive glory and honour and power: for thou hast created all things, and for thy
pleasure they are and were created.
我們的主，我們的神，你是配得榮耀尊貴權柄的；因為你創造了萬物，並且萬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創造而有的。

(他)相配值得的 你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主人 並且 (他)那 (他)神 從屬我們 那時(也是)要去拿取 到於(她)那

到於(她)榮耀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珍貴價值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能力權能； 是這樣 你

你那時(也是)創造建立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並且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

到於(它)所定意 從屬你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創造建立。
[經文變異RT]

(他)相配值得的 你現在持續是 阿,(他)主人 那時(也是)要去拿取 到於(她)那 到於(她)榮耀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珍貴價值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能力權能； 是這樣 你 你那時(也是)創造建立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並且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 到於(它)所定意 從屬你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創造建立。
[經文變異MT]

(他)相配值得的 你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主人 並且 (他)那 (他)神 從屬我們 (他)那 (他)聖的 那時(也是)要去拿取

到於(她)那 到於(她)榮耀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珍貴價值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能力權能； 是這樣 你

你那時(也是)創造建立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並且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

到於(它)所定意 從屬你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創造建立。

啟 5:1 Kai. ei=don evpi. th.n dexia.n tou/ kaqhme,nou evpi. tou/ qro,nou bibli,on gegramme,non e;swqen kai. o;pisqen
katesfragisme,non sfragi/sin èpta,Å
And I saw in the right hand of him that sat on the throne a book written within and on the backside, sealed with
seven seals.
我看見坐寶座的右手中有書卷，裏外都寫著字，用七印封嚴了。

並且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右手邊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他)那 從屬(他)寶座 到於(它)小書卷

到於(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了的 從入內裏面地 並且 從在後面地， 到於(它)現在已經被向下蓋圖章封印了的

在對(她們)圖章封印 在對(她們)七個。

啟 5:2 kai. ei=don a;ggelon ivscuro.n khru,ssonta evn fwnh/| mega,lh|( Ti,j a;xioj avnoi/xai to. bibli,on kai. lu/sai ta.j
sfragi/daj auvtou/È
And I saw a strong angel proclaiming with a loud voice, Who is worthy to open the book, and to loose the seals
thereof?
我又看見一位大力的天使，大聲宣傳說：有誰配展開那書卷，揭開那七印呢。

並且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他)使者 到於(他)強壯大力的 到於(他)現正持續傳達宣講了的 在內 在對(她)聲音

在對(她)極大的， (他)任何什麼呢 (他)相配值得的 那時(也是)要去向上開啟打開 到於(它)那 到於(它)小書卷，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鬆綁脫解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圖章封印 從屬(它)同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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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變異RT]

並且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他)使者 到於(他)強壯大力的 到於(他)現正持續傳達宣講了的 在對(她)聲音

在對(她)極大的， (他)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相配值得的 那時(也是)要去向上開啟打開 到於(它)那

到於(它)小書卷，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鬆綁脫解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圖章封印 從屬(它)同一者？
[經文變異MT]

並且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他)使者 到於(他)強壯大力的 到於(他)現正持續傳達宣講了的 在對(她)聲音

在對(她)極大的， (他)任何什麼呢 (他)相配值得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那時(也是)要去向上開啟打開 到於(它)那

到於(它)小書卷，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鬆綁脫解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圖章封印 從屬(它)同一者？

啟 5:3 kai. ouvdei.j evdu,nato evn tw/| ouvranw/| ouvde. evpi. th/j gh/j ouvde. ùpoka,tw th/j gh/j avnoi/xai to. bibli,on ou;te
ble,pein auvto,Å
And no man in heaven, nor in earth, neither under the earth, was able to open the book, neither to look thereon.
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沒有能展開能觀看那書卷的。

並且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天空/天， 然而也不是地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然而也不是地 在下面地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那時(也是)要去向上開啟打開 到於(它)那 到於(它)小書卷， 並不/又不 現要去持續著眼觀看 到於(它)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天空/天， 然而也不是地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然而也不是地 在下面地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那時(也是)要去向上開啟打開 到於(它)那 到於(它)小書卷， 然而也不是地 現要去持續著眼觀看 到於(它)同一者。
[經文變異MT]

並且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天空/天 上頭地，

並不/又不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並不/又不 在下面地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那時(也是)要去向上開啟打開 到於(它)那 到於(它)小書卷， 並不/又不 現要去持續著眼觀看 到於(它)同一者。

啟 5:4 kai. e;klaion polu,( o[ti ouvdei.j a;xioj eùre,qh avnoi/xai to. bibli,on ou;te ble,pein auvto,Å
And I wept much, because no man was found worthy to open and to read the book, neither to look thereon.
因為沒有配展開，配觀看那書卷的，我就大哭。

並且 我當時持續哭泣哀號 到於(它)許多的， 是這樣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相配值得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找到尋見 那時(也是)要去向上開啟打開 到於(它)那 到於(它)小書卷， 並不/又不

現要去持續著眼觀看 到於(它)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我 我當時持續哭泣哀號 到於(它們)許多的， 是這樣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相配值得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找到尋見 那時(也是)要去向上開啟打開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宣讀誦念 到於(它)那

到於(它)小書卷， 並不/又不 現要去持續著眼觀看 到於(它)同一者。
[經文變異WH]

並且 我 我當時持續哭泣哀號 到於(它)許多的， 是這樣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相配值得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找到尋見 那時(也是)要去向上開啟打開 到於(它)那 到於(它)小書卷， 並不/又不

現要去持續著眼觀看 到於(它)同一者。

啟 5:5 kai. ei-j evk tw/n presbute,rwn le,gei moi( Mh. klai/e( ivdou. evni,khsen ò le,wn ò evk th/j fulh/j VIou,da( h̀ rì,za
Daui,d( avnoi/xai to. bibli,on kai. ta.j èpta. sfragi/daj auvtou/Å
And one of the elders saith unto me, Weep not: behold, the Lion of the tribe of Juda, the Root of David, hath
prevailed to open the book, and to loose the seven seals thereof.
長老中有一位對我說：不要哭；看哪，猶大支派中的獅子，大衛的根，他已得勝，能以展開那書卷，揭開那七印

。

並且 (他)一個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更年長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我， 不會/不要

你現在就要持續哭泣哀號；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她/它那時(也是)獲勝 (他)那 (他)獅子 (他)那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分支族派 從屬(他)猶大地方， (她)那 (她)根 從屬(他)大衛， 那時(也是)要去向上開啟打開

到於(它)那 到於(它)小書卷 並且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七個 到於(她們)圖章封印 從屬(它)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一個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更年長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我， 不會/不要

你現在就要持續哭泣哀號；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她/它那時(也是)獲勝 (他)那 (他)獅子 (他)那

(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分支族派 從屬(他)猶大地方， (她)那 (她)根 從屬(他)大衛，

那時(也是)要去向上開啟打開 到於(它)那 到於(它)小書卷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鬆綁脫解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七個 到於(她們)圖章封印 從屬(它)同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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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 5:6 Kai. ei=don evn me,sw| tou/ qro,nou kai. tw/n tessa,rwn zw,|wn kai. evn me,sw| tw/n presbute,rwn avrni,on es̀thko.j
wj̀ evsfagme,non e;cwn ke,rata èpta. kai. ovfqalmou.j ep̀ta. oi[ eivsin ta. Îep̀ta.Ð pneu,mata tou/ qeou/ avpestalme,noi eivj
pa/san th.n gh/nÅ
And I beheld, and, lo, in the midst of the throne and of the four beasts, and in the midst of the elders, stood a
Lamb as it had been slain, having seven horns and seven eyes, which are the seven Spirits of God sent forth
into all the earth.
我又看見寶座與四活物並長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殺過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靈，奉差遣往普天下

去的。

並且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在內 在對(它)中間當中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寶座 並且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四個

從屬(它們)活物， 並且 在內 在對(它)中間當中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更年長的， (它)小羊羔

(它)現在已經立定站住了的 正如地 (它)現在已經被屠宰殺戮了的，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它們)角 到於(它們)七個

並且 到於(他們)眼睛 到於(他們)七個， (他們)這些個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它們)那些 (它們)七個 (它們)靈/風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們)現在已經被分派差遣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經文變異RT]

並且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在內 在對(它)中間當中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寶座 並且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四個 從屬(它們)活物， 並且 在內 在對(它)中間當中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更年長的， (它)小羊羔 (它)現在已經立定站住了的 正如地 (它)現在已經被屠宰殺戮了的，

(它)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它們)角 到於(它們)七個 並且 到於(他們)眼睛 到於(他們)七個， (他們)這些個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它們)那些 (它們)七個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它們)靈/風， (它們)那些

(它們)現在已經被分派差遣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經文變異MT]

並且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在內 在對(它)中間當中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寶座 並且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四個

從屬(它們)活物， 並且 在內 在對(它)中間當中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更年長的， (它)小羊羔

(它)現在已經立定站住了的 正如地 (它)現在已經被屠宰殺戮了的， (它)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它們)角 到於(它們)七個

並且 到於(他們)眼睛 到於(他們)七個， (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它們)那些 (它們)七個 (它們)靈/風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它們)現正持續被分派差遣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啟 5:7 kai. h=lqen kai. ei;lhfen evk th/j dexia/j tou/ kaqhme,nou evpi. tou/ qro,nouÅ
And he came and took the book out of the right hand of him that sat upon the throne.
這羔羊前來，從坐寶座的右手裏拿了書卷。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並且 他/她/它現在已經拿取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右手邊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他)那 從屬(他)寶座。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並且 他/她/它現在已經拿取 到於(它)那 到於(它)小書卷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右手邊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他)那 從屬(他)寶座。

啟 5:8 kai. o[te e;laben to. bibli,on( ta. te,ssara zw/|a kai. oi` ei;kosi te,ssarej presbu,teroi e;pesan evnw,pion tou/
avrni,ou e;contej e[kastoj kiqa,ran kai. fia,laj crusa/j gemou,saj qumiama,twn( ai[ eivsin ai` proseucai. tw/n àgi,wn(
And when he had taken the book, the four beasts and four and twenty elders fell down before the Lamb, having
every one of them harps, and golden vials full of odours, which are the prayers of saints.
他既拿了書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長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著琴，和盛滿了香的金爐；這香就是眾聖徒的

祈禱。

並且 當這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拿取 到於(它)那 到於(它)小書卷， (它們)那些 (它們)四個 (它們)活物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二十 (他們)四個 (他們)更年長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落下墜落 在面前地 從屬(它)那

從屬(它)小羊羔， (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他)各個的 到於(她)豎琴 並且 到於(她們)杯碗 到於(她們)黃金的

到於(她們)現正持續鼓起滿載了的 從屬(它們)所燒的香， (她們)這些個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她們)那些

(她們)求告祈禱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聖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當這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拿取 到於(它)那 到於(它)小書卷， (它們)那些 (它們)四個 (它們)活物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二十 (他們)四個 (他們)更年長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落下墜落 在面前地 從屬(它)那

從屬(它)小羊羔， (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他)各個的 到於(她們)豎琴 並且 到於(她們)杯碗 到於(她們)黃金的

到於(她們)現正持續鼓起滿載了的 從屬(它們)所燒的香， (她們)這些個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她們)那些

(她們)求告祈禱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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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 5:9 kai. a;|dousin wv|dh.n kainh.n le,gontej( :Axioj ei= labei/n to. bibli,on kai. avnoi/xai ta.j sfragi/daj auvtou/( o[ti
evsfa,ghj kai. hvgo,rasaj tw/| qew/| evn tw/| ai[mati, sou evk pa,shj fulh/j kai. glw,sshj kai. laou/ kai. e;qnouj
And they sung a new song, saying, Thou art worthy to take the book, and to open the seals thereof: for thou
wast slain, and hast redeemed us to God by thy blood out of every kindred, and tongue, and people, and nation;
他們唱新歌，說：你配拿書卷，配揭開七印；因為你曾被殺，用自己的血從各族各方，各民各國中買了人來，叫

他們歸於神，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歌詠頌唱 到於(她)詩曲頌歌 到於(她)嶄新的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他)相配值得的

你現在持續是 那時(也是)要去拿取 到於(它)那 到於(它)小書卷，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向上開啟打開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圖章封印 從屬(它)同一者； 是這樣 你那時(也是)被屠宰殺戮， 並且 你那時(也是)購買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血 從屬你 向外出來 從屬(她)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她)分支族派 並且

從屬(她)舌頭/語言 並且 從屬(他)人民百姓 並且 從屬(它)種族邦國，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歌詠頌唱 到於(她)詩曲頌歌 到於(她)嶄新的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他)相配值得的

你現在持續是 那時(也是)要去拿取 到於(它)那 到於(它)小書卷，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向上開啟打開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圖章封印 從屬(它)同一者； 是這樣 你那時(也是)被屠宰殺戮， 並且 你那時(也是)購買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到於我們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血 從屬你 向外出來 從屬(她)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她)分支族派 並且

從屬(她)舌頭/語言 並且 從屬(他)人民百姓 並且 從屬(它)種族邦國，

啟 5:10 kai. evpoi,hsaj auvtou.j tw/| qew/| hm̀w/n basilei,an kai. ièrei/j( kai. basileu,sousin evpi. th/j gh/jÅ
And hast made us unto our God kings and priests: and we shall reign on the earth.
又叫他們成為國民，作祭司，歸於神；在地上執掌王權。

並且 你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到於(他們)同一者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從屬我們 到於(她)王權國度 並且

到於(他們)祭司，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作君王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經文變異RT]

並且 你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到於我們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從屬我們 到於(他們)君王 並且 到於(他們)祭司； 並且

我們將要(持續)作君王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經文變異WH]

並且 你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到於(他們)同一者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從屬我們 到於(她)王權國度 並且

到於(他們)祭司，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作君王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經文變異MT]

並且 你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到於(他們)同一者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從屬我們 到於(他們)君王 並且

到於(他們)祭司，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作君王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啟 5:11 Kai. ei=don( kai. h;kousa fwnh.n avgge,lwn pollw/n ku,klw| tou/ qro,nou kai. tw/n zw,|wn kai. tw/n
presbute,rwn( kai. h=n ò avriqmo.j auvtw/n muria,dej muria,dwn kai. cilia,dej cilia,dwn
And I beheld, and I heard the voice of many angels round about the throne and the beasts and the elders: and
the number of them was ten thousand times ten thousand, and thousands of thousands;
我又看見，且聽見，寶座與活物並長老的周圍，有許多天使的聲音；他們的數目有千千萬萬；

並且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並且 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到於(她)聲音 從屬(他們)使者 從屬(他們)許多的

在對(他)四周 從屬(他)那 從屬(他)寶座 並且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活物 並且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更年長的；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那 (他)數目 從屬(他們)同一者 (她們)一萬 從屬(她們)一萬 並且

(她們)一千之數 從屬(她們)一千之數；
[經文變異RT]

並且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並且 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到於(她)聲音 從屬(他們)使者 從屬(他們)許多的 從四周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寶座 並且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活物 並且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更年長的； 並且

(她們)一千之數 從屬(她們)一千之數；
[經文變異MT]

並且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並且 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正如地 到於(她)聲音 從屬(他們)使者 從屬(他們)許多的

在對(他)四周 從屬(他)那 從屬(他)寶座 並且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活物 並且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更年長的；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那 (他)數目 從屬(他們)同一者 (她們)一萬 從屬(她們)一萬 並且

(她們)一千之數 從屬(她們)一千之數；

啟 5:12 le,gontej fwnh/| mega,lh|( :Axio,n evstin to. avrni,on to. evsfagme,non labei/n th.n du,namin kai. plou/ton kai.
sofi,an kai. ivscu.n kai. timh.n kai. do,xan kai. euvlogi,anÅ
Saying with a loud voice, Worthy is the Lamb that was slain to receive power, and riches, and wisdom, and
strength, and honour, and glory, and bl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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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聲說：曾被殺的羔羊，是配得權柄，豐富，智慧，能力，尊貴，榮耀，頌讚的。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在對(她)聲音 在對(她)極大的， (它)相配值得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那 (它)小羊羔 (它)那

(它)現在已經被屠宰殺戮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拿取 到於(她)那 到於(她)能力權能 並且 到於(他)豐滿富足 並且

到於(她)智慧 並且 到於(她)強壯大力 並且 到於(她)珍貴價值 並且 到於(她)榮耀 並且 到於(她)稱讚祝福。
[經文變異MT]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在對(她)聲音 在對(她)極大的， (它)相配值得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那 (它)小羊羔 (它)那

(它)現在已經被屠宰殺戮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拿取 到於(她)那 到於(她)能力權能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豐滿富足

並且 到於(她)智慧 並且 到於(她)強壯大力 並且 到於(她)珍貴價值 並且 到於(她)榮耀 並且 到於(她)稱讚祝福。

啟 5:13 kai. pa/n kti,sma o] evn tw/| ouvranw/| kai. evpi. th/j gh/j kai. ùpoka,tw th/j gh/j kai. evpi. th/j qala,sshj kai. ta. evn
auvtoi/j pa,nta h;kousa le,gontaj( Tw/| kaqhme,nw| evpi. tw/| qro,nw| kai. tw/| avrni,w| h̀ euvlogi,a kai. h` timh. kai. h` do,xa
kai. to. kra,toj eivj tou.j aivw/naj tw/n aivw,nwnÅ
And every creature which is in heaven, and on the earth, and under the earth, and such as are in the sea, and
all that are in them, heard I saying, Blessing, and honour, and glory, and power, be unto him that sitteth upon
the throne, and unto the Lamb for ever and ever.
我又聽見，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滄海裏，和天地間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說：但願頌讚，尊貴，榮耀，權勢

，都歸給坐寶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遠遠。

並且 到於(它)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所創造建立 (它)這個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天空/天 並且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並且 在下面地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並且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海，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在內 在對(它們)同一者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那

在對(他)寶座 並且 在對(它)那 在對(它)小羊羔 (她)那 (她)稱讚祝福 並且 (她)那 (她)珍貴價值 並且 (她)那 (她)榮耀

並且 (它)那 (它)魄力權勢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世紀時代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世紀時代。
[經文變異RT]

並且 到於(它)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所創造建立 (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天空/天

並且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地土/地 並且 在下面地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並且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海， 到於(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在內 在對(它們)同一者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他)那 從屬(他)寶座 並且 在對(它)那 在對(它)小羊羔 (她)那

(她)稱讚祝福 並且 (她)那 (她)珍貴價值 並且 (她)那 (她)榮耀 並且 (它)那 (它)魄力權勢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世紀時代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世紀時代。
[經文變異WH]

並且 到於(它)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所創造建立 (它)這個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天空/天 並且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並且 在下面地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並且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海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在內 在對(它們)同一者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他)那

從屬(他)寶座 並且 在對(它)那 在對(它)小羊羔 (她)那 (她)稱讚祝福 並且 (她)那 (她)珍貴價值 並且 (她)那 (她)榮耀

並且 (它)那 (它)魄力權勢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世紀時代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世紀時代。
[經文變異MT]

並且 到於(它)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所創造建立 (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天空/天

並且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並且 在下面地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並且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海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在內 在對(它們)同一者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他)那 從屬(他)寶座 並且 在對(它)那 在對(它)小羊羔 (她)那 (她)稱讚祝福 並且 (她)那 (她)珍貴價值 並且

(她)那 (她)榮耀 並且 (它)那 (它)魄力權勢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世紀時代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世紀時代。 阿們。

啟 5:14 kai. ta. te,ssara zw/|a e;legon( VAmh,nÅ kai. oi` presbu,teroi e;pesan kai. proseku,nhsanÅ
And the four beasts said, Amen. And the four and twenty elders fell down and worshipped him that liveth for
ever and ever.
四活物就說：阿們。眾長老也俯伏敬拜。

並且 (它們)那些 (它們)四個 (它們)活物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阿們。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更年長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落下墜落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敬拜。
[經文變異RT]

並且 (它們)那些 (它們)四個 (它們)活物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道說， 阿們。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二十 (他們)四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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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更年長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落下墜落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敬拜 在對(他)現正持續活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世紀時代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世紀時代。
[經文變異MT]

並且 (它們)那些 (它們)四個 (它們)活物 (它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到於(它)那 阿們。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更年長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落下墜落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敬拜。

啟 6:1 Kai. ei=don o[te h;noixen to. avrni,on mi,an evk tw/n ep̀ta. sfragi,dwn( kai. h;kousa eǹo.j evk tw/n tessa,rwn
zw,|wn le,gontoj ẁj fwnh. bronth/j( :ErcouÅ
And I saw when the Lamb opened one of the seals, and I heard, as it were the noise of thunder, one of the four
beasts saying, Come and see.
我看見羔羊揭開七印中第一印的時候，就聽見四活物中的一個活物，聲音如雷，說：你來。

並且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當這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上開啟打開 (它)那 (它)小羊羔 到於(她)一個/第一

向外出來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七個 從屬(她們)圖章封印， 並且 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從屬(它)一個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四個 從屬(它們)活物 從屬(它)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正如地 (她)聲音 從屬(她)打雷，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經文變異RT]

並且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當這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上開啟打開 (它)那 (它)小羊羔 到於(她)一個/第一

向外出來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圖章封印， 並且 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從屬(它)一個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四個 從屬(它們)活物 從屬(它)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正如地 (她)聲音 從屬(她)打雷，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看見察覺。
[經文變異MT]

並且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當這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上開啟打開 (它)那 (它)小羊羔 到於(她)一個/第一

向外出來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七個 從屬(她們)圖章封印， 並且 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從屬(它)一個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四個 從屬(它們)活物 從屬(它)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正如地 (她)聲音 從屬(她)打雷，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看見察覺。

啟 6:2 kai. ei=don( kai. ivdou. i[ppoj leuko,j( kai. ò kaqh,menoj evpV auvto.n e;cwn to,xon kai. evdo,qh auvtw/| ste,fanoj kai.
evxh/lqen nikw/n kai. i[na nikh,sh|Å
And I saw, and behold a white horse: and he that sat on him had a bow; and a crown was given unto him: and
he went forth conquering, and to conquer.
我就觀看，見有一匹白馬，騎在馬上的拿著弓；並有冠冕賜給他；他便出來，勝了又要勝。

並且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馬 (他)亮光潔白的， 並且 (他)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它)弓；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給與 在對(他)同一者 (他)花冠；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他)現正持續獲勝了的， 並且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獲勝。
[經文變異RT]

並且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馬 (他)亮光潔白的， 並且 (他)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它)弓；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給與 在對(他)同一者 (他)花冠；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他)現正持續獲勝了的， 並且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獲勝。
[經文變異MT]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馬 (他)亮光潔白的， 並且 (他)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它)弓；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給與 在對(他)同一者

(他)花冠；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他)現正持續獲勝了的， 並且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獲勝。

啟 6:3 Kai. o[te h;noixen th.n sfragi/da th.n deute,ran( h;kousa tou/ deute,rou zw,|ou le,gontoj( :ErcouÅ
And when he had opened the second seal, I heard the second beast say, Come and see.
揭開第二印的時候，我聽見第二個活物說：你來。

並且 當這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上開啟打開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圖章封印 到於(她)那 到於(她)第二的，

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從屬(它)那 從屬(它)第二的 從屬(它)活物 從屬(它)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經文變異RT]

並且 當這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上開啟打開 到於(她)那 到於(她)第二的 到於(她)圖章封印，

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從屬(它)那 從屬(它)第二的 從屬(它)活物 從屬(它)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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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並且 你現在就要持續著眼觀看。
[經文變異MT]

並且 當這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上開啟打開 到於(她)那 到於(她)第二的 到於(她)圖章封印，

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從屬(它)那 從屬(它)第二的 從屬(它)活物 從屬(它)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啟 6:4 kai. evxh/lqen a;lloj i[ppoj purro,j( kai. tw/| kaqhme,nw| evpV auvto.n evdo,qh auvtw/| labei/n th.n eivrh,nhn evk th/j gh/j
kai. i[na avllh,louj sfa,xousin kai. evdo,qh auvtw/| ma,caira mega,lhÅ
And there went out another horse that was red: and power was given to him that sat thereon to take peace from
the earth, and that they should kill one another: and there was given unto him a great sword.
就另有一匹馬出來，是紅的；有權柄給了那騎馬的，可以從地上奪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殺；又有一把大刀賜給他

。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他)另外不同的 (他)馬 (他)火紅的/畢羅斯； 並且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給與 在對(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拿取 到於(她)那 到於(她)和平安寧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並且 為要 到於(他們)彼此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屠宰殺戮；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給與 在對(他)同一者 (她)兵刃 (她)極大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他)另外不同的 (他)馬 (他)火紅的/畢羅斯； 並且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給與 在對(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拿取 到於(她)那 到於(她)和平安寧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並且 為要

到於(他們)彼此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屠宰殺戮；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給與 在對(他)同一者 (她)兵刃

(她)極大的。
[經文變異M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他)另外不同的 (他)馬 從屬(它)火； 並且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給與 在對(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拿取 到於(她)那 到於(她)和平安寧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為要 到於(他們)彼此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屠宰殺戮；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給與 在對(他)同一者 (她)兵刃 (她)極大的。

啟 6:5 Kai. o[te h;noixen th.n sfragi/da th.n tri,thn( h;kousa tou/ tri,tou zw,|ou le,gontoj( :ErcouÅ kai. ei=don( kai.
ivdou. i[ppoj me,laj( kai. ò kaqh,menoj evpV auvto.n e;cwn zugo.n evn th/| ceiri. auvtou/Å
And when he had opened the third seal, I heard the third beast say, Come and see. And I beheld, and lo a black
horse; and he that sat on him had a pair of balances in his hand.
揭開第三印的時候，我聽見第三個活物說：你來。我就觀看，見有一匹黑馬；騎在馬上的手裏拿著天平。

並且 當這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上開啟打開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圖章封印 到於(她)那 到於(她)第三的，

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從屬(它)那 從屬(它)第三的 從屬(它)活物 從屬(它)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並且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馬

(他)墨黑的； 並且 (他)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他)軛/天平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手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當這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上開啟打開 到於(她)那 到於(她)第三的 到於(她)圖章封印，

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從屬(它)那 從屬(它)第三的 從屬(它)活物 從屬(它)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並且 你現在就要持續著眼觀看。 並且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馬 (他)墨黑的； 並且 (他)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他)軛/天平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手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MT]

並且 當這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上開啟打開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圖章封印 到於(她)那 到於(她)第三的，

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從屬(它)那 從屬(它)第三的 從屬(它)活物 從屬(它)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看見察覺。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馬 (他)墨黑的； 並且 (他)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他)軛/天平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手 從屬(他)同一者。

啟 6:6 kai. h;kousa wj̀ fwnh.n evn me,sw| tw/n tessa,rwn zw,|wn le,gousan( Coi/nix si,tou dhnari,ou kai. trei/j
coi,nikej kriqw/n dhnari,ou( kai. to. e;laion kai. to.n oi=non mh. avdikh,sh|jÅ
And I heard a voice in the midst of the four beasts say, A measure of wheat for a penny, and three measures of
barley for a penny; and see thou hurt not the oil and the wine.
我聽見在四活物中，似乎有聲音說：一錢銀子買一升麥子，一錢銀子買三升大麥；油和酒不可蹧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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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 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正如地 到於(她)聲音 在內 在對(它)中間當中的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四個

從屬(它們)活物 到於(她)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他)升 從屬(他)穀物麥粒 從屬(它)十分銀錢之便士， 並且 (他們)三個

(他們)升 從屬(她們)大麥 從屬(它)十分銀錢之便士； 並且 到於(它)那 到於(它)油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酒

不會/不要 你那時(也是)應該行不義。
[經文變異RT]

並且 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到於(她)聲音 在內 在對(它)中間當中的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四個 從屬(它們)活物

到於(她)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他)升 從屬(他)穀物麥粒 從屬(它)十分銀錢之便士， 並且 (他們)三個 (他們)升

從屬(她)大麥 從屬(它)十分銀錢之便士； 並且 到於(它)那 到於(它)油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酒 不會/不要

你那時(也是)應該行不義。

啟 6:7 Kai. o[te h;noixen th.n sfragi/da th.n teta,rthn( h;kousa fwnh.n tou/ teta,rtou zw,|ou le,gontoj( :ErcouÅ
And when he had opened the fourth seal, I heard the voice of the fourth beast say, Come and see.
揭開第四印的時候，我聽見第四個活物說：你來。

並且 當這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上開啟打開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圖章封印 到於(她)那 到於(她)第四的，

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到於(她)聲音 從屬(它)那 從屬(它)第四的 從屬(它)活物 從屬(它)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經文變異RT]

並且 當這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上開啟打開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圖章封印 到於(她)那 到於(她)第四的，

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到於(她)聲音 從屬(它)那 從屬(它)第四的 從屬(它)活物 到於(她)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並且 你現在就要持續著眼觀看。
[經文變異MT]

並且 當這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上開啟打開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圖章封印 到於(她)那 到於(她)第四的，

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從屬(它)那 從屬(它)第四的 從屬(它)活物 從屬(它)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看見察覺。

啟 6:8 kai. ei=don( kai. ivdou. i[ppoj clwro,j( kai. ò kaqh,menoj evpa,nw auvtou/ o;noma auvtw/| ÎòÐ Qa,natoj( kai. ò a[|dhj
hvkolou,qei metV auvtou/ kai. evdo,qh auvtoi/j evxousi,a evpi. to. te,tarton th/j gh/j avpoktei/nai evn ròmfai,a| kai. evn limw/|
kai. evn qana,tw| kai. up̀o. tw/n qhri,wn th/j gh/jÅ
And I looked, and behold a pale horse: and his name that sat on him was Death, and Hell followed with him.
And power was given unto them over the fourth part of the earth, to kill with sword, and with hunger, and with
death, and with the beasts of the earth.
我就觀看，見有一匹灰色馬；騎在馬上的，名字叫作死；陰府也隨著他；有權柄賜給他們，可以用刀劍，饑荒，

瘟疫，〔瘟疫或作死亡〕野獸，殺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

並且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馬 (他)青翠嫩綠的； 並且 (他)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在上面上頭地 從屬(他)同一者 (它)名字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死； 並且 (他)那

(他)陰間 他/她/它當時持續跟隨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給與 在對(他們)同一者

(她)權柄掌握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那 到於(它)第四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那時(也是)要去殺害除掉 在內

在對(她)刀劍 並且 在內 在對(他)糧食缺乏 並且 在內 在對(他)死 並且 <在底下>被從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野獸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經文變異RT]

並且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馬 (他)青翠嫩綠的； 並且 (他)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在上面上頭地 從屬(他)同一者 (它)名字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死； 並且 (他)那

(他)陰間 他/她/它現在持續跟隨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給與 在對(他們)同一者

(她)權柄掌握 那時(也是)要去殺害除掉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那 到於(它)第四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在內

在對(她)刀劍 並且 在內 在對(他)糧食缺乏 並且 在內 在對(他)死 並且 <在底下>被從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野獸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經文變異MT]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馬 (他)青翠嫩綠的； 並且 (他)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在上面上頭地 從屬(他)同一者 (它)名字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 (他)死； 並且 (他)那 (他)陰間 他/她/它當時持續跟隨

在對(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給與 在對(他)同一者 (她)權柄掌握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那

到於(它)第四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那時(也是)要去殺害除掉 在內 在對(她)刀劍 並且 在內

在對(他)糧食缺乏 並且 在內 在對(他)死 並且 <在底下>被從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野獸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啟 6:9 Kai. o[te h;noixen th.n pe,mpthn sfragi/da( ei=don up̀oka,tw tou/ qusiasthri,ou ta.j yuca.j tw/n evsfagme,nwn
dia. to.n lo,gon tou/ qeou/ kai. dia. th.n marturi,an h]n ei=con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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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when he had opened the fifth seal, I saw under the altar the souls of them that were slain for the word of
God, and for the testimony which they held:
揭開第五印的時候，我看見在祭壇底下，有為神的道，並為作見證，被殺之人的靈魂；

並且 當這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上開啟打開 到於(她)那 到於(她)第五的 到於(她)圖章封印，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在下面地 從屬(它)那 從屬(它)祭壇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生魂意念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在已經被屠宰殺戮了的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她)那 到於(她)作證 到於(她)這個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持有。
[經文變異MT]

並且 當這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上開啟打開 到於(她)那 到於(她)第五的 到於(她)圖章封印，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在下面地 從屬(它)那 從屬(它)祭壇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生魂意念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在已經被屠宰殺戮了的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她)那 到於(她)作證 從屬(它)那 從屬(它)小羊羔 到於(她)這個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持有。

啟 6:10 kai. e;kraxan fwnh/| mega,lh| le,gontej( {Ewj po,te( ò despo,thj ò a[gioj kai. avlhqino,j( ouv kri,neij kai.
evkdikei/j to. ai-ma hm̀w/n evk tw/n katoikou,ntwn evpi. th/j gh/jÈ
And they cried with a loud voice, saying, How long, O Lord, holy and true, dost thou not judge and avenge our
blood on them that dwell on the earth?
大聲喊著說：聖潔真實的主阿，你不審判住在地上的人給我們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幾時呢。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嘶聲吶喊 在對(她)聲音 在對(她)極大的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一直直到 何時呢，

(他)那 (他)主宰者 (他)那 (他)聖的 並且 (他)真正實在的， 不是/不 你現在持續區別審斷 並且

你現在持續行伸張公平正義 到於(它)那 到於(它)血 從屬我們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定居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嘶聲吶喊 在對(她)聲音 在對(她)極大的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一直直到 何時呢，

(他)那 (他)主宰者 (他)那 (他)聖的 並且 (他)那 (他)真正實在的， 不是/不 你現在持續區別審斷 並且

你現在持續行伸張公平正義 到於(它)那 到於(它)血 從屬我們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定居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啟 6:11 kai. evdo,qh auvtoi/j ek̀a,stw| stolh. leukh. kai. evrre,qh auvtoi/j i[na avnapau,sontai e;ti cro,non mikro,n( e[wj
plhrwqw/sin kai. oi` su,ndouloi auvtw/n kai. oi` avdelfoi. auvtw/n oì me,llontej avpokte,nnesqai ẁj kai. auvtoi,Å
And white robes were given unto every one of them; and it was said unto them, that they should rest yet for a
little season, until their fellowservants also and their brethren, that should be killed as they were, should be
fulfilled.
於是有白衣賜給他們各人；又有話對他們說，還要安息片時，等著一同作僕人的，和他們的弟兄，也像他們被殺

，滿足了數目。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給與 在對(他們)同一者 在對(他)各個的 (她)長外袍 (她)亮光潔白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發表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為要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休息恢復 依然仍舊地

到於(他)時段期間 到於(他)細微極小的， 一直直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被促使成充滿添足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同作奴僕之人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弟兄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的 現要去持續被殺害除掉 正如地 並且 (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給與 在對(他們)各個的 (她們)長外袍 (她們)亮光潔白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發表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為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休息恢復 依然仍舊地

到於(他)時段期間 到於(他)細微極小的， 一直直到 從屬(它)這個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促使成充滿添足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同作奴僕之人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弟兄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的 現要去持續被殺害除掉 正如地 並且 (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M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給與 在對(他們)同一者 在對(他)各個的 (她)長外袍 (她)亮光潔白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發表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為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休息恢復 依然仍舊地

到於(他)時段期間 到於(他)細微極小的， 一直直到 從屬(它)這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促使成充滿添足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同作奴僕之人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弟兄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的 現要去持續被殺害除掉 正如地 並且 (他們)同一者。

啟 6:12 Kai. ei=don o[te h;noixen th.n sfragi/da th.n e[kthn( kai. seismo.j me,gaj evge,neto kai. ò h[lioj evge,neto me,laj
wj̀ sa,kkoj tri,cinoj kai. h` selh,nh o[lh evge,neto wj̀ ai-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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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I beheld when he had opened the sixth seal, and, lo, there was a great earthquake; and the sun became
black as sackcloth of hair, and the moon became as blood;
揭開第六印的時候，我又看見地大震動；日頭變黑像毛布，滿月變紅像血；

並且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當這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上開啟打開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圖章封印 到於(她)那

到於(她)第六的， 並且 (他)搖擺震動 (他)極大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並且 (他)那 (他)日頭太陽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他)墨黑的 正如地 (他)麻布 (他)毛髮作的， 並且 (她)那 (她)月亮

(她)整個全部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正如地 (它)血，
[經文變異RT]

並且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當這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上開啟打開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圖章封印 到於(她)那

到於(她)第六的，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搖擺震動 (他)極大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並且 (他)那 (他)日頭太陽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他)墨黑的 正如地

(他)麻布 (他)毛髮作的， 並且 (她)那 (她)月亮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正如地 (它)血，

啟 6:13 kai. oì avste,rej tou/ ouvranou/ e;pesan eivj th.n gh/n( ẁj sukh/ ba,llei tou.j ovlu,nqouj auvth/j ùpo. avne,mou
mega,lou seiome,nh(
And the stars of heaven fell unto the earth, even as a fig tree casteth her untimely figs, when she is shaken of a
mighty wind.
天上的星辰墜落於地，如同無花果樹被大風搖動，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樣。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星星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落下墜落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正如地 (她)無花果樹 他/她/它現在持續投擲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過了季節不會成熟的無花果 從屬(她)同一者，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風 從屬(他)極大的

(她)現正持續被搖擺震動了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星星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落下墜落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正如地 (她)無花果樹 他/她/它現在持續投擲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過了季節不會成熟的無花果 從屬(她)同一者，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極大的 從屬(他)風

(她)現正持續被搖擺震動了的；
[經文變異MT]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星星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落下墜落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正如地 (她)無花果樹 (她)那時(也是)投擲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過了季節不會成熟的無花果 從屬(她)同一者，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風 從屬(他)極大的

(她)現正持續被搖擺震動了的；

啟 6:14 kai. ò ouvrano.j avpecwri,sqh ẁj bibli,on el̀isso,menon kai. pa/n o;roj kai. nh/soj evk tw/n to,pwn auvtw/n
evkinh,qhsanÅ
And the heaven departed as a scroll when it is rolled together; and every mountain and island were moved out
of their places.
天就挪移，好像書卷被捲起來；山嶺海島都被挪移離開本位。

並且 (他)那 (他)天空/天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從那裏分離隔開 正如地 (它)小書卷 (它)現正持續被旋繞盤捲了的；

並且 (它)所有每一個的 (它)高山 並且 (她)島嶼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地點處所 從屬(它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移動。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天空/天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從那裏分離隔開 正如地 (它)小書卷 (它)現正持續被旋繞盤捲了的； 並且

(它)所有每一個的 (它)高山 並且 (她)島嶼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地點處所 從屬(它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移動。

啟 6:15 kai. oì basilei/j th/j gh/j kai. oi` megista/nej kai. oi` cili,arcoi kai. oi` plou,sioi kai. oi` ivscuroi. kai. pa/j
dou/loj kai. evleu,qeroj e;kruyan èautou.j eivj ta. sph,laia kai. eivj ta.j pe,traj tw/n ovre,wn
And the kings of the earth, and the great men, and the rich men, and the chief captains, and the mighty men,
and every bondman, and every free man, hid themselves in the dens and in the rocks of the mountains;
地上的君王，臣宰，將軍，富戶，壯士，和一切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巖石穴裏；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君王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權貴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千夫長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具豐滿富足的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強壯大力的 並且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奴僕 並且

(他)自由自主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隱藏遮掩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石窟洞穴

並且 向內進入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磐石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高山；
[經文變異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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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君王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權貴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具豐滿富足的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千夫長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乃能夠可能的 並且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奴僕 並且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自由自主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隱藏遮掩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石窟洞穴 並且 向內進入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磐石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高山；

啟 6:16 kai. le,gousin toi/j o;resin kai. tai/j pe,traij( Pe,sete evfV h̀ma/j kai. kru,yate hm̀a/j avpo. prosw,pou tou/
kaqhme,nou evpi. tou/ qro,nou kai. avpo. th/j ovrgh/j tou/ avrni,ou(
And said to the mountains and rocks, Fall on us, and hide us from the face of him that sitteth on the throne, and
from the wrath of the Lamb:
向山和巖石說：倒在我們身上罷，把我們藏起來，躲避坐寶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忿怒；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高山 並且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磐石，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落下墜落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我們，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隱藏遮掩 到於我們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前面的臉面 從屬(他)那 從屬(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他)那 從屬(他)寶座， 並且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激動忿怒 從屬(它)那 從屬(它)小羊羔；

啟 6:17 o[ti h=lqen h̀ h̀me,ra h` mega,lh th/j ovrgh/j auvtw/n( kai. ti,j du,natai staqh/naiÈ
For the great day of his wrath is come; and who shall be able to stand?
因為他們忿怒的大日到了，誰能站得住呢。

是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她)那 (她)日子/白日 (她)那 (她)極大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激動忿怒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那時(也是)要去被立定站住？
[經文變異RT]

是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她)那 (她)日子/白日 (她)那 (她)極大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激動忿怒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那時(也是)要去被立定站住？

啟 7:1 Meta. tou/to ei=don te,ssaraj avgge,louj es̀tw/taj evpi. ta.j te,ssaraj gwni,aj th/j gh/j( kratou/ntaj tou.j
te,ssaraj avne,mouj th/j gh/j i[na mh. pne,h| a;nemoj evpi. th/j gh/j mh,te evpi. th/j qala,sshj mh,te evpi. pa/n de,ndronÅ
And after these things I saw four angels standing on the four corners of the earth, holding the four winds of the
earth, that the wind should not blow on the earth, nor on the sea, nor on any tree.
此後我看見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執掌地上四方的風，叫風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樹上。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它)那同一者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他們)四個 到於(他們)使者

到於(他們)現在已經立定站住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四個 到於(她們)基角角落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掌控抓住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四個 到於(他們)風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為要 不會/不要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吹氣吐風 (他)風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並不會/又不會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海， 並不會/又不會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樹木。
[經文變異RT]

並且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他們)四個 到於(他們)使者

到於(他們)現在已經立定站住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四個 到於(她們)基角角落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掌控抓住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四個 到於(他們)風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為要 不會/不要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吹氣吐風 (他)風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並不會/又不會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海， 並不會/又不會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樹木。
[經文變異MT]

並且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它)那同一者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他們)四個 到於(他們)使者

到於(他們)現在已經立定站住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四個 到於(她們)基角角落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掌控抓住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四個 到於(他們)風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為要 不會/不要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吹氣吐風 (他)風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並不會/又不會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海， 並不會/又不會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任何什麼 到於(它)樹木。

啟 7:2 kai. ei=don a;llon a;ggelon avnabai,nonta avpo. avnatolh/j hl̀i,ou e;conta sfragi/da qeou/ zw/ntoj( kai. e;kraxen
fwnh/| mega,lh| toi/j te,ssarsin avgge,loij oi-j evdo,qh auvtoi/j avdikh/sai th.n gh/n kai. th.n qa,lassan
And I saw another angel ascending from the east, having the seal of the living God: and he cried with a loud
voice to the four angels, to whom it was given to hurt the earth and the sea,
我又看見另有一位天使，從日出之地上來，拿著永生神的印；他就向那得著權柄能傷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聲

喊著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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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他)另外不同的 到於(他)使者 到於(他)現正持續向上行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日出之東方 從屬(他)日頭太陽， 到於(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圖章封印 從屬(他)神

從屬(他)現正持續活了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嘶聲吶喊 在對(她)聲音 在對(她)極大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四個 在對(他們)使者， 在對(他們)這些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給與 在對(他們)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行不義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海，
[經文變異RT]

並且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他)另外不同的 到於(他)使者 到於(他)那時(也是)向上行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日出之東方 從屬(他)日頭太陽， 到於(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圖章封印 從屬(他)神

從屬(他)現正持續活了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嘶聲吶喊 在對(她)聲音 在對(她)極大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四個 在對(他們)使者， 在對(他們)這些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給與 在對(他們)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行不義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海，

啟 7:3 le,gwn( Mh. avdikh,shte th.n gh/n mh,te th.n qa,lassan mh,te ta. de,ndra( a;cri sfragi,swmen tou.j dou,louj tou/
qeou/ hm̀w/n evpi. tw/n metw,pwn auvtw/nÅ
Saying, Hurt not the earth, neither the sea, nor the trees, till we have sealed the servants of our God in their
foreheads.
地與海並樹木，你們不可傷害，等我們印了我們神眾僕人的額。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行不義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並不會/又不會

到於(她)那 到於(她)海， 並不會/又不會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樹木， 直至達到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蓋圖章封印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奴僕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從屬我們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前額

從屬(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行不義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並不會/又不會

到於(她)那 到於(她)海， 並不會/又不會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樹木， 直至達到 從屬(它)這個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蓋圖章封印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奴僕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從屬我們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前額 從屬(他們)同一者。

啟 7:4 kai. h;kousa to.n avriqmo.n tw/n evsfragisme,nwn( ek̀ato.n tessera,konta te,ssarej cilia,dej( evsfragisme,noi evk
pa,shj fulh/j uiẁ/n VIsrah,l\
And I heard the number of them which were sealed: and there were sealed an hundred and forty and four
thousand of all the tribes of the children of Israel.
我聽見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數目，有十四萬四千。

並且 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到於(他)那 到於(他)數目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在已經被蓋圖章封印了的，

(她們)一百個 (她們)四十個 (她們)四個 (她們)一千之數， (他們)現在已經被蓋圖章封印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她)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她)分支族派 從屬(他們)兒子 從屬(他)以色列：

啟 7:5 evk fulh/j VIou,da dw,deka cilia,dej evsfragisme,noi( evk fulh/j ~Roubh.n dw,deka cilia,dej( evk fulh/j Ga.d
dw,deka cilia,dej(
Of the tribe of Juda were sealed twelve thousand. Of the tribe of Reuben were sealed twelve thousand. Of the
tribe of Gad were sealed twelve thousand.
猶大支派中受印的有一萬二千；流便支派中有一萬二千；迦得支派中有一萬二千；

向外出來 從屬(她)分支族派 從屬(他)猶大地方 (她們)十二個 (她們)一千之數 (他們)現在已經被蓋圖章封印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她)分支族派 從屬(他)流便 (她們)十二個 (她們)一千之數； 向外出來 從屬(她)分支族派 從屬(他)迦得

(她們)十二個 (她們)一千之數；
[經文變異RT]

向外出來 從屬(她)分支族派 從屬(他)猶大地方 (她們)十二個 (她們)一千之數 (他們)現在已經被蓋圖章封印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她)分支族派 從屬(他)流便 (她們)十二個 (她們)一千之數 (他們)現在已經被蓋圖章封印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她)分支族派 從屬(他)迦得 (她們)十二個 (她們)一千之數 (他們)現在已經被蓋圖章封印了的；

啟 7:6 evk fulh/j VAsh.r dw,deka cilia,dej( evk fulh/j Nefqali.m dw,deka cilia,dej( evk fulh/j Manassh/ dw,deka
cilia,dej(
Of the tribe of Aser were sealed twelve thousand. Of the tribe of Nepthalim were sealed twelve thousand. Of the
tribe of Manasses were sealed twelve thousand.
亞設支派中有一萬二千；拿弗他利支派中有一萬二千；瑪拿西支派中有一萬二千；

向外出來 從屬(她)分支族派 從屬(他)亞設 (她們)十二個 (她們)一千之數； 向外出來 從屬(她)分支族派

從屬(他)拿弗他利 (她們)十二個 (她們)一千之數； 向外出來 從屬(她)分支族派 從屬(他)瑪拿西 (她們)十二個

(她們)一千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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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變異RT]

向外出來 從屬(她)分支族派 從屬(他)亞設 (她們)十二個 (她們)一千之數 (他們)現在已經被蓋圖章封印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她)分支族派 從屬(他)拿弗他利 (她們)十二個 (她們)一千之數 (他們)現在已經被蓋圖章封印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她)分支族派 從屬(他)瑪拿西 (她們)十二個 (她們)一千之數 (他們)現在已經被蓋圖章封印了的；

啟 7:7 evk fulh/j Sumew.n dw,deka cilia,dej( evk fulh/j Leui. dw,deka cilia,dej( evk fulh/j VIssaca.r dw,deka cilia,dej(
Of the tribe of Simeon were sealed twelve thousand. Of the tribe of Levi were sealed twelve thousand. Of the
tribe of Issachar were sealed twelve thousand.
西緬支派中有一萬二千；利未支派中有一萬二千；以薩迦支派中有一萬二千；

向外出來 從屬(她)分支族派 從屬(他)西緬 (她們)十二個 (她們)一千之數； 向外出來 從屬(她)分支族派 從屬(他)利未

(她們)十二個 (她們)一千之數； 向外出來 從屬(她)分支族派 從屬(他)以薩迦 (她們)十二個 (她們)一千之數；
[經文變異RT]

向外出來 從屬(她)分支族派 從屬(他)西緬 (她們)十二個 (她們)一千之數 (他們)現在已經被蓋圖章封印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她)分支族派 從屬(他)利未 (她們)十二個 (她們)一千之數 (他們)現在已經被蓋圖章封印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她)分支族派 從屬(他)以薩迦 (她們)十二個 (她們)一千之數 (他們)現在已經被蓋圖章封印了的；

啟 7:8 evk fulh/j Zaboulw.n dw,deka cilia,dej( evk fulh/j VIwsh.f dw,deka cilia,dej( evk fulh/j Beniami.n dw,deka
cilia,dej evsfragisme,noiÅ
Of the tribe of Zabulon were sealed twelve thousand. Of the tribe of Joseph were sealed twelve thousand. Of
the tribe of Benjamin were sealed twelve thousand.
西布倫支派中有一萬二千；約瑟支派中有一萬二千；便雅憫支派中受印的有一萬二千。

向外出來 從屬(她)分支族派 從屬(他)西布倫 (她們)十二個 (她們)一千之數； 向外出來 從屬(她)分支族派

從屬(他)約瑟 (她們)十二個 (她們)一千之數； 向外出來 從屬(她)分支族派 從屬(他)便雅憫 (她們)十二個

(她們)一千之數 (他們)現在已經被蓋圖章封印了的。
[經文變異RT]

向外出來 從屬(她)分支族派 從屬(他)西布倫 (她們)十二個 (她們)一千之數 (他們)現在已經被蓋圖章封印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她)分支族派 從屬(他)約瑟 (她們)十二個 (她們)一千之數 (他們)現在已經被蓋圖章封印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她)分支族派 從屬(他)便雅憫 (她們)十二個 (她們)一千之數 (他們)現在已經被蓋圖章封印了的。

啟 7:9 Meta. tau/ta ei=don( kai. ivdou. o;cloj polu,j( o]n avriqmh/sai auvto.n ouvdei.j evdu,nato( evk panto.j e;qnouj kai.
fulw/n kai. law/n kai. glwssw/n èstw/tej evnw,pion tou/ qro,nou kai. evnw,pion tou/ avrni,ou peribeblhme,nouj stola.j
leuka.j kai. foi,nikej evn tai/j cersi.n auvtw/n(
After this I beheld, and, lo, a great multitude, which no man could number, of all nations, and kindreds, and
people, and tongues, stood before the throne, and before the Lamb, clothed with white robes, and palms in their
hands;
此後，我觀看，見有許多的人，沒有人能數過來，是從各國各族各民各方來的，站在寶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

，手拿棕樹枝；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群眾

(他)許多的， 到於(他)這個 那時(也是)要去數算 到於(他)同一者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向外出來 從屬(它)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它)種族邦國 並且 從屬(她們)分支族派

並且 從屬(他們)人民百姓 並且 從屬(她們)舌頭/語言， (他們)現在已經立定站住了的 在面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寶座 並且 在面前地 從屬(它)那 從屬(它)小羊羔， 到於(他們)現在已經被披蓋穿裹了的
註1

到於(她們)長外袍

到於(她們)亮光潔白的， 並且 (他們)棕櫚樹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手 從屬(他們)同一者；

註1：“到於(他們)現在已經被披蓋穿裹了的”文法上亦可以為“到於(他們)現在已經讓自己披蓋穿裹了的”。

[經文變異RT]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群眾

(他)許多的， 到於(他)這個 那時(也是)要去數算 到於(他)同一者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向外出來 從屬(它)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它)種族邦國 並且 從屬(她們)分支族派

並且 從屬(他們)人民百姓 並且 從屬(她們)舌頭/語言， (他們)現在已經立定站住了的 在面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寶座 並且 在面前地 從屬(它)那 從屬(它)小羊羔， (他們)現在已經被披蓋穿裹了的 到於(她們)長外袍

到於(她們)亮光潔白的， 並且 (他們)棕櫚樹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手 從屬(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MT]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群眾

(他)許多的， 到於(他)這個 那時(也是)要去數算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向外出來 從屬(它)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它)種族邦國 並且 從屬(她們)分支族派 並且 從屬(他們)人民百姓 並且

從屬(她們)舌頭/語言， (他們)現在已經立定站住了的 在面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寶座 並且 在面前地 從屬(它)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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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屬(它)小羊羔， 到於(他們)現在已經被披蓋穿裹了的 到於(她們)長外袍 到於(她們)亮光潔白的， 並且 (他們)棕櫚樹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手 從屬(他們)同一者；

啟 7:10 kai. kra,zousin fwnh/| mega,lh| le,gontej( ~H swthri,a tw/| qew/| hm̀w/n tw/| kaqhme,nw| evpi. tw/| qro,nw| kai. tw/|
avrni,w|Å
And cried with a loud voice, saying, Salvation to our God which sitteth upon the throne, and unto the Lamb.
大聲喊著說：願救恩歸與坐在寶座上我們的神，也歸與羔羊。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嘶聲吶喊 在對(她)聲音 在對(她)極大的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她)那 (她)拯救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從屬我們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那

在對(他)寶座 並且 在對(它)那 在對(它)小羊羔。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嘶聲吶喊了的 在對(她)聲音 在對(她)極大的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她)那 (她)拯救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他)那 從屬(他)寶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從屬我們 並且 在對(它)那 在對(它)小羊羔。
[經文變異Scrivener]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嘶聲吶喊 在對(她)聲音 在對(她)極大的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她)那 (她)拯救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從屬我們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他)那

從屬(他)寶座 並且 在對(它)那 在對(它)小羊羔。

啟 7:11 kai. pa,ntej oì a;ggeloi eis̀th,keisan ku,klw| tou/ qro,nou kai. tw/n presbute,rwn kai. tw/n tessa,rwn zw,|wn
kai. e;pesan evnw,pion tou/ qro,nou evpi. ta. pro,swpa auvtw/n kai. proseku,nhsan tw/| qew/|
And all the angels stood round about the throne, and about the elders and the four beasts, and fell before the
throne on their faces, and worshipped God,
眾天使都站在寶座和眾長老並四活物的周圍，在寶座前，面伏於地，敬拜神，

並且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那些 (他們)使者 他/她/它們當時已經立定站住 在對(他)四周 從屬(他)那 從屬(他)寶座

並且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更年長的 並且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四個 從屬(它們)活物，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落下墜落 在面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寶座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前面的臉面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敬拜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那些 (他們)使者 他/她/它們當時已經立定站住 在對(他)四周 從屬(他)那 從屬(他)寶座

並且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更年長的 並且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四個 從屬(它們)活物，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落下墜落 在面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寶座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前面的臉面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敬拜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經文變異MT]

並且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那些 (他們)使者 他/她/它們當時已經立定站住 在對(他)四周 從屬(他)那 從屬(他)寶座

並且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更年長的 並且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四個 從屬(它們)活物，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落下墜落 在面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寶座 從屬(他)同一者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前面的臉面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敬拜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啟 7:12 le,gontej( VAmh,n( h` euvlogi,a kai. h` do,xa kai. h̀ sofi,a kai. h̀ euvcaristi,a kai. h` timh. kai. h` du,namij kai. h`
ivscu.j tw/| qew/| hm̀w/n eivj tou.j aivw/naj tw/n aivw,nwn\ avmh,nÅ
Saying, Amen: Blessing, and glory, and wisdom, and thanksgiving, and honour, and power, and might, be unto
our God for ever and ever. Amen.
說：阿們；頌讚，榮耀，智慧，感謝，尊貴，權柄，大力，都歸與我們的神，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阿們； (她)那 (她)稱讚祝福 並且 (她)那 (她)榮耀 並且 (她)那 (她)智慧 並且 (她)那

(她)感恩祝謝 並且 (她)那 (她)珍貴價值 並且 (她)那 (她)能力權能 並且 (她)那 (她)強壯大力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從屬我們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世紀時代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世紀時代。 阿們。

啟 7:13 Kai. avpekri,qh ei-j evk tw/n presbute,rwn le,gwn moi( Ou-toi oi` peribeblhme,noi ta.j stola.j ta.j leuka.j
ti,nej eivsi.n kai. po,qen h=lqonÈ
And one of the elders answered, saying unto me, What are these which are arrayed in white robes? and
whence came they?
長老中有一位問我說：這些穿白衣的是誰，是從那裏來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註1
(他)一個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更年長的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在對我， (他們)那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現在已經被披蓋穿裹了的
註2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長外袍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亮光潔白的 (他們)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並且 從那裏地呢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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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應對回答”。

註2：“(他們)現在已經被披蓋穿裹了的”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們)現在已經讓自己披蓋穿裹了的”。

啟 7:14 kai. ei;rhka auvtw/|( Ku,rie, mou( su. oi=dajÅ kai. ei=pe,n moi( Ou-toi, eivsin oi` evrco,menoi evk th/j qli,yewj th/j
mega,lhj kai. e;plunan ta.j stola.j auvtw/n kai. evleu,kanan auvta.j evn tw/| ai[mati tou/ avrni,ouÅ
And I said unto him, Sir, thou knowest. And he said to me, These are they which came out of great tribulation,
and have washed their robes, and made them white in the blood of the Lamb.
我對他說：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說：這些人是從大患難中出來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淨了。

並且 我現在已經發表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阿,(他)主人 從屬我， 你 你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我， (他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壓迫患難 從屬(她)那 從屬(她)極大的，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投入清洗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長外袍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促為亮光潔白 到於(她們)同一者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血 從屬(它)那 從屬(它)小羊羔。
[經文變異RT]

並且 我現在已經發表言說 在對(他)同一者， 阿,(他)主人， 你 你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我， (他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壓迫患難 從屬(她)那 從屬(她)極大的，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投入清洗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長外袍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促為亮光潔白 到於(她們)長外袍 從屬(他們)同一者 到於(她們)同一者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血

從屬(它)那 從屬(它)小羊羔。

啟 7:15 dia. tou/to, eivsin evnw,pion tou/ qro,nou tou/ qeou/ kai. latreu,ousin auvtw/| hm̀e,raj kai. nukto.j evn tw/| naw/|
auvtou/( kai. ò kaqh,menoj evpi. tou/ qro,nou skhnw,sei evpV auvtou,jÅ
Therefore are they before the throne of God, and serve him day and night in his temple: and he that sitteth on
the throne shall dwell among them.
所以他們在神寶座前，晝夜在他殿中事奉他；坐寶座的要用帳幕覆庇他們。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在面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寶座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行事奉 在對(他)同一者 從屬(她)日子/白日 並且 從屬(她)夜晚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殿宇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他)那 從屬(他)寶座

他/她/它將要(持續)搭帳棚居所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同一者。

啟 7:16 ouv peina,sousin e;ti ouvde. diyh,sousin e;ti ouvde. mh. pe,sh| evpV auvtou.j ò h[lioj ouvde. pa/n kau/ma(
They shall hunger no more, neither thirst any more; neither shall the sun light on them, nor any heat.
他們不再飢，不再渴；日頭和炎熱，也必不傷害他們；

不是/不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有飢餓 依然仍舊地， 然而也不是地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有乾渴 依然仍舊地；

然而也不是地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落下墜落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日頭太陽，

然而也不是地 (它)所有每一個的 (它)熾熱燒灼；
[經文變異MT]

不是/不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有飢餓 依然仍舊地， 然而也不是地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有乾渴 依然仍舊地；

然而也不是地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落下墜落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日頭太陽， 然而也不是地 (它)所有每一個的 (它)熾熱燒灼；

啟 7:17 o[ti to. avrni,on to. avna. me,son tou/ qro,nou poimanei/ auvtou.j kai. òdhgh,sei auvtou.j evpi. zwh/j phga.j ùda,twn(
kai. evxalei,yei ò qeo.j pa/n da,kruon evk tw/n ovfqalmw/n auvtw/nÅ
For the Lamb which is in the midst of the throne shall feed them, and shall lead them unto living fountains of
waters: and God shall wipe away all tears from their eyes.
因為寶座中的羔羊必牧養他們，領他們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

是這樣 (它)那 (它)小羊羔 (它)那 向上到/各向上到 到於(它)中間當中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寶座

他/她/它將要(持續)牧養 到於(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行指引道路 到於(他們)同一者 <在上面>到上面

從屬(她)生命 到於(她們)湧泉泉源 從屬(它們)水；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塗抹去掉 (他)那 (他)神

到於(它)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眼淚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眼睛 從屬(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是這樣 (它)那 (它)小羊羔 (它)那 向上到/各向上到 到於(它)中間當中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寶座

他/她/它將要(持續)牧養 到於(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行指引道路 到於(他們)同一者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們)現正持續活了的 到於(她們)湧泉泉源 從屬(它們)水；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塗抹去掉 (他)那 (他)神

到於(它)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眼淚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眼睛 從屬(他們)同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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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 8:1 Kai. o[tan h;noixen th.n sfragi/da th.n èbdo,mhn( evge,neto sigh. evn tw/| ouvranw/| wj̀ h̀miw,rionÅ
And when he had opened the seventh seal, there was silence in heaven about the space of half an hour.
羔羊揭開第七印的時候，天上寂靜約有二刻。

並且 但凡當這時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上開啟打開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圖章封印 到於(她)那 到於(她)第七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她)靜默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天空/天 正如地 到於(它)半小時。

啟 8:2 kai. ei=don tou.j ep̀ta. avgge,louj oi] evnw,pion tou/ qeou/ es̀th,kasin( kai. evdo,qhsan auvtoi/j èpta. sa,lpiggejÅ
And I saw the seven angels which stood before God; and to them were given seven trumpets.
我看見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枝號賜給他們。

並且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七個 到於(他們)使者， (他們)這些個 在面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她/它們現在已經立定站住；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給與 在對(他們)同一者 (她們)七個

(她們)喇叭號筒。

啟 8:3 Kai. a;lloj a;ggeloj h=lqen kai. evsta,qh evpi. tou/ qusiasthri,ou e;cwn libanwto.n crusou/n( kai. evdo,qh auvtw/|
qumia,mata polla,( i[na dw,sei tai/j proseucai/j tw/n ag̀i,wn pa,ntwn evpi. to. qusiasth,rion to. crusou/n to. evnw,pion
tou/ qro,nouÅ
And another angel came and stood at the altar, having a golden censer; and there was given unto him much
incense, that he should offer it with the prayers of all saints upon the golden altar which was before the throne.
另有一位天使拿著金香爐，來站在祭壇旁邊；有許多香賜給他，要和眾聖徒的祈禱一同獻在寶座前的金壇上。

並且 (他)另外不同的 (他)使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立定站住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它)那 從屬(它)祭壇，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他)香爐 到於(他)黃金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給與

在對(他)同一者 (它們)所燒的香 (它們)許多的， 為要 他/她/它將要(持續)給與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求告祈禱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聖的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那 到於(它)祭壇 到於(它)那

到於(它)黃金的 到於(它)那 在面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寶座。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另外不同的 (他)使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立定站住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那 到於(它)祭壇，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他)香爐 到於(他)黃金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給與

在對(他)同一者 (它們)所燒的香 (它們)許多的，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給與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求告祈禱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聖的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那 到於(它)祭壇 到於(它)那

到於(它)黃金的 到於(它)那 在面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寶座。
[經文變異MT]

並且 (他)另外不同的 (他)使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立定站住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它)那 從屬(它)祭壇，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他)香爐 到於(他)黃金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給與

在對(他)同一者 (它們)所燒的香 (它們)許多的，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給與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求告祈禱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聖的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那 到於(它)祭壇 到於(它)那

到於(它)黃金的 到於(它)那 在面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寶座。

啟 8:4 kai. avne,bh ò kapno.j tw/n qumiama,twn tai/j proseucai/j tw/n àgi,wn evk ceiro.j tou/ avgge,lou evnw,pion tou/
qeou/Å
And the smoke of the incense, which came with the prayers of the saints, ascended up before God out of the
angel's hand.
那香的煙，和眾聖徒的祈禱，從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上行 (他)那 (他)煙霧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所燒的香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求告祈禱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聖的 向外出來 從屬(她)手 從屬(他)那 從屬(他)使者 在面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啟 8:5 kai. ei;lhfen ò a;ggeloj to.n libanwto.n kai. evge,misen auvto.n evk tou/ puro.j tou/ qusiasthri,ou kai. e;balen
eivj th.n gh/n( kai. evge,nonto brontai. kai. fwnai. kai. avstrapai. kai. seismo,jÅ
And the angel took the censer, and filled it with fire of the altar, and cast it into the earth: and there were voices,
and thunderings, and lightnings, and an earthquake.
天使拿著香爐，盛滿了壇上的火，倒在地上；隨有雷轟，大聲，閃電，地震。

並且 他/她/它現在已經拿取 (他)那 (他)使者 到於(他)那 到於(他)香爐，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使為鼓起滿載

到於(他)同一者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火 從屬(它)那 從屬(它)祭壇，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投擲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她們)打雷 並且 (她們)聲音 並且

(她們)閃電強光 並且 (他)搖擺震動。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現在已經拿取 (他)那 (他)使者 到於(他)那 到於(他)香爐，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使為鼓起滿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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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於(它)同一者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火 從屬(它)那 從屬(它)祭壇，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投擲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她們)聲音 並且 (她們)打雷 並且

(她們)閃電強光 並且 (他)搖擺震動。

啟 8:6 Kai. oi` èpta. a;ggeloi oi` e;contej ta.j èpta. sa,lpiggaj ht̀oi,masan auvtou.j i[na salpi,swsinÅ
And the seven angels which had the seven trumpets prepared themselves to sound.
拿著七枝號的七位天使，就預備要吹。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七個 (他們)使者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七個

到於(她們)喇叭號筒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使成妥切齊備 到於(他們)同一者 為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吹喇叭號筒。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七個 (他們)使者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七個

到於(她們)喇叭號筒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使成妥切齊備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為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吹喇叭號筒。

啟 8:7 Kai. ò prw/toj evsa,lpisen\ kai. evge,neto ca,laza kai. pu/r memigme,na evn ai[mati kai. evblh,qh eivj th.n gh/n( kai.
to. tri,ton th/j gh/j kateka,h kai. to. tri,ton tw/n de,ndrwn kateka,h kai. pa/j co,rtoj clwro.j kateka,hÅ
The first angel sounded, and there followed hail and fire mingled with blood, and they were cast upon the earth:
and the third part of trees was burnt up, and all green grass was burnt up.
第一位天使吹號，就有雹子與火攙著血丟在地上；地的三分之一和樹的三分之一被燒了，一切的青草也被燒了。

並且 (他)那 (他)首先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吹喇叭號筒，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她)冰雹 並且

(它)火 (它們)現在已經被攙雜混合了的 在內 在對(它)血，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投擲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並且 (它)那 (它)第三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焚燒燒毀， 並且 (它)那

(它)第三的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樹木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焚燒燒毀， 並且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草場禾草

(他)青翠嫩綠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焚燒燒毀。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 (他)首先的 (他)使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吹喇叭號筒，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她)冰雹

並且 (它)火 (它們)現在已經被攙雜混合了的 在對(它)血，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投擲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並且 (它)那 (它)第三的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樹木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焚燒燒毀， 並且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草場禾草 (他)青翠嫩綠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焚燒燒毀。

啟 8:8 Kai. ò deu,teroj a;ggeloj evsa,lpisen\ kai. ẁj o;roj me,ga puri. kaio,menon evblh,qh eivj th.n qa,lassan( kai.
evge,neto to. tri,ton th/j qala,sshj ai-ma
And the second angel sounded, and as it were a great mountain burning with fire was cast into the sea: and the
third part of the sea became blood;
第二位天使吹號，就有彷彿火燒著的大山扔在海中；海的三分之一變成血；

並且 (他)那 (他)第二的 (他)使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吹喇叭號筒， 並且 正如地 (它)高山 (它)極大的 在對(它)火

(它)現正持續被點燃焚燒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投擲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海；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它)那 (它)第三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海 (它)血；

啟 8:9 kai. avpe,qanen to. tri,ton tw/n ktisma,twn tw/n evn th/| qala,ssh| ta. e;conta yuca.j kai. to. tri,ton tw/n ploi,wn
diefqa,rhsanÅ
And the third part of the creatures which were in the sea, and had life, died; and the third part of the ships were
destroyed.
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船隻也壞了三分之一。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死去 (它)那 (它)第三的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所創造建立 從屬(它們)那些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海， (它們)那些 (它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們)生魂意念； 並且 (它)那 (它)第三的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船隻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徹底地腐朽敗壞。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死去 (它)那 (它)第三的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所創造建立 從屬(它們)那些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海， (它們)那些 (它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們)生魂意念； 並且 (它)那 (它)第三的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船隻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徹底地腐朽敗壞。

啟 8:10 Kai. ò tri,toj a;ggeloj evsa,lpisen\ kai. e;pesen evk tou/ ouvranou/ avsth.r me,gaj kaio,menoj wj̀ lampa.j kai.
e;pesen evpi. to. tri,ton tw/n potamw/n kai. evpi. ta.j phga.j tw/n ùda,twn(
And the third angel sounded, and there fell a great star from heaven, burning as it were a lamp, and it fell upon
the third part of the rivers, and upon the fountains of waters;
第三位天使吹號，就有燒著的大星，好像火把從天上落下來，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眾水的泉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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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 (他)那 (他)第三的 (他)使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吹喇叭號筒，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落下墜落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他)星星 (他)極大的 (他)現正持續被點燃焚燒了的 正如地 (她)火燈/火把，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落下墜落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那 到於(它)第三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河流， 並且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湧泉泉源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水；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 (他)第三的 (他)使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吹喇叭號筒，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落下墜落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他)星星 (他)極大的 (他)現正持續被點燃焚燒了的 正如地 (她)火燈/火把，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落下墜落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那 到於(它)第三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河流， 並且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湧泉泉源 從屬(它們)水；

啟 8:11 kai. to. o;noma tou/ avste,roj le,getai ò :Ayinqoj( kai. evge,neto to. tri,ton tw/n ùda,twn eivj a;yinqon kai.
polloi. tw/n avnqrw,pwn avpe,qanon evk tw/n ùda,twn o[ti evpikra,nqhsanÅ
And the name of the star is called Wormwood: and the third part of the waters became wormwood; and many
men died of the waters, because they were made bitter.
這星名叫茵蔯；眾水的三分之一變為茵蔯；因水變苦，就死了許多人。

並且 (它)那 (它)名字 從屬(他)那 從屬(他)星星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道說 (他)那 (他)茵蔯；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它)那 (它)第三的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水 向內進入 到於(她)茵蔯； 並且

(他們)許多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人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死去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水，

是這樣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促為苦澀辛辣。
[經文變異RT]

並且 (它)那 (它)名字 從屬(他)那 從屬(他)星星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道說 (他)茵蔯；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它)那 (它)第三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茵蔯； 並且 (他們)許多的 從屬(他們)人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死去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水， 是這樣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促為苦澀辛辣。
[經文變異MT]

並且 (它)那 (它)名字 從屬(他)那 從屬(他)星星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道說 (他)那 (他)茵蔯；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它)那 (它)第三的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水 向內進入 到於(她)茵蔯； 並且

(他們)許多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人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死去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水，

是這樣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促為苦澀辛辣。

啟 8:12 Kai. ò te,tartoj a;ggeloj evsa,lpisen\ kai. evplh,gh to. tri,ton tou/ hl̀i,ou kai. to. tri,ton th/j selh,nhj kai. to.
tri,ton tw/n avste,rwn( i[na skotisqh/| to. tri,ton auvtw/n kai. h` hm̀e,ra mh. fa,nh| to. tri,ton auvth/j kai. h` nu.x om̀oi,wjÅ
And the fourth angel sounded, and the third part of the sun was smitten, and the third part of the moon, and the
third part of the stars; so as the third part of them was darkened, and the day shone not for a third part of it, and
the night likewise.
第四位天使吹號，日頭的三分之一，月亮的三分之一，星辰的三分之一，都被擊打；以致日月星的三分之一黑暗

了，白晝的三分之一沒有光，黑夜也是這樣。

並且 (他)那 (他)第四的 (他)使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吹喇叭號筒，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重敲打擊 (它)那

(它)第三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日頭太陽 並且 (它)那 (它)第三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月亮 並且 (它)那 (它)第三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星星，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蔽以黑暗 (它)那 (它)第三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她)那 (她)日子/白日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促為照亮顯明 到於(它)那 到於(它)第三的

從屬(她)同一者， 並且 (她)那 (她)夜晚 具同樣相同地。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 (他)第四的 (他)使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吹喇叭號筒，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重敲打擊 (它)那

(它)第三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日頭太陽 並且 (它)那 (它)第三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月亮 並且 (它)那 (它)第三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星星，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蔽以黑暗 (它)那 (它)第三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她)那 (她)日子/白日 不會/不要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促為照亮顯明 到於(它)那 到於(它)第三的

從屬(她)同一者， 並且 (她)那 (她)夜晚 具同樣相同地。

啟 8:13 Kai. ei=don( kai. h;kousa èno.j avetou/ petome,nou evn mesouranh,mati le,gontoj fwnh/| mega,lh|( Ouvai. ouvai. ouvai.
tou.j katoikou/ntaj evpi. th/j gh/j evk tw/n loipw/n fwnw/n th/j sa,lpiggoj tw/n triw/n avgge,lwn tw/n mello,ntwn
salpi,zeinÅ
And I beheld, and heard an angel flying through the midst of heaven, saying with a loud voice, Woe, woe, woe,
to the inhabiters of the earth by reason of the other voices of the trumpet of the three angels, which are yet to
sound!
我又看見一個鷹飛在空中，並聽見他大聲說：三位天使要吹那其餘的號，你們住在地上的民，禍哉，禍哉，禍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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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並且 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從屬(他)一個 從屬(他)老鷹

從屬(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展翅飛行了的 在內 在對(它)半空中 從屬(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在對(她)聲音

在對(她)極大的， 哀哉呀， 哀哉呀， 哀哉呀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定居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其餘的 從屬(他們)聲音 從屬(她)那 從屬(她)喇叭號筒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三個 從屬(他們)使者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的

現要去持續吹喇叭號筒。
[經文變異RT]

並且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並且 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從屬(他)一個 從屬(他)使者

從屬(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展翅飛行了的 在內 在對(它)半空中 從屬(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在對(她)聲音

在對(她)極大的， 哀哉呀， 哀哉呀， 哀哉呀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定居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其餘的 從屬(他們)聲音 從屬(她)那 從屬(她)喇叭號筒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三個 從屬(他們)使者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的

現要去持續吹喇叭號筒。
[經文變異MT]

並且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並且 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從屬(他)一個 從屬(他)老鷹

從屬(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展翅飛行了的 在內 在對(它)半空中 從屬(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在對(她)聲音

在對(她)極大的， 哀哉呀， 哀哉呀， 哀哉呀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定居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其餘的 從屬(他們)聲音 從屬(她)那 從屬(她)喇叭號筒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三個 從屬(他們)使者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的

現要去持續吹喇叭號筒。

啟 9:1 Kai. ò pe,mptoj a;ggeloj evsa,lpisen\ kai. ei=don avste,ra evk tou/ ouvranou/ peptwko,ta eivj th.n gh/n( kai. evdo,qh
auvtw/| h` klei.j tou/ fre,atoj th/j avbu,ssou
And the fifth angel sounded, and I saw a star fall from heaven unto the earth: and to him was given the key of
the bottomless pit.
第五位天使吹號，我就看見一個星從天落到地上；有無底坑的鑰匙賜給他。

並且 (他)那 (他)第五的 (他)使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吹喇叭號筒， 並且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他)星星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到於(他)現在已經落下墜落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給與 在對(他)同一者 (她)那 (她)鑰匙 從屬(它)那 從屬(它)坑洞井穴 從屬(她)那 從屬(她)無底坑。

啟 9:2 kai. h;noixen to. fre,ar th/j avbu,ssou( kai. avne,bh kapno.j evk tou/ fre,atoj wj̀ kapno.j kami,nou mega,lhj( kai.
evskotw,qh ò h[lioj kai. ò avh.r evk tou/ kapnou/ tou/ fre,atojÅ
And he opened the bottomless pit; and there arose a smoke out of the pit, as the smoke of a great furnace; and
the sun and the air were darkened by reason of the smoke of the pit.
他開了無底坑，便有煙從坑裏往上冒，好像大火爐的煙；日頭和天空，都因這煙昏暗了。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上開啟打開 到於(它)那 到於(它)坑洞井穴 從屬(她)那 從屬(她)無底坑；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上行 (他)煙霧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坑洞井穴 正如地 (他)煙霧 從屬(她)燃窯煉爐

從屬(她)極大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促使有黑暗 (他)那 (他)日頭太陽 並且 (他)那 (他)空中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煙霧 從屬(它)那 從屬(它)坑洞井穴。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上開啟打開 到於(它)那 到於(它)坑洞井穴 從屬(她)那 從屬(她)無底坑；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上行 (他)煙霧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坑洞井穴 正如地 (他)煙霧 從屬(她)燃窯煉爐

從屬(她)極大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蔽以黑暗 (他)那 (他)日頭太陽 並且 (他)那 (他)空中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煙霧 從屬(它)那 從屬(它)坑洞井穴。
[經文變異M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上開啟打開 到於(它)那 到於(它)坑洞井穴 從屬(她)那 從屬(她)無底坑；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上行 (他)煙霧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坑洞井穴 正如地 (他)煙霧 從屬(她)燃窯煉爐

從屬(她)現正持續被點燃焚燒了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蔽以黑暗 (他)那 (他)日頭太陽 並且 (他)那 (他)空中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煙霧 從屬(它)那 從屬(它)坑洞井穴。

啟 9:3 kai. evk tou/ kapnou/ evxh/lqon avkri,dej eivj th.n gh/n( kai. evdo,qh auvtai/j evxousi,a wj̀ e;cousin evxousi,an oì
skorpi,oi th/j gh/jÅ
And there came out of the smoke locusts upon the earth: and unto them was given power, as the scorpions of
the earth have power.
有蝗蟲從煙中出來飛到地上；有能力賜給他們，好像地上蠍子的能力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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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煙霧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她們)蝗蟲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給與 在對(她們)同一者 (她)權柄掌握， 正如地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權柄掌握 (他們)那些 (他們)蠍子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啟 9:4 kai. evrre,qh auvtai/j i[na mh. avdikh,sousin to.n co,rton th/j gh/j ouvde. pa/n clwro.n ouvde. pa/n de,ndron( eiv mh.
tou.j avnqrw,pouj oi[tinej ouvk e;cousi th.n sfragi/da tou/ qeou/ evpi. tw/n metw,pwnÅ
And it was commanded them that they should not hurt the grass of the earth, neither any green thing, neither
any tree; but only those men which have not the seal of God in their foreheads.
並且吩咐他們說，不可傷害地上的草，和各樣青物，並一切樹木，惟獨要傷害額上沒有神印記的人。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發表言說 在對(她們)同一者 為要 不會/不要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行不義 到於(他)那

到於(他)草場禾草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然而也不是地 到於(它)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青翠嫩綠的，

然而也不是地 到於(它)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樹木， 若是 不會/不要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人

(他們)這個任何什麼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圖章封印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前額。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發表言說 在對(她們)同一者 為要 不會/不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行不義 到於(他)那

到於(他)草場禾草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然而也不是地 到於(它)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青翠嫩綠的，

然而也不是地 到於(它)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樹木， 若是 不會/不要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人

到於(他們)僅有單獨的 (他們)這個任何什麼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圖章封印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前額 從屬(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M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發表言說 在對(她們)同一者 為要 不會/不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行不義 到於(他)那

到於(他)草場禾草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然而也不是地 到於(它)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青翠嫩綠的，

然而也不是地 到於(它)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樹木， 若是 不會/不要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人

(他們)這個任何什麼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圖章封印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前額 從屬(他們)同一者。

啟 9:5 kai. evdo,qh auvtoi/j i[na mh. avpoktei,nwsin auvtou,j( avllV i[na basanisqh,sontai mh/naj pe,nte( kai. ò
basanismo.j auvtw/n wj̀ basanismo.j skorpi,ou o[tan pai,sh| a;nqrwponÅ
And to them it was given that they should not kill them, but that they should be tormented five months: and their
torment was as the torment of a scorpion, when he striketh a man.
但不許蝗蟲害死他們，只叫他們受痛苦五個月；這痛苦就像蠍子螫人的痛苦一樣。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給與 在對(他們)同一者 為要 不會/不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殺害除掉註1

到於(他們)同一者， 但乃是 為要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被使有考驗折磨 到於(他們)月 到於(他們)五個； 並且 (他)那

(他)使有考驗折磨 從屬(她們)同一者 正如地 (他)使有考驗折磨 從屬(他)蠍子， 但凡當這時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敲擊打中 到於(他)人。

註1：“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殺害除掉”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殺害除掉”。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給與 在對(她們)同一者 為要 不會/不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殺害除掉

到於(他們)同一者， 但乃是 為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被使有考驗折磨 到於(他們)月 到於(他們)五個； 並且

(他)那 (他)使有考驗折磨 從屬(她們)同一者 正如地 (他)使有考驗折磨 從屬(他)蠍子， 但凡當這時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敲擊打中 到於(他)人。
[經文變異WH]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給與 在對(她們)同一者 為要 不會/不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殺害除掉

到於(他們)同一者， 但乃是 為要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被使有考驗折磨 到於(他們)月 到於(他們)五個； 並且 (他)那

(他)使有考驗折磨 從屬(她們)同一者 正如地 (他)使有考驗折磨 從屬(他)蠍子， 但凡當這時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敲擊打中 到於(他)人。

啟 9:6 kai. evn tai/j hm̀e,raij evkei,naij zhth,sousin oi` a;nqrwpoi to.n qa,naton kai. ouv mh. eùrh,sousin auvto,n( kai.
evpiqumh,sousin avpoqanei/n kai. feu,gei ò qa,natoj avpV auvtw/nÅ
And in those days shall men seek death, and shall not find it; and shall desire to die, and death shall flee from
them.
在那些日子，人要求死，決不得死；願意死，死卻遠避他們。

並且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日子/白日 在對(她們)在那裏的那個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探索尋求 (他們)那些

(他們)人 到於(他)那 到於(他)死， 並且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找到尋見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熱戀愛慕 那時(也是)要去死去，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逃離走避 (他)那 (他)死 從那裏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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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屬(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日子/白日 在對(她們)在那裏的那個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探索尋求 (他們)那些

(他們)人 到於(他)那 到於(他)死，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找到尋見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熱戀愛慕 那時(也是)要去死去，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逃離走避 (他)那 (他)死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MT]

並且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日子/白日 在對(她們)在那裏的那個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探索尋求 (他們)那些

(他們)人 到於(他)那 到於(他)死， 並且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找到尋見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熱戀愛慕 那時(也是)要去死去，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逃離走避 (他)那 (他)死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同一者。

啟 9:7 Kai. ta. òmoiw,mata tw/n avkri,dwn o[moia i[ppoij ht̀oimasme,noij eivj po,lemon( kai. evpi. ta.j kefala.j auvtw/n
wj̀ ste,fanoi o[moioi crusw/|( kai. ta. pro,swpa auvtw/n wj̀ pro,swpa avnqrw,pwn(
And the shapes of the locusts were like unto horses prepared unto battle; and on their heads were as it were
crowns like gold, and their faces were as the faces of men.
蝗蟲的形狀，好像預備出戰的馬一樣，頭上戴的好像金冠冕，臉面好像男人的臉面。

並且 (它們)那些 (它們)形式類同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蝗蟲 (它們)具同樣相同的 在對(他們)馬

在對(他們)現在已經被使成妥切齊備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戰爭打仗； 並且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頭 從屬(她們)同一者 正如地 (他們)花冠 (他們)具同樣相同的 在對(他)黃金， 並且 (它們)那些

(它們)前面的臉面 從屬(她們)同一者 正如地 (它們)前面的臉面 從屬(他們)人；
[經文變異MT]

並且 (它們)那些 (它們)形式類同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蝗蟲 (它們)具同樣相同的 在對(他們)馬

在對(他們)現在已經被使成妥切齊備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戰爭打仗； 並且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頭 從屬(她們)同一者 正如地 (他們)花冠 (他)黃金的， 並且 (它們)那些 (它們)前面的臉面

從屬(她們)同一者 正如地 (它們)前面的臉面 從屬(他們)人；

啟 9:8 kai. ei=con tri,caj wj̀ tri,caj gunaikw/n( kai. oi` ovdo,ntej auvtw/n wj̀ leo,ntwn h=san(
And they had hair as the hair of women, and their teeth were as the teeth of lions.
頭髮像女人的頭髮，牙齒像獅子的牙齒。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持有 到於(她們)毛髮 正如地 到於(她們)毛髮 從屬(她們)女人，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牙齒

從屬(她們)同一者 正如地 從屬(他們)獅子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啟 9:9 kai. ei=con qw,rakaj wj̀ qw,rakaj sidhrou/j( kai. h̀ fwnh. tw/n pteru,gwn auvtw/n ẁj fwnh. ar̀ma,twn i[ppwn
pollw/n treco,ntwn eivj po,lemon(
And they had breastplates, as it were breastplates of iron; and the sound of their wings was as the sound of
chariots of many horses running to battle.
胸前有甲，好像鐵甲；他們翅膀的聲音，好像許多車馬奔跑上陣的聲音。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持有 到於(他們)護胸甲 正如地 到於(他們)護胸甲 到於(他們)鐵的； 並且 (她)那 (她)聲音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羽翼翅膀 從屬(她們)同一者 正如地 (她)聲音 從屬(它們)馬車 從屬(他們)馬

從屬(他們)許多的註1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奔跑疾行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戰爭打仗；

註1：“從屬(他們)許多的”文法上亦可以為“從屬(它們)許多的”。

[不同標點]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持有 到於(他們)護胸甲 正如地 到於(他們)護胸甲 到於(他們)鐵的； 並且 (她)那 (她)聲音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羽翼翅膀 從屬(她們)同一者 正如地 (她)聲音 從屬(它們)馬車， 從屬(他們)馬

從屬(他們)許多的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奔跑疾行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戰爭打仗；

啟 9:10 kai. e;cousin ouvra.j òmoi,aj skorpi,oij kai. ke,ntra( kai. evn tai/j ouvrai/j auvtw/n h` evxousi,a auvtw/n avdikh/sai
tou.j avnqrw,pouj mh/naj pe,nte(
And they had tails like unto scorpions, and there were stings in their tails: and their power was to hurt men five
months.
有尾巴像蠍子；尾巴上的毒鉤能傷人五個月。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們)尾巴 到於(她們)具同樣相同的 在對(他們)蠍子 並且

到於(它們)蜂蠍尾之螫刺/刺棒； 並且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尾巴 從屬(她們)同一者 (她)那 (她)權柄掌握

從屬(她們)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行不義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人 到於(他們)月 到於(他們)五個。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們)尾巴 到於(她們)具同樣相同的 在對(他們)蠍子， 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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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於(它們)蜂蠍尾之螫刺/刺棒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尾巴 從屬(她們)同一者； 並且

(她)那 (她)權柄掌握 從屬(她們)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行不義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人 到於(他們)月

到於(他們)五個。
[經文變異MT]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們)尾巴 到於(她們)具同樣相同的 在對(他們)蠍子 並且

到於(它們)蜂蠍尾之螫刺/刺棒； 並且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尾巴 從屬(她們)同一者 (她)權柄掌握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持有， 從屬(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行不義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人 到於(他們)月

到於(他們)五個。

啟 9:11 e;cousin evpV auvtw/n basile,a to.n a;ggelon th/j avbu,ssou( o;noma auvtw/| ~Ebrai?sti. VAbaddw,n( kai. evn th/|
~Ellhnikh/| o;noma e;cei VApollu,wnÅ
And they had a king over them, which is the angel of the bottomless pit, whose name in the Hebrew tongue is
Abaddon, but in the Greek tongue hath his name Apollyon.
有無底坑的使者作他們的王；按著希伯來話，名叫亞巴頓，希利尼話，名叫亞玻倫。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持有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們)同一者 到於(他)君王 到於(他)那 到於(他)使者 從屬(她)那

從屬(她)無底坑， (它)名字 在對(他)同一者 以希伯來語文地 (他)亞巴頓[名字=毀滅者]， 並且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屬希利尼人的 到於(它)名字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他)亞玻倫[名字=正持續毀掉除滅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持有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們)同一者 到於(他)君王 到於(他)那 到於(他)使者 從屬(她)那

從屬(她)無底坑， (它)名字 在對(他)同一者 以希伯來語文地 (他)亞巴頓， 並且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屬希利尼人的 到於(它)名字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他)亞玻倫。
[經文變異MT]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他)君王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們)同一者 到於(他)使者 從屬(她)那 從屬(她)無底坑，

(它)名字 在對(他)同一者 以希伯來語文地 (他)亞巴頓， 在內 然而也 在對(她)那 在對(她)屬希利尼人的

到於(它)名字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他)亞玻倫。

啟 9:12 ~H ouvai. h̀ mi,a avph/lqen\ ivdou. e;rcetai e;ti du,o ouvai. meta. tau/taÅ
One woe is past; and, behold, there come two woes more hereafter.
第一樣災禍過去了，還有兩樣災禍要來。

(她)那 (她)哀哉呀 (她)那 (她)一個/第一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依然仍舊地 (她們)二個/兩個 (她們)哀哉呀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她)那 (她)哀哉呀 (她)那 (她)一個/第一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依然仍舊地 (她們)二個/兩個 (她們)哀哉呀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啟 9:13 Kai. ò e[ktoj a;ggeloj evsa,lpisen\ kai. h;kousa fwnh.n mi,an evk tw/n Îtessa,rwnÐ kera,twn tou/ qusiasthri,ou
tou/ crusou/ tou/ evnw,pion tou/ qeou/(
And the sixth angel sounded, and I heard a voice from the four horns of the golden altar which is before God,
第六位天使吹號，我就聽見有聲音，從神面前金壇的四角出來，

並且 (他)那 (他)第六的 (他)使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吹喇叭號筒， 並且 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到於(她)聲音

到於(她)一個/第一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四個 從屬(它們)角 從屬(它)那 從屬(它)祭壇 從屬(它)那

從屬(它)黃金的 從屬(它)那 在面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經文變異WH]

並且 (他)那 (他)第六的 (他)使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吹喇叭號筒， 並且 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到於(她)聲音

到於(她)一個/第一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角 從屬(它)那 從屬(它)祭壇 從屬(它)那 從屬(它)黃金的

從屬(它)那 在面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啟 9:14 le,gonta tw/| e[ktw| avgge,lw|( ò e;cwn th.n sa,lpigga( Lu/son tou.j te,ssaraj avgge,louj tou.j dedeme,nouj evpi.
tw/| potamw/| tw/| mega,lw| Euvfra,th|Å
Saying to the sixth angel which had the trumpet, Loose the four angels which are bound in the great river
Euphrates.
吩咐那吹號的第六位天使，說：把那捆綁在伯拉大河的四個使者釋放了。

到於(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第六的 在對(他)使者， (他)那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喇叭號筒， 你那時(也是)就要鬆綁脫解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四個 到於(他們)使者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在已經被拴綁了的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那 在對(他)河流 在對(他)那 在對(他)極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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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他)幼發拉底。
[經文變異RT]

到於(她)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第六的 在對(他)使者 (他)這個 他/她/它當時持續持有 到於(她)那

到於(她)喇叭號筒， 你那時(也是)就要鬆綁脫解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四個 到於(他們)使者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在已經被拴綁了的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那 在對(他)河流 在對(他)那 在對(他)極大的

在對(他)幼發拉底。

啟 9:15 kai. evlu,qhsan oì te,ssarej a;ggeloi oì ht̀oimasme,noi eivj th.n w[ran kai. hm̀e,ran kai. mh/na kai. evniauto,n(
i[na avpoktei,nwsin to. tri,ton tw/n avnqrw,pwnÅ
And the four angels were loosed, which were prepared for an hour, and a day, and a month, and a year, for to
slay the third part of men.
那四個使者就被釋放；他們原是預備好了，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時，要殺人的三分之一。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鬆綁脫解 (他們)那些 (他們)四個 (他們)使者 (他們)那些

(他們)現在已經被使成妥切齊備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鐘點時刻 並且 到於(她)日子/白日 並且 到於(他)月

並且 到於(他)年度， 為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殺害除掉註1
到於(它)那 到於(它)第三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人。

註1：“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殺害除掉”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殺害除掉”。

[經文變異MT]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鬆綁脫解 (他們)那些 (他們)四個 (他們)使者 (他們)那些

(他們)現在已經被使成妥切齊備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鐘點時刻 並且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日子/白日 並且 到於(他)月 並且 到於(他)年度， 為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殺害除掉 到於(它)那

到於(它)第三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人。

啟 9:16 kai. ò avriqmo.j tw/n strateuma,twn tou/ ìppikou/ dismuria,dej muria,dwn( h;kousa to.n avriqmo.n auvtw/nÅ
And the number of the army of the horsemen were two hundred thousand thousand: and I heard the number of
them.
馬軍有二萬萬；他們的數目我聽見了。

並且 (他)那 (他)數目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隊伍軍兵 從屬(它)那 從屬(它)屬馬的 (她們)兩萬 從屬(她們)一萬；

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到於(他)那 到於(他)數目 從屬(它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 (他)數目 從屬(它們)隊伍軍兵 從屬(它)那 從屬(它)屬馬的 (她們)二個/兩個 (她們)一萬 從屬(她們)一萬；

並且 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到於(他)那 到於(他)數目 從屬(它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MT]

並且 (他)那 (他)數目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隊伍軍兵 從屬(他)那 從屬(他)馬 (她們)一萬 從屬(她們)一萬；

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到於(他)那 到於(他)數目 從屬(它們)同一者。

啟 9:17 kai. ou[twj ei=don tou.j i[ppouj evn th/| òra,sei kai. tou.j kaqhme,nouj evpV auvtw/n( e;contaj qw,rakaj puri,nouj
kai. ùakinqi,nouj kai. qeiw,deij( kai. aì kefalai. tw/n i[ppwn wj̀ kefalai. leo,ntwn( kai. evk tw/n stoma,twn auvtw/n
evkporeu,etai pu/r kai. kapno.j kai. qei/onÅ
And thus I saw the horses in the vision, and them that sat on them, having breastplates of fire, and of jacinth,
and brimstone: and the heads of the horses were as the heads of lions; and out of their mouths issued fire and
smoke and brimstone.
我在異象中看見那些馬和騎馬的，騎馬的胸前有甲如火，與紫瑪瑙，並硫磺；馬的頭好像獅子頭，有火，有煙，

有硫磺，從馬的口中出來。

並且 那同一樣式地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馬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看清洞察，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他們)護胸甲 到於(他們)燃火成的 並且 到於(他們)紫瑪瑙成的 並且 到於(他們)硫磺形像的； 並且 (她們)那些

(她們)頭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馬 正如地 (她們)頭 從屬(他們)獅子； 並且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口/嘴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向外行去 (它)火 並且 (他)煙霧 並且 (它)硫磺。

啟 9:18 avpo. tw/n triw/n plhgw/n tou,twn avpekta,nqhsan to. tri,ton tw/n avnqrw,pwn( evk tou/ puro.j kai. tou/ kapnou/
kai. tou/ qei,ou tou/ evkporeuome,nou evk tw/n stoma,twn auvtw/nÅ
By these three was the third part of men killed, by the fire, and by the smoke, and by the brimstone, which
issued out of their mouths.
口中所出來的火，與煙，並硫磺，這三樣災殺了人的三分之一。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三個 從屬(她們)災禍傷害 從屬(她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殺害除掉

(它)那 (它)第三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人，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火 並且 從屬(他)那 從屬(他)煙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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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 從屬(它)那 從屬(它)硫磺 從屬(它)那 從屬(它)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向外行去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口/嘴 從屬(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在底下>被從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三個 從屬(她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殺害除掉 (它)那 (它)第三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人，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火 並且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煙霧 並且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硫磺 從屬(它)那 從屬(它)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向外行去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口/嘴 從屬(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MT]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三個 從屬(她們)災禍傷害 從屬(她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殺害除掉

(它)那 (它)第三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人，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那 從屬(它)火 並且 從屬(他)那 從屬(他)煙霧

並且 從屬(它)那 從屬(它)硫磺 從屬(它)那 從屬(它)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向外行去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口/嘴 從屬(他們)同一者。

啟 9:19 h` ga.r evxousi,a tw/n i[ppwn evn tw/| sto,mati auvtw/n evstin kai. evn tai/j ouvrai/j auvtw/n( ai` ga.r ouvrai. auvtw/n
o[moiai o;fesin( e;cousai kefala.j kai. evn auvtai/j avdikou/sinÅ
For their power is in their mouth, and in their tails: for their tails were like unto serpents, and had heads, and with
them they do hurt.
這馬的能力，是在口裏，和尾巴上；因這尾巴像蛇，並且有頭用以害人。

(她)那 因為 (她)權柄掌握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馬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口/嘴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並且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尾巴 從屬(他們)同一者； (她們)那些 因為 (她們)尾巴

從屬(他們)同一者 (她們)具同樣相同的 在對(他們)蛇， (她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們)頭； 並且 在內

在對(她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行不義。
[經文變異RT]

(她)那 因為 (她)權柄掌握 從屬(他們)同一者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口/嘴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她們)那些 因為 (她們)尾巴 從屬(他們)同一者 (她們)具同樣相同的 在對(他們)蛇，

(她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們)頭； 並且 在內 在對(她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行不義。
[經文變異MT]

(她)那 因為 (她)權柄掌握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馬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口/嘴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並且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尾巴 從屬(他們)同一者； (她們)那些 因為 (她們)尾巴

從屬(他們)同一者 (她們)具同樣相同的 從屬(他們)蛇， (她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們)頭； 並且 在內

在對(她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行不義。

啟 9:20 Kai. oi` loipoi. tw/n avnqrw,pwn( oi] ouvk avpekta,nqhsan evn tai/j plhgai/j tau,taij( ouvde. meteno,hsan evk tw/n
e;rgwn tw/n ceirw/n auvtw/n( i[na mh. proskunh,sousin ta. daimo,nia kai. ta. ei;dwla ta. crusa/ kai. ta. avrgura/ kai.
ta. calka/ kai. ta. li,qina kai. ta. xu,lina( a] ou;te ble,pein du,nantai ou;te avkou,ein ou;te peripatei/n(
And the rest of the men which were not killed by these plagues yet repented not of the works of their hands, that
they should not worship devils, and idols of gold, and silver, and brass, and stone, and of wood: which neither
can see, nor hear, nor walk:
其餘未曾被這些災所殺的人，仍舊不悔改自己手所作的，還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聽，不能走，金，

銀，銅，木，石，的偶像。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其餘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人， (他們)這些個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殺害除掉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災禍傷害 在對(她們)那同一者， 然而也不是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轉念悔悟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工作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手 從屬(他們)同一者， 為要 不會/不要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敬拜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鬼魔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偶像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黃金的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白銀的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銅的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石頭作的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木頭作的， 到於(它們)這些個 並不/又不 現要去持續著眼觀看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並不/又不 現要去持續聲聞耳聽， 並不/又不 現要去持續來往昂然踏行；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其餘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人， (他們)這些個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殺害除掉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災禍傷害 在對(她們)那同一者， 並不/又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轉念悔悟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工作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手 從屬(他們)同一者， 為要 不會/不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敬拜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鬼魔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偶像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黃金的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白銀的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銅的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石頭作的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木頭作的， 到於(它們)這些個 並不/又不 現要去持續著眼觀看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並不/又不 現要去持續聲聞耳聽， 並不/又不 現要去持續來往昂然踏行；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  簡易閲讀版  1492

1492

[經文變異WH]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其餘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人， (他們)這些個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殺害除掉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災禍傷害 在對(她們)那同一者，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轉念悔悟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工作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手 從屬(他們)同一者， 為要 不會/不要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敬拜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鬼魔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偶像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黃金的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白銀的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銅的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石頭作的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木頭作的， 到於(它們)這些個 並不/又不 現要去持續著眼觀看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並不/又不 現要去持續聲聞耳聽， 並不/又不 現要去持續來往昂然踏行；

啟 9:21 kai. ouv meteno,hsan evk tw/n fo,nwn auvtw/n ou;te evk tw/n farma,kwn auvtw/n ou;te evk th/j pornei,aj auvtw/n
ou;te evk tw/n klemma,twn auvtw/nÅ
Neither repented they of their murders, nor of their sorceries, nor of their fornication, nor of their thefts.
又不悔改他們那些凶殺，邪術，姦淫，偷竊的事。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轉念悔悟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謀害凶殺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不/又不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藥物魔法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不/又不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通奸淫行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不/又不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所偷竊盜取

從屬(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轉念悔悟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謀害凶殺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不/又不 向外出來 從屬(她們)那些註1
從屬(她們)醫藥巫術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不/又不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通奸淫行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不/又不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所偷竊盜取

從屬(他們)同一者。

註1：“從屬(它們)那些”文法上亦可以為“從屬(她們)那些”。

啟 10:1 Kai. ei=don a;llon a;ggelon ivscuro.n katabai,nonta evk tou/ ouvranou/ peribeblhme,non nefe,lhn( kai. h` i=rij
evpi. th/j kefalh/j auvtou/ kai. to. pro,swpon auvtou/ ẁj ò h[lioj kai. oi` po,dej auvtou/ ẁj stu/loi puro,j(
And I saw another mighty angel come down from heaven, clothed with a cloud: and a rainbow was upon his
head, and his face was as it were the sun, and his feet as pillars of fire:
我又看見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從天降下，披著雲彩，頭上有虹；臉面像日頭，兩腳像火柱；

並且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他)另外不同的 到於(他)使者 到於(他)強壯大力的 到於(他)現正持續向下行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到於(他)現在已經被披蓋穿裹了的 到於(她)雲團； 並且 (她)那 (她)彩虹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頭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它)那 (它)前面的臉面 從屬(他)同一者 正如地

(他)那 (他)日頭太陽，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腳 從屬(他)同一者 正如地 (他們)柱石 從屬(它)火；
[經文變異RT]

並且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他)另外不同的 到於(他)使者 到於(他)強壯大力的 到於(他)現正持續向下行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到於(他)現在已經被披蓋穿裹了的 到於(她)雲團； 並且 (她)彩虹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頭， 並且 (它)那 (它)前面的臉面 從屬(他)同一者 正如地 (他)那

(他)日頭太陽，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腳 從屬(他)同一者 正如地 (他們)柱石 從屬(它)火；
[經文變異WH]

並且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他)另外不同的 到於(他)使者 到於(他)強壯大力的 到於(他)現正持續向下行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到於(他)現在已經被披蓋穿裹了的 到於(她)雲團； 並且 (她)那 (她)彩虹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頭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它)那 (它)前面的臉面 從屬(他)同一者 正如地

(他)那 (他)日頭太陽，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腳 從屬(他)同一者 正如地 (他們)柱石 從屬(它)火；

啟 10:2 kai. e;cwn evn th/| ceiri. auvtou/ biblari,dion hvnew|gme,nonÅ kai. e;qhken to.n po,da auvtou/ to.n dexio.n evpi. th/j
qala,sshj( to.n de. euvw,numon evpi. th/j gh/j(
And he had in his hand a little book open: and he set his right foot upon the sea, and his left foot on the earth,
他手裏拿著小書卷是展開的；他右腳踏海，左腳踏地；

並且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手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它)小冊子

到於(它)現在已經被向上開啟打開了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置放擺設 到於(他)那 到於(他)腳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他)那 到於(他)右手邊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海， 到於(他)那 然而也 到於(他)左邊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持有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手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它)小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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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於(它)現在已經被向上開啟打開了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置放擺設 到於(他)那 到於(他)腳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他)那 到於(他)右手邊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海， 到於(他)那 然而也 到於(他)左邊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經文變異MT]

並且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手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它)小書卷

到於(它)現在已經被向上開啟打開了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置放擺設 到於(他)那 到於(他)腳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他)那 到於(他)右手邊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海， 到於(他)那 然而也 到於(他)左邊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啟 10:3 kai. e;kraxen fwnh/| mega,lh| w[sper le,wn muka/taiÅ kai. o[te e;kraxen( evla,lhsan ai` ep̀ta. brontai. ta.j
eàutw/n fwna,jÅ
And cried with a loud voice, as when a lion roareth: and when he had cried, seven thunders uttered their voices.
大聲呼喊，好像獅子吼叫，呼喊完了，就有七雷發聲。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嘶聲吶喊 在對(她)聲音 在對(她)極大的， 甚至正如地 (他)獅子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鼻鳴低吼； 並且 當這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嘶聲吶喊，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言講說

(她們)那些 (她們)七個 (她們)打雷 到於(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同一者自己 到於(她們)聲音。

啟 10:4 kai. o[te evla,lhsan ai` èpta. brontai,( h;mellon gra,fein( kai. h;kousa fwnh.n evk tou/ ouvranou/ le,gousan(
Sfra,gison a] evla,lhsan aì ep̀ta. brontai,( kai. mh. auvta. gra,yh|jÅ
And when the seven thunders had uttered their voices, I was about to write: and I heard a voice from heaven
saying unto me, Seal up those things which the seven thunders uttered, and write them not.
七雷發聲之後，我正要寫出來，就聽見從天上有聲音說：七雷所說的你要封上，不可寫出來。

並且 當這時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言講說 (她們)那些 (她們)七個 (她們)打雷， 我當時持續準備快要

現要去持續刻寫記載； 並且 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到於(她)聲音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到於(她)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蓋圖章封印 到於(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言講說 (她們)那些

(她們)七個 (她們)打雷， 並且 不會/不要 到於(它們)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應該刻寫記載。
[經文變異RT]

並且 當這時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言講說 (她們)那些 (她們)七個 (她們)打雷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聲音

從屬(他們)同一者自己， 我當時持續準備快要 現要去持續刻寫記載； 並且 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到於(她)聲音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到於(她)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在對我， 你那時(也是)就要蓋圖章封印

到於(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發言講說 (她們)那些 (她們)七個 (她們)打雷， 並且 不會/不要

到於(它們)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應該刻寫記載。

啟 10:5 Kai. ò a;ggeloj( o]n ei=don èstw/ta evpi. th/j qala,sshj kai. evpi. th/j gh/j( h=ren th.n cei/ra auvtou/ th.n dexia.n
eivj to.n ouvrano.n
And the angel which I saw stand upon the sea and upon the earth lifted up his hand to heaven,
我所看見的那踏海踏地的天使，向天舉起右手來，

並且 (他)那 (他)使者 到於(他)這個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他)現在已經立定站住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海 並且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提起 到於(她)那 到於(她)手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她)那 到於(她)右手邊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天空/天，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 (他)使者 到於(他)這個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他)現在已經立定站住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海 並且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提起 到於(她)那 到於(她)手

從屬(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天空/天，

啟 10:6 kai. w;mosen evn tw/| zw/nti eivj tou.j aivw/naj tw/n aivw,nwn( o]j e;ktisen to.n ouvrano.n kai. ta. evn auvtw/| kai.
th.n gh/n kai. ta. evn auvth/| kai. th.n qa,lassan kai. ta. evn auvth/|( o[ti cro,noj ouvke,ti e;stai(
And sware by him that liveth for ever and ever, who created heaven, and the things that therein are, and the
earth, and the things that therein are, and the sea, and the things which are therein, that there should be time no
longer:
指著那創造天和天上之物，地和地上之物，海和海中之物，直活到永永遠遠的，起誓說：不再有時日了；〔或作

不再耽延了〕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起誓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活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世紀時代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世紀時代， (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創造建立 到於(他)那 到於(他)天空/天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在內

在對(她)同一者，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海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在內 在對(她)同一者， 是這樣 (他)時段期間

不再地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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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起誓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活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世紀時代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世紀時代， (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創造建立 到於(他)那 到於(他)天空/天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在內

在對(她)同一者，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海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在內 在對(她)同一者， 是這樣 (他)時段期間

不是/不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依然仍舊地；

啟 10:7 avllV evn tai/j h̀me,raij th/j fwnh/j tou/ eb̀do,mou avgge,lou( o[tan me,llh| salpi,zein( kai. evtele,sqh to.
musth,rion tou/ qeou/( wj̀ euvhgge,lisen tou.j èautou/ dou,louj tou.j profh,tajÅ
But in the days of the voice of the seventh angel, when he shall begin to sound, the mystery of God should be
finished, as he hath declared to his servants the prophets.
但在第七位天使吹號發聲的時候，神的奧秘，就成全了，正如神所傳給他僕人眾先知的佳音。

但乃是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日子/白日 從屬(她)那 從屬(她)聲音 從屬(他)那 從屬(他)第七的

從屬(他)使者， 但凡當這時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準備快要 現要去持續吹喇叭號筒，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完成

(它)那 (它)奧祕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正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傳福音佳訊 到於(他們)那些 從屬(他)同一者自己

到於(他們)奴僕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經文變異RT]

但乃是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日子/白日 從屬(她)那 從屬(她)聲音 從屬(他)那 從屬(他)第七的

從屬(他)使者， 但凡當這時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準備快要 現要去持續吹喇叭號筒，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完成 (它)那 (它)奧祕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正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傳福音佳訊

在對(他們)那些 從屬(他)同一者自己 在對(他們)奴僕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啟 10:8 Kai. h` fwnh. h]n h;kousa evk tou/ ouvranou/ pa,lin lalou/san metV evmou/ kai. le,gousan( {Upage la,be to.
bibli,on to. hvnew|gme,non evn th/| ceiri. tou/ avgge,lou tou/ es̀tw/toj evpi. th/j qala,sshj kai. evpi. th/j gh/jÅ
And the voice which I heard from heaven spake unto me again, and said, Go and take the little book which is
open in the hand of the angel which standeth upon the sea and upon the earth.
我先前從天上所聽見的那聲音，又吩咐我說：你去把那踏海踏地之天使手中展開的小書卷取過來；

並且 (她)那 (她)聲音 到於(她)這個 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重新又再地

到於(她)現正持續發言講說了的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我" 並且 到於(她)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現在就要持續退開去， 你那時(也是)就要拿取 到於(它)那 到於(它)小書卷 到於(它)那

到於(它)現在已經被向上開啟打開了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手 從屬(他)那 從屬(他)使者 從屬(他)那

從屬(他)現在已經立定站住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海 並且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經文變異RT]

並且 (她)那 (她)聲音 到於(她)這個 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重新又再地

(她)現正持續發言講說了的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我" 並且 (她)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現在就要持續退開去，

你那時(也是)就要拿取 到於(它)那 到於(它)小冊子 到於(它)那 到於(它)現在已經被向上開啟打開了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手 從屬(他)使者 從屬(他)那 從屬(他)現在已經立定站住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海 並且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啟 10:9 kai. avph/lqa pro.j to.n a;ggelon le,gwn auvtw/| dou/nai, moi to. biblari,dionÅ kai. le,gei moi( La,be kai.
kata,fage auvto,( kai. pikranei/ sou th.n koili,an( avllV evn tw/| sto,mati, sou e;stai gluku. wj̀ me,liÅ
And I went unto the angel, and said unto him, Give me the little book. And he said unto me, Take it, and eat it
up; and it shall make thy belly bitter, but it shall be in thy mouth sweet as honey.
我就走到天使那裏，對他說：請你把小書卷給我；他對我說：你拿著喫盡了，便叫你肚子發苦，然而在你口中要

甜如蜜。

並且 我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使者，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給與 在對我 到於(它)那 到於(它)小冊子。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我，

你那時(也是)就要拿取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吞喫 到於(它)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促為苦澀辛辣 從屬你

到於(她)那 到於(她)腹腔， 但乃是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口/嘴 從屬你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它)甜美香甜的

正如地 (它)蜂蜜。
[經文變異RT]

並且 我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使者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就要給與 在對我 到於(它)那 到於(它)小冊子。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我，

你那時(也是)就要拿取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吞喫 到於(它)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促為苦澀辛辣 從屬你

到於(她)那 到於(她)腹腔， 但乃是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口/嘴 從屬你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它)甜美香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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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地 (它)蜂蜜。

啟 10:10 kai. e;labon to. biblari,dion evk th/j ceiro.j tou/ avgge,lou kai. kate,fagon auvto,( kai. h=n evn tw/| sto,mati, mou
wj̀ me,li gluku. kai. o[te e;fagon auvto,( evpikra,nqh h̀ koili,a mouÅ
And I took the little book out of the angel's hand, and ate it up; and it was in my mouth sweet as honey: and as
soon as I had eaten it, my belly was bitter.
我從天使手中把小書卷接過來，喫盡了；在我口中果然甜如蜜；喫了以後，肚子覺得發苦了。

並且 我那時(也是)拿取 到於(它)那 到於(它)小冊子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手 從屬(他)那 從屬(他)使者， 並且

我那時(也是)吞喫 到於(它)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口/嘴 從屬我 正如地

(它)蜂蜜 (它)甜美香甜的； 並且 當這時地 我那時(也是)吃食 到於(它)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促為苦澀辛辣

(她)那 (她)腹腔 從屬我。
[經文變異MT]

並且 我那時(也是)拿取 到於(它)那 到於(它)小書卷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手 從屬(他)那 從屬(他)使者， 並且

我那時(也是)吞喫 到於(它)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口/嘴 從屬我 正如地

(它)蜂蜜 (它)甜美香甜的； 並且 當這時地 我那時(也是)吃食 到於(它)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促為苦澀辛辣

(她)那 (她)腹腔 從屬我。

啟 10:11 kai. le,gousi,n moi( Dei/ se pa,lin profhteu/sai evpi. laoi/j kai. e;qnesin kai. glw,ssaij kai. basileu/sin
polloi/jÅ
And he said unto me, Thou must prophesy again before many peoples, and nations, and tongues, and kings.
天使〔原文作他們〕對我說：你必指著多民多國多方多王再說預言。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我，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到於你 重新又再地

那時(也是)要去行在前面宣稱傳講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們)人民百姓 並且 在對(它們)種族邦國 並且

在對(她們)舌頭/語言 並且 在對(他們)君王 在對(他們)許多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我，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到於你 重新又再地

那時(也是)要去行在前面宣稱傳講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們)人民百姓 並且 在對(它們)種族邦國 並且

在對(她們)舌頭/語言 並且 在對(他們)君王 在對(他們)許多的。

啟 11:1 Kai. evdo,qh moi ka,lamoj o[moioj rà,bdw|( le,gwn( :Egeire kai. me,trhson to.n nao.n tou/ qeou/ kai. to.
qusiasth,rion kai. tou.j proskunou/ntaj evn auvtw/|Å
And there was given me a reed like unto a rod: and the angel stood, saying, Rise, and measure the temple of
God, and the altar, and them that worship therein.
有一根葦子賜給我，當作量度的杖；且有話說：起來，將神的殿，和祭壇，並在殿中禮拜的人，都量一量。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給與 在對我 (他)蘆葦 (他)具同樣相同的 在對(她)棍杖；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現在就要持續喚醒起來，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用量器量度 到於(他)那 到於(他)殿宇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到於(它)那 到於(它)祭壇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敬拜了的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給與 在對我 (他)蘆葦 (他)具同樣相同的 在對(她)棍杖；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喚醒起來，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用量器量度 到於(他)那 到於(他)殿宇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到於(它)那 到於(它)祭壇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敬拜了的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M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給與 在對我 (他)蘆葦 (他)具同樣相同的 在對(她)棍杖； 並且 (他)那 (他)使者

他/她/它當時已經立定站住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喚醒起來，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用量器量度 到於(他)那 到於(他)殿宇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到於(它)那 到於(它)祭壇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敬拜了的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啟 11:2 kai. th.n auvlh.n th.n e;xwqen tou/ naou/ e;kbale e;xwqen kai. mh. auvth.n metrh,sh|j( o[ti evdo,qh toi/j e;qnesin( kai.
th.n po,lin th.n ag̀i,an path,sousin mh/naj tessera,konta Îkai.Ð du,oÅ
But the court which is without the temple leave out, and measure it not; for it is given unto the Gentiles: and the
holy city shall they tread under foot forty and two months.
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為這是給了外邦人的；他們要踐踏聖城四十二個月。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天井庭院 到於(她)那 從在外面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殿宇 你那時(也是)就要向外投擲出來

從在外面地， 並且 不會/不要 到於(她)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應該用量器量度， 是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給與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種族邦國；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城邑 到於(她)那 到於(她)聖的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踩踹踐踏 到於(他們)月 到於(他們)四十個 並且 到於(他們)二個/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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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變異RT]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天井庭院 到於(她)那 從入內裏面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殿宇

你那時(也是)就要向外投擲出來 在外面地， 並且 不會/不要 到於(她)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應該用量器量度， 是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給與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種族邦國；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城邑 到於(她)那

到於(她)聖的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踩踹踐踏 到於(他們)月 到於(他們)四十個 到於(他們)二個/兩個。
[經文變異MT]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天井庭院 到於(她)那 從在外面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殿宇 你那時(也是)就要向外投擲出來

在外面地， 並且 不會/不要 到於(她)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應該用量器量度， 是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給與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種族邦國；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城邑 到於(她)那 到於(她)聖的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踩踹踐踏 到於(他們)月 到於(他們)四十個 並且 到於(他們)二個/兩個。

啟 11:3 kai. dw,sw toi/j dusi.n ma,rtusi,n mou kai. profhteu,sousin h̀me,raj cili,aj diakosi,aj èxh,konta
peribeblhme,noi sa,kkoujÅ
And I will give power unto my two witnesses, and they shall prophesy a thousand two hundred and threescore
days, clothed in sackcloth.
我要使我那兩個見證人，穿著毛衣，傳道一千二百六十天。

並且 我將要(持續)給與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二個/兩個 在對(他們)見證人 從屬我，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行在前面宣稱傳講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到於(她們)一千個 到於(她們)二百個 到於(她們)六十個，

(他們)現在已經被披蓋穿裹了的
註1

到於(他們)麻布。

註1：“(他們)現在已經被披蓋穿裹了的”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們)現在已經讓自己披蓋穿裹了的”。

[經文變異WH]

並且 我將要(持續)給與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二個/兩個 在對(他們)見證人 從屬我，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行在前面宣稱傳講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到於(她們)一千個 到於(她們)二百個 到於(她們)六十個，

到於(他們)現在已經被披蓋穿裹了的 到於(他們)麻布。

啟 11:4 ou-toi, eivsin aì du,o evlai/ai kai. aì du,o lucni,ai aì evnw,pion tou/ kuri,ou th/j gh/j èstw/tejÅ
These are the two olive trees, and the two candlesticks standing before the God of the earth.
他們就是那兩棵橄欖樹，兩個燈臺，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

(他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她們)那些 (她們)二個/兩個 (她們)橄欖， 並且 (她們)那些 (她們)二個/兩個

(她們)燈臺 (她們)那些 在面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他們)現在已經立定站住了的。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她們)那些 (她們)二個/兩個 (她們)橄欖， 並且 (她們)二個/兩個 (她們)燈臺

(她們)那些 在面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她們)現在已經立定站住了的。
[經文變異MT]

(他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她們)那些 (她們)二個/兩個 (她們)橄欖， 並且 (她們)那些 (她們)二個/兩個

(她們)燈臺 (她們)那些 在面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她們)現在已經立定站住了的。

啟 11:5 kai. ei; tij auvtou.j qe,lei avdikh/sai pu/r evkporeu,etai evk tou/ sto,matoj auvtw/n kai. katesqi,ei tou.j evcqrou.j
auvtw/n\ kai. ei; tij qelh,sh| auvtou.j avdikh/sai( ou[twj dei/ auvto.n avpoktanqh/naiÅ
And if any man will hurt them, fire proceedeth out of their mouth, and devoureth their enemies: and if any man
will hurt them, he must in this manner be killed.
若有人想要害他們就有火從他們口中出來，燒滅仇敵；凡想要害他們的，都必這樣被殺。

並且 若是 (他)任何什麼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定意 那時(也是)要去行不義， (它)火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向外行去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口/嘴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吞喫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仇視敵對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若是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定意 到於(他們)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行不義， 那同一樣式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到於(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被殺害除掉。
[經文變異RT]

並且 若是 (他)任何什麼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定意 那時(也是)要去行不義， (它)火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向外行去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口/嘴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吞喫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仇視敵對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若是 (他)任何什麼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定意 那時(也是)要去行不義， 那同一樣式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到於(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被殺害除掉。
[經文變異MT]

並且 若是 (他)任何什麼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定意 那時(也是)要去行不義， (它)火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向外行去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口/嘴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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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現在持續吞喫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仇視敵對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若是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定意 到於(他們)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行不義， 那同一樣式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到於(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被殺害除掉。

啟 11:6 ou-toi e;cousin th.n evxousi,an klei/sai to.n ouvrano,n( i[na mh. ùeto.j bre,ch| ta.j h̀me,raj th/j profhtei,aj
auvtw/n( kai. evxousi,an e;cousin evpi. tw/n ud̀a,twn stre,fein auvta. eivj ai-ma kai. pata,xai th.n gh/n evn pa,sh| plhgh/|
òsa,kij eva.n qelh,swsinÅ
These have power to shut heaven, that it rain not in the days of their prophecy: and have power over waters to
turn them to blood, and to smite the earth with all plagues, as often as they will.
這二人有權柄，在他們傳道的日子叫天閉塞不下雨；又有權柄，叫水變為血；並且能隨時隨意用各樣的災殃攻擊

世界。

(他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那 到於(她)權柄掌握 那時(也是)要去關上鎖住 到於(他)那

到於(他)天空/天， 為要 不會/不要 (他)下雨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降雨淋灑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從屬(她)那 從屬(她)預示宣達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到於(她)權柄掌握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持有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水 現要去持續轉動翻轉 到於(它們)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它)血，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敲打擊中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在內 在對(她)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她)災禍傷害， 這每次地

但凡若是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定意。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權柄掌握 那時(也是)要去關上鎖住 到於(他)那 到於(他)天空/天，

為要 不會/不要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降雨淋灑 (他)下雨 在內 在對(她們)日子/白日 從屬(他們)同一者 從屬(她)那

從屬(她)預示宣達； 並且 到於(她)權柄掌握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持有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水

現要去持續轉動翻轉 到於(它們)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它)血，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敲打擊中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在對(她)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她)災禍傷害， 這每次地 但凡若是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定意。

啟 11:7 kai. o[tan tele,swsin th.n marturi,an auvtw/n( to. qhri,on to. avnabai/non evk th/j avbu,ssou poih,sei metV auvtw/n
po,lemon kai. nikh,sei auvtou.j kai. avpoktenei/ auvtou,jÅ
And when they shall have finished their testimony, the beast that ascendeth out of the bottomless pit shall make
war against them, and shall overcome them, and kill them.
他們作完見證的時候，那從無底坑裏上來的獸，必與他們交戰，並且得勝，把他們殺了。

並且 但凡當這時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完成 到於(她)那 到於(她)作證 從屬(他們)同一者， (它)那 (它)野獸 (它)那

(它)現正持續向上行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無底坑 他/她/它將要(持續)行出作成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戰爭打仗，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獲勝 到於(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殺害除掉 到於(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但凡當這時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完成 到於(她)那 到於(她)作證 從屬(他們)同一者， (它)那 (它)野獸 (它)那

(它)現正持續向上行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無底坑 他/她/它將要(持續)行出作成 到於(他)戰爭打仗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獲勝 到於(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殺害除掉 到於(他們)同一者。

啟 11:8 kai. to. ptw/ma auvtw/n evpi. th/j platei,aj th/j po,lewj th/j mega,lhj( h[tij kalei/tai pneumatikw/j So,doma kai.
Ai;guptoj( o[pou kai. ò ku,rioj auvtw/n evstaurw,qhÅ
And their dead bodies shall lie in the street of the great city, which spiritually is called Sodom and Egypt, where
also our Lord was crucified.
他們的屍首就倒在大城裏的街上；這城按著靈意叫所多瑪，又叫埃及，就是他們的主釘十字架之處。

並且 (它)那 (它)屍首 從屬(他們)同一者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廣場大街 從屬(她)那 從屬(她)城邑

從屬(她)那 從屬(她)極大的， (她)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促請召喚 屬靈地 (它們)所多瑪 並且 (她)埃及，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並且 (他)那 (他)主人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釘十字架。
[經文變異RT]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屍首 從屬(他們)同一者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廣場大街 從屬(她)城邑

從屬(她)那 從屬(她)極大的， (她)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促請召喚 屬靈地 (它們)所多瑪 並且 (她)埃及，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並且 (他)那 (他)主人 從屬我們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釘十字架。
[經文變異MT]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屍首 從屬(他們)同一者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廣場大街 從屬(她)那

從屬(她)城邑 從屬(她)那 從屬(她)極大的， (她)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促請召喚 屬靈地 (它們)所多瑪

並且 (她)埃及，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並且 (他)那 (他)主人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釘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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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 11:9 kai. ble,pousin evk tw/n law/n kai. fulw/n kai. glwssw/n kai. evqnw/n to. ptw/ma auvtw/n hm̀e,raj trei/j kai.
h[misu kai. ta. ptw,mata auvtw/n ouvk avfi,ousin teqh/nai eivj mnh/maÅ
And they of the people and kindreds and tongues and nations shall see their dead bodies three days and an
half, and shall not suffer their dead bodies to be put in graves.
從各民各族各方各國中，有人觀看他們的屍首三天半，又不許把屍首放在墳墓裏。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著眼觀看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人民百姓 並且 從屬(她們)分支族派 並且

從屬(她們)舌頭/語言 並且 從屬(它們)種族邦國 到於(它)那 到於(它)屍首 從屬(他們)同一者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到於(她們)三個 並且 到於(它)對分一半的，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屍首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任憑釋放離開 那時(也是)要去被置放擺設 向內進入 到於(它)靈堂墓地。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著眼觀看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人民百姓 並且 從屬(她們)分支族派 並且

從屬(她們)舌頭/語言 並且 從屬(它們)種族邦國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屍首 從屬(他們)同一者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到於(她們)三個 並且 到於(它)對分一半的，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屍首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不是/不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任憑釋放離開 那時(也是)要去被置放擺設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靈堂墓地。
[經文變異MT]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著眼觀看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人民百姓 並且 從屬(她們)分支族派 並且

從屬(她們)舌頭/語言 並且 從屬(它們)種族邦國 到於(它)那 到於(它)屍首 從屬(他們)同一者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到於(她們)三個 到於(它)對分一半的，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屍首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不是/不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任憑釋放離開 那時(也是)要去被置放擺設 向內進入 到於(它)靈堂墓地。

啟 11:10 kai. oì katoikou/ntej evpi. th/j gh/j cai,rousin evpV auvtoi/j kai. euvfrai,nontai kai. dw/ra pe,myousin
avllh,loij( o[ti ou-toi oì du,o profh/tai evbasa,nisan tou.j katoikou/ntaj evpi. th/j gh/jÅ
And they that dwell upon the earth shall rejoice over them, and make merry, and shall send gifts one to another;
because these two prophets tormented them that dwelt on the earth.
住在地上的人，就為他們歡喜快樂，互相餽送禮物；因這兩位先知曾叫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定居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歡喜安樂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被促為歡悅愉快， 並且 到於(它們)禮物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差送打發 在對(他們)彼此； 是這樣 (他們)那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二個/兩個

(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使有考驗折磨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定居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定居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歡喜安樂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被促為歡悅愉快， 並且 到於(它們)禮物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差送打發 在對(他們)彼此； 是這樣 (他們)那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二個/兩個

(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使有考驗折磨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定居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經文變異MT]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定居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歡喜安樂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被促為歡悅愉快， 並且 到於(它們)禮物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差送打發 在對(他們)彼此； 是這樣 (他們)那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二個/兩個

(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使有考驗折磨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定居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啟 11:11 kai. meta. ta.j trei/j h̀me,raj kai. h[misu pneu/ma zwh/j evk tou/ qeou/ eivsh/lqen evn auvtoi/j( kai. e;sthsan evpi.
tou.j po,daj auvtw/n( kai. fo,boj me,gaj evpe,pesen evpi. tou.j qewrou/ntaj auvtou,jÅ
And after three days and an half the Spirit of life from God entered into them, and they stood upon their feet; and
great fear fell upon them which saw them.
過了這三天半，有生氣從神那裏進入他們裏面，他們就站起來，看見他們的人甚是害怕。

並且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三個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並且 到於(它)對分一半的 (它)靈/風

從屬(她)生命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在內 在對(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立定站住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腳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畏懼害怕

(他)極大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落在其上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行定睛觀看了的

到於(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三個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並且 到於(它)對分一半的 (它)靈/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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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屬(她)生命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立定站住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腳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畏懼害怕 (他)極大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落下墜落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行定睛觀看了的 到於(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MT]

並且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三個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並且 到於(它)對分一半的 (它)靈/風

從屬(她)生命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立定站住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腳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畏懼害怕 (他)極大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落下墜落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行定睛觀看了的 到於(他們)同一者。

啟 11:12 kai. h;kousan fwnh/j mega,lhj evk tou/ ouvranou/ legou,shj auvtoi/j( VAna,bate w-deÅ kai. avne,bhsan eivj to.n
ouvrano.n evn th/| nefe,lh|( kai. evqew,rhsan auvtou.j oi` evcqroi. auvtw/nÅ
And they heard a great voice from heaven saying unto them, Come up hither. And they ascended up to heaven
in a cloud; and their enemies beheld them.
兩位先知聽見有大聲音從天上來，對他們說：上到這裏來。他們就駕著雲上了天；他們的仇敵也看見了。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從屬(她)聲音 從屬(她)極大的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從屬(她)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在對(他們)同一者，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向上行 也就在此地。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上行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天空/天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雲團；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行定睛觀看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仇視敵對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到於(她)聲音 到於(她)極大的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到於(她)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在對(他們)同一者，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向上行 也就在此地。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上行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天空/天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雲團；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行定睛觀看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仇視敵對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啟 11:13 Kai. evn evkei,nh| th/| w[ra| evge,neto seismo.j me,gaj kai. to. de,katon th/j po,lewj e;pesen kai. avpekta,nqhsan evn
tw/| seismw/| ovno,mata avnqrw,pwn cilia,dej ep̀ta. kai. oì loipoi. e;mfoboi evge,nonto kai. e;dwkan do,xan tw/| qew/| tou/
ouvranou/Å
And the same hour was there a great earthquake, and the tenth part of the city fell, and in the earthquake were
slain of men seven thousand: and the remnant were affrighted, and gave glory to the God of heaven.
正在那時候，地大震動，城就倒塌了十分之一；因地震而死的有七千人；其餘的都恐懼，歸榮耀給天上的神。

並且 在內 在對(她)在那裏的那個 在對(她)那 在對(她)鐘點時刻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他)搖擺震動

(他)極大的， 並且 (它)那 (它)第十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城邑 他/她/它那時(也是)落下墜落，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殺害除掉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搖擺震動 (它們)名字 從屬(他們)人 (她們)一千之數

(她們)七個；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其餘的 (他們)在內驚恐畏懼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給與 到於(她)榮耀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啟 11:14 ~H ouvai. h` deute,ra avph/lqen\ ivdou. h` ouvai. h` tri,th e;rcetai tacu,Å
The second woe is past; and, behold, the third woe cometh quickly.
第二樣災禍過去；第三樣災禍快到了。

(她)那 (她)哀哉呀 (她)那 (她)第二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她)那

(她)哀哉呀 (她)那 (她)第三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很快地。
[經文變異MT]

(她)那 (她)哀哉呀 (她)那 (她)第二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她)那 (她)哀哉呀 (她)那

(她)第三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很快地。
[經文變異Scrivener]

(她)那 (她)哀哉呀 (她)那 (她)第二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她)那 (她)哀哉呀 (她)那 (她)第三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很快地。

啟 11:15 Kai. ò e[bdomoj a;ggeloj evsa,lpisen\ kai. evge,nonto fwnai. mega,lai evn tw/| ouvranw/| le,gontej( VEge,neto h̀
basilei,a tou/ ko,smou tou/ kuri,ou hm̀w/n kai. tou/ Cristou/ auvtou/( kai. basileu,sei eivj tou.j aivw/naj tw/n aivw,nwnÅ
And the seventh angel sounded; and there were great voices in heaven, saying, The kingdoms of this world are
become the kingdoms of our Lord, and of his Christ; and he shall reign for ever and ever.
第七位天使吹號，天上就有大聲音說：世上的國，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國；他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

並且 (他)那 (他)第七的 (他)使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吹喇叭號筒，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她們)聲音 (她們)極大的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天空/天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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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她)那 (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我們 並且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作君王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世紀時代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世紀時代。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 (他)第七的 (他)使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吹喇叭號筒，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她們)聲音 (她們)極大的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天空/天 (她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她們)那些 (她們)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我們 並且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作君王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世紀時代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世紀時代。

啟 11:16 kai. oì ei;kosi te,ssarej presbu,teroi ÎoìÐ evnw,pion tou/ qeou/ kaqh,menoi evpi. tou.j qro,nouj auvtw/n e;pesan
evpi. ta. pro,swpa auvtw/n kai. proseku,nhsan tw/| qew/|
And the four and twenty elders, which sat before God on their seats, fell upon their faces, and worshipped God,
在神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二十四位長老，就面伏於地敬拜神，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二十 (他們)四個 (他們)更年長的， (他們)那些 在面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寶座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落下墜落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前面的臉面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敬拜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二十 並且 (他們)四個 (他們)更年長的， (他們)那些 在面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寶座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落下墜落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前面的臉面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敬拜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經文變異MT]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二十 (他們)四個 (他們)更年長的， (他們)那些 在面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寶座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寶座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落下墜落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前面的臉面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敬拜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啟 11:17 le,gontej( Euvcaristou/me,n soi( ku,rie ò qeo.j ò pantokra,twr( ò w'n kai. ò h=n( o[ti ei;lhfaj th.n du,nami,n
sou th.n mega,lhn kai. evbasi,leusajÅ
Saying, We give thee thanks, O Lord God Almighty, which art, and wast, and art to come; because thou hast
taken to thee thy great power, and hast reigned.
說：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阿，我們感謝你，因你執掌大權作王了。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我們現在持續感謝 在對你， 阿,(他)主人 (他)那 (他)神 (他)那 (他)全能者， (他)那

(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並且 (他)那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是這樣 你現在已經拿取 到於(她)那 到於(她)能力權能 從屬你

到於(她)那 到於(她)極大的， 並且 你那時(也是)作君王。
[經文變異RT]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我們現在持續感謝 在對你， 阿,(他)主人 (他)那 (他)神 (他)那 (他)全能者， (他)那

(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並且 (他)那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並且 (他)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是這樣

你現在已經拿取 到於(她)那 到於(她)能力權能 從屬你 到於(她)那 到於(她)極大的， 並且 你那時(也是)作君王。

啟 11:18 kai. ta. e;qnh wvrgi,sqhsan( kai. h=lqen h̀ ovrgh, sou kai. ò kairo.j tw/n nekrw/n kriqh/nai kai. dou/nai to.n
misqo.n toi/j dou,loij sou toi/j profh,taij kai. toi/j àgi,oij kai. toi/j foboume,noij to. o;noma, sou( tou.j mikrou.j
kai. tou.j mega,louj( kai. diafqei/rai tou.j diafqei,rontaj th.n gh/nÅ
And the nations were angry, and thy wrath is come, and the time of the dead, that they should be judged, and
that thou shouldest give reward unto thy servants the prophets, and to the saints, and them that fear thy name,
small and great; and shouldest destroy them which destroy the earth.
外邦發怒，你的忿怒也臨到了；審判死人的時候也到了；你的僕人眾先知，和眾聖徒，凡敬畏你名的人連大帶小

得賞賜的時候也到了；你敗壞那些敗壞世界之人的時候也就到了。

並且 (它們)那些 (它們)種族邦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使有激動忿怒，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她)那

(她)激動忿怒 從屬你， 並且 (他)那 (他)場合時節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死掉的 那時(也是)要去被區別審斷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給與 到於(他)那 到於(他)工價報酬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奴僕 從屬你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並且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聖的， 並且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成驚恐畏懼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名字 從屬你，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細微極小的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極大的，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徹底地腐朽敗壞 到於(他們)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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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於(他們)現正持續徹底地腐朽敗壞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不同標點]

並且 (它們)那些 (它們)種族邦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使有激動忿怒，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她)那

(她)激動忿怒 從屬你， 並且 (他)那 (他)場合時節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死掉的 那時(也是)要去被區別審斷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給與 到於(他)那 到於(他)工價報酬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奴僕 從屬你，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並且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聖的， 並且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成驚恐畏懼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名字 從屬你，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細微極小的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極大的，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徹底地腐朽敗壞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徹底地腐朽敗壞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經文變異RT]

並且 (它們)那些 (它們)種族邦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使有激動忿怒，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她)那

(她)激動忿怒 從屬你， 並且 (他)那 (他)場合時節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死掉的 那時(也是)要去被區別審斷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給與 到於(他)那 到於(他)工價報酬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奴僕 從屬你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並且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聖的， 並且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成驚恐畏懼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名字 從屬你，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細微極小的

並且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極大的，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徹底地腐朽敗壞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徹底地腐朽敗壞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啟 11:19 kai. hvnoi,gh ò nao.j tou/ qeou/ ò evn tw/| ouvranw/| kai. w;fqh h` kibwto.j th/j diaqh,khj auvtou/ evn tw/| naw/|
auvtou/( kai. evge,nonto avstrapai. kai. fwnai. kai. brontai. kai. seismo.j kai. ca,laza mega,lhÅ
And the temple of God was opened in heaven, and there was seen in his temple the ark of his testament: and
there were lightnings, and voices, and thunderings, and an earthquake, and great hail.
當時神天上的殿開了；在他殿中現出他的約櫃；隨後有閃電，聲音，雷轟，地震，大雹。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向上開啟打開 (他)那 (他)殿宇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那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天空/天，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看見注目 (她)那 (她)方木櫃/方舟 從屬(她)那 從屬(她)遺囑契約

從屬(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殿宇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她們)閃電強光 並且 (她們)聲音 並且 (她們)打雷 並且 (他)搖擺震動 並且 (她)冰雹 (她)極大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向上開啟打開 (他)那 (他)殿宇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天空/天，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看見注目 (她)那 (她)方木櫃/方舟 從屬(她)那 從屬(她)遺囑契約 從屬(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殿宇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她們)閃電強光 並且

(她們)聲音 並且 (她們)打雷 並且 (他)搖擺震動 並且 (她)冰雹 (她)極大的。

啟 12:1 Kai. shmei/on me,ga w;fqh evn tw/| ouvranw/|( gunh. peribeblhme,nh to.n h[lion( kai. h` selh,nh ùpoka,tw tw/n
podw/n auvth/j kai. evpi. th/j kefalh/j auvth/j ste,fanoj avste,rwn dw,deka(
And there appeared a great wonder in heaven; a woman clothed with the sun, and the moon under her feet, and
upon her head a crown of twelve stars:
天上現出大異象來；有一個婦人，身披日頭，腳踏月亮，頭戴十二星的冠冕；

並且 (它)識別之表記徵兆 (它)極大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看見注目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天空/天： (她)女人

(她)現在已經被披蓋穿裹了的
註1

到於(他)那 到於(他)日頭太陽， 並且 (她)那 (她)月亮 在下面地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腳 從屬(她)同一者， 並且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頭 從屬(她)同一者 (他)花冠

從屬(他們)星星 從屬(他們)十二個；

註1：“(她)現在已經被披蓋穿裹了的”文法上亦可以為“(她)現在已經讓自己披蓋穿裹了的”。

啟 12:2 kai. evn gastri. e;cousa( kai. kra,zei wvdi,nousa kai. basanizome,nh tekei/nÅ
And she being with child cried, travailing in birth, and pained to be delivered.
他懷了孕，在生產的艱難中疼痛呼叫。

並且 在內 在對(她)肚腹 (她)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嘶聲吶喊 (她)現正持續有劇痛陣痛了的 並且

(她)現正持續被使有考驗折磨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生產帶出。
[經文變異RT]

並且 在內 在對(她)肚腹 (她)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嘶聲吶喊， (她)現正持續有劇痛陣痛了的 並且

(她)現正持續被使有考驗折磨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生產帶出。
[經文變異MT]

並且 在內 在對(她)肚腹 (她)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嘶聲吶喊， (她)現正持續有劇痛陣痛了的 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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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現正持續被使有考驗折磨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生產帶出。

啟 12:3 kai. w;fqh a;llo shmei/on evn tw/| ouvranw/|( kai. ivdou. dra,kwn me,gaj purro.j e;cwn kefala.j èpta. kai. ke,rata
de,ka kai. evpi. ta.j kefala.j auvtou/ ep̀ta. diadh,mata(
And there appeared another wonder in heaven; and behold a great red dragon, having seven heads and ten
horns, and seven crowns upon his heads.
天上又現出異象來；有一條大紅龍，七頭十角，七頭上戴著七個冠冕。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看見注目 (它)另外不同的 (它)識別之表記徵兆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天空/天：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巨妖大蛇 (他)極大的 (他)火紅的/畢羅斯，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們)頭

到於(她們)七個 並且 到於(它們)角 到於(它們)十個， 並且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頭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它們)七個 到於(它們)冠冕；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看見注目 (它)另外不同的 (它)識別之表記徵兆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天空/天：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巨妖大蛇 (他)極大的 (他)火紅的/畢羅斯，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們)頭

到於(她們)七個 並且 到於(它們)角 到於(它們)十個， 並且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頭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它們)冠冕 到於(它們)七個；
[經文變異M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看見注目 (它)另外不同的 (它)識別之表記徵兆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天空/天：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巨妖大蛇 從屬(它)火 (他)極大的，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們)頭

到於(她們)七個 並且 到於(它們)角 到於(它們)十個， 並且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頭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它們)七個 到於(它們)冠冕；

啟 12:4 kai. h̀ ouvra. auvtou/ su,rei to. tri,ton tw/n avste,rwn tou/ ouvranou/ kai. e;balen auvtou.j eivj th.n gh/nÅ kai. o`
dra,kwn e[sthken evnw,pion th/j gunaiko.j th/j mellou,shj tekei/n( i[na o[tan te,kh| to. te,knon auvth/j katafa,gh|Å
And his tail drew the third part of the stars of heaven, and did cast them to the earth: and the dragon stood
before the woman which was ready to be delivered, for to devour her child as soon as it was born.
他的尾巴拖拉著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龍就站在那將要生產的婦人面前，等他生產之後，要吞喫他的

孩子。

並且 (她)那 (她)尾巴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牽拉拖拽 到於(它)那 到於(它)第三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星星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投擲 到於(他們)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並且 (他)那 (他)巨妖大蛇 他/她/它現在已經立定站住註1 在面前地 從屬(她)那 從屬(她)女人

從屬(她)那 從屬(她)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生產帶出， 為要 但凡當這時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生產帶出， 到於(它)那 到於(它)孩子 從屬(她)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吞喫。

註1：“他/她/它現在已經立定站住”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當時持續立定站住”。

啟 12:5 kai. e;teken uìo.n a;rsen( o]j me,llei poimai,nein pa,nta ta. e;qnh evn r̀a,bdw| sidhra/|Å kai. hr̀pa,sqh to. te,knon
auvth/j pro.j to.n qeo.n kai. pro.j to.n qro,non auvtou/Å
And she brought forth a man child, who was to rule all nations with a rod of iron: and her child was caught up
unto God, and to his throne.
婦人生了一個男孩子，是將來要用鐵杖轄管萬國的；〔轄管原文作牧〕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寶座那裏去了。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生產帶出 到於(他)兒子 到於(它)男性的， (他)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準備快要

現要去持續牧養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種族邦國 在內 在對(她)棍杖 在對(她)鐵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強取劫奪 (它)那 (它)孩子 從屬(她)同一者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並且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寶座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生產帶出 到於(他)兒子 到於(他)男性的， (他)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準備快要

現要去持續牧養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種族邦國 在內 在對(她)棍杖 在對(她)鐵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強取劫奪 (它)那 (它)孩子 從屬(她)同一者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寶座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M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生產帶出 到於(他)兒子 到於(他)男性的， (他)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準備快要

現要去持續牧養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種族邦國 在內 在對(她)棍杖 在對(她)鐵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強取劫奪 (它)那 (它)孩子 從屬(她)同一者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並且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寶座 從屬(他)同一者。

啟 12:6 kai. h̀ gunh. e;fugen eivj th.n e;rhmon( o[pou e;cei evkei/ to,pon h̀toimasme,non avpo. tou/ qeou/( i[na evkei/
tre,fwsin auvth.n hm̀e,raj cili,aj diakosi,aj èxh,konta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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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woman fled into the wilderness, where she hath a place prepared of God, that they should feed her
there a thousand two hundred and threescore days.
婦人就逃到曠野，在那裏有神給他預備的地方，使他被養活一千二百六十天。

並且 (她)那 (她)女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逃離走避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孤獨荒涼的，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在那裏地 到於(他)地點處所 到於(他)現在已經被使成妥切齊備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為要 在那裏地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滋養強健 到於(她)同一者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到於(她們)一千個 到於(她們)二百個 到於(她們)六十個。
[經文變異RT]

並且 (她)那 (她)女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逃離走避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孤獨荒涼的，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他)地點處所 到於(他)現在已經被使成妥切齊備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為要 在那裏地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滋養強健 到於(她)同一者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到於(她們)一千個

到於(她們)二百個 到於(她們)六十個。
[經文變異MT]

並且 (她)那 (她)女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逃離走避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孤獨荒涼的，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在那裏地 到於(他)地點處所 到於(他)現在已經被使成妥切齊備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為要 在那裏地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養育成人 到於(她)同一者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到於(她們)一千個 到於(她們)二百個 到於(她們)六十個。

啟 12:7 Kai. evge,neto po,lemoj evn tw/| ouvranw/|( o` Micah.l kai. oi` a;ggeloi auvtou/ tou/ polemh/sai meta. tou/
dra,kontojÅ kai. ò dra,kwn evpole,mhsen kai. oi` a;ggeloi auvtou/(
And there was war in heaven: Michael and his angels fought against the dragon; and the dragon fought and his
angels,
在天上就有了爭戰；米迦勒同他的使者與龍爭戰；龍也同他的使者去爭戰；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他)戰爭打仗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天空/天； (他)那 (他)米迦勒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使者 從屬(他)同一者 從屬(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有戰爭打仗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那

從屬(他)巨妖大蛇。 並且 (他)那 (他)巨妖大蛇 他/她/它那時(也是)有戰爭打仗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使者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他)戰爭打仗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天空/天； (他)那 (他)米迦勒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使者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有戰爭打仗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他)那

從屬(他)巨妖大蛇。 並且 (他)那 (他)巨妖大蛇 他/她/它那時(也是)有戰爭打仗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使者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M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他)戰爭打仗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天空/天； (他)那 (他)米迦勒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使者 從屬(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有戰爭打仗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那 從屬(他)巨妖大蛇。

並且 (他)那 (他)巨妖大蛇 他/她/它那時(也是)有戰爭打仗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使者 從屬(他)同一者；

啟 12:8 kai. ouvk i;scusen ouvde. to,poj eùre,qh auvtw/n e;ti evn tw/| ouvranw/|Å
And prevailed not; neither was their place found any more in heaven.
並沒有得勝，天上再沒有他們的地方。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有強壯大力， 然而也不是地 (他)地點處所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找到尋見

從屬(他們)同一者 依然仍舊地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天空/天。
[經文變異RT]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有強壯大力， 並不/又不 (他)地點處所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找到尋見

從屬(他們)同一者 依然仍舊地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天空/天。
[經文變異MT]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有強壯大力， 然而也不是地 (他)地點處所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找到尋見

在對(他們)同一者 依然仍舊地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天空/天。

啟 12:9 kai. evblh,qh ò dra,kwn ò me,gaj( ò o;fij ò avrcai/oj( ò kalou,menoj Dia,boloj kai. ò Satana/j( ò planw/n th.n
oivkoume,nhn o[lhn( evblh,qh eivj th.n gh/n( kai. oi` a;ggeloi auvtou/ metV auvtou/ evblh,qhsanÅ
And the great dragon was cast out, that old serpent, called the Devil, and Satan, which deceiveth the whole
world: he was cast out into the earth, and his angels were cast out with him.
大龍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但，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投擲 (他)那 (他)巨妖大蛇 (他)那 (他)極大的， (他)那 (他)蛇 (他)那 (他)起初原始的，

(他)那 (他)現正持續被促請召喚了的 (他)詆辱中傷的[常指魔鬼] 並且 (他)那 (他)撒但， (他)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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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現正持續有迷途錯謬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全地 到於(她)整個全部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投擲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使者 從屬(他)同一者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投擲。

啟 12:10 kai. h;kousa fwnh.n mega,lhn evn tw/| ouvranw/| le,gousan( :Arti evge,neto h̀ swthri,a kai. h` du,namij kai. h`
basilei,a tou/ qeou/ hm̀w/n kai. h` evxousi,a tou/ Cristou/ auvtou/( o[ti evblh,qh ò kath,gwr tw/n avdelfw/n hm̀w/n( ò
kathgorw/n auvtou.j evnw,pion tou/ qeou/ hm̀w/n hm̀e,raj kai. nukto,jÅ
And I heard a loud voice saying in heaven, Now is come salvation, and strength, and the kingdom of our God,
and the power of his Christ: for the accuser of our brethren is cast down, which accused them before our God
day and night.
我聽見在天上有大聲音說：我神的救恩，能力，國度，並他基督的權柄，現在都來到了；因為那在我們神面前晝

夜控告我們弟兄的，已經被摔下去了。

並且 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到於(她)聲音 到於(她)極大的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天空/天

到於(她)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現今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她)那 (她)拯救 並且 (她)那 (她)能力權能

並且 (她)那 (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從屬我們， 並且 (她)那 (她)權柄掌握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從屬(他)同一者； 是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投擲 (他)那 (他)控告之人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弟兄 從屬我們，

(他)那 (他)現正持續行控告了的 到於(他們)同一者 在面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從屬我們 從屬(她)日子/白日 並且

從屬(她)夜晚。
[經文變異RT]

並且 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到於(她)聲音 到於(她)極大的 到於(她)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天空/天， 現今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她)那 (她)拯救 並且 (她)那 (她)能力權能 並且 (她)那

(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從屬我們， 並且 (她)那 (她)權柄掌握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從屬(他)同一者； 是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向下投擲 (他)那 (他)控告之人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弟兄

從屬我們， (他)那 (他)現正持續行控告了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在面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從屬我們

從屬(她)日子/白日 並且 從屬(她)夜晚。
[經文變異MT]

現今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她)那 (她)拯救 並且 (她)那 (她)能力權能 並且 (她)那 (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從屬我們， 並且 (她)那 (她)權柄掌握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從屬(他)同一者； 是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投擲 (他)那 (他)控告之人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弟兄 從屬我們， (他)那

(他)現正持續行控告了的 從屬(他們)同一者 在面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從屬我們 從屬(她)日子/白日 並且

從屬(她)夜晚。

啟 12:11 kai. auvtoi. evni,khsan auvto.n dia. to. ai-ma tou/ avrni,ou kai. dia. to.n lo,gon th/j marturi,aj auvtw/n kai. ouvk
hvga,phsan th.n yuch.n auvtw/n a;cri qana,touÅ
And they overcame him by the blood of the Lamb, and by the word of their testimony; and they loved not their
lives unto the death.
弟兄勝過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見證的道；他們雖至於死，也不愛惜性命。

並且 (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獲勝 到於(他)同一者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 到於(它)血 從屬(它)那

從屬(它)小羊羔， 並且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她)那 從屬(她)作證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愛 到於(她)那 到於(她)生魂意念 從屬(他們)同一者 直至達到

從屬(他)死。

啟 12:12 dia. tou/to euvfrai,nesqe( ÎoiÐ̀ ouvranoi. kai. oi` evn auvtoi/j skhnou/ntejÅ ouvai. th.n gh/n kai. th.n qa,lassan(
o[ti kate,bh ò dia,boloj pro.j ùma/j e;cwn qumo.n me,gan( eivdw.j o[ti ovli,gon kairo.n e;ceiÅ
Therefore rejoice, ye heavens, and ye that dwell in them. Woe to the inhabiters of the earth and of the sea! for
the devil is come down unto you, having great wrath, because he knoweth that he hath but a short time.
所以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們都快樂罷；只是地與海有禍了，因為魔鬼知道自己的時候不多，就氣忿忿的下到你

們那裏去了。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同一者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被促為歡悅愉快 (他們)那些 (他們)天空/天 並且 (他們)那些

在內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搭帳棚居所了的。 哀哉呀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海； 是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下行 (他)那 (他)詆辱中傷的[常指魔鬼]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他)熾熱憤恨 到於(他)極大的， (他)現在已經看見察覺了的 是這樣 到於(他)些微少許的

到於(他)場合時節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經文變異RT]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同一者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被促為歡悅愉快 (他們)那些 (他們)天空/天 並且 (他們)那些

在內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搭帳棚居所了的。 哀哉呀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定居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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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海； 是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下行 (他)那

(他)詆辱中傷的[常指魔鬼]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他)熾熱憤恨 到於(他)極大的，

(他)現在已經看見察覺了的 是這樣 到於(他)些微少許的 到於(他)場合時節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經文變異MT]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同一者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被促為歡悅愉快 (他們)天空/天 並且 (他們)那些 在內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搭帳棚居所了的。 哀哉呀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海； 是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下行 (他)那 (他)詆辱中傷的[常指魔鬼]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你們，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他)熾熱憤恨 到於(他)極大的， (他)現在已經看見察覺了的 是這樣 到於(他)些微少許的

到於(他)場合時節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啟 12:13 Kai. o[te ei=den ò dra,kwn o[ti evblh,qh eivj th.n gh/n( evdi,wxen th.n gunai/ka h[tij e;teken to.n a;rsenaÅ
And when the dragon saw that he was cast unto the earth, he persecuted the woman which brought forth the
man child.
龍見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婦人。

並且 當這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他)那 (他)巨妖大蛇 是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投擲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追趕迫求 到於(她)那 到於(她)女人 (她)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那時(也是)生產帶出 到於(他)那 到於(他)男性的。

啟 12:14 kai. evdo,qhsan th/| gunaiki. ai` du,o pte,rugej tou/ avetou/ tou/ mega,lou( i[na pe,thtai eivj th.n e;rhmon eivj to.n
to,pon auvth/j( o[pou tre,fetai evkei/ kairo.n kai. kairou.j kai. h[misu kairou/ avpo. prosw,pou tou/ o;fewjÅ
And to the woman were given two wings of a great eagle, that she might fly into the wilderness, into her place,
where she is nourished for a time, and times, and half a time, from the face of the serpent.
於是有大鷹的兩個翅膀賜給婦人，叫他能飛到曠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裏被養活一載二載半載。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給與 在對(她)那 在對(她)女人 (她們)那些 (她們)二個/兩個 (她們)羽翼翅膀 從屬(他)那

從屬(他)老鷹 從屬(他)那 從屬(他)極大的， 為要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讓自己/被展翅飛行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孤獨荒涼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地點處所 從屬(她)同一者，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滋養強健 在那裏地 到於(他)場合時節 並且 到於(他們)場合時節 並且 到於(它)對分一半的

從屬(他)場合時節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前面的臉面 從屬(他)那 從屬(他)蛇。
[經文變異RT][不同標點]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給與 在對(她)那 在對(她)女人 (她們)二個/兩個 (她們)羽翼翅膀 從屬(他)那 從屬(他)老鷹

從屬(他)那 從屬(他)極大的， 為要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讓自己/被展翅飛行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孤獨荒涼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地點處所 從屬(她)同一者，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滋養強健 在那裏地

到於(他)場合時節 並且 到於(他們)場合時節 並且 到於(它)對分一半的 從屬(他)場合時節，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前面的臉面 從屬(他)那 從屬(他)蛇。

啟 12:15 kai. e;balen ò o;fij evk tou/ sto,matoj auvtou/ ovpi,sw th/j gunaiko.j u[dwr ẁj potamo,n( i[na auvth.n
potamofo,rhton poih,sh|Å
And the serpent cast out of his mouth water as a flood after the woman, that he might cause her to be carried
away of the flood.
蛇就在婦人身後，從口中吐出水來像河一樣，要將婦人沖去。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投擲 (他)那 (他)蛇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口/嘴 從屬(他)同一者 向在後面地

從屬(她)那 從屬(她)女人 到於(它)水 正如地 到於(他)河流， 為要 到於(她)同一者 到於(她)為河流沖走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行出作成。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投擲 (他)那 (他)蛇 向在後面地 從屬(她)那 從屬(她)女人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口/嘴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它)水 正如地 到於(他)河流， 為要 到於(她)那同一者 到於(她)為河流沖走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行出作成。

啟 12:16 kai. evboh,qhsen h̀ gh/ th/| gunaiki. kai. h;noixen h̀ gh/ to. sto,ma auvth/j kai. kate,pien to.n potamo.n o]n
e;balen ò dra,kwn evk tou/ sto,matoj auvtou/Å
And the earth helped the woman, and the earth opened her mouth, and swallowed up the flood which the
dragon cast out of his mouth.
地卻幫助婦人，開口吞了從龍口吐出來的水。〔原文作河〕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馳援幫助 (她)那 (她)地土/地 在對(她)那 在對(她)女人，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上開啟打開 (她)那 (她)地土/地 到於(它)那 到於(它)口/嘴 從屬(她)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吞下 到於(他)那 到於(他)河流 到於(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投擲 (他)那 (他)巨妖大蛇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口/嘴 從屬(他)同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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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 12:17 kai. wvrgi,sqh ò dra,kwn evpi. th/| gunaiki. kai. avph/lqen poih/sai po,lemon meta. tw/n loipw/n tou/ spe,rmatoj
auvth/j tw/n throu,ntwn ta.j evntola.j tou/ qeou/ kai. evco,ntwn th.n marturi,an VIhsou/Å
And the dragon was wroth with the woman, and went to make war with the remnant of her seed, which keep the
commandments of God, and have the testimony of Jesus Christ.
龍向婦人發怒，去與他其餘的兒女爭戰，這兒女就是那守神誡命，為耶穌作見證的。那時龍就站在海邊的沙上。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使有激動忿怒 (他)那 (他)巨妖大蛇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那 在對(她)女人，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那時(也是)要去行出作成 到於(他)戰爭打仗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其餘的 從屬(它)那 從屬(它)種裔 從屬(她)同一者，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行看護守衛了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誡律命令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作證

從屬(他)耶穌。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使有激動忿怒 (他)那 (他)巨妖大蛇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那 在對(她)女人，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那時(也是)要去行出作成 到於(他)戰爭打仗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其餘的 從屬(它)那 從屬(它)種裔 從屬(她)同一者，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行看護守衛了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誡律命令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作證

從屬(他)那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啟 13:1 kai. evsta,qh evpi. th.n a;mmon th/j qala,sshjÅ Kai. ei=don evk th/j qala,sshj qhri,on avnabai/non( e;con ke,rata
de,ka kai. kefala.j èpta. kai. evpi. tw/n kera,twn auvtou/ de,ka diadh,mata kai. evpi. ta.j kefala.j auvtou/ ovno,maÎtaÐ
blasfhmi,ajÅ
And I stood upon the sand of the sea, and saw a beast rise up out of the sea, having seven heads and ten
horns, and upon his horns ten crowns, and upon his heads the name of blasphemy.
我又看見一個獸從海中上來，有十角七頭，在十角上戴著十個冠冕，七頭上有褻瀆的名號。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立定站住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沙土 從屬(她)那 從屬(她)海。 並且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海 到於(它)野獸 到於(它)現正持續向上行了的，

到於(它)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它們)角 到於(它們)十個 並且 到於(她們)頭 到於(她們)七個， 並且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角 從屬(它)同一者 到於(它們)十個 到於(它們)冠冕， 並且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頭 從屬(它)同一者 到於(它們)名字 [或=到於(它)名字] 從屬(她)褻瀆。
[經文變異RT]

並且 我那時(也是)被立定站住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沙土 從屬(她)那 從屬(她)海。 並且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海 到於(它)野獸 到於(它)現正持續向上行了的，

到於(它)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們)頭 到於(她們)七個 並且 到於(它們)角 到於(它們)十個， 並且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角 從屬(它)同一者 到於(它們)十個 到於(它們)冠冕， 並且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頭 從屬(它)同一者 到於(它)名字 從屬(她)褻瀆。
[經文變異MT]

並且 我那時(也是)被立定站住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沙土 從屬(她)那 從屬(她)海。 並且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海 到於(它)野獸 到於(它)現正持續向上行了的，

到於(它)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它們)角 到於(它們)十個 並且 到於(她們)頭 到於(她們)七個， 並且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角 從屬(它)同一者 到於(它們)十個 到於(它們)冠冕， 並且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頭 從屬(它)同一者 到於(它們)名字 從屬(她)褻瀆。

啟 13:2 kai. to. qhri,on o] ei=don h=n o[moion parda,lei kai. oi` po,dej auvtou/ ẁj a;rkou kai. to. sto,ma auvtou/ wj̀ sto,ma
le,ontojÅ kai. e;dwken auvtw/| ò dra,kwn th.n du,namin auvtou/ kai. to.n qro,non auvtou/ kai. evxousi,an mega,lhnÅ
And the beast which I saw was like unto a leopard, and his feet were as the feet of a bear, and his mouth as the
mouth of a lion: and the dragon gave him his power, and his seat, and great authority.
我所看見的獸，形狀像豹，腳像熊的腳，口像獅子的口；那龍將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權柄，都給了他。

並且 (它)那 (它)野獸 到於(它)這個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它)具同樣相同的 在對(她)豹，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腳 從屬(它)同一者 正如地 從屬(她)熊， 並且 (它)那 (它)口/嘴 從屬(它)同一者 正如地

(它)口/嘴 從屬(他)獅子。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在對(它)同一者 (他)那 (他)巨妖大蛇 到於(她)那

到於(她)能力權能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寶座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到於(她)權柄掌握

到於(她)極大的。

啟 13:3 kai. mi,an evk tw/n kefalw/n auvtou/ ẁj evsfagme,nhn eivj qa,naton( kai. h` plhgh. tou/ qana,tou auvtou/
evqerapeu,qhÅ kai. evqauma,sqh o[lh h` gh/ ovpi,sw tou/ qhri,ou
And I saw one of his heads as it were wounded to death; and his deadly wound was healed: and all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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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ndered after the beast.
我看見獸的七頭中，有一個似乎受了死傷；那死傷卻醫好了。全地的人，都希奇跟從那獸；

並且 到於(她)一個/第一 向外出來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頭 從屬(它)同一者 正如地

到於(她)現在已經被屠宰殺戮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死； 並且 (她)那 (她)災禍傷害 從屬(他)那 從屬(他)死

從屬(它)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行侍候紓解。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希奇 (她)整個全部的 (她)那 (她)地土/地

向在後面地 從屬(它)那 從屬(它)野獸；
[經文變異RT]

並且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她)一個/第一 向外出來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頭 從屬(它)同一者 正如地

到於(她)現在已經被屠宰殺戮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死； 並且 (她)那 (她)災禍傷害 從屬(他)那 從屬(他)死

從屬(它)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行侍候紓解。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希奇 在內 在對(她)整個全部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地土/地註1 向在後面地 從屬(它)那 從屬(它)野獸；

註1：“(她)整個全部的 (她)地土/地”文法上亦可以為“在對(她)整個全部的 在對(她)地土/地”。

[經文變異MT]

並且 到於(她)一個/第一 向外出來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頭 從屬(它)同一者 正如地

到於(她)現在已經被屠宰殺戮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死； 並且 (她)那 (她)災禍傷害 從屬(他)那 從屬(他)死

從屬(它)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行侍候紓解。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希奇 (她)整個全部的 (她)那 (她)地土/地

向在後面地 從屬(它)那 從屬(它)野獸；

啟 13:4 kai. proseku,nhsan tw/| dra,konti( o[ti e;dwken th.n evxousi,an tw/| qhri,w|( kai. proseku,nhsan tw/| qhri,w|
le,gontej( Ti,j o[moioj tw/| qhri,w| kai. ti,j du,natai polemh/sai metV auvtou/È
And they worshipped the dragon which gave power unto the beast: and they worshipped the beast, saying, Who
is like unto the beast? who is able to make war with him?
又拜那龍，因為他將自己的權柄給了獸；也拜獸說：誰能比這獸，誰能與他交戰呢。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敬拜 在對(他)那 在對(他)巨妖大蛇， 是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到於(她)那

到於(她)權柄掌握 在對(它)那 在對(它)野獸；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敬拜 在對(它)那 在對(它)野獸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他)任何什麼呢 (他)具同樣相同的 在對(它)那 在對(它)野獸？ 並且 (他)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那時(也是)要去有戰爭打仗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它)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敬拜 到於(他)那 到於(他)巨妖大蛇， (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到於(她)權柄掌握

在對(它)那 在對(它)野獸；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敬拜 到於(它)那 到於(它)野獸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他)任何什麼呢 (他)具同樣相同的 在對(它)那 在對(它)野獸？ (他)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那時(也是)要去有戰爭打仗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它)同一者？
[經文變異MT]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敬拜 在對(他)那 在對(他)巨妖大蛇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在已經給與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權柄掌握 在對(它)那 在對(它)野獸；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敬拜 在對(它)那 在對(它)野獸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他)任何什麼呢 (他)具同樣相同的 在對(它)那 在對(它)野獸？ 並且 (他)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那時(也是)要去有戰爭打仗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它)同一者？

啟 13:5 Kai. evdo,qh auvtw/| sto,ma lalou/n mega,la kai. blasfhmi,aj kai. evdo,qh auvtw/| evxousi,a poih/sai mh/naj
tessera,konta Îkai.Ð du,oÅ
And there was given unto him a mouth speaking great things and blasphemies; and power was given unto him
to continue forty and two months.
又賜給他說誇大褻瀆話的口；又有權柄賜給他，可以任意而行四十二個月。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給與 在對(它)同一者 (它)口/嘴 (它)現正持續發言講說了的 到於(它們)極大的 並且

到於(她們)褻瀆；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給與 在對(它)同一者 (她)權柄掌握 那時(也是)要去行出作成 到於(他們)月

到於(他們)四十個 並且 到於(他們)二個/兩個。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給與 在對(它)同一者 (它)口/嘴 (它)現正持續發言講說了的 到於(它們)極大的 並且

到於(她們)褻瀆；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給與 在對(它)同一者 (她)權柄掌握 那時(也是)要去行出作成 到於(他們)月

到於(他們)四十個 到於(他們)二個/兩個。
[經文變異M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給與 在對(它)同一者 (它)口/嘴 (它)現正持續發言講說了的 到於(它們)極大的 並且

到於(她)褻瀆；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給與 在對(它)同一者 (她)權柄掌握 到於(他)戰爭打仗

那時(也是)要去行出作成 到於(他們)月 到於(他們)四十個 到於(他們)二個/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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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 13:6 kai. h;noixen to. sto,ma auvtou/ eivj blasfhmi,aj pro.j to.n qeo.n blasfhmh/sai to. o;noma auvtou/ kai. th.n
skhnh.n auvtou/( tou.j evn tw/| ouvranw/| skhnou/ntajÅ
And he opened his mouth in blasphemy against God, to blaspheme his name, and his tabernacle, and them that
dwell in heaven.
獸就開口向神說褻瀆的話，褻瀆神的名，並他的帳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上開啟打開 到於(它)那 到於(它)口/嘴 從屬(它)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們)褻瀆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那時(也是)要去謗瀆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名字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帳幕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他們)那些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天空/天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搭帳棚居所了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上開啟打開 到於(它)那 到於(它)口/嘴 從屬(它)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褻瀆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那時(也是)要去謗瀆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名字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帳幕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天空/天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搭帳棚居所了的。
[經文變異M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上開啟打開 到於(它)那 到於(它)口/嘴 從屬(它)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褻瀆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那時(也是)要去謗瀆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名字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帳幕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他們)那些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天空/天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搭帳棚居所了的。

啟 13:7 kai. evdo,qh auvtw/| poih/sai po,lemon meta. tw/n àgi,wn kai. nikh/sai auvtou,j( kai. evdo,qh auvtw/| evxousi,a evpi.
pa/san fulh.n kai. lao.n kai. glw/ssan kai. e;qnojÅ
And it was given unto him to make war with the saints, and to overcome them: and power was given him over all
kindreds, and tongues, and nations.
又任憑他與聖徒爭戰，並且得勝；也把權柄賜給他，制伏各族各民各方各國。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給與 在對(它)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行出作成 到於(他)戰爭打仗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聖的，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獲勝 到於(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給與

在對(它)同一者 (她)權柄掌握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分支族派 並且 到於(他)人民百姓

並且 到於(她)舌頭/語言 並且 到於(它)種族邦國。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給與 在對(它)同一者 到於(他)戰爭打仗 那時(也是)要去行出作成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聖的，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獲勝 到於(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給與

在對(它)同一者 (她)權柄掌握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分支族派 並且 到於(她)舌頭/語言

並且 到於(它)種族邦國。

啟 13:8 kai. proskunh,sousin auvto.n pa,ntej oì katoikou/ntej evpi. th/j gh/j( ou- ouv ge,graptai to. o;noma auvtou/ evn
tw/| bibli,w| th/j zwh/j tou/ avrni,ou tou/ evsfagme,nou avpo. katabolh/j ko,smouÅ
And all that dwell upon the earth shall worship him, whose names are not written in the book of life of the Lamb
slain from the foundation of the world.
凡住在地上，名字從創世以來，沒有記在被殺之羔羊生命冊上的人，都要拜他。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敬拜 到於(他)同一者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定居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從屬(他)這個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它)那 (它)名字

從屬(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小書卷 從屬(她)那 從屬(她)生命 從屬(它)那 從屬(它)小羊羔 從屬(它)那

從屬(它)現在已經被屠宰殺戮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投置奠基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敬拜 在對(它)同一者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定居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從屬(他們)這些個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它們)那些

(它們)名字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書卷 從屬(她)那 從屬(她)生命 從屬(它)那 從屬(它)小羊羔

從屬(它)現在已經被屠宰殺戮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投置奠基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經文變異MT]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敬拜 在對(它)同一者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定居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從屬(他們)這些個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它)那

(它)名字 從屬(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小書卷 從屬(她)那 從屬(她)生命 從屬(它)那 從屬(它)小羊羔

從屬(它)那 從屬(它)現在已經被屠宰殺戮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投置奠基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啟 13:9 Ei; tij e;cei ou=j avkousa,tw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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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any man have an ear, let him hear.
凡有耳的，就應當聽。

若是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它)耳朵，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聲聞耳聽。

啟 13:10 ei; tij eivj aivcmalwsi,an( eivj aivcmalwsi,an ùpa,gei\ ei; tij evn macai,rh| avpoktanqh/nai auvto.n evn macai,rh|
avpoktanqh/naiÅ _Wde, evstin h` up̀omonh. kai. h` pi,stij tw/n àgi,wnÅ
He that leadeth into captivity shall go into captivity: he that killeth with the sword must be killed with the sword.
Here is the patience and the faith of the saints.
擄掠人的必被擄掠；用刀殺人的，必被刀殺。聖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

若是 (他)任何什麼 向內進入 到於(她)俘擄囚禁， 向內進入 到於(她)俘擄囚禁 他/她/它現在持續退開去； 若是

(他)任何什麼 在內 在對(她)兵刃 那時(也是)要去被殺害除掉， 到於(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兵刃

那時(也是)要去被殺害除掉。 也就在此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堅忍持守 並且 (她)那 (她)信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聖的。
[經文變異RT]

若是 (他)任何什麼 到於(她)俘擄囚禁 他/她/它現在持續聚集， 向內進入 到於(她)俘擄囚禁

他/她/它現在持續退開去； 若是 (他)任何什麼 在內 在對(她)兵刃 他/她/它將要(持續)殺害除掉，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到於(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兵刃 那時(也是)要去被殺害除掉。

也就在此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堅忍持守 並且 (她)那 (她)信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聖的。
[經文變異WH]

若是 (他)任何什麼 向內進入 到於(她)俘擄囚禁， 向內進入 到於(她)俘擄囚禁 他/她/它現在持續退開去； 若是

(他)任何什麼 在內 在對(她)兵刃 他/她/它將要(持續)殺害除掉，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到於(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兵刃 那時(也是)要去被殺害除掉。 也就在此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堅忍持守 並且 (她)那 (她)信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聖的。

啟 13:11 Kai. ei=don a;llo qhri,on avnabai/non evk th/j gh/j( kai. ei=cen ke,rata du,o o[moia avrni,w| kai. evla,lei wj̀
dra,kwnÅ
And I beheld another beast coming up out of the earth; and he had two horns like a lamb, and he spake as a
dragon.
我又看見另有一個獸從地中上來；有兩角如同羊羔，說話好像龍。

並且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它)另外不同的 到於(它)野獸 到於(它)現正持續向上行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持有 到於(它們)角 到於(它們)二個/兩個 到於(它們)具同樣相同的

在對(它)小羊羔，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發言講說 正如地 (他)巨妖大蛇。

啟 13:12 kai. th.n evxousi,an tou/ prw,tou qhri,ou pa/san poiei/ evnw,pion auvtou/( kai. poiei/ th.n gh/n kai. tou.j evn
auvth/| katoikou/ntaj i[na proskunh,sousin to. qhri,on to. prw/ton( ou- evqerapeu,qh h` plhgh. tou/ qana,tou auvtou/Å
And he exerciseth all the power of the first beast before him, and causeth the earth and them which dwell
therein to worship the first beast, whose deadly wound was healed.
他在頭一個獸面前，施行頭一個獸所有的權柄；並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死傷醫好的頭一個獸。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權柄掌握 從屬(它)那 從屬(它)首先的 從屬(它)野獸 到於(她)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在面前地 從屬(它)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在內 在對(她)同一者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定居了的 為要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敬拜 到於(它)那

到於(它)野獸 到於(它)那 到於(它)首先的， 從屬(它)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行侍候紓解 (她)那 (她)災禍傷害

從屬(他)那 從屬(他)死 從屬(它)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權柄掌握 從屬(它)那 從屬(它)首先的 從屬(它)野獸 到於(她)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在面前地 從屬(它)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定居了的 在內 在對(她)同一者 為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敬拜

到於(它)那 到於(它)野獸 到於(它)那 到於(它)首先的， 從屬(它)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行侍候紓解 (她)那

(她)災禍傷害 從屬(他)那 從屬(他)死 從屬(它)同一者。
[經文變異MT]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權柄掌握 從屬(它)那 從屬(它)首先的 從屬(它)野獸 到於(她)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在面前地 從屬(它)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行出作成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在內 在對(她)同一者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定居了的 為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敬拜

到於(它)那 到於(它)野獸 到於(它)那 到於(它)首先的， 從屬(它)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行侍候紓解 (她)那

(她)災禍傷害 從屬(他)那 從屬(他)死 從屬(它)同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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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 13:13 kai. poiei/ shmei/a mega,la( i[na kai. pu/r poih/| evk tou/ ouvranou/ katabai,nein eivj th.n gh/n evnw,pion tw/n
avnqrw,pwn(
And he doeth great wonders, so that he maketh fire come down from heaven on the earth in the sight of men,
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從天降在地上。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到於(它們)識別之表記徵兆 到於(它們)極大的， 為要 並且 到於(它)火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行出作成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現要去持續向下行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在面前地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人；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到於(它們)識別之表記徵兆 到於(它們)極大的， 為要 並且 到於(它)火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行出作成 現要去持續向下行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在面前地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人；
[經文變異MT]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到於(它們)識別之表記徵兆 到於(它們)極大的 並且 到於(它)火， 為要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向下行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在面前地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人；

啟 13:14 kai. plana/| tou.j katoikou/ntaj evpi. th/j gh/j dia. ta. shmei/a a] evdo,qh auvtw/| poih/sai evnw,pion tou/ qhri,ou(
le,gwn toi/j katoikou/sin evpi. th/j gh/j poih/sai eivko,na tw/| qhri,w|( o]j e;cei th.n plhgh.n th/j macai,rhj kai. e;zhsenÅ
And deceiveth them that dwell on the earth by the means of those miracles which he had power to do in the
sight of the beast; saying to them that dwell on the earth, that they should make an image to the beast, which
had the wound by a sword, and did live.
他因賜給他權柄在獸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說：要給那受刀傷還活著的獸作個像。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有迷途錯謬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定居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識別之表記徵兆 (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給與 在對(它)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行出作成 在面前地 從屬(它)那 從屬(它)野獸；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定居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那時(也是)要去行出作成 到於(她)表像 在對(它)那 在對(它)野獸， (他)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那

到於(她)災禍傷害 從屬(她)那 從屬(她)兵刃，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活。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有迷途錯謬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定居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識別之表記徵兆 (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給與 在對(它)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行出作成 在面前地 從屬(它)那 從屬(它)野獸；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定居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那時(也是)要去行出作成 到於(她)表像 在對(它)那 在對(它)野獸， (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那

到於(她)災禍傷害 從屬(她)那 從屬(她)兵刃，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活。
[經文變異MT]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有迷途錯謬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我之物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定居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識別之表記徵兆

(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給與 在對(它)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行出作成 在面前地 從屬(它)那 從屬(它)野獸；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定居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那時(也是)要去行出作成 到於(她)表像 在對(它)那 在對(它)野獸， (它)這個 他/她/它當時持續持有 到於(她)那

到於(她)災禍傷害 從屬(她)那 從屬(她)兵刃，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活。

啟 13:15 kai. evdo,qh auvtw/| dou/nai pneu/ma th/| eivko,ni tou/ qhri,ou( i[na kai. lalh,sh| h̀ eivkw.n tou/ qhri,ou kai. poih,sh|
Îi[naÐ o[soi eva.n mh. proskunh,swsin th/| eivko,ni tou/ qhri,ou avpoktanqw/sinÅ
And he had power to give life unto the image of the beast, that the image of the beast should both speak, and
cause that as many as would not worship the image of the beast should be killed.
又有權柄賜給他叫獸像有生氣，並且能說話，又叫所有不拜獸像的人都被殺害。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給與 在對(它)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給與 到於(它)靈/風 在對(她)那 在對(她)表像 從屬(它)那

從屬(它)野獸， 為要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發言講說 (她)那 (她)表像 從屬(它)那 從屬(它)野獸，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行出作成 為要 (他們)這每一切 但凡若是 不會/不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敬拜 在對(她)那

在對(她)表像 從屬(它)那 從屬(它)野獸，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被殺害除掉。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給與 在對(它)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給與 到於(它)靈/風 在對(她)那 在對(她)表像 從屬(它)那

從屬(它)野獸， 為要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發言講說 (她)那 (她)表像 從屬(它)那 從屬(它)野獸， 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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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行出作成， (他們)這每一切 但凡 不會/不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敬拜 到於(她)那

到於(她)表像 從屬(它)那 從屬(它)野獸， 為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被殺害除掉。
[經文變異WH]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給與 在對(她)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給與 到於(它)靈/風 在對(她)那 在對(她)表像 從屬(它)那

從屬(它)野獸， 為要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發言講說 (她)那 (她)表像 從屬(它)那 從屬(它)野獸，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行出作成 為要 (他們)這每一切 但凡若是 不會/不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敬拜 在對(她)那

在對(她)表像 從屬(它)那 從屬(它)野獸，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被殺害除掉。
[經文變異M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給與 在對(它)同一者 到於(它)靈/風 那時(也是)要去給與 在對(她)那 在對(她)表像 從屬(它)那

從屬(它)野獸， 為要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發言講說 (她)那 (她)表像 從屬(它)那 從屬(它)野獸，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行出作成， (他們)這每一切 但凡若是 不會/不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敬拜 在對(她)那

在對(她)表像 從屬(它)那 從屬(它)野獸，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被殺害除掉。

啟 13:16 kai. poiei/ pa,ntaj( tou.j mikrou.j kai. tou.j mega,louj( kai. tou.j plousi,ouj kai. tou.j ptwcou,j( kai. tou.j
evleuqe,rouj kai. tou.j dou,louj( i[na dw/sin auvtoi/j ca,ragma evpi. th/j ceiro.j auvtw/n th/j dexia/j h' evpi. to. me,twpon
auvtw/n
And he causeth all, both small and great, rich and poor, free and bond, to receive a mark in their right hand, or
in their foreheads:
他又叫眾人，無論大小貧富，自主的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額上，受一個印記。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細微極小的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極大的，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具豐滿富足的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貧苦窮困的，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自由自主的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奴僕， 為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給與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雕像印記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手

從屬(他們)同一者 從屬(她)那 從屬(她)右手邊的 甚或/或而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那 到於(它)前額

從屬(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細微極小的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極大的，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具豐滿富足的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貧苦窮困的，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自由自主的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奴僕，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給與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雕像印記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手 從屬(他們)同一者 從屬(她)那

從屬(她)右手邊的 甚或/或而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前額 從屬(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MT]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細微極小的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極大的，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具豐滿富足的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貧苦窮困的，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自由自主的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奴僕， 為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給與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雕像印記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手

從屬(他們)同一者 從屬(她)那 從屬(她)右手邊的 甚或/或而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前額

從屬(他們)同一者；

啟 13:17 kai. i[na mh, tij du,nhtai avgora,sai h' pwlh/sai eiv mh. ò e;cwn to. ca,ragma to. o;noma tou/ qhri,ou h' to.n
avriqmo.n tou/ ovno,matoj auvtou/Å
And that no man might buy or sell, save he that had the mark, or the name of the beast, or the number of his
name.
除了那受印記，有了獸名，或有獸名數目的，都不得作買賣。

並且 為要 不會/不要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那時(也是)要去購買 甚或/或而

那時(也是)要去售賣， 若是 不會/不要 (他)那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雕像印記，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名字 從屬(它)那 從屬(它)野獸 甚或/或而 到於(他)那 到於(他)數目 從屬(它)那 從屬(它)名字 從屬(它)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為要 不會/不要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那時(也是)要去購買 甚或/或而

那時(也是)要去售賣， 若是 不會/不要 (他)那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雕像印記 甚或/或而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名字 從屬(它)那 從屬(它)野獸 甚或/或而 到於(他)那 到於(他)數目 從屬(它)那 從屬(它)名字

從屬(它)同一者。

啟 13:18 _Wde h̀ sofi,a evsti,nÅ ò e;cwn nou/n yhfisa,tw to.n avriqmo.n tou/ qhri,ou( avriqmo.j ga.r avnqrw,pou evsti,n(
kai. ò avriqmo.j auvtou/ èxako,sioi èxh,konta e[xÅ
Here is wisdom. Let him that hath understanding count the number of the beast: for it is the number of a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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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his number is Six hundred threescore and six.
在這裏有智慧。凡有聰明的，可以算計獸的數目；因為這是人的數目，他的數目是六百六十六。

也就在此地 (她)那 (她)智慧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他)悟念知性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用小圓石估算審斷 到於(他)那 到於(他)數目 從屬(它)那 從屬(它)野獸； (他)數目 因為

從屬(他)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並且 (他)那 (他)數目 從屬(它)同一者 (他們)六百個 (他們)六十個 (他們)六個。
[經文變異RT]

也就在此地 (她)那 (她)智慧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悟念知性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用小圓石估算審斷 到於(他)那 到於(他)數目 從屬(它)那 從屬(它)野獸； (他)數目 因為

從屬(他)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並且 (他)那 (他)數目 從屬(它)同一者 六百六十六。
[經文變異MT]

也就在此地 (她)那 (她)智慧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他)悟念知性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用小圓石估算審斷 到於(他)那 到於(他)數目 從屬(它)那 從屬(它)野獸； (他)數目 因為

從屬(他)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並且 (他)那 (他)數目 從屬(它)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六百六十六。

啟 14:1 Kai. ei=don( kai. ivdou. to. avrni,on es̀to.j evpi. to. o;roj Siw.n kai. metV auvtou/ ek̀ato.n tessera,konta te,ssarej
cilia,dej e;cousai to. o;noma auvtou/ kai. to. o;noma tou/ patro.j auvtou/ gegramme,non evpi. tw/n metw,pwn auvtw/nÅ
And I looked, and, lo, a Lamb stood on the mount Sion, and with him an hundred forty and four thousand,
having his Father's name written in their foreheads.
我又觀看，見羔羊站在錫安山，同他又有十四萬四千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寫在額上。

並且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它)那 (它)小羊羔 (它)現在已經立定站住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那 到於(它)高山 從屬(她)錫安， 並且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它)同一者 (她們)一百個

(她們)四十個 (她們)四個 (她們)一千之數 (她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名字 從屬(它)同一者 並且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名字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前額 從屬(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它)小羊羔 (它)現在已經立定站住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那 到於(它)高山 從屬(她)錫安， 並且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它)同一者 (她們)一百個

(她們)四十個 (她們)四個 (她們)一千之數 (她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名字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前額 從屬(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MT]

並且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它)那 (它)小羊羔 (它)現在已經立定站住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那 到於(它)高山 從屬(她)錫安， 並且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它)同一者 (他)數目

(她們)一百個 (她們)四十個 (她們)四個 (她們)一千之數 (她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名字

從屬(它)同一者 並且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名字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前額 從屬(他們)同一者。

啟 14:2 kai. h;kousa fwnh.n evk tou/ ouvranou/ ẁj fwnh.n ud̀a,twn pollw/n kai. ẁj fwnh.n bronth/j mega,lhj( kai. h`
fwnh. h]n h;kousa ẁj kiqarw|dw/n kiqarizo,ntwn evn tai/j kiqa,raij auvtw/nÅ
And I heard a voice from heaven, as the voice of many waters, and as the voice of a great thunder: and I heard
the voice of harpers harping with their harps:
我聽見從天上有聲音，像眾水的聲音，和大雷的聲音；並且我所聽見的好像彈琴的所彈的琴聲。

並且 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到於(她)聲音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正如地 到於(她)聲音 從屬(它們)水

從屬(它們)許多的 並且 正如地 到於(她)聲音 從屬(她)打雷 從屬(她)極大的； 並且 (她)那 (她)聲音 到於(她)這個

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正如地 從屬(他們)豎琴之歌詠頌唱之人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彈豎琴了的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豎琴 從屬(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到於(她)聲音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正如地 到於(她)聲音 從屬(它們)水

從屬(它們)許多的 並且 正如地 到於(她)聲音 從屬(她)打雷 從屬(她)極大的； 並且 到於(她)聲音註1

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從屬(他們)豎琴之歌詠頌唱之人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彈豎琴了的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豎琴 從屬(他們)同一者。

註1：“(她)聲音”文法上亦可以為“到於(她)聲音”。

啟 14:3 kai. a;|dousin ÎẁjÐ wv|dh.n kainh.n evnw,pion tou/ qro,nou kai. evnw,pion tw/n tessa,rwn zw,|wn kai. tw/n
presbute,rwn( kai. ouvdei.j evdu,nato maqei/n th.n wv|dh.n eiv mh. aì èkato.n tessera,konta te,ssarej cilia,dej( oì
hvgorasme,noi avpo. th/j gh/j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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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y sung as it were a new song before the throne, and before the four beasts, and the elders: and no man
could learn that song but the hundred and forty and four thousand, which were redeemed from the earth.
他們在寶座前，並在四活物和眾長老前唱歌，彷彿是新歌；除了從地上買來的那十四萬四千人以外，沒有人能學

這歌。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歌詠頌唱 正如地 到於(她)詩曲頌歌 到於(她)嶄新的 在面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寶座，

並且 在面前地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四個 從屬(它們)活物 並且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更年長的； 並且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那時(也是)要去學習 到於(她)那 到於(她)詩曲頌歌， 若是

不會/不要 (她們)那些 (她們)一百個 (她們)四十個 (她們)四個 (她們)一千之數， (他們)那些

(他們)現在已經被購買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經文變異MT]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歌詠頌唱 到於(她)詩曲頌歌 到於(她)嶄新的 在面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寶座， 並且

在面前地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四個 從屬(它們)活物 並且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更年長的； 並且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那時(也是)要去學習 到於(她)那 到於(她)詩曲頌歌， 若是

不會/不要 (她們)那些 (她們)一百個 (她們)四十個 (她們)四個 (她們)一千之數， (他們)那些

(他們)現在已經被購買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啟 14:4 ou-toi, eivsin oi] meta. gunaikw/n ouvk evmolu,nqhsan( parqe,noi ga,r eivsin( ou-toi oì avkolouqou/ntej tw/|
avrni,w| o[pou a'n ùpa,gh|Å ou-toi hvgora,sqhsan avpo. tw/n avnqrw,pwn avparch. tw/| qew/| kai. tw/| avrni,w|(
These are they which were not defiled with women; for they are virgins. These are they which follow the Lamb
whithersoever he goeth. These were redeemed from among men, being the firstfruits unto God and to the
Lamb.
這些人未曾沾染婦女，他們原是童身。羔羊無論往那裏去，他們都跟隨他。他們是從人間買來的，作初熟的果子

歸與神和羔羊。

(他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這些個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們)女人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促成髒損染污； (他們)童身處女 因為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那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跟隨了的 在對(它)那 在對(它)小羊羔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但凡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退開去。

(他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購買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人， (她)初熟的果子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並且 在對(它)那 在對(它)小羊羔；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這些個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們)女人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促成髒損染污； (她們)童身處女註1 因為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跟隨了的 在對(它)那 在對(它)小羊羔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但凡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退開去。 (他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購買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人， (她)初熟的果子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並且 在對(它)那 在對(它)小羊羔；

註1：“(他們)童身處女”文法上亦可以為“(她們)童身處女”。

[經文變異WH]

(他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這些個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們)女人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促成髒損染污； (他們)童身處女 因為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那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跟隨了的 在對(它)那 在對(它)小羊羔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但凡 他/她/它現在持續退開去。

(他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購買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人， (她)初熟的果子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並且 在對(它)那 在對(它)小羊羔；

啟 14:5 kai. evn tw/| sto,mati auvtw/n ouvc eùre,qh yeu/doj( a;mwmoi, eivsinÅ
And in their mouth was found no guile: for they are without fault before the throne of God.
在他們口中察不出謊言來；他們是沒有瑕疵的。

並且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口/嘴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找到尋見 (它)虛假欺謊；

(他們)沒有污點瑕疵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並且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口/嘴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找到尋見 (他)餌誘詭詐；

(他們)沒有污點瑕疵的 因為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在面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寶座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經文變異MT]

並且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口/嘴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找到尋見 (它)虛假欺謊；

(他們)沒有污點瑕疵的 因為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啟 14:6 Kai. ei=don a;llon a;ggelon peto,menon evn mesouranh,mati( e;conta euvagge,lion aivw,nion euvaggeli,sai evpi.
tou.j kaqhme,nouj evpi. th/j gh/j kai. evpi. pa/n e;qnoj kai. fulh.n kai. glw/ssan kai. la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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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I saw another angel fly in the midst of heaven, having the everlasting gospel to preach unto them that dwell
on the earth, and to every nation, and kindred, and tongue, and people,
我又看見另有一位天使飛在空中，有永遠的福音要傳給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國各族各方各民；

並且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他)另外不同的 到於(他)使者 到於(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展翅飛行了的 在內

在對(它)半空中， 到於(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它)福音佳訊 到於(它)時世恆久的 那時(也是)要去傳福音佳訊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並且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種族邦國 並且 到於(她)分支族派 並且 到於(她)舌頭/語言

並且 到於(他)人民百姓；
[經文變異RT]

並且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他)另外不同的 到於(他)使者 到於(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展翅飛行了的 在內

在對(它)半空中， 到於(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它)福音佳訊 到於(它)時世恆久的 那時(也是)要去傳福音佳訊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定居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並且

到於(它)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種族邦國 並且 到於(她)分支族派 並且 到於(她)舌頭/語言 並且 到於(他)人民百姓；
[經文變異MT]

並且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他)使者 到於(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展翅飛行了的 在內 在對(它)半空中，

到於(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它)福音佳訊 到於(它)時世恆久的 那時(也是)要去傳福音佳訊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並且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種族邦國 並且 到於(她)分支族派 並且 到於(她)舌頭/語言 並且 到於(他)人民百姓；

啟 14:7 le,gwn evn fwnh/| mega,lh|( Fobh,qhte to.n qeo.n kai. do,te auvtw/| do,xan( o[ti h=lqen h̀ w[ra th/j kri,sewj auvtou/(
kai. proskunh,sate tw/| poih,santi to.n ouvrano.n kai. th.n gh/n kai. qa,lassan kai. phga.j ùda,twnÅ
Saying with a loud voice, Fear God, and give glory to him; for the hour of his judgment is come: and worship him
that made heaven, and earth, and the sea, and the fountains of waters.
他大聲說：應當敬畏神，將榮耀歸給他；因他施行審判的時候已經到了；應當敬拜那創造天地海和眾水泉源的。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在內 在對(她)聲音 在對(她)極大的，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被成驚恐畏懼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給與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她)榮耀； 是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她)那 (她)鐘點時刻 從屬(她)那 從屬(她)區別審斷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敬拜 在對(他)那

在對(他)那時(也是)行出作成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天空/天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並且 到於(她)海 並且

到於(她們)湧泉泉源 從屬(它們)水。
[經文變異RT]

到於(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在內 在對(她)聲音 在對(她)極大的，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被成驚恐畏懼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給與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她)榮耀； 是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她)那 (她)鐘點時刻 從屬(她)那 從屬(她)區別審斷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敬拜 在對(他)那

在對(他)那時(也是)行出作成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天空/天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海 並且 到於(她們)湧泉泉源 從屬(它們)水。

啟 14:8 Kai. a;lloj a;ggeloj deu,teroj hvkolou,qhsen le,gwn( :Epesen e;pesen Babulw.n h` mega,lh h] evk tou/ oi;nou
tou/ qumou/ th/j pornei,aj auvth/j pepo,tiken pa,nta ta. e;qnhÅ
And there followed another angel, saying, Babylon is fallen, is fallen, that great city, because she made all
nations drink of the wine of the wrath of her fornication.
又有第二位天使，接著說：叫萬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倫大城傾倒了，傾倒了。

並且 (他)另外不同的 (他)使者 (他)第二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跟隨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落下墜落， 他/她/它那時(也是)落下墜落 (她)巴比倫 (她)那 (她)極大的， (她)那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酒 從屬(他)那 從屬(他)熾熱憤恨 從屬(她)那 從屬(她)通奸淫行 從屬(她)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已經餵飲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種族邦國。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另外不同的 (他)使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跟隨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落下墜落，

他/她/它那時(也是)落下墜落 (她)巴比倫 (她)那 (她)城邑 (她)那 (她)極大的， 是這樣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酒 從屬(他)那 從屬(他)熾熱憤恨 從屬(她)那 從屬(她)通奸淫行 從屬(她)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已經餵飲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種族邦國。
[經文變異WH]

並且 (他)另外不同的 (他)第二的 (他)使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跟隨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落下墜落， 他/她/它那時(也是)落下墜落 (她)巴比倫 (她)那 (她)極大的， (她)那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酒 從屬(他)那 從屬(他)熾熱憤恨 從屬(她)那 從屬(她)通奸淫行 從屬(她)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已經餵飲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種族邦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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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 14:9 Kai. a;lloj a;ggeloj tri,toj hvkolou,qhsen auvtoi/j le,gwn evn fwnh/| mega,lh|( Ei; tij proskunei/ to. qhri,on
kai. th.n eivko,na auvtou/ kai. lamba,nei ca,ragma evpi. tou/ metw,pou auvtou/ h' evpi. th.n cei/ra auvtou/(
And the third angel followed them, saying with a loud voice, If any man worship the beast and his image, and
receive his mark in his forehead, or in his hand,
又有第三位天使，接著他們，大聲說：若有人拜獸和獸像，在額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記，

並且 (他)另外不同的 (他)使者 (他)第三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跟隨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在內

在對(她)聲音 在對(她)極大的， 若是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敬拜 到於(它)那 到於(它)野獸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表像 從屬(它)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拿取 到於(它)雕像印記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它)那

從屬(它)前額 從屬(他)同一者 甚或/或而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手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第三的 (他)使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跟隨 在對(他們)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在內 在對(她)聲音

在對(她)極大的， 若是 (他)任何什麼 到於(它)那 到於(它)野獸 他/她/它現在持續敬拜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表像

從屬(它)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拿取 到於(它)雕像印記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它)那 從屬(它)前額

從屬(他)同一者 甚或/或而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手 從屬(他)同一者，

啟 14:10 kai. auvto.j pi,etai evk tou/ oi;nou tou/ qumou/ tou/ qeou/ tou/ kekerasme,nou avkra,tou evn tw/| pothri,w| th/j
ovrgh/j auvtou/ kai. basanisqh,setai evn puri. kai. qei,w| evnw,pion avgge,lwn àgi,wn kai. evnw,pion tou/ avrni,ouÅ
The same shall drink of the wine of the wrath of God, which is poured out without mixture into the cup of his
indignation; and he shall be tormented with fire and brimstone in the presence of the holy angels, and in the
presence of the Lamb:
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斟在神忿怒的杯中純一不雜；他要在聖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與硫磺之中受痛苦；

並且 (他)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喝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酒 從屬(他)那 從屬(他)熾熱憤恨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從屬(他)那 從屬(他)現在已經被攙混調合了的 從屬(他)乃純淨不混雜的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杯 從屬(她)那 從屬(她)激動忿怒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使有考驗折磨 在內 在對(它)火

並且 在對(它)硫磺 在面前地 從屬(他們)使者 從屬(他們)聖的 並且 在面前地 從屬(它)那 從屬(它)小羊羔。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喝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酒 從屬(他)那 從屬(他)熾熱憤恨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從屬(他)那 從屬(他)現在已經被攙混調合了的 從屬(他)乃純淨不混雜的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杯 從屬(她)那 從屬(她)激動忿怒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使有考驗折磨 在內 在對(它)火

並且 在對(它)硫磺 在面前地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聖的 從屬(他們)使者 並且 在面前地 從屬(它)那

從屬(它)小羊羔。

啟 14:11 kai. ò kapno.j tou/ basanismou/ auvtw/n eivj aivw/naj aivw,nwn avnabai,nei( kai. ouvk e;cousin avna,pausin
hm̀e,raj kai. nukto.j oì proskunou/ntej to. qhri,on kai. th.n eivko,na auvtou/ kai. ei; tij lamba,nei to. ca,ragma tou/
ovno,matoj auvtou/Å
And the smoke of their torment ascendeth up for ever and ever: and they have no rest day nor night, who
worship the beast and his image, and whosoever receiveth the mark of his name.
他受痛苦的煙往上冒，直到永永遠遠；那些拜獸和獸像受他名之印記的，晝夜不得安寧。

並且 (他)那 (他)煙霧 從屬(他)那 從屬(他)使有考驗折磨 從屬(他們)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世紀時代

從屬(他們)世紀時代 他/她/它現在持續向上行；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休息恢復

從屬(她)日子/白日 並且 從屬(她)夜晚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敬拜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野獸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表像 從屬(它)同一者， 並且 若是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拿取 到於(它)那 到於(它)雕像印記

從屬(它)那 從屬(它)名字 從屬(它)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 (他)煙霧 從屬(他)那 從屬(他)使有考驗折磨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向上行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世紀時代 從屬(他們)世紀時代；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休息恢復

從屬(她)日子/白日 並且 從屬(她)夜晚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敬拜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野獸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表像 從屬(它)同一者， 並且 若是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拿取 到於(它)那 到於(它)雕像印記

從屬(它)那 從屬(它)名字 從屬(它)同一者。

啟 14:12 _Wde h̀ ùpomonh. tw/n ag̀i,wn evsti,n( oi` throu/ntej ta.j evntola.j tou/ qeou/ kai. th.n pi,stin VIhsou/Å
Here is the patience of the saints: here are they that keep the commandments of God, and the faith of Jesus.
聖徒的忍耐就在此；他們是守神誡命，和耶穌真道的。

也就在此地 (她)那 (她)堅忍持守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聖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行看護守衛了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誡律命令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信 從屬(他)耶穌。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  簡易閲讀版  1516

1516

[經文變異RT]

也就在此地 (她)堅忍持守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聖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也就在此地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行看護守衛了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誡律命令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信 從屬(他)耶穌。
[經文變異MT]

也就在此地 (她)那 (她)堅忍持守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聖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也就在此地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行看護守衛了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誡律命令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信 從屬(他)耶穌。

啟 14:13 Kai. h;kousa fwnh/j evk tou/ ouvranou/ legou,shj( Gra,yon\ Maka,rioi oi` nekroi. oi` evn kuri,w|
avpoqnh,|skontej avpV a;rtiÅ nai,( le,gei to. pneu/ma( i[na avnapah,sontai evk tw/n ko,pwn auvtw/n( ta. ga.r e;rga auvtw/n
avkolouqei/ metV auvtw/nÅ
And I heard a voice from heaven saying unto me, Write, Blessed are the dead which die in the Lord from
henceforth: Yea, saith the Spirit, that they may rest from their labours; and their works do follow them.
我聽見從天上有聲音說：你要寫下，從今以後，在主裏面而死的人有福了；聖靈說：是的，他們息了自己的勞苦

，作工的果效也隨著他們。

並且 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從屬(她)聲音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從屬(她)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刻寫記載， (他們)蒙至高褔的 (他們)那些 (他們)死掉的 (他們)那些 在內 在對(他)主人

(他們)現正持續死去了的 從那裏離開 現今地。 誠然為是，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它)那 (它)靈/風， 為要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被休息恢復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勞碌疲累 從屬(他們)同一者； (它們)那些 因為

(它們)工作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跟隨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從屬(她)聲音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從屬(她)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在對我，

你那時(也是)就要刻寫記載， (他們)蒙至高褔的 (他們)那些 (他們)死掉的 (他們)那些 在內 在對(他)主人

(他們)現正持續死去了的 從那裏離開 現今地。 誠然為是，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它)那 (它)靈/風， 為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休息恢復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勞碌疲累 從屬(他們)同一者；

(它們)那些 然而也 (它們)工作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跟隨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MT]

並且 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從屬(她)聲音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從屬(她)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在對我，

你那時(也是)就要刻寫記載， (他們)蒙至高褔的 (他們)那些 (他們)死掉的 (他們)那些 在內 在對(他)主人

(他們)現正持續死去了的 從那裏離開 現今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誠然為是， (它)那 (它)靈/風， 為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休息恢復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勞碌疲累 從屬(他們)同一者；

(它們)那些 然而也 (它們)工作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跟隨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同一者。

啟 14:14 Kai. ei=don( kai. ivdou. nefe,lh leukh,( kai. evpi. th.n nefe,lhn kaqh,menon o[moion uiò.n avnqrw,pou( e;cwn evpi.
th/j kefalh/j auvtou/ ste,fanon crusou/n kai. evn th/| ceiri. auvtou/ dre,panon ovxu,Å
And I looked, and behold a white cloud, and upon the cloud one sat like unto the Son of man, having on his
head a golden crown, and in his hand a sharp sickle.
我又觀看，見有一片白雲，雲上坐著一位好像人子，頭上戴著金冠冕，手裏拿著快鐮刀。

並且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她)雲團 (她)亮光潔白的， 並且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雲團 到於(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到於(他)具同樣相同的 到於(他)兒子

從屬(他)人，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頭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他)花冠

到於(他)黃金的 並且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手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它)鐮刀 到於(它)敏銳鋒利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她)雲團 (她)亮光潔白的， 並且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雲團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他)具同樣相同的 在對(他)兒子

從屬(他)人，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頭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他)花冠

到於(他)黃金的 並且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手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它)鐮刀 到於(它)敏銳鋒利的。
[經文變異MT]

並且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她)雲團 (她)亮光潔白的， 並且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雲團 到於(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到於(他)具同樣相同的 在對(他)兒子

從屬(他)人，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頭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他)花冠

到於(他)黃金的 並且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手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它)鐮刀 到於(它)敏銳鋒利的。

啟 14:15 kai. a;lloj a;ggeloj evxh/lqen evk tou/ naou/ kra,zwn evn fwnh/| mega,lh| tw/| kaqhme,nw| evpi. th/j nefe,lhj(
Pe,myon to. dre,pano,n sou kai. qe,rison( o[ti h=lqen h̀ w[ra qeri,sai( o[ti evxhra,nqh ò qerismo.j th/j gh/j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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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another angel came out of the temple, crying with a loud voice to him that sat on the cloud, Thrust in thy
sickle, and reap: for the time is come for thee to reap; for the harvest of the earth is ripe.
又有一位天使從殿中出來，向那坐在雲上的大聲喊著說：伸出你的鐮刀來收割；因為收割的時候已經到了，地上

的莊稼已經熟透了。

並且 (他)另外不同的 (他)使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殿宇，

(他)現正持續嘶聲吶喊了的 在內 在對(她)聲音 在對(她)極大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雲團， 你那時(也是)就要差送打發 到於(它)那 到於(它)鐮刀 從屬你，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收取莊稼； 是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她)那 (她)鐘點時刻 那時(也是)要去收取莊稼；

是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促為枯乾 (他)那 (他)莊稼收成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另外不同的 (他)使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殿宇，

(他)現正持續嘶聲吶喊了的 在內 在對(她)極大的 在對(她)聲音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雲團， 你那時(也是)就要差送打發 到於(它)那 到於(它)鐮刀 從屬你，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收取莊稼； 是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在對你 (她)那 (她)鐘點時刻 從屬(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收取莊稼； 是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促為枯乾 (他)那 (他)莊稼收成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啟 14:16 kai. e;balen ò kaqh,menoj evpi. th/j nefe,lhj to. dre,panon auvtou/ evpi. th.n gh/n kai. evqeri,sqh h` gh/Å
And he that sat on the cloud thrust in his sickle on the earth; and the earth was reaped.
那坐在雲上的，就把鐮刀扔在地上；地上的莊稼就被收割了。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投擲 (他)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雲團

到於(它)那 到於(它)鐮刀 從屬(他)同一者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收取莊稼 (她)那 (她)地土/地。

啟 14:17 Kai. a;lloj a;ggeloj evxh/lqen evk tou/ naou/ tou/ evn tw/| ouvranw/| e;cwn kai. auvto.j dre,panon ovxu,Å
And another angel came out of the temple which is in heaven, he also having a sharp sickle.
又有一位天使從天上的殿中出來，他也拿著快鐮刀。

並且 (他)另外不同的 (他)使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殿宇 從屬(他)那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天空/天，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並且 (他)同一者 到於(它)鐮刀 到於(它)敏銳鋒利的。

啟 14:18 Kai. a;lloj a;ggeloj Îevxh/lqenÐ evk tou/ qusiasthri,ou ÎoÐ̀ e;cwn evxousi,an evpi. tou/ puro,j( kai. evfw,nhsen
fwnh/| mega,lh| tw/| e;conti to. dre,panon to. ovxu. le,gwn( Pe,myon sou to. dre,panon to. ovxu. kai. tru,ghson tou.j
bo,truaj th/j avmpe,lou th/j gh/j( o[ti h;kmasan aì stafulai. auvth/jÅ
And another angel came out from the altar, which had power over fire; and cried with a loud cry to him that had
the sharp sickle, saying, Thrust in thy sharp sickle, and gather the clusters of the vine of the earth; for her
grapes are fully ripe.
又有一位天使從祭壇中出來，是有權柄管火的，向拿著快鐮刀的大聲喊著說：伸出快鐮刀來收取地上葡萄樹的果

子；因為葡萄熟透了。

並且 (他)另外不同的 (他)使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祭壇， (他)那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權柄掌握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它)那 從屬(它)火；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出聲叫喚

在對(她)聲音 在對(她)極大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鐮刀 到於(它)那

到於(它)敏銳鋒利的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差送打發 從屬你 到於(它)那 到於(它)鐮刀 到於(它)那

到於(它)敏銳鋒利的，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採集收成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果串 從屬(她)那 從屬(她)葡萄樹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是這樣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到成熟點 (她們)那些 (她們)葡萄串 從屬(她)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另外不同的 (他)使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祭壇，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權柄掌握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它)那 從屬(它)火；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出聲叫喚

在對(她)高喊嚷叫 在對(她)極大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鐮刀 到於(它)那

到於(它)敏銳鋒利的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差送打發 從屬你 到於(它)那 到於(它)鐮刀 到於(它)那

到於(它)敏銳鋒利的，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採集收成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果串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是這樣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到成熟點 (她們)那些 (她們)葡萄串 從屬(她)同一者。

啟 14:19 kai. e;balen ò a;ggeloj to. dre,panon auvtou/ eivj th.n gh/n kai. evtru,ghsen th.n a;mpelon th/j gh/j kai. e;balen
eivj th.n lhno.n tou/ qumou/ tou/ qeou/ to.n me,ganÅ
And the angel thrust in his sickle into the earth, and gathered the vine of the earth, and cast it into the great
winepress of the wrath of God.
那天使就把鐮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的葡萄，丟在神忿怒的大酒醡中。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投擲 (他)那 (他)使者 到於(它)那 到於(它)鐮刀 從屬(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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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於(她)地土/地，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採集收成 到於(她)那 到於(她)葡萄樹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投擲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壓酒槽 從屬(他)那 從屬(他)熾熱憤恨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到於(他)那 到於(他)極大的註1。
註1：陽性的形容詞修飾陰性的名詞。Robertson指出，在古典希臘文中，“壓酒槽”有時候是被視為陽性名詞。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投擲 (他)那 (他)使者 到於(它)那 到於(它)鐮刀 從屬(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採集收成 到於(她)那 到於(她)葡萄樹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投擲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壓酒槽 從屬(他)那 從屬(他)熾熱憤恨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到於(她)那 到於(她)極大的。

啟 14:20 kai. evpath,qh h` lhno.j e;xwqen th/j po,lewj kai. evxh/lqen ai-ma evk th/j lhnou/ a;cri tw/n calinw/n tw/n
i[ppwn avpo. stadi,wn cili,wn ex̀akosi,wnÅ
And the winepress was trodden without the city, and blood came out of the winepress, even unto the horse
bridles, by the space of a thousand and six hundred furlongs.
那酒醡踹在城外，就有血從酒醡裏流出來，高到馬的嚼環，遠有六百里。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踩踹踐踏 (她)那 (她)壓酒槽 從在外面地 從屬(她)那 從屬(她)城邑，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它)血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壓酒槽 直至達到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馬勒嚼環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馬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具606.75英尺長的賽跑道 從屬(他們)一千個

從屬(他們)六百個。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踩踹踐踏 (她)那 (她)壓酒槽 在外面地 從屬(她)那 從屬(她)城邑，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它)血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壓酒槽 直至達到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馬勒嚼環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馬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具606.75英尺長的賽跑道 從屬(他們)一千個

從屬(他們)六百個。

啟 15:1 Kai. ei=don a;llo shmei/on evn tw/| ouvranw/| me,ga kai. qaumasto,n( avgge,louj èpta. e;contaj plhga.j èpta. ta.j
evsca,taj( o[ti evn auvtai/j evtele,sqh ò qumo.j tou/ qeou/Å
And I saw another sign in heaven, great and marvellous, seven angels having the seven last plagues; for in
them is filled up the wrath of God.
我又看見在天上有異象，大而且奇，就是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災；因為神的大怒在這七災中發盡了。

並且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它)另外不同的 到於(它)識別之表記徵兆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天空/天

到於(它)極大的 並且 到於(它)乃希奇的， 到於(他們)使者 到於(他們)七個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們)災禍傷害 到於(她們)七個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最末後的； 是這樣 在內 在對(她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完成 (他)那 (他)熾熱憤恨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啟 15:2 Kai. ei=don wj̀ qa,lassan ùali,nhn memigme,nhn puri. kai. tou.j nikw/ntaj evk tou/ qhri,ou kai. evk th/j eivko,noj
auvtou/ kai. evk tou/ avriqmou/ tou/ ovno,matoj auvtou/ èstw/taj evpi. th.n qa,lassan th.n ùali,nhn e;contaj kiqa,raj tou/
qeou/Å
And I saw as it were a sea of glass mingled with fire: and them that had gotten the victory over the beast, and
over his image, and over his mark, and over the number of his name, stand on the sea of glass, having the
harps of God.
我看見彷彿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攙雜；又看見那些勝了獸和獸的像，並他名字數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著

神的琴；

並且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正如地 到於(她)海 到於(她)玻璃作的 到於(她)現在已經被攙雜混合了的 在對(它)火，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獲勝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野獸 並且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表像 從屬(它)同一者 並且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數目 從屬(它)那 從屬(它)名字 從屬(它)同一者，

到於(他們)現在已經立定站住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海 到於(她)那 到於(她)玻璃作的，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們)豎琴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經文變異RT]

並且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正如地 到於(她)海 到於(她)玻璃作的 到於(她)現在已經被攙雜混合了的 在對(它)火，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獲勝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野獸 並且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表像 從屬(它)同一者 並且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雕像印記 從屬(它)同一者，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數目 從屬(它)那 從屬(它)名字 從屬(它)同一者， 到於(他們)現在已經立定站住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海 到於(她)那 到於(她)玻璃作的，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們)豎琴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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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 15:3 kai. a;|dousin th.n wv|dh.n Mwu?se,wj tou/ dou,lou tou/ qeou/ kai. th.n wv|dh.n tou/ avrni,ou le,gontej( Mega,la kai.
qaumasta. ta. e;rga sou( ku,rie ò qeo.j ò pantokra,twr\ di,kaiai kai. avlhqinai. ai` òdoi, sou( ò basileu.j tw/n
evqnw/n\
And they sing the song of Moses the servant of God, and the song of the Lamb, saying, Great and marvellous
are thy works, Lord God Almighty; just and true are thy ways, thou King of saints.
唱神僕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說：主神，全能者阿，你的作為大哉，奇哉，萬世之王阿，〔世或作國〕你的

道途義哉，誠哉。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歌詠頌唱 到於(她)那 到於(她)詩曲頌歌 從屬(他)摩西 從屬(他)那 從屬(他)奴僕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詩曲頌歌 從屬(它)那 從屬(它)小羊羔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它們)極大的

並且 (它們)乃希奇的 (它們)那些 (它們)工作 從屬你， 阿,(他)主人 (他)那 (他)神 (他)那 (他)全能者；

(她們)具公平正義的 並且 (她們)真正實在的 (她們)那些 (她們)道路途徑 從屬你， (他)那 (他)君王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種族邦國。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歌詠頌唱 到於(她)那 到於(她)詩曲頌歌 從屬(他)摩西 從屬(他)那 從屬(他)奴僕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詩曲頌歌 從屬(它)那 從屬(它)小羊羔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它們)極大的

並且 (它們)乃希奇的 (它們)那些 (它們)工作 從屬你， 阿,(他)主人 (他)那 (他)神 (他)那 (他)全能者；

(她們)具公平正義的 並且 (她們)真正實在的 (她們)那些 (她們)道路途徑 從屬你， (他)那 (他)君王 從屬(他們)那些註1

從屬(他們)聖的。

註1：“從屬(它們)那些”文法上亦可以為“從屬(他們)那些”。

[經文變異WH]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歌詠頌唱 到於(她)那 到於(她)詩曲頌歌 從屬(他)摩西 從屬(他)那 從屬(他)奴僕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詩曲頌歌 從屬(它)那 從屬(它)小羊羔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它們)極大的

並且 (它們)乃希奇的 (它們)那些 (它們)工作 從屬你， 阿,(他)主人 (他)那 (他)神 (他)那 (他)全能者；

(她們)具公平正義的 並且 (她們)真正實在的 (她們)那些 (她們)道路途徑 從屬你， (他)那 (他)君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世紀時代。

啟 15:4 ti,j ouv mh. fobhqh/|( ku,rie( kai. doxa,sei to. o;noma, souÈ o[ti mo,noj o[sioj( o[ti pa,nta ta. e;qnh h[xousin kai.
proskunh,sousin evnw,pio,n sou( o[ti ta. dikaiw,mata, sou evfanerw,qhsanÅ
Who shall not fear thee, O Lord, and glorify thy name? for thou only art holy: for all nations shall come and
worship before thee; for thy judgments are made manifest.
主阿，誰敢不敬畏你，不將榮耀歸與你的名呢；因為獨有你是聖的；萬民都要來在你面前敬拜；因你公義的作為

已經顯出來了。

(他)任何什麼呢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成驚恐畏懼， 阿,(他)主人，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歸榮耀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名字 從屬你？ 是這樣 (他)僅有單獨的 (他)具純正聖善的； 是這樣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它們)那些 (它們)種族邦國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到達來臨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敬拜

在面前地 從屬你； 是這樣 (它們)那些 (它們)義行義禮 從屬你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促使成促為照亮顯明。
[不同標點]

(他)任何什麼呢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成驚恐畏懼， 阿,(他)主人，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歸榮耀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名字 從屬你？ 是這樣 (他)僅有單獨的 (他)具純正聖善的； 是這樣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它們)那些 (它們)種族邦國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到達來臨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敬拜

在面前地 從屬你， 是這樣 (它們)那些 (它們)義行義禮 從屬你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促使成促為照亮顯明。
[經文變異RT]

(他)任何什麼呢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成驚恐畏懼 到於你， 阿,(他)主人，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歸榮耀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名字 從屬你？ 是這樣 (他)僅有單獨的 (他)具純正聖善的；

是這樣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它們)那些 (它們)種族邦國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到達來臨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敬拜 在面前地 從屬你； 是這樣 (它們)那些 (它們)義行義禮 從屬你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促使成促為照亮顯明。

啟 15:5 Kai. meta. tau/ta ei=don( kai. hvnoi,gh o` nao.j th/j skhnh/j tou/ marturi,ou evn tw/| ouvranw/|(
And after that I looked, and, behold, the temple of the tabernacle of the testimony in heaven was opened:
此後，我看見在天上那存法櫃的殿開了；

並且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向上開啟打開 (他)那

(他)殿宇 從屬(她)那 從屬(她)帳幕 從屬(它)那 從屬(它)見證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天空/天；
[經文變異RT]

並且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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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向上開啟打開 (他)那 (他)殿宇 從屬(她)那 從屬(她)帳幕 從屬(它)那 從屬(它)見證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天空/天；

啟 15:6 kai. evxh/lqon oi` èpta. a;ggeloi ÎoìÐ e;contej ta.j èpta. plhga.j evk tou/ naou/ evndedume,noi li,non kaqaro.n
lampro.n kai. periezwsme,noi peri. ta. sth,qh zw,naj crusa/jÅ
And the seven angels came out of the temple, having the seven plagues, clothed in pure and white linen, and
having their breasts girded with golden girdles.
那掌管七災的七位天使，從殿中出來，穿著潔白光明的細麻衣，〔細麻衣有古卷作寶石〕胸間束著金帶。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他們)那些 (他們)七個 (他們)使者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七個 到於(她們)災禍傷害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殿宇，

(他們)現在已經讓自己穿著了的 到於(它)亞麻 到於(它)乾淨純潔的 到於(它)光耀華麗的 並且

(他們)現在已經被在周圍束帶子了的
註1

<在周圍>在周圍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胸膛 到於(她們)帶子

到於(她們)黃金的。

註1：“(他們)現在已經被在周圍束帶子了的”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們)現在已經讓自己在周圍束帶子了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他們)那些 (他們)七個 (他們)使者 (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七個 到於(她們)災禍傷害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殿宇，

(他們)現在已經讓自己穿著了的 到於(它)亞麻 到於(它)乾淨純潔的 並且 到於(它)光耀華麗的 並且

(他們)現在已經被在周圍束帶子了的 <在周圍>在周圍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胸膛 到於(她們)帶子

到於(她們)黃金的。
[經文變異WH]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他們)那些 (他們)七個 (他們)使者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七個 到於(她們)災禍傷害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殿宇，

(他們)現在已經讓自己穿著了的 到於(他)石頭 到於(他)乾淨純潔的 到於(他)光耀華麗的 並且

(他們)現在已經被在周圍束帶子了的 <在周圍>在周圍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胸膛 到於(她們)帶子

到於(她們)黃金的。
[經文變異MT]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他們)那些 (他們)七個 (他們)使者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七個 到於(她們)災禍傷害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殿宇， (他們)這些個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他們)現在已經讓自己穿著了的 到於(它)亞麻 到於(它)乾淨純潔的 到於(它)光耀華麗的 並且

(他們)現在已經被在周圍束帶子了的 <在周圍>在周圍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胸膛 到於(她們)帶子

到於(她們)黃金的。

啟 15:7 kai. e]n evk tw/n tessa,rwn zw,|wn e;dwken toi/j èpta. avgge,loij ep̀ta. fia,laj crusa/j gemou,saj tou/ qumou/ tou/
qeou/ tou/ zw/ntoj eivj tou.j aivw/naj tw/n aivw,nwnÅ
And one of the four beasts gave unto the seven angels seven golden vials full of the wrath of God, who liveth for
ever and ever.
四活物中有一個把盛滿了活到永永遠遠之神大怒的七個金碗給了那七位天使。

並且 (它)一個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四個 從屬(它們)活物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七個 在對(他們)使者 到於(她們)七個 到於(她們)杯碗 到於(她們)黃金的 到於(她們)現正持續鼓起滿載了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熾熱憤恨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從屬(他)那 從屬(他)現正持續活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世紀時代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世紀時代。

啟 15:8 kai. evgemi,sqh ò nao.j kapnou/ evk th/j do,xhj tou/ qeou/ kai. evk th/j duna,mewj auvtou/( kai. ouvdei.j evdu,nato
eivselqei/n eivj to.n nao.n a;cri telesqw/sin aì èpta. plhgai. tw/n ep̀ta. avgge,lwnÅ
And the temple was filled with smoke from the glory of God, and from his power; and no man was able to enter
into the temple, till the seven plagues of the seven angels were fulfilled.
因神的榮耀，和能力，殿中充滿了煙；於是沒有人能以進殿，直等到那七位天使所降的七災完畢了。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使為鼓起滿載 (他)那 (他)殿宇 從屬(他)煙霧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榮耀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能力權能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那時(也是)要去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殿宇，

直至達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被完成 (她們)那些 (她們)七個 (她們)災禍傷害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七個

從屬(他們)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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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 16:1 Kai. h;kousa mega,lhj fwnh/j evk tou/ naou/ legou,shj toi/j èpta. avgge,loij( ~Upa,gete kai. evkce,ete ta.j ep̀ta.
fia,laj tou/ qumou/ tou/ qeou/ eivj th.n gh/nÅ
And I heard a great voice out of the temple saying to the seven angels, Go your ways, and pour out the vials of
the wrath of God upon the earth.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殿中出來，向那七位天使說：你們去，把盛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

並且 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從屬(她)極大的 從屬(她)聲音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殿宇

從屬(她)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七個 在對(他們)使者，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退開去， 並且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向外傾注澆流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七個 到於(她們)杯碗 從屬(他)那 從屬(他)熾熱憤恨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經文變異RT]

並且 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從屬(她)聲音 從屬(她)極大的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殿宇

從屬(她)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七個 在對(他們)使者，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退開去， 並且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向外傾注澆流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杯碗 從屬(他)那 從屬(他)熾熱憤恨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啟 16:2 Kai. avph/lqen ò prw/toj kai. evxe,ceen th.n fia,lhn auvtou/ eivj th.n gh/n( kai. evge,neto e[lkoj kako.n kai.
ponhro.n evpi. tou.j avnqrw,pouj tou.j e;contaj to. ca,ragma tou/ qhri,ou kai. tou.j proskunou/ntaj th/| eivko,ni auvtou/Å
And the first went, and poured out his vial upon the earth; and there fell a noisome and grievous sore upon the
men which had the mark of the beast, and upon them which worshipped his image.
第一位天使便去，把碗倒在地上，就有惡而且毒的瘡，生在那些有獸印記，拜獸像的人身上。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他)那 (他)首先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傾注澆流 到於(她)那

到於(她)杯碗 從屬(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它)爛瘡潰瘍 (它)卑劣不好的 並且 (它)惡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人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雕像印記 從屬(它)那 從屬(它)野獸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敬拜了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表像 從屬(它)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他)那 (他)首先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傾注澆流 到於(她)那

到於(她)杯碗 從屬(他)同一者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它)爛瘡潰瘍 (它)卑劣不好的 並且 (它)惡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人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雕像印記 從屬(它)那 從屬(它)野獸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在對(她)那

在對(她)表像 從屬(它)同一者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敬拜了的。

啟 16:3 Kai. ò deu,teroj evxe,ceen th.n fia,lhn auvtou/ eivj th.n qa,lassan( kai. evge,neto ai-ma ẁj nekrou/( kai. pa/sa
yuch. zwh/j avpe,qanen ta. evn th/| qala,ssh|Å
And the second angel poured out his vial upon the sea; and it became as the blood of a dead man: and every
living soul died in the sea.
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裏，海就變成血，好像死人的血；海中的活物都死了。

並且 (他)那 (他)第二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傾注澆流 到於(她)那 到於(她)杯碗 從屬(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海；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它)血 正如地 從屬(他)死掉的， 並且

(她)所有每一個的 (她)生魂意念 從屬(她)生命 他/她/它那時(也是)死去 (它們)那些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海。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 (他)第二的 (他)使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傾注澆流 到於(她)那 到於(她)杯碗 從屬(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海；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它)血 正如地 從屬(他)死掉的， 並且

(她)所有每一個的 (她)生魂意念 (她)現正持續活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死去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海。

啟 16:4 Kai. ò tri,toj evxe,ceen th.n fia,lhn auvtou/ eivj tou.j potamou.j kai. ta.j phga.j tw/n ùda,twn( kai. evge,neto ai-
maÅ
And the third angel poured out his vial upon the rivers and fountains of waters; and they became blood.
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與眾水的泉源裏，水就變成血了。

並且 (他)那 (他)第三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傾注澆流 到於(她)那 到於(她)杯碗 從屬(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河流 並且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湧泉泉源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水；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它)血。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 (他)第三的 (他)使者 到於(她)那 到於(她)杯碗 從屬(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河流

並且 向內進入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湧泉泉源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水；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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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 16:5 kai. h;kousa tou/ avgge,lou tw/n ùda,twn le,gontoj( Di,kaioj ei=( ò w'n kai. ò h=n( ò o[sioj( o[ti tau/ta e;krinaj(
And I heard the angel of the waters say, Thou art righteous, O Lord, which art, and wast, and shalt be, because
thou hast judged thus.
我聽見掌管眾水的天使說：昔在今在的聖者阿，你這樣判斷是公義的；

並且 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從屬(他)那 從屬(他)使者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水 從屬(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他)具公平正義的 你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並且 (他)那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那

(他)具純正聖善的， 是這樣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區別審斷；
[經文變異RT]

並且 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從屬(他)那 從屬(他)使者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水 從屬(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他)具公平正義的， 阿,(他)主人， 你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並且 (他)那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並且

(他)那 (他)將要(持續)是了的， 是這樣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區別審斷；

啟 16:6 o[ti ai-ma ag̀i,wn kai. profhtw/n evxe,cean kai. ai-ma auvtoi/j ÎdÐe,dwkaj piei/n( a;xioi, eivsinÅ
For they have shed the blood of saints and prophets, and thou hast given them blood to drink; for they are
worthy.
他們曾流聖徒與先知的血，現在你給他們血喝；這是他們所該受的。

是這樣 到於(它)血 從屬(他們)聖的 並且 從屬(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外傾注澆流， 並且

到於(它)血 在對(他們)同一者 你現在已經給與 [或=你那時(也是)給與] 那時(也是)要去喝； (他們)相配值得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是這樣 到於(它)血 從屬(他們)聖的 並且 從屬(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外傾注澆流， 並且

到於(它)血 在對(他們)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給與 那時(也是)要去喝； (他們)相配值得的 因為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MT]

是這樣 到於(它)血 從屬(他們)聖的 並且 從屬(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外傾注澆流， 並且

到於(它)血 在對(他們)同一者 你那時(也是)給與 那時(也是)要去喝； (他們)相配值得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啟 16:7 kai. h;kousa tou/ qusiasthri,ou le,gontoj( Nai. ku,rie ò qeo.j ò pantokra,twr( avlhqinai. kai. di,kaiai aì
kri,seij souÅ
And I heard another out of the altar say, Even so, Lord God Almighty, true and righteous are thy judgments.
我又聽見祭壇中有聲音說：是的，主神，全能者阿，你的判斷義哉，誠哉。

並且 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從屬(它)那 從屬(它)祭壇 從屬(它)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誠然為是， 阿,(他)主人 (他)那

(他)神 (他)那 (他)全能者， (她們)真正實在的 並且 (她們)具公平正義的 (她們)那些 (她們)區別審斷 從屬你。
[經文變異RT]

並且 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從屬(他)另外不同的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祭壇 從屬(它)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誠然為是， 阿,(他)主人 (他)那 (他)神 (他)那 (他)全能者， (她們)真正實在的 並且 (她們)具公平正義的 (她們)那些

(她們)區別審斷 從屬你。

啟 16:8 Kai. ò te,tartoj evxe,ceen th.n fia,lhn auvtou/ evpi. to.n h[lion( kai. evdo,qh auvtw/| kaumati,sai tou.j avnqrw,pouj
evn puri,Å
And the fourth angel poured out his vial upon the sun; and power was given unto him to scorch men with fire.
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日頭上，叫日頭能用火烤人。

並且 (他)那 (他)第四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傾注澆流 到於(她)那 到於(她)杯碗 從屬(他)同一者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那 到於(他)日頭太陽；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給與 在對(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使有熾熱燒灼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人 在內 在對(它)火。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 (他)第四的 (他)使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傾注澆流 到於(她)那 到於(她)杯碗 從屬(他)同一者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那 到於(他)日頭太陽；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給與 在對(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使有熾熱燒灼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人 在內 在對(它)火。
[經文變異MT]

並且 (他)那 (他)第四的 (他)使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傾注澆流 到於(她)那 到於(她)杯碗 從屬(他)同一者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那 到於(他)日頭太陽；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給與 在對(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使有熾熱燒灼 在內 在對(它)火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人。

啟 16:9 kai. evkaumati,sqhsan oi` a;nqrwpoi kau/ma me,ga kai. evblasfh,mhsan to. o;noma tou/ qeou/ tou/ e;contoj th.n
evxousi,an evpi. ta.j plhga.j tau,taj kai. ouv meteno,hsan dou/nai auvtw/| do,xanÅ
And men were scorched with great heat, and blasphemed the name of God, which hath power over these
plagues: and they repented not to give him gl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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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被大熱所烤，就褻瀆那有權掌管這些災的神之名，並不悔改將榮耀歸給神。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使有熾熱燒灼 (他們)那些 (他們)人 到於(它)熾熱燒灼 到於(它)極大的，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謗瀆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名字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從屬(他)那 從屬(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權柄掌握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災禍傷害 到於(她們)那同一者；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轉念悔悟 那時(也是)要去給與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她)榮耀。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使有熾熱燒灼 (他們)那些 (他們)人 到於(它)熾熱燒灼 到於(它)極大的，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謗瀆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名字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從屬(他)那 從屬(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權柄掌握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災禍傷害 到於(她們)那同一者；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轉念悔悟 那時(也是)要去給與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她)榮耀。
[經文變異MT]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使有熾熱燒灼 (他們)那些 (他們)人 到於(它)熾熱燒灼 到於(它)極大的，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謗瀆 (他們)那些 (他們)人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名字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從屬(他)那

從屬(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權柄掌握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災禍傷害

到於(她們)那同一者；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轉念悔悟 那時(也是)要去給與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她)榮耀。

啟 16:10 Kai. ò pe,mptoj evxe,ceen th.n fia,lhn auvtou/ evpi. to.n qro,non tou/ qhri,ou( kai. evge,neto h̀ basilei,a auvtou/
evskotwme,nh( kai. evmasw/nto ta.j glw,ssaj auvtw/n evk tou/ po,nou(
And the fifth angel poured out his vial upon the seat of the beast; and his kingdom was full of darkness; and they
gnawed their tongues for pain,
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獸的座位上，獸的國就黑暗了；人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頭；

並且 (他)那 (他)第五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傾注澆流 到於(她)那 到於(她)杯碗 從屬(他)同一者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那 到於(他)寶座 從屬(它)那 從屬(它)野獸；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她)那 (她)王權國度

從屬(它)同一者 (她)現在已經被促使有黑暗了的；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噬嚼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舌頭/語言 從屬(他們)同一者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勞動辛苦之苦，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 (他)第五的 (他)使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傾注澆流 到於(她)那 到於(她)杯碗 從屬(他)同一者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那 到於(他)寶座 從屬(它)那 從屬(它)野獸；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她)那

(她)王權國度 從屬(它)同一者 (她)現在已經被促使有黑暗了的；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噬嚼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舌頭/語言 從屬(他們)同一者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勞動辛苦之苦，

啟 16:11 kai. evblasfh,mhsan to.n qeo.n tou/ ouvranou/ evk tw/n po,nwn auvtw/n kai. evk tw/n el̀kw/n auvtw/n kai. ouv
meteno,hsan evk tw/n e;rgwn auvtw/nÅ
And blasphemed the God of heaven because of their pains and their sores, and repented not of their deeds.
又因所受的疼痛，和生的瘡，就褻瀆天上的神，並不悔改所行的。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謗瀆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勞動辛苦之苦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爛瘡潰瘍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轉念悔悟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工作 從屬(他們)同一者。

啟 16:12 Kai. ò e[ktoj evxe,ceen th.n fia,lhn auvtou/ evpi. to.n potamo.n to.n me,gan to.n Euvfra,thn( kai. evxhra,nqh to.
u[dwr auvtou/( i[na et̀oimasqh/| h` òdo.j tw/n basile,wn tw/n avpo. avnatolh/j h̀li,ouÅ
And the sixth angel poured out his vial upon the great river Euphrates; and the water thereof was dried up, that
the way of the kings of the east might be prepared.
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伯拉大河上，河水就乾了，要給那從日出之地所來的眾王預備道路。

並且 (他)那 (他)第六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傾注澆流 到於(她)那 到於(她)杯碗 從屬(他)同一者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那 到於(他)河流 到於(他)那 到於(他)極大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幼發拉底；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促為枯乾 (它)那 (它)水 從屬(他)同一者，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使成妥切齊備 (她)那

(她)道路途徑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君王 從屬(他們)那些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日出之東方 從屬(他)日頭太陽。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 (他)第六的 (他)使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傾注澆流 到於(她)那 到於(她)杯碗 從屬(他)同一者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那 到於(他)河流 到於(他)那 到於(他)極大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幼發拉底；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促為枯乾 (它)那 (它)水 從屬(他)同一者，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使成妥切齊備 (她)那

(她)道路途徑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君王 從屬(他們)那些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們)日出之東方 從屬(他)日頭太陽。
[經文變異MT]

並且 (他)那 (他)第六的 (他)使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傾注澆流 到於(她)那 到於(她)杯碗 從屬(他)同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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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那 到於(他)河流 到於(他)那 到於(他)極大的 到於(他)幼發拉底；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促為枯乾 (它)那 (它)水 從屬(他)同一者，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使成妥切齊備 (她)那

(她)道路途徑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君王 從屬(他們)那些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日出之東方 從屬(他)日頭太陽。

啟 16:13 Kai. ei=don evk tou/ sto,matoj tou/ dra,kontoj kai. evk tou/ sto,matoj tou/ qhri,ou kai. evk tou/ sto,matoj tou/
yeudoprofh,tou pneu,mata tri,a avka,qarta wj̀ ba,tracoi\
And I saw three unclean spirits like frogs come out of the mouth of the dragon, and out of the mouth of the
beast, and out of the mouth of the false prophet.
我又看見三個污穢的靈，好像青蛙，從龍口獸口並假先知的口中出來；

並且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口/嘴 從屬(他)那 從屬(他)巨妖大蛇 並且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口/嘴 從屬(它)那 從屬(它)野獸 並且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口/嘴 從屬(他)那

從屬(他)假的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到於(它們)靈/風 到於(它們)三個 到於(它們)污穢的 正如地 (他們)青蛙；
[經文變異RT]

並且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口/嘴 從屬(他)那 從屬(他)巨妖大蛇 並且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口/嘴 從屬(它)那 從屬(它)野獸 並且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口/嘴 從屬(他)那

從屬(他)假的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到於(它們)靈/風 到於(它們)三個 到於(它們)污穢的 到於(它們)具同樣相同的

在對(他們)青蛙；

啟 16:14 eivsi.n ga.r pneu,mata daimoni,wn poiou/nta shmei/a( a] evkporeu,etai evpi. tou.j basilei/j th/j oivkoume,nhj
o[lhj sunagagei/n auvtou.j eivj to.n po,lemon th/j hm̀e,raj th/j mega,lhj tou/ qeou/ tou/ pantokra,torojÅ
For they are the spirits of devils, working miracles, which go forth unto the kings of the earth and of the whole
world, to gather them to the battle of that great day of God Almighty.
他們本是鬼魔的靈，施行奇事，出去到普天下眾王那裏，叫他們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爭戰。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因為 (它們)靈/風 從屬(它們)鬼魔 (它們)現正持續行出作成了的 到於(它們)識別之表記徵兆，

(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向外行去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君王 從屬(她)那

從屬(她)全地 從屬(她)整個全部的 那時(也是)要去聚集 到於(他們)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戰爭打仗

從屬(她)那 從屬(她)日子/白日 從屬(她)那 從屬(她)極大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從屬(他)那 從屬(他)全能者。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因為 (它們)靈/風 從屬(他們)鬼魅神祇 (它們)現正持續行出作成了的

到於(它們)識別之表記徵兆， (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向外行去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君王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並且 從屬(她)那 從屬(她)全地 從屬(她)整個全部的 那時(也是)要去聚集

到於(他們)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戰爭打仗 從屬(她)那 從屬(她)日子/白日 從屬(她)在那裏的那個

從屬(她)那 從屬(她)極大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從屬(他)那 從屬(他)全能者。
[經文變異MT]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因為 (它們)靈/風 從屬(它們)鬼魔 (它們)現正持續行出作成了的 到於(它們)識別之表記徵兆，

(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向外行去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君王 從屬(她)那

從屬(她)全地 從屬(她)整個全部的 那時(也是)要去聚集 到於(他們)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戰爭打仗

從屬(她)那 從屬(她)日子/白日 從屬(她)在那裏的那個 從屬(她)那 從屬(她)極大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從屬(他)那

從屬(他)全能者。

啟 16:15 VIdou. e;rcomai ẁj kle,pthjÅ maka,rioj ò grhgorw/n kai. thrw/n ta. ìma,tia auvtou/( i[na mh. gumno.j peripath/|
kai. ble,pwsin th.n avschmosu,nhn auvtou/Å
Behold, I come as a thief. Blessed is he that watcheth, and keepeth his garments, lest he walk naked, and they
see his shame.
（看哪，我來像賊一樣。那儆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見他羞恥的，有福了。）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正如地 (他)竊賊。 (他)蒙至高褔的 (他)那

(他)現正持續儆醒了的 並且 (他)現正持續行看護守衛了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衣服 從屬(他)同一者， 為要

不會/不要 (他)赤身裸露的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來往昂然踏行，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著眼觀看 到於(她)那

到於(她)全然不端雅體面 從屬(他)同一者。

啟 16:16 kai. sunh,gagen auvtou.j eivj to.n to,pon to.n kalou,menon ~Ebrai?sti. ~Armagedw,nÅ
And he gathered them together into a place called in the Hebrew tongue Armageddon.
那三個鬼魔便叫眾王聚集在一處，希伯來話叫作哈米吉多頓。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聚集 到於(他們)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地點處所 到於(他)那

到於(他)現正持續被促請召喚了的 以希伯來語文地 到於(它)哈米吉多頓[名字=聚集之山]。

啟 16:17 Kai. ò e[bdomoj evxe,ceen th.n fia,lhn auvtou/ evpi. to.n ave,ra( kai. evxh/lqen fwnh. mega,lh evk tou/ naou/ avpo.
tou/ qro,nou le,gousa( Ge,gonenÅ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  簡易閲讀版  1525

1525

And the seventh angel poured out his vial into the air; and there came a great voice out of the temple of heaven,
from the throne, saying, It is done.
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有大聲音從殿中的寶座上出來，說：成了；

並且 (他)那 (他)第七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傾注澆流 到於(她)那 到於(她)杯碗 從屬(他)同一者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那 到於(他)空中；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她)聲音 (她)極大的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殿宇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寶座 (她)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他/她/它現在已經生發成為。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 (他)第七的 (他)使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傾注澆流 到於(她)那 到於(她)杯碗 從屬(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空中；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她)聲音 (她)極大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殿宇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寶座 (她)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他/她/它現在已經生發成為。
[經文變異MT]

並且 (他)那 (他)第七的 (他)使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傾注澆流 到於(她)那 到於(她)杯碗 從屬(他)同一者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那 到於(他)空中；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她)聲音 (她)極大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殿宇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寶座

(她)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他/她/它現在已經生發成為。

啟 16:18 kai. evge,nonto avstrapai. kai. fwnai. kai. brontai. kai. seismo.j evge,neto me,gaj( oi-oj ouvk evge,neto avfV ou-
a;nqrwpoj evge,neto evpi. th/j gh/j thlikou/toj seismo.j ou[tw me,gajÅ
And there were voices, and thunders, and lightnings; and there was a great earthquake, such as was not since
men were upon the earth, so mighty an earthquake, and so great.
又有閃電，聲音，雷轟，大地震，自從地上有人以來，沒有這樣大這樣利害的地震。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她們)閃電強光 並且 (她們)聲音 並且 (她們)打雷； 並且 (他)搖擺震動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他)極大的， (他)如此這樣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這個 (他)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他)那何等樣的那同一者 (他)搖擺震動 那同一樣式地 (他)極大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她們)聲音 並且 (她們)打雷 並且 (她們)閃電強光； 並且 (他)搖擺震動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他)極大的， (他)如此這樣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這個 (他們)那些 (他們)人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他)那何等樣的那同一者 (他)搖擺震動 那同一樣式地 (他)極大的。
[經文變異WH]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她們)閃電強光 並且 (她們)聲音 並且 (她們)打雷； 並且 (他)搖擺震動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他)極大的， (他)如此這樣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這個 (他們)人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他)那何等樣的那同一者 (他)搖擺震動 那同一樣式地 (他)極大的。

啟 16:19 kai. evge,neto h` po,lij h` mega,lh eivj tri,a me,rh kai. aì po,leij tw/n evqnw/n e;pesanÅ kai. Babulw.n h` mega,lh
evmnh,sqh evnw,pion tou/ qeou/ dou/nai auvth/| to. poth,rion tou/ oi;nou tou/ qumou/ th/j ovrgh/j auvtou/Å
And the great city wa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and the cities of the nations fell: and great Babylon came in
remembrance before God, to give unto her the cup of the wine of the fierceness of his wrath.
那大城裂為三段，列國的城也都倒塌了；神也想起巴比倫大城來，要把那盛自己烈怒的酒杯遞給他。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她)那 (她)城邑 (她)那 (她)極大的 向內進入 到於(它們)三個

到於(它們)部分， 並且 (她們)那些 (她們)城邑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種族邦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落下墜落；

並且 (她)巴比倫 (她)那 (她)極大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提醒記得 在面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那時(也是)要去給與 在對(她)同一者 到於(它)那 到於(它)杯 從屬(他)那 從屬(他)酒 從屬(他)那 從屬(他)熾熱憤恨

從屬(她)那 從屬(她)激動忿怒 從屬(他)同一者。

啟 16:20 kai. pa/sa nh/soj e;fugen kai. o;rh ouvc eùre,qhsanÅ
And every island fled away, and the mountains were not found.
各海島都逃避了，眾山也不見了。

並且 (她)所有每一個的 (她)島嶼 他/她/它那時(也是)逃離走避， 並且 (它們)高山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找到尋見。

啟 16:21 kai. ca,laza mega,lh wj̀ talantiai,a katabai,nei evk tou/ ouvranou/ evpi. tou.j avnqrw,pouj( kai. evblasfh,mhsan
oi` a;nqrwpoi to.n qeo.n evk th/j plhgh/j th/j cala,zhj( o[ti mega,lh evsti.n h̀ plhgh. auvth/j sfo,draÅ
And there fell upon men a great hail out of heaven, every stone about the weight of a talent: and 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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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asphemed God because of the plague of the hail; for the plague thereof was exceeding great.
又有大雹子從天落在人身上，每一個約重一他連得；〔一他連得約有九十斤〕為這雹子的災極大，人就褻瀆神。

並且 (她)冰雹 (她)極大的 正如地 (她)重一他連得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向下行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人；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謗瀆 (他們)那些 (他們)人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災禍傷害 從屬(她)那 從屬(她)冰雹； 是這樣 (她)極大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災禍傷害 從屬(她)同一者 極度地。

啟 17:1 Kai. h=lqen ei-j evk tw/n ep̀ta. avgge,lwn tw/n evco,ntwn ta.j èpta. fia,laj kai. evla,lhsen metV evmou/ le,gwn(
Deu/ro( dei,xw soi to. kri,ma th/j po,rnhj th/j mega,lhj th/j kaqhme,nhj evpi. ùda,twn pollw/n(
And there came one of the seven angels which had the seven vials, and talked with me, saying unto me, Come
hither; I will shew unto thee the judgment of the great whore that sitteth upon many waters:
拿著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來對我說：你到這裏來，我將坐在眾水上的大淫婦所要受的刑罰指給你看；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他)一個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七個 從屬(他們)使者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七個 到於(她們)杯碗，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言講說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我"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就要到這裏， 我將要(持續)顯示展現 在對你 到於(它)那

到於(它)審案判決 從屬(她)那 從屬(她)娼妓 從屬(她)那 從屬(她)極大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它們)水 從屬(它們)許多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他)一個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七個 從屬(他們)使者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七個 到於(她們)杯碗，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言講說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我"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在對我， 你就要到這裏， 我將要(持續)顯示展現 在對你

到於(它)那 到於(它)審案判決 從屬(她)那 從屬(她)娼妓 從屬(她)那 從屬(她)極大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水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許多的；
[經文變異M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他)一個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七個 從屬(他們)使者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七個 到於(她們)杯碗，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言講說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我"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就要到這裏， 我將要(持續)顯示展現 在對你 到於(它)那

到於(它)審案判決 從屬(她)那 從屬(她)娼妓 從屬(她)那 從屬(她)極大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水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許多的；

啟 17:2 meqV h-j evpo,rneusan oi` basilei/j th/j gh/j kai. evmequ,sqhsan oi` katoikou/ntej th.n gh/n evk tou/ oi;nou th/j
pornei,aj auvth/j
With whom the kings of the earth have committed fornication, and the inhabitants of the earth have been made
drunk with the wine of her fornication.
地上的君王與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亂的酒。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這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行賣淫 (他們)那些 (他們)君王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成醉酒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定居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酒 從屬(她)那 從屬(她)通奸淫行 從屬(她)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這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行賣淫 (他們)那些 (他們)君王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成醉酒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酒 從屬(她)那 從屬(她)通奸淫行 從屬(她)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定居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啟 17:3 kai. avph,negke,n me eivj e;rhmon evn pneu,matiÅ kai. ei=don gunai/ka kaqhme,nhn evpi. qhri,on ko,kkinon(
ge,monÎtaÐ ovno,mata blasfhmi,aj( e;cwn kefala.j èpta. kai. ke,rata de,kaÅ
So he carried me away in the spirit into the wilderness: and I saw a woman sit upon a scarlet coloured beast, full
of names of blasphemy, having seven heads and ten horns.
我被聖靈感動，天使帶我到曠野去；我就看見一個女人騎在朱紅色的獸上；那獸有七頭十角，遍體有褻瀆的名號

。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負載攜帶離開 到於我 向內進入 到於(他)孤獨荒涼的 在內 在對(它)靈/風。 並且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她)女人 到於(她)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野獸

到於(它)朱紅色的 到於(它們)現正持續鼓起滿載了的 [或=到於(它)現正持續鼓起滿載了的] 到於(它們)名字

從屬(她)褻瀆，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們)頭 到於(她們)七個 並且 到於(它們)角 到於(它們)十個。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負載攜帶離開 到於我 向內進入 到於(他)孤獨荒涼的 在內 在對(它)靈/風。 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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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她)女人 到於(她)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野獸

到於(它)朱紅色的 到於(它)現正持續鼓起滿載了的 從屬(它們)名字 從屬(她)褻瀆， 到於(它)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們)頭 到於(她們)七個 並且 到於(它們)角 到於(它們)十個。
[經文變異M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負載攜帶離開 到於我 向內進入 到於(他)孤獨荒涼的 在內 在對(它)靈/風。 並且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她)女人 到於(她)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野獸

到於(它)朱紅色的 到於(它)現正持續鼓起滿載了的 到於(它們)名字 從屬(她)褻瀆， 到於(它)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們)頭 到於(她們)七個 並且 到於(它們)角 到於(它們)十個。

啟 17:4 kai. h̀ gunh. h=n peribeblhme,nh porfurou/n kai. ko,kkinon kai. kecruswme,nh crusi,w| kai. li,qw| timi,w| kai.
margari,taij( e;cousa poth,rion crusou/n evn th/| ceiri. auvth/j ge,mon bdelugma,twn kai. ta. avka,qarta th/j pornei,aj
auvth/j
And the woman was arrayed in purple and scarlet colour, and decked with gold and precious stones and pearls,
having a golden cup in her hand full of abominations and filthiness of her fornication:
那女人穿著紫色和朱紅色的衣服，用金子寶石珍珠為妝飾；手拿金杯，杯中盛滿了可憎之物，就是他淫亂的污穢

。

並且 (她)那 (她)女人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她)現在已經被披蓋穿裹了的
註1

到於(它)紫色的 並且 到於(它)朱紅色的，

並且 (她)現在已經被鑲飾了的 在對(它)金子 並且 在對(他)石頭 在對(他)具珍貴價值的 並且 在對(他們)珍珠，

(她)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它)杯 到於(它)黃金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手 從屬(她)同一者

到於(它)現正持續鼓起滿載了的 從屬(它們)所厭恨憎惡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污穢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通奸淫行 從屬(她)同一者；

註1：“(她)現在已經被披蓋穿裹了的”文法上亦可以為“(她)現在已經讓自己披蓋穿裹了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她)那 (她)女人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她)現在已經被披蓋穿裹了的 在對(她)紫色的 並且 在對(它)朱紅色的，

並且 (她)現在已經被鑲飾了的 在對(他)黃金 並且 在對(他)石頭 在對(他)具珍貴價值的 並且 在對(他們)珍珠，

(她)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它)黃金的 到於(它)杯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手 從屬(她)同一者

到於(它)現正持續鼓起滿載了的 從屬(它們)所厭恨憎惡 並且 到於(它們)污穢狀 從屬(她)通奸淫行 從屬(她)同一者；
[經文變異MT]

並且 (她)那 (她)女人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她)現在已經被披蓋穿裹了的 到於(它)紫色的 並且 到於(它)朱紅色的，

(她)現在已經被鑲飾了的 在對(它)金子 並且 在對(他)石頭 在對(他)具珍貴價值的 並且 在對(他們)珍珠，

(她)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它)杯 到於(它)黃金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手 從屬(她)同一者

到於(它)現正持續鼓起滿載了的 從屬(它們)所厭恨憎惡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污穢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通奸淫行 從屬(她)同一者；

啟 17:5 kai. evpi. to. me,twpon auvth/j o;noma gegramme,non( musth,rion( Babulw.n h̀ mega,lh( h` mh,thr tw/n pornw/n
kai. tw/n bdelugma,twn th/j gh/jÅ
And upon her forehead was a name written, MYSTERY, BABYLON THE GREAT, THE MOTHER OF HARLOTS
AND ABOMINATIONS OF THE EARTH.
在他額上有名寫著說：奧秘哉，大巴比倫，作世上的淫婦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

並且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那 到於(它)前額 從屬(她)同一者 (它)名字 (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了的， (它)奧祕，

(她)巴比倫 (她)那 (她)極大的， (她)那 (她)母親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娼妓 並且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所厭恨憎惡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啟 17:6 kai. ei=don th.n gunai/ka mequ,ousan evk tou/ ai[matoj tw/n ag̀i,wn kai. evk tou/ ai[matoj tw/n martu,rwn VIhsou/Å
Kai. evqau,masa ivdw.n auvth.n qau/ma me,gaÅ
And I saw the woman drunken with the blood of the saints, and with the blood of the martyrs of Jesus: and when
I saw her, I wondered with great admiration.
我又看見那女人喝醉了聖徒的血，和為耶穌作見證之人的血；我看見他，就大大的希奇。

並且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她)那 到於(她)女人 到於(她)現正持續成醉酒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血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聖的 並且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血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見證人

從屬(他)耶穌。 並且 我那時(也是)希奇 (他)那時(也是)看見察覺了的 到於(她)同一者 到於(它)驚奇 到於(它)極大的。

啟 17:7 kai. ei=pe,n moi ò a;ggeloj( Dia. ti, evqau,masajÈ evgw. evrw/ soi to. musth,rion th/j gunaiko.j kai. tou/ qhri,ou
tou/ basta,zontoj auvth.n tou/ e;contoj ta.j èpta. kefala.j kai. ta. de,ka ke,rataÅ
And the angel said unto me, Wherefore didst thou marvel? I will tell thee the mystery of the woman, and of the
beast that carrieth her, which hath the seven heads and ten horns.
天使對我說：你為甚麼希奇呢；我要將這女人和馱著他的那七頭十角獸的奧秘告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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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我 (他)那 (他)使者，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那時(也是)希奇？ 我 我將要(持續)開聲言說 在對你 到於(它)那 到於(它)奧祕 從屬(她)那 從屬(她)女人 並且

從屬(它)那 從屬(它)野獸 從屬(它)那 從屬(它)現正持續提舉擔負了的 到於(她)同一者， 從屬(它)那

從屬(它)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七個 到於(她們)頭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十個

到於(它們)角。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我 (他)那 (他)使者，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你那時(也是)希奇？ 我 在對你 我將要(持續)開聲言說 到於(它)那 到於(它)奧祕 從屬(她)那 從屬(她)女人 並且

從屬(它)那 從屬(它)野獸 從屬(它)那 從屬(它)現正持續提舉擔負了的 到於(她)同一者， 從屬(它)那

從屬(它)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七個 到於(她們)頭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十個

到於(它們)角。

啟 17:8 to. qhri,on o] ei=dej h=n kai. ouvk e;stin kai. me,llei avnabai,nein evk th/j avbu,ssou kai. eivj avpw,leian ùpa,gei(
kai. qaumasqh,sontai oì katoikou/ntej evpi. th/j gh/j( w-n ouv ge,graptai to. o;noma evpi. to. bibli,on th/j zwh/j avpo.
katabolh/j ko,smou( blepo,ntwn to. qhri,on o[ti h=n kai. ouvk e;stin kai. pare,stai
The beast that thou sawest was, and is not; and shall ascend out of the bottomless pit, and go into perdition:
and they that dwell on the earth shall wonder, whose names were not written in the book of life from the
foundation of the world, when they behold the beast that was, and is not, and yet is.
你所看見的獸，先前有，如今沒有；將要從無底坑裏上來，又要歸於沉淪。凡住在地上名字從創世以來沒有記在

生命冊上的，見先前有，如今沒有，以後再有的獸，就必希奇。

(它)那 (它)野獸 到於(它)這個 你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準備快要 現要去持續向上行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無底坑， 並且 向內進入

到於(她)毀壞失喪 他/她/它現在持續退開去；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被希奇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定居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從屬(他們)這些個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它)那

(它)名字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那 到於(它)小書卷 從屬(她)那 從屬(她)生命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投置奠基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著眼觀看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野獸 是這樣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是在旁邊。
[經文變異RT]

(它)那 (它)野獸 到於(它)這個 你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準備快要 現要去持續向上行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無底坑， 並且 向內進入

到於(她)毀壞失喪 現要去持續退開去；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希奇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定居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從屬(他們)這些個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它們)那些

(它們)名字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那 到於(它)小書卷 從屬(她)那 從屬(她)生命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投置奠基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他們)現正持續著眼觀看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野獸 (它)這個 (它)任何什麼註1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且甚至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註1：“是這樣”字形上亦可以為“(它)這個 (它)任何什麼”。

[經文變異MT]

(它)那 (它)野獸 到於(它)這個 你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準備快要 現要去持續向上行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無底坑， 並且 向內進入

到於(她)毀壞失喪 現要去持續退開去；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希奇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定居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從屬(他們)這些個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它們)那些

(它們)名字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那 到於(它)小書卷 從屬(她)那 從屬(她)生命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投置奠基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著眼觀看了的 是這樣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它)那註1
(它)野獸，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是在旁邊。

註1：“到於(它)那 到於(它)野獸”文法上亦可以為“(它)那 (它)野獸”。

啟 17:9 w-de ò nou/j ò e;cwn sofi,anÅ aì ep̀ta. kefalai. ep̀ta. o;rh eivsi,n( o[pou h` gunh. ka,qhtai evpV auvtw/nÅ
And here is the mind which hath wisdom. The seven heads are seven mountains, on which the woman sitteth.
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那七頭就是女人所坐的七座山；

也就在此地 (他)那 (他)悟念知性 (他)那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智慧。 (她們)那些 (她們)七個 (她們)頭

(它們)七個 (它們)高山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她)那 (她)女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坐下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它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不同標點]

也就在此地 (他)那 (他)悟念知性 (他)那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智慧。 (她們)那些 (她們)七個 (她們)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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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們)高山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它們)七個，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她)那 (她)女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坐下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它們)同一者。

啟 17:10 kai. basilei/j ep̀ta, eivsin\ oi` pe,nte e;pesan( ò ei-j e;stin( ò a;lloj ou;pw h=lqen( kai. o[tan e;lqh| ovli,gon
auvto.n dei/ mei/naiÅ
And there are seven kings: five are fallen, and one is, and the other is not yet come; and when he cometh, he
must continue a short space.
又是七位王；五位已經傾倒了，一位還在，一位還沒有來到；他來的時候，必須暫時存留。

並且 (他們)君王 (他們)七個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那些 (他們)五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落下墜落， (他)那

(他)一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另外不同的 尚未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並且 但凡當這時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到來前往， 到於(它)些微少許的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那時(也是)要去停留持守。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們)君王 (他們)七個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那些 (他們)五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落下墜落， 並且

(他)那 (他)一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另外不同的 尚未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並且

但凡當這時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到來前往， 到於(它)些微少許的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那時(也是)要去停留持守。

啟 17:11 kai. to. qhri,on o] h=n kai. ouvk e;stin kai. auvto.j o;gdoo,j evstin kai. evk tw/n èpta, evstin( kai. eivj avpw,leian
up̀a,geiÅ
And the beast that was, and is not, even he is the eighth, and is of the seven, and goeth into perdition.
那先前有，如今沒有的獸，就是第八位；他也和那七位同列，並且歸於沉淪。

並且 (它)那 (它)野獸 (它)這個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並且 (他)同一者

(他)第八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並且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七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並且

向內進入 到於(她)毀壞失喪 他/她/它現在持續退開去。

啟 17:12 kai. ta. de,ka ke,rata a] ei=dej de,ka basilei/j eivsin( oi[tinej basilei,an ou;pw e;labon( avlla. evxousi,an ẁj
basilei/j mi,an w[ran lamba,nousin meta. tou/ qhri,ouÅ
And the ten horns which thou sawest are ten kings, which have received no kingdom as yet; but receive power
as kings one hour with the beast.
你所看見的那十角，就是十王；他們還沒有得國；但他們一時之間，要和獸同得權柄與王一樣。

並且 (它們)那些 (它們)十個 (它們)角 到於(它們)這些個 你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他們)十個 (他們)君王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這個任何什麼 到於(她)王權國度 尚未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拿取， 但乃是

到於(她)權柄掌握 正如地 (他們)君王 到於(她)一個/第一 到於(她)鐘點時刻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拿取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它)那 從屬(它)野獸。

啟 17:13 ou-toi mi,an gnw,mhn e;cousin kai. th.n du,namin kai. evxousi,an auvtw/n tw/| qhri,w| dido,asinÅ
These have one mind, and shall give their power and strength unto the beast.
他們同心合意，將自己的能力權柄給那獸。

(他們)那同一者 到於(她)一個/第一 到於(她)意見看法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持有，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能力權能

並且 到於(她)權柄掌握 從屬(他們)同一者 在對(它)那 在對(它)野獸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給與。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同一者 到於(她)一個/第一 到於(她)意見看法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持有，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能力權能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權柄掌握 從屬(他們)同一者自己 在對(它)那 在對(它)野獸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分給。
[經文變異MT]

(他們)那同一者 到於(她)一個/第一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意見看法，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能力權能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權柄掌握 從屬(他們)同一者 在對(它)那 在對(它)野獸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給與。

啟 17:14 ou-toi meta. tou/ avrni,ou polemh,sousin kai. to. avrni,on nikh,sei auvtou,j( o[ti ku,rioj kuri,wn evsti.n kai.
basileu.j basile,wn kai. oì metV auvtou/ klhtoi. kai. evklektoi. kai. pistoi,Å
These shall make war with the Lamb, and the Lamb shall overcome them: for he is Lord of lords, and King of
kings: and they that are with him are called, and chosen, and faithful.
他們與羔羊爭戰，羔羊必勝過他們，因為羔羊是萬主之主，萬王之王；同著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選有忠心的，也

必得勝。

(他們)那同一者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它)那 從屬(它)小羊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有戰爭打仗， 並且 (它)那

(它)小羊羔 他/她/它將要(持續)獲勝 到於(他們)同一者； 是這樣 (他)主人 從屬(他們)主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並且

(他)君王 從屬(他們)君王； 並且 (他們)那些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同一者 (他們)乃召請的 並且

(他們)乃挑選的 並且 (他們)誠且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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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 17:15 Kai. le,gei moi( Ta. u[data a] ei=dej ou- h` po,rnh ka,qhtai( laoi. kai. o;cloi eivsi.n kai. e;qnh kai. glw/ssaiÅ
And he saith unto me, The waters which thou sawest, where the whore sitteth, are peoples, and multitudes, and
nations, and tongues.
天使又對我說：你所看見那淫婦坐的眾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國多方。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我， (它們)那些 (它們)水 到於(它們)這些個 你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在這裏地

(她)那 (她)娼妓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坐下， (他們)人民百姓 並且 (他們)群眾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並且

(它們)種族邦國 並且 (她們)舌頭/語言。

啟 17:16 kai. ta. de,ka ke,rata a] ei=dej kai. to. qhri,on ou-toi mish,sousin th.n po,rnhn kai. hvrhmwme,nhn poih,sousin
auvth.n kai. gumnh.n kai. ta.j sa,rkaj auvth/j fa,gontai kai. auvth.n katakau,sousin evn puri,Å
And the ten horns which thou sawest upon the beast, these shall hate the whore, and shall make her desolate
and naked, and shall eat her flesh, and burn her with fire.
你所看見的那十角，與獸，必恨這淫婦，使他冷落赤身；又要喫他的肉，用火將他燒盡。

並且 (它們)那些 (它們)十個 (它們)角 到於(它們)這些個 你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並且 (它)那 (它)野獸，

(他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恨惡 到於(她)那 到於(她)娼妓， 並且 到於(她)現在已經被促使成孤獨荒涼了的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行出作成 到於(她)同一者 並且 到於(她)赤身裸露的， 並且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肉體

從屬(她)同一者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吃食， 並且 到於(她)同一者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焚燒燒毀 在內

在對(它)火。
[經文變異RT]

並且 (它們)那些 (它們)十個 (它們)角 到於(它們)這些個 你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那註1

到於(它)野獸， (他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恨惡 到於(她)那 到於(她)娼妓， 並且

到於(她)現在已經被促使成孤獨荒涼了的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行出作成 到於(她)同一者 並且 到於(她)赤身裸露的，

並且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肉體 從屬(她)同一者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吃食， 並且 到於(她)同一者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焚燒燒毀 在內 在對(它)火。

註1：“(它)那 (它)野獸”文法上亦可以為“到於(它)那 到於(它)野獸”。

[經文變異MT]

並且 (它們)那些 (它們)十個 (它們)角 到於(它們)這些個 你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並且 (它)那 (它)野獸，

(他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恨惡 到於(她)那 到於(她)娼妓， 並且 到於(她)現在已經被促使成孤獨荒涼了的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行出作成 到於(她)同一者， 並且 到於(她)赤身裸露的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行出作成

到於(她)同一者， 並且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肉體 從屬(她)同一者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吃食， 並且

到於(她)同一者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焚燒燒毀 在內 在對(它)火。

啟 17:17 ò ga.r qeo.j e;dwken eivj ta.j kardi,aj auvtw/n poih/sai th.n gnw,mhn auvtou/ kai. poih/sai mi,an gnw,mhn kai.
dou/nai th.n basilei,an auvtw/n tw/| qhri,w| a;cri telesqh,sontai oì lo,goi tou/ qeou/Å
For God hath put in their hearts to fulfil his will, and to agree, and give their kingdom unto the beast, until the
words of God shall be fulfilled.
因為神使諸王同心合意，遵行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國給那獸，直等到神的話都應驗了。

(他)那 因為 (他)神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向內進入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內心 從屬(他們)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行出作成 到於(她)那 到於(她)意見看法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行出作成

到於(她)一個/第一 到於(她)意見看法，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給與 到於(她)那 到於(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們)同一者

在對(它)那 在對(它)野獸， 直至達到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被完成 (他們)那些 (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經文變異RT]

(他)那 因為 (他)神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向內進入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內心 從屬(他們)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行出作成 到於(她)那 到於(她)意見看法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行出作成

到於(她)一個/第一 到於(她)意見看法，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給與 到於(她)那 到於(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們)同一者

在對(它)那 在對(它)野獸， 直至達到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完成 (它們)那些 (它們)所發表言說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經文變異MT]

(他)那 因為 (他)神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向內進入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內心 從屬(他們)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行出作成 到於(她)那 到於(她)意見看法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行出作成

到於(她)意見看法 到於(她)一個/第一，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給與 到於(她)那 到於(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們)同一者

在對(它)那 在對(它)野獸， 直至達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被完成 (他們)那些 (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啟 17:18 kai. h` gunh. h]n ei=dej e;stin h̀ po,lij h̀ mega,lh h` e;cousa basilei,an evpi. tw/n basile,wn th/j gh/j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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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woman which thou sawest is that great city, which reigneth over the kings of the earth.
你所看見的那女人，就是管轄地上眾王的大城。

並且 (她)那 (她)女人 到於(她)這個 你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城邑 (她)那 (她)極大的

(她)那 (她)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王權國度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君王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啟 18:1 Meta. tau/ta ei=don a;llon a;ggelon katabai,nonta evk tou/ ouvranou/ e;conta evxousi,an mega,lhn( kai. h̀ gh/
evfwti,sqh evk th/j do,xhj auvtou/Å
And after these things I saw another angel come down from heaven, having great power; and the earth was
lightened with his glory.
此後，我看見另有一位有大權柄的天使從天降下；地就因他的榮耀發光。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他)另外不同的 到於(他)使者

到於(他)現正持續向下行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到於(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權柄掌握

到於(她)極大的； 並且 (她)那 (她)地土/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光照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榮耀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他)另外不同的 到於(他)使者

到於(他)現正持續向下行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到於(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權柄掌握

到於(她)極大的； 並且 (她)那 (她)地土/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光照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榮耀

從屬(他)同一者。

啟 18:2 kai. e;kraxen evn ivscura/| fwnh/| le,gwn( :Epesen e;pesen Babulw.n h̀ mega,lh( kai. evge,neto katoikhth,rion
daimoni,wn kai. fulakh. panto.j pneu,matoj avkaqa,rtou kai. fulakh. panto.j ovrne,ou avkaqa,rtou Îkai. fulakh.
panto.j qhri,ou avkaqa,rtouÐ kai. memishme,nou(
And he cried mightily with a strong voice, saying, Babylon the great is fallen, is fallen, and is become the
habitation of devils, and the hold of every foul spirit, and a cage of every unclean and hateful bird.
他大聲喊著說：巴比倫大城傾倒了，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處，和各樣污穢之靈的巢穴，〔或作牢獄下同〕並各

樣污穢可憎之雀鳥的巢穴。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嘶聲吶喊 在內 在對(她)強壯大力的 在對(她)聲音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落下墜落， 他/她/它那時(也是)落下墜落 (她)巴比倫 (她)那 (她)極大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它)具定居之處 從屬(它們)鬼魔， 並且 (她)夜更/監獄 從屬(它)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它)靈/風 從屬(它)污穢的， 並且 (她)夜更/監獄 從屬(它)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它)飛禽雀鳥 從屬(它)污穢的，

並且 (她)夜更/監獄 從屬(它)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它)野獸 從屬(它)污穢的 並且 從屬(它)現在已經被恨惡了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嘶聲吶喊 在內 在對(她)強壯大力 在對(她)聲音 在對(她)極大的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落下墜落， 他/她/它那時(也是)落下墜落 (她)巴比倫 (她)那 (她)極大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它)具定居之處 從屬(他們)鬼魅神祇， 並且 (她)夜更/監獄 從屬(它)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它)靈/風 從屬(它)污穢的， 並且 (她)夜更/監獄 從屬(它)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它)飛禽雀鳥 從屬(它)污穢的 並且

從屬(它)現在已經被恨惡了的；
[經文變異WH]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嘶聲吶喊 在內 在對(她)強壯大力的 在對(她)聲音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落下墜落， 他/她/它那時(也是)落下墜落 (她)巴比倫 (她)那 (她)極大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它)具定居之處 從屬(它們)鬼魔， 並且 (她)夜更/監獄 從屬(它)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它)靈/風 從屬(它)污穢的， 並且 (她)夜更/監獄 從屬(它)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它)飛禽雀鳥 從屬(它)污穢的 並且

從屬(它)現在已經被恨惡了的；

啟 18:3 o[ti evk tou/ oi;nou tou/ qumou/ th/j pornei,aj auvth/j pe,pwkan pa,nta ta. e;qnh kai. oì basilei/j th/j gh/j metV
auvth/j evpo,rneusan kai. oi` e;mporoi th/j gh/j evk th/j duna,mewj tou/ strh,nouj auvth/j evplou,thsanÅ
For all nations have drunk of the wine of the wrath of her fornication, and the kings of the earth have committed
fornication with her, and the merchants of the earth are waxed rich through the abundance of her delicacies.
因為列國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傾倒了；地上的君王與他行淫，地上的客商，因他奢華太過就發了財。

是這樣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酒 從屬(他)那 從屬(他)熾熱憤恨 從屬(她)那 從屬(她)通奸淫行 從屬(她)同一者

他/她/它們現在已經喝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它們)那些 (它們)種族邦國，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君王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行賣淫，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在內來去買賣之人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能力權能 從屬(它)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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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屬(它)縱情奢華 從屬(她)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成豐滿富足。
[經文變異RT]

是這樣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酒 從屬(他)那 從屬(他)熾熱憤恨 從屬(她)那 從屬(她)通奸淫行 從屬(她)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已經喝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它們)那些 (它們)種族邦國，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君王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行賣淫，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在內來去買賣之人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能力權能 從屬(它)那

從屬(它)縱情奢華 從屬(她)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成豐滿富足。
[經文變異WH]

是這樣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酒 從屬(他)那 從屬(他)熾熱憤恨 從屬(她)那 從屬(她)通奸淫行 從屬(她)同一者

他/她/它們現在已經落下墜落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它們)那些 (它們)種族邦國，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君王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行賣淫，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在內來去買賣之人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能力權能 從屬(它)那

從屬(它)縱情奢華 從屬(她)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成豐滿富足。

啟 18:4 Kai. h;kousa a;llhn fwnh.n evk tou/ ouvranou/ le,gousan( VExe,lqate ò lao,j mou evx auvth/j i[na mh.
sugkoinwnh,shte tai/j am̀arti,aij auvth/j( kai. evk tw/n plhgw/n auvth/j i[na mh. la,bhte(
And I heard another voice from heaven, saying, Come out of her, my people, that ye be not partakers of her
sins, and that ye receive not of her plagues.
我又聽見從天上有聲音說：我的民哪，你們要從那城出來，免得與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災殃；

並且 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到於(她)另外不同的 到於(她)聲音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到於(她)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他)那 (他)人民百姓 從屬我 向外出來

從屬(她)同一者， 為要 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共同成合夥共享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罪

從屬(她)同一者， 並且 向外出來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災禍傷害 從屬(她)同一者 為要 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拿取；
[經文變異RT]

並且 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到於(她)另外不同的 到於(她)聲音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到於(她)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向外出來 從屬(她)同一者 (他)那 (他)人民百姓

從屬我， 為要 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共同成合夥共享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罪 從屬(她)同一者， 並且

為要 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拿取 向外出來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災禍傷害 從屬(她)同一者；

啟 18:5 o[ti evkollh,qhsan auvth/j aì am̀arti,ai a;cri tou/ ouvranou/ kai. evmnhmo,neusen ò qeo.j ta. avdikh,mata auvth/jÅ
For her sins have reached unto heaven, and God hath remembered her iniquities.
因他的罪惡滔天，他的不義神已經想起來了。

是這樣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貼近連合 從屬(她)同一者 (她們)那些 (她們)罪 直至達到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記念想起 (他)那 (他)神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所行不義 從屬(她)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是這樣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跟隨 從屬(她)同一者 (她們)那些 (她們)罪 直至達到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記念想起 (他)那 (他)神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所行不義 從屬(她)同一者。

啟 18:6 avpo,dote auvth/| wj̀ kai. auvth. avpe,dwken kai. diplw,sate ta. dipla/ kata. ta. e;rga auvth/j( evn tw/| pothri,w| w-|
evke,rasen kera,sate auvth/| diplou/n(
Reward her even as she rewarded you, and double unto her double according to her works: in the cup which
she hath filled fill to her double.
他怎樣待人，也要怎樣待他，按他所行的加倍的報應他；用他調酒的杯，加倍的調給他喝。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從那裏給與 在對(她)同一者 正如地 並且 (她)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給與，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促使為加倍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加倍的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工作

從屬(她)同一者；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杯 在對(它)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攙混調合，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攙混調合 在對(她)同一者 到於(它)加倍的；
[經文變異RT]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從那裏給與 在對(她)同一者 正如地 並且 (她)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給與 在對你們，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促使為加倍 在對(她)同一者 到於(它們)加倍的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工作 從屬(她)同一者；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杯 在對(它)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攙混調合，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攙混調合 在對(她)同一者 到於(它)加倍的；

啟 18:7 o[sa evdo,xasen auvth.n kai. evstrhni,asen( tosou/ton do,te auvth/| basanismo.n kai. pe,nqojÅ o[ti evn th/| kardi,a|
auvth/j le,gei o[ti Ka,qhmai basi,lissa kai. ch,ra ouvk eivmi. kai. pe,nqoj ouv mh. i;dwÅ
How much she hath glorified herself, and lived deliciously, so much torment and sorrow give her: for she saith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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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 heart, I sit a queen, and am no widow, and shall see no sorrow.
他怎樣榮耀自己，怎樣奢華，也當叫他照樣痛苦悲哀；因他心裏說：我坐了皇后的位，並不是寡婦，決不至於悲

哀。

到於(它們)這每一切 他/她/它那時(也是)歸榮耀 到於(她)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成縱情奢華，

到於(他)那這麼樣大/那這麼樣多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給與 在對(她)同一者 到於(他)使有考驗折磨 並且

到於(它)悲慟； 是這樣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內心 從屬(她)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是這樣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坐下 (她)女王， 並且 (她)寡婦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是， 並且 到於(它)悲慟 不是/不 不會/不要

我那時(也是)應該看見察覺。
[經文變異RT]

到於(它們)這每一切 他/她/它那時(也是)歸榮耀 到於(她)同一者自己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成縱情奢華，

到於(他)那這麼樣大/那這麼樣多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給與 在對(她)同一者 到於(他)使有考驗折磨 並且

到於(它)悲慟； 是這樣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內心 從屬(她)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坐下 (她)女王， 並且 (她)寡婦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是， 並且 到於(它)悲慟 不是/不 不會/不要

我那時(也是)應該看見察覺。
[經文變異MT]

到於(它們)這每一切 他/她/它那時(也是)歸榮耀 到於(她)同一者自己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成縱情奢華，

到於(他)那這麼樣大/那這麼樣多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給與 在對(她)同一者 到於(他)使有考驗折磨 並且

到於(它)悲慟； 是這樣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內心 從屬(她)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是這樣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坐下 (她)女王， 並且 (她)寡婦 不是/不 我現在持續是， 並且 到於(它)悲慟 不是/不 不會/不要

我那時(也是)應該看見察覺。

啟 18:8 dia. tou/to evn mia/| hm̀e,ra| h[xousin ai` plhgai. auvth/j( qa,natoj kai. pe,nqoj kai. limo,j( kai. evn puri.
katakauqh,setai( o[ti ivscuro.j ku,rioj ò qeo.j ò kri,naj auvth,nÅ
Therefore shall her plagues come in one day, death, and mourning, and famine; and she shall be utterly burned
with fire: for strong is the Lord God who judgeth her.
所以在一天之內，他的災殃要一齊來到，就是死亡，悲哀，饑荒，他又要被火燒盡了；因為審判他的主神大有能

力。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一個/第一 在對(她)日子/白日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到達來臨

(她們)那些 (她們)災禍傷害 從屬(她)同一者， (他)死 並且 (它)悲慟 並且 (他)糧食缺乏； 並且 在內 在對(它)火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焚燒燒毀； 是這樣 (他)強壯大力的 (他)主人 (他)那 (他)神 (他)那 (他)那時(也是)區別審斷了的

到於(她)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一個/第一 在對(她)日子/白日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到達來臨

(她們)那些 (她們)災禍傷害 從屬(她)同一者， (他)死 並且 (它)悲慟 並且 (他)糧食缺乏； 並且 在內 在對(它)火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焚燒燒毀； 是這樣 (他)強壯大力的 (他)主人 (他)那 (他)神 (他)那 (他)現正持續區別審斷了的

到於(她)同一者。

啟 18:9 Kai. klau,sousin kai. ko,yontai evpV auvth.n oi` basilei/j th/j gh/j oì metV auvth/j porneu,santej kai.
strhnia,santej( o[tan ble,pwsin to.n kapno.n th/j purw,sewj auvth/j(
And the kings of the earth, who have committed fornication and lived deliciously with her, shall bewail her, and
lament for her, when they shall see the smoke of her burning,
地上的君王，素來與他行淫一同奢華的，看見燒他的煙，就必為他哭泣哀號；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哭泣哀號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切砍擊打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君王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他們)那些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同一者

(他們)那時(也是)行賣淫了的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成縱情奢華了的， 但凡當這時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著眼觀看

到於(他)那 到於(他)煙霧 從屬(她)那 從屬(她)用火燒 從屬(她)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哭泣哀號 到於(她)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切砍擊打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君王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他們)那些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她)同一者 (他們)那時(也是)行賣淫了的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成縱情奢華了的， 但凡當這時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著眼觀看 到於(他)那 到於(他)煙霧 從屬(她)那 從屬(她)用火燒 從屬(她)同一者，

啟 18:10 avpo. makro,qen èsthko,tej dia. to.n fo,bon tou/ basanismou/ auvth/j le,gontej( Ouvai. ouvai,( h` po,lij h̀ mega,lh(
Babulw.n h̀ po,lij h̀ ivscura,( o[ti mia/| w[ra| h=lqen h̀ kri,sij souÅ
Standing afar off for the fear of her torment, saying, Alas, alas, that great city Babylon, that mighty city! for in
one hour is thy judgment 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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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怕他的痛苦，就遠遠的站著說：哀哉，哀哉，巴比倫大城，堅固的城阿，一時之間你的刑罰就來到了。

從那裏離開 從距離遠地 (他們)現在已經立定站住了的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他)那 到於(他)畏懼害怕 從屬(他)那

從屬(他)使有考驗折磨 從屬(她)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哀哉呀， 哀哉呀， (她)那 (她)城邑 (她)那

(她)極大的， (她)巴比倫， (她)那 (她)城邑 (她)那 (她)強壯大力的； 是這樣 在對(她)一個/第一 在對(她)鐘點時刻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她)那 (她)區別審斷 從屬你。
[經文變異RT]

從那裏離開 從距離遠地 (他們)現在已經立定站住了的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他)那 到於(他)畏懼害怕 從屬(他)那

從屬(他)使有考驗折磨 從屬(她)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哀哉呀， 哀哉呀， (她)那 (她)城邑 (她)那

(她)極大的， (她)巴比倫， (她)那 (她)城邑 (她)那 (她)強壯大力的； 是這樣 在內 在對(她)一個/第一

在對(她)鐘點時刻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她)那 (她)區別審斷 從屬你。

啟 18:11 Kai. oi` e;mporoi th/j gh/j klai,ousin kai. penqou/sin evpV auvth,n( o[ti to.n go,mon auvtw/n ouvdei.j avgora,zei
ouvke,ti
And the merchants of the earth shall weep and mourn over her; for no man buyeth their merchandise any more:
地上的客商也都為他哭泣悲哀，因為沒有人再買他們的貨物了；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在內來去買賣之人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哭泣哀號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哀慟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同一者； 是這樣 到於(他)那 到於(他)裝載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購買 不再地，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在內來去買賣之人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哭泣哀號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哀慟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同一者； 是這樣 到於(他)那 到於(他)裝載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購買 不再地，
[經文變異MT]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在內來去買賣之人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哭泣哀號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哀慟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同一者； 是這樣 到於(他)那 到於(他)裝載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購買 不再地，

啟 18:12 go,mon crusou/ kai. avrgu,rou kai. li,qou timi,ou kai. margaritw/n kai. bussi,nou kai. porfu,raj kai. sirikou/
kai. kokki,nou( kai. pa/n xu,lon qu,i?non kai. pa/n skeu/oj evlefa,ntinon kai. pa/n skeu/oj evk xu,lou timiwta,tou kai.
calkou/ kai. sidh,rou kai. marma,rou(
The merchandise of gold, and silver, and precious stones, and of pearls, and fine linen, and purple, and silk, and
scarlet, and all thyine wood, and all manner vessels of ivory, and all manner vessels of most precious wood, and
of brass, and iron, and marble,
這貨物就是金，銀，寶石，珍珠，細麻布，紫色料，綢子，朱紅色料，各樣香木，各樣象牙的器皿，各樣極寶貴

的木頭和銅，鐵，漢白玉的器皿，

到於(他)裝載 從屬(他)黃金 並且 從屬(他)白銀 並且 從屬(他)石頭 從屬(他)具珍貴價值的 並且 從屬(他們)珍珠 並且

從屬(它)細麻布製的 並且 從屬(她)紫色衣布 並且 從屬(它)絲綢的 並且 從屬(它)朱紅色的， 並且

到於(它)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木幹 到於(它)香櫞木造的， 並且 到於(它)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器皿用具

到於(它)象牙的， 並且 到於(它)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器皿用具 向外出來 從屬(它)木幹 從屬(它)最具珍貴價值的

並且 從屬(他)銅/銅錢 並且 從屬(他)鐵 並且 從屬(他)大理石，
[經文變異RT]

到於(他)裝載 從屬(他)黃金 並且 從屬(他)白銀 並且 從屬(他)石頭 從屬(他)具珍貴價值的 並且 從屬(他)珍珠 並且

從屬(她)細麻布 並且 從屬(她)紫色衣布 並且 從屬(它)絲綢的 並且 從屬(它)朱紅色的， 並且 到於(它)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木幹 到於(它)香櫞木造的， 並且 到於(它)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器皿用具 到於(它)象牙的， 並且

到於(它)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器皿用具 向外出來 從屬(它)木幹 從屬(它)最具珍貴價值的 並且 從屬(他)銅/銅錢

並且 從屬(他)鐵 並且 從屬(他)大理石，
[經文變異MT]

到於(他)裝載 從屬(他)黃金 並且 從屬(他)白銀 並且 從屬(他)石頭 從屬(他)具珍貴價值的 並且 從屬(他們)珍珠 並且

從屬(它)細麻布製的 並且 從屬(它)紫色的 並且 從屬(它)絲綢的 並且 從屬(它)朱紅色的， 並且

到於(它)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木幹 到於(它)香櫞木造的， 並且 到於(它)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器皿用具

到於(它)象牙的， 並且 到於(它)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器皿用具 向外出來 從屬(它)木幹 從屬(它)最具珍貴價值的

並且 從屬(他)銅/銅錢 並且 從屬(他)鐵 並且 從屬(他)大理石，

啟 18:13 kai. kinna,mwmon kai. a;mwmon kai. qumia,mata kai. mu,ron kai. li,banon kai. oi=non kai. e;laion kai.
semi,dalin kai. si/ton kai. kth,nh kai. pro,bata( kai. i[ppwn kai. rèdw/n kai. swma,twn( kai. yuca.j avnqrw,pwnÅ
And cinnamon, and odours, and ointments, and frankincense, and wine, and oil, and fine flour, and whea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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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sts, and sheep, and horses, and chariots, and slaves, and souls of men.
並肉桂，荳蔻，香料，香膏，乳香，酒，油，細麵，麥子，牛，羊，車，馬，和奴僕，人口。

並且 到於(它)肉桂 並且 到於(它)豆蔻 並且 到於(它們)所燒的香 並且 到於(它)沒藥香膏 並且 到於(他)乳香 並且

到於(他)酒 並且 到於(它)油 並且 到於(她)細麵粉 並且 到於(他)穀物麥粒 並且 到於(它們)牲口 並且

到於(它們)綿羊， 並且 從屬(他們)馬 並且 從屬(她們)四輪馬車 並且 從屬(它們)身體， 並且 到於(她們)生魂意念

從屬(他們)人。
[經文變異RT]

並且 到於(它)肉桂 並且 到於(它們)所燒的香 並且 到於(它)沒藥香膏 並且 到於(他)乳香 並且 到於(他)酒 並且

到於(它)油 並且 到於(她)細麵粉 並且 到於(他)穀物麥粒 並且 到於(它們)牲口 並且 到於(它們)綿羊， 並且

從屬(他們)馬 並且 從屬(她們)四輪馬車 並且 從屬(它們)身體， 並且 到於(她們)生魂意念 從屬(他們)人。

啟 18:14 kai. h` ovpw,ra sou th/j evpiqumi,aj th/j yuch/j avph/lqen avpo. sou/( kai. pa,nta ta. lipara. kai. ta. lampra.
avpw,leto avpo. sou/ kai. ouvke,ti ouv mh. auvta. eùrh,sousinÅ
And the fruits that thy soul lusted after are departed from thee, and all things which were dainty and goodly are
departed from thee, and thou shalt find them no more at all.
巴比倫哪，你所貪愛的果子離開了你；你一切的珍饈美味，和華美的物件，也從你中間毀滅，決不能再見了。

並且 (她)那 (她)成熟的果子 從屬你 從屬(她)那 從屬(她)渴想慕戀 從屬(她)那 從屬(她)生魂意念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從那裏離開 從屬你， 並且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它們)那些

(它們)肥甘美味的 並且 (它們)那些 (它們)光耀華麗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毀掉除滅 從那裏離開 從屬你， 並且

不再地 不是/不 不會/不要 到於(它們)同一者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找到尋見。
[經文變異RT]

並且 (她)那 (她)成熟的果子 從屬(她)那 從屬(她)渴想慕戀 從屬(她)那 從屬(她)生魂意念 從屬你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從那裏離開 從屬你， 並且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它們)那些

(它們)肥甘美味的 並且 (它們)那些 (它們)光耀華麗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從那裏離開 從屬你，

並且 不再地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你那時(也是)應該找到尋見 到於(它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MT]

並且 (她)那 (她)成熟的果子 從屬(她)那 從屬(她)渴想慕戀 從屬(她)那 從屬(她)生魂意念 從屬你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從那裏離開 從屬你， 並且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它們)那些

(它們)肥甘美味的 並且 (它們)那些 (它們)光耀華麗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毀掉除滅 從那裏離開 從屬你， 並且

不再地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你那時(也是)應該找到尋見 到於(它們)同一者。

啟 18:15 oi` e;mporoi tou,twn oi` plouth,santej avpV auvth/j avpo. makro,qen sth,sontai dia. to.n fo,bon tou/ basanismou/
auvth/j klai,ontej kai. penqou/ntej
The merchants of these things, which were made rich by her, shall stand afar off for the fear of her torment,
weeping and wailing,
販賣這些貨物，藉著他發了財的客商，因怕他的痛苦，就遠遠的站著哭泣悲哀，說：

(他們)那些 (他們)在內來去買賣之人 從屬(它們)那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那時(也是)成豐滿富足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同一者， 從那裏離開 從距離遠地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立定站住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他)那

到於(他)畏懼害怕 從屬(他)那 從屬(他)使有考驗折磨 從屬(她)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哭泣哀號了的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哀慟了的，

啟 18:16 le,gontej( Ouvai. ouvai,( h̀ po,lij h̀ mega,lh( h` peribeblhme,nh bu,ssinon kai. porfurou/n kai. ko,kkinon kai.
kecruswme,nh ÎevnÐ crusi,w| kai. li,qw| timi,w| kai. margari,th|(
And saying, Alas, alas, that great city, that was clothed in fine linen, and purple, and scarlet, and decked with
gold, and precious stones, and pearls!
哀哉，哀哉，這大城阿，素常穿著細麻，紫色，朱紅色的衣服，又用金子，寶石，和珍珠為妝飾；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哀哉呀， 哀哉呀， (她)那 (她)城邑 (她)那 (她)極大的， (她)那

(她)現在已經被披蓋穿裹了的
註1

到於(它)細麻布製的 並且 到於(它)紫色的 並且 到於(它)朱紅色的， 並且

(她)現在已經被鑲飾了的 在內 在對(它)金子 並且 在對(他)石頭 在對(他)具珍貴價值的 並且 在對(他)珍珠；

註1：“(她)現在已經被披蓋穿裹了的”文法上亦可以為“(她)現在已經讓自己披蓋穿裹了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哀哉呀， 哀哉呀， (她)那 (她)城邑 (她)那 (她)極大的， (她)那

(她)現在已經被披蓋穿裹了的 到於(它)細麻布製的 並且 到於(它)紫色的 並且 到於(它)朱紅色的， 並且

(她)現在已經被鑲飾了的 在內 在對(他)黃金 並且 在對(他)石頭 在對(他)具珍貴價值的 並且 在對(他們)珍珠；
[經文變異MT]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哀哉呀， 哀哉呀， (她)那 (她)城邑 (她)那 (她)極大的， (她)那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  簡易閲讀版  1536

1536

(她)現在已經被披蓋穿裹了的 到於(它)細麻布製的 並且 到於(它)紫色的 並且 到於(它)朱紅色的， 並且

(她)現在已經被鑲飾了的 在對(它)金子 並且 在對(他)石頭 在對(他)具珍貴價值的 並且 在對(他們)珍珠；

啟 18:17 o[ti mia/| w[ra| hvrhmw,qh ò tosou/toj plou/tojÅ Kai. pa/j kubernh,thj kai. pa/j ò evpi. to,pon ple,wn kai.
nau/tai kai. o[soi th.n qa,lassan evrga,zontai( avpo. makro,qen e;sthsan
For in one hour so great riches is come to nought. And every shipmaster, and all the company in ships, and
sailors, and as many as trade by sea, stood afar off,
一時之間，這麼大的富厚就歸於無有了。凡船主，和坐船往各處去的，並眾水手，連所有靠海為業的，都遠遠的

站著，

是這樣 在對(她)一個/第一 在對(她)鐘點時刻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促使成孤獨荒涼 (他)那

(他)那這麼樣大/那這麼樣多 (他)豐滿富足。 並且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掌舵領航者 並且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地點處所 (他)現正持續漂航行船了的 並且 (他們)水手 並且 (他們)這每一切

到於(她)那 到於(她)海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作工作， 從那裏離開 從距離遠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立定站住，
[經文變異RT]

是這樣 在對(她)一個/第一 在對(她)鐘點時刻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促使成孤獨荒涼 (他)那

(他)那這麼樣大/那這麼樣多 (他)豐滿富足。 並且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掌舵領航者 並且 (他)所有每一個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船隻 (他)那 (他)同夥群集 並且 (他們)水手 並且 (他們)這每一切

到於(她)那 到於(她)海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作工作， 從那裏離開 從距離遠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立定站住，

啟 18:18 kai. e;krazon ble,pontej to.n kapno.n th/j purw,sewj auvth/j le,gontej( Ti,j òmoi,a th/| po,lei th/| mega,lh|È
And cried when they saw the smoke of her burning, saying, What city is like unto this great city!
看見燒他的煙，就喊著說：有何城能比這大城呢。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嘶聲吶喊 (他們)現正持續著眼觀看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煙霧 從屬(她)那 從屬(她)用火燒

從屬(她)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她)任何什麼呢 (她)具同樣相同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城邑 在對(她)那

在對(她)極大的？
[經文變異RT][不同標點]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嘶聲吶喊 (他們)現正持續看見清楚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煙霧 從屬(她)那 從屬(她)用火燒

從屬(她)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她)任何什麼呢 (她)具同樣相同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城邑 在對(她)那

在對(她)極大的。
[經文變異WH]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嘶聲吶喊 (他們)現正持續著眼觀看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煙霧 從屬(她)那 從屬(她)用火燒

從屬(她)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她)任何什麼呢 (她)具同樣相同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城邑 在對(她)那

在對(她)極大的？

啟 18:19 kai. e;balon cou/n evpi. ta.j kefala.j auvtw/n kai. e;krazon klai,ontej kai. penqou/ntej le,gontej( Ouvai. ouvai,(
h` po,lij h̀ mega,lh( evn h-| evplou,thsan pa,ntej oì e;contej ta. ploi/a evn th/| qala,ssh| evk th/j timio,thtoj auvth/j( o[ti
mia/| w[ra| hvrhmw,qhÅ
And they cast dust on their heads, and cried, weeping and wailing, saying, Alas, alas, that great city, wherein
were made rich all that had ships in the sea by reason of her costliness! for in one hour is she made desolate.
他們又把塵土撒在頭上，哭泣悲哀，喊著說：哀哉，哀哉，這大城阿；凡有船在海中的，都因他的珍寶成了富足

；他在一時之間就成了荒場。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投擲 到於(他)塵土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頭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嘶聲吶喊 (他們)現正持續哭泣哀號了的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哀慟了的，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哀哉呀， 哀哉呀， (她)那 (她)城邑 (她)那 (她)極大的， 在內 在對(她)這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成豐滿富足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船隻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海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珍寶貴價 從屬(她)同一者； 是這樣 在對(她)一個/第一 在對(她)鐘點時刻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促使成孤獨荒涼。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投擲 到於(他)塵土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頭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嘶聲吶喊 (他們)現正持續哭泣哀號了的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哀慟了的，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哀哉呀， 哀哉呀， (她)那 (她)城邑 (她)那 (她)極大的， 在內 在對(她)這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成豐滿富足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它們)船隻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海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珍寶貴價 從屬(她)同一者； 是這樣 在對(她)一個/第一 在對(她)鐘點時刻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促使成孤獨荒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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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變異WH]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投擲 到於(他)塵土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頭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嘶聲吶喊 (他們)現正持續哭泣哀號了的 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哀慟了的，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哀哉呀， 哀哉呀， (她)那 (她)城邑 (她)那 (她)極大的， 在內 在對(她)這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成豐滿富足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船隻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海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珍寶貴價 從屬(她)同一者； 是這樣 在對(她)一個/第一 在對(她)鐘點時刻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促使成孤獨荒涼。

啟 18:20 Euvfrai,nou evpV auvth/|( ouvrane. kai. oi` a[gioi kai. oi` avpo,stoloi kai. oì profh/tai( o[ti e;krinen ò qeo.j to.
kri,ma ùmw/n evx auvth/jÅ
Rejoice over her, thou heaven, and ye holy apostles and prophets; for God hath avenged you on her.
天哪，眾聖徒眾使徒眾先知阿，你們都要因他歡喜；因為神已經在他身上伸了你們的冤。

你現在就要持續被促為歡悅愉快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同一者， 阿,(他)天空/天，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聖的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是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區別審斷 (他)那 (他)神 到於(它)那 到於(它)審案判決 從屬你們 向外出來 從屬(她)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你現在就要持續被促為歡悅愉快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同一者， 阿,(他)天空/天，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聖的

(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是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區別審斷 (他)那

(他)神 到於(它)那 到於(它)審案判決 從屬你們 向外出來 從屬(她)同一者。

啟 18:21 Kai. h=ren ei-j a;ggeloj ivscuro.j li,qon ẁj mu,linon me,gan kai. e;balen eivj th.n qa,lassan le,gwn( Ou[twj
òrmh,mati blhqh,setai Babulw.n h` mega,lh po,lij kai. ouv mh. eùreqh/| e;tiÅ
And a mighty angel took up a stone like a great millstone, and cast it into the sea, saying, Thus with violence
shall that great city Babylon be thrown down, and shall be found no more at all.
有一位大力的天使舉起一塊石頭，好像大磨石，扔在海裏，說：巴比倫大城，也必這樣猛力的被扔下去，決不能

再見了。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提起 (他)一個 (他)使者 (他)強壯大力的 到於(他)石頭 正如地 到於(他)磨坊成的

到於(他)極大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投擲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海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那同一樣式地 在對(它)攻擊猛勢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投擲 (她)巴比倫 (她)那 (她)極大的 (她)城邑， 並且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找到尋見 依然仍舊地。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提起 (他)一個 (他)使者 (他)強壯大力的 到於(他)石頭 正如地 到於(他)磨坊

到於(他)極大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投擲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海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那同一樣式地 在對(它)攻擊猛勢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投擲 (她)巴比倫 (她)那 (她)極大的 (她)城邑， 並且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找到尋見 依然仍舊地。

啟 18:22 kai. fwnh. kiqarw|dw/n kai. mousikw/n kai. auvlhtw/n kai. salpistw/n ouv mh. avkousqh/| evn soi. e;ti( kai. pa/j
tecni,thj pa,shj te,cnhj ouv mh. eùreqh/| evn soi. e;ti( kai. fwnh. mu,lou ouv mh. avkousqh/| evn soi. e;ti(
And the voice of harpers, and musicians, and of pipers, and trumpeters, shall be heard no more at all in thee;
and no craftsman, of whatsoever craft he be, shall be found any more in thee; and the sound of a millstone shall
be heard no more at all in thee;
彈琴，作樂，吹笛，吹號的聲音，在你中間決不能再聽見；各行手藝人在你中間決不能再遇見；推磨的聲音在你

中間決不能再聽見；

並且 (她)聲音 從屬(他們)豎琴之歌詠頌唱之人 並且 從屬(他們)從事音樂才藝的 並且 從屬(他們)吹簫笛者 並且

從屬(他們)吹喇叭號筒者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聲聞耳聽 在內 在對你 依然仍舊地； 並且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工藝師 從屬(她)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她)工藝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找到尋見 在內 在對你 依然仍舊地； 並且 (她)聲音 從屬(他)磨坊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聲聞耳聽 在內 在對你 依然仍舊地；

啟 18:23 kai. fw/j lu,cnou ouv mh. fa,nh| evn soi. e;ti( kai. fwnh. numfi,ou kai. nu,mfhj ouv mh. avkousqh/| evn soi. e;ti\ o[ti
oi` e;mporoi, sou h=san oi` megista/nej th/j gh/j( o[ti evn th/| farmakei,a| sou evplanh,qhsan pa,nta ta. e;qnh(
And the light of a candle shall shine no more at all in thee; and the voice of the bridegroom and of the bride shall
be heard no more at all in thee: for thy merchants were the great men of the earth; for by thy sorceries were all
nations deceived.
燈光在你中間決不能再照耀；新郎和新婦的聲音，在你中間決不能再聽見；你的客商原來是地上的尊貴人；萬國

也被你的邪術迷惑了。

並且 (它)光明 從屬(他)燈火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促為照亮顯明註1 在內 在對你 依然仍舊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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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 (她)聲音 從屬(他)新郎 並且 從屬(她)新婦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聲聞耳聽 在內 在對你

依然仍舊地； 是這樣 (他們)那些 (他們)在內來去買賣之人 從屬你 他/她/它們當時持續是 (他們)那些 (他們)權貴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是這樣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醫藥巫術 從屬你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有迷途錯謬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它們)那些 (它們)種族邦國，

註1：“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促為照亮顯明”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促為照亮顯明”。

啟 18:24 kai. evn auvth/| ai-ma profhtw/n kai. ag̀i,wn eùre,qh kai. pa,ntwn tw/n evsfagme,nwn evpi. th/j gh/jÅ
And in her was found the blood of prophets, and of saints, and of all that were slain upon the earth.
先知和聖徒，並地上一切被殺之人的血，都在這城裏看見了。

並且 在內 在對(她)同一者 (它)血 從屬(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並且 從屬(他們)聖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找到尋見， 並且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在已經被屠宰殺戮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經文變異MT]

並且 在內 在對(她)同一者 (它們)血 從屬(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並且 從屬(他們)聖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找到尋見， 並且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在已經被屠宰殺戮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啟 19:1 Meta. tau/ta h;kousa ẁj fwnh.n mega,lhn o;clou pollou/ evn tw/| ouvranw/| lego,ntwn( ~Allhloui?a,\ h`
swthri,a kai. h` do,xa kai. h` du,namij tou/ qeou/ hm̀w/n(
And after these things I heard a great voice of much people in heaven, saying, Alleluia; Salvation, and glory, and
honour, and power, unto the Lord our God:
此後，我聽見好像群眾在天上大聲說：哈利路亞，〔就是要讚美耶和華的意思〕救恩，榮耀，權能，都屬乎我們

的神；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正如地 到於(她)聲音 到於(她)極大的 從屬(他)群眾

從屬(他)許多的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天空/天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哈利路亞； (她)那 (她)拯救 並且

(她)那 (她)榮耀 並且 (她)那 (她)能力權能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從屬我們；
[經文變異RT]

並且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到於(她)聲音 從屬(他)群眾 從屬(他)許多的

到於(她)極大的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天空/天 從屬(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哈利路亞； (她)那 (她)拯救 並且

(她)那 (她)榮耀 並且 (她)那 (她)珍貴價值 並且 (她)那 (她)能力權能 在對(他)主人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從屬我們；
[經文變異MT]

並且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正如地 到於(她)聲音 到於(她)極大的

從屬(他)群眾 從屬(他)許多的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天空/天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哈利路亞； (她)那

(她)拯救 並且 (她)那 (她)能力權能 並且 (她)那 (她)榮耀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從屬我們；

啟 19:2 o[ti avlhqinai. kai. di,kaiai aì kri,seij auvtou/\ o[ti e;krinen th.n po,rnhn th.n mega,lhn h[tij e;fqeiren th.n
gh/n evn th/| pornei,a| auvth/j( kai. evxedi,khsen to. ai-ma tw/n dou,lwn auvtou/ evk ceiro.j auvth/jÅ
For true and righteous are his judgments: for he hath judged the great whore, which did corrupt the earth with
her fornication, and hath avenged the blood of his servants at her hand.
他的判斷是真實公義的；因他判斷了那用淫行敗壞世界的大淫婦，並且向淫婦討流僕人血的罪，給他們伸冤。

是這樣 (她們)真正實在的 並且 (她們)具公平正義的 (她們)那些 (她們)區別審斷 從屬(他)同一者； 是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區別審斷 到於(她)那 到於(她)娼妓 到於(她)那 到於(她)極大的， (她)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當時持續腐朽敗壞註1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通奸淫行 從屬(她)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伸張公平正義 到於(它)那 到於(它)血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奴僕 從屬(他)同一者 向外出來

從屬(她)手 從屬(她)同一者。

註1：“他/她/它當時持續腐朽敗壞”文法上可能可以為“他/她/它那時(也是)腐朽敗壞”。

[經文變異RT]

是這樣 (她們)真正實在的 並且 (她們)具公平正義的 (她們)那些 (她們)區別審斷 從屬(他)同一者； 是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區別審斷 到於(她)那 到於(她)娼妓 到於(她)那 到於(她)極大的， (她)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當時持續腐朽敗壞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通奸淫行 從屬(她)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伸張公平正義 到於(它)那 到於(它)血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奴僕 從屬(他)同一者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手 從屬(她)同一者。
[經文變異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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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這樣 (她們)真正實在的 並且 (她們)具公平正義的 (她們)那些 (她們)區別審斷 從屬(他)同一者； 是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區別審斷 到於(她)那 到於(她)娼妓 到於(她)那 到於(她)極大的， (她)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當時持續徹底地腐朽敗壞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通奸淫行 從屬(她)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伸張公平正義 到於(它)那 到於(它)血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奴僕 從屬(他)同一者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手 從屬(她)同一者。

啟 19:3 kai. deu,teron ei;rhkan( ~Allhloui?a,\ kai. ò kapno.j auvth/j avnabai,nei eivj tou.j aivw/naj tw/n aivw,nwnÅ
And again they said, Alleluia. And her smoke rose up for ever and ever.
又說：哈利路亞。燒淫婦的煙往上冒，直到永永遠遠。

並且 到於(它)第二的 他/她/它們現在已經發表言說， 哈利路亞； 並且 (他)那 (他)煙霧 從屬(她)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向上行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世紀時代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世紀時代。

啟 19:4 kai. e;pesan oì presbu,teroi oì ei;kosi te,ssarej kai. ta. te,ssara zw/|a kai. proseku,nhsan tw/| qew/| tw/|
kaqhme,nw| evpi. tw/| qro,nw| le,gontej( VAmh.n ~Allhloui?a,Å
And the four and twenty elders and the four beasts fell down and worshipped God that sat on the throne, saying,
Amen; Alleluia.
那二十四位長老與四活物，就俯伏敬拜坐寶座的神，說：阿們，哈利路亞。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落下墜落 (他們)那些 (他們)更年長的 (他們)那些 (他們)二十 (他們)四個 並且 (它們)那些

(它們)四個 (它們)活物，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敬拜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那 在對(他)寶座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阿們；

哈利路亞。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落下墜落 (他們)那些 (他們)更年長的 (他們)那些 (他們)二十 並且 (他們)四個 並且

(它們)那些 (它們)四個 (它們)活物，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敬拜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他)那 從屬(他)寶座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阿們；

哈利路亞。
[經文變異MT]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落下墜落 (他們)那些 (他們)更年長的 (他們)那些 (他們)二十 (他們)四個 並且 (它們)那些

(它們)四個 (它們)活物，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敬拜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他)那 從屬(他)寶座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阿們；

哈利路亞。

啟 19:5 Kai. fwnh. avpo. tou/ qro,nou evxh/lqen le,gousa( Aivnei/te tw/| qew/| hm̀w/n pa,ntej oi` dou/loi auvtou/ Îkai.Ð oi`
fobou,menoi auvto,n( oì mikroi. kai. oi` mega,loiÅ
And a voice came out of the throne, saying, Praise our God, all ye his servants, and ye that fear him, both small
and great.
有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神的眾僕人哪，凡敬畏他的，無論大小，都要讚美我們的神。

並且 (她)聲音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寶座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她)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頌揚讚美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從屬我們，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那些 (他們)奴僕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成驚恐畏懼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細微極小的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極大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她)聲音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寶座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她)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頌揚讚美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從屬我們，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那些 (他們)奴僕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成驚恐畏懼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細微極小的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極大的。
[經文變異WH]

並且 (她)聲音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寶座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她)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頌揚讚美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從屬我們，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那些 (他們)奴僕

從屬(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成驚恐畏懼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細微極小的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極大的。

啟 19:6 kai. h;kousa wj̀ fwnh.n o;clou pollou/ kai. ẁj fwnh.n ùda,twn pollw/n kai. ẁj fwnh.n brontw/n ivscurw/n
lego,ntwn( ~Allhloui?a,( o[ti evbasi,leusen ku,rioj ò qeo.j Îhm̀w/nÐ ò pantokra,twrÅ
And I heard as it were the voice of a great multitude, and as the voice of many waters, and as the voice of
mighty thunderings, saying, Alleluia: for the Lord God omnipotent reigneth.
我聽見好像群眾的聲音，眾水的聲音，大雷的聲音，說：哈利路亞；因為主我們的神，全能者，作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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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 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正如地 到於(她)聲音 從屬(他)群眾 從屬(他)許多的 並且 正如地 到於(她)聲音

從屬(它們)水 從屬(它們)許多的 並且 正如地 到於(她)聲音 從屬(她們)打雷 從屬(她們)強壯大力的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哈利路亞； 是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作君王 (他)主人 (他)那 (他)神 從屬我們

(他)那 (他)全能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正如地 到於(她)聲音 從屬(他)群眾 從屬(他)許多的 並且 正如地 到於(她)聲音

從屬(它們)水 從屬(它們)許多的 並且 正如地 到於(她)聲音 從屬(她們)打雷 從屬(她們)強壯大力的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哈利路亞； 是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作君王 (他)主人 (他)那 (他)神 (他)那

(他)全能者。
[經文變異MT]

並且 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正如地 到於(她)聲音 從屬(他)群眾 從屬(他)許多的 並且 正如地 到於(她)聲音

從屬(它們)水 從屬(它們)許多的 並且 正如地 到於(她)聲音 從屬(她們)打雷 從屬(她們)強壯大力的

(他們)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哈利路亞； 是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作君王 (他)主人 (他)那 (他)神 從屬我們 (他)那

(他)全能者。

啟 19:7 cai,rwmen kai. avgalliw/men kai. dw,swmen th.n do,xan auvtw/|( o[ti h=lqen ò ga,moj tou/ avrni,ou kai. h̀ gunh.
auvtou/ ht̀oi,masen èauth.n
Let us be glad and rejoice, and give honour to him: for the marriage of the Lamb is come, and his wife hath
made herself ready.
我們要歡喜快樂，將榮耀歸給他；因為羔羊婚娶的時候到了，新婦也自己預備好了。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歡喜安樂 並且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踴躍歡騰， 並且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給與 到於(她)那

到於(她)榮耀 在對(他)同一者； 是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他)那 (他)婚禮 從屬(它)那 從屬(它)小羊羔，

並且 (她)那 (她)女人 從屬(他)同一者註1
他/她/它那時(也是)使成妥切齊備 到於(她)同一者自己。

註1：“從屬(他)同一者”文法上亦可以為“從屬(它)同一者”。

[不同標點]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歡喜安樂 並且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踴躍歡騰， 並且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給與 到於(她)那

到於(她)榮耀 在對(他)同一者； 是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他)那 (他)婚禮 從屬(它)那 從屬(它)小羊羔，

並且 (她)那 (她)女人 從屬(他)同一者註1
他/她/它那時(也是)使成妥切齊備 到於(她)同一者自己；

[經文變異WH]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歡喜安樂 並且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踴躍歡騰， 並且 我們將要(持續)給與 到於(她)那 到於(她)榮耀

在對(他)同一者； 是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他)那 (他)婚禮 從屬(它)那 從屬(它)小羊羔， 並且 (她)那

(她)女人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使成妥切齊備 到於(她)同一者自己。

啟 19:8 kai. evdo,qh auvth/| i[na periba,lhtai bu,ssinon lampro.n kaqaro,n\ to. ga.r bu,ssinon ta. dikaiw,mata tw/n
ag̀i,wn evsti,nÅ
And to her was granted that she should be arrayed in fine linen, clean and white: for the fine linen is the
righteousness of saints.
就蒙恩得穿光明潔白的細麻衣，這細麻衣就是聖徒所行的義。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給與 在對(她)同一者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披蓋穿裹 到於(它)細麻布製的

到於(它)光耀華麗的 到於(它)乾淨純潔的； (它)那 因為 (它)細麻布製的 (它們)那些 (它們)義行義禮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聖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給與 在對(她)同一者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披蓋穿裹 到於(它)細麻布製的

到於(它)乾淨純潔的 並且 到於(它)光耀華麗的； (它)那 因為 (它)細麻布製的 (它們)那些 (它們)義行義禮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聖的。
[經文變異M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給與 在對(她)同一者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披蓋穿裹 到於(它)細麻布製的

到於(它)光耀華麗的 並且 到於(它)乾淨純潔的； (它)那 因為 (它)細麻布製的 (它們)那些 (它們)義行義禮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聖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啟 19:9 Kai. le,gei moi( Gra,yon\ Maka,rioi oì eivj to. dei/pnon tou/ ga,mou tou/ avrni,ou keklhme,noiÅ kai. le,gei moi(
Ou-toi oi` lo,goi avlhqinoi. tou/ qeou/ eivsinÅ
And he saith unto me, Write, Blessed are they which are called unto the marriage supper of the Lamb. And he
saith unto me, These are the true sayings of God.
天使吩咐我說：你要寫上，凡被請赴羔羊之婚筵的有福了。又對我說：這是神真實的話。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我， 你那時(也是)就要刻寫記載， (他們)蒙至高褔的 (他們)那些 向內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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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於(它)那 到於(它)晚餐 從屬(他)那 從屬(他)婚禮 從屬(它)那 從屬(它)小羊羔 (他們)現在已經被促請召喚了的。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我， (他們)那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他們)真正實在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我， 你那時(也是)就要刻寫記載， (他們)蒙至高褔的 (他們)那些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晚餐 從屬(他)那 從屬(他)婚禮 從屬(它)那 從屬(它)小羊羔 (他們)現在已經被促請召喚了的。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我， (他們)那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他們)真正實在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啟 19:10 kai. e;pesa e;mprosqen tw/n podw/n auvtou/ proskunh/sai auvtw/|Å kai. le,gei moi( {Ora mh,\ su,ndoulo,j sou,
eivmi kai. tw/n avdelfw/n sou tw/n evco,ntwn th.n marturi,an VIhsou/\ tw/| qew/| prosku,nhsonÅ h̀ ga.r marturi,a VIhsou/
evstin to. pneu/ma th/j profhtei,ajÅ
And I fell at his feet to worship him. And he said unto me, See thou do it not: I am thy fellowservant, and of thy
brethren that have the testimony of Jesus: worship God: for the testimony of Jesus is the spirit of prophecy.
我就俯伏在他腳前要拜他。他說：千萬不可；我和你並你那些為耶穌作見證的弟兄同是作僕人的；你要敬拜神；

因為預言中的靈意，乃是為耶穌作見證。

並且 我那時(也是)落下墜落 從在其前地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腳 從屬(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敬拜

在對(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我， 你現在就要持續看見清楚， 不會/不要； (他)同作奴僕之人

從屬你 我現在持續是 並且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弟兄 從屬你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作證 從屬(他)耶穌；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你那時(也是)就要敬拜； (她)那 因為 (她)作證

從屬(他)耶穌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那 (它)靈/風 從屬(她)那 從屬(她)預示宣達。
[經文變異RT]

並且 我那時(也是)落下墜落 從在其前地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腳 從屬(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敬拜

在對(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我， 你現在就要持續看見清楚， 不會/不要； (他)同作奴僕之人

從屬你 我現在持續是 並且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弟兄 從屬你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作證 (他)那 從屬(他)耶穌；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你那時(也是)就要敬拜； (她)那 因為 (她)作證

從屬(他)耶穌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那 (它)靈/風 從屬(她)那 從屬(她)預示宣達。

啟 19:11 Kai. ei=don to.n ouvrano.n hvnew|gme,non( kai. ivdou. i[ppoj leuko,j kai. ò kaqh,menoj evpV auvto.n Îkalou,menojÐ
pisto.j kai. avlhqino,j( kai. evn dikaiosu,nh| kri,nei kai. polemei/Å
And I saw heaven opened, and behold a white horse; and he that sat upon him was called Faithful and True,
and in righteousness he doth judge and make war.
我觀看，見天開了；有一匹白馬；騎在馬上的，稱為誠信真實；他審判爭戰都按著公義。

並且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他)那 到於(他)天空/天 到於(他)現在已經被向上開啟打開了的；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馬 (他)亮光潔白的， 並且 (他)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同一者 (他)現正持續被促請召喚了的 (他)誠且信的 並且 (他)真正實在的； 並且 在內

在對(她)至義 他/她/它現在持續區別審斷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有戰爭打仗。
[經文變異WH]

並且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他)那 到於(他)天空/天 到於(他)現在已經被向上開啟打開了的；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馬 (他)亮光潔白的， 並且 (他)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同一者 (他)誠且信的 (他)現正持續被促請召喚了的 並且 (他)真正實在的； 並且 在內

在對(她)至義 他/她/它現在持續區別審斷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有戰爭打仗。

啟 19:12 oi` de. ovfqalmoi. auvtou/ Îwj̀Ð flo.x puro,j( kai. evpi. th.n kefalh.n auvtou/ diadh,mata polla,( e;cwn o;noma
gegramme,non o] ouvdei.j oi=den eiv mh. auvto,j(
His eyes were as a flame of fire, and on his head were many crowns; and he had a name written, that no man
knew, but he himself.
他的眼睛如火焰，他頭上戴著許多冠冕；又有寫著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沒有人知道。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眼睛 從屬(他)同一者 正如地 (她)火焰 從屬(它)火， 並且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頭 從屬(他)同一者 (它們)冠冕 (它們)許多的；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它)名字

到於(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了的， 到於(它)這個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若是

不會/不要 (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WH]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眼睛 從屬(他)同一者 (她)火焰 從屬(它)火， 並且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頭

從屬(他)同一者 (它們)冠冕 (它們)許多的；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它)名字 到於(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了的，

到於(它)這個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若是 不會/不要 (他)同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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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 19:13 kai. peribeblhme,noj ìma,tion bebamme,non ai[mati( kai. ke,klhtai to. o;noma auvtou/ ò lo,goj tou/ qeou/Å
And he was clothed with a vesture dipped in blood: and his name is called The Word of God.
他穿著濺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稱為神之道。

並且 (他)現在已經被披蓋穿裹了的
註1

到於(它)衣服 到於(它)現在已經被蘸浸了的 在對(它)血； 並且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促請召喚 (它)那 (它)名字 從屬(他)同一者 (他)那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註1：“(他)現在已經被披蓋穿裹了的”文法上亦可以為“(他)現在已經讓自己披蓋穿裹了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現在已經被披蓋穿裹了的 到於(它)衣服 到於(它)現在已經被蘸浸了的 在對(它)血；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促請召喚 (它)那 (它)名字 從屬(他)同一者 (他)那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經文變異WH]

並且 (他)現在已經被披蓋穿裹了的 到於(它)衣服 到於(它)現在已經被使成乃噴撒灑遍了的 在對(它)血； 並且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促請召喚 (它)那 (它)名字 從屬(他)同一者 (他)那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啟 19:14 kai. ta. strateu,mata Îta.Ð evn tw/| ouvranw/| hvkolou,qei auvtw/| evfV i[ppoij leukoi/j( evndedume,noi bu,ssinon
leuko.n kaqaro,nÅ
And the armies which were in heaven followed him upon white horses, clothed in fine linen, white and clean.
在天上的眾軍，騎著白馬，穿著細麻衣，又白又潔，跟隨他。

並且 (它們)那些 (它們)隊伍軍兵 (它們)那些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天空/天 他/她/它當時持續跟隨 在對(他)同一者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們)馬 在對(他們)亮光潔白的， (他們)現在已經讓自己穿著了的 到於(它)細麻布製的

到於(它)亮光潔白的 到於(它)乾淨純潔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它們)那些 (它們)隊伍軍兵 (它們)那些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天空/天 他/她/它當時持續跟隨 在對(他)同一者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們)馬 在對(他們)亮光潔白的， (他們)現在已經讓自己穿著了的 到於(它)細麻布製的

到於(它)亮光潔白的 並且 到於(它)乾淨純潔的。

啟 19:15 kai. evk tou/ sto,matoj auvtou/ evkporeu,etai r̀omfai,a ovxei/a( i[na evn auvth/| pata,xh| ta. e;qnh( kai. auvto.j
poimanei/ auvtou.j evn rà,bdw| sidhra/|( kai. auvto.j patei/ th.n lhno.n tou/ oi;nou tou/ qumou/ th/j ovrgh/j tou/ qeou/ tou/
pantokra,toroj(
And out of his mouth goeth a sharp sword, that with it he should smite the nations: and he shall rule them with a
rod of iron: and he treadeth the winepress of the fierceness and wrath of Almighty God.
有利劍從他口中出來，可以擊殺列國；他必用鐵杖轄管他們；〔轄管原文作牧〕並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醡。

並且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口/嘴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向外行去 (她)刀劍

(她)敏銳鋒利的， 為要 在內 在對(她)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敲打擊中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種族邦國；

並且 (他)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牧養 到於(他們)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棍杖 在對(她)鐵的； 並且 (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踩踹踐踏 到於(她)那 到於(她)壓酒槽 從屬(他)那 從屬(他)酒 從屬(他)那 從屬(他)熾熱憤恨 從屬(她)那

從屬(她)激動忿怒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從屬(他)那 從屬(他)全能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口/嘴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向外行去 (她)刀劍

(她)敏銳鋒利的， 為要 在內 在對(她)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敲打擊中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種族邦國；

並且 (他)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牧養 到於(他們)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棍杖 在對(她)鐵的； 並且 (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踩踹踐踏 到於(她)那 到於(她)壓酒槽 從屬(他)那 從屬(他)酒 從屬(他)那 從屬(他)熾熱憤恨 並且

從屬(她)那 從屬(她)激動忿怒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從屬(他)那 從屬(他)全能者。
[經文變異MT]

並且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口/嘴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向外行去 (她)刀劍 (她)兩刃的

(她)敏銳鋒利的， 為要 在內 在對(她)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敲打擊中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種族邦國；

並且 (他)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牧養 到於(他們)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棍杖 在對(她)鐵的； 並且 (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踩踹踐踏 到於(她)那 到於(她)壓酒槽 從屬(他)那 從屬(他)酒 從屬(他)那 從屬(他)熾熱憤恨 從屬(她)那

從屬(她)激動忿怒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從屬(他)那 從屬(他)全能者。

啟 19:16 kai. e;cei evpi. to. ìma,tion kai. evpi. to.n mhro.n auvtou/ o;noma gegramme,non\ Basileu.j basile,wn kai. ku,rioj
kuri,wnÅ
And he hath on his vesture and on his thigh a name written, KING OF KINGS, AND LORD OF LORDS.
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寫著說：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那 到於(它)衣服 並且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那 到於(他)大腿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它)名字 到於(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了的， (他)君王 從屬(他們)君王 並且 (他)主人

從屬(他們)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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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 19:17 Kai. ei=don e[na a;ggelon èstw/ta evn tw/| hl̀i,w| kai. e;kraxen ÎevnÐ fwnh/| mega,lh| le,gwn pa/sin toi/j ovrne,oij
toi/j petome,noij evn mesouranh,mati( Deu/te suna,cqhte eivj to. dei/pnon to. me,ga tou/ qeou/
And I saw an angel standing in the sun; and he cried with a loud voice, saying to all the fowls that fly in the midst
of heaven, Come and gather yourselves together unto the supper of the great God;
我又看見一位天使站在日頭中，向天空所飛的鳥，大聲喊著說：你們聚集來赴神的大筵席；

並且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他)一個 到於(他)使者 到於(他)現在已經立定站住了的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日頭太陽；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嘶聲吶喊 在內 在對(她)聲音 在對(她)極大的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在對(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飛禽雀鳥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展翅飛行了的 在內 在對(它)半空中， 你們就要到這裏來，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被聚集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晚餐 到於(它)那 到於(它)極大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經文變異RT]

並且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他)一個 到於(他)使者 到於(他)現在已經立定站住了的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日頭太陽；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嘶聲吶喊 在對(她)聲音 在對(她)極大的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在對(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飛禽雀鳥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展翅飛行了的 在內 在對(它)半空中， 你們就要到這裏來， 並且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被聚集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晚餐 從屬(他)那 從屬(他)極大的 從屬(他)神；
[經文變異MT]

並且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他)一個 到於(他)使者 到於(他)現在已經立定站住了的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日頭太陽；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嘶聲吶喊 在對(她)聲音 在對(她)極大的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在對(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飛禽雀鳥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展翅飛行了的 在內 在對(它)半空中， 你們就要到這裏來，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被聚集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晚餐 到於(它)那 到於(它)極大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啟 19:18 i[na fa,ghte sa,rkaj basile,wn kai. sa,rkaj cilia,rcwn kai. sa,rkaj ivscurw/n kai. sa,rkaj i[ppwn kai. tw/n
kaqhme,nwn evpV auvtw/n kai. sa,rkaj pa,ntwn evleuqe,rwn te kai. dou,lwn kai. mikrw/n kai. mega,lwnÅ
That ye may eat the flesh of kings, and the flesh of captains, and the flesh of mighty men, and the flesh of
horses, and of them that sit on them, and the flesh of all men, both free and bond, both small and great.
可以喫君王與將軍的肉，壯士與馬和騎馬者的肉，並一切自主的為奴的，以及大小人民的肉。

為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吃食 到於(她們)肉體 從屬(他們)君王， 並且 到於(她們)肉體 從屬(他們)千夫長， 並且

到於(她們)肉體 從屬(他們)強壯大力的， 並且 到於(她們)肉體 從屬(他們)馬 並且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到於(她們)肉體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他們)自由自主的 並/又 並且 從屬(他們)奴僕， 並且 從屬(他們)細微極小的 並且

從屬(他們)極大的。
[經文變異WH]

為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吃食 到於(她們)肉體 從屬(他們)君王， 並且 到於(她們)肉體 從屬(他們)千夫長， 並且

到於(她們)肉體 從屬(他們)強壯大力的， 並且 到於(她們)肉體 從屬(他們)馬 並且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同一者， 並且 到於(她們)肉體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他們)自由自主的 並/又 並且 從屬(他們)奴僕， 並且 從屬(他們)細微極小的 並且

從屬(他們)極大的。

啟 19:19 Kai. ei=don to. qhri,on kai. tou.j basilei/j th/j gh/j kai. ta. strateu,mata auvtw/n sunhgme,na poih/sai to.n
po,lemon meta. tou/ kaqhme,nou evpi. tou/ i[ppou kai. meta. tou/ strateu,matoj auvtou/Å
And I saw the beast, and the kings of the earth, and their armies, gathered together to make war against him
that sat on the horse, and against his army.
我看見那獸，和地上的君王，並他們的眾軍，都聚集，要與騎白馬的，並他的軍兵爭戰。

並且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它)那 到於(它)野獸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君王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隊伍軍兵 從屬(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們)現在已經被聚集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行出作成 到於(他)那 到於(他)戰爭打仗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那

從屬(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他)那 從屬(他)馬 並且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它)那

從屬(它)隊伍軍兵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它)那 到於(它)野獸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君王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隊伍軍兵 從屬(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們)現在已經被聚集了的

那時(也是)要去行出作成 到於(他)戰爭打仗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那 從屬(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他)那 從屬(他)馬 並且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它)那 從屬(它)隊伍軍兵 從屬(他)同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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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 19:20 kai. evpia,sqh to. qhri,on kai. metV auvtou/ ò yeudoprofh,thj ò poih,saj ta. shmei/a evnw,pion auvtou/( evn oi-j
evpla,nhsen tou.j labo,ntaj to. ca,ragma tou/ qhri,ou kai. tou.j proskunou/ntaj th/| eivko,ni auvtou/\ zw/ntej evblh,qhsan
oi` du,o eivj th.n li,mnhn tou/ puro.j th/j kaiome,nhj evn qei,w|Å
And the beast was taken, and with him the false prophet that wrought miracles before him, with which he
deceived them that had received the mark of the beast, and them that worshipped his image. These both were
cast alive into a lake of fire burning with brimstone.
那獸被擒拿，那在獸面前曾行奇事，迷惑受獸印記，和拜獸像之人的假先知，也與獸同被擒拿；他們兩個就活活

的被扔在燒著硫磺的火湖裏；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握住捉拿 (它)那 (它)野獸， 並且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它)同一者 (他)那

(他)假的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他)那 (他)那時(也是)行出作成了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識別之表記徵兆 在面前地

從屬(它)同一者， 在內 在對(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有迷途錯謬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雕像印記 從屬(它)那 從屬(它)野獸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敬拜了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表像 從屬(它)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活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投擲 (他們)那些 (他們)二個/兩個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湖 從屬(它)那 從屬(它)火 從屬(她)那 從屬(她)現正持續被點燃焚燒了的 在內

在對(它)硫磺。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握住捉拿 (它)那 (它)野獸， 並且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它)那同一者 (他)那

(他)假的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他)那 (他)那時(也是)行出作成了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識別之表記徵兆 在面前地

從屬(它)同一者， 在內 在對(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有迷途錯謬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雕像印記 從屬(它)那 從屬(它)野獸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敬拜了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表像 從屬(它)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活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投擲 (他們)那些 (他們)二個/兩個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湖 從屬(它)那 從屬(它)火 到於(她)那 到於(她)現正持續被點燃焚燒了的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硫磺。
[經文變異M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握住捉拿 (它)那 (它)野獸， 並且 (他)那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它)同一者 (他)那

(他)假的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他)那 (他)那時(也是)行出作成了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識別之表記徵兆 在面前地

從屬(它)同一者， 在內 在對(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有迷途錯謬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雕像印記 從屬(它)那 從屬(它)野獸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敬拜了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表像 從屬(它)同一者； (他們)現正持續活了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投擲 (他們)那些 (他們)二個/兩個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湖 從屬(它)那 從屬(它)火 到於(她)那 到於(她)現正持續被點燃焚燒了的 在內

在對(它)硫磺。

啟 19:21 kai. oì loipoi. avpekta,nqhsan evn th/| ròmfai,a| tou/ kaqhme,nou evpi. tou/ i[ppou th/| evxelqou,sh| evk tou/
sto,matoj auvtou/( kai. pa,nta ta. o;rnea evcorta,sqhsan evk tw/n sarkw/n auvtw/nÅ
And the remnant were slain with the sword of him that sat upon the horse, which sword proceeded out of his
mouth: and all the fowls were filled with their flesh.
其餘的被騎白馬者口中出來的劍殺了；飛鳥都喫飽了他們的肉。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其餘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殺害除掉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刀劍 從屬(他)那

從屬(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他)那 從屬(他)馬， 在對(她)那

在對(她)那時(也是)向外到來前往出來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口/嘴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它們)那些 (它們)飛禽雀鳥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餵飽 向外出來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肉體 從屬(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其餘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殺害除掉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刀劍 從屬(他)那

從屬(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他)那 從屬(他)馬， 在對(她)那

在對(她)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向外行去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口/嘴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它們)那些 (它們)飛禽雀鳥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餵飽 向外出來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肉體 從屬(他們)同一者。

啟 20:1 Kai. ei=don a;ggelon katabai,nonta evk tou/ ouvranou/ e;conta th.n klei/n th/j avbu,ssou kai. a[lusin mega,lhn
evpi. th.n cei/ra auvtou/Å
And I saw an angel come down from heaven, having the key of the bottomless pit and a great chain in his hand.
我又看見一位天使從天降下，手裏拿著無底坑的鑰匙，和一條大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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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他)使者 到於(他)現正持續向下行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到於(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鑰匙 從屬(她)那 從屬(她)無底坑 並且 到於(她)鐐銬鎖鏈

到於(她)極大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手 從屬(他)同一者。

啟 20:2 kai. evkra,thsen to.n dra,konta( ò o;fij ò avrcai/oj( o[j evstin Dia,boloj kai. ò Satana/j( kai. e;dhsen auvto.n
ci,lia e;th
And he laid hold on the dragon, that old serpent, which is the Devil, and Satan, and bound him a thousand
years,
他捉住那龍，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但，把他捆綁一千年，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掌控抓住 到於(他)那 到於(他)巨妖大蛇， (他)那 (他)蛇 (他)那 (他)起初原始的， (他)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詆辱中傷的[常指魔鬼] 並且 (他)那 (他)撒但，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拴綁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它們)一千個 到於(它們)年，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掌控抓住 到於(他)那 到於(他)巨妖大蛇， 到於(他)那 到於(他)蛇 到於(他)那

到於(他)起初原始的， (他)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詆辱中傷的[常指魔鬼] 並且 (他)撒但，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拴綁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它們)一千個 到於(它們)年，
[經文變異M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掌控抓住 到於(他)那 到於(他)巨妖大蛇， 到於(他)那 到於(他)蛇 到於(他)那

到於(他)起初原始的， (他)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詆辱中傷的[常指魔鬼] 並且 (他)那 (他)撒但， (他)那

(他)現正持續有迷途錯謬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全地 到於(她)整個全部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拴綁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它們)一千個 到於(它們)年，

啟 20:3 kai. e;balen auvto.n eivj th.n a;busson kai. e;kleisen kai. evsfra,gisen evpa,nw auvtou/( i[na mh. planh,sh| e;ti ta.
e;qnh a;cri telesqh/| ta. ci,lia e;thÅ meta. tau/ta dei/ luqh/nai auvto.n mikro.n cro,nonÅ
And cast him into the bottomless pit, and shut him up, and set a seal upon him, that he should deceive the
nations no more, till the thousand years should be fulfilled: and after that he must be loosed a little season.
扔在無底坑裏，將無底坑關閉，用印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國，等到那一千年完了；以後必須暫時釋放他。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投擲 到於(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無底坑，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關上鎖住，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蓋圖章封印 在上面上頭地 從屬(他)同一者， 為要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有迷途錯謬 依然仍舊地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種族邦國， 直至達到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完成 (它們)那些 (它們)一千個 (它們)年。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那時(也是)要去被鬆綁脫解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他)細微極小的

到於(他)時段期間。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投擲 到於(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無底坑，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關上鎖住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蓋圖章封印 在上面上頭地 從屬(他)同一者，

為要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有迷途錯謬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種族邦國 依然仍舊地， 直至達到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完成 (它們)那些 (它們)一千個 (它們)年。 並且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到於(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被鬆綁脫解 到於(他)細微極小的

到於(他)時段期間。
[經文變異M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投擲 到於(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無底坑，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關上鎖住，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蓋圖章封印 在上面上頭地 從屬(他)同一者， 為要 不會/不要

他/她/它現在持續有迷途錯謬 依然仍舊地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種族邦國， 直至達到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完成 (它們)那些 (它們)一千個 (它們)年。 並且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到於(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被鬆綁脫解 到於(他)細微極小的

到於(他)時段期間。

啟 20:4 Kai. ei=don qro,nouj kai. evka,qisan evpV auvtou.j kai. kri,ma evdo,qh auvtoi/j( kai. ta.j yuca.j tw/n
pepelekisme,nwn dia. th.n marturi,an VIhsou/ kai. dia. to.n lo,gon tou/ qeou/ kai. oi[tinej ouv proseku,nhsan to.
qhri,on ouvde. th.n eivko,na auvtou/ kai. ouvk e;labon to. ca,ragma evpi. to. me,twpon kai. evpi. th.n cei/ra auvtw/nÅ kai.
e;zhsan kai. evbasi,leusan meta. tou/ Cristou/ ci,lia e;thÅ
And I saw thrones, and they sat upon them, and judgment was given unto them: and I saw the souls of them
that were beheaded for the witness of Jesus, and for the word of God, and which had not worshipped the beast,
neither his image, neither had received his mark upon their foreheads, or in their hands; and they lived and
reigned with Christ a thousand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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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看見幾個寶座，也有坐在上面的，並有審判的權柄賜給他們；我又看見那些因為給耶穌作見證，並為神之道

被斬者的靈魂，和那沒有拜過獸與獸像，也沒有在額上和手上受過他印記之人的靈魂；他們都復活了，與基督一

同作王一千年。

並且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他們)寶座，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就座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同一者，

並且 (它)審案判決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給與 在對(他們)同一者； 並且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生魂意念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在已經被斬首了的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她)那 到於(她)作證 從屬(他)耶穌 並且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他們)這個任何什麼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敬拜 到於(它)那 到於(它)野獸， 然而也不是地 到於(她)那 到於(她)表像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拿取 到於(它)那 到於(它)雕像印記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那

到於(它)前額 並且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手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活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作君王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到於(它們)一千個 到於(它們)年。
[經文變異RT]

並且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他們)寶座，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就座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同一者，

並且 (它)審案判決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給與 在對(他們)同一者； 並且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生魂意念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在已經被斬首了的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她)那 到於(她)作證 從屬(他)耶穌 並且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他們)這個任何什麼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敬拜 在對(它)那 在對(它)野獸， 並不/又不 到於(她)那 到於(她)表像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拿取 到於(它)那 到於(它)雕像印記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那 到於(它)前額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手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活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作君王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基督 到於(它們)一千個 到於(它們)年。
[經文變異MT]

並且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他們)寶座，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就座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同一者，

並且 (它)審案判決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給與 在對(他們)同一者； 並且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生魂意念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在已經被斬首了的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她)那 到於(她)作證 從屬(他)耶穌 並且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他們)這個任何什麼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敬拜 在對(它)那 在對(它)野獸， 並不/又不 到於(她)那 到於(她)表像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拿取 到於(它)那 到於(它)雕像印記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那 到於(它)前額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手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活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作君王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一千個

到於(它們)年。

啟 20:5 oi` loipoi. tw/n nekrw/n ouvk e;zhsan a;cri telesqh/| ta. ci,lia e;thÅ au[th h` avna,stasij h` prw,thÅ
But the rest of the dead lived not again until the thousand years were finished. This is the first resurrection.
這是頭一次的復活。其餘的死人還沒有復活，直等那一千年完了。

(他們)那些 (他們)其餘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死掉的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活， 直至達到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完成 (它們)那些 (它們)一千個 (它們)年。 (她)那同一者 (她)那 (她)再站立起來 (她)那

(她)首先的。
[經文變異RT]

(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們)其餘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死掉的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又再活， 一直直到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完成 (它們)那些 (它們)一千個 (它們)年。 (她)那同一者 (她)那 (她)再站立起來 (她)那

(她)首先的。
[經文變異MT]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其餘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死掉的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活， 直至達到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完成 (它們)那些 (它們)一千個 (它們)年。 (她)那同一者 (她)那 (她)再站立起來 (她)那

(她)首先的。

啟 20:6 maka,rioj kai. a[gioj ò e;cwn me,roj evn th/| avnasta,sei th/| prw,th|\ evpi. tou,twn ò deu,teroj qa,natoj ouvk e;cei
evxousi,an( avllV e;sontai ìerei/j tou/ qeou/ kai. tou/ Cristou/ kai. basileu,sousin metV auvtou/ Îta.Ð ci,lia e;thÅ
Blessed and holy is he that hath part in the first resurrection: on such the second death hath no power, but they
shall be priests of God and of Christ, and shall reign with him a thousand years.
在頭一次復活有分的，有福了，聖潔了；第二次的死在他們身上沒有權柄；他們必作神和基督的祭司，並要與基

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他)蒙至高褔的 並且 (他)聖的 (他)那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它)部分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再站立起來

在對(她)那 在對(她)首先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他們)那同一者 (他)那 (他)第二的 (他)死 不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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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權柄掌握； 但乃是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是 (他們)祭司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作君王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一千個 到於(它們)年。
[經文變異RT]

(他)蒙至高褔的 並且 (他)聖的 (他)那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它)部分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再站立起來

在對(她)那 在對(她)首先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他們)那同一者 (他)那 (他)死 (他)那 (他)第二的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權柄掌握； 但乃是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是 (他們)祭司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作君王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它們)一千個

到於(它們)年。
[經文變異MT]

(他)蒙至高褔的 並且 (他)聖的 (他)那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它)部分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再站立起來

在對(她)那 在對(她)首先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他們)那同一者 (他)那 (他)第二的 (他)死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權柄掌握； 但乃是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是 (他們)祭司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作君王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它們)一千個

到於(它們)年。

啟 20:7 Kai. o[tan telesqh/| ta. ci,lia e;th( luqh,setai ò Satana/j evk th/j fulakh/j auvtou/
And when the thousand years are expired, Satan shall be loosed out of his prison,
那一千年完了，撒但必從監牢裏被釋放，

並且 但凡當這時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完成 (它們)那些 (它們)一千個 (它們)年，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鬆綁脫解

(他)那 (他)撒但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夜更/監獄 從屬(他)同一者，

啟 20:8 kai. evxeleu,setai planh/sai ta. e;qnh ta. evn tai/j te,ssarsin gwni,aij th/j gh/j( to.n Gw.g kai. Magw,g(
sunagagei/n auvtou.j eivj to.n po,lemon( w-n ò avriqmo.j auvtw/n wj̀ h` a;mmoj th/j qala,sshjÅ
And shall go out to deceive the nations which are in the four quarters of the earth, Gog and Magog, to gather
them together to battle: the number of whom is as the sand of the sea.
出來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國，〔方原文作角〕就是歌革和瑪各，叫他們聚集爭戰；他們的人數多如海沙。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那時(也是)要去有迷途錯謬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種族邦國

到於(它們)那些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四個 在對(她們)基角角落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到於(他)那

到於(他)歌革 並且 到於(他)瑪各， 那時(也是)要去聚集 到於(他們)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戰爭打仗；

從屬(他們)這些個 (他)那 (他)數目 從屬(他們)同一者 正如地 (她)那 (她)沙土 從屬(她)那 從屬(她)海。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那時(也是)要去有迷途錯謬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種族邦國

到於(它們)那些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四個 在對(她們)基角角落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到於(他)那

到於(他)歌革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瑪各， 那時(也是)要去聚集 到於(他們)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他)戰爭打仗；

從屬(他們)這些個 (他)那 (他)數目 正如地 (她)那 (她)沙土 從屬(她)那 從屬(她)海。
[經文變異MT]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那時(也是)要去有迷途錯謬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種族邦國

到於(它們)那些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四個 在對(她們)基角角落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到於(他)那

到於(他)歌革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瑪各， 那時(也是)要去聚集 到於(他們)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戰爭打仗； 從屬(他們)這些個 (他)那 (他)數目 從屬(他們)同一者 正如地 (她)那 (她)沙土 從屬(她)那

從屬(她)海。

啟 20:9 kai. avne,bhsan evpi. to. pla,toj th/j gh/j kai. evku,kleusan th.n parembolh.n tw/n ag̀i,wn kai. th.n po,lin th.n
hvgaphme,nhn( kai. kate,bh pu/r evk tou/ ouvranou/ kai. kate,fagen auvtou,jÅ
And they went up on the breadth of the earth, and compassed the camp of the saints about, and the beloved
city: and fire came down from God out of heaven, and devoured them.
他們上來遍滿了全地，圍住聖徒的營，與蒙愛的城；就有火從天降下，燒滅了他們。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上行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那 到於(它)寬度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行圓圈圍繞 到於(她)那 到於(她)陣營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聖的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城邑 到於(她)那 到於(她)現在已經被愛了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下行 (它)火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吞喫 到於(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上行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那 到於(它)寬度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促使有圓圈圍繞 到於(她)那 到於(她)陣營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聖的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城邑 到於(她)那 到於(她)現在已經被愛了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下行 (它)火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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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屬(他)神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吞喫 到於(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MT]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向上行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那 到於(它)寬度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促使有圓圈圍繞 到於(她)那 到於(她)陣營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聖的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城邑 到於(她)那 到於(她)現在已經被愛了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下行 (它)火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吞喫 到於(他們)同一者。

啟 20:10 kai. ò dia,boloj ò planw/n auvtou.j evblh,qh eivj th.n li,mnhn tou/ puro.j kai. qei,ou o[pou kai. to. qhri,on kai.
ò yeudoprofh,thj( kai. basanisqh,sontai h̀me,raj kai. nukto.j eivj tou.j aivw/naj tw/n aivw,nwnÅ
And the devil that deceived them was cast into the lake of fire and brimstone, where the beast and the false
prophet are, and shall be tormented day and night for ever and ever.
那迷惑他們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裏，就是獸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們必晝夜受痛苦，直到永永遠遠。

並且 (他)那 (他)詆辱中傷的[常指魔鬼] (他)那 (他)現正持續有迷途錯謬了的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投擲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湖 從屬(它)那 從屬(它)火 並且 從屬(它)硫磺，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並且 (它)那 (它)野獸 並且 (他)那 (他)假的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被使有考驗折磨 從屬(她)日子/白日 並且 從屬(她)夜晚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世紀時代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世紀時代。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 (他)詆辱中傷的[常指魔鬼] (他)那 (他)現正持續有迷途錯謬了的 到於(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投擲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湖 從屬(它)那 從屬(它)火 並且 從屬(它)硫磺，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它)那 (它)野獸 並且 (他)那 (他)假的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被使有考驗折磨 從屬(她)日子/白日 並且 從屬(她)夜晚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世紀時代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世紀時代。

啟 20:11 Kai. ei=don qro,non me,gan leuko.n kai. to.n kaqh,menon evpV auvto,n( ou- avpo. tou/ prosw,pou e;fugen h` gh/ kai.
ò ouvrano.j kai. to,poj ouvc eur̀e,qh auvtoi/jÅ
And I saw a great white throne, and him that sat on it, from whose face the earth and the heaven fled away; and
there was found no place for them.
我又看見一個白色的大寶座，與坐在上面的；從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無可見之處了。

並且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他)寶座 到於(他)極大的 到於(他)亮光潔白的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同一者， 從屬(他)這個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那

從屬(它)前面的臉面 他/她/它那時(也是)逃離走避 (她)那 (她)地土/地 並且 (他)那 (他)天空/天； 並且 (他)地點處所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找到尋見 在對(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他)寶座 到於(他)亮光潔白的 到於(他)極大的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他)同一者， 從屬(他)這個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前面的臉面

他/她/它那時(也是)逃離走避 (她)那 (她)地土/地 並且 (他)那 (他)天空/天； 並且 (他)地點處所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找到尋見 在對(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WH]

並且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他)寶座 到於(他)極大的 到於(他)亮光潔白的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他)同一者， 從屬(他)這個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那

從屬(它)前面的臉面 他/她/它那時(也是)逃離走避 (她)那 (她)地土/地 並且 (他)那 (他)天空/天； 並且 (他)地點處所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找到尋見 在對(他們)同一者。

啟 20:12 kai. ei=don tou.j nekrou,j( tou.j mega,louj kai. tou.j mikrou,j( èstw/taj evnw,pion tou/ qro,nouÅ kai. bibli,a
hvnoi,cqhsan( kai. a;llo bibli,on hvnoi,cqh( o[ evstin th/j zwh/j( kai. evkri,qhsan oi` nekroi. evk tw/n gegramme,nwn evn
toi/j bibli,oij kata. ta. e;rga auvtw/nÅ
And I saw the dead, small and great, stand before God; and the books were opened: and another book was
opened, which is the book of life: and the dead were judged out of those things which were written in the books,
according to their works.
我又看見死了的人，無論大小，都站在寶座前；案卷展開了；並且另有一卷展開，就是生命冊；死了的人都憑著

這些案卷所記載的，照他們所行的受審判。

並且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死掉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極大的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細微極小的， 到於(他們)現在已經立定站住了的 在面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寶座； 並且

(它們)小書卷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向上開啟打開； 並且 (它)另外不同的 (它)小書卷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向上開啟打開， (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從屬(她)那 從屬(她)生命； 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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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區別審斷 (他們)那些 (他們)死掉的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了的 在內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小書卷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工作 從屬(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死掉的， 到於(他們)細微極小的 並且 到於(他們)極大的，

到於(他們)現在已經立定站住了的 在面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它們)小書卷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向上開啟打開； 並且 (它)小書卷 (它)另外不同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向上開啟打開，

(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從屬(她)那 從屬(她)生命；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區別審斷 (他們)那些

(他們)死掉的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了的 在內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小書卷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工作 從屬(他們)同一者。

啟 20:13 kai. e;dwken h̀ qa,lassa tou.j nekrou.j tou.j evn auvth/| kai. ò qa,natoj kai. ò a[|dhj e;dwkan tou.j nekrou.j tou.j
evn auvtoi/j( kai. evkri,qhsan e[kastoj kata. ta. e;rga auvtw/nÅ
And the sea gave up the dead which were in it; and death and hell delivered up the dead which were in them:
and they were judged every man according to their works.
於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陰間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們都照各人所行的受審判。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她)那 (她)海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死掉的 到於(他們)那些 在內 在對(她)同一者；

並且 (他)那 (他)死 並且 (他)那 (他)陰間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給與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死掉的 到於(他們)那些

在內 在對(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區別審斷 (他)各個的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工作 從屬(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她)那 (她)海 到於(他們)那些 在內 在對(她)同一者 到於(他們)死掉的； 並且 (他)那

(他)死 並且 (他)那 (他)陰間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給與 到於(他們)那些 在內 在對(她)同一者 到於(他們)死掉的；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區別審斷 (他)各個的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工作

從屬(他們)同一者。

啟 20:14 kai. ò qa,natoj kai. ò a[|dhj evblh,qhsan eivj th.n li,mnhn tou/ puro,jÅ ou-toj ò qa,natoj ò deu,tero,j evstin( h`
li,mnh tou/ puro,jÅ
And death and hell were cast into the lake of fire. This is the second death.
死亡和陰間也被扔在火湖裏；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

並且 (他)那 (他)死 並且 (他)那 (他)陰間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投擲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湖 從屬(它)那

從屬(它)火。 (他)那同一者 (他)那 (他)死 (他)那 (他)第二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湖 從屬(它)那

從屬(它)火。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 (他)死 並且 (他)那 (他)陰間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投擲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湖 從屬(它)那

從屬(它)火。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第二的 (他)死 。

啟 20:15 kai. ei; tij ouvc eùre,qh evn th/| bi,blw| th/j zwh/j gegramme,noj( evblh,qh eivj th.n li,mnhn tou/ puro,jÅ
And whosoever was not found written in the book of life was cast into the lake of fire.
若有人名字沒記在生命冊上，他就被扔在火湖裏。

並且 若是 (他)任何什麼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找到尋見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書卷 從屬(她)那

從屬(她)生命 (他)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投擲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湖 從屬(它)那

從屬(它)火。
[經文變異MT]

並且 若是 (他)任何什麼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找到尋見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小書卷 從屬(她)那

從屬(她)生命 (他)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投擲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湖 從屬(它)那

從屬(它)火。

啟 21:1 Kai. ei=don ouvrano.n kaino.n kai. gh/n kainh,nÅ ò ga.r prw/toj ouvrano.j kai. h` prw,th gh/ avph/lqan kai. h̀
qa,lassa ouvk e;stin e;tiÅ
And I saw a new heaven and a new earth: for the first heaven and the first earth were passed away; and there
was no more sea.
我又看見一個新天新地；因為先前的天地已經過去了；海也不再有了。

並且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他)天空/天 到於(他)嶄新的 並且 到於(她)地土/地 到於(她)嶄新的； (他)那 因為

(他)首先的 (他)天空/天 並且 (她)那 (她)首先的 (她)地土/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並且

(她)那 (她)海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依然仍舊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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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變異RT]

並且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他)天空/天 到於(他)嶄新的 並且 到於(她)地土/地 到於(她)嶄新的； (他)那 因為

(他)首先的 (他)天空/天 並且 (她)那 (她)首先的 (她)地土/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旁邊過去； 並且 (她)那 (她)海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依然仍舊地。

啟 21:2 kai. th.n po,lin th.n ag̀i,an VIerousalh.m kainh.n ei=don katabai,nousan evk tou/ ouvranou/ avpo. tou/ qeou/
ht̀oimasme,nhn ẁj nu,mfhn kekosmhme,nhn tw/| avndri. auvth/jÅ
And I John saw the holy city, new Jerusalem, coming down from God out of heaven, prepared as a bride
adorned for her husband.
我又看見聖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裏從天而降，預備好了，就如新婦妝飾整齊，等候丈夫。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城邑 到於(她)那 到於(她)聖的， 到於(她)耶陸撒冷 到於(她)嶄新的，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她)現正持續向下行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到於(她)現在已經被使成妥切齊備了的 正如地 到於(她)新婦 到於(她)現在已經被有美容妝束了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男人/丈夫 從屬(她)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我 (他)約翰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到於(她)那 到於(她)城邑 到於(她)那 到於(她)聖的， 到於(她)耶陸撒冷

到於(她)嶄新的， 到於(她)現正持續向下行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到於(她)現在已經被使成妥切齊備了的 正如地 到於(她)新婦 到於(她)現在已經被有美容妝束了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男人/丈夫 從屬(她)同一者。

啟 21:3 kai. h;kousa fwnh/j mega,lhj evk tou/ qro,nou legou,shj( VIdou. h` skhnh. tou/ qeou/ meta. tw/n avnqrw,pwn( kai.
skhnw,sei metV auvtw/n( kai. auvtoi. laoi. auvtou/ e;sontai( kai. auvto.j ò qeo.j metV auvtw/n e;stai Îauvtw/n qeo,jÐ(
And I heard a great voice out of heaven saying, Behold, the tabernacle of God is with men, and he will dwell
with them, and they shall be his people, and God himself shall be with them, and be their God.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

在，作他們的神；

並且 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從屬(她)聲音 從屬(她)極大的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寶座

從屬(她)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她)那 (她)帳幕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人，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搭帳棚居所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們)同一者 (他們)人民百姓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是， 並且 (他)同一者

(他)那 (他)神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神；
[經文變異RT]

並且 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從屬(她)聲音 從屬(她)極大的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從屬(她)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她)那 (她)帳幕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人，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搭帳棚居所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們)同一者 (他們)人民百姓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是， 並且 (他)同一者

(他)那 (他)神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神 從屬(他們)同一者；
[經文變異WH]

並且 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從屬(她)聲音 從屬(她)極大的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寶座

從屬(她)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她)那 (她)帳幕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人，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搭帳棚居所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們)同一者 (他們)人民百姓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是， 並且 (他)同一者

(他)那 (他)神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

啟 21:4 kai. evxalei,yei pa/n da,kruon evk tw/n ovfqalmw/n auvtw/n( kai. ò qa,natoj ouvk e;stai e;ti ou;te pe,nqoj ou;te
kraugh. ou;te po,noj ouvk e;stai e;ti( Îo[tiÐ ta. prw/ta avph/lqanÅ
And God shall wipe away all tears from their eyes; and there shall be no more death, neither sorrow, nor crying,
neither shall there be any more pain: for the former things are passed away.
神要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號，疼痛，因為以前的事都過去了。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塗抹去掉 到於(它)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眼淚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眼睛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那 (他)死 不是/不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依然仍舊地， 並不/又不 (它)悲慟，

並不/又不 (她)高喊嚷叫， 並不/又不 (他)勞動辛苦之苦， 不是/不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依然仍舊地； 是這樣

(它們)那些 (它們)首先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塗抹去掉 (他)那 (他)神 到於(它)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眼淚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眼睛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那 (他)死 不是/不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依然仍舊地， 並不/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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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悲慟， 並不/又不 (她)高喊嚷叫， 並不/又不 (他)勞動辛苦之苦， 不是/不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依然仍舊地；

是這樣 (它們)那些 (它們)首先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經文變異WH]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塗抹去掉 到於(它)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眼淚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眼睛

從屬(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那 (他)死 不是/不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依然仍舊地， 並不/又不 (它)悲慟，

並不/又不 (她)高喊嚷叫， 並不/又不 (他)勞動辛苦之苦， 不是/不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依然仍舊地； (它們)那些

(它們)首先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啟 21:5 Kai. ei=pen ò kaqh,menoj evpi. tw/| qro,nw|( VIdou. kaina. poiw/ pa,nta( kai. le,gei( Gra,yon( o[ti ou-toi oì lo,goi
pistoi. kai. avlhqinoi, eivsinÅ
And he that sat upon the throne said, Behold, I make all things new. And he said unto me, Write: for these
words are true and faithful.
坐寶座的說：看哪，我將一切都更新了。又說：你要寫上；因這些話是可信的，是真實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那 在對(他)寶座，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到於(它們)嶄新的 我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你那時(也是)就要刻寫記載， 是這樣 (他們)那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他們)誠且信的 並且 (他們)真正實在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他)那 從屬(他)寶座，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到於(它們)嶄新的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我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我， 你那時(也是)就要刻寫記載， 是這樣 (他們)那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他們)真正實在的 並且 (他們)誠且信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M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他)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那 在對(他)寶座，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嶄新的 我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我， 你那時(也是)就要刻寫記載， 是這樣 (他們)那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他們)真正實在的 並且 (他們)誠且信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啟 21:6 kai. ei=pe,n moi( Ge,gonanÅ evgw, ÎeivmiÐ to. :Alfa kai. to. +W( h̀ avrch. kai. to. te,lojÅ evgw. tw/| diyw/nti dw,sw
evk th/j phgh/j tou/ u[datoj th/j zwh/j dwrea,nÅ
And he said unto me, It is done. I am Alpha and Omega, the beginning and the end. I will give unto him that is
athirst of the fountain of the water of life freely.
他又對我說：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我是初，我是終。我要將生命泉的水白白賜給那口渴的人喝。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我， 他/她/它們現在已經生發成為。 我 我現在持續是 (它)那 (它)阿拉法 並且

(它)那 (它)俄梅戛， (她)那 (她)為起始為首 並且 (它)那 (它)終結/貨物或旅行之終結稅。 我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有乾渴了的 我將要(持續)給與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湧泉泉源 從屬(它)那 從屬(它)水

從屬(她)那 從屬(她)生命 白白地。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我， 他/她/它現在已經生發成為。 我 我現在持續是 (它)那 (它)阿拉法 並且

(它)那 (它)俄梅戛， (她)那 (她)為起始為首 並且 (它)那 (它)終結/貨物或旅行之終結稅。 我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有乾渴了的 我將要(持續)給與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湧泉泉源 從屬(它)那 從屬(它)水

從屬(她)那 從屬(她)生命 白白地。
[經文變異WH]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我， 他/她/它們現在已經生發成為。 我 (它)那 (它)阿拉法 並且 (它)那

(它)俄梅戛， (她)那 (她)為起始為首 並且 (它)那 (它)終結/貨物或旅行之終結稅。 我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有乾渴了的 我將要(持續)給與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湧泉泉源 從屬(它)那 從屬(它)水

從屬(她)那 從屬(她)生命 白白地。

啟 21:7 ò nikw/n klhronomh,sei tau/ta kai. e;somai auvtw/| qeo.j kai. auvto.j e;stai moi uiò,jÅ
He that overcometh shall inherit all things; and I will be his God, and he shall be my son.
得勝的，必承受這些為業；我要作他的神，他要作我的兒子。

(他)那 (他)現正持續獲勝了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行承受產業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並且 我將要(持續)是

在對(他)同一者 (他)神， 並且 (他)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在對我 (他)兒子。
[經文變異RT]

(他)那 (他)現正持續獲勝了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行承受產業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並且 我將要(持續)是

在對(他)同一者 (他)神， 並且 (他)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在對我 (他)那 (他)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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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 21:8 toi/j de. deiloi/j kai. avpi,stoij kai. evbdelugme,noij kai. foneu/sin kai. po,rnoij kai. farma,koij kai.
eivdwlola,traij kai. pa/sin toi/j yeude,sin to. me,roj auvtw/n evn th/| li,mnh| th/| kaiome,nh| puri. kai. qei,w|( o[ evstin ò
qa,natoj ò deu,terojÅ
But the fearful, and unbelieving, and the abominable, and murderers, and whoremongers, and sorcerers, and
idolaters, and all liars, shall have their part in the lake which burneth with fire and brimstone: which is the second
death.
惟有膽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殺人的，淫亂的，行邪術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說謊話的，他們的分就在燒著硫

磺的火湖裏；這是第二次的死。

在對(他們)那些 然而也 在對(他們)恐懼驚駭的 並且 在對(他們)不誠不信的 並且 在對(他們)現在已經被厭恨憎惡了的

並且 在對(他們)謀害凶殺者 並且 在對(他們)男娼 並且 在對(他們)施藥物魔法之人 並且 在對(他們)偶像之事奉者

並且 在對(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說謊作假的 (它)那 (它)部分 從屬(他們)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湖 在對(她)那 在對(她)現正持續被點燃焚燒了的 在對(它)火 並且 在對(它)硫磺； (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死 (他)那 (他)第二的。
[經文變異RT]

在對(他們)恐懼驚駭的 然而也 並且 在對(他們)不誠不信的 並且 在對(他們)現在已經被厭恨憎惡了的 並且

在對(他們)謀害凶殺者 並且 在對(他們)男娼 並且 在對(他們)巫醫藥師 並且 在對(他們)偶像之事奉者 並且

在對(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說謊作假的 (它)那 (它)部分 從屬(他們)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湖 在對(她)那 在對(她)現正持續被點燃焚燒了的 在對(它)火 並且 在對(它)硫磺； (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第二的 (他)死。
[經文變異MT]

在對(他們)那些 然而也 在對(他們)恐懼驚駭的 並且 在對(他們)不誠不信的 並且 在對(他們)犯罪的 並且

在對(他們)現在已經被厭恨憎惡了的 並且 在對(他們)謀害凶殺者 並且 在對(他們)男娼 並且

在對(他們)施藥物魔法之人 並且 在對(他們)偶像之事奉者 並且 在對(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說謊作假的 (它)那 (它)部分 從屬(他們)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湖 在對(她)那

在對(她)現正持續被點燃焚燒了的 在對(它)火 並且 在對(它)硫磺； (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死 (他)那

(他)第二的。

啟 21:9 Kai. h=lqen ei-j evk tw/n ep̀ta. avgge,lwn tw/n evco,ntwn ta.j èpta. fia,laj tw/n gemo,ntwn tw/n èpta. plhgw/n
tw/n evsca,twn kai. evla,lhsen metV evmou/ le,gwn( Deu/ro( dei,xw soi th.n nu,mfhn th.n gunai/ka tou/ avrni,ouÅ
And there came unto me one of the seven angels which had the seven vials full of the seven last plagues, and
talked with me, saying, Come hither, I will shew thee the bride, the Lamb's wife.
拿著七個金碗，盛滿末後七災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來對我說：你到這裏來，我要將新婦，就是羔羊的妻，指給

你看。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他)一個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七個 從屬(他們)使者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七個 到於(她們)杯碗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現正持續鼓起滿載了的
註1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七個 從屬(她們)災禍傷害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最末後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言講說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我"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就要到這裏， 我將要(持續)顯示展現 在對你 到於(她)那 到於(她)新婦， 到於(她)那 到於(她)女人 從屬(它)那

從屬(它)小羊羔。

註1：“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現正持續鼓起滿載了的”文法上亦可以為“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現正持續鼓起滿載了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我 (他)一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七個 從屬(他們)使者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七個 到於(她們)杯碗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現正持續鼓起滿載了的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七個 從屬(她們)災禍傷害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最末後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言講說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我"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就要到這裏， 我將要(持續)顯示展現 在對你 到於(她)那 到於(她)新婦 從屬(它)那 從屬(它)小羊羔 到於(她)那

到於(她)女人。
[經文變異M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他)一個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七個 從屬(他們)使者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七個 到於(她們)杯碗 到於(她們)現正持續鼓起滿載了的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七個 從屬(她們)災禍傷害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最末後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言講說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我" (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你就要到這裏，

我將要(持續)顯示展現 在對你 到於(她)那 到於(她)女人， 到於(她)那 到於(她)新婦 從屬(它)那 從屬(它)小羊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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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 21:10 kai. avph,negke,n me evn pneu,mati evpi. o;roj me,ga kai. ùyhlo,n( kai. e;deixe,n moi th.n po,lin th.n ag̀i,an
VIerousalh.m katabai,nousan evk tou/ ouvranou/ avpo. tou/ qeou/
And he carried me away in the spirit to a great and high mountain, and shewed me that great city, the holy
Jerusalem, descending out of heaven from God,
我被聖靈感動，天使就帶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將那由神那裏從天而降的聖城耶路撒冷指示我。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負載攜帶離開 到於我 在內 在對(它)靈/風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高山

到於(它)極大的 並且 到於(它)高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顯示展現 在對我 到於(她)那 到於(她)城邑 到於(她)那

到於(她)聖的 到於(她)耶陸撒冷， 到於(她)現正持續向下行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負載攜帶離開 到於我 在內 在對(它)靈/風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高山

到於(它)極大的 並且 到於(它)高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顯示展現 在對我 到於(她)那 到於(她)城邑 到於(她)那

到於(她)極大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聖的 到於(她)耶陸撒冷， 到於(她)現正持續向下行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啟 21:11 e;cousan th.n do,xan tou/ qeou/( ò fwsth.r auvth/j o[moioj li,qw| timiwta,tw| ẁj li,qw| iva,spidi
krustalli,zontiÅ
Having the glory of God: and her light was like unto a stone most precious, even like a jasper stone, clear as
crystal;
城中有神的榮耀；城的光輝如同極貴的寶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

到於(她)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榮耀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那 (他)照明光體 從屬(她)同一者

(他)具同樣相同的 在對(他)石頭 在對(他)最具珍貴價值的 正如地 在對(他)石頭 在對(她)碧玉

在對(他)現正持續結晶發亮了的；
[經文變異RT]

到於(她)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榮耀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他)那 (他)照明光體

從屬(她)同一者 (他)具同樣相同的 在對(他)石頭 在對(他)最具珍貴價值的 正如地 在對(他)石頭 在對(她)碧玉

在對(他)現正持續結晶發亮了的；

啟 21:12 e;cousa tei/coj me,ga kai. ùyhlo,n( e;cousa pulw/naj dw,deka kai. evpi. toi/j pulw/sin avgge,louj dw,deka kai.
ovno,mata evpigegramme,na( a[ evstin Îta. ovno,mataÐ tw/n dw,deka fulw/n uiẁ/n VIsrah,l\
And had a wall great and high, and had twelve gates, and at the gates twelve angels, and names written
thereon, which are the names of the twelve tribes of the children of Israel:
有高大的牆；有十二個門，門上有十二位天使；門上又寫著以色列十二個支派的名字；

(她)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它)城牆 到於(它)極大的 並且 到於(它)高的， (她)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他們)大門口

到於(他們)十二個， 並且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大門口 到於(他們)使者 到於(他們)十二個，

並且 到於(它們)名字 到於(它們)現在已經被題寫了的， (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們)那些 (它們)名字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十二個 從屬(她們)分支族派 從屬(他們)兒子 從屬(他)以色列；
[經文變異RT]

到於(她)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並/又 到於(它)城牆 到於(它)極大的 並且 到於(它)高的， 到於(她)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他們)大門口 到於(他們)十二個， 並且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大門口 到於(他們)使者

到於(他們)十二個， 並且 到於(它們)名字 到於(它們)現在已經被題寫了的， (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十二個 從屬(她們)分支族派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兒子 從屬(他)以色列；
[經文變異WH]

(她)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它)城牆 到於(它)極大的 並且 到於(它)高的， (她)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他們)大門口

到於(他們)十二個， 並且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大門口 到於(他們)使者 到於(他們)十二個，

並且 到於(它們)名字 到於(它們)現在已經被題寫了的， (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十二個 從屬(她們)分支族派 從屬(他們)兒子 從屬(他)以色列；

啟 21:13 avpo. avnatolh/j pulw/nej trei/j kai. avpo. borra/ pulw/nej trei/j kai. avpo. no,tou pulw/nej trei/j kai. avpo.
dusmw/n pulw/nej trei/jÅ
On the east three gates; on the north three gates; on the south three gates; and on the west three gates.
東邊有三門；北邊有三門；南邊有三門；西邊有三門。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日出之東方 (他們)大門口 (他們)三個； 並且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北方 (他們)大門口

(他們)三個； 並且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南風/南方 (他們)大門口 (他們)三個； 並且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們)西邊

(他們)大門口 (他們)三個。
[經文變異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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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日出之東方 (他們)大門口 (他們)三個；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北方 (他們)大門口 (他們)三個；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南風/南方 (他們)大門口 (他們)三個；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們)西邊 (他們)大門口 (他們)三個。
[經文變異MT]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日出之東方 (他們)大門口 (他們)三個；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北方 (他們)大門口 (他們)三個；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南風/南方 (他們)大門口 (他們)三個； 並且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們)西邊 (他們)大門口

(他們)三個。

啟 21:14 kai. to. tei/coj th/j po,lewj e;cwn qemeli,ouj dw,deka kai. evpV auvtw/n dw,deka ovno,mata tw/n dw,deka
avposto,lwn tou/ avrni,ouÅ
And the wall of the city had twelve foundations, and in them the names of the twelve apostles of the Lamb.
城牆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

並且 (它)那 (它)城牆 從屬(她)那 從屬(她)城邑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他們)根基 到於(他們)十二個， 並且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們)十二個 到於(它們)名字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十二個

從屬(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從屬(它)那 從屬(它)小羊羔。
[經文變異RT]

並且 (它)那 (它)城牆 從屬(她)那 從屬(她)城邑 (它)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他們)根基 到於(他們)十二個， 並且 在內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們)名字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十二個 從屬(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從屬(它)那

從屬(它)小羊羔。
[經文變異MT]

並且 (它)那 (它)城牆 從屬(她)那 從屬(她)城邑 (它)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他們)根基 到於(他們)十二個， 並且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他們)同一者 到於(它們)十二個 到於(它們)名字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十二個

從屬(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從屬(它)那 從屬(它)小羊羔。

啟 21:15 Kai. ò lalw/n metV evmou/ ei=cen me,tron ka,lamon crusou/n( i[na metrh,sh| th.n po,lin kai. tou.j pulw/naj
auvth/j kai. to. tei/coj auvth/jÅ
And he that talked with me had a golden reed to measure the city, and the gates thereof, and the wall thereof.
對我說話的拿著金葦子當尺，要量那城，和城門城牆。

並且 (他)那 (他)現正持續發言講說了的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我" 他/她/它當時持續持有 到於(它)量器量度

到於(他)蘆葦 到於(他)黃金的，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用量器量度 到於(她)那 到於(她)城邑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大門口 從屬(她)同一者 並且 到於(它)那 到於(它)城牆 從屬(她)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那 (他)現正持續發言講說了的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我" 他/她/它當時持續持有 到於(他)蘆葦

到於(他)黃金的，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用量器量度 到於(她)那 到於(她)城邑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大門口 從屬(她)同一者 並且 到於(它)那 到於(它)城牆 從屬(她)同一者。

啟 21:16 kai. h` po,lij tetra,gwnoj kei/tai kai. to. mh/koj auvth/j o[son Îkai.Ð to. pla,tojÅ kai. evme,trhsen th.n po,lin tw/|
kala,mw| evpi. stadi,wn dw,deka cilia,dwn( to. mh/koj kai. to. pla,toj kai. to. u[yoj auvth/j i;sa evsti,nÅ
And the city lieth foursquare, and the length is as large as the breadth: and he measured the city with the reed,
twelve thousand furlongs. The length and the breadth and the height of it are equal.
城是四方的，長寬一樣，天使用葦子量那城，共有四千里；長寬高都是一樣。

並且 (她)那 (她)城邑 (她)四角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安置， 並且 (它)那 (它)長度 從屬(她)同一者

(它)這每一切 並且 (它)那 (它)寬度。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用量器量度 到於(她)那 到於(她)城邑 在對(他)那

在對(他)蘆葦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他們)具606.75英尺長的賽跑道 從屬(她們)十二個 從屬(她們)一千之數； (它)那

(它)長度 並且 (它)那 (它)寬度 並且 (它)那 (它)高度 從屬(她)同一者 (它們)相似等同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並且 (她)那 (她)城邑 (她)四角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安置， 並且 (它)那 (它)長度 從屬(她)同一者

到於(它)那這麼樣大/那這麼樣多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這每一切 並且 (它)那 (它)寬度。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用量器量度 到於(她)那 到於(她)城邑 在對(他)那 在對(他)蘆葦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他們)具606.75英尺長的賽跑道 從屬(她們)十二個 從屬(她們)一千之數； (它)那 (它)長度 並且 (它)那 (它)寬度

並且 (它)那 (它)高度 從屬(她)同一者 (它們)相似等同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WH]

並且 (她)那 (她)城邑 (她)四角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安置， 並且 (它)那 (它)長度 從屬(她)同一者

(它)這每一切 (它)那 (它)寬度。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用量器量度 到於(她)那 到於(她)城邑 在對(他)那

在對(他)蘆葦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他們)具606.75英尺長的賽跑道 從屬(她們)十二個 從屬(她們)一千之數； (它)那

(它)長度 並且 (它)那 (它)寬度 並且 (它)那 (它)高度 從屬(她)同一者 (它們)相似等同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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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 (她)那 (她)城邑 (她)四角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安置， 並且 (它)那 (它)長度 從屬(她)同一者

(它)這每一切 (它)那 (它)寬度。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用量器量度 到於(她)那 到於(她)城邑 在對(他)那

在對(他)蘆葦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具606.75英尺長的賽跑道 到於(她們)十二個 到於(她們)一千之數註1

到於(她們)十二個； (它)那 (它)長度 並且 (它)那 (它)寬度 並且 (它)那 (它)高度 從屬(她)同一者 (它們)相似等同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註1：“從屬(她們)十二個 從屬(她們)一千之數”文法上亦可以為“到於(她們)十二個 到於(她們)一千之數”。

啟 21:17 kai. evme,trhsen to. tei/coj auvth/j èkato.n tessera,konta tessa,rwn phcw/n me,tron avnqrw,pou( o[ evstin
avgge,louÅ
And he measured the wall thereof, an hundred and forty and four cubits, according to the measure of a man,
that is, of the angel.
又量了城牆，按著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一百四十四肘。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用量器量度 到於(它)那 到於(它)城牆 從屬(她)同一者 從屬(他們)一百個 從屬(他們)四十個

從屬(他們)四個 從屬(他們)肘， 到於(它)量器量度 從屬(他)人， (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從屬(他)使者。

啟 21:18 kai. h` evndw,mhsij tou/ tei,couj auvth/j i;aspij kai. h̀ po,lij crusi,on kaqaro.n o[moion ùa,lw| kaqarw/|Å
And the building of the wall of it was of jasper: and the city was pure gold, like unto clear glass.
牆是碧玉造的；城是精金的，如同明淨的玻璃。

並且 (她)那 (她)構築建構 從屬(它)那 從屬(它)城牆 從屬(她)同一者 (她)碧玉； 並且 (她)那 (她)城邑 (它)金子

(它)乾淨純潔的， (它)具同樣相同的 在對(他)玻璃 在對(他)乾淨純潔的。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她)那 (她)構築建構 從屬(它)那 從屬(它)城牆 從屬(她)同一者 (她)碧玉； 並且 (她)那

(她)城邑 (它)金子 (它)乾淨純潔的， (她)具同樣相同的 在對(他)玻璃 在對(他)乾淨純潔的。
[經文變異MT]

並且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她)那 (她)構築建構 從屬(它)那 從屬(它)城牆 從屬(她)同一者 (她)碧玉； 並且 (她)那

(她)城邑 (它)金子 (它)乾淨純潔的， (它)具同樣相同的 在對(他)玻璃 在對(他)乾淨純潔的。

啟 21:19 oi` qeme,lioi tou/ tei,couj th/j po,lewj panti. li,qw| timi,w| kekosmhme,noi\ ò qeme,lioj ò prw/toj i;aspij( ò
deu,teroj sa,pfiroj( ò tri,toj calkhdw,n( ò te,tartoj sma,ragdoj(
And the foundations of the wall of the city were garnished with all manner of precious stones. The first
foundation was jasper; the second, sapphire; the third, a chalcedony; the fourth, an emerald;
城牆的根基是用各樣寶石修飾的。第一根基是碧玉；第二是藍寶石；第三是綠瑪瑙；第四是綠寶石；

(他們)那些 (他們)根基 從屬(它)那 從屬(它)城牆 從屬(她)那 從屬(她)城邑 在對(他)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石頭

在對(他)具珍貴價值的 (他們)現在已經被有美容妝束了的； (他)那 (他)根基 (他)那 (他)首先的 (她)碧玉； (他)那

(他)第二的 (她)藍寶石； (他)那 (他)第三的 (他)玉髓礦石； (他)那 (他)第四的 (他)綠寶石；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根基 從屬(它)那 從屬(它)城牆 從屬(她)那 從屬(她)城邑 在對(他)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石頭

在對(他)具珍貴價值的 (他們)現在已經被有美容妝束了的； (他)那 (他)根基 (他)那 (他)首先的 (她)碧玉； (他)那

(他)第二的 (她)藍寶石； (他)那 (他)第三的 (他)玉髓礦石； (他)那 (他)第四的 (他)綠寶石；

啟 21:20 ò pe,mptoj sardo,nux( ò e[ktoj sa,rdion( ò e[bdomoj cruso,liqoj( ò o;gdooj bh,rulloj( ò e;natoj topa,zion( ò
de,katoj cruso,prasoj( ò ènde,katoj ùa,kinqoj( ò dwde,katoj avme,qustoj(
The fifth, sardonyx; the sixth, sardius; the seventh, chrysolite; the eighth, beryl; the ninth, a topaz; the tenth, a
chrysoprasus; the eleventh, a jacinth; the twelfth, an amethyst.
第五是紅瑪瑙；第六是紅寶石；第七是黃璧璽；第八是水蒼玉；第九是紅璧璽；第十是翡翠；第十一是紫瑪瑙；

第十二是紫晶。

(他)那 (他)第五的 (她)纏絲瑪瑙； (他)那 (他)第六的 (它)紅寶石； (他)那 (他)第七的 (他)黃玉； (他)那 (他)第八的

(他)水蒼玉； (他)那 (他)第九的 (它)貴橄欖石； (他)那 (他)第十的 (他)綠玉髓； (他)那 (他)第十一的 (他)紫瑪瑙；

(他)那 (他)第十二的 (她)紫水晶。

啟 21:21 kai. oì dw,deka pulw/nej dw,deka margari/tai( avna. ei-j e[kastoj tw/n pulw,nwn h=n evx eǹo.j margari,touÅ
kai. h` platei/a th/j po,lewj crusi,on kaqaro.n ẁj u[aloj diaugh,jÅ
And the twelve gates were twelve pearls; every several gate was of one pearl: and the street of the city was
pure gold, as it were transparent glass.
十二個門是十二顆珍珠；每門是一顆珍珠；城內的街道是精金，好像明透的玻璃。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十二個 (他們)大門口 (他們)十二個 (他們)珍珠； 向上到/各向上到[副詞性用法] (他)一個

(他)各個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大門口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向外出來 從屬(他)一個 從屬(他)珍珠； 並且

(她)那 (她)廣場大街 從屬(她)那 從屬(她)城邑 (它)金子 (它)乾淨純潔的 正如地 (他)玻璃 (他)透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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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十二個 (他們)大門口 (他們)十二個 (他們)珍珠； 向上到/各向上到[副詞性用法] (他)一個

(他)各個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大門口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向外出來 從屬(他)一個 從屬(他)珍珠； 並且

(她)那 (她)廣場大街 從屬(她)那 從屬(她)城邑 (它)金子 (它)乾淨純潔的 正如地 (他)玻璃 (他)明透的。

啟 21:22 Kai. nao.n ouvk ei=don evn auvth/|( ò ga.r ku,rioj ò qeo.j ò pantokra,twr nao.j auvth/j evstin kai. to. avrni,onÅ
And I saw no temple therein: for the Lord God Almighty and the Lamb are the temple of it.
我未見城內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為城的殿。

並且 到於(他)殿宇 不是/不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在內 在對(她)同一者； (他)那 因為 (他)主人 (他)那 (他)神

(他)那 (他)全能者 (他)殿宇 從屬(她)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並且 (它)那 (它)小羊羔。

啟 21:23 kai. h` po,lij ouv crei,an e;cei tou/ hl̀i,ou ouvde. th/j selh,nhj i[na fai,nwsin auvth/|( h` ga.r do,xa tou/ qeou/
evfw,tisen auvth,n( kai. o` lu,cnoj auvth/j to. avrni,onÅ
And the city had no need of the sun, neither of the moon, to shine in it: for the glory of God did lighten it, and the
Lamb is the light thereof.
那城內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榮耀光照；又有羔羊為城的燈。

並且 (她)那 (她)城邑 不是/不 到於(她)需用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從屬(他)那 從屬(他)日頭太陽， 然而也不是地

從屬(她)那 從屬(她)月亮， 為要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促為照亮顯明 在對(她)同一者； (她)那 因為 (她)榮耀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她/它那時(也是)光照 到於(她)同一者， 並且 (他)那 (他)燈火 從屬(她)同一者 (它)那

(它)小羊羔。
[經文變異RT]

並且 (她)那 (她)城邑 不是/不 到於(她)需用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從屬(他)那 從屬(他)日頭太陽， 然而也不是地

從屬(她)那 從屬(她)月亮， 為要 他/她/它們現在應該持續促為照亮顯明 在內 在對(她)同一者； (她)那 因為 (她)榮耀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她/它那時(也是)光照 到於(她)同一者， 並且 (他)那 (他)燈火 從屬(她)同一者 (它)那

(它)小羊羔。

啟 21:24 kai. peripath,sousin ta. e;qnh dia. tou/ fwto.j auvth/j( kai. oi` basilei/j th/j gh/j fe,rousin th.n do,xan auvtw/n
eivj auvth,n(
And the nations of them which are saved shall walk in the light of it: and the kings of the earth do bring their
glory and honour into it.
列國要在城的光裏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將自己的榮耀歸與那城。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來往昂然踏行 (它們)那些 (它們)種族邦國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那 從屬(它)光明

從屬(她)同一者；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君王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負載攜帶 到於(她)那

到於(她)榮耀 從屬(他們)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它們)那些 (它們)種族邦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被拯救了的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光明

從屬(她)同一者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來往昂然踏行；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君王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負載攜帶 到於(她)那 到於(她)榮耀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珍貴價值 從屬(他們)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同一者；
[經文變異MT]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來往昂然踏行 (它們)那些 (它們)種族邦國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那 從屬(它)光明

從屬(她)同一者；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君王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負載攜帶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她)榮耀 並且 到於(她)珍貴價值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種族邦國 向內進入

到於(她)同一者；

啟 21:25 kai. oì pulw/nej auvth/j ouv mh. kleisqw/sin h̀me,raj( nu.x ga.r ouvk e;stai evkei/(
And the gates of it shall not be shut at all by day: for there shall be no night there.
城門白晝總不關閉；在那裏原沒有黑夜。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大門口 從屬(她)同一者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被關上鎖住

從屬(她)日子/白日； (她)夜晚 因為 不是/不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在那裏地；

啟 21:26 kai. oi;sousin th.n do,xan kai. th.n timh.n tw/n evqnw/n eivj auvth,nÅ
And they shall bring the glory and honour of the nations into it.
人必將列國的榮耀尊貴歸與那城。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負載攜帶 到於(她)那 到於(她)榮耀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珍貴價值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種族邦國 向內進入 到於(她)同一者。

啟 21:27 kai. ouv mh. eivse,lqh| eivj auvth.n pa/n koino.n kai. ÎòÐ poiw/n bde,lugma kai. yeu/doj eiv mh. oì gegramme,noi evn
tw/| bibli,w| th/j zwh/j tou/ avrni,ou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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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re shall in no wise enter into it any thing that defileth, neither whatsoever worketh abomination, or
maketh a lie: but they which are written in the Lamb's book of life.
凡不潔淨的，並那行可憎與虛謊之事的，總不得進那城；只有名字寫在羔羊生命冊上的纔得進去。

並且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她)同一者 (它)所有每一個的

(它)通俗共有的 並且 (他)那 (他)現正持續行出作成了的 到於(它)所厭恨憎惡 並且 到於(它)虛假欺謊， 若是

不會/不要 (他們)那些 (他們)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了的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小書卷 從屬(她)那 從屬(她)生命

從屬(它)那 從屬(它)小羊羔。
[經文變異RT]

並且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她)同一者 (它)所有每一個的

(它)現正持續促使為俗而不潔了的 並且 (它)現正持續行出作成了的 到於(它)所厭恨憎惡 並且 到於(它)虛假欺謊，

若是 不會/不要 (他們)那些 (他們)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了的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小書卷 從屬(她)那 從屬(她)生命

從屬(它)那 從屬(它)小羊羔。
[經文變異MT]

並且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她)同一者 (它)所有每一個的

(它)通俗共有的 並且 (它)現正持續行出作成了的 到於(它)所厭恨憎惡 並且 到於(它)虛假欺謊， 若是 不會/不要

(他們)那些 (他們)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了的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小書卷 從屬(她)那 從屬(她)生命 從屬(它)那

從屬(它)小羊羔。

啟 22:1 Kai. e;deixe,n moi potamo.n u[datoj zwh/j lampro.n wj̀ kru,stallon( evkporeuo,menon evk tou/ qro,nou tou/
qeou/ kai. tou/ avrni,ouÅ
And he shewed me a pure river of water of life, clear as crystal, proceeding out of the throne of God and of the
Lamb.
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內街道當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從神和羔羊的寶座流出來。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顯示展現 在對我 到於(他)河流 從屬(它)水 從屬(她)生命， 到於(他)光耀華麗的 正如地

到於(他)水晶， 到於(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向外行去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寶座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從屬(它)那 從屬(它)小羊羔，
[經文變異RT][不同標點]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顯示展現 在對我 到於(他)乾淨純潔的 到於(他)河流 從屬(它)水 從屬(她)生命，

到於(他)光耀華麗的 正如地 到於(他)水晶， 到於(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向外行去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寶座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從屬(它)那 從屬(它)小羊羔。
[經文變異M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顯示展現 在對我 到於(他)河流 到於(他)乾淨純潔的 從屬(它)水 從屬(她)生命，

到於(他)光耀華麗的 正如地 到於(他)水晶， 到於(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向外行去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寶座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從屬(它)那 從屬(它)小羊羔，

啟 22:2 evn me,sw| th/j platei,aj auvth/j kai. tou/ potamou/ evnteu/qen kai. evkei/qen xu,lon zwh/j poiou/n karpou.j dw,deka(
kata. mh/na e[kaston avpodidou/n to.n karpo.n auvtou/( kai. ta. fu,lla tou/ xu,lou eivj qerapei,an tw/n evqnw/nÅ
In the midst of the street of it, and on either side of the river, was there the tree of life, which bare twelve manner
of fruits, and yielded her fruit every month: and the leaves of the tree were for the healing of the nations.
在河這邊與那邊有生命樹，結十二樣果子，〔樣或作回〕每月都結果子；樹上的葉子乃為醫治萬民。

在內 在對(它)中間當中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廣場大街 從屬(她)同一者。 並且 從屬(他)那 從屬(他)河流

從在此處地 並且 從那裏地 (它)木幹 從屬(她)生命 (它)現正持續行出作成了的 到於(他們)果實 到於(他們)十二個，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月 到於(他)各個的 (它)現正持續從那裏給與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果實 從屬(它)同一者；

並且 (它們)那些 (它們)苖芽葉子 從屬(它)那 從屬(它)木幹 向內進入 到於(她)服侍照料/僕從佣人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種族邦國。
[經文變異RT][不同標點]

在內 在對(它)中間當中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廣場大街 從屬(她)同一者， 並且 從屬(他)那 從屬(他)河流

從在此處地 並且 從在此處地， (它)木幹 從屬(她)生命 (它)現正持續行出作成了的 到於(他們)果實

到於(他們)十二個，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月 到於(他)一個 到於(他)各個的 (它)現正持續從那裏給與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果實 從屬(它)同一者； 並且 (它們)那些 (它們)苖芽葉子 從屬(它)那 從屬(它)木幹 向內進入

到於(她)服侍照料/僕從佣人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種族邦國。
[經文變異Tischendorph]

在內 在對(它)中間當中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廣場大街 從屬(她)同一者。 並且 從屬(他)那 從屬(他)河流

從在此處地 並且 從那裏地 (它)木幹 從屬(她)生命， (他)現正持續行出作成了的 到於(他們)果實 到於(他們)十二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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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月 到於(他)各個的 (他)現正持續從那裏給與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果實

從屬(他)同一者註1； 並且 (它們)那些 (它們)苖芽葉子 從屬(它)那 從屬(它)木幹 向內進入 到於(她)服侍照料/僕從佣人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種族邦國。

註1：“從屬(它)同一者”文法上亦可以為“從屬(他)同一者”。

啟 22:3 kai. pa/n kata,qema ouvk e;stai e;tiÅ kai. ò qro,noj tou/ qeou/ kai. tou/ avrni,ou evn auvth/| e;stai( kai. oi` dou/loi
auvtou/ latreu,sousin auvtw/|
And there shall be no more curse: but the throne of God and of the Lamb shall be in it; and his servants shall
serve him:
以後再沒有咒詛；在城裏有神和羔羊的寶座；他的僕人都要事奉他；

並且 (它)所有每一個的 (它)咒除禁物 不是/不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依然仍舊地。 並且 (他)那 (他)寶座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從屬(它)那 從屬(它)小羊羔 在內 在對(她)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奴僕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行事奉 在對(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它)所有每一個的 (它)詛咒滅物 不是/不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依然仍舊地。 並且 (他)那 (他)寶座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從屬(它)那 從屬(它)小羊羔 在內 在對(她)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奴僕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行事奉 在對(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MT]

並且 (它)所有每一個的 (它)咒除禁物 不是/不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在那裏地。 並且 (他)那 (他)寶座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從屬(它)那 從屬(它)小羊羔 在內 在對(她)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奴僕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行事奉 在對(他)同一者；

啟 22:4 kai. o;yontai to. pro,swpon auvtou/( kai. to. o;noma auvtou/ evpi. tw/n metw,pwn auvtw/nÅ
And they shall see his face; and his name shall be in their foreheads.
也要見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寫在他們的額上。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看見注目 到於(它)那 到於(它)前面的臉面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它)那 (它)名字

從屬(他)同一者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前額 從屬(他們)同一者。

啟 22:5 kai. nu.x ouvk e;stai e;ti kai. ouvk e;cousin crei,an fwto.j lu,cnou kai. fwto.j hl̀i,ou( o[ti ku,rioj ò qeo.j
fwti,sei evpV auvtou,j( kai. basileu,sousin eivj tou.j aivw/naj tw/n aivw,nwnÅ
And there shall be no night there; and they need no candle, neither light of the sun; for the Lord God giveth them
light: and they shall reign for ever and ever.
不再有黑夜；他們也不用燈光日光；因為主神要光照他們；他們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

並且 (她)夜晚 不是/不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依然仍舊地；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需用

從屬(它)光明 從屬(他)燈火 並且 從屬(它)光明 從屬(他)日頭太陽； 是這樣 (他)主人 (他)那 (他)神

他/她/它將要(持續)光照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作君王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世紀時代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世紀時代。
[經文變異RT]

並且 (她)夜晚 不是/不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在那裏地； 並且 到於(她)需用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持有

從屬(他)燈火 並且 從屬(它)光明 從屬(他)日頭太陽； 是這樣 (他)主人 (他)那 (他)神 他/她/它現在持續光照

到於(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作君王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世紀時代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世紀時代。
[經文變異WH]

並且 (她)夜晚 不是/不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依然仍舊地；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需用

從屬(它)光明 從屬(他)燈火 並且 到於(它)光明 從屬(他)日頭太陽； 是這樣 (他)主人 (他)那 (他)神

他/她/它將要(持續)光照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作君王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世紀時代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世紀時代。

啟 22:6 Kai. ei=pe,n moi( Ou-toi oì lo,goi pistoi. kai. avlhqinoi,( kai. ò ku,rioj ò qeo.j tw/n pneuma,twn tw/n
profhtw/n avpe,steilen to.n a;ggelon auvtou/ dei/xai toi/j dou,loij auvtou/ a] dei/ gene,sqai evn ta,ceiÅ
And he said unto me, These sayings are faithful and true: and the Lord God of the holy prophets sent his angel
to shew unto his servants the things which must shortly be done.
天使又對我說：這些話是真實可信的；主就是眾先知被感之靈的神，差遣他的使者，將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僕

人。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我， (他們)那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他們)誠且信的

並且 (他們)真正實在的； 並且 (他)那 (他)主人 (他)那 (他)神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靈/風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到於(他)那 到於(他)使者 從屬(他)同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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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也是)要去顯示展現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奴僕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內 在對(它)短暫急速之間。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我， (他們)那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他們)誠且信的

並且 (他們)真正實在的； 並且 (他)主人 (他)那 (他)神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聖的 從屬(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到於(他)那 到於(他)使者 從屬(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顯示展現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奴僕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內 在對(它)短暫急速之間。
[經文變異MT]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我， (他們)那同一者 (他們)那些 (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他們)誠且信的 並且

(他們)真正實在的； 並且 (他)主人 (他)那 (他)神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靈/風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到於(他)那 到於(他)使者 從屬(他)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顯示展現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奴僕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內 在對(它)短暫急速之間。

啟 22:7 kai. ivdou. e;rcomai tacu,Å maka,rioj ò thrw/n tou.j lo,gouj th/j profhtei,aj tou/ bibli,ou tou,touÅ
Behold, I come quickly: blessed is he that keepeth the sayings of the prophecy of this book.
看哪，我必快來。凡遵守這書上預言的有福了。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很快地。 (他)蒙至高褔的 (他)那

(他)現正持續行看護守衛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她)那 從屬(她)預示宣達 從屬(它)那

從屬(它)小書卷 從屬(它)那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很快地。 (他)蒙至高褔的 (他)那

(他)現正持續行看護守衛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她)那 從屬(她)預示宣達 從屬(它)那

從屬(它)小書卷 從屬(它)那同一者。

啟 22:8 Kavgw. VIwa,nnhj ò avkou,wn kai. ble,pwn tau/taÅ kai. o[te h;kousa kai. e;bleya( e;pesa proskunh/sai
e;mprosqen tw/n podw/n tou/ avgge,lou tou/ deiknu,onto,j moi tau/taÅ
And I John saw these things, and heard them. And when I had heard and seen, I fell down to worship before the
feet of the angel which shewed me these things.
這些事是我約翰所聽見所看見的；我既聽見看見了，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腳前俯伏要拜他。

並且我 (他)約翰 (他)那 (他)現正持續聲聞耳聽了的 並且 (他)現正持續著眼觀看了的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並且

當這時地 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並且 我那時(也是)著眼觀看， 我那時(也是)落下墜落 那時(也是)要去敬拜

從在其前地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腳 從屬(他)那 從屬(他)使者 從屬(他)那 從屬(他)現正持續顯示展現了的 在對我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我 (他)約翰 (他)那 (他)現正持續聲聞耳聽了的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並且 (他)現正持續著眼觀看了的。 並且

當這時地 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並且 我那時(也是)著眼觀看， 我那時(也是)落下墜落 那時(也是)要去敬拜

從在其前地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腳 從屬(他)那 從屬(他)使者 從屬(他)那 從屬(他)現正持續顯示展現了的 在對我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啟 22:9 kai. le,gei moi( {Ora mh,\ su,ndoulo,j sou, eivmi kai. tw/n avdelfw/n sou tw/n profhtw/n kai. tw/n throu,ntwn
tou.j lo,gouj tou/ bibli,ou tou,tou\ tw/| qew/| prosku,nhsonÅ
Then saith he unto me, See thou do it not: for I am thy fellowservant, and of thy brethren the prophets, and of
them which keep the sayings of this book: worship God.
他對我說：千萬不可；我與你，和你的弟兄眾先知，並那些守這書上言語的人，同是作僕人的；你要敬拜神。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我， 你現在就要持續看見清楚， 不會/不要； (他)同作奴僕之人 從屬你

我現在持續是， 並且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弟兄 從屬你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並且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行看護守衛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它)那

從屬(它)小書卷 從屬(它)那同一者；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你那時(也是)就要敬拜。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我， 你現在就要持續看見清楚， 不會/不要； (他)同作奴僕之人 從屬你 因為

我現在持續是， 並且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弟兄 從屬你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並且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行看護守衛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它)那

從屬(它)小書卷 從屬(它)那同一者；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你那時(也是)就要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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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 22:10 kai. le,gei moi( Mh. sfragi,sh|j tou.j lo,gouj th/j profhtei,aj tou/ bibli,ou tou,tou( ò kairo.j ga.r evggu,j
evstinÅ
And he saith unto me, Seal not the sayings of the prophecy of this book: for the time is at hand.
他又對我說：不可封了這書上的預言；因為日期近了。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我， 不會/不要 你那時(也是)應該蓋圖章封印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她)那 從屬(她)預示宣達 從屬(它)那 從屬(它)小書卷 從屬(它)那同一者； (他)那

(他)場合時節 因為 接近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經文變異RT]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在對我， 不會/不要 你那時(也是)應該蓋圖章封印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她)那 從屬(她)預示宣達 從屬(它)那 從屬(它)小書卷 從屬(它)那同一者； 是這樣

(他)那 (他)場合時節 接近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啟 22:11 ò avdikw/n avdikhsa,tw e;ti kai. ò rùparo.j rùpanqh,tw e;ti( kai. ò di,kaioj dikaiosu,nhn poihsa,tw e;ti kai.
ò a[gioj àgiasqh,tw e;tiÅ
He that is unjust, let him be unjust still: and he which is filthy, let him be filthy still: and he that is righteous, let
him be righteous still: and he that is holy, let him be holy still.
不義的，叫他仍舊不義；污穢的，叫他仍舊污穢；為義的，叫他仍舊為義；聖潔的，叫他仍舊聖潔。

(他)那 (他)現正持續行不義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行不義 依然仍舊地； 並且 (他)那 (他)骯髒污濁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被促為骯髒污濁 依然仍舊地； 並且 (他)那 (他)具公平正義的 到於(她)至義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行出作成 依然仍舊地； 並且 (他)那 (他)聖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被使成聖 依然仍舊地。
[經文變異RT]

(他)那 (他)現正持續行不義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行不義 依然仍舊地； 並且 (他)那

(他)現正持續促使有骯髒污濁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促使有骯髒污濁 依然仍舊地； 並且 (他)那

(他)具公平正義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被稱為公義 依然仍舊地； 並且 (他)那 (他)聖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被使成聖 依然仍舊地。
[經文變異MT]

(他)那 (他)現正持續行不義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行不義 依然仍舊地； 並且 (他)那 (他)骯髒污濁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被行骯髒污濁 依然仍舊地； 並且 (他)那 (他)具公平正義的 到於(她)至義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行出作成 依然仍舊地； 並且 (他)那 (他)聖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被使成聖 依然仍舊地。

啟 22:12 VIdou. e;rcomai tacu,( kai. ò misqo,j mou metV evmou/ avpodou/nai èka,stw| wj̀ to. e;rgon evsti.n auvtou/Å
And, behold, I come quickly; and my reward is with me, to give every man according as his work shall be.
看哪，我必快來；賞罰在我，要照各人所行的報應他。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很快地； 並且 (他)那 (他)工價報酬 從屬我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我"， 那時(也是)要去從那裏給與 在對(他)各個的 正如地 (它)那 (它)工作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從屬(他)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很快地； 並且 (他)那 (他)工價報酬 從屬我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我"， 那時(也是)要去從那裏給與 在對(他)各個的 正如地 (它)那 (它)工作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經文變異MT]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很快地； 並且 (他)那 (他)工價報酬 從屬我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我"， 那時(也是)要去從那裏給與 在對(他)各個的 正如地 (它)那 (它)工作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從屬(他)同一者。

啟 22:13 evgw. to. :Alfa kai. to. +W( ò prw/toj kai. ò e;scatoj( h̀ avrch. kai. to. te,lojÅ
I am Alpha and Omega, the beginning and the end, the first and the last.
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後的，我是初，我是終。

我 (它)那 (它)阿拉法 並且 (它)那 (它)俄梅戛， (他)那 (他)首先的 並且 (他)那 (他)最末後的， (她)那

(她)為起始為首 並且 (它)那 (它)終結/貨物或旅行之終結稅。
[經文變異RT]

我 我現在持續是 (它)那 (它)阿拉法 並且 (它)那 (它)俄梅戛， (她)為起始為首 並且

(它)終結/貨物或旅行之終結稅， (他)那 (他)首先的 並且 (他)那 (他)最末後的。

啟 22:14 Maka,rioi oì plu,nontej ta.j stola.j auvtw/n( i[na e;stai h̀ evxousi,a auvtw/n evpi. to. xu,lon th/j zwh/j kai.
toi/j pulw/sin eivse,lqwsin eivj th.n po,linÅ
Blessed are they that do his commandments, that they may have right to the tree of life, and may enter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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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ugh the gates into the city.
那些洗淨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權柄能到生命樹那裏，也能從門進城。

(他們)蒙至高褔的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投入清洗了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長外袍 從屬(他們)同一者，

為要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她)那 (她)權柄掌握 從屬(他們)同一者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那 到於(它)木幹

從屬(她)那 從屬(她)生命， 並且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大門口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城邑。
[經文變異RT]

(他們)蒙至高褔的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行出作成了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誡律命令 從屬(他)同一者，

為要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她)那 (她)權柄掌握 從屬(他們)同一者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那 到於(它)木幹

從屬(她)那 從屬(她)生命， 並且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大門口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城邑。

啟 22:15 e;xw oi` ku,nej kai. oi` fa,rmakoi kai. oi` po,rnoi kai. oì fonei/j kai. oì eivdwlola,trai kai. pa/j filw/n kai.
poiw/n yeu/dojÅ
For without are dogs, and sorcerers, and whoremongers, and murderers, and idolaters, and whosoever loveth
and maketh a lie.
城外有那些犬類，行邪術的，淫亂的，殺人的，拜偶像的，並一切喜好說謊言編造虛謊的。

在外面地 (他們)那些 (他們)狗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施藥物魔法之人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男娼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謀害凶殺者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偶像之事奉者， 並且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現正持續喜愛/親吻了的 並且 (他)現正持續行出作成了的 到於(它)虛假欺謊。
[經文變異RT]

在外面地 然而也 (他們)那些 (他們)狗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施藥物魔法之人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男娼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謀害凶殺者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偶像之事奉者， 並且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他)現正持續喜愛/親吻了的 並且 (他)現正持續行出作成了的 到於(它)虛假欺謊。

啟 22:16 VEgw. VIhsou/j e;pemya to.n a;ggelo,n mou marturh/sai ùmi/n tau/ta evpi. tai/j evkklhsi,aijÅ evgw, eivmi h` r̀i,za
kai. to. ge,noj Daui,d( ò avsth.r ò lampro.j ò prwi?no,jÅ
I Jesus have sent mine angel to testify unto you these things in the churches. I am the root and the offspring of
David, and the bright and morning star.
我耶穌差遣我的使者為眾教會將這些事向你們證明。我是大衛的根，又是他的後裔；我是明亮的晨星。

我 (他)耶穌 我那時(也是)差送打發 到於(他)那 到於(他)使者 從屬我 那時(也是)要去作見證人 在對你們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傳召。 我 我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根 並且 (它)那

(它)族類 從屬(他)大衛， (他)那 (他)星星 (他)那 (他)光耀華麗的 (他)那 (他)早晨的。
[經文變異RT]

我 (他)耶穌 我那時(也是)差送打發 到於(他)那 到於(他)使者 從屬我 那時(也是)要去作見證人 在對你們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傳召。 我 我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根 並且 (它)那

(它)族類 從屬(他)那 從屬(他)大衛， (他)那 (他)星星 (他)那 (他)光耀華麗的 並且 (他)為黎明的。

啟 22:17 Kai. to. pneu/ma kai. h` nu,mfh le,gousin( :ErcouÅ kai. ò avkou,wn eivpa,tw( :ErcouÅ kai. ò diyw/n evrce,sqw(
ò qe,lwn labe,tw u[dwr zwh/j dwrea,nÅ
And the Spirit and the bride say, Come. And let him that heareth say, Come. And let him that is athirst come.
And whosoever will, let him take the water of life freely.
聖靈和新婦都說來。聽見的人也該說來。口渴的人也當來；願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

並且 (它)那 (它)靈/風 並且 (她)那 (她)新婦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註1。 並且

(他)那 (他)現正持續聲聞耳聽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發話言說，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註1。 並且

(他)那 (他)現正持續有乾渴了的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他)那 (他)現正持續定意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拿取 到於(它)水 從屬(她)生命 白白地。

註1：“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文法上亦可以為“你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經文變異RT]

並且 (它)那 (它)靈/風 並且 (她)那 (她)新婦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道說， 你那時(也是)就要到來前往。 並且 (他)那

(他)現正持續聲聞耳聽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發話言說， 你那時(也是)就要到來前往。 並且 (他)那

(他)現正持續有乾渴了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就要到來前往。 並且 (他)那 (他)現正持續定意了的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拿取 到於(它)那 到於(它)水 從屬(她)生命 白白地。

啟 22:18 Marturw/ evgw. panti. tw/| avkou,onti tou.j lo,gouj th/j profhtei,aj tou/ bibli,ou tou,tou\ eva,n tij evpiqh/| evpV
auvta,( evpiqh,sei ò qeo.j evpV auvto.n ta.j plhga.j ta.j gegramme,naj evn tw/| bibli,w| tou,tw|(
For I testify unto every man that heareth the words of the prophecy of this book, If any man shall add unto th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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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gs, God shall add unto him the plagues that are written in this book:
我向一切聽見這書上預言的作見證，若有人在這預言上加添甚麼，神必將寫在這書上的災禍加在他身上；

我現在持續作見證人 我 在對(他)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聲聞耳聽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她)那 從屬(她)預示宣達 從屬(它)那 從屬(它)小書卷 從屬(它)那同一者，

但凡若是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置放擺設在上面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們)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置放擺設在上面 (他)那 (他)神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災禍傷害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了的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小書卷 在對(它)那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共同作見證人 因為 在對(他)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現正持續聲聞耳聽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她)那 從屬(她)預示宣達 從屬(它)那 從屬(它)小書卷 從屬(它)那同一者，

但凡若是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置放擺設在上面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它們)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置放擺設在上面 (他)那 (他)神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災禍傷害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了的 在內 在對(它)小書卷 在對(它)那同一者；
[經文變異MT]

我現在持續作見證人 我 在對(他)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聲聞耳聽了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她)那 從屬(她)預示宣達 從屬(它)那 從屬(它)小書卷 從屬(它)那同一者，

但凡若是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置放擺設在上面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們)同一者，

那時(也是)要去置放擺設在上面 (他)那 (他)神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七個

到於(她們)災禍傷害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了的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小書卷

在對(它)那同一者；

啟 22:19 kai. eva,n tij avfe,lh| avpo. tw/n lo,gwn tou/ bibli,ou th/j profhtei,aj tau,thj( avfelei/ ò qeo.j to. me,roj auvtou/
avpo. tou/ xu,lou th/j zwh/j kai. evk th/j po,lewj th/j àgi,aj tw/n gegramme,nwn evn tw/| bibli,w| tou,tw|Å
And if any man shall take away from the words of the book of this prophecy, God shall take away his part out of
the book of life, and out of the holy city, and from the things which are written in this book.
這書上的預言，若有人刪去甚麼，神必從這書上所寫的生命樹，和聖城，刪去他的分。

並且 但凡若是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分離去除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它)那 從屬(它)小書卷 從屬(她)那 從屬(她)預示宣達 從屬(她)那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分離去除 (他)那 (他)神 到於(它)那 到於(它)部分 從屬(他)同一者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那

從屬(它)木幹 從屬(她)那 從屬(她)生命 並且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城邑 從屬(她)那 從屬(她)聖的，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了的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小書卷 在對(它)那同一者。
[經文變異RT]

並且 但凡若是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分離去除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她)書卷 從屬(她)那 從屬(她)預示宣達 從屬(她)那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分離去除 (他)那 (他)神 到於(它)那 到於(它)部分 從屬(他)同一者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書卷

從屬(她)那 從屬(她)生命， 並且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城邑 從屬(她)那 從屬(她)聖的， 並且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了的 在內 在對(它)小書卷 在對(它)那同一者。
[經文變異MT]

並且 但凡若是 (他)任何什麼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分離去除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它)那 從屬(它)小書卷 從屬(她)那 從屬(她)預示宣達 從屬(她)那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可以分離去除 (他)那 (他)神 到於(它)那 到於(它)部分 從屬(他)同一者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那

從屬(它)木幹 從屬(她)那 從屬(她)生命 並且 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城邑 從屬(她)那 從屬(她)聖的，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了的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小書卷 在對(它)那同一者。

啟 22:20 Le,gei ò marturw/n tau/ta( Nai,( e;rcomai tacu,Å VAmh,n( e;rcou ku,rie VIhsou/Å
He which testifieth these things saith, Surely I come quickly. Amen. Even so, come, Lord Jesus.
證明這事的說：是了；我必快來。阿們。主耶穌阿，我願你來。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他)那 (他)現正持續作見證人了的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誠然為是；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很快地。 阿們。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註1， 阿,(他)主人 阿,(他)耶穌。

註1：“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文法上亦可以為“你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經文變異RT]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說 (他)那 (他)現正持續作見證人了的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誠然為是；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很快地。 阿們。 誠然為是； 你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阿,(他)主人

阿,(他)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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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 22:21 ~H ca,rij tou/ kuri,ou VIhsou/ meta. pa,ntwnÅ
The grace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be with you all. Amen.
願主耶穌的恩惠，常與眾聖徒同在。阿們。

(她)那 (她)恩典惠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他)耶穌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經文變異RT]

(她)那 (她)恩典惠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我們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你們。 阿們。
[經文變異WH]

(她)那 (她)恩典惠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聖的。
[經文變異MT]

(她)那 (她)恩典惠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聖的。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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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中文代表字簡易型（按照拼音字母次序排列）與 中文代表字原型 對應表

中文代表字簡易型 原文編號 中文代表字原型

阿爸 G0005 阿爸 [亞蘭文音譯=阿,爸爸]

愛 G0025 摯愛(愛)

愛 G0026 為摯愛(為愛=愛)

愛好友誼 G5373 為親愛友好(愛好友誼)

埃及 G0125 埃及 [名字]

哀嫩 G0137 哀嫩 [名字]

愛錢貪財 G5365 為親愛友好的於白銀(為喜愛銀子=為貪愛錢財=愛錢貪財)

哀求 G2428 為達到近前者(為哀求者=哀求)

埃提阿伯 G0128 埃提阿伯 [名字=黝黑的面貌]

安提帕底 G0494 安提帕底 [名字=相對對應於父家處]

哀慟 G3996 有經歷承受之慟(有悲慟=哀慟)

愛心對待陌生客旅的 G5382 親愛友好的於異鄉陌生的(喜愛陌生客旅的=愛心對待陌生客旅的)

哀哉呀 G3759 哀哉呀

阿拉伯 G0688 阿拉伯 [名字=漸漸昏暗]

阿拉伯人 G0690 阿拉伯人 [名字=昏暗如曠野]

阿拉法 G0001 阿拉法 [希臘文第一個字母]

阿林巴 G3652 阿林巴 [名字=從天降下的的]

阿們 G0281 阿們 [音譯=堅固實在]

暗暗地 G2977 遮隱暗藏地(暗暗地)

暗暗投擲 G5260 在底下投擲(投擲在底下=暗暗投擲)

暗伯利 G0291 暗伯利 [名字=擴大的]

按次序行 G4748 有排列之序(按次序行)

安得烈 G0406 安得烈 [名字=雄糾糾的]

安多尼古 G0408 安多尼古 [名字=征服勝利之勝之人]

安放立定 G4724 安放立定

暗妃波里 G0295 暗妃波里 [名字=河流環繞的城邑]

安撫慰藉 G3888 在旁邊有故事講述(安撫慰藉)

骯髒污濁 G4509 骯髒污濁

骯髒污濁的 G4508 骯髒污濁的

阿尼色弗 G3683 阿尼色弗 [名字=負載攜帶為獲益得助之人]

阿尼西母 G3682 阿尼西母 [名字=合為獲益得助的]

暗礁 G4694 暗礁

安靜沉寂 G2271 為具持有安坐之椅(為具持有椅座=為沉寂安靜=安靜沉寂)

安排定規 G5010 安排定規

安排定規 G5021 安排定規

安提阿 G0490 安提阿 [名字]

安提阿人 G0491 安提阿人 [名字]

安提帕 G0493 安提帕 [名字=為相對對應於父親]

按同一次序行 G4960 共同有排列之序(共同按次序行=按同一次序行)

安息 G4521 安息

安歇止息 G2663 向下停息休止(安歇止息)

安歇止息 G2664 向下停息休止(安歇止息)

安息前一日 G4315 在前面安息(安息前一日)

按照每日的 G2522 向下日子成的(按照每日的)

按照這地 G2526 向下這個地(按照這地)

按照正如地 G2531 向下正如地(按照正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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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這任何什麼地 G2530 向下這個任何什麼地(按照這任何什麼地)

按照這些地 G2505 向下這些個地(按照這些地)

按正直分解 G3718 有豎正直立地切割(按正直分解)

按正直行 G3716 有豎正直立的腳(按正直行)

安置 G2749 安置

安置入睡 G2837 安置入睡

安置入睡 G2838 安置入睡

安置在旁邊 G3873 在旁邊安置(安置在旁邊)

安置在周圍 G4029 在周圍安置(安置在周圍)

奧祕 G3466 具關緊閉住者之器(具傳授秘訣者之器=隱秘之事=奧祕)

阿沙里按 G0787 阿沙里按 [羅馬小錢幣]

作樣子的服事 G3787 眼睛之為作受拴綁之人(眼睛之為作奴僕=眼前之奴役=作樣子的服事)

啊呀 G3758 啊呀

鈸 G2950 隆起鼓圓之物(鈸)

巴比倫 G0897 巴比倫 [名字=混亂]

巴底買 G0924 巴底買 [名字=底買(具不潔淨的)的兒子]

巴多羅買 G0918 巴多羅買 [名字=多羅買(犁溝)的兒子]

八個 G3638 八 / 八個

白白地 G1432 到於為禮物地(到於賞賜地=無需代價或緣由地=白白地)

擺場面 G5325 為使成促為照亮顯明(為顯現出樣子=擺場面)

百夫長 G1543 一百個之起始為首者(百人之起首統治者=百夫長)

百夫長[拉丁文直譯,同#1543] G2760 百夫長 [拉丁文直譯,同#1543]

百合花 G2918 百合花

百基拉 G4251 百基拉 [名字=遠古的]

百尼基 G0959 百尼基 [名字=為負載攜帶征服勝利的]

白銀 G0696 白銀

白銀的 G0693 白銀的

擺戰列陣 G3924a 在旁邊在內投擲(擺戰列陣)

稗子 G2215 毒麥(稗子)

巴拉 G0913 巴拉 [名字=閃電]

巴拉巴 G0912 巴拉巴 [名字=阿爸的兒子]

巴拉加 G0914 巴拉加 [名字=其所是將是(耶和華)的膝=耶和華賜福]

巴蘭 G0903 巴蘭 [名字=不屬人民的]

巴勒 G0904 巴勒 [名字=破壞者]

巴力 G0896 巴力 [名字=主人]

八羅巴 G3969 八羅巴 [名字=父親的活命存在]

巴米拿 G3937 巴米拿 [名字=堅定持守]

拔摩 G3963 拔摩 [名字]

巴拿巴 G0921 巴拿巴 [名字=先知的兒子]

百般式樣的 G4182 許多地各色各樣的(百般式樣的)

絆跌之肇因 G4349 為在前面向著切砍擊打(為撞擊絆跌=絆跌之肇因)

磅 G3046 磅 [重量單位]

膀臂 G1023 更短小之肢(揮舞操控之肢=膀臂)

謗瀆 G0987 成妨礙傷害為照亮顯明(成詆毀為宣稱傳講=成詆毀名聲傳說=謗瀆)

絆腳物 G4348 所在前面向著切砍擊打(所撞擊絆跌=絆腳物)

班鳩 G5167 咕咕低鳴之鳥(班鳩)

半空中 G3321 所成中間當中的天空(半空中)

半尼其 G0993 半尼其 [名字=擾動之子]

辦事者 G4233 實施行使者(辦事者)

半死的 G2253 對分一半地死亡的(半死的)

半小時 G2256 對分一半的鐘點時刻(半小時)

半夜 G3317 在中間當中的夜晚之時(半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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豹 G3917 豹

保持靜默 G4601 有為使有噓聲(有為發噓聲肅靜=保持靜默)

報答 G0287 為交流回報(報答)

暴發啟動 G3730 暴發啟動

包裹 G4019 在周圍拴綁(包裹)

包裹減縮 G4958 共同安放立定(安放立定在一起=包裹減縮)

堡壘 G3794 所持有安穩(所安穩持有=堡壘)

爆裂崩開 G2997 爆裂崩開

保羅 G3972 保羅 [名字=細小,為二人之名]

報名上冊 G0583 從那裏刻寫記載(報名上冊)

報名註冊 G0582 為從那裏刻寫記載(為報名上冊=報名註冊)

包容覆蔽 G4722 有為茅草覆蓋(有屋頂=緘默掩蓋=包容覆蔽)

包入含有 G4023 在周圍持有(包入含有)

報信通告 G0031a 報信通告

寶藏財物 G2344 置放擺設之物(積蓄儲存=寶藏財物)

包紮妥當 G2611 向下拴綁(包紮妥當)

飽足滿意 G4140 為充滿添足(飽足滿意)

寶座 G2362 穩坐之座(寶座)

八日的 G3637 八日的

巴撒巴 G0923 巴撒巴 [名字=撒巴的兒子,為二人之名]

八十個 G3589 第八的十(八十 / 八十個)

罷特 G0943 罷特 [源於舊約罷特=液體容量單位,約38公升]

巴耶穌 G0919 巴耶穌 [名字=約書亞<其所是將是(耶和華)拯救>的兒子]

巴約拿 G0920 巴約拿 [名字=約那(鴿子)的兒子]

杯 G4221 小喝器(杯)

卑鄙淫穢的話語 G0148 為損形恥辱的鋪放擺出之道(為損形恥辱的關聯陳述之語=卑鄙淫穢的話語)

悲慘不幸 G5004 為承重負荷穿透測試(為承負探測試驗=為受苦悽慘=悲慘不幸)

北方 G1005 北方

背脊後背 G3577 背脊後背

卑劣不好的 G2556 卑劣不好的

卑劣不好地 G2560 卑劣不好地

悲鳴哀悼 G2355 號叫喧囂之悲(悲鳴哀悼)

悲慟 G3997 經歷承受之慟(悲慟)

杯碗 G5357 寬碗淺杯(杯碗)

本丟 G4194 本丟 [名字=架橋的]

本都 G4195 本都 [名字=海洋]

繃帶布條 G2750 繃帶布條

奔跑匯合 G4890 為共同奔跑疾行(為共同跑=奔跑匯合)

奔跑疾行 G5143 奔跑疾行

辯駁對抗 G0483 相對對應地鋪放擺出(相對對應地關聯陳述=辯駁對抗)

鞭笞/災病 G3148 刑鞭(鞭笞 / 災病)

鞭打 G3146 促使有刑鞭(促使有鞭笞=鞭打)

變動改換 G3883 為在旁邊使成另外不同(為在旁邊改換=變動改換)

編髮 G4117 所纏繞編織(編髮)

辯護師 G4489 湧流開聲者(發表言說者=辯護師)

辯說對抗 G0471 相對對應地發話言說(辯說對抗)

鞭撻 G5417 促使有皮鞭(鞭撻)

變為冷漠木然 G0524 從那裏刺痛痛楚離開(失去痛感=變為冷漠木然)

便鞋 G4547 小涼鞋(便鞋)

變形改裝 G3345 使有轉換所持有(使有轉換的風格樣式=變形改裝)

便雅憫 G0958 便雅憫 [名字=右手的兒子]

鞭子 G5416 具皮鞭之鞭(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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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白承認 G3671 為同樣相同的鋪放擺出之道(為同樣相同的關聯陳述之語=為同意承認=表白承認)

鏢槍 G0956 投擲之槍(鏢槍)

表像 G1504 適同相當之像(表像)

彼此 G0240 互屬另外不同之間(相互之間=彼此)

彼得 G4074 彼得 [名字=岩石]

別加 G4011 別加 [名字=城堡]

別迦摩 G4010 別迦摩 [名字=為鞏固強化的]

比珥 G1007 比珥 [名字=燃燒的燈]

別人的 G0245 另外不同人的(別人的)

別西卜 G0954 別西卜 [名字=蒼蠅之主人]

比方諺語 G3942 為在旁邊成如此這樣(為在旁邊推想以為=比方諺語)

比較沒有憂傷愁苦的 G0253 更沒有憂傷愁苦的(比較沒有憂傷愁苦的)

比較輕鬆容易的 G2123 更好的切砍擊打之勞的(比較少的勞碌疲累的=比較輕鬆容易的)

彼拉多 G4091 彼拉多 [名字=乃帶槍矛的]

彼列 G0955 彼列 [名字=無利益價值]

庇哩亞 G0960 庇哩亞 [名字]

庇哩亞人的 G0961 庇哩亞人的 [名字]

鼻鳴低吼 G3455 鼻鳴低吼

並/又 G5037 並 / 又

冰雹 G5464 為使張口裂開(為鬆落縋低=冰雹)

並不/又不 G3777 並不是 / 又不是 (並不 / 又不)

並不會/又不會 G3383 並不會 / 又不會

並立/並列表明 G4921 共同立定站住(立定站住在一起=並立 / 並列表明)

並列評審比較 G4793 共同區別審斷(並列評審比較)

並且 G2532 且 / 並且

並且我 G2504 且我(並且我)

兵刃 G3162 兵刀利刃(兵刃)

殯葬 G5027 為殯殮埋葬(殯葬)

殯殮埋葬 G2290 殯殮埋葬

必然如此 G1211 必然如此

比賽爭競 G0073 帶領比賽(比賽爭競)

畢士大 G0964 畢士大 [名字=仁慈之家]

庇推尼 G0978 庇推尼 [名字]

彼西底 G4099 彼西底 [名字]

彼息氏 G4069 彼息氏 [名字=波斯女子]

必需的 G2006 具充足夠用的(可用的=必需的)

閉眼瞇視 G3467 使成關緊閉住面貌(使成關緊閉住眼面=閉眼瞇視)

蔽以黑暗 G4654 使有乃蔭影之暗(使有黑暗=蔽以黑暗)

碧玉 G2393 碧玉

比喻 G3850 為在旁邊投擲(為投擲在旁邊=比喻)

比最微小低下還微小低下的 G1647 更最微小低下的(比最微小低下還微小低下的)

波阿斯 G1003 波阿斯 [名字=快速有力的]

伯大巴喇 G0962 伯大巴喇 [名字=渡船之家]

伯大尼 G0963 伯大尼 [名字=棗子之家 / 抑鬱之家]

剝掉脫除 G0554 從那裏向外沉降垂落出來離開(從那裏脫掉=剝掉脫除)

剝掉脫除 G0555 從那裏向外沉降垂落出來離開(從那裏脫掉=剝掉脫除)

剝奪虧負 G0650 從那裏奪取剝削離開(剝奪虧負)

伯法其 G0967 伯法其 [名字=無花果之家]

薄荷 G2238 歡樂滿意的為散發氣味之物(甘甜愜意的香氣之物=薄荷)

擘開 G2622 向下折裂破開(擘開)

剝開 G4048 在周圍撕裂破損(剝開)

波浪 G2949 所隆起鼓圓(波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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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拉斯都 G0986 伯拉斯都 [名字=苗芽]

玻璃 G5194 玻璃

伯利恆 G0965 伯利恆 [名字=糧食之家]

玻璃作的 G5193 玻璃成的(玻璃作的)

伯羅哥羅 G4402 伯羅哥羅 [名字=在圓環歌舞前面]

薄片皮屑 G3013 為剝落削皮(薄片皮屑)

波求 G4201 波求 [名字=似豬的]

伯賽大 G0966 伯賽大 [名字=捕獵之家]

撥弦弄樂 G5567 搓摸撥弄(撥弦弄樂)

播種出身 G4701 為散佈播撒(播種出身)

不按規矩的 G0813 乃不安排定規的(不按規矩的)

不按規矩地 G0814 乃不安排定規地(不按規矩地)

部百流 G4196 部百流 [名字=通俗流行的]

不卑劣不好的 G0172 不卑劣不好的

不誠不信的 G0571 乃不勸信說服的(不能信賴信任的=不誠不信的)

補充到滿 G0378 向上促使成充滿添足(補充到滿)

不促為照亮顯明的 G0852 不促為照亮顯明的

補釘補片 G1915 所在上面投擲(所投擲在上面=補釘補片)

部丟利 G4223 部丟利 [名字=小井礦泉]

不斷地爭吵 G1275a 為徹底經過在旁邊磨擦壓損(為徹底地在旁邊磨損消耗=不斷地爭吵)

不端雅體面的 G0809 沒有所持有的(沒有風格樣式的=不端雅體面的)

不發憐憫慈悲的 G0415 不發憐憫慈悲的

部分 G3313 分取配分之份(部分)

不法 G0458 為沒有分發配置之律(為沒有法規慣律=為沒有律法=不法)

不服從約束的 G0506 乃不在底下安排定規的(不能安排定規在底下的=不能使服膺服從的=不服從約束的)

不合理性的 G0249 沒有鋪放擺出之道的(沒有關聯陳述之語的=缺乏道理話語的=不合理性的)

不合宜恩慈的 G0890 乃不提供使用的(不合用的=不合宜恩慈的)

不會/不要 G3361 不會 / 不要 / 不 [為條件的否定;若為質問=豈會呢]

不會犯罪的 G0361 乃不失去分配部分的(無可失去本份的=不會犯罪的)

不會腐朽敗壞的 G0862 乃不腐朽敗壞的(不會腐朽敗壞的)

不會改變的 G0531 乃不在旁邊行走移步的(無可違犯的=不會改變的)

不會攪亂分心地 G0563 乃不在周圍拉拔地(不會四圍拉扯地=不會攪亂分心地)

不會某個方式地 G3381 不會某個方式地

不會任何什麼 G3387 不會任何什麼

不會任何時候地 G3379 不會並某個時候地(不會任何時候地)

不會刪除消逝的 G0413 乃不向外遺下留後的(不會刪除消逝的)

不會失足絆跌的 G0679 乃不落下墜落的(不會失足絆跌的)

不會朽敗朽壞 G0861 為乃不腐朽敗壞(為不會腐朽敗壞=不會朽敗朽壞)

不會移動轉換的 G0277 乃不轉換有為促動挪移的(無可轉換有挪動的=不會移動轉換的)

不會轉意後悔的 G0278 乃不轉換留意顧念的(乃不改變留意顧念的=不會轉意後悔的)

不會作戲假裝的 G0505 乃不在底下區別審斷的(不會生應答作戲的=不會作戲假裝的)

補給供應 G2024 為在上面作帶領圓環歌舞之人(為在上面供給=補給供應)

不敬愛尊崇 G0763 為不尊崇敬愛(不敬愛尊崇)

不具純正聖善的 G0462 不具純正聖善的

不領悟認知 G0050 不有悟念知性(不領悟認知)

不留意顧念 G0272 不留意顧念

不眠警醒 G0070 為成沒有睡眠(為警醒不眠=不眠警醒)

不明智通達的 G0781 不明智通達的

不能安歇止息的 G0180 乃不向下停息休止的(不能安歇止息的)

不能拆毀的 G0179 乃不向下鬆綁脫解的(不能鬆脫解下的=不能拆毀的)

不能促為熄滅衰殘的 G0263 乃不促為熄滅衰殘的(不能促為熄滅衰殘的)

不能發表言說的 G0731 乃不湧流開聲的(不能發表言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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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貫通理解的 G0801 乃不共同使促動挪移的(無可使促動挪移在一起的=不能貫通理解的)

不能看見清楚的 G0517 乃不看見清楚的(不能看見清楚的)

不能以言語表達出來的 G0412 乃不向外發言講說出來的(不能發言講說出來的=不能以言語表達出來的)

不能以言語表達的 G0215 乃不發言講說的(不能發言講說的=不能以言語表達的)

不能允許的 G0418 乃不在內接納領受的(不能允許的)

不能自我控制的 G0193 沒有魄力權勢的(不能自我控制的)

不恰當的 G0824 沒有地點處所的(不在地點處所的=不恰當的)

不清晰明確 G0083 為不清晰明顯(不清晰明確)

不清晰明顯的 G0082 不清晰明顯的

不清晰明顯地 G0084 不清晰明顯地

步入 G1684 在內行走移步(步入)

哺乳 G2337 使有乳房奶頭(哺乳)

步上 G1910 在上面行走移步(步上)

不聲張地向外出來 G1593 向外點頭示意出來(不聲張地向外出來)

不是/不 G3756 不是 / 不 [為絕對的否定;若為質問=豈非呢]

不守法令的 G0113 沒有置放擺設的(沒有制訂法令的=不守法令的)

布手巾 G3012 布手巾

部署制定 G1296 為徹底經過安排定規(為制定定規=部署制定)

不死 G0110 為沒有乃死亡之死(為沒有死=不死)

不貪愛錢財的 G0866 不親愛友好的於白銀的(不喜愛銀子的=不貪愛錢財的)

布田 G4227 布田 [名字=謙和的]

不聽不從 G3876 為在旁邊聲聞耳聽(為聲聞耳聽到旁邊=為聽到卻不在意=不聽不從)

不同的口舌的 G2084 相異不同的舌的(不同的口舌的)

不穩定的 G0793 乃不使有為立定站住的(乃不使有扶持支柱的=不能堅定加固的=不穩定的)

不喜愛良善的 G0865 不親愛友好的於良好完善的(不喜愛良善的)

不相配值得的 G0370 不相配值得的

不相配值得地 G0371 不相配值得地

不心甘情願的 G0210 不心甘情願的

步行地 G3979 為在對腳地(以腳而行地=步行地)

不朽敗朽壞 G0862a 為不腐朽敗壞(不朽敗朽壞)

不學習的 G0261 不學習的

不義 G0093 為沒有公平正義(為不義=不義)

不義的 G0094 沒有公平正義的(不義的)

不再地 G3765 不是依然仍舊地(不再地)

不再可以地 G3371 不會依然仍舊地(不再可以地)

不正當的干預濫用 G3859 為在旁邊徹底經過磨擦壓損(為徹底經過磨損消耗在旁邊=不正當的干預濫用)

不正視顧念 G3851 在旁邊行為諮商決意(行打算意圖在旁邊=不正視顧念)

不尊崇敬愛的 G0765 不尊崇敬愛的

擦乾 G1591 向外揉擠搓抹(向外擦抹=擦乾)

踩踹踐踏 G3961 踩踹踐踏

財富銀庫 G1047 財富銀庫

彩虹 G2463 彩虹

採集收成 G5166 有為乾燥變乾(收乾熟水果=採集收成)

裁決為失敗 G2603 向下作裁判員(向下行裁決=裁決為失敗)

菜盤 G3953 為在旁邊烘烤配食之味(為在旁邊之配食美味=菜盤)

裁判員裁決得勝之獎賞 G1017 具裁判員之獎(裁判員裁決得勝之獎賞)

菜蔬牧草 G1008 為放牧餵養(菜蔬牧草)

猜想臆測 G5283 為在底下有悟念知性(為在底下領悟認知=為推測猜想=猜想臆測)

參賽競試 G0118 有競賽比試(參賽競試)

參賽競試 G0119 有競賽比試(參賽競試)

參孫 G4546 參孫 [名字=太陽光]

參悟思索 G1771 為在內悟念知性(參悟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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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得享 G3335 轉換拿取(參與得享)

參與得享 G3336 轉換拿取(參與得享)

參與相交 G3352 為轉換持有(為參與有分=參與相交)

參與有分 G3348 轉換持有(參與有分)

參與有分的 G3353 轉換持有的(參與有分的)

草場禾草 G5528 草場禾草

草繩 G4979 小燈芯草(草繩)

側樓尖頂 G4419 小的展翅飛行之翼(小的羽翼翅膀=側翼=側樓尖頂)

測驗證實 G1383 具為合設想認為對之測(具為驗明證實之測=具驗證證實之測=測驗證實)

拆除破壞 G2679 向下挖掘刨鋤(拆除破壞)

拆掉屋頂 G0648 從那裏使有為茅草覆蓋離開(從那裏使有屋頂離開=拆掉屋頂)

拆毀/歇息 G2647 向下鬆綁脫解(鬆脫解下=拆毀 / 歇息)

柴火 G5434 燒著烤乾之物(枯枝乾柴=柴火)

拆開卸下 G2506 向下提起以分開(拆開卸下)

拆開卸下 G2507 向下提起以分開(拆開卸下)

差送打發 G3992 差送打發

差役 G5257 在底下划槳者(差役)

長度 G3372 長度

長髮髮束 G2864 為管照料理(長髮髮束)

腸腑內臟/憐慈心腸 G4698 腸腑內臟(腸腑內臟 / 憐慈心腸)

場合時節 G2540 場合時節

娼妓 G4204 女賣身行淫之人(娼妓)

腸痢疾 G1420 艱難於為更乃在內(艱難於腸=腸痢疾)

長矛 G3057 長矛

長槍手 G1186a 在接納領受之邊地投擲之人(右手邊投擲之人=長槍手)

長槍手 G1187 在接納領受之邊地拿取之人(右手邊拿取之人=右手拿標槍之人=長槍手)

長壽的 G3118 具長度的時段期間的(具時間長的時段期間的=長壽的)

唱頌讚詩 G5214 有歌頌讚揚之詩(有頌讚詩詞=唱頌讚詩)

纏裹襁褓 G4683 促使有拉拔緊抓之帶(促使有纏裹布條=用布條纏裹=纏裹襁褓)

長外袍 G4749 為安放立定(表地位之裝置服飾=袈裟聖袍=長外袍)

摻混困惑 G4797 共同傾注澆流(傾注澆流在一起=摻混困惑)

摻混困惑 G4799 共同傾注澆流(傾注澆流在一起=摻混困惑)

攙混調合 G2767 攙混調合

攙混調合在一起 G4786 共同攙混調合(攙混調合在一起)

纏繞編織 G4120 纏繞編織

闡釋解明 G5419 闡釋解明

纏絲瑪瑙 G4557 肉紅玉髓之縞瑪瑙(纏絲瑪瑙)

產業繼承 G2817 為骰子籤份分發配置之人(為承受產業之人=產業繼承)

攙雜混合 G3396 攙雜混合

超出之外地 G4133 更許多地(超出之外地)

超過標準 G5235 在之上高超地投擲(投擲超過標準=超過標準)

超過那邊地 G1900 在上面到於在那裏之那些地(超過於在那裏的那些個地=超過那邊地)

超極顯赫地 G5244a 在之上高超地極度非常地(超極顯赫地)

超量盈餘 G4050 為行在周圍(為行超值超量=為成格外多=超量盈餘)

超前居先 G4390 在前面奔跑疾行(跑在前面=超前居先)

潮濕水份 G2429 潮濕水份

差送打發同去 G4842 共同差送打發(差送打發同去)

朝向地面地 G5476 朝向地面地

插入接枝 G1461 在內使有扎刺處(插入接枝)

查問辯論 G2214 探索尋求(查問辯論)

查詢求問 G2065 成湧流發聲(查詢求問)

查驗而否決 G0593 從那裏離開使成合設想認為對(從那裏離開使成驗明證實=從那裏查驗證實離開=

查驗而否決)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  簡易閲讀版  1571

1571

查驗證實 G1381 使成合設想認為對(使成驗明證實=查驗證實)

撤出退去 G1633 向外有張口空缺出來(向外有間區空間出來=撤出退去)

徹底不朽敗朽壞 G0090 為不徹底經過腐朽敗壞(為不徹底地腐朽敗壞=徹底不朽敗朽壞)

徹底地報信通告 G1229 徹底經過報信通告(徹底地報信通告)

徹底地查詢求問 G1331 徹底經過成湧流發聲(徹底地查詢求問)

徹底地促使成穩固踏實 G1226 徹底經過促使成具行走移步(徹底經過促使成具底座腳步=徹底地促使成穩固踏實)

徹底地放光芒 G1306 徹底經過使有光芒(徹底地放光芒)

徹底地分開 G1266 徹底經過使成分取配分之份(徹底地使成部分=徹底地分開)

徹底地分開 G1267 徹底經過使成分取配分之份(徹底地使成部分=徹底地分開)

徹底地分離隔開 G1316 徹底經過使有張口空缺(徹底經過使有間區空間=徹底地分離隔開)

徹底地腐朽敗壞 G1311 徹底經過腐朽敗壞(徹底地腐朽敗壞)

徹底地貫注思考 G1326a 徹底經過在內有急喘煙熱(徹底經過在內有熾熱憤恨=徹底地貫注思考)

徹底地喚醒起來 G1326 徹底經過喚醒起來(徹底地喚醒起來)

徹底地攪動擾亂 G1298 徹底經過攪動擾亂(徹底地攪動擾亂)

徹底地潔淨 G1245 徹底經過使成乾淨純潔(徹底地潔淨)

徹底地解散 G1262 徹底經過鬆綁脫解(徹底地解散)

徹底地結朿 G1274 徹底經過實現達成(徹底地結朿)

徹底地看管守護 G1314 徹底經過看管守護(徹底地看管守護)

徹底地忙碌經營 G1281 徹底經過行所實施行使(徹底經過行事務行動=徹底地忙碌經營)

徹底地強取劫奪 G1283 徹底經過使為提起拿去(徹底地強取劫奪)

徹底地驅離分散 G1287 徹底經過使為刺穿透過(徹底地驅離分散)

徹底地使成認識知道 G1232 徹底經過使成認識知道(徹底地使成認識知道)

徹底地逃離走避 G1309 徹底經過逃離走避(徹底地逃離走避)

徹底地完成 G1300 徹底經過有啟行出發之終(徹底地有終結=徹底地完成)

徹底地向上開啟打開 G1272 徹底經過向上開啟打開(徹底地向上開啟打開)

徹底地行解釋翻譯 G1329 徹底經過行解釋翻譯(徹底地行解釋翻譯)

徹底地行解釋翻譯者 G1328 徹底經過行解釋翻譯者(徹底地行解釋翻譯者)

徹底地行看護守衛 G1301 徹底經過作看護守衛之人(徹底地行看護守衛)

徹底地揶揄嘲弄 G1315a 徹底經過使有玩笑愚弄(徹底地揶揄嘲弄)

徹底地拯救 G1295 徹底經過使為安全保險(徹底地拯救)

徹底地阻攔禁止 G1254 徹底經過使縮減剪修(徹底地阻攔禁止)

徹底分開辨明 G1252 徹底經過區別審斷(徹底分開辨明)

徹底分開辨明 G1253 徹底經過區別審斷(徹底分開辨明)

徹底規正整頓 G1357 徹底經過促使豎正直立(徹底規正整頓)

徹底經過 G1223 徹底經過 [+到於=為著緣故 / +從屬=經由]

徹底醒過來 G1235 徹底經過成已喚醒起來(徹底地儆醒=徹底醒過來)

徹底朽敗朽壞 G1312 為徹底經過腐朽敗壞(為徹底地腐朽敗壞=徹底朽敗朽壞)

撤空退回 G0402 再向上有張口空缺(再向上有間區空間=撤空退回)

撤離退開 G0672 從那裏有張口空缺(從那裏有間區空間=撤離退開)

車輪 G5164 奔跑疾行之輪(車輪)

塵封晦暗的 G0850 有焦旱風塵的(塵封晦暗的)

臣服服從 G5292 為在底下安排定規(為安排定規在底下=為使服膺服從=臣服服從)

城堡塔樓 G4444 城堡塔樓

成不按規矩 G0812 成乃不安排定規(成不按規矩)

成不端雅體面 G0807 成沒有所持有(成沒有風格樣式=成不端雅體面)

成不知所措 G0639 成沒有穿透通過之路(成沒有去路=成不知所措)

成不尊崇敬愛 G0764 成不尊崇敬愛

成沉重重壓 G0916 成沉重重壓

承當遭受 G5254 在底下持有(承當遭受)

成對 G2201 套軛聯結之對(成對)

成豐滿富足 G4147 成乃充滿添足之豐(成豐滿富足)

成憤恨惱火 G2371 成急喘煙熱地爭戰搏鬥(成熾熱憤恨地爭戰搏鬥=成憤恨惱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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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負載攜帶到成熟 G5052 成負載攜帶啟行出發之終(成負載攜帶至終結=成負載攜帶到成熟)

成負載攜帶果實 G2592 成負載攜帶果實

成高傲 G5309 成為在之上高超之高的橫膈體會(成為高的官感體驗=成高傲)

成更微小低下 G1641 成更微小低下

成格外多 G4052 行在周圍(行超值超量=成格外多)

成固定必須 G1163 拴綁(成固定必須) [非人稱用法]

成合夥共享 G2841 成通俗共有(成合夥共享)

成歡欣振奮 G2114 成好的急喘煙熱(成好的熾熱憤恨=成歡欣振奮)

成夥成群 G4849 具共同喝之會(酒會=成夥成群)

成間距 G1339 徹底經過立定站住(分開立定站住=成間距)

成見證人 G3143 成見證人

呈交 G0325 向上給與(呈交)

懲戒 G2849 使成縮減剪修(懲戒)

懲戒 G2851 使成縮減剪修(懲戒)

承繼接受 G1237 徹底經過接納領受(承繼接受)

承繼接受之人 G1240 徹底經過接納領受之人(承繼接受之人)

成驚愕訝異 G2284 成驚愕訝異

成驚恐畏懼 G5399 成驚恐畏懼

成極其驚愕訝異 G1568 成向外驚愕訝異(成極其驚愕訝異)

成就結局 G4930 為共同有啟行出發之終(為共同有終結=為全部完成=成就結局)

成絕望不知所措 G1820 向外成沒有穿透通過之路(向外成沒有去路=成絕望不知所措)

成可喜悅 G2100 成好地乃提起興奮(成好地可取悅=成可喜悅)

成懶散累贅 G2655 向下有麻木遲頓(成完全麻木遲頓=成懶散累贅)

成利益 G5623 成積累遞增(成利益)

成沒有時機 G0170 成沒有場合時節(成沒有時機)

成乃不能夠可能 G0101 成乃不能夠可能

成乃能夠可能 G1414 成乃能夠可能

成難過悲痛 G0085 成難過悲痛

成年老老邁 G1095 成年老老邁

成排成列 G4237 花園圖案(成排成列)

成偏離 G0795 成沒有目標靶子(成失去目標靶子=成偏離)

城牆 G5038 牆壁(城牆)

成虔心誠敬 G2151 成好地尊崇敬愛(成虔心誠敬)

誠且信的 G4103 乃勸信說服的(能信賴信任的=誠且信的)

成乞丐貧窮 G4433 作驚嚇畏縮之人(作貧苦窮困之人=成乞丐貧窮)

成全到底的 G3838 所有每一個的啟行出發之終的(所有每一個的終結的=每一個都到終點的=

成全到底的)

成全完整的 G3651 整個全部的啟行出發之終的(整個全部的終結的=全部都到終點的=成全完整的)

誠然為是 G3483 誠然為是

成忍耐寬容 G3114 成長度的急喘煙熱(成時間長的熾熱憤恨=成忍耐寬容)

成軟弱無力 G0770 成沒有體能活力(成軟弱無力)

成生魂意念愉快 G2174 成好的為呼氣冷卻(成好的氣息感覺=成生魂意念愉快)

成慎重虔敬 G2125 成好地拿取(成慎重虔敬)

成適度體諒 G3356 成有量器量度地經歷承受(成有限度地經歷承受=成適度體諒)

承受產業之人 G2818 骰子籤份分發配置之人(承受產業之人)

承受苦難 G2553 成卑劣不好地經歷承受(成經受苦難=承受苦難)

成受苦悽慘 G5003 成承重負荷穿透測試(成承負受探測試驗=成受苦悽慘)

成熟的果子 G3703 為向在後面的鐘點時刻(季節將盡=成熟的果子)

成同感體恤 G4834 成共同經歷承受(成同感體恤)

成通順興旺 G2141 成好地穿透通過(成好地去路=成通順興旺)

成外表像樣體面 G2146 成好的在前面向著面貌(成好的前面的面貌=成外表像樣體面)

成頑固不信 G0544 成不勸信說服(成無法勸信說服=成頑固不信)

成完全不知所措 G1280 徹底經過成沒有穿透通過之路(徹底地成沒有去路=成完全不知所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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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為公義 G1344 促使為具公平正義(稱為公義)

稱為公義 G1347 促使為具公平正義(稱為公義)

成為過去 G1230 徹底經過生發成為(成為過去)

稱為蒙至高褔 G3106 使為具至高褔(稱為蒙至高褔)

稱為蒙至高褔 G3108 使為具至高褔(稱為蒙至高褔)

成閒散停頓 G0691 成不作工(成閒散停頓)

呈獻之物 G0334 所向上置放擺設(所提出呈上=呈獻之物)

成戲劇 G2301 使有定睛觀看處(使有戲劇場=成戲劇)

成心智清明謹守 G4993 成安全保險的橫膈體會(成安定的官感體驗=成心智清明謹守)

稱揚嘉許 G1868 在上面述說稱頌(稱揚嘉許)

城邑 G4172 城邑

成有功效 G1754 成在內作工(成活動運作=成有功效)

稱讚祝福 G2129 為好的鋪放擺出之道(為好的關聯陳述之語=稱讚祝福)

成長變大 G0837 成長變大

成長變大 G0838 成長變大

成長健全的 G5199 成長健全的

成爭辯道理話語 G3054 成爭戰搏鬥鋪放擺出之道(成爭戰搏鬥關聯陳述之語=成爭辯道理話語)

成爭戰搏鬥神 G2313 成爭戰搏鬥神

成爭戰搏鬥野獸 G2341 成爭戰搏鬥小猛獸(成爭戰搏鬥野獸)

誠正真實的 G0227 不遮隱暗藏的(誠正真實的)

誠正真實地 G0230 不遮隱暗藏地(誠正真實地)

懲治處罰 G5098 為為估值評價之看守之人(為看守珍貴價值之人=為處置懲罰=懲治處罰)

誠摯地作見證 G1263 徹底經過作見證人(誠摯地作見證)

撐直卡住 G2043 撐直卡住

承重之樑木 G1385 接納領受之木(承重之樑木)

成縱情奢華 G4763 成縱情奢華

成縱情奢華向下相對 G2691 向下成縱情奢華(成縱情奢華向下相對)

成醉酒 G3184 有酒醉(成醉酒)

沉降垂落 G1416 沉降垂落

沉寂安靜的 G2272 具持有安坐之椅的(具持有椅座的=沉寂安靜的)

陳舊 G3821 為在早先以來(為在有段時間=為老舊=陳舊)

沉默無言的 G0880 沒有聲音的(沉默無言的)

沉溺貪食 G2897 為暴飲爛醉(宿醉頭痛=沉溺貪食)

沉痛悲哀 G2726 為向下促為照亮顯明(為垂頭沮喪=沉痛悲哀)

塵土 G5522 傾注澆流之土(泥土堆=塵土)

沉香 G0250 沉香

沉重重壓 G0922 沉重重壓

沉重重壓的 G0926 沉重重壓的

沉重重壓地 G0917 沉重重壓地

車轍軌道 G5163 為奔跑疾行之輪(為車輪=車轍軌道)

撤走退隱 G5298 在底下有張口空缺(在底下有間區空間=撤走退隱)

吃 G5176 啃食咀嚼(吃)

遲笨愚妄的 G0878 沒有橫膈體會的(沒有官感體驗的=遲笨愚妄的)

熾熱憤恨 G2372 急喘煙熱(熾熱憤恨)

熾熱燒灼 G2738 所點燃焚燒(熾熱燒灼)

恥辱羞恥 G0151 為損形恥辱(恥辱羞恥)

赤身裸露的 G1131 赤身裸露的

喫食 G2068 喫食

吃食 G5315 吃食

池塘水池 G2861 為潛水游泳之人之處(池塘水池)

恥笑 G2606 向下嘻笑(恥笑)

遲疑怠惰 G3635 有躊躇猶豫(遲疑怠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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遲疑怠惰的 G3636 有躊躇猶豫的(遲疑怠惰的)

持有 G2192 持有 / 有

馳援幫助之人 G0998 向為高呼喊叫奔行之人(向呼叫求援奔行之人=馳援幫助之人)

持住 G2722 向下持有(持住)

持住保有 G2697 向下持有(持住=持住保有)

充分的 G0713 乃捍衛滿足的(充分的)

重覆察看 G0333 再向上作定睛觀看之人(再向上行定睛觀看=重覆察看)

崇敬 G4573 使有為尊崇敬愛(使有尊敬=崇敬)

充滿添足 G4130 充滿添足

充滿添足的 G4134 充滿添足的

重新又再地 G3825 重新又再地

從在後面地 G3693 從在後面地

衝撞 G4366 在前面向著撕裂破損(衝撞)

抽打 G1194 去皮(抽打)

醜名譴責 G3681 醜名譴責

抽籤定奪 G2975 掣籤抓鬮(抽籤定奪)

抽籤分派 G2820 促使有骰子籤份(抽籤分派)

抽籤分派給 G4345 在前面向著促使有骰子籤份(在前面向著抽籤分派=抽籤分派給)

仇視敵對的 G2190 仇視敵對的

仇意敵視 G2189 為仇視敵對(仇意敵視)

踹穀 G0248 有為輥壓碾實(有為打穀=踹穀)

船 G3491 漂浮船舶(船)

傳播 G1268 徹底經過分發配置(傳播)

傳達宣講 G2784 傳達宣講

傳達宣講者 G2783 傳達宣講者

船舵 G4079 具踏腳之板(踏板槳櫓=船舵)

傳福音佳訊 G2097 使有好的報信通告之訊(使有好信息=傳福音佳訊)

傳福音佳訊者 G2099 使有好的報信通告之訊者(使有好信息者=傳福音佳訊者)

償還付清 G0661 從那裏使估值評價(從那裏支付償還=償還付清)

窗門口 G2376 小門戶(窗門口)

闖入詳察 G1687 行在內行走移步(行步入=闖入詳察)

創傷 G5134 所重創損傷(創傷)

創造建立 G2936 創造建立

創造建立 G2937 創造建立

創造建立者 G2939 創造建立者

傳喚差請 G3343 轉換差送打發(差送打發轉換=差送打發來=傳喚差請)

傳喚召請 G3333 轉換促請召喚(促請召喚轉換=促請召喚來=傳喚召請)

穿佩負載 G5409 有負載攜帶之物(有加載負擔=穿佩負載)

穿上 G1902 在上面在內沉降垂落(在上面穿著=穿上)

穿束工服 G1463 在內促使有帶條繩結(在內束縛打結=束縛奴隸圍裙巾帶=穿束工服)

船頭 G4408 為在前面區(船頭)

穿衣服 G2439 使有具穿戴之物(使有衣服=穿衣服)

穿衣服 G2441 使有具穿戴之物(使有衣服=穿衣服)

傳諭交代 G5538 使有所提供使用(使有需要有用之事物=傳諭交代)

傳諭交代/註冊商標 G5537 使有所提供使用(使有需要有用之事物=傳諭交代 / 註冊商標)

穿在腳下 G5265 在底下拴綁(穿在腳下)

穿在外面的工服 G1903 在上面在內沉降垂落物(在上面穿著物=穿在外面的工服)

傳召 G1577 為乃向外促請召喚出來(為乃向外召請=傳召)

船隻 G4143 具漂航行船之船(船隻)

船主 G3490 漂浮船舶之骰子籤份之人(船之獲有之人=船主)

穿著 G1745 在內沉降垂落(穿著)

穿著 G1746 在內沉降垂落(穿著)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  簡易閲讀版  1575

1575

穿著 G2067 有為穿戴(有衣著=穿著)

除非 G1509 若是不會為任何什麼(若非為任何什麼=除非)

吹喇叭號筒 G4537 使有喇叭號筒(吹喇叭號筒)

吹喇叭號筒者 G4538 使有喇叭號筒者(吹喇叭號筒者)

吹氣吐風 G4154 吹氣吐風

吹氣吐風在裏面 G1709 在內吹氣吐風(吹氣吐風在裏面)

垂聽 G1873 在上面聲聞耳聽(垂聽)

吹簫笛 G0832 吹吹拂之笛(吹簫笛)

吹簫笛者 G0834 吹吹拂之笛者(吹簫笛者)

捶胸哀痛 G2870 乃切砍擊打之哀(捶胸哀痛)

出嫁 G1060a 使有婚禮(出嫁)

除開 G0817 避開減除(除開)

出口離去 G1841 向外出來道路途徑(向外出來的道路途徑=出口離去)

出口通路 G1327 徹底經過向外出來道路途徑(經過向外出來的道路途徑=出口通路)

出路 G1545 向外行走移步出來(出路)

出賣者 G4273 在前面給與者(在先給與者=出賣者)

觸摸連接 G0680 扣牢繫住(連接觸動=觸摸連接)

唇 G5491 張口裂開之唇(口邊唇緣=唇)

純誠無私 G0572 為疊合單一(為單純誠實=純誠無私)

純淨不混雜的 G0185 不具攙混調合的(純淨不混雜的)

戳號印記 G4742 所刺扎戳戮(戳號印記)

出泡沫 G0875 使有泡沫(出泡沫)

除去 G1808 向外提起出來(除去)

畜群 G0034 為帶領驅趕(畜群)

出生 G1079 為成生發成為之族(為成族類=出生)

出聲叫喚 G5455 出聲音(出聲叫喚)

出售變賣 G4097 致使穿透橫過(致使穿過那一邊=致使運到遠方=出售變賣)

儲蓄積存 G2343 使有置放擺設之物(使有積蓄儲存=儲蓄積存)

出言吩咐 G2753 行促請招呼(出言吩咐)

刺出扎穿 G1574 向外扎刺出來(刺出扎穿)

賜給 G1433 給禮物(賜給)

此後的/此外的 G3063 遺下留後的(遺留的=此後的 / 此外的)

刺客兇徒 G4607 具短劍之人(攜短劍之人=刺客兇徒)

刺入洞穿 G1338 徹底經過達到別處(刺入洞穿)

紫色的 G4210 紫色貽貝的(紫色的)

慈善恩人 G2110 作工於好的者(慈善恩人)

促使成死掉 G3500 促使為死屍(促使成死掉)

慈行善舉 G2108 為作工於好的者(為慈善恩人=慈行善舉)

賜予 G1434 所給禮物(所賜給=賜予)

從此處地 G1759a 從在內地(從此處地)

從距離遠地 G3113 從長度地(從距離遠地)

從來地 G4455 某個並某個時候地(仍然任何時候地=從來地)

從那裏報信通告 G0518 從那裏報信通告

從那裏擦抹掉 G0631 從那裏揉擠搓抹離開(從那裏擦抹掉)

從那裏儲蓄積存 G0597 從那裏使有置放擺設之物(從那裏使有積蓄儲存=從那裏儲蓄積存)

從那裏促成推動驅使離開 G0556 從那裏促成推動驅使離開

從那裏促動挪移離開 G0549 從那裏促動挪移離開

從那裏促使為具同樣相同 G0871 從那裏促使為具同樣相同

從那裏帶領離開 G0520 從那裏帶領離開

從那裏當面於前地 G0561 從那裏在內相對對應地(從那裏當面於前地)

從那裏地 G1564 從在那裏地(從那裏地)

從那裏地呢 G4159 從某個什麼地呢(從那裏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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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那裏斗膽冒險 G0662 從那裏有膽量勇敢(從那裏斗膽冒險)

從那裏分發配置 G0632 從那裏分發配置

從那裏分離隔開 G0673 從那裏使有張口空缺(從那裏使有間區空間=從那裏分離隔開)

從那裏負載攜帶離開 G0667 從那裏負載攜帶離開

從那裏改換離開 G0525 從那裏使成另外不同離開(從那裏改換離開)

從那裏改正復和 G0604 從那裏向下使成另外不同(從那裏向下改換=從那裏改正復和)

從那裏給與 G0591 從那裏給與

從那裏滾動離開 G0617 從那裏使隆起鼓圓離開(從那裏滾動離開)

從那裏懷孕產生 G0616 從那裏隆起鼓圓(從那裏懷孕產生)

從那裏看見察覺 G0542 從那裏看見察覺

從那裏看見清楚 G0872 從那裏看見清楚

從那裏拉拔離開 G0645 從那裏拉拔離開

從那裏離開 G0575 從那裏離開

從那裏離開達到別處 G0864 從那裏離開達到別處

從那裏離開達到別處 G0867 從那裏離開達到別處

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G0565 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

從那裏離開有期盼指望 G0560 從那裏離開有為預料期待(從那裏離開有期盼指望)

從那裏拿取 G0618 從那裏拿取

從那裏清潔洗淨離開 G0633 從那裏清潔洗淨離開

從那裏期望等候 G0553 從那裏向外接納領受(從那裏期望等候)

從那裏取十分之一 G0586 從那裏促使納為第十的(從那裏促使納第十份的=從那裏取十分之一)

從那裏生發成為離開 G0581 從那裏生發成為離開

從那裏使喘氣窒息 G0638 從那裏使吹氣吐風(從那裏使喘氣窒息)

從那裏所放光芒 G0541 從那裏所使有光芒(從那裏所放光芒)

從那裏跳水離開 G0641 從那裏拋擲離開(從那裏跳水離開)

從那裏提起離開 G0522 從那裏提起離開

從那裏完成 G0658 從那裏有啟行出發之終(從那裏有終結=從那裏完成)

從那裏顯示展現 G0584 從那裏顯示展現

從那裏顯示展現 G0585 從那裏顯示展現

從那裏洗滌淨身離開 G0628 從那裏洗滌淨身離開

從那裏行走移步離開 G0576 從那裏行走移步離開

從那裏揚聲聲稱 G0669 從那裏揚聲聲稱

從那裏隱藏遮掩離開 G0613 從那裏隱藏遮掩離開

從那裏隱藏遮掩離開的 G0614 從那裏隱藏遮掩離開的

從那裏迎面相遇 G0528 從那裏離開成相對對應(從那裏迎面相遇)

從那裏迎面相遇 G0529 從那裏離開成相對對應(從那裏迎面相遇)

從那裏遺下留後 G0620 從那裏遺下留後

從那裏擁抱問安離開 G0537a 從那裏使為同時一齊地拉拔離開(從那裏擁抱問安離開)

從那裏用力抖掉 G0660 從那裏揮動推撞離開(從那裏用力抖掉)

從那裏有迷途錯謬離開 G0635 從那裏有為漫遊流蕩離開(從那裏有為引離正道離開=從那裏有迷途錯謬離開)

從那裏有足夠 G0566 從那裏持有離開(從那裏有足夠) [非人稱用法]

從那裏有足夠 G0568 從那裏持有離開(從那裏有足夠)

從那裏站開 G0868 從那裏立定站住離開(從那裏站開)

從那裏轉動翻轉 G0654 從那裏轉動翻轉

從旁私自引入 G3919 在旁邊向內帶領進入(從旁私自引入)

從入內裏面地 G2081 從向內進入地(從入內裏面地)

從上頭地 G0509 從相對對應於上地(從上頭地)

從善如流的 G2138 好地勸信說服的(易於勸信說服的=從善如流的)

從事音樂才藝的 G3451 屬沉思吟詠的(從事音樂才藝的)

從屬某個地方 G4225 從屬某個地方

從屬某個什麼地方呢 G4226 從屬某個什麼地方呢

從四面地 G3840 從所有每一個地(從四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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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四周地 G2943 從圓圈圍繞地(從四周地)

從天空地 G3771 從天空地

從現今地 G0534 從那裏提起懸空地(從現今地)

從小孩童地 G3812 從管教之小僮僕地(從小孩童地)

從在別處地 G0237 從從屬另外不同處地(從在別處地)

從在此處地 G1782 從在內裏地(從在此處地)

從在各處地 G3836 從從屬所有每一個處地(從在各處地)

從在其前地 G1715 從在內在前面向著地(從在其前地)

從在外面地 G1855 從向外出來地(從在外面地)

從在遠處地 G4207 從在前面地(從在遠處地)

從照鏡返照影像 G2734 使有向下看見注目器(使有照鏡=從照鏡返照影像)

從這裏地 G3606 從這個地(從這裏地)

醋 G3690 敏銳鋒利之物(醋)

促成沉重重壓 G0925 促成沉重重壓

促成剛硬艱澀 G4645 促成烘乾烤焦(促成剛硬艱澀)

促成緩慢遲鈍 G1019 促成緩慢遲鈍

促成深 G0900 促成深

促成推動驅使 G1643 促成推動驅使

促成為平直直接 G2116 促成為好地放置(促成為平直直接)

促成髒損染污 G3435 促成髒損染污

促成髒損染污 G3436 促成髒損染污

促進鼓勵 G4389 在前面轉動運轉(促進鼓勵)

存活生計 G0979 活命存在(存活生計)

搓開 G5597 搓摸弄碎(搓開)

搓開之小量餅屑 G5596 小的搓摸弄碎之屑(小的搓開之屑=搓開之小量餅屑)

錯亂妄想 G3913 為在旁邊用橫膈體會(為在旁邊用官感體驗=為感受體察在旁邊=為錯想狂妄=

錯亂妄想)

搓摸操弄 G5584 搓摸操弄

錯誤使用 G0671 從那裏離開提供使用(錯誤使用)

錯想狂妄 G3912 在旁邊用橫膈體會(在旁邊用官感體驗=感受體察在旁邊=錯想狂妄)

促請召喚 G2564 促請召喚

促請召喚 G2821 促請召喚

促請召喚到一起 G4779 共同促請召喚(促請召喚到一起)

促請召喚入內 G1528 向內促請召喚進入(促請召喚入內)

促使成充滿添足 G4137 促使成充滿添足

促使成促為照亮顯明 G5319 促使成促為照亮顯明

促使成促為照亮顯明 G5321 促使成促為照亮顯明

促使成達到足夠 G2427 促使成達到足夠

促使成低微降卑 G5013 促使成低微降卑

促使成低微降卑 G5014 促使成低微降卑

促使成更新 G0341 促使成再向上嶄新(促使成更新)

促使成更新 G0342 促使成再向上嶄新(促使成更新)

促使成孤獨荒涼 G2049 促使成孤獨荒涼

促使成孤獨荒涼 G2050 促使成孤獨荒涼

促使成灰渣餘燼 G5077 促使成灰渣餘燼

促使為堅固穩定 G4732 促使為立定站住(促使為堅固穩定)

促使成僅有單獨 G3443 促使成僅有單獨

促使成具魄力權勢 G2901 促使成具魄力權勢

促使成老舊 G3822 促使成在早先以來(促使成在有段時間=促使成老舊)

促使成奴僕 G1402 促使成受拴綁之人(促使成奴僕)

促使成權威有效 G2964 促使成至上主權(促使成權威有效)

促使成擾動失定 G0387 促使成乃再向上立定站住(促使成擾動失定)

促使成死掉 G3499 促使為死屍(促使成死掉)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  簡易閲讀版  1578

1578

促使成俗化不敬 G0953 促使成行走移步於門檻門限(促使成可任意跨入=促使成俗化不敬)

促使成同樣形貌特質 G4833 促使成共同形貌特質(促使成同樣形貌特質)

促使成完滿成全 G5048 促使成在啟行出發之終(促使成在終結=促使成完滿成全)

促使成完滿成全 G5050 促使成在啟行出發之終(促使成在終結=促使成完滿成全)

促使成完滿成全者 G5051 促使成在啟行出發之終者(促使成在終結者=促使成完滿成全者)

促使成穩固踏實 G0950 促使成具行走移步(促使成具底座腳步=促使成穩固踏實)

促使成穩固踏實 G0951 促使成具行走移步(促使成具底座腳步=促使成穩固踏實)

促使成無效 G0208 促使成不至上主權(促使成不權威有效=促使成無效)

促使成無用 G0889 促使成不具提供使用(促使成不具適用=促使成無用)

促使成虛空無有 G2758 促使成虛空無有

促使成虛妄無益 G3154 促使成具揉擠搓抹(促使成具空洞徒勞=促使成虛妄無益)

促使成轉動翻轉 G4761 促使成轉動翻轉

促使成自由自主 G1659 促使成往來無拘(促使成自由自主)

促使道途順利興盛 G2137 促使有好的道路途徑(促使道途順利興盛)

促使健壯有力 G4599 促使有體能活力(促使健壯有力)

促使蒙蔽模糊 G5187 促使有冒煙排霧之蔽(促使蒙蔽模糊)

促使確定切實 G0198 促使在極點尖端(促使確定切實)

促使為更微小低下 G1642 促使為更微小低下

促使為加倍 G1363 促使為二個地更許多(促使為兩倍=促使為加倍)

促使為具餌誘詭詐 G1387 促使為具誘捕餌騙之詐(促使為具餌誘詭詐)

促使為具同樣相同 G3666 促使為具同樣相同

促使為具同樣相同 G3669 促使為具同樣相同

促使為清晰明顯 G1213 促使為清晰明顯

促使為死 G2289 促使有乃死亡之死(促使為死)

促使為俗而不潔 G2840 促使為通俗共有(促使為俗而不潔)

促使為瞎眼 G5186 促使為有冒煙排霧之蔽(促使為蒙蔽模糊=促使為瞎眼)

促使為自大張狂 G5448 促使有發芽生長(促使有天然本性=促使天然本性膨脹=促使為自大張狂)

促使為自大張狂 G5450 促使有發芽生長(促使有天然本性=促使天然本性膨脹=促使為自大張狂)

促使有骯髒污濁 G4510 促使有骯髒污濁

促使有熾熱憤恨 G2373 促使有急喘煙熱(促使有熾熱憤恨)

促使有點燃焚燒 G2741 促使有點燃焚燒

促使有恩典惠意 G5487 促使有為歡喜安樂(促使有恩典惠意)

促使有餌誘詭詐 G1389 促使有誘捕餌騙之詐(促使有餌誘詭詐)

促使有黑暗 G4656 促使有乃蔭影之暗(促使有黑暗)

促使有潰瘍爛瘡 G1669 促使有拽拉牽引之瘡(促使有潰瘍爛瘡)

促使有能力權能 G1412 促使有為能夠可能(促使有能力權能)

促使有能力權能在內 G1743 在內促使有為能夠可能(促使有能力權能在內)

促使有識別之表記徵兆 G4593 促使有具標誌記號之別(促使有識別之表記徵兆)

促使有損害虧失 G2210 促使有損害虧失

促使有污染玷辱 G4695 促使有污染玷辱

促使有圓圈圍繞 G2944 促使有圓圈圍繞

促使有圓圈圍繞在周圍 G4033 在周圍促使有圓圈圍繞(促使有圓圈圍繞在周圍)

促使有總結首要/打傷頭 G2775 促使有在頭之務(促使有總結首要 / 打傷頭)

促為骯髒污濁 G4505a 促為骯髒污濁

促為成長健全 G5198 促為成長健全

促為歡悅愉快 G2165 促為好的橫膈體會(促為好的官感體驗=促為歡悅愉快)

促為枯乾 G3583 促為刮磨焦熱(促為枯乾)

促為苦澀辛辣 G4087 促為苦澀辛辣

促為亮光潔白 G3021 促為亮光潔白

促為魯鈍愚拙 G3471 促為魯鈍愚拙

促為熄滅衰殘 G3133 促為熄滅衰殘

促為照亮顯明 G5316 促為照亮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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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為照亮顯明的 G5318 促為照亮顯明的

促為照亮顯明地 G5320 促為照亮顯明地

大比大 G5000 大比大 [名字=羚羊]

達到足夠的 G2425 達到足夠的

大都會 G3390 母親城邑(主要城邑=大都會)

打盹 G3573 使有點頭瞌睡(打盹)

打發離開 G0630 從那裏鬆綁脫解離開(打發離開)

打發送行 G4311 在前面差送打發(往前差送打發=打發送行)

打穀場 G0257 輥壓碾實之處(打穀場)

代表特使團 G4242 為作年長之人(為作代表特使=代表特使團)

帶到身旁一同 G4838 共同在旁邊拿取(共同拿取在旁邊=帶到身旁一同)

帶金戒指的 G5554 黃金之在手指之物的(黃金之手指環的=帶金戒指的)

帶領 G0071 帶領

帶領四處走動 G4013 在周圍帶領(帶領在周圍=帶領四處走動)

帶領引導 G2233 帶領引導

帶領在前面 G4254 在前面帶領(帶領在前面)

帶領在上面 G1863 在上面帶領(帶領在上面)

待死的 G1935 在上面具乃死亡之死的(在死上面的=待死的)

帶頭者 G4414 最在前面地立定站住者(帶頭者)

帶子 G2223 帶子

打攪煩亂 G5182 使有繁雜混亂(打攪煩亂)

大家一齊地 G3826 在對所有每一個的為充滿添足地(在對所有聚滿大群地=大家一齊地)

大祭司 G0749 為起始為首之神聖者(起始首要之祭司=大祭司)

搭救 G4506 湧流拉拽(匆促拉拽=搭救)

大軍 G4756 為乃佈陣紮營之軍(為軍隊=大軍)

打雷 G1027 為咆哮轟鳴(打雷)

大利大 G5008 大利大 [亞蘭文音譯=年輕閨女]

大理石 G3139 閃爍發亮之石(大理石)

大麥 G2915 大麥

大麥製的 G2916 大麥成的(大麥製的)

大馬哩 G1152 大馬哩 [名字=馴服的]

大瑪努他 G1148 大瑪努他 [名字]

大馬色 G1154 大馬色 [名字]

大馬色的 G1153 大馬色的 [名字]

撻馬太 G1149 撻馬太 [名字]

大門 G4439 大門

大門口 G4440 大門之口(大門口)

蛋 G5609 蛋

單純誠實的 G0573 疊合單一的(單純誠實的)

但凡 G0302 但凡

但凡當這時 G3752 但凡並這個(但凡並在這樣的時候=但凡當這時)

但凡若是 G1437 但凡若是

但凡若是不會 G3362 但凡若是不會

但凡若是甚至 G1437a 但凡若是甚至

當場立即地 G3916 在旁邊所提供使用地(當場立即地)

當場人贓俱獲的 G0848a 同一者竊賊的(當場人贓俱獲的)

當地的 G1786 在內具地點處所的(在具地點處所內的=當地的)

耽擱遲延 G5549 使有時段期間(耽擱遲延)

當面懇切代求 G5241 在之上高超地在內巧遇得著(當面懇切代求)

當面懇求 G1783 在內巧遇得著(當面懇求)

當面懇求 G1793 在內巧遇得著(當面懇求)

當面於前地 G1725 在內相對對應地(當面於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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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那時地 G5119 那並這個地(那並在這樣的時候地=當那時地)

當權有能者 G1413 能夠可能者(當權有能者)

當這時地 G3753 並這個地(並在這樣的時候地=當這時地)

但乃是 G0235 為另外不同(其他相反地=但乃是)

膽怯恐懼 G1167 為恐懼驚駭(膽怯恐懼)

但以理 G1158 但以理 [名字=神的審判官]

擔子負荷 G5413 小的乃負載攜帶之擔(小的裝貨重載=擔子負荷)

到成熟點 G0187 使為頂點尖峰(到成熟點)

到處散佈播撒 G1289 徹底經過散佈播撒(到處散佈播撒)

到達來臨 G2240 到達來臨

到達來臨在上面 G2185 在上面到達來臨(到達來臨在上面)

倒打攔阻 G0348 再向上切砍擊打(倒轉切砍擊打=倒打攔阻)

到第二天的 G1206 在更二的(在第二的=到第二天的)

禱告咒詛 G0685 禱告咒詛

到後來地 G3347 轉換在上面其次之後地(轉換在其後地=到後來地)

刀劍 G4501 馬刀長劍(刀劍)

道假說謊的 G5573 說謊作假地鋪放擺出的(假地關聯陳述的=道假說謊的)

到來前往 G2064 到來前往

到來前往在前面 G4281 在前面到來前往(到來前往在前面)

到來前往在上面 G1904 在上面到來前往(到來前往在上面)

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G3056 鋪放擺出之道(關聯陳述之語=道理話語 / 盤點清冊)

道理話語的爭辯 G3055 為爭戰搏鬥鋪放擺出之道(為爭戰搏鬥關聯陳述之語=道理話語的爭辯)

到臨 G1660 到來前往(到臨)

道路途徑 G3598 道路途徑

到旁邊貼近而行 G3881 在旁邊鋪放擺出(到旁邊貼近而行)

導師 G2519 向下帶領引導者(導師)

道說 G3004 鋪放擺出(關聯陳述=道說)

到四天的 G5066 在四的(到四天的)

到下風處奔跑疾行 G5295 在底下奔跑疾行(到下風處奔跑疾行)

到下風處航行 G5284 在底下漂航行船(到下風處航行)

導引調動 G3329 轉換帶領(帶領轉換=導引調動)

島嶼 G3520 島嶼

到這裏 G1204 到此處(到這裏)

到這裏來 G1205 促動挪移到此處(到這裏來)

導致遺忘 G1585 向外遮隱暗藏(導致遺忘)

到中間當中 G3322 促使為中間當中(到中間當中)

打拳擊 G4438 作拳頭捏緊者(作拳擊手=打拳擊)

打掃 G4563 促使有刷掉掃除之器(促使有掃帚=打掃)

大數 G5019 大數 [名字=扁平籃子]

大數人 G5018 大數人 [名字=扁的籃子]

打算意圖 G1012 為諮商決意(打算意圖)

達太 G2280 達太 [名字]

大腿 G3382 大腿

大衛 G1138 大衛 [名字=所親愛的]

大型捕魚圍網 G4522 為配備裝束(設備裝具=大型捕魚圍網)

搭帳棚居所 G4637 促使有為蔭影器具之棚(促使有帳棚居所=搭帳棚居所)

搭帳棚居所住下 G2681 向下促使有為蔭影器具之棚(向下促使有帳棚居所=搭帳棚居所住下)

搭帳棚居所住在上面 G1981 在上面促使有為蔭影器具之棚(在上面促使有帳棚居所=搭帳棚居所住在上面)

德丟 G5060 德丟 [名字=第三]

等候期望 G1561 為向外接納領受(為期望等候=等候期望)

燈火 G3088 亮光潔白之具(燈火)

登記入冊 G2639 向下鋪放擺出(登記入冊)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  簡易閲讀版  1581

1581

燈臺 G3087 為亮光潔白之具(為燈火=燈臺)

得勝 G3534 征服勝利之勝(得勝)

得益獲利 G4200 使有門路方法(得益獲利)

典範隱喻 G5262 所在底下顯示展現(所示範暗示=典範隱喻)

點燃焚燒 G2545 點燃焚燒

點燃焚燒 G2740 點燃焚燒

點頭示意 G3506 點頭示意

典型規範 G5296 在底下促使有連敲重擊之模(在底下促使有印模樣本=在底下鑿刻=典型規範)

雕印實像 G5481 削尖雕刻者(雕塑刻印者或工具=雕印實像)

殿宇 G3485 居住棲息之所(殿宇)

調查審訊 G0426 向上檢驗調查(檢驗調查明白=調查審訊)

調查訊問 G1833 向外檢驗調查出來(仔細檢驗調查=調查訊問)

雕像印記 G5480 所削尖雕刻(所雕塑刻印=雕像印記)

第八的 G3590 第八的

地步階層 G0898 行走移步之步(步伐台階=地步階層)

地點處所 G5117 地點處所

的的確確 G3375 的的確確

第二的 G1208 更二的(第二的)

地方官吏 G4173 城邑之起始為首者(城邑之起首統治者=地方官吏)

地方總督 G0446 相對對應的在之上最高超之人(最高代替執政官=地方總督)

低加波利 G1179 低加波利 [名字=十個城邑]

低賤羞愧 G0819 為沒有為估值評價(為沒有珍貴價值=為羞賤卑微=低賤羞愧)

地窖 G2926 為乃隱藏遮掩(隱藏遮掩處=地窖)

敵基督 G0500 相對對應的乃膏抹之人(對抗的受膏抹之人=敵基督)

第九的 G1766 第九的

第六的 G1623 第六的

底馬 G1214 底馬 [名字]

底買 G5090 底買 [名字=具不潔的]

低米丟 G1216 低米丟 [名字=具狄米特(希臘穀神)的,為二人之名]

錠 G3414 彌拿(錠) [貨幣重量單位]

定金 G0728 抵押擔保(定金)

定睛觀看 G2300 定睛觀看

定居 G2730 向下有住處家室(向下居家=定居)

定居 G2731 向下有住處家室(向下居家=定居)

定居住處 G2733 為向下有住處家室(為向下居家=為定居=定居住處)

訂立律法者 G3550 置放擺設分發配置之律者(置放擺設法規慣律者=訂立律法者)

定期的值班 G2183 為在上面日子(為在每日上面=定期的值班)

釘十字架 G4717 促使有立定站住之柱(促使有十字架=釘十字架)

定意 G2308 提起選定(定意)

定意 G2309 提起選定(定意)

定意自選之儀式奉行 G1479 提起選定為行隆重虔誠(定意儀式奉行=定意自選之儀式奉行)

釘子 G2247 釘子

第七的 G1442 第七的

的確 G3303 的確

的確這樣 G3303a 的確因此這般(的確這樣)

的確這樣確實 G3304 的確因此這般確實(的確這樣確實)

詆辱中傷 G1225 徹底經過投擲(詆辱中傷)

詆辱中傷的 G1228 徹底經過投擲的(詆辱中傷的) [常用為實詞,指魔鬼]

第三的 G5154 第三的

第十的 G1182 第十的

第十二的 G1428 第十二的

第十四的 G5065 第十的且四的(第十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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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的 G4003 第十的且五的(第十五的)

第十一的 G1734 第十一的

第四的 G5067 第四的

低俗缺德的 G5337 平庸缺陷的(低俗缺德的)

地土/地 G1093 地土 / 地

低土馬 G1324 低土馬 [名字=雙生的]

丟大 G2333 丟大 [名字]

丟開棄置 G0577 從那裏投擲離開(丟開棄置)

丟尼修 G1354 丟尼修 [名字=具巴克斯(希臘酒神)的=飲酒狂歡之人]

丟斯 G2203 丟斯 [名字=希臘神話的天神]

丟斯雙子 G1359 丟斯雙子 [名字=丟斯的雙生少年]

丟特腓 G1361 丟特腓 [名字=丟斯滋養強健的]

低微降卑的 G5011 低微降卑的

第五的 G3991 第五的

弟兄 G0080 同時一齊的母腹之人(弟兄)

弟兄團體 G0081 為同時一齊的母腹(為弟兄=弟兄關係=弟兄團體)

嫡系正宗的 G1103 具有生發成為之族的(具有族類的=具生發成為族類的=嫡系正宗的)

嫡系正宗地 G1104 具有生發成為之族地(具有族類地=具生發成為族類地=嫡系正宗地)

地獄 G1067 欣嫩子谷(地獄) [欣嫩子谷為舊約地名]

地域 G5561 張口空缺(間區空間=地域)

徹底指證駁倒 G1246 徹底經過向下指證駁斥(徹底指證駁倒)

冬季急流溪 G5493 所傾注澆流湧流之溪(冬天暴風雨湧流之溪=冬季急流溪)

動憐慈心腸 G4697 使有腸腑內臟(使有憐慈心腸=動憐慈心腸)

動怒生氣 G5520 有青綠膽汁(動肝火=動怒生氣)

冬天暴風雨氣候 G5494 為所傾注澆流(為冬天暴風雨=冬天暴風雨氣候)

斗 G3426 斗 [乾貨之容量的量度器]

斗膽冒險 G5111 有膽量勇敢(斗膽冒險)

斗膽冒險者 G5113 有膽量勇敢者(斗膽冒險者)

豆蔻 G0298a 豆蔻

端點 G0206 極點尖端之處(端點)

斷定為相配值得 G2661 向下促使為相配值得(向下視為相配值得=斷定為相配值得)

斷定有罪 G2632 向下區別審斷(斷定有罪)

斷定有罪 G2633 向下區別審斷(斷定有罪)

鍛煉力求 G0778 成精製細作(鍛煉力求)

斷氣 G1606 向外吹氣吐風出來(斷氣)

短暫急速之間 G5034 迅速快捷之隙(短暫急速之間)

督促責成 G1781 在內啟行出發(在內向終結啟行=督促責成)

督導師傅 G1988 在上面立定站住者(在上指導督飭者=督導師傅)

篤定不移的 G1476 具為坐定安頓的(篤定不移的)

肚腹 G1064 胃部(肚腹)

度過整夜 G1273 行徹底經過夜晚(度過整夜)

對敵 G0477 相對對應地置放擺設(對抗地置放擺設=對敵)

對分一半的 G2255 對分一半的

兌換硬幣者 G2855 使有硬幣者(兌換硬幣者)

兌換用之零錢 G2772 所修剃剪短(零碎=兌換用之零錢)

對抗辯駁 G0485 為相對對應地鋪放擺出(為相對對應地關聯陳述=為辯駁對抗=對抗辯駁)

對抗地安排定規 G0498 相對對應地安排定規(對抗地安排定規)

對抗地分置安設 G0475 相對對應地徹底經過置放擺設(對抗地分置安設)

對抗地行漫罵斥責 G0486 相對對應地作漫罵斥責之人(對抗地行漫罵斥責)

對立抗拒 G0436 相對對應地立定站住(對立抗拒)

對面於那邊地 G0495 相對對應地到於穿透橫過地(相對對應地到於穿過那一邊地=對面於那邊地)

對頭 G0476 相對對應的公平正義之人(法庭上的對抗之人=對頭)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  簡易閲讀版  1583

1583

隊伍軍兵 G4753 所行乃佈陣紮營之軍(所行軍隊=隊伍軍兵)

對著誇耀 G2620 向下有為誇口炫耀(向下有自誇=對著誇耀)

對峙相敵 G0480 相對對應地安置(對峙相敵)

敦促聯合一致 G4822 共同使行走移步(使行在一起=敦促聯合一致)

敦促騎上 G1913 在上面使行走移步(使步上=敦促騎上)

敦促向前 G4264 在前面使行走移步(使向前行=敦促向前)

嘟噥嘀咕 G1111 嘟噥嘀咕

多加 G1393 多加 [名字= 羚羊]

多利買 G4424 多利買 [名字]

多馬 G2381 多馬 [名字=雙生的]

多帕多家 G2587 多帕多家 [名字]

毒蛇 G2191 毒蛇

獨生的 G3439 僅有單獨的生發成為之族的(僅有單獨的族類的=獨生的)

獨特超群的 G1313 徹底經過負載攜帶的(負載攜帶經過的=獨特超群的)

獨眼的 G3442 僅有單獨的眼睛的(獨眼的)

堵住口 G1993 使為在上面開口(使為在開口上面=堵住口)

軛/天平 G2218 套軛聯結之物(軛 / 天平)

厄巴大 G1042 厄巴大 [名字=小山高處]

俄備得 G5601 俄備得 [名字=服事]

惡的 G4190 有勞動辛苦之苦的(勞苦煩勞的=惡的)

惡毒迷惑 G0940 促為致使照亮迷住(惡毒迷惑)

惡劣不好 G2549 為卑劣不好(惡劣不好)

惡劣不好的慣常習性 G2550 為卑劣不好的習常慣用之性(惡劣不好的慣常習性)

俄梅戛 G5598 俄梅戛 [希臘文最後一個字母]

蛾摩拉 G1116 蛾摩拉 [名字=一堆廢墟 ]

恩賜 G5486 所使有為歡喜安樂(所使有恩典惠意=恩賜)

恩慈合宜 G5544 為乃提供使用(為合用=為合宜恩慈=恩慈合宜)

恩待 G5483 使有為歡喜安樂(使有恩典惠意=恩待)

恩典惠意 G5485 為歡喜安樂(恩典惠意)

珥 G2262 珥 [名字=警醒的]

二百/二百個 G1250 二個地一百(二百 / 二百個)

耳巴奴 G3773 耳巴奴 [名字=城市的]

耳垂 G5621 小耳朵(耳垂)

耳朵 G3775 耳朵

二個/兩個 G1417 二 / 二個 / 兩個

二千/二千個 G1367 二個地一千(二千 / 二千個)

二十 G1501 廿(二十)

餌誘詭詐 G1388 誘捕餌騙之詐(餌誘詭詐)

兒子 G5207 兒子

兒子之置放擺設 G5206 為置放擺設兒子(兒子之置放擺設)

扼殺勒死的 G4156 乃使吹氣吐風的(乃使喘氣窒息的=扼殺勒死的)

額外地耗費支出 G4325 在前面向著有為吞食耗損(在前面向著有損耗花費=額外地耗費支出)

惡性 G4189 為有勞動辛苦之苦(為勞苦煩勞=惡性)

哦呀 G5599 哦呀

惡意嫉妒 G5355 惡意嫉妒

遏制壓抑 G4928 為共同持有(為握緊擠壓=遏制壓抑)

扼住擠壓 G4846 共同使吹氣吐風(完全使喘氣窒息=扼住擠壓)

發表聲明離棄 G0550 從那裏發話言說離開(發表聲明離棄)

發表言說 G4483 湧流開聲(發表言說)

發佈傳揚 G2605 向下報信通告(發佈傳揚)

發佈傳揚者 G2604 向下報信通告者(發佈傳揚者)

法定錢幣 G3546 所使成分發配置之律(所使成法規慣律=法定錢幣)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  簡易閲讀版  1584

1584

發嘟噥嘀咕 G1112 使有嘟噥嘀咕(發嘟噥嘀咕)

發嘟噥嘀咕者 G1113 使有嘟噥嘀咕者(發嘟噥嘀咕者)

發高燒 G4445 有燃火(發高燒)

發光照耀 G2989 發光照耀

發喊嚷叫 G2905 使有為嘶聲吶喊(使有高喊嚷叫=發喊嚷叫)

發話言說 G2036 發話言說

發火紅 G4449 使為火紅(發火紅)

發酵 G2220 促使有為煮沸灼燙(促使有酵素=發酵)

發叫喊鳴聲 G0214 使有叫喊鳴聲(發叫喊鳴聲)

發狂癲癇 G4583 使有為皎潔明亮(使有月亮=發狂癲癇)

法老 G5328 法老 [音譯=埃及王]

法勒 G5317 法勒 [名字=地震分裂]

法勒斯 G5329 法勒斯 [名字=破裂破口]

發憐憫慈悲 G1653 發憐憫慈悲

發憐憫慈悲的 G1655 發憐憫慈悲的

法利賽人 G5330 法利賽人 [名字=宗教上之分離主義者]

乏力虛弱 G0771 所成沒有體能活力(所成軟弱無力=乏力虛弱)

發明者 G2182 在上面找到尋見者(發明者)

翻倒傾覆 G2690 向下轉動翻轉(翻倒傾覆)

反對責難 G2607 向下認識知道(認識知道而反對=反對責難)

法內力 G5323 法內力 [名字=神的面]

妨礙傷害 G0984 妨礙傷害

妨礙傷害的 G0983 妨礙傷害的

放膽公開直言 G3954 為所有每一個的湧流開聲(為所有每一個的發表言說=放膽公開直言)

房頂 G1430 所修建營造(房屋大廈=房頂)

放光芒 G0826 使有光芒(放光芒)

房角的 G0204 在極點尖端之處之基角角落的(在端點之基角角落的=房角的)

方木櫃/方舟 G2787 木箱方櫃(方木櫃 / 方舟)

放牧餵養 G1006 放牧餵養

紡紗捻線 G3514 紡紗捻線

翻滾污物 G2946 所使隆起鼓圓(所滾動=翻滾污物)

返回 G1880 在上面向上到來前往(向上到來前往在上面=返回)

犯姦淫 G3429 成通姦淫亂之人(犯姦淫)

氾濫沖沒 G2626 向下汹湧沖撞(氾濫沖沒) 

氾濫無度 G0401 再向上傾注澆流(一再傾注澆流=氾濫無度)

範例表樣 G1164 所顯示展現(範例表樣)

分離隔開 G5563 使有張口空缺(使有間區空間=分離隔開)

煩擾攪亂 G2349a 使有號叫喧囂之鬧(使有喧鬧滋擾=煩擾攪亂)

犯人 G1202 拴綁之捆者(捆鎖者=犯人)

翻騰 G4494 使有為拋擲(使有風扇=翻騰)

翻新 G0365 促使再向上新初年淺(促使回復新初年淺=翻新)

翻譯解釋 G2058 為解釋翻譯(翻譯解釋)

反轉降卑 G1788 在內轉動運轉(反轉降卑)

翻轉扭曲 G1294 徹底經過轉動翻轉(翻轉扭曲)

反轉羞慚 G1791 為在內轉動運轉(為反轉降卑=反轉羞慚)

翻轉轉化 G1995 為在上面轉動翻轉(翻轉轉化)

翻轉折返/往返行事 G0390 向上轉動翻轉(翻轉折返 / 往返行事)

翻轉轉換 G3344 轉換轉動翻轉(翻轉轉換)

翻轉轉回 G5290 在底下轉動翻轉(翻轉轉回)

犯罪 G0264 失去分配部分(失去本份=犯罪)

犯罪的 G0268 失去分配部分的(失去本份的=犯罪的)

發生遭遇 G4819 共同行走移步(行走移步在一起=發生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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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法規 G2922 具區別審斷者之器(具審判官之器=審判標準=法庭法規)

發向下禱告咒詛 G2672 有向下禱告咒詛(發向下禱告咒詛)

發信函告 G1989 在上面安放立定(發信函告)

發言講說 G2980 發言講說

發芽生長 G5453 發芽生長

發陰鬱昏暗 G4768 使為憎恨厭惡(發陰鬱昏暗)

發育身量 G2244 為同歲伙伴(發育身量)

誹謗誣蔑的 G2637 向下發言講說的(發言講說向下相對的=誹謗誣蔑的)

非比 G5402 非比 [名字=為明亮煥發]

非比尋常的 G3861 在旁邊設想認為好的(在設想認為好旁邊的=非比尋常的)

非常飢餓的 G4361 在前面向著為勞動辛苦的(在前面向著為貧乏的=非常飢餓的)

非常希奇 G1569a 向外使有所定睛觀看(向外使有驚奇=非常希奇)

廢除棄絕 G0114 不有置放擺設之物(廢棄置放擺設之物=廢除棄絕)

廢除棄絕 G0115 不有置放擺設之物(廢棄置放擺設之物=廢除棄絕)

肥甘美味的 G3045 油脂的(肥甘美味的)

腓吉路 G5436 腓吉路 [名字=逃亡者]

非拉鐵非 G5359 非拉鐵非 [名字=為喜愛弟兄]

腓利 G5376 腓利 [名字=喜愛馬的,為四人之名]

腓立比 G5375 腓立比 [名字=喜愛馬的]

腓立比人 G5374 腓立比人 [名字=為喜愛馬的]

腓利門 G5371 腓利門 [名字=友愛的]

腓力斯 G5344 腓力斯 [名字=快樂的]

腓理徒 G5372 腓理徒 [名字=乃友愛的]

非羅羅古 G5378 非羅羅古 [名字=喜愛道理話語的]

飛鳥 G4071 展翅飛行之鳥(飛鳥)

飛鳥的 G4421 展翅飛行之鳥的(飛鳥的)

腓尼基 G5403 腓尼基 [名字=棕櫚樹之地]

非尼基 G5405 非尼基 [名字=棕櫚樹]

飛禽雀鳥 G3732 為上升拔高之禽(飛禽雀鳥)

非斯都 G5347 非斯都 [名字=節日歡慶的]

非為手行出作成的 G0886 乃不手行出作成的(非為手行出作成的)

非穩妥確實的 G2000 在上面跌倒動搖的(非穩妥確實的)

肥沃豐富 G4096 為豐肥飽滿(肥沃豐富)

分辨細查 G1231 徹底經過認識知道(分辨細查)

分辨細查 G1233 徹底經過認識知道(分辨細查)

分別區分 G1293 為徹底經過安放立定(為區分定規=分別區分)

分黨結派 G0592 從那裏徹底經過使有具範圍界限之線離開(從那裏徹底經過定範圍界限之線以分開=

徹底地界定分開=分黨結派)

分定的食糧 G4620 具穀物麥粒之量器量度之分(分定的食糧)

芬芳香料 G0759 所提起芳香(芬芳香料)

糞肥 G2874 為糞便(糞肥)

分封的王 G5076 四個之起始為首者(在四人聯合統治地之起首統治者=分封的王)

焚風灼熱 G2742 點燃焚燒之熱(焚風灼熱)

風 G0417 吹拂之風(風)

風暴 G2366 為急喘煙熱(風暴)

蜂巢 G2781 小蜂臘蜜房(蜂巢)

奉承諂媚 G2850 為作奉承巴結者(奉承諂媚)

分給 G1239 徹底經過給與(分給)

風格樣式 G4976 所持有(風格樣式)

豐厚豐足 G0100 為肥厚豐足(豐厚豐足)

癲狂 G3130 為熱望瘋狂(癲狂)

豐滿富足 G4149 乃充滿添足之豐(豐滿富足)

蜂蜜 G3192 蜂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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縫紉針 G4476 縫紉針

蜂蠍尾之螫刺/刺棒 G2759 扎刺器(蜂蠍尾之螫刺 / 刺棒)

分教門黨派的 G0141 屬為乃提起以分開的(屬為乃選取的=分教門黨派的)

分開 G3307 使成分取配分之份(使成部分=分開)

分開 G3311 使成分取配分之份(使成部分=分開)

分開者 G3312 使成分取配分之份者(使成部分者=分開者)

分裂斷開 G4977 分裂斷開

分離去除 G0851 從那裏提起以分開(分離去除)

奮力伸展 G1901 在上面向外伸展出來(向外伸展出來在上面=奮力伸展)

分門結黨 G2052 為作僱佣織工(為行織結謀私=分門結黨)

墳墓 G3419 具為致使提醒記得之處(具記憶回想之處=墳墓)

分派差遣 G0649 從那裏安放立定(分派差遣)

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G0652 從那裏安放立定之人(分派差遣之人 / 使徒)

奮銳黨 G2581 奮銳黨 [名字=具熱心的]

奮銳黨徒 G2208 促使有煮沸灼燙之熱者(促使有火熱激昂者=具火熱激昂之情者=奮銳黨徒)

焚燒燒毀 G2618 向下點燃焚燒(焚燒燒毀)

粉飾 G2867 捈灰粉石灰(粉飾)

分心掛慮 G3308 為使成分取配分之份(為使成部分=為分開=分心掛慮)

分枝 G2798 折裂破開之枝(分枝)

分置安設 G1303 徹底經過置放擺設(分置安設)

分枝嫩芽 G2814 所折裂破開(分枝嫩芽)

分支族派 G5443 為發芽生長(分支族派)

否認拒絕 G0720 否認拒絕

腐敗壞疽 G1044 為啃咬吞蝕(腐敗壞疽)

伏地倒斃 G2693 向下舖開攤放(伏地倒斃)

復和改正 G2643 為向下使成另外不同(為向下改換=復和改正)

誹謗誣蔑 G2635 向下發言講說(發言講說向下相對=誹謗誣蔑)

浮誇狂傲 G0212 為作虛浮誇傲之人(為行虛浮誇傲=浮誇狂傲)

弗勒干 G5393 弗勒干 [名字=正持續燒著焚火的]

俘擄 G0164 乃以槍矛提起擄獲之人(俘擄)

俘擄囚禁 G0161 為乃以槍矛提起擄獲之人(為俘擄=俘擄囚禁)

弗呂家 G5435 弗呂家 [名字]

父母 G1118 生發成為者(父母)

腹腔 G2836 為空心中空(腹腔)

父親 G3962 父親

父親祖宗的 G3971 父親的(父親祖宗的)

腐蝕毒害 G2447 發散之害(腐蝕毒害)

服侍照料/僕從佣人 G2322 為行加熱變暖(為行珍愛懷抱=為行侍候紓解=服侍照料 / 僕從佣人)

斧頭 G0513 斧頭

福徒拿都 G5415 福徒拿都 [名字=乃幸運的]

撫慰安撫 G3890 為在旁邊有故事講述之作(為安撫慰藉之作=撫慰安撫)

復位還原 G0600 從那裏向下立定站住(從那裏設立派定=復位還原)

復位還原 G0605 從那裏向下立定站住(從那裏設立派定=復位還原)

父鄉祖籍 G3968 父親處(父鄉祖籍)

父系家族 G3965 為父親(父系家族)

腐朽敗壞 G5351 腐朽敗壞

腹腰 G3751 腹腰

福音佳訊 G2098 具好的報信通告之訊(具好信息=福音佳訊)

附議贊同 G4783 共同向下置放擺設(一起向下置放擺設=附議贊同)

附議贊同 G4784 共同向下置放擺設(一起向下置放擺設=附議贊同)

扶援幫助 G0996 為向為高呼喊叫奔行(為向呼叫求援奔行=為馳援幫助=扶援幫助)

負載容忍其模式習性 G5159 有負載攜帶之物於轉動運轉之式(有加載負擔於運轉模式=負載容忍其模式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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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載攜帶 G5342 負載攜帶

負載攜帶光明的 G5459 負載攜帶照亮顯明之光的(負載攜帶光明的) [古典用法意指金星=晨星]

負載攜帶果實的 G2593 負載攜帶果實的

負載攜帶在旁邊 G3911 在旁邊負載攜帶(負載攜帶在旁邊)

負載攜帶在前面 G4393 在前面負載攜帶(負載攜帶在前面)

負載攜帶在上面 G2018 在上面負載攜帶(負載攜帶在上面)

負債積欠 G3782 為積欠負債(負債積欠)

服裝 G2689 為向下安放立定(服裝)

扶助幫扶 G0482 相對對應地拿取(扶助幫扶)

扶助幫扶 G0484 相對對應地拿取(扶助幫扶)

付總額價錢 G5608 付總額價錢

改換 G0236 使成另外不同(改換)

該南 G2536 該南 [名字=固定的,為二人之名]

該撒 G2541 該撒 [羅馬皇帝的稱號]

該撒利亞 G2542 該撒利亞 [名字,為二地之名]

改善調和 G1259 徹底經過使成另外不同(徹底地改換=改善調和)

蓋圖章封印 G4972 使有圖章封印(蓋圖章封印)

該亞法 G2533 該亞法 [名字=幽谷]

該隱 G2535 該隱 [名字=獲得]

該猶 G1050 該猶 [名字]

改正復和 G2644 向下使成另外不同(向下改換=改正復和)

干大基 G2582 干大基 [音譯=埃提阿伯女皇稱號]

感恩祝謝 G2169 為乃好地使有為歡喜安樂(為乃好地使有恩典惠意=為祝謝感恩=感恩祝謝)

趕鬼驅魔者 G1845 向外使有圍牆範圍之限者(向外使有誓言制約者=趕鬼驅魔者)

港灣海口 G3040 港灣海口

剛硬艱澀的 G4642 烘乾烤焦的(剛硬艱澀的)

乾淨純潔的 G2513 乾淨純潔的

趕緊急切 G4692 趕緊急切

乾渴 G1373 乾渴

橄欖 G1636 橄欖

橄欖之園 G1638 橄欖之園

干擾弄亂 G0384 再向上使有器皿用具(再向上預備=倒轉預備=干擾弄亂)

感受體察 G5426 用橫膈體會(用官感體驗=感受體察)

感受體察 G5428 用橫膈體會(用官感體驗=感受體察)

甘松香 G3487 哪噠(甘松香)

感謝 G2168 成乃好地使有為歡喜安樂(成乃好地使有恩典惠意=成祝謝感恩=感謝)

甘心地 G2234 歡樂滿意地(甘甜愜意地=甘心地)

高大 G2802 高大 [名字]

高的 G5308 為在之上高超之高的(為高的=高的)

高度 G5311 在之上高超之高(高度)

高喊嚷叫 G2906 為嘶聲吶喊(高喊嚷叫)

高呼喊叫 G0994 高呼喊叫

高價昂貴的 G4185 許多的啟行出發之終的(許多的終結稅的=高價昂貴的)

高看自己 G5252 在之上高超地用橫膈體會(在之上高超地用官感體驗=在之上高超地感受體察=

高看自己)

膏抹 G5548 膏抹

高山 G3735 上升拔高之處(高山)

高尚尊貴的 G2104 好的生發成為之族的(好的族類的=高尚尊貴的)

高燒 G4446 乃有燃火之熱(乃發高燒=高燒)

高抬於上 G5229 在之上高超地提起(高抬於上)

高興樂意的 G2431 成愉悅慈祥的(高興樂意的)

羔羊 G0286 羔羊

高雅尊貴的 G2158 好的所持有的(好的風格樣式的=高雅尊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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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雅尊貴地 G2156 好的所持有地(好的風格樣式地=高雅尊貴地)

膏油 G5545 所膏抹(膏油)

各耳板 G2878 各耳板 [音譯=奉獻的禮物]

各方面地 G3839 所有每一個樣地(各方面地)

歌革 G1136 歌革 [名字]

各個的 G1538 最遙遠的(各個的)

各各他 G1115 各各他 [名字=髑髏地]

給付報償 G0467 相對對應地從那裏給與(給付報償)

給付報償 G0469 相對對應地從那裏給與(給付報償)

給付酬報者 G3406 從那裏給與工價報酬者(給付酬報者)

給付酬勞 G3405 為從那裏給與工價報酬(給付酬勞)

給與 G1325 給與

給與 G1394 給與

給與者 G1395 給與者

擱開保留 G0606 從那裏安置離開(安置開=擱開保留)

革來氏 G5514 革來氏 [名字=青翠嫩綠]

革老丟 G2804 革老丟 [名字,為二人之名]

革老底亞 G2803 革老底亞 [名字]

格拉森 G1085a 格拉森 [名字]

格拉森的 G1086 格拉森的 [名字; 為舊約的革迦撒]

哥拉汛 G5523 哥拉汛 [名字]

革勒士 G2913 革勒士 [名字=增長]

割禮 G4061 為在周圍切割(為行割禮=割禮)

革哩底 G2914 革哩底 [名字]

革哩底人 G2912 革哩底人 [名字]

革利免 G2815 革利免 [名字=仁慈的]

哥林多 G2882 哥林多 [名字]

哥林多人 G2881 哥林多人 [名字]

革流巴 G2810 革流巴 [名字=有聲望榮譽的父]

革羅罷 G2832 革羅罷 [名字]

歌羅西 G2857 歌羅西 [名字=為龐大]

歌羅西人 G2858 歌羅西人 [名字=龐大的]

根 G4491 根莖(根)

更卑劣不好的 G5501 更卑劣不好的

更變差減少的 G2276 更變差減少的

更大的 G3187 更極大的(更大的)

更大地 G3185 更極大地(更大地)

更多的 G4119 更許多的(更多的)

更惡的 G4191 更有勞動辛苦之苦的(更勞苦煩勞的=更惡的)

更高尚尊貴的 G2103b 更好的生發成為之族的(更好的族類的=更高尚尊貴的)

更格外多的 G4054 更在周圍的(更超值超量的=更格外多的)

更格外多的 G4055 更在周圍的(更超值超量的=更格外多的)

更格外多地 G4056 更在周圍地(更超值超量地=更格外多地)

更好地 G0957 具投擲地(更良好完善地=更好地) [用為0018的比較級]

更換地方 G3327 轉換行走移步(更換地方)

更接近地 G1452 更彎曲緊壓地(更接近地)

更具勤奮殷切的 G4706 更具為趕緊急切的(更具勤奮殷切的)

更具勤奮殷切的 G4707 更具為趕緊急切的(更具勤奮殷切的)

更具勤奮殷切地 G4708 更具為趕緊急切地(更具勤奮殷切地)

更快更利的 G5114 更切割的(更快更利的)

更美好適當的橄欖之樹 G2565 更美好適當的橄欖之樹

更美好適當地 G2566 更美好適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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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年長的 G4245 更年長的

最確定切實的 G0196 最在極點尖端的(最確定切實的)

更確定切實地 G0197 更在極點尖端地(更確定切實地)

更入內裏面的 G2082 更向內進入的(更入內裏面的)

更上頭的 G0511 更相對對應於上的(更上頭的)

更特別尤其地 G3123 更特別尤其地

更妥適地 G2866 更管照料理地(更妥適地)

更為接近地 G0788 更為彎曲緊壓地(更為接近地)

更微小低下的 G1640 更微小低下的

更向下的 G2737 更向下的

更先前的 G4387 更在前面的(更先前的)

更先前的/更先前地 G4386 更在前面的 / 更在前面地 (更先前的 / 更先前地)

更迅速快捷地 G5032 更迅速快捷地

最迅速快捷地 G5033 最迅速快捷地

更有膽量勇敢地 G5112 更有膽量勇敢地

更優秀的 G2908 更為魄力權勢的(更堅強尊榮的=更優秀的)

更優秀的 G2909 更為魄力權勢的(更堅強尊榮的=更優秀的)

更於那邊地 G4007a 更到於穿透橫過地(更到於穿過那一邊地=更於那邊地)

更在外面的 G1857 更向外出來的(更在外面的)

更在遠處地 G4208 更在前面地(更在遠處地)

耕種之人 G1092 作工於地土之人(耕種之人)

更專心熱切地 G1617 更向外伸展出來地(更專心熱切地)

哥尼流 G2883 哥尼流 [名字]

革尼撒勒 G1082 革尼撒勒 [名字]

革尼土 G2834 革尼土 [名字]

根基 G2310 具所置放擺設之基(根基)

跟隨 G0190 有同時一齊的路途(跟隨)

隔牆 G3320 中間當中的牆壁(中間當中的屋牆=隔牆)

隔牆籬笆 G5418 有橫膈圍阻(圍住阻隔=隔牆籬笆)

個人稅 G2778 登記普查(個人稅)

哥桑 G2973 哥桑 [名字]

各色各樣的 G4164 各色各樣的

哥士 G2972 哥士 [名字]

格外成長變大 G5232 在之上高超地成長變大(格外成長變大)

格外多的 G4053 在周圍的(超值超量的=格外多的)

格外多地 G4057 在周圍地(超值超量地=格外多地)

歌詠頌唱 G0103 歌詠頌唱

鴿子 G4058 鴿子

弓 G5115 弓弩(弓)

公斷仲裁者 G1348 使有公平正義者(使有正義公斷者=公斷仲裁者)

供奉獻與 G4376 為在前面向著負載攜帶(供奉獻與)

公共的 G1219 具拴綁社交之眾的(具公眾同胞的=公共的)

公會 G4892 具共同坐定安頓之處(公會)

公雞 G0220 防護者(公雞)

供給 G5524 作帶領圓環歌舞之人(供給)

工價報酬 G3408 工價報酬

攻擊對抗 G0497 柤對對應地行乃佈陣紮營之軍(柤對對應地行軍隊=對抗地行軍作戰=攻擊對抗)

攻擊猛勢 G3731 所暴發啟動(攻擊猛勢)

共聚的大會 G3831 所有每一個於為集市廣場(為集聚所有每一個於集市廣場=共聚的大會)

公開完全同意承認 G1843 向外有同樣相同的鋪放擺出之道(向外有同樣相同的關聯陳述之語=向外同意承認=

公開完全同意承認)

公民 G4177 城邑者(城邑居民=公民)

公民團體身份 G4174 為城邑者(為城邑居民=為公民=公民團體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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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牛 G5022 公牛

公僕 G3011 作工於乃人民百姓之人(服務民眾之人=公僕)

工人 G2040 作工之工者(工作者=工人)

公山羊 G5131 啃食咀嚼之羊(公山羊)

共識同意 G4774 為共同認識知道(共識同意)

貢稅 G5411 負載攜帶之物(加載負擔=人頭稅或財產稅=貢稅)

公聽處 G0201 具行聲聞耳聽者之處(公聽處)

共同安排定規 G4929 共同安排定規

共同奔跑疾行 G4936 共同奔跑疾行

共同殯殮埋葬 G4916 共同殯殮埋葬

共同參與有分的 G4830 共同轉換持有的(共同參與有分的)

共同查問辯論 G4803 共同探索尋求(共同查問辯論)

共同成合夥共享 G4790 共同成通俗共有(共同成合夥共享)

共同承受產業的 G4789 共同骰子籤份分發配置的(共同承受產業的)

共同承受苦難 G4777 共同成卑劣不好地經歷承受(共同成經受苦難=共同承受苦難)

共同成長變大 G4885 共同成長變大

共同出到國外之人 G4898 共同向外出來拴綁社交之眾之人(共同向外出來公眾同胞之人=共同出到國外之人)

共同從那裏帶領離開 G4879 共同從那裏帶領離開

共同促成推動驅使 G4900 共同促成推動驅使

共同到來前往 G4905 共同到來前往

共同發言講說 G4814 共同發言講說

共同發芽生長 G4855 共同發芽生長

共同分派差遣 G4882 共同從那裏安放立定(共同分派差遣)

共同分享 G4829 共同使成分取配分之份(共同使成部分=共同分開=共同分享)

共同扶助幫扶 G4878 共同相對對應地拿取(共同扶助幫扶)

共同跟從伴隨 G4902 共同跟從伴隨

共同跟隨 G4870 共同有同時一齊的路途(共同跟隨)

共同關上鎖住 G4788 共同關上鎖住

共同歸榮耀 G4888 共同使有設想認為好(共同使有榮耀=共同歸榮耀)

共同估算 G4817 共同使有鋪放擺出之道(共同使有盤點清冊=共同估算)

共同喝 G4844 共同喝

共同合夥共享之人 G4791 共同通俗共有的(=共同合夥共享之人)

共通合享 G2842 為通俗共有(為合夥共享=共通合享)

共同歡樂滿意 G4913 共同歡樂滿意

共同歡喜安樂 G4796 共同歡喜安樂

共同歡宴 G4910 共同成好地持有(共同歡宴)

共同歡愉認可 G4909 共同好地設想認為對(共同歡愉認可)

共同會集聚合 G4867 共同使有積聚集會(共同會集聚合)

共同活 G4800 共同活活生動(共同活)

共同經歷承受 G4841 共同經歷承受

共同就座 G4776 共同使成向下坐定(共同使成坐下=共同就座)

共同靠躺坐席 G4873 共同向上安置(共同靠躺坐席)

共同聯絡交通 G4926 共同有同樣相同的提起群集(共同有同夥群集=共同聯絡交通)

共同立定站住在上面 G4911 共同在上面立定站住(共同立定站住在上面)

共同模仿效法者 G4831 共同模擬仿效者(共同模仿效法者)

共同拿取/懷有/相持互助 G4815 共同拿取(共同拿取 / 懷有 / 相持互助)

共同虐待苦害 G4778 共同成卑劣不好地持有(共同虐待苦害)

共同跑在一起 G1998 在上面共同奔跑疾行(共同跑在一起)

共同破碎削弱 G4919 共同破碎削弱

共同勸勉請求 G4837 共同在旁邊促請召喚(共同促請召喚在旁邊=共同勸勉請求)

共同生魂意念的 G4861 共同為呼氣冷卻的(共同氣息感覺的=共同生魂意念的)

共同身體的 G4954 共同所使為安全保險的(共同所拯救的=共同身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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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拴綁 G4887 共同拴綁

共同死去 G4880 共同從那裏死亡離開(共同死去)

共同探索尋求 G4802 共同探索尋求

共同歎息 G4959 共同使為狹窄窘困(共同歎息)

共同停留持守在旁邊 G4839 共同在旁邊停留持守(共同停留持守在旁邊)

共同提取照理 G4792 共同使有管照料理(共同提取照理)

共同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G4897 共同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共同向上行 G4872 共同向上行走移步(共同向上行)

共同向下行 G4782 共同向下行走移步(共同向下行)

共同行路 G4922 共同行道路途徑(共同行路)

共同行去 G4848 共同行穿透通過(共同行去)

共同休息恢復 G4875 共同再向上停息休止(共同休息恢復)

共同宣稱傳講 G4852 共同照亮顯明(共同宣稱傳講)

共同迎面相遇 G4877 共同成相對對應(共同迎面相遇)

共同迎面相遇 G4876 共同成相對對應(共同迎面相遇)

共同一起 G4862 共同一起

共同擁擠壓迫 G4918 共同磨擦壓擠(共同擁擠壓迫)

共同用小圓石估算審斷 G4860 共同使有搓摸操弄之石(共同使有小圓石=共同用小圓石估算審斷)

共同用小圓石估算審斷裁定 G4785 共同向下使有搓摸操弄之石(共同向下使有小圓石=共同用小圓石估算審斷裁定)

共同有劇痛陣痛 G4944 共同有為促成沉降垂落(共同有分娩疼痛=共同有劇痛陣痛)

共同再向上攙雜混合 G4874 共同再向上攙雜混合

共同折彎 G4781 共同折彎

共同置放擺設在上面 G4901a 共同在上面置放擺設(共同置放擺設在上面)

共同致憂傷愁苦 G4818 共同致憂傷愁苦

共同種植栽培的 G4854 乃共同發芽生長的(共同種植栽培的)

共同撞碎破裂 G4917 共同撞碎破裂

共同轉接之間地 G3342 轉換共同地(共同轉接之間地)

共同作工的 G4904 共同作工的

共同作見證人 G4828 共同作見證人

共同作見證人證實 G4901 共同在上面作見證人(共同作見證人證實)

共同作君王 G4821 共同作君王

共同作亂者 G4955 共同使有立定站住者(共同使有站定對立者=共同作亂者)

工藝 G5078 為生產帶出(工藝)

公義的審判 G1341 為具公平正義的區別審斷(公義的審判)

工藝師 G5079 為生產帶出者(工藝師)

功用果效 G1755 所成在內作工(所成活動運作=所成有功效=功用果效)

公正平和 G1932 為在上面適同相當(為適度公正=公正平和)

公職服務 G3009 為作作工於乃人民百姓之人(為作服務民眾之人=為作公僕=公職服務)

公眾同胞 G1218 拴綁社交之眾(公眾同胞)

工作 G2041 作工之工(工作)

工作效益 G2039 為使有作工之工(為使有工作=為作工作=工作效益)

狗 G2965 狗

構架建造之人 G1217 作工於拴綁社交之眾之人(作工於公眾同胞之人=構架建造之人)

購買 G0059 使有集市廣場(購買於集市廣場=購買)

構築建構 G1739 有在內拴綁社交之築(構築建構)

寡婦 G5503 張口缺失之婦(奪走失喪之婦=寡婦)

管別人閒事之人 G0244 另外不同人的在上面眺望偵察之人(別人的視察眷顧之人=別人的監督=

管別人閒事之人)

棺材 G4673 堆起累積之器(棺材)

慣常習性 G2239 習常慣用之性(慣常習性)

貫穿刺透 G4044 在周圍穿透橫過(貫穿刺透)

官感體驗 G5424 橫膈體會(官感體驗)

官感體驗相同的 G3675 同樣相同的橫膈體會的(同樣相同的官感體驗的=官感體驗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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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場大街 G4113 為塑造模寬(為寬廣之處=廣場大街)

光華 G5338 光華

光滑平坦的 G3006 光滑平坦的

光輝的 G5460 照亮顯明之光成的(光明成的=光輝的)

光亮光耀 G2987 為發光照耀(光亮光耀)

光芒 G0827 光芒

光明 G5457 照亮顯明之光(光明)

光耀華麗的 G2986 發光照耀的(光耀華麗的)

光耀華麗地 G2988 發光照耀地(光耀華麗地)

光照 G5461 使有照亮顯明之光(使有光明=光照)

光照 G5462 使有照亮顯明之光(使有光明=光照)

管教訓練 G3809 為行管教僮僕(為訓練管教=管教訓練)

關節 G0719 連結安裝之節(關節)

慣練熟習 G1838 持有(慣練熟習)

管理殿宇之人 G3511 清掃居住棲息之所之人(清掃殿宇之人=管理殿宇之人)

灌滿 G3325 促使成裝滿(灌滿)

冠冕 G1238 所徹底經過拴綁(所繞頭拴綁之頭帶=帶狀冕冠=冠冕)

關切注意 G5431 使有為橫膈體會(使有為官感體驗=使有思想體認=關切注意)

關上鎖住 G2808 關上鎖住

關上鎖住到外面 G1576 向外關上鎖住出來(關上鎖住到外面)

貫通理解 G4907 共同使促動挪移(使促動挪移在一起=貫通理解)

貫通理解 G4920 共同使促動挪移(使促動挪移在一起=貫通理解)

盥洗盆 G3537 清潔洗淨者(盥洗盆)

冠以花冠 G4737 促使有纏捲環繞之冠(促使有花冠=冠以花冠)

關注留意 G1907 在上面持有(關注留意)

貫注思考 G1760 在內有急喘煙熱(在內有熾熱憤恨=貫注思考)

貫注思考 G1761 在內有急喘煙熱(在內有熾熱憤恨=貫注思考)

罐子 G4713 立定站住之罐(罐子)

顧察眷視 G1984 為在上面眺望偵察(為視察眷顧=顧察眷視)

固定停泊 G4358 使有在前面向著暴發啟動之處(使有在前面向著碇泊之處=固定停泊)

鼓動煽惑 G0383 向上搖擺震動(鼓動煽惑)

孤獨荒涼的 G2048 孤獨荒涼的

穀粉粗麵 G0224 壓磨碾碎之物(穀粉粗麵)

鬼附 G1139 使有鬼魅神祇(使為鬼神所制=鬼附)

貴橄欖石 G5116 具黃玉之石(貴橄欖石)

鬼魅神祇 G1142 鬼魅神祇

鬼魔 G1140 具鬼魅神祇之魔(鬼魔)

鬼魔形像的 G1141 具鬼魅神祇之魔之看見察覺之像的(鬼魔形像的)

歸榮耀 G1392 使有設想認為好(使有榮耀=歸榮耀)

皈依者 G4339 乃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之人(來自外地之人=皈依者)

估量計算 G4868 共同提起(估量計算)

古利奈 G2957 古利奈 [名字]

古利奈人 G2956 古利奈人 [名字]

古米 G2891 古米 [亞蘭文音譯=起來]

滾動 G2946a 使隆起鼓圓(滾動)

滾動 G2947 使隆起鼓圓(滾動)

滾動開來 G0351a 再向上使隆起鼓圓(倒轉滾動=滾動開來)

棍杖 G4464 敲落拍打之杖(棍杖)

果串 G1009 果串

過冬 G3914 在旁邊使有所傾注澆流(使有冬天暴風雨在旁邊=過冬)

果斷嚴厲 G0663 為從那裏切割(為倉猝險峻=為嚴厲獨斷=果斷嚴厲)

嚴厲獨斷地 G0664 從那裏切割地(倉猝險峻地=嚴厲獨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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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度使用 G2710 向下提供使用(過度使用)

過度向外伸展 G5239 在之上高超地向外伸展出來(過度向外伸展)

過了季節不會成熟的無花果 G3653 過時未熟之果(過了季節不會成熟的無花果)

過了年歲的 G5230 在之上高超於頂點尖峰的(超過頂點的=過了年歲的)

果然如此 G0686 果然如此

果實 G2590 果實

鼓起滿載 G1073 鼓起滿載

故事講述 G3454 故事講述

估算 G3049 使有鋪放擺出之道(使有盤點清冊=估算)

估算 G3053 使有鋪放擺出之道(使有盤點清冊=估算)

估算審斷用的小圓石 G5586 搓摸操弄之石(小圓石=估算審斷用的小圓石)

骨髓 G3452 骨髓

穀穗 G4719 立定站住之尖(稻麥稈之尖頭=穀穗)

骨頭 G3747 骨頭

顧問謀士 G4825 共同為諮商決意之人(共同打算意圖之人=顧問謀士)

顧問謀士會議 G4824 具共同為諮商決意之人之議(具共同打算意圖之人之議=顧問謀士會議)

穀物麥粒 G4621 穀物麥粒

故意錯誤地估算 G3884 在旁邊使有鋪放擺出之道(在旁邊使有盤點清冊=估算在旁邊=故意錯誤地估算)

僱用 G3409 促使有工價報酬(出工價報酬=僱用)

固執苛嚴的 G0840 吹拂強風的(乾涸僵化的=固執苛嚴的)

海 G2281 海

海岸 G0123 湧現鹽之處(海岸)

還更大的 G3186 還更極大的(還更大的)

海怪巨魚 G2785 海怪巨魚

海綿 G4699 海綿

孩童/下屬 G3816 管教之僮僕(孩童 / 下屬)

孩子 G5043 生產帶出之子(孩子)

哈蘭 G5488 哈蘭 [名字=熾熱乾旱的]

哈利路亞 G0239 哈利路亞 [希伯來文音譯=你們就要讚美其所是將是(耶和華)]

哈米吉多頓 G0717 哈米吉多頓 [名字=聚集之山]

哈抹 G1697 哈抹 [名字=驢]

航行穿過 G1277 徹底經過漂航行船(航行穿過)

航行出來 G1602 向外漂航行船出來(航行出來)

航行到岸 G2668 向下漂航行船(航行到岸)

航行離開 G0636 從那裏漂航行船離開(航行離開)

航行旅程 G4144 漂航行船之旅(航行旅程)

航行越過 G3896 在旁邊漂航行船(航行越過)

酣酒醉態 G3632 為起泡出沫果酒(為酒充溢=酣酒醉態)

寒冷 G5592 呼氣冷卻之寒(寒冷)

寒冷的 G5593 呼氣冷卻之寒的(寒冷的)

汗水排汗 G2402 汗水排汗

寒微卑賤的 G0036 沒有生發成為之族的(沒有族類的=寒微卑賤的)

捍衛滿足 G0714 捍衛滿足

好的憐慈心腸的 G2155 好的腸腑內臟的(好的憐慈心腸的)

好的名聲傳說的 G2163 好的為照亮顯明的(好的為宣稱傳講的=好的名聲傳說的)

好地 G2095 好地

好鬥者 G4131 塑造模平者(重敲打擊者=好鬥者)

耗費支出 G1159 有為吞食耗損(有損耗花費=耗費支出)

耗費支出用盡 G1550 向外有為吞食耗損出來(向外有損耗花費出來=耗費支出用盡)

好機會 G2120 為好的場合時節(為好時機=好機會)

耗盡 G0355 向上提起消損(耗盡)

好時機的 G2121 好的場合時節的(好時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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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時機地 G2122 好的場合時節地(好時機地)

好天氣 G2105 為好的丟斯(為好的天空=好天氣)

喝 G4095 喝

喝 G4213 喝

和藹可親的 G2261 具發話言說之講的(具講法的=易於交談的=和藹可親的)

何等大的 G4080 屬某個數量的(何等大的)

何等樣的 G2245 同歲伙伴的(同樣大的=何等樣的)

何等樣式的 G4217 並某個什麼時候某個什麼地方的(何等樣式的)

合法規慣律地 G3545 合分發配置之律地(合法規慣律地)

合乎道理話語的 G3050 屬鋪放擺出之道的(屬關聯陳述之語的=合乎道理話語的)

合乎法理 G1832 向外出於是(合乎法理) [非人稱用法]

合乎公平正義的 G1738 在內公平正義的(在公平正義內的=合乎公平正義的)

合夥共享之人 G2844 通俗共有的(=合夥共享之人)

黑暗 G4655 乃蔭影之暗(黑暗)

黑暗成的 G4652 乃蔭影之暗成的(黑暗成的)

黑馬 G2057 黑馬 [名字]

黑墨的 G3188 墨黑之墨的(黑墨的)

黑摩其尼 G2061 黑摩其尼 [名字=希耳米(語言文學之神)生發成為之族的]

和解挽回 G2433 致使愉悅慈祥(和解挽回)

和解挽回 G2434 致使愉悅慈祥(和解挽回)

喝酒者 G3630 果酒之喝者(喝酒者)

河流 G4215 河流

橫過穿越 G1330 徹底經過到來前往(到來前往經過=橫過穿越)

恆忍耐性 G3115 為長度的急喘煙熱(為時間長的熾熱憤恨=為忍耐寬容=恆忍耐性)

很好合宜恩慈的 G2173 好地乃提供使用的(很好合用的=很好合宜恩慈的)

很久以來地 G1597 向外早先以來地(向外有段時間地=很久以來地)

很快地 G5035 迅速快捷地(很快地)

恨惡 G3404 有敵意仇恨(恨惡)

和平安寧 G1515 和平安寧

和散那 G5614 和散那 [希伯來文音譯=我祈求拯救我們]

和善好意 G2133 為好的悟念知性(為好意和善=和善好意)

何時呢 G4219 並某個什麼時候呢(任何什麼時候呢=何時呢)

合食用的 G1034 合食用的

何西阿 G5617 何西阿 [名字=拯救者]

合效益的 G5624 合積累遞增之益的(合效益的)

合宜恩慈的 G5543 乃提供使用的(合用的=合宜恩慈的)

合用處的 G5539 合提供使用的(合用處的)

紅寶石 G4555 肉紅玉髓成之石(紅寶石)

紅寶石 G4556 具肉紅玉髓之石(紅寶石)

紅的 G2063 紅的

轟然巨響地 G4500 發呼嘯颼聲地(轟然巨響地)

洪水氾濫 G2627 向下汹湧沖撞(氾濫沖沒=洪水氾濫) 

後部船尾 G4403 為最後最遠(後部船尾)

後代的 G1549 向外生發成為出來的(後代的)

喉嚨 G2995 喉嚨

厚木板 G4548 厚木板

厚顏強求 G0335 為不羞怯謙遜(厚顏強求)

湖 G3041 湖

花朵 G0438 花朵

花冠 G4735 纏捲環繞之冠(花冠)

懷愛戀渴慕之情 G2442 懷愛戀渴慕之情

蝗蟲 G0200 為極點尖端(蝗蟲)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  簡易閲讀版  1595

1595

黃昏 G2073 為傍晚(黃昏)

黃金 G5557 黃金

黃金的 G5552 黃金的

慌亂無措 G0640 為沒有穿透通過之路(為沒有去路=為不知所措=慌亂無措)

皇上陛下的 G4575 乃使有尊崇敬愛的(乃使有尊敬的=乃崇敬的=皇上陛下的)

荒野 G2047 為孤獨荒涼(荒野)

黃玉 G5555 黃金石頭(金色石頭=貴橄欖石=黃玉)

緩慢遲鈍地航行 G1020 緩慢遲鈍地漂航行船(緩慢遲鈍地航行)

緩慢遲緩 G1022 為緩慢遲鈍(緩慢遲緩)

緩慢遲鈍的 G1021 緩慢遲鈍的

患水腫的 G5203 屬看見注目降水落雨者的(屬看見注目水的=看來水腫的=患水腫的)

歡喜安樂 G5463 歡喜安樂

患血漏 G0131 湧流血(患血漏)

歡喜快樂 G5479 為歡喜安樂(歡喜快樂)

喚醒起來 G1453 喚醒起來

喚醒起來 G1454 喚醒起來

歡欣振奮的 G2115 好的急喘煙熱的(好的熾熱憤恨的=歡欣振奮的)

歡欣振奮地 G2115a 好的急喘煙熱地(好的熾熱憤恨地=歡欣振奮地)

歡愉認可 G2106 好地設想認為對(歡愉認可)

花圈 G4725 所纏捲環繞(花圈)

胡扯瞎說 G3026 胡扯瞎說

呼出昏厥 G0674 從那裏呼氣冷卻離開(呼出昏厥)

呼喚吩咐 G2752 所行促請招呼(所出言吩咐=呼喚吩咐)

毀謗的 G0989 妨礙傷害為照亮顯明的(詆毀為宣稱傳講的=詆毀名聲傳說的=毀謗的)

回報酬勞 G0489 為相對對應的工價報酬(回報酬勞)

迴避退縮 G5289 為在底下安放立定(為退縮迴避=迴避退縮)

灰塵 G2868 乃揚起灰粉石灰之塵(為揚起之灰粉=灰塵)

毀掉除滅 G0622 從那裏摧毀消滅離開(毀掉除滅)

恢復舒暢 G0403 再向上呼氣冷卻(恢復舒暢)

恢復舒暢 G0404 再向上呼氣冷卻(恢復舒暢)

會腐朽敗壞的 G5349 乃腐朽敗壞的(會腐朽敗壞的)

木罐水壺 G3582 刮磨削平物(木罐水壺)

毀壞廢墟 G4938 所共同磨擦壓損(所完全壓碎損壞=毀壞廢墟)

毀壞失喪 G0684 為從那裏摧毀消滅離開(為毀掉除滅=毀壞失喪)

揮霍享樂 G4684 有奢侈豪華(揮霍享樂)

會集聚合 G0119a 使有積聚集會(會集聚合)

灰燼 G4700 灰燼

會經歷承受的 G3805 乃經歷承受的(會經歷承受的)

毀滅 G3639 摧毀消滅之災(毀滅)

虺蛇 G0785 圓盾(盤起來的蛇=虺蛇)

會死亡的 G2349 乃死亡的(會死亡的)

會堂 G4864 為共同帶領(為帶領在一起=為聚集=會堂)

茴香 G0432 蒔蘿(茴香)

灰心喪膽 G1457a 成在內卑劣不好(灰心喪膽)

灰心喪志 G1573 成向外卑劣不好(灰心喪志)

回應承認 G0437 相對對應地有同樣相同的鋪放擺出之道(相對對應地有同樣相同的關聯陳述之語=

相對對應地同意承認=回應承認)

回轉轉換 G3346a 轉換轉動運轉(回轉轉換)

呼叫求援 G0995 為高呼喊叫(呼叫求援)

狐狸 G0258 狐狸

忽略遺忘 G1950 在上面遮隱暗藏(忽略遺忘)

昏沉痲痺 G2659 向下戮刺(昏沉痲痺)

混合物 G3395 所攙雜混合(混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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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禮 G1062 婚禮

混亂不安 G0181 為乃不向下立定站住(為不能設立派定=為善變不定=混亂不安)

活 G2198 活活生動(活)

火 G4442 火

火燈/火把 G2985 發光照耀物(火燈 / 火把)

獲得擁有 G2932 獲得擁有

火紅的/畢羅斯 G4450 火紅的 / 畢羅斯 [名字=火紅的]

獲取得到 G4046 在周圍行出作成(行出作成在周圍=獲取得到)

獲取得到 G4047 在周圍行出作成(行出作成在周圍=獲取得到)

火熱激昂 G2205 煮沸灼燙之熱(火熱激昂)

獲勝 G3528 有征服勝利(獲勝)

火炭 G0440 火炭

活物 G2226 活活生動之物(活物)

火焰 G5395 為燒著焚火(火焰)

獲益得助 G3685 獲益得助

呼氣冷卻 G5594 呼氣冷卻

忽然地 G1810 向外不促為照亮顯明地(出乎意料地=忽然地)

忽然地[同#1810] G1819 向外為不促為照亮顯明地(忽然地) [同#1810]

護身經文佩戴 G5440 具看管守護者之器(護身經文佩戴)

忽視寬容 G5237 在之上高超地看見察覺(忽視寬容)

互相間嘟噥嘀咕 G1234 徹底經過嘟噥嘀咕(互相間嘟噥嘀咕)

互相間發言講說 G1255 徹底經過發言講說(互相間發言講說)

護胸甲 G2382 胸腔(護胸甲)

呼吸氣息 G4157 為吹氣吐風(呼吸氣息)

胡言亂語的 G4691 鋪放擺出所散佈播撒的(如鳥挑撿種子的=胡言亂語的)

雞 G3733 上升拔高之禽(飛禽=雞)

基阿 G5508 基阿 [名字]

佳澳 G2568 佳澳 [名字=美好適當的港灣海口]

加百列 G1043 加百列 [名字=神的勇士]

迦百農 G2584 迦百農 [名字=安慰之鄉]

加倍的 G1362 二個地更許多的(兩倍的=加倍的)

加布 G2591 加布 [名字]

加長 G3373 促成長度(加長)

加大拉的 G1046 加大拉的 [名字]

迦得 G1045 迦得 [名字=攻擊]

假的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G5578 說謊作假的在前面照亮顯明者(假的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假弟兄 G5569 說謊作假的的同時一齊的母腹之人(假弟兄)

加厚變肥 G3975 促成繫牢固定(促成厚實=加厚變肥)

假見證 G5577 為說謊作假的見證人(為假見證人=假見證)

假見證人 G5575 說謊作假的見證人(假見證人)

假基督 G5580 說謊作假的乃膏抹之人(假的受膏抹之人=假基督)

加寬 G4115 促成塑造模寬(促成寬廣=加寬)

假老師 G5572 說謊作假的致使受教之人(假的教導之人=假老師)

加拉太 G1053 加拉太 [名字=高盧族地]

加拉太人 G1052 加拉太人 [名字=高盧族地]

迦勒底人 G5466 迦勒底人 [名字]

加利利 G1056 加利利 [名字=環繞一圈的區域]

加利利人 G1057 加利利人 [名字=周游環繞一圈]

迦流 G1058 迦流 [名字]

加略人 G2469 加略人 [名字]

迦瑪列 G1059 迦瑪列 [名字=神的賞賜 ]

佳美的 G5611 具鐘點時刻的(合時宜的=佳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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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名字的 G5581 說謊作假的所認識稱呼的(假名字的)

迦拿 G2580 迦拿 [名字]

迦南 G5477 迦南 [名字=曲膝羞辱的]

迦南人 G5478 迦南人 [名字=曲膝羞辱的]

肩膀 G5606 肩膀

鑒別批判的 G2924 屬區別審斷者的(屬審判官的=鑒別批判的)

檢查證實 G1381a 為使成合設想認為對(為使成驗明證實=為查驗證實=檢查證實)

堅稱斷言 G5335 致使照亮顯明(致使宣稱傳講=堅稱斷言)

堅定加固 G4740 使有為立定站住(使有扶持支柱=堅定加固)

堅定加固 G4741 使有為立定站住(使有扶持支柱=堅定加固)

堅定穩靠的 G0186 不傾斜的(堅定穩靠的)

監督 G1985 在上面眺望偵察之人(視察眷顧之人=監督)

姦夫 G3432 通姦淫亂之人(姦夫)

堅革哩 G2747 堅革哩 [名字]

講話結巴的 G3424 辛勞艱苦地發言講說的(講話艱辛困難的=講話結巴的)

疆界劃定 G3734 為作置放擺設範圍界限者(為作劃定邊界者=疆界劃定)

將近晚地 G3796 為向在後面地(將近晚地)

堅固穩定的 G4731 立定站住的(堅固穩定的)

僵硬不孕 G4723 立定站住之僵(堅固穩定之僵=僵硬不孕)

降雨淋灑 G1026 濕潤弄濕(降雨淋灑)

僵直戰慓 G5425 僵直戰慓

監護衛哨 G2892 監護衛哨

監禁 G5439 使有看管守護者(監禁)

艱苦困難 G3449 辛勞艱苦之苦(艱苦困難)

監牢 G1201 具拴綁之捆之處(具捆鎖之處=監牢)

艱難 G1418 艱難

堅強持恆 G2594 成魄力權勢(堅強持恆)

減輕載重 G2893 使成輕載(減輕載重)

堅忍持守 G5281 為在底下停留持守(堅忍持守)

尖銳激發 G3947 在旁邊促成敏銳鋒利(尖銳激發)

尖銳激發 G3948 在旁邊促成敏銳鋒利(尖銳激發)

健忘 G3024 為遮隱暗藏(為遺忘=健忘)

艱險兇猛的 G5467 艱困棘手的(艱險兇猛的)

艱辛困難地 G3425 辛勞艱苦地(艱辛困難地)

艱辛勉強地 G3433 辛勞艱苦地(艱辛勉強地)

揀選 G1589 為向外鋪放擺出(為挑選=揀選)

堅硬倔強 G4643 為烘乾烤焦(為剛硬艱澀=堅硬倔強)

見證 G3142 具見證人之證(見證)

見證人 G3144 見證人

建築造就 G3619 為住處家室修建營造(為住家營建=建築造就)

脚 G0939 行走移步(底座腳步=脚) 

角 G2768 頂頭凸角(頭角=角)

腳 G4228 腳

驕傲誇顯的 G5244 在之上高超地促為照亮顯明的(自視高人一等的=驕傲誇顯的)

交出分享 G3330 轉換給與(交出分享)

教導 G1321 致使受教(教導)

教導明德善道的 G2567 美好適當的之致使受教之人的(美好適當的之教導之人的=教導明德善道的)

腳凳 G5286 在底下在腳之物(在腳底下之物=腳凳)

攪動擾亂 G5015 攪動擾亂

攪動攪擾 G5016 為攪動擾亂(攪動攪擾)

攪動擾亂之況 G5017 攪動擾亂之況

角豆莢 G2769 小頂頭凸角之物(角豆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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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法師 G3547 分發配置之律之致使受教之人(法規慣律之教導之人=教導律法之人=教法師)

交付 G3860 在旁邊給與(交付)

交付 G3862 在旁邊給與(交付)

交給 G1929 在上面給與(交給)

腳踝[同#4974] G4973a 腳踝 [同#4974]

腳踝 G4974 腳踝

繳獲物 G4661 剝皮之皮(毛皮=繳獲物)

交界 G3181 轉換具範圍界限之線(交界)

交際往來 G4798 共同提供使用(共同使用=交際往來)

腳鐐 G3976 為腳(腳鐐)

角力摔角 G3823 為投擲顫動(角力摔角)

攪亂分心 G4049 在周圍拉拔(四圍拉扯=攪亂分心)

教門黨派 G0139 提起以分開(選取=教門黨派)

較能支撐忍受的 G0414 更乃向上持有的(較能支撐忍受的)

教授講訓 G1322 為致使受教(為教導=教授講訓)

酵素 G2219 為煮沸灼燙(酵素)

教條律例 G1378 所設想認為對(教條律例)

交托存放之事物 G3866 為在旁邊置放擺設(為置放擺設在旁邊=交托存放之事物)

澆為奠酒 G4689 澆為奠酒

交響樂聲 G4858 為共同聲音(為聲音一致=交響樂聲)

叫醒 G1852 使成向外睡眠出來(使成睡醒=叫醒)

教訓教導 G1319 為致使受教之人(為教導之人=教訓教導)

教養品行 G0072 為帶領(教養品行)

腳踵足跟 G4418 腳踵足跟

家僕 G3610 有住處家室者(居家者=家僕)

家僕上下 G3609a 為有住處家室者(為居家者=家僕上下)

迦薩 G1048 迦薩 [名字=堅強]

加上增添 G4369 在前面向著置放擺設(加上增添)

假使徒 G5570 說謊作假的從那裏安放立定之人(假的分派差遣之人=假使徒)

家屬親人 G3615 屬為住處家室之人(屬住屋家庭之人=家屬親人)

價值寶貴的 G1784 在內為估值評價的(在內珍貴價值的=價值寶貴的)

價值貴重的 G0927 沉重重壓的為估值評價的(沉重重壓的珍貴價值的=價值貴重的)

價值極貴的 G4186 許多的為估值評價的(很大珍貴價值的=價值極貴的)

基本之要素序列 G4747 具排列之序之件(具排列次序之件=基本之要素序列)

機變取巧 G3834 為作工於所有每一個(為機敏取巧=機變取巧)

疾病 G3554 疾病

計策謀略 G3180 為轉換行道路途徑(為轉換行路=為依計行事=計策謀略)

極大的 G3173 極大的 / 大的

極大地 G3171 極大地

極大地誇口炫耀 G3166 極大地誇口炫耀

繫帶 G4886 共同拴綁之物(繫帶)

基甸 G1066 基甸 [名字=砍伐者]

激動忿怒 G3709 為伸手張臂(為亟欲切望=激動忿怒)

激動易怒的 G3711 為伸手張臂的(為亟欲切望的=激動易怒的)

基督 G5547 乃膏抹之人(受膏抹之人=基督)

極度地 G4970 強猛激烈地(極度地)

極度非常地 G3029 極度非常地

基督徒 G5546 乃膏抹之人之徒(受膏抹之人之徒=基督徒)

芥菜 G4615 芥菜

接待 G1926 在上面接納領受(接待)

借貸貸款 G1155 使有具贈禮賦給之貸(使有有息貸款=借貸貸款)

借貸貸款者 G1157 使有具贈禮賦給之貸者(使有有息貸款者=借貸貸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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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叉路 G0296 週圍的道路途徑(環繞的道路途徑=街道叉路)

接到舍下 G5264 在底下接納領受(接納領受到底下=接到舍下)

界定 G3724 使有具範圍界限之線(定範圍界限之線=界定)

界定分開 G0873 從那裏使有具範圍界限之線離開(從那裏定範圍界限之線以分開=界定分開)

結隊同路 G4923 為共同道路途徑(結隊同路)

解放自由自主之人 G0558 從那裏往來無拘離開之人(解放自由自主之人)

結合許配 G0718 使有連結安裝之節(使有關節=結合許配)

結婚娶嫁 G1060 有婚禮(結婚娶嫁)

節儉保守地 G5340 憐惜寬免地(節儉保守地)

結趼硬化 G4456 促使為堅石硬趼(結趼硬化)

結趼硬化 G4457 促使為堅石硬趼(結趼硬化)

接近地 G1451 彎曲緊壓地(接近地)

潔淨 G2511 使成乾淨純潔(潔淨)

潔淨 G2512 使成乾淨純潔(潔淨)

結晶發亮 G2929 使有冰霜凍結之晶(使有結晶體=結晶發亮)

結集群眾 G3792 行出作成群眾(結集群眾)

揭開 G0343 再向上遮蓋隱藏(倒轉遮蓋隱藏=揭開)

誡律命令 G1785 為在內啟行出發(為在內向終結啟行=為督促責成=誡律命令)

接納領受 G1209 接納領受

接納領受在旁邊 G3858 在旁邊接納領受(接納領受在旁邊)

節期 G1859 節期

接起領受 G5274 在底下拿取(接起領受)

介入擔保 G3315 作中間當中者(作中保=介入擔保)

介紹推薦的 G4956 屬共同立定站住的(屬立定站住在一起=屬並列表明的=介紹推薦的)

揭示講明 G1285 使徹底經過清澈明朗(使徹底地清澈明朗=揭示講明)

解說講解 G1955 在上面鬆綁脫解(解開釋明=解說講解)

解說講解 G1956 在上面鬆綁脫解(解開釋明=解說講解)

結算在內 G1677 有在內鋪放擺出之道(有盤點清冊在內=結算在內)

階梯 G0304 向上行走移步之步(向上步伐台階=階梯)

解脫得贖 G0629 從那裏促使有鬆綁脫解器離開(從那裏促使有贖價離開=從那裏救贖離開=解脫得贖)

結為姻親 G1918 在上面行婚禮結親(結為姻親)

街巷 G4505 為湧流拉拽(為匆促拉拽=為繁忙擁擠=街巷)

界線領域 G2583 葦桿量杖(界尺準則=界線領域)

接著下來 G1896a 在上面是(是在上面=接著下來)

接著下來 G1966 在上面促動挪移(接著下來)

接著有地 G1836 將持有地(接著有地)

戒指 G1146 在手指之物(手指環=戒指)

磯法 G2786 磯法 [名字=岩石]

激發憤怒 G1282 徹底經過鋸開割斷(激發憤怒)

激憤發怒 G1693 在內熱望瘋狂(激憤發怒)

激奮惹動 G2042 使有爭執競爭(激奮惹動)

機關陷阱 G4625 機關陷阱

集合成群 G4871 共同使成擠滿堆集(集合成群)

幾乎地 G4975 為持有地(靠近地=幾乎地)

基角角落 G1137 基角角落

繫結物 G2202 為具套軛聯結之繫(為具繫結=繫結物)

幾近乎地 G3897 在旁邊在鄰近之處地(幾近乎地)

即刻瞬時地 G3910 在旁邊為同一者地(在旁邊同一時間地=即刻瞬時地)

蒺藜刺草 G5146 三個投擲之槍之藜(三個鏢槍之藜=蒺藜刺草)

基利家 G2791 基利家 [名字]

極力堅持 G1340 使有徹底經過強壯大力(極力堅持)

機靈詼諧 G2160 為好地轉動運轉(為易轉敏捷=機靈詼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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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利司布 G2921 基利司布 [名字=爽脆易碎的]

基路伯 G5502 基路伯 [希伯來文音譯]

汲淪溪 G2748 汲淪溪 [名字=幽暗之處]

機敏取巧的 G3835 作工於所有每一個的(機敏取巧的)

敬愛尊崇神 G2317 為尊崇敬愛神(敬愛尊崇神)

敬拜 G4352 在前面向著為狗(在前面向著舔手親吻=俯伏崇拜=敬拜)

敬拜者 G4353 在前面向著為狗者(在前面向著舔手親吻者=俯伏崇拜者=敬拜者)

經常地 G4178 許多次地(經常地)

淨純 G2508 使乾淨純潔(淨純)

淨純下來之污物 G4027 所在周圍使乾淨純潔(所淨純在周圍=淨純下來之污物)

驚愕訝異之駭 G2285 驚愕訝異之駭

景觀場面 G2335 為定睛觀看(景觀場面)

荊棘 G0173 荊棘

精簡短捷 G4932 共同切割(精簡短捷)

精簡短捷地 G4935 共同切割地(精簡短捷地)

警戒勸告 G3559 為置放擺設悟念知性者(為警告勸戒者=警戒勸告)

荊棘灌木 G0942 多刺灌木(荊棘灌木)

荊棘作的 G0174 荊棘成的(荊棘作的)

經苦受難 G2552 為卑劣不好地經歷承受(為經受苦難=經苦受難)

經歷承受 G3958 經歷承受

經歷度過 G1236 徹底經過帶領(帶領徹底經過=經歷度過)

經理管家 G3623 住處家室分發配置之人(經理管家)

經歷危險 G2793 行危險(經歷危險)

精明聰敏的 G5429 合橫膈體會的(合官感體驗的=精明聰敏的)

精明聰敏地 G5430 合橫膈體會地(合官感體驗地=精明聰敏地)

靜默 G4602 為使有噓聲(為發噓聲肅靜=靜默)

驚奇 G2295 所定睛觀看(驚奇)

精銅 G5474 白色銅(發亮的銅=精銅)

經文 G1124 為刻寫記載(經文)

景像容貌 G2397 為看見察覺(景像容貌)

儆醒 G1127 成已喚醒起來(儆醒)

警醒不眠 G0069 成沒有睡眠(警醒不眠)

驚訝無語的 G1769 在內點頭示意的(點頭示意不能說話的=驚訝無語的)

經營管理 G3622 為住處家室分發配置之人(為經理管家=經營管理)

驚異失定 G1611 向外立定站住出來(失離定位=驚異失定)

驚異失定 G1839 向外立定站住出來(失離定位=驚異失定)

經由點頭示意 G1269 徹底經過點頭示意(經由點頭示意)

精緻編結 G1708 為在內纏繞編織(精緻編結)

鏡子 G2072 向內進入看見注目器(鏡子)

今後的 G3064 遺下留後的(遺留的=遺餘的時間的=今後的)

記念記錄 G3422 行為致使提醒記得之物(行記憶回想之物=記念記錄)

記念想起 G3421 行為致使提醒記得(行記憶回想=記念想起)

緊緊跟隨 G2628 向下有同時一齊的路途(向下跟隨=緊緊跟隨)

禁絕食物 G0776 為沒有穀物麥粒(為沒有進食=禁絕食物)

緊靠支持 G0472 相對對應地持有(緊靠支持)

今日地 G4594 那日地(今日地)

禁食 G3521 為行未喫食(為禁食=禁食)

禁食 G3522 行未喫食(禁食)

近似地 G3898 在旁邊在鄰近地(近似地)

浸洗 G0907 使為淹蓋浸沒(浸洗)

浸洗 G0909 使為淹蓋浸沒(浸洗)

浸洗者 G0910 使為淹蓋浸沒者(浸洗者)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  簡易閲讀版  1601

1601

浸洗之禮 G0908 所使為淹蓋浸沒(所浸洗=浸洗之禮)

進一步威脅嚇阻 G4324 在前面向著威脅嚇阻(進一步威脅嚇阻)

僅有單獨的 G3441 僅有單獨的

僅有單獨地 G3440 僅有單獨地

金子 G5553 小黃金(金子)

窘迫拮据的 G1729 在內拴綁的(窘迫拮据的)

積欠負債 G3784 積欠負債

積欠負債者 G3781 積欠負債者

機巧之言 G5542 為乃提供使用地鋪放擺出(為合用地關聯陳述=機巧之言)

極其地升高 G5251 在之上高超地促使有在之上高超之高(在之上高超地促使有高度=極其地升高)

極其地增多 G5250 在之上高超地使成更許多(極其地增多)

極其憎恨厭惡 G0655 從那裏憎恨厭惡離開(極其憎恨厭惡)

基士 G2797 基士 [名字=弓]

集市廣場 G0058 集市廣場

祭司 G2409 神聖者(祭司)

祭司供職 G2405 為作神聖者(為作祭司=祭司供職)

祭司職任 G2420 為全然神聖(祭司職任)

祭司之團會 G2406 所作神聖者(所作祭司=祭司之團會)

擊碎壓裂 G2352 擊碎壓裂

祭壇 G2379 具使有為急喘煙熱之處(具使有為宰殺獻祭之處=具使有犧牲祭物之處=祭壇)

酒 G3631 果酒(酒)

九個 G1767 九 / 九個

糾集 G4962 共同轉動翻轉(盤結在一起=糾集)

糾集聚眾 G4963 為共同轉動翻轉(為盤結在一起=糾集聚眾)

九十九個 G1768 九個十與九(九十九 / 九十九個)

救贖 G3084 促使有鬆綁脫解器(促使有贖價=救贖)

救贖 G3085 促使有鬆綁脫解器(促使有贖價=救贖)

救贖者 G3086 促使有鬆綁脫解器者(促使有贖價者=救贖者)

就算了罷呀 G1436 就要容許任由罷呀(就算了罷呀)

酒徒 G3183 有酒醉之徒(成醉酒之徒=酒徒)

就現在此時地 G3570 就現在此時地

救主 G4990 使為安全保險者(拯救者=救主)

酒醉 G3178 酒醉

就座 G2523 使成向下坐定(使成坐下=就座)

就座在旁邊 G3869 在旁邊使成向下坐定(在旁邊使成坐下=就座在旁邊)

就座在上面 G1940 在上面使成向下坐定(在上面使成坐下=就座在上面)

極為甘心地 G2236 最歡樂滿意地(最甘甜愜意地=極為甘心地)

極為苦惱 G1278 徹底經過有勞動辛苦之苦(徹底經過勞苦煩勞=極為苦惱)

記憶回想 G3420 為致使提醒記得(記憶回想)

亟欲切望 G3713 伸手張臂(亟欲切望)

亟欲切望 G3715 伸手張臂(亟欲切望)

基座平地 G1475 坐定安頓之基(基座平地)

具606.75英尺長的賽跑道 G4712 具立定站住之距(古希臘標準賽跑場=具606.75英尺長的賽跑道)

卷冊 G2777 小頭(書冊捲軸的端頭=卷冊)

倦怠平息 G2869 使有切砍擊打之勞(使有勞碌疲累=倦怠平息)

捲開來 G0380 再向上折合捲收(倒轉折合捲收=捲開來)

捲起來 G4428 折合捲收(捲起來)

捲繞纏裹在內 G1794 在內捲繞纏裹(捲繞纏裹在內)

捐獻 G3048 為鋪放擺出(捐獻)

居比路 G2954 居比路 [名字]

居比路人 G2953 居比路人 [名字]

具長期持久的 G0126 具長期持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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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純正聖善的 G3741 具純正聖善的

具純正聖善地 G3743 具純正聖善地

巨大 G3174 極大之大(巨大)

具定居之處 G2732 具向下有住處家室之處(具向下居家之處=具定居之處)

絕不 G3364 不是不會(不是豈會=絕不)

決不可如此地 G3365 然而也不會某個人地(決不可如此地)

決不是如此地 G3760 然而也不是某個人地(決不是如此地)

絕對清晰明顯的 G2612 向下清晰明顯的(絕對清晰明顯的)

具餌誘詭詐的 G1386 具誘捕餌騙之詐的(具餌誘詭詐的)

具範圍界限之線 G3725 具範圍界限之線

具豐滿富足的 G4145 具乃充滿添足之豐的(具豐滿富足的)

具豐滿富足地 G4146 具乃充滿添足之豐地(具豐滿富足地)

具蜂蜜的 G3193 具蜂蜜的

具公平正義的 G1342 具公平正義的

具公平正義地 G1346 具公平正義地

具和解挽回之器 G2435 具致使愉悅慈祥之器(具和解挽回之器)

具火熱激昂之情 G2206 促使有煮沸灼燙之熱(促使有火熱激昂=具火熱激昂之情)

具火熱激昂之情者 G2207 促使有煮沸灼燙之熱者(促使有火熱激昂者=具火熱激昂之情者)

聚集 G4863 共同帶領(帶領在一起=聚集)

具將近晚的 G3798 具為向在後面的(具將近晚的)

聚集會合 G1997 為在上面共同帶領(為在上面帶領在一起=為在一處聚集=聚集會合)

具驚奇的 G2297 具所定睛觀看的(具驚奇的)

具救恩的 G4992 具使為安全保險者的(具拯救者的=具救恩的)

具君王的 G0934 具君王的

具口才學問的 G3052 具鋪放擺出之道的(具關聯陳述之語的=具道理話語的=具口才學問的)

巨浪波濤 G2830 汹湧沖撞之濤(巨浪波濤) 

居里扭 G2958 居里扭 [名字]

距離遠的/時間長的 G3117 長度的(距離遠的 / 時間長的)

聚滿大群 G4128 充滿添足之眾(聚滿大群)

巨蟒神諭 G4436 巨蟒神諭 [希臘神話中看守神諭的巨蟒]

軍隊營區 G4760 乃佈陣紮營之軍之為腳之地(軍隊適腳平地=軍隊營區)

軍隊營區之統領 G4759 乃佈陣紮營之軍之為腳之地之起始為首者(軍隊適腳平地之起首統治者=

軍隊營區之統領)

軍官 G4755 帶領乃佈陣紮營之軍之人(帶領軍隊之人=軍官)

軍團 G3003 軍團 [古羅馬之軍事單位]

具女人的 G1134 具女人的

君王 G0935 君王

軍用外袍 G5511 軍用短外套(軍用外袍)

具偶像之寺院 G1493 具為看見察覺之像之處(具為形像之處=具偶像之寺院)

懼怕戰兢 G5141 懼怕戰兢

懼怕戰兢 G5156 懼怕戰兢

具魄力權勢的 G2900 具魄力權勢的

具迫切需要的 G0316 具為再向上彎曲的(具強制緊壓的=具迫切需要的)

具強勢猛力的 G0972 具強勢猛力的

具勤奮殷切的 G4705 具為趕緊急切的(具勤奮殷切的)

具勤奮殷切地 G4709 具為趕緊急切地(具勤奮殷切地)

具清醒謹慎的 G3524 具禁飲戒酒的(具清醒謹慎的)

具山羊的 G0122 具山羊的

具燒香之器 G2369 具有所急喘煙熱之器(具有焚香煙燻之器=具燒香之器)

具神的 G2304 具神的

居首位 G4409 作最在前面(作首先=居首位)

具體區分 G1243 徹底經過提起以分開(具體區分)

具體區分 G1244 徹底經過提起以分開(具體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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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同樣相同的 G3664 具同樣相同的

具同樣相同地 G3668 具同樣相同地

劇痛陣痛 G5604 為沉降垂落(分娩疼痛=劇痛陣痛)

具心甘情願的 G1595 具心甘情願的

具心甘情願地 G1596 具心甘情願地

巨妖大蛇 G1404 睹目銳視之蛇(巨妖大蛇)

具隱藏遮掩的 G2930a 具隱藏遮掩的

具勇氣自信 G2293 具勇氣自信

聚在一起 G4896 共同促動挪移(促動挪移在一起=聚在一起)

具珍貴價值的 G5093 具為估值評價的(具珍貴價值的)

聚眾侵擾 G3791 聚群眾(聚眾侵擾)

勘察窺探之人 G2685 向下眺望偵察之人(勘察窺探之人)

開聲言說 G2046 湧流發聲(開聲言說)

開始的機會 G0874 從那裏暴發啟動離開(啟動開始點=開始的機會)

砍斷切除 G0609 從那裏切砍擊打離開(砍斷切除)

砍斷切開 G1581 向外切砍擊打(砍斷切開)

糠 G0892 穀殼禾莖(糠)

扛負忍受 G5297 在底下負載攜帶(扛負忍受)

抗拒 G0496 相對對應地落下墜落(抗拒)

慷慨待客 G3580 成接納領受異鄉陌生(成接納領受陌生客旅=慷慨待客)

慷慨無私地 G0574 疊合單一地(單純誠實地=慷慨無私地)

看管守護 G5442 看管守護

看管守護者 G5441 看管守護者

看顧鑒察 G1896 在上面看見察覺(看顧鑒察)

看見察覺 G1492 看見察覺

看見清楚 G3708 看見清楚

看見注目 G3700 看見注目

砍擊屠殺 G2871 為切砍擊打(砍擊屠殺)

看門之人 G2377 門戶之看守之人(看守門戶之人=看門之人)

看哪 G2396 看見察覺(看哪)

看清洞察 G3706 看見清楚(看清洞察)

看守園子之人 G2780 園子之看守之人(看守園子之人)

看守住家的 G3625a 住處家室看守之人的(看守住家的)

砍下的殘肢 G2966 縮減剪修之肢(砍下的殘肢)

看重加大 G3170 促成極大(看重加大)

靠後而坐 G0377 再向上落下墜落(靠後而坐)

靠近 G1448 使成彎曲緊壓(使成接近=靠近)

靠躺坐席 G0345 向上安置(靠躺坐席)

拷問者 G0930 使有試金石者(使有考驗折磨者=拷問者)

考驗折磨 G0931 試金石(考驗折磨)

可愛合意的 G4375 在前面向著成親愛友好的(在前面向著喜愛的=可愛合意的)

客店 G2646 所向下鬆綁脫解(所鬆脫解下=所歇息之處=客店)

可丟開棄置的 G0579 乃從那裏投擲離開的(可丟開棄置的)

柯珥 G2884 柯珥 [舊約測容量之容器,又譯為歌珥]

可拉 G2879 可拉 [名字=冰 / 使光禿]

坑洞井穴 G5421 坑洞井穴

可全心接納領受的 G0587 乃從那裏接納領受的(可全心接納領受的)

可取悅的 G0701 乃提起興奮的(可取悅的)

渴想慕戀 G1939 為在上面有急喘煙熱(為在上面有熾熱憤恨=為熱戀愛慕=渴想慕戀)

刻寫記載 G1125 刻寫記載

客西馬尼 G1068 客西馬尼 [名字=醡橄欖油]

可喜悅的 G2101 好地乃提起興奮的(好地可取悅的=可喜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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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喜悅地 G2102 好地乃提起興奮地(好地可取悅地=可喜悅地)

可厭憎的 G0947 乃使發臭憎嫌的(為厭恨憎惡的=可厭憎的)

可悅納的 G2144 乃好地在前面向著接納領受的(可悅納的)

可憎恨厭惡的 G4767 乃憎恨厭惡的(可憎恨厭惡的)

客棧 G3829 具所有每一個之為接納領受之處(具接納領受所有每一個人之處=客棧)

客棧東主 G3830 所有每一個之為接納領受者(接納領受所有每一個人者=客棧東主)

可祝福稱讚的 G2128 乃有好的鋪放擺出之道的(乃有好的關聯陳述之語的=可祝福稱讚的)

客住寄居的 G3941 在旁邊住處家室的(住處家室在旁邊的=客住寄居的)

客住旅居 G3939 在旁邊有住處家室(在旁邊居家=住在旁邊=客住旅居)

客住僑居 G3940 為在旁邊住處家室(為住處家室在旁邊=為客住寄居=客住僑居)

恐怖畏懼之事物 G5400 為成驚恐畏懼器(恐怖畏懼之事物)

控告指控 G2724 為向下集市廣場之人(為在集市廣場向下相對之人=控告指控)

控告之人 G2725 向下集市廣場之人(在集市廣場向下相對之人=控告之人)

恐懼驚駭 G1189a 恐懼驚駭

恐懼驚駭的 G1169 恐懼驚駭的

控訴 G1458 在內促請召喚(促請召喚在內=控訴)

空中 G0109 吹拂者(空氣=空中)

口/嘴 G4750 開口(口 / 嘴)

叩門 G2925 輕敲叩擊(叩門)

扣押挪用 G3557 使為劃分隔離(扣押挪用)

誇大的 G5246 在之上高超的凸起鼓脹之塊的(過度凸起鼓脹的=誇大的)

快快地 G5030 迅速快捷地(快快地)

快速迫近的 G5031 迅速快捷之隙成的(在短暫急速之間的=快速迫近的)

誇口炫耀 G0849a 誇口炫耀

寬大的 G2149 寬闊的張口空缺的(寬闊的間區空間的=寬大的)

寬度 G4114 乃塑造模寬之度(乃寬廣之度=寬度)

寬廣的 G4116 塑造模寬的(寬廣的)

誇顯傲慢 G5243 為在之上高超地促為照亮顯明(為自視高人一等=為驕傲誇顯=誇顯傲慢)

誇耀 G2744 有為誇口炫耀(有自誇=誇耀)

誇耀 G2746 有為誇口炫耀(有自誇=誇耀)

跨越 G1224 徹底經過行走移步(跨越)

苦楚激情 G3806 經歷承受之情(苦楚激情)

庫房密室 G5009 具作分割配發者之處(具行分割配發之處=庫房密室)

枯乾的 G3584 刮磨焦熱的(枯乾的)

虧缺損失 G2275 所使更變差減少(虧缺損失)

髑髏 G2898 小頂頭凸蓋(頭蓋骨=髑髏)

捆綁 G1196 綁拴綁之捆(綁捆鎖=捆綁)

捆束 G1197 為綁拴綁之捆(為綁捆鎖=為捆綁=捆束)

捆鎖 G1199 拴綁之捆(捆鎖)

括土 G2890 括土 [名字=乃第四]

哭泣哀號 G2799 哭泣哀號

哭泣哀號 G2805 哭泣哀號

苦撒 G5529 苦撒 [名字]

苦澀哀痛地 G4090 苦澀辛辣地(苦澀哀痛地)

苦澀辛辣的 G4089 苦澀辛辣的

苦行克己 G0857 為不憐惜寬免(苦行克己)

拉拔 G4685 拉拔

喇叭號筒 G4536 喇叭號筒

拉包皮以去除割禮記號 G1986 在上面拉拔(拉包皮以去除割禮記號)

拉比 G4461 拉比 [希伯來文音譯=我的尊師=夫子]

拉波尼 G4462 拉波尼 [亞蘭文音譯=我的尊師=夫子]

拉扯斷裂 G1288 徹底經過拉拔(拉扯斷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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喇合 G4460 喇合 [名字=寬廣的]

喇合氏 G4477 喇合氏 [名字=寬廣的]

來吧 G0033 帶領來(來吧)

來到旁邊 G3854 在旁邊生發成為(生發成為在旁邊=來到旁邊)

來往昂然踏行 G4043 在周圍踩踹踐踏(來往昂然踏行)

拉加 G4469 拉加 [亞蘭文音譯=頭腦空洞的廢物]

拉結 G4478 拉結 [名字=母羊]

拉馬 G2982 拉馬 [希伯來文音譯=為什麼]

拉瑪 G4471 拉瑪 [名字=高臺]

拉麥 G2984 拉麥 [名字]

藍寶石 G4552 藍寶石

爛瘡潰瘍 G1668 拽拉牽引之瘡(爛瘡潰瘍)

懶惰懈怠的 G3576 庶出遲慢的(懶惰懈怠的)

狼 G3074 狼

老底嘉 G2993 老底嘉 [名字=公平正義之人民百姓]

老底嘉者 G2994 老底嘉者 [名字=公平正義之人民百姓]

勞動辛苦之苦 G4192 勞動辛苦之苦

勞頓疲乏 G2577 勞頓疲乏

勞煩 G4660 剝皮(勞煩)

老婦形像的 G1126 老婦之看見察覺之像的(老婦形像的)

老舊的 G3820 在早先以來的(在有段時間的=老舊的)

勞苦力竭 G2669 向下有勞動辛苦之苦(向下勞苦煩勞=勞苦力竭)

勞碌疲累 G2873 切砍擊打之勞(勞碌疲累)

老年婦人 G4247 女年長者(老年婦人)

老年人 G4246 年長者(老年人)

老師 G1320 致使受教之人(教導之人=老師)

老鷹 G0105 乃吹拂飛翔之禽(老鷹)

拉撒路 G2976 拉撒路 [名字=神是幫助者,為二人之名]

拉上來 G0307 向上使行走移步(使向上行=拉上來)

拉脫拽開 G5089 拉脫拽開

拉吳 G4466 拉吳 [名字=草場 / 朋友]

拉西亞 G2996 拉西亞 [名字]

樂巴烏斯 G3002 樂巴烏斯 [名字]

肋旁身側 G4125 肋旁身側

類同相像 G3665 為具同樣相同(類同相像)

雷雨 G3655 雷雨

冷卻下來 G2711 向下呼氣冷卻(冷卻下來)

樂園 G3857 樂園

犁 G0723 耕田犁地器(犁)

哩 G3400 具千步之遙(哩) [羅馬長度單位]

鐮刀 G1407 採摘拔取之器(鐮刀)

糧草 G5527 所使有草場禾草(所餵以草場之禾草=糧草)

兩次地 G1364 二個地(兩次地)

連根拔出 G1610 向外促使有根莖出來(促使根向外出來=連根拔出)

兩方面的 G0297 更週圍的(更環繞的=兩方面的)

亮光潔白的 G3022 亮光潔白的

兩海交接的 G1337 二個地海的(兩海交接的)

兩年的 G1332 二個地年的(兩年的)

量器量度 G3358 量器量度

兩刃的 G1366 二個的開口的(兩個的開口的=兩刃的)

良善的 G0018 良好完善的(良善的)

糧食缺乏 G3042 缺糧乏食(糧食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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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桶 G3355 用量器量度物(量桶)

兩萬 G1364a 二個地為無數(兩個地為上萬=兩萬)

兩種說法的 G1351 二個地鋪放擺出之道的(兩種關聯陳述之語=兩種說法的)

連接觸動 G0681 扣牢繫住(連接觸動)

聯絡交通 G3656 有同樣相同的提起群集(有同夥群集=聯絡交通)

聯絡交誼 G3657 為同樣相同的提起群集(為同夥群集=聯絡交誼)

憐憫慈悲 G1656 憐憫慈悲

憐憫賙濟 G1654 為全然憐憫慈悲(全然慈憐=憐憫賙濟)

連敲重擊 G5180 連敲重擊

憐惜寬免 G5339 憐惜寬免

鏈子繩索 G4577 鏈子繩索

療法醫治 G2386 所醫好治癒(療法醫治)

鐐銬鎖鏈 G0254 鐐銬鎖鏈

利百地拿 G3032 利百地拿 [名字=解放自由之人]

利百加 G4479 利百加 [名字=迷惑]

立場分歧 G1370 為有為二個的立定站住(為有分為二的站定對立=立場分歧)

立定站住 G2476 立定站住

立定站住在旁邊 G3936 在旁邊立定站住(立定站住在旁邊)

立定站住在上面 G1987a 在上面立定站住(立定站住在上面)

立定站住在上面 G2186 在上面立定站住(立定站住在上面)

立定站住在一起在上面 G1999 在上面共同立定站住(立定站住在一起在上面)

立定站住在周圍 G4026 在周圍立定站住(立定站住在周圍)

獵捕 G2339 捕猛獸(獵捕)

裂口間隙 G4978 所分裂斷開(裂口間隙)

獵取捕捉 G0061 帶領驅捕(獵取捕捉)

理番 G4481 理番 [名字=偶像]

立根基 G2311 促使有具所置放擺設之基(促使有根基=立根基)

厲害可怕地 G1171 恐懼驚駭地(厲害可怕地)

離婚文件 G0647 具從那裏立定站住離開之證(具從那裏站開之證=離婚文件)

利基翁 G4484 利基翁 [名字]

離開本國的 G0590 從那裏離開拴綁社交之眾的(從那裏離開公眾同胞的=離開本國的)

離開辭別 G0657 從那裏安排定規離開(離開辭別)

禮貌友善的 G5391 親愛友好的橫膈體會的(親愛友好的官感體驗的=禮貌友善的)

禮貌友善地 G5390 親愛友好的橫膈體會地(親愛友好的官感體驗地=禮貌友善地)

黎明 G3722 上升舉高之時(黎明)

黎明即起 G3719 使有上升舉高之時(使有黎明=黎明即起)

臨到 G1764 在內立定站住(立定站住在內=臨到)

靈/風 G4151 所吹氣吐風(氣息氣流=靈 / 風)

領導治理之人 G2232 帶領引導之人(領導治理之人)

停留候守在周圍 G4037 在周圍停留持守(停留候守在周圍)

淩辱 G5195 使有為在之上高超(使有為高壓蠻橫=使有欺凌傷損=淩辱)

凌辱羞賤 G0818 使成沒有為估值評價(使成沒有珍貴價值=使成羞賤卑微=凌辱羞賤)

淩辱者 G5197 使有為在之上高超者(使有為高壓蠻橫者=使有欺凌傷損者=淩辱者)

靈堂墓地 G3418 所提醒記得(靈堂墓地)

另外不同的 G0243 另外不同的

另外不同的族類的 G0241 另外不同的生發成為之族的(另外不同的族類的)

另外不同地 G0247 另外不同地

領悟認知 G3539 有悟念知性(領悟認知)

領先在前 G4284 在前面持有(領先在前)

臨近 G3952 為正持續在旁邊是(為正持續是在旁邊=臨近)

鄰居 G1069 地土之鄰(地土相鄰=鄰居)

鄰里的 G4040 在周圍住處家室的(住處家室在周圍的=鄰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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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奴 G3044 利奴 [名字]

利潤收益 G2771 利潤收益

利撒 G4488 利撒 [名字=其所是將是(耶和華)已醫治]

立時地 G1824 向外從屬為同一者出來地(向外從屬同一時間出來地=立時地)

六百個 G1812 六百 / 六百個

六百六十六 G5516 六百六十六 [由三個希臘文字母代表的數目]

流便 G4502 流便 [名字=看那兒子]

六個 G1803 六 / 六個

硫磺 G2303 具神之香(聖香=硫磺)

硫磺形像的 G2306 具神之香之看見察覺之像的(聖香形像的=硫磺形像的)

留神注意 G4337 在前面向著持有(留神注意)

六十個 G1835 六個十(六十 / 六十個)

柳條籃子 G2894 柳條籃子

留心聽從 G5219 在底下聲聞耳聽(留心聽從)

留心聽從的 G5255 在底下聲聞耳聽的(留心聽從的)

流眼淚 G1145 流眼淚

留意顧念 G3199 留意顧念 [非人稱用法]

溜走掠過 G3944 在旁邊起程離去(溜走掠過)

利未 G3017 利未 [名字=聯合附著,為三人之名]

利未人 G3019 利未人 [名字=聯合附著]

禮物 G1435 禮物

利息 G5110 生產帶出之利(利息)

理哲學 G5385 為親愛友好的於明智通達(為喜愛明智通達=理哲學)

理哲學士 G5386 親愛友好的於明智通達之人(喜愛明智通達之人=理哲學士)

立志奮鬥 G5389 成親愛友好的於為估值評價(成喜愛珍貴價值=立志奮鬥)

隆重虔誠的 G2357 隆重虔誠的

籠住口 G2777b 促使有口絡(籠住口)

籠住嘴 G5392 促使有口套(籠住嘴)

樓房 G0508 相對對應於上地於地土之處(上頭地於地土之處=於地土以上之處=樓房)

摟緊抱住 G4843 共同在周圍拿取(摟緊抱住)

樓上房間 G5253 具在之上高超之處(樓上房間)

戮刺 G3572 戮刺

路得 G4503 路得 [名字=朋友]

魯鈍愚拙的 G3474 魯鈍愚拙的

掠取 G4813 有為剝除劫掠(有掠物=掠取)

掠取聖殿的 G2417 有為剝除劫掠於神聖之所的(有掠物於聖殿的=掠取聖殿的)

魯孚 G4504 魯孚 [名字=紅的]

路過的道路途徑 G3938 在旁邊道路途徑(路過的道路途徑)

路加 G3065 路加 [名字]

擄掠俘擄 G0162 行乃以槍矛提起擄獲之人(行俘擄=擄掠俘擄)

鹵莽的 G4312 在前面落下墜落的(向前落下墜落的=鹵莽的)

魯莽狠毒 G4468 為作輕率地作工之人(為行輕率之行為=魯莽狠毒)

論述辯解 G1256 徹底經過鋪放擺出(徹底經過關聯陳述=論述辯解)

論壇市集 G5410 論壇市集

羅波安 G4497 羅波安 [名字=擴張的民]

羅大 G4498 羅大 [名字=玫瑰花]

羅得 G3091 羅得 [名字=遮蓋的帕子]

羅底 G4499 羅底 [名字=玫瑰花]

落後短缺 G5302 成更在底下(成稍遲隨後=落後短缺)

落後短缺 G5304 成更在底下(成稍遲隨後=落後短缺)

落開 G0634 從那裏落下墜落離開(落開)

籮筐 G4553 為交織編結(籮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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簍筐 G4711 為提起盤繞(為盤繞編製=簍筐)

裸露赤身 G1132 為赤身裸露(裸露赤身)

羅馬 G4516 羅馬 [名字=力量]

羅馬人的 G4514 羅馬人的 [名字=力量]

羅馬駐防城 G2862 殖民地(羅馬駐防城)

駱駝 G2574 駱駝

落下墜落 G4098 落下墜落

落下墜落 G4431 落下墜落

羅以 G3090 羅以 [名字]

落在其間 G4045 在周圍落下墜落(落在周圍=落在其間)

落在其內 G1706 在內落下墜落(落在其內)

落在其上 G1968 在上面落下墜落(落在其上)

路求 G3066 路求 [名字=照明的]

路司得 G3082 路司得 [名字]

露宿過夜 G0835 使有為吹拂通風(使有天井庭院=露宿過夜)

蘆葦 G2563 蘆葦

路易士 G3018 利未(路易士) [名字=聯合附著]

驢 G5268 在底下在套軛聯結之物之畜(在軛底下之牲畜=驢)

綠寶石 G4665 翡翠(綠寶石)

綠寶石作的 G4664 翡翠成的(綠寶石作的)

呂彼亞 G3033 呂彼亞 [名字]

屢次頻繁的 G4437 成拳頭捏緊的(激進緊湊的=屢次頻繁的)

呂大 G3069 呂大 [名字]

呂底亞 G3070 呂底亞 [名字]

律法 G3551 分發配置之律(法規慣律=律法)

律法訂立 G3548 為置放擺設分發配置之律(為置放擺設法規慣律=為訂立律法=律法訂立)

呂高尼 G3071 呂高尼 [名字]

呂家 G3073 呂家 [名字]

呂西亞 G3079 呂西亞 [名字]

綠玉髓 G5556 黃金韭蔥之玉(金色韭蔥之玉=綠玉髓)

驢子 G3688 驢子

馬 G2462 馬

麻布 G4526 網狀麻袋之布(麻布)

馬槽 G5336 為餵食(餵食槽=馬槽)

馬車 G0716 所連結安裝(馬車)

馬大 G3136 馬大 [名字=女主人]

瑪代 G3370 瑪代 [名字]

馬但 G3157 馬但 [名字=禮品]

瑪達他 G3160 瑪達他 [名字]

痲瘋病 G3014 為剝落削皮(多鱗粗糙=痲瘋病)

痲瘋病的 G3015 為剝落削皮的(多鱗粗糙的=痲瘋病的)

瑪各 G3098 瑪各 [名字]

買斷贖回 G1805 向外使有集市廣場(向外購買於集市廣場=向外購買出來=買斷贖回)

埋伏伏擊 G1749 在內坐定安頓之策(埋伏守候之策=埋伏伏擊)

麥基 G3197 麥基 [名字=我的王,為二人之名]

麥基洗德 G3198 麥基洗德 [名字=公義王]

買賣市場 G1712 具在內穿透通過之處(具在內去之處=具在內來去買賣之處=買賣市場)

買南 G3104 買南 [名字]

馬可 G3138 馬可 [名字]

馬嵐阿他 G3134 馬嵐阿他 [亞蘭文音譯=我們的主來了]

馬勒古 G3124 馬勒古 [名字=王]

馬勒嚼環 G5469 使張口裂開之物(馬勒嚼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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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勒列 G3121 瑪勒列 [名字=神的稱讚]

馬利亞 G3137 馬利亞 [名字=反叛的,為六人之名]

瑪門 G3126 瑪門 [亞蘭文音譯=財勢富裕]

嗎哪 G3131 嗎哪 [亦為音譯=那是什麼呢]

瑪拿西 G3128 瑪拿西 [名字=使忘記]

忙碌經營 G4231 行所實施行使(行事務行動=忙碌經營)

馬念 G3127 馬念 [名字]

漫罵斥責的 G3060 漫罵斥責的

滿心享受 G0619 從那裏享有欣賞(滿心享受)

滿溢泛濫 G4132 為充滿添足(滿溢泛濫)

滿有憐慈心腸的 G4184 許多的腸腑內臟的(滿有憐慈心腸的)

幔子 G2665 所向下展翅飛行(所向下展開飛揚=幔子)

錨 G0045 為彎曲之錨(錨)

茅廁 G0856 從那裏離開坐定安頓之處(個別分開坐定安頓之處=茅廁)

毛髮 G2359 毛髮

毛髮作的 G5155 毛髮成的(毛髮作的)

冒煙排霧 G5188 冒煙排霧

馬其頓 G3109 馬其頓 [名字]

馬其頓人 G3110 馬其頓人 [名字]

瑪塔 G3158 瑪塔 [名字,為二人之名]

馬太 G3156 馬太 [名字]

瑪他提亞 G3161 瑪他提亞 [名字=其所是將是(耶和華)的禮物,為二人之名]

馬提亞 G3159 馬提亞 [名字=其所是將是(耶和華)的禮物]

瑪土撒拉 G3103 瑪土撒拉 [名字=拿標槍的人]

瑪押 G3092 瑪押 [名字=微小]

每次總是地 G1539 最遙遠的那並這個地(各個的那並在這樣的時候地=每次當那時地=每次總是地)

美好適當的 G2570 美好適當的

美好適當地 G2573 美好適當地

每拉 G3460 每拉 [名字]

美容妝束/世界 G2889 整齊設置(秩序體系=美容妝束 / 世界)

每西亞 G3465 每西亞 [名字]

沒有沉重重壓的 G0004 沒有沉重重壓的

沒有餌誘詭詐的 G0097 沒有誘捕餌騙之詐的(沒有餌誘詭詐的)

沒有縫紉接縫的 G0689a 沒有縫紉的(沒有縫紉接縫的)

沒有分心掛慮的 G0275 沒有為使成分取配分之份的(沒有為使成部分的=沒有為分開的=沒有分心掛慮的)

沒有父親的 G0540 沒有父親的

沒有固定居處 G0790 成乃不立定站住(成不能立定站住=成不安定=沒有固定居處)

沒有果實的 G0175 沒有果實的

沒有孩子的 G0815 沒有生產帶出之子的(沒有孩子的)

沒有見證人的 G0267 沒有見證人的

沒有經驗的 G0552 沒有穿透測試的(沒有探測試驗的=沒有經驗的)

沒有進食的 G0777 沒有穀物麥粒的(沒有進食的)

沒有憐憫慈悲的 G0415a 沒有憐憫慈悲的

沒有律法 G0459 沒有分發配置之律的(沒有法規慣律的=沒有律法的)

沒有律法地 G0460 沒有分發配置之律地(沒有法規慣律地=沒有律法地)

沒有母親的 G0282 沒有母親的

沒有起訴因由的 G0338 沒有具索問要求的(沒有起因根由的=沒有起訴因由的)

沒有神的 G0112 沒有神的

沒有時機地 G0171 沒有場合時節地(沒有時機地)

沒有水的 G0504 沒有降水落雨者的(沒有水的)

沒有損耗花費的 G0077 沒有為吞食耗損的(沒有損耗花費的)

沒有停戰和約的 G0786 沒有為澆為奠酒的(沒有奠祭的=沒有停戰和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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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畏懼害怕地 G0870 沒有驚恐畏懼之怕地(沒有畏懼害怕地)

沒有污點瑕疵的 G0299 沒有污點瑕疵的

沒有污染玷辱的 G0784 沒有污染玷辱的

沒有限度的 G0280 沒有量器量度的(沒有限度的)

沒有效益的 G0512 沒有積累遞增之益的(沒有效益的)

沒有虛假欺謊的 G0893 沒有說謊作假之假的(沒有虛假欺謊的)

沒有意料到的 G0160 不具促為照亮顯明的(沒有意料到的)

沒有預備貼切的 G0532 乃不在旁邊使有器皿用具的(乃不預備在旁邊的=沒有預備貼切的)

沒有珍愛親情的 G0794 沒有為親近關愛的(沒有珍愛親情的)

沒有爭戰爭鬥的 G0269 沒有為爭戰搏鬥的(沒有爭戰爭鬥的)

蒙愛的 G0027 乃摯愛的(蒙愛的)

夢景 G1798 具在內睡眠之景(具在睡眠內之景=夢景)

猛烈地爭戰搏鬥 G1264 徹底經過爭戰搏鬥(猛烈地爭戰搏鬥)

矇矓黯淡 G0887 矇矓黯淡

朦朧不清 G0135 所有述說暗語(所晦言暗喻=朦朧不清)

蒙昧無知 G0056 為沒有認識知道(為沒有知識認識=蒙昧無知)

蒙至高褔的 G3107 具至高褔的(蒙至高褔的)

門戶 G2374 門戶

門徒 G3101 學習者(學徒=門徒)

門形盾牌 G2375 門戶之形(門形盾牌)

麵餅 G0740 乃提起之餅(麵餅)

面對 G0503 成相對對應的眼睛(成以眼睛相對對應=面對)

面頰 G4600 顎骨(面頰)

面貌鬱鬱愁悶的 G4659 鬱鬱愁悶的面貌的(面貌鬱鬱愁悶的)

綿羊 G4263 在前面行走移步之羊(綿羊)

綿羊皮 G3374 為綿羊(綿羊皮)

藐視 G1847 向外使然而也不是一個(向外使然而也一個不是=使全然算為無有=藐視)

苖芽葉子 G5444 發芽生長之葉(苖芽葉子)

米甸 G3099 米甸 [名字=爭吵競爭]

密洞巢穴 G5454 密洞巢穴

米迦勒 G3413 米迦勒 [名字=誰能像神]

米利大 G3194 米利大 [名字]

米利都 G3399 米利都 [名字]

米利亞 G3190 米利亞 [名字]

明日地 G0839 具吹拂晨風地(次日地=明日地)

名號頭銜 G5102 名號頭銜

命令吩咐 G3852 為在旁邊報信通告(為傳信囑咐=命令吩咐)

命令吩咐 G3853 在旁邊報信通告(傳信囑咐=命令吩咐)

明日生存的 G1967 具在上面促動挪移的(具接著下來的=明日生存的)

名聲傳說 G5345 為照亮顯明(為宣稱傳講=名聲傳說)

明透的 G1307 徹底經過促為照亮顯明的(明透的)

明顯公開的 G4271 在前面清晰明顯的(明顯公開的)

明智通達的 G4680 明智通達的

命終 G5053 成有啟行出發之終(成有終結=命終)

命終斃命 G5054 為成有啟行出發之終(為成有終結=為命終=命終斃命)

名字 G3686 所認識稱呼(名字)

敏銳鋒利的 G3691 敏銳鋒利的

彌賽亞 G3323 彌賽亞 [源於希伯來文=受膏抹者(基督)]

米所波大米 G3318 米所波大米 [名字=為河流之中間當中]

迷途錯謬 G4106 為漫遊流蕩(為引離正道=迷途錯謬)

米推利尼 G3412 米推利尼 [名字=許多貝殼]

摹本樣板 G5261 在底下刻寫記載(摹本樣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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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齒咬牙 G1030 磨齒咬牙

磨齒咬牙 G1031 磨齒咬牙

抹大拉 G3094 抹大拉 [名字=馬加丹(高塔)女子]

魔道邪術 G3095 為作魔術師(為作術士=為行魔術=魔道邪術)

磨坊 G3458 磨坊

模仿效法 G3401 有模擬仿效(模仿效法)

模仿效法者 G3402 模擬仿效者(模仿效法者)

磨坊之廠 G3459 磨坊之廠

墨黑的 G3189 墨黑的

摩洛 G3434 摩洛 [名字=統治]

默默無名的 G0767 沒有標誌記號的(默默無名的)

摸弄觸碰 G2345 摸弄觸碰

陌生客旅的/陌生奇異的 G3581 異鄉陌生的(陌生客旅的 / 陌生奇異的)

磨損踩出之軌跡 G5147 磨擦壓損之跡(磨損踩出之軌跡)

謀定籌算 G3191 有為留意顧念(有謀算=謀定籌算)

某個方式地 G4458 某個方式地

謀害凶殺 G5408 殺戳凶殺之行(謀害凶殺)

謀害凶殺者 G5406 殺戳凶殺之行者(謀害凶殺者)

謀害凶殺人之人 G0409 殺戳凶殺人之人(謀害凶殺人之人)

某某這種的 G1170 某某這種的

摩西 G3475 摩西 [名字=拉起]

磨細粉碎 G3039 有揚穀之器(揚淨篩選=磨細粉碎)

沒藥香膏 G3464 沒藥香膏

沒藥香料 G4666 沒藥香料

抹以沒藥香膏 G3462 使有沒藥香膏(抹以沒藥香膏)

牧場食料 G3542 為分發配置(牧場食料)

木刺 G2595 枯萎乾縮之枝(乾枝枯桿=木刺)

目的展示 G4286 在前面置放擺設(置放擺設在前面=目的展示)

磨坊成的 G3457a 磨坊成的

木幹 G3586 刮磨削平之木(木頭=木幹)

木匠 G5045 生產帶出者(工匠師=木匠)

目擊者 G2030 在上面看見注目者(目擊者)

母牛犢 G1151 母為馴服(母牛犢)

母親 G3384 母親

牧群 G4167 為促為有牧養者(為牧養=牧群)

母體子宮 G3388 為母親(母體子宮)

木頭作的 G3585 刮磨削平之木成的(木頭作的)

木屋客棧 G4999 木屋客棧

墓穴 G5028 殯殮埋葬之處(墓穴)

牧養 G4165 促為有牧養者(牧養)

牧養者 G4166 牧養者

沐浴洗滌 G3067 洗滌淨身之浴(沐浴洗滌)

牧長 G0750 為起始為首之牧養者(起始首要之牧者=牧長)

那 G3588 那

那 G5120 那

那邊之極末端 G4009 為穿透橫過(為穿過那一邊=那邊之極末端)

拿單 G3481 拿單 [名字=給與]

拿但業 G3482 拿但業 [名字=神所給與]

拿弗他利 G3508 拿弗他利 [名字=競技摔跤]

拿該 G3477 拿該 [名字=明亮]

拿鶴 G3493 拿鶴 [名字=打鼾者]

那何等樣的那同一者 G5082 那同歲伙伴的那同一者(那同樣大的那同一者=那何等樣的那同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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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鴻 G3486 拿鴻 [名字=安慰]

奶 G1051 奶

乃安排定規的 G5002 乃安排定規的

乃不領悟認知的 G0453 乃不有悟念知性的(乃不領悟認知的)

乃不能夠可能的 G0102 乃不能夠可能的

乃不認識知道的 G0057 乃不認識知道的

乃不向下遮蓋隱藏的 G0177 乃不向下遮蓋隱藏的

乃不以貌偏待人地 G0678 乃不在前面向著面貌拿取地(乃不按前面的面貌待人地=乃不以貌偏待人地)

乃不沾染玷污的 G0283 乃不沾染玷污的

乃不中止間斷的 G0088 乃不徹底經過遺下留後的(乃不中止間斷的)

乃不中止間斷地 G0089 乃不徹底經過遺下留後地(乃不中止間斷地)

乃不轉念悔悟的 G0279 乃不轉換有悟念知性的(乃不改變領悟認知的=乃不轉念悔悟的)

乃不阻攔禁止地 G0209 乃不使縮減剪修地(乃不阻攔禁止地)

乃超過標準地 G5234 乃正持續在之上高超地投擲地(乃投擲超過標準地=乃超過標準地)

乃純淨不混雜的 G0194 乃不攙混調合的(乃純淨不混雜的)

乃斷定自己有罪的 G0843 乃同一者向下區別審斷的(乃斷定自己有罪的)

乃紡織縫製的 G5307 乃紡織縫製的

乃父親祖宗交付的 G3970 乃父親在旁邊給與的(乃父親祖宗交付的)

乃共同挑選的 G4899 乃共同向外鋪放擺出的(乃共同挑選的)

乃烘烤燒煮的 G3702 乃烘烤燒煮的

乃教導的 G1318 乃致使受教的(乃教導的)

乃接納領受的 G1184 乃接納領受的

乃刻寫記載的 G1123 乃刻寫記載的

乃樂於交出分享的 G2130 乃好的轉換給與的(乃樂於交出分享的)

乃縵 G3497 乃縵 [名字=愉快]

乃沒有受過教育的 G0062 乃沒有所刻寫記載的(乃沒有受過教育的)

乃難以領悟認知的 G1425 乃艱難於有悟念知性的(乃難以領悟認知的)

乃難以提舉擔負的 G1419 乃艱難於提舉擔負的(乃難以提舉擔負的)

乃能夠可能的 G1415 乃能夠可能的

乃全部必定地 G3843 乃所有每一個地(乃全部必定地)

乃認識知道的 G1110 乃認識知道的

乃神吹氣吐風的 G2315 乃神吹氣吐風的

乃生發成為族類的 G1084 乃有生發成為之族的(乃有族類的=乃生發成為族類的)

乃神教導的 G2312 乃神致使受教的(乃神教導的)

乃神聖地宰殺獻祭的 G2410a 乃神聖地急喘煙熱的(乃神聖地宰殺獻祭的)

乃石塊鑿成的 G2991 乃行刮磨削平於石塊的(乃石塊鑿成的)

乃挑選的 G1588 乃向外鋪放擺出的(乃挑選的)

乃投擲的 G0992 乃投擲的

乃未行割禮的 G0564 乃不在周圍切割的(乃未行割禮的)

乃向外給與出來的 G1560 乃向外給與出來的

乃小信的 G3640 乃些微少許的為勸信說服的(乃些微少許的堅信翔實的=乃小信的)

耐心停留候守 G0362 向上停留持守(耐心停留候守)

乃希奇的 G2298 乃使有所定睛觀看的(乃使有驚奇的=乃希奇的)

乃隱藏遮掩的 G2927 乃隱藏遮掩的

乃在上面渴望想念的 G1973 乃在上面渴望想念的

乃在上面有禱告咒詛的 G1883a 乃在上面有禱告咒詛的

乃在上面有向下禱告咒詛的 G1944 乃在上面有向下禱告咒詛的

乃宰殺獻祭給偶像的 G1494 乃急喘煙熱於為看見察覺之像的(乃宰殺獻祭於為形像的=乃宰殺獻祭給偶像的)

乃召請的 G2822 乃促請召喚的(乃召請的)

乃置放出來的 G1570 乃向外置放擺設出來的(乃置放出來的)

乃煮沸灼燙的 G2200 乃煮沸灼燙的

乃自己驅動的 G0844 乃同一者為揉擠搓抹的(乃自己驅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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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自已選取的 G0830 同一者乃提起以分開的(乃自已選取的)

乃最在前面第二的 G1207 更二的乃最在前面的(乃最在前面第二的)

馬加丹 G3093 馬加丹 [名字=高塔]

那今是昔是並正在來的 G3801 那現在是當時是並正持續到來前往的(那今是昔是並正在來的)

那就是 G5123 那同一者是(那就是)

那名字地 G5122 那所認識稱呼地(那名字地)

男娼 G4205 賣身行淫之人(男娼)

難道不呢 G3378 不會不是呢(豈會不是呢=難道不呢)

南風/南方 G3558 南風(南風 / 南方)

男人/丈夫 G0435 男人 / 人 / 丈夫

男性的 G0730 剛強結實的(男性的)

拿其數 G3488 拿其數 [名字=水仙花(麻醉物)]

拿取 G2983 拿取

拿取 G3028 拿取

拿取到 G1949 在上面拿取(拿取到)

拿取在旁邊 G3880 在旁邊拿取(拿取在旁邊)

拿取住 G2638 向下拿取(拿取住)

拿撒勒 G3478 拿撒勒 [名字]

拿撒勒的 G3479 拿撒勒的 [名字]

拿撒勒人 G3480 拿撒勒人 [名字]

拿順 G3476 拿順 [名字=占兆者]

拿孫 G3416 拿孫 [名字]

那同一樣式地 G3779 那同一者地(那同一樣式地)

那同一者 G3778 那同一者

那同一者 G5023 那同一者

那同一者 G5024 那同一者

那同一者 G5025 那同一者

那同一者 G5026 那同一者

那同一者 G5124 那同一者

那同一者 G5125 那同一者

那同一者 G5126 那同一者

那同一者 G5127 那同一者

那同一者 G5128 那同一者

那同一者 G5129 那同一者

那同一者 G5130 那同一者

那一個更是地呢 G4220 更某個什麼地呢(那一個更是地呢)

拿因 G3484 拿因 [名字]

那這麼樣大/那這麼樣多 G5118 那這個那同一者(那這麼樣那同一者=那這麼樣大 / 那這麼樣多)

那種樣 G5108 在對那之那同一者(其實那同一者=那種樣)

內行專家 G1109 認識知道者(內行專家)

內容 G4042 為在周圍持有(為包入含有=內容)

內心 G2588 心臟(內心)

內在思維 G3510 腎臟(內在思維)

能夠可能 G1410 能夠可能

能貫通理解的 G4908 乃共同使促動挪移的(乃使促動挪移在一起的=能貫通理解的)

能看見清楚的 G3707 乃看見清楚的(能看見清楚的)

能力權能 G1411 為能夠可能(能力權能)

你 G4571 你

你 G4671 你

你 G4675 你

你 G4771 你

年 G209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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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G1763 年度

年老高齡 G1088 年老高齡

年老老邁 G1094 年老老邁

年輕人 G3494 為新初年淺者(年輕人) [約25~40歲]

黏土濕泥 G4081 黏土濕泥

尼哥波立 G3533 尼哥波立 [名字=為征服勝利的城邑]

尼哥底母 G3530 尼哥底母 [名字=在公眾同胞間為征服勝利]

尼哥拉 G3532 尼哥拉 [名字=為征服勝利人民百姓的]

尼哥拉黨人 G3531 尼哥拉黨人 [名字=為征服勝利人民百姓的]

尼迦挪 G3527 尼迦挪 [名字=得勝者]

尼結 G3526 尼結 [名字=黑色的]

尼利 G3518 尼利 [名字=其所是將是(耶和華)是燈]

尼利亞 G3517 尼利亞 [名字]

尼祿 G3505 尼祿 [名字=膽大的]

泥爐烤箱 G2823 泥爐烤箱

你們 G5209 你們

你們 G5210 你們

你們 G5213 你們

你們 G5216 你們

你們之物 G5212 你們之物

寧法 G3564 寧法 [名字=新婦的禮物]

寧靜安詳的 G2263 寧靜安詳的

凝塊大滴 G2361 濃厚凝結之塊(凝塊大滴)

泥濘 G1004 泥濘

尼尼微 G3535 尼尼微 [名字]

尼尼微人 G3536 尼尼微人 [名字]

牛 G1016 牛

牛膝草 G5301 牛膝草

尼亞波利 G3496 尼亞波利 [名字=新的城邑]

你之物 G4674 你之物

你自己 G4572 你同一者(你自己)

濃酒烈飲 G4608 濃酒烈飲

虐待苦害 G2558 成卑劣不好地持有(虐待苦害)

怒吼嚎叫 G5612 怒吼嚎叫

努力奮鬥 G0075 使有帶領比賽(使有比賽爭競=努力奮鬥)

努力奮鬥對抗 G0464 相對對應地使有帶領比賽(使有相對對應地比賽爭競=努力奮鬥對抗)

努力奮鬥制伏 G2610 向下使有帶領比賽(向下使有比賽爭競=努力奮鬥向下相對=努力奮鬥制伏)

挪開 G1807 向外提起以分開(挪開)

挪去 G0336 向上提起以分開(挪去)

挪去 G0337 向上提起以分開(挪去)

挪亞 G3575 挪亞 [名字=安靜歇息]

奴僕 G1401 受拴綁之人(奴僕)

奴僕的 G1400 受拴綁之人的(奴僕的)

呂撒聶 G3078 呂撒聶 [名字=悲傷之鬆綁脫解]

奴役為奴 G1397 為作受拴綁之人(為作奴僕=奴役為奴)

女兒 G2364 女兒

女門徒 G3102 女學習者(女學徒=女門徒)

女奴僕 G1399 女受拴綁之人(女奴僕)

女親族 G4773a 女共同生發成為之族(女共同族類=女親族)

女人 G1135 女人

女撒瑪利亞人 G4542 女撒瑪利亞人 [名字=守望台]

女神 G2299 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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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售賣紫色衣布之人 G4211 女繁忙交易紫色貽貝之人(女售賣紫色衣布之人)

女王 G0938 女君王(女王)

女性的 G2338 乳房奶頭的(女性的)

女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G4398 女在前面照亮顯明者(女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女照管者 G4368 女在前立定站住者(女立定站住在前面者=女照管者)

女主人 G2959 女具至上主權之人(女主人)

嘔出吐掉 G1692 嘔出吐掉

毆打騷亂而折服 G5299 使有具在底下面貌(使有打中眼下=毆打騷亂而折服)

偶然共同遇見 G4940 共同巧遇得著(偶然共同遇見)

偶然在旁遇見 G3909 在旁邊巧遇得著(偶然在旁遇見)

嘔吐物 G1829 所向外嘔吐出來(嘔吐物)

偶像 G1497 為看見察覺之像(為形像=偶像)

偶像極為充斥的 G2712 極向下為看見察覺之像的(為形像極為充斥的=偶像極為充斥的)

偶像之事奉敬奉 G1495 為看見察覺之像之為作僱工僕役(為形像之為行事奉=偶像之事奉敬奉)

偶像之事奉者 G1496 為看見察覺之像之僱工僕役(為形像之僱工僕役=偶像之事奉者)

帕大喇 G3959 帕大喇 [名字]

帕弗 G3974 帕弗 [名字]

拍擊摑掌 G4475 所使有為敲落拍打(所掌擊拍摑=拍擊摑掌)

帕卡帖阿奈 G3818 帕卡帖阿奈 [名字=弗呂家#5435的一區]

旁非利亞 G3828 旁非利亞 [名字=為所有每一個的分支族派]

判決有罪 G2631 所向下區別審斷(所斷定有罪=判決有罪)

磐石 G4073 岩石(磐石)

盤問套話 G0653 使從那裏使有開口(盤問套話)

判罪裁定 G2613a 向下公平正義(公平正義相對=判罪裁定)

跑遍 G4019a 在周圍奔跑疾行(跑遍)

跑遍 G4063 在周圍奔跑疾行(跑遍)

泡沫 G0876 泡沫

拋下懸崖 G2630 促使向下懸掛垂吊之處(促使向下懸崖=拋下懸崖)

拋擲 G4496 拋擲

拋擲在上面 G1977 在上面拋擲(拋擲在上面)

帕提亞人 G3934 帕提亞人 [名字]

爬行動物 G2062 匍匐爬行之物(爬行動物)

帕子 G2571 所遮蓋隱藏(用以遮蓋之物=帕子)

陪伴跟隨 G1872 在上面有同時一齊的路途(在上面跟隨=陪伴跟隨)

配份 G3310 為分取配分之份(為部分=配份)

配給糧餉 G3800 具烘烤配食之餉(配給糧餉)

碰巧同時發生 G4795 為共同有至上主權(為共同主持發生=碰巧同時發生)

朋友 G5384 親愛友好的(=親愛友好之人=朋友)

噴吐吐露 G2044 噴吐吐露

皮 G1192 所去皮(皮)

片尖木刺 G4647 烘乾烤焦之面貌(前面枯乾之物=片尖木刺)

偏向附和 G4345a 在前面向著傾斜(偏向附和)

偏向附和 G4346 在前面向著傾斜(偏向附和)

偏邪不務正業的 G4021 在周圍作工的(作工在周圍的=偏邪不務正業的)

偏移轉離 G1578 向外傾斜(偏移轉離)

漂航行船 G4126 漂航行船

皮帶 G2438 皮帶

皮袋行囊 G4082 皮袋行囊

披風外衣 G5341 披風外衣

披蓋穿裹 G4016 在周圍投擲(投擲在周圍=披蓋穿裹)

披蓋穿裹之物 G4018 具在周圍投擲之物(具投擲在周圍之物=披蓋穿裹之物)

皮革匠 G1038 皮革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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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囊水袋 G0779 精製細作之袋(皮囊水袋)

品嘗 G1089 品嘗

貧乏的 G3993 勞動辛苦的(貧乏的)

平板 G4109 塑造模成器(平板)

評比考量 G0357 使有為再向上的鋪放擺出之比(使有為比例類比=使有相稱比率=評比考量)

平等均衡 G2471 為相似等同(平等均衡)

評斷申誡 G2008 在上面評具為估值評價(在上面評具珍貴價值=在上面評價珍視=評斷申誡)

評斷責罰 G2009 為在上面為估值評價(為在上面珍貴價值=評斷責罰)

評價珍視 G5091 評具為估值評價(評具珍貴價值=評價珍視)

平靜 G1055 為鎮靜(平靜)

憑據證明 G5039 具標示表號之證(憑據證明)

平實純樸 G0858 為沒有岩塊絆石(為平滑坦直=平實純樸)

平坦的 G3977 為腳之地成的(適腳平地成的=平坦的)

平息安靖 G2687 向下安放立定(平息安靖)

平直直接的/平直直接地 G2117 好地放置的 / 好地放置地 (平直直接的 / 平直直接地)

平直直接地[同#2117] G2112 好地放置地(平直直接地) [同#2117]

貧困的 G3998 勞動辛苦的(貧困的)

貧苦窮困的 G4434 驚嚇畏縮的(貧苦窮困的)

貧窮 G4432 為作驚嚇畏縮之人(為作貧苦窮困之人=貧窮)

皮製的 G1193 所去皮成的(皮製的)

皮紙文稿 G3200 皮紙文稿

破壞名聲 G1425a 成艱難為照亮顯明(成艱難為宣稱傳講=成壞的名聲傳說=破壞名聲)

魄力權勢 G2904 魄力權勢

迫切需要 G0318 為再向上彎曲(強制緊壓=迫切需要)

迫使必須 G0315 使有為再向上彎曲(使有強制緊壓=使有迫切需要=迫使必須)

迫使離別 G0642 從那裏使成奪去喪失(從那裏使成失親孤兒=迫使離別)

破土而出 G1816 向外向上啟行出發(向外向上向終結啟行=向外升起=破土而出)

僕工執事 G1249 奔走奉差之人(服事之人=僕工執事)

舖開攤放 G4766 舖開攤放

撲滅消除 G4570 撲滅消除

僕人 G2324 加熱變暖之人(珍愛懷抱之人=侍候紓解之人=僕人)

葡萄串 G4718 整簇葡萄(葡萄串)

葡萄樹 G0288 葡萄樹

葡萄園 G0290 葡萄樹之園(葡萄園)

普通個人 G2399 具本身個人者(私人個別者=普通個人)

謙卑的 G5011a 低微降卑的橫膈體會的(低微降卑的官感體驗的=謙卑的)

錢袋 G0905 錢袋

前額 G3359 轉換面貌之間(兩眼之間=前額)

千夫長 G5506 一千個之起始為首之人(一千人之起首統治之人=千夫長)

強盜 G3027 使有劫品贓物者(槍劫掠奪者=強盜)

搶奪強取 G0724 為使為提起拿去(為強取劫奪=搶奪強取)

搶賣人口為奴者 G0405 使成人於腳之人者(使人成奴隸者=搶賣人口為奴者)

強猛激烈地 G4971 強猛激烈地

強迫為奴 G2615 向下促使成受拴綁者(向下促使成奴僕=強迫為奴)

強取劫奪 G0725 使為提起拿去(強取劫奪)

強取劫奪 G0726 使為提起拿去(強取劫奪)

強取劫奪的 G0727 使為提起拿去的(強取劫奪的)

強勢猛力 G0970 強勢猛力

強有力地 G2159 好地伸展地(強有力地)

強壯大力 G2479 強壯大力

強壯大力的 G2478 強壯大力的

錢盒 G1101 舌之整齊設置之盒(放管樂器吹口之盒=錢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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虔敬慎重 G2124 為好地拿取(為慎重虔敬=虔敬慎重)

牽拉拖拽 G4951 牽拉拖拽

前面的臉面 G4383 在前面向著面貌之面(前面的臉面)

淺平盤子 G4094 塑造模成器(平板=淺平盤子)

潛入在旁邊 G3921 在旁邊向內沉降垂落進入(向內沉降垂落進入在旁邊=潛入在旁邊)

錢商 G5133 四個於為在對腳者(四腳桌椅者=貨幣兌換商=錢商)

虔心誠敬的 G2152 好地尊崇敬愛的(虔心誠敬的)

虔心誠敬地 G2153 好地尊崇敬愛地(虔心誠敬地)

前院 G4259 在前面在為吹拂通風之處(在前面在天井庭院之處=前院)

鞘 G2336 為置放擺設(容器=鞘)

敲打擊中 G3960 敲打擊中

敲擊打中 G3817 敲擊打中

巧遇得著 G5177 巧遇得著

騎兵 G2460 馬者(馬兵=騎兵)

起初原始的 G0744 在為起始為首的(起初原始的)

七次地 G2034 七個次地(七次地)

祈禱求告 G4336 在前面向著許願祈求(祈禱求告)

且從那裏地 G2547 且從在那裏地(且從那裏地)

且但凡若是 G2579 且但凡若是

切斷割除 G2699 為向下切割(切斷割除)

切短刪減 G2856 促使為縮減剪修(切短刪減)

切割為二 G1371 有為二個的為切割(有分為二的為切割=切割為二)

切砍擊打 G2875 切砍擊打

切慕渴念 G1974 為在上面渴望想念(切慕渴念)

切切想望 G0603 為從那裏頭部設想認為對(為從那裏伸頭想望=切切想望)

且其實 G2543 且在對那(且其實)

且其實確實 G2544 且在對那確實(且其實確實)

且確實 G2534 且確實

切入阻礙 G1465 在內切砍擊打(切入阻礙)

且甚至 G2539 且甚至

且在那裏的那個 G2548 且在那裏之那(且在那裏的那個)

且在那裏地 G2546 且在那裏地

竊賊 G2812 偷竊盜取者(竊賊)

起發燒紅腫 G4092 致使搧火燃燒(起發燒紅腫)

豈非這樣地 G3766 不是因此這般地(豈非這樣地)

七個 G2033 七 / 七個

豈更會是確實 G3386 不會為任何什麼確實(豈會為任何什麼確實=豈更會是確實)

漆黑 G4653 為乃蔭影之暗(為黑暗=漆黑)

其後地 G1534 其次之後地(其後地)

豈會是呢 G3385 不會為任何什麼呢(豈會為任何什麼呢=豈會如此呢=豈會是呢)

起假誓的 G1965 在上面圍牆範圍之限的(在誓言制約上面的=起假誓的)

埃及人的 G0124 埃及人的 [名字]

氣絕 G1634 向外呼氣冷卻出來(氣絕)

耆老輩 G1087 為具年老高齡(耆老輩)

欺凌傷損 G5196 為在之上高超(為高壓蠻橫=欺凌傷損)

欺矇誘騙 G0539 為欺騙引誘(欺矇誘騙)

器皿用具/器具 G4632 器皿用具 / 器具

親筆字據 G5498 手刻寫記載之物(手寫文件=親筆字據)

氣餒無神 G0120 成沒有急喘煙熱(成沒有熾熱憤恨=氣餒無神)

勤奮殷切 G4710 為趕緊急切(勤奮殷切)

清晨 G4405 為具在前面早(為在清早=清晨)

清楚地 G5081 為啟行出發之終於光芒地(遙遠光芒地=清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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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純誠真的 G1506 日光區別審斷的(清純誠真的)

清楚認識知道 G1921 在上面認識知道(清楚認識知道)

清楚認識知道 G1922 在上面認識知道(清楚認識知道)

青翠嫩綠的 G5515 青翠嫩綠的

傾覆翻倒 G2692 為向下轉動翻轉(為翻倒傾覆=傾覆翻倒)

輕浮易變 G1644 為輕便容易(輕浮易變)

輕忽蔑視 G2706 向下用橫膈體會(向下用官感體驗=向下相對地感受體察=輕忽蔑視)

輕忽蔑視者 G2707 向下用橫膈體會者(向下用官感體驗者=向下相對地感受體察者=輕忽蔑視者)

清潔洗淨 G3538 清潔洗淨

輕看 G3643 成些微少許的掛念關心(成很少的掛念關心=輕看)

青綠膽汁 G5521 青綠膽汁

輕慢 G3456 使有鼻鳴翹鼻(嗤之以鼻=輕慢)

青年人 G3495 小的為新初年淺者(小年輕人=青年人) [40歲以下]

輕便容易的 G1645 輕便容易的

輕視 G1848 向外使然而也不是一個(向外使然而也一個不是=使全然算為無有=輕視)

傾聽 G1874 在上面行聲聞耳聽(傾聽)

青蛙 G0944 青蛙

輕微地吹氣吐風 G5285 在底下吹氣吐風(輕微地吹氣吐風)

傾向前的 G4248 向在前面的(傾向前的)

傾斜 G2827 傾斜

清晰明顯的 G1212 清晰明顯的

清醒謹慎 G3525 禁飲戒酒(清醒謹慎)

清早地 G4404 在前面早地(清早地)

傾注澆流在上面 G2022 在上面傾注澆流(傾注澆流在上面)

勤勉在側的 G2137a 好地在旁邊坐定安頓的(好地侍坐在側的=勤勉在側的)

親手的 G0849 同一者之手的(自己之手的=親手的)

親屬 G4772 為共同生發成為之族(為共同族類=為親族=親屬)

親吻之禮 G5370 所成親愛友好(親吻之禮)

親眼目睹的 G0845 同一者看見注目的(自己看見注目的=親眼目睹的)

親族的 G4773 共同生發成為之族的(共同族類的=親族的)

期盼指望 G1680 為預料期待(期盼指望)

欺騙引誘 G0538 欺騙引誘

七千的 G2035 七個地一千的(七千的)

祈求許願 G2171 為許願祈求(祈求許願)

崎嶇不平的 G5138 崎嶇不平的

豈然真會如此呢 G0687 果然如此呢(豈然真會如此呢)

起誓 G3660 起誓

其實 G5104 在對那(其實)

七十/七十個 G1440 第七的十(七十 / 七十個)

七十次地 G1441 第七的十個次地(七十次地)

啟示揭露 G0601 從那裏離開遮蓋隱藏(脫離遮蓋隱藏=啟示揭露)

啟示揭露 G0602 從那裏離開遮蓋隱藏(脫離遮蓋隱藏=啟示揭露)

起始首要之帶領之人 G0747 為起始為首之帶領之人(起始首要之帶領之人)

起誓同謀 G4945 為共同起誓(起誓同謀)

起誓為定 G3728 為起誓於圍牆範圍之限(為起誓於誓言制約=起誓為定)

起始為首 G0756 起始為首

起始為首 G0757 起始為首

奇事預兆 G5059 奇事預兆

囚犯 G1198 具拴綁之捆之人(具捆鎖之人=囚犯)

求告祈禱 G4335 為在前面向著許願祈求(為祈禱求告=求告祈禱)

求乞索討 G4319 在前面向著索問要求(求乞索討)

求乞索討者 G4319a 在前面向著索問要求者(求乞索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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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取索討 G1871 在上面索問要求(求取索討)

秋天的 G5352 為向在後面的鐘點時刻於腐朽敗壞成的(季節將盡衰敗成的=成熟的果子衰敗成的=

秋天的)

期望等候 G1551 向外接納領受(期望等候)

棄物垃圾 G4657 投擲向內進入狗之物(丟給狗之物=棄物垃圾)

器械裝備 G3696 器械裝備

齊心同勞 G4866 共同有競賽比試(共同參賽競試=齊心同勞)

起因根由的 G0159 具索問要求的(起因根由的)

其餘的 G3062 遺下留後的(遺留的=其餘的)

起爭執競爭 G2051 起爭執競爭

棄置丟棄 G0580 為從那裏投擲離開(為丟開棄置=棄置丟棄)

權柄掌握 G1849 為向外出於是(為合乎法理=權柄掌握)

全部完成 G4931 共同有啟行出發之終(共同有終結=全部完成)

全部住家地 G3832 所有每一個的住處家室地(全部住家地)

全地 G3625 為正持續被有住處家室(為正持續被居家=正持續被住之地=全地)

全副器械裝備 G3833 為所有每一個的器械裝備(全副器械裝備)

權貴 G3175 為最極大(權貴)

勸誡激勵 G3867 在旁邊有述說稱頌(頌揚讚美在旁邊=勸誡激勵)

勸勉請求 G3870 在旁邊促請召喚(促請召喚在旁邊=勸勉請求)

勸勉請求 G3874 在旁邊促請召喚(促請召喚在旁邊=勸勉請求)

勸勉請求者 G3875 乃在旁邊促請召喚之人(乃促請召喚在旁邊之人=勸勉請求者)

勤勉在前的 G2145 好地在前面向著坐定安頓的(好地侍坐在前的=勤勉在前的)

全能者 G3841 用魄力權勢於所有每一個者(掌控抓住所有每一個者=全能者)

全然不端雅體面 G0808 為全然沒有所持有(為全然沒有風格樣式=全然不端雅體面)

全然遲笨愚妄 G0877 為全然沒有橫膈體會(為全然沒有官感體驗=全然遲笨愚妄)

全然高雅尊貴 G2157 為全然好的所持有(為全然好的風格樣式=全然高雅尊貴)

全然歡悅愉快 G2167 為全然好的橫膈體會(為全然好的官感體驗=全然歡悅愉快)

全然良善 G0019 為全然良好完善(全然良善)

全然謙卑 G5012 為全然低微降卑的橫膈體會(為全然低微降卑的官感體驗=全然謙卑)

全然為大 G3172 為全然極大(全然為大)

全然為聖 G0042 為全然具敬畏聖別(全然為聖)

全牲燔祭 G3646 所促使成整個全部地乃點燃焚燒(所促使成乃整個全部燒盡=全牲燔祭)

勸說挑唆 G0374 向上勸信說服(勸說挑唆)

全新 G2538 為嶄新(全新)

全心接納領受 G0588 從那裏接納領受(全心接納領受)

勸信說服 G3982 勸信說服

勸信說服的 G3981 勸信說服的

勸誘遊說之語 G4086 為勸信說服的鋪放擺出之道(為勸信說服的關聯陳述之語=勸誘遊說之語)

區別審斷 G2919 區別審斷

區別審斷 G2920 區別審斷

缺誠不信 G0569 成乃不勸信說服(成不能信賴信任=成不誠不信=缺誠不信)

缺誠乏信 G0570 為乃不勸信說服(為不能信賴信任=為不誠不信=缺誠乏信)

確定切實地 G0199 在極點尖端地(確定切實地)

確認保證 G4104 促使成乃勸信說服(促使成能信賴信任=確認保證)

確實 G1065 確實

確實好地 G2103a 好地確實地(確實好地)

確是無疑地 G1222 從屬某個地方必然如此地(確是無疑地)

瘸腿跛腳的 G5560 瘸腿跛腳的

缺席不在 G0666 為從那裏離開是(為是離開不在=缺席不在)

確信把握 G4136 為充滿添足地有負載攜帶之物(為充滿添足地有加載負擔=為完滿地實踐確認=

確信把握)

雀躍跳動 G4640 雀躍跳動

區分定規 G1291 徹底經過安放立定(區分定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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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服順從 G5226 在底下柔弱容讓(屈服順從)

驅離分散 G4650 使為刺穿透過(驅離分散)

去路行程 G4197 為行穿透通過(為行去=去路行程)

去年地 G4070 為穿透橫過地(為穿過那一邊地=去年地)

取暖 G2328 促為為加熱變暖(促為溫暖熱力=取暖)

群眾 G3793 群眾

趨前就近 G4318 為在前面向著帶領(趨前就近)

取十分之一 G1183 促使納為第十的(促使納第十份的=取十分之一)

屈膝跪下 G1120 成膝蓋落下墜落(屈膝跪下)

區域 G2824 所傾斜(斜坡=區域)

取悅 G0700 提起興奮(取悅)

取悅人的 G0441 提起興奮男人面貌之人的(取悅人的)

然而也 G1161 然而也

然而也不會任何時候地 G3368 然而也不會並某個時候地(然而也不會任何時候地)

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G3367 然而也不會一個的(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同#3367] G3370a 然而也不會一個的(然而也不會有一個的) [同#3367]

然而也尚不可以地 G3369 然而也不會某個地(然而也不會仍然地=然而也尚不可以地)

然而也不是地 G3761 然而也不是地

然而也不是任何時候地 G3763 然而也不是並某個時候地(然而也不是任何時候地)

然而也不要 G3366 然而也不會(然而也不要)

然而也就是那樣 G5107 具在對那然而也(具其實然而也=然而也就是那樣)

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G3762 然而也不是一個的(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然而也尚未地 G3764 然而也不是某個地(然而也不是仍然地=然而也尚未地)

讓自己看哪 G2400 使自己看見察覺(讓自己看哪)

燃火 G4443 燃火

燃火成的 G4447 燃火成的

惹動怒氣 G3949 在旁邊使有為伸手張臂(在旁邊使有為亟欲切望=在旁邊使有激動忿怒=惹動怒氣)

惹動怒氣 G3950 在旁邊使有為伸手張臂(在旁邊使有為亟欲切望=在旁邊使有激動忿怒=惹動怒氣)

人類的 G0442 男人面貌之人成的(人類的)

熱戀愛慕 G1937 在上面有急喘煙熱(在上面有熾熱憤恨=熱戀愛慕)

熱戀愛慕者 G1938 在上面有急喘煙熱者(在上面有熾熱憤恨者=熱戀愛慕者)

熱烈地親吻 G2705 向下成親愛友好(向下親吻=熱烈地親吻)

人 G0444 男人面貌之人(人)

仁愛 G5363 為親愛友好的於男人面貌之人(為喜愛人=仁愛)

仁慈 G2140 為行出作成好(為行作於好=仁慈)

韌帶關節 G0860 為扣牢繫住(為連接觸動=韌帶關節)

人工捏造的 G4112 乃塑造模成的(人工捏造的)

仍然 G4452 某個(仍然)

扔石頭打 G3034 使有石頭(扔石頭打)

扔石頭打死 G2642 向下使有石頭(向下扔石頭打=扔石頭打死)

任何什麼 G5100 任何什麼

任何什麼呢 G5101 任何什麼呢

任何時候必然如此地 G1221 並某個時候必然如此地(任何時候必然如此地)

認可歡愉 G2107 為好地設想認為對(為歡愉認可=認可歡愉)

人民百姓 G2992 人民百姓

忍耐寬容地 G3116 長度的急喘煙熱地(時間長的熾熱憤恨地=忍耐寬容地)

任憑不管 G3929 在旁邊使促動挪移(使促動挪移在旁邊=任憑不管)

任憑不管 G3935 在旁邊使促動挪移(使促動挪移在旁邊=任憑不管)

任憑釋放離開 G0863 從那裏使促動挪移離開(任憑釋放離開)

認識知道 G1097 認識知道

認識知道內心者 G2589 認識知道心臟者(認識知道內心者)

認同接納 G0594 為從那裏接納領受(為全心接納領受=認同接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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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理念 G3540 所有悟念知性(所領悟認知=認知理念)

熱望瘋狂 G3105 熱望瘋狂

日出之東方 G0395 為向上啟行出發(為向上向終結啟行=為升起=日出之東方)

日頭太陽 G2246 具光線輻射之日(日頭太陽)

日子/白日 G2250 日 / 日子 / 白日

容許任由 G1439 容許任由

榮耀 G1391 設想認為好(榮耀)

肉桂 G2792 肉桂

肉類肉食 G2907 肉類肉食

柔嫩的 G0527 柔嫩的

柔弱容讓 G1502 柔弱容讓

肉體 G4561 肉體

肉體成的 G4560 肉體成的

柔細嬌弱的 G3120 柔軟細緻的(柔細嬌弱的)

軟弱無力的 G0772 沒有體能活力的(軟弱無力的)

乳部前胸 G3149 乃揉擠搓抹之胸(乳部前胸)

蠕蟲 G4663 蠕蟲

如此這樣 G3634 如此這樣

如孩童戲耍 G3815 如管教之僮僕(如孩童戲耍)

入口進入 G1529 向內道路途徑進入(向內進入的道路途徑=入口進入)

入殮安葬 G1779 使有為在內殯殮埋葬之處(使有為在墓穴內=入殮安葬)

入殮安葬 G1780 使有為在內殯殮埋葬之處(使有為在墓穴內=入殮安葬)

辱罵譭謗 G2551 有卑劣不好的鋪放擺出之道(有卑劣不好的關聯陳述之語=辱罵譭謗)

入眠沉睡 G0879 從那裏促使有睡眠(入眠沉睡)

入內裏面地 G2080 向內進入地(入內裏面地)

若不然[+確實] G1490 若是然而也不會(然而也若是不會=若不然) [+確實]

若非/但除 G1508 若是不會(若非 / 但除)

果如其然 G1489 若是確實(果如其然)

若是 G1487 若是 / 若

若是即便 G1499 若是且(若是即便)

若是某個方式地 G1513 若是某個方式地

若是甚至 G1512 若是甚至

若有什麼 G1536 若是任何什麼(若有什麼)

乳香 G3030 白色(乳香)

乳養哺育之人 G5162 滋養強健之人(乳養哺育之人)

撒巴各大尼 G4518 撒巴各大尼 [亞蘭文音譯=你離棄了我]

撒但 G4566 撒但 [名字=對頭控告者]

撒但 G4567 撒但 [名字=對頭 / 控告者]

撒狄 G4554 撒狄 [名字]

撒督 G4524 撒督 [名字=公正]

撒都該人 G4523 撒都該人 [名字=公正的]

撒非喇 G4551 撒非喇 [名字=藍寶石]

撒該 G2195 撒該 [名字=具潔淨純潔的]

賽耳底沙灘 G4950 賽耳底沙灘 [名字=淺灘沙洲]

塞滿壓實 G4085 使有壓緊緊握(塞滿壓實)

賽跑歷程 G1408 奔跑疾行之程(賽跑歷程)

塞特 G4589 塞特 [名字=安放代替]

撒迦利亞 G2197 撒迦利亞 [名字=其所是將是(耶和華)紀念,為二人之名]

撒拉 G4564 撒拉 [名字=女主人]

撒拉米 G4529 撒拉米 [名字]

撒拉鐵 G4528 撒拉鐵 [名字=我已求問神]

撒勒法 G4558 撒勒法 [名字=精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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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冷 G4532 撒冷 [名字=平安的]

撒令 G4530 撒令 [名字]

撒羅米 G4539 撒羅米 [名字=和平的]

撒瑪利亞 G4540 撒瑪利亞 [名字=守望台]

撒瑪利亞人 G4541 撒瑪利亞人 [名字=守望台]

撒門 G4533 撒門 [名字=衣服]

撒摩 G4544 撒摩 [名字]

撒摩尼 G4534 撒摩尼 [名字]

撒摩特喇 G4543 撒摩特喇 [名字]

撒母耳 G4545 撒母耳 [名字=神聽見]

三/三個 G5140 三 / 三個

三百/三百個 G5145 三百 / 三百個

散佈播撒 G4687 散佈播撒

三層樓之處 G5152 三個為茅草覆蓋之處(三個屋頂之處=三層樓之處)

三次地 G5151 三個地(三次地)

散發氣味 G3605 散發氣味

三更天 G0219 為防護者之聲音(為公雞之聲音=公雞啼叫=三更天)

三個月之久的 G5150 三個月之久的

桑葚無花果樹 G4809 無花果桑葚(桑葚無花果樹)

桑樹 G4807 桑樹 [同舊約的桑樹]

三千個 G5153 三個地一千(三千個)

三十/三十個 G5144 三個的十(三十 / 三十個)

騷亂驚懼 G2360 有號叫喧囂之亂(騷亂驚懼)

掃羅 G4549 掃羅 [名字=求問]

掃羅 G4569 掃羅 [名字=求問的,後改名保羅]

搔癢 G2833 行刮擦抓搔(搔癢)

森林木材 G5208 森林木材

殺害除掉 G0615 從那裏殺害(殺害除掉)

骰子籤份 G2819 骰子籤份

沙拉 G4527 沙拉 [名字=標槍攻擊]

沙崙 G4565 沙崙 [名字=平原]

殺戮屠宰 G4967 為屠宰殺戮(殺戮屠宰)

閃 G4590 閃 [名字=名字稱呼]

山凹峽谷 G5327 山凹峽谷

善變不定的 G0182 乃不向下立定站住的(不能設立派定的=善變不定的)

刪除消逝 G1587 向外遺下留後(刪除消逝)

閃電強光 G0796 為閃亮放光(閃電強光)

山地的 G3714 上升拔高之處的(高山的=山地的)

煽動激發 G3863 在旁邊促使有煮沸灼燙之熱(在旁邊促使有火熱激昂=煽動激發)

尚不可以地 G3380 不會某個地(仍然不會地=尚不可以地)

賞賜 G1431 為禮物(賞賜)

上吊 G0519 從那裏彎曲緊壓離開(勒擠扼殺=上吊)

傷害苦待 G2559 促使為卑劣不好(傷害苦待)

傷害苦待 G2561 促使為卑劣不好(傷害苦待)

上頭地 G0507 相對對應於上地(上頭地)

上萬的 G3463 無數的(上萬的)

尚未地 G3768 不是某個地(仍然不是地=尚未地)

商議建言 G4823 共同行為諮商決意(共同行打算意圖=商議建言)

上衣內袍 G5509 上衣內袍

山脊前緣 G3790 眉脊前額(山脊前緣)

柵欄護牆 G5482 削尖雕刻器(柵欄護牆)

閃亮放光 G0797 閃亮放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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閃閃耀光 G4744 閃閃耀光

山羊 G2056 山羊崽(山羊)

善於教導的 G1317 屬乃致使受教的(屬乃教導的=善於教導的)

善於糾纏阻撓的 G2139 乃好地在周圍立定站住的(乃善於立定站住在周圍的=善於糾纏阻撓的)

稍遲隨後的 G5306 更在底下的(稍遲隨後的)

稍遲隨後地 G5305 更在底下地(稍遲隨後地)

少女 G2877 小少年姑娘(少女)

燒香 G2370 有所急喘煙熱(有焚香煙燻=燒香)

稍許的 G1024 短小的(稍許的)

燃窯煉爐 G2575 燃窯煉爐

殺人之人 G0443 殺害男人面貌之人之人(殺人之人)

霎時 G4743 為所刺扎戳戮(所刺扎戳戮之剎那=霎時)

沙土 G0285 沙子(沙土)

蛇 G3789 為看見注目(目光犀利=蛇)

設防對抗 G0478 相對對應地向下立定站住(相對對應地設立派定=設防對抗)

設立派定 G2525 向下立定站住(設立派定)

赦免釋放 G0859 從那裏使促動挪移離開(任憑釋放離開=赦免釋放)

奢靡放縱 G5172 為破碎削弱(奢靡放縱)

神 G2316 神

審案判決 G2917 所區別審斷(審案判決)

神本性 G2320 為神(神之為神=神本性)

伸出展開 G1600 向外展翅飛行(向外展開飛揚=伸出展開)

深的 G0901 深的

深洞 G0999 為促成深之洞(深洞)

深度 G0899 深之度(深度)

甚而地 G2229 甚或地(甚而地)

甚而已然如此地 G2235 甚或必然如此地(甚而已然如此地)

升 G5518 升 [乾貨的計量,略小於夸脫(Quart)]

生產帶出 G5088 生產帶出

聖的 G0039 具敬畏聖別的(聖的)

聖的 G0040 具敬畏聖別的(聖的)

聖殿 G2411 神聖之所(聖殿)

生頂嘴反駁 G0470 相對對應地從那裏區別審斷離開(相對對應地生應對回答=生頂嘴反駁)

生發成為 G1078 生發成為

生發成為 G1096 生發成為

生發成為族類 G1080 有生發成為之族(有族類=生發成為族類)

生發成為族類 G1083 有生發成為之族(有族類=生發成為族類)

升高 G5312 促使有在之上高超之高(促使有高度=升高)

生關懷照應 G1959 在上面留意顧念(生關懷照應)

生魂意念 G5590 為呼氣冷卻(氣息感覺=生魂意念)

生魂意念微弱的 G3642 些微少許的為呼氣冷卻的(些微少許的氣息感覺的=生魂意念微弱的)

生活度日 G0980 度活命存在(度存活生計=生活度日)

生活度日 G0981 度活命存在(度存活生計=生活度日)

生疾病 G3552 生疾病

聖潔的 G0053 敬畏聖潔的(聖潔的)

聖潔地 G0055 敬畏聖潔地(聖潔地)

聖潔清淨 G0047 為敬畏聖潔(為聖潔=聖潔清淨)

聖潔清廉 G0054 為敬畏聖潔(為聖潔=聖潔清廉)

牲口 G2934 獲得擁有之物(財產=牲口)

牲口家畜 G2353 所滋養強健(牲口家畜)

生命 G2222 為活活生動(為活=生猛活潑=生命)

升起 G0393 向上啟行出發(向上向終結啟行=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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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虔純正 G3742 為具純正聖善(聖虔純正)

聲望榮譽 G2811 促請召喚之譽(聲望榮譽)

聲聞耳聽 G0191 聲聞耳聽

聲響樂音 G5353 揚聲聲稱之音(聲響樂音)

生意買賣 G1711 為在內穿透通過之務(為在內去之務=為在內來去買賣之務=生意買賣)

聲音 G5456 聲音

聲音不一致的 G0800 不共同聲音的(不聲音一致的=聲音不一致的)

生應對回答 G0611 從那裏區別審斷離開(生應對回答)

生應對回答 G0612 從那裏區別審斷離開(生應對回答)

聲音一致的 G4859 共同聲音的(聲音一致的)

生殖分娩 G5042 為生發成為生產帶出之子之人(為生殖孩子之人=生殖分娩)

深海 G1037 深之度(深度=深底=深海)

甚或/或而 G2228 甚或 / 或而

甚或其實 G2273 甚或在對那(甚或其實)

甚或甚至 G2260 甚或甚至

深坑斷層 G5490 所張口裂開(缺口裂縫=深坑斷層)

什麼樣呢 G4169 某個什麼如此這樣呢(什麼樣呢)

審判官 G2923 區別審斷者(審判官)

審判臺 G0968 所行走移步(腳寬平臺=審判臺)

神聖的 G2413 神聖的

神聖恭敬的 G2412 神聖地突顯適宜的(神聖恭敬的)

深深歎息 G0389 向上使為狹窄窘困(深深歎息)

伸手張臂之長 G3712 伸手張臂之長 [深度單位=英尋=6英尺]

神屬性 G2305 為具神(神之性質=神屬性)

申訴答辯 G0627 為從那裏鋪放擺出之道(為從那裏關聯陳述之語=為以道理申辯分訴=申訴答辯)

身體 G4983 所使為安全保險(所拯救=身體)

深信 G4006 已勸信說服(深信)

深洋外海 G3989 深水汪洋(深洋外海)

神諭聖言 G3051 小鋪放擺出之道(小關聯陳述之語=簡捷之道理話語=神諭聖言)

伸張公平正義的 G1558 向外公平正義出來的(伸張公平正義的)

伸展延長 G3905 在旁邊伸展(伸展延長)

甚至 G4007 甚至

甚至按照正如地 G2531a 甚至向下正如地(甚至按照正如地)

甚至按照這些地 G2509 甚至向下這些個地(甚至按照這些地)

甚至正如地 G5618 甚至正如地

甚至正如好像地 G5619 甚至正如若是地(甚至正如好像地)

慎重虔敬的 G2126 好地拿取的(慎重虔敬的)

舌頭/語言 G1100 舌(口舌=舌頭 / 語言)

設網羅陷害 G3802 行繫牢固定器(行網羅=設網羅陷害)

射下 G2700 向下行弓弩(向下用弓=射下)

設想認為對 G1380 設想認為對

是 G1488 是

是 G1498 是

是 G1510 是

是 G1511 是

是 G1526 是

是 G2070 是

是 G2071 是

是 G2075 是

是 G2076 是

是 G2077 是

是 G2252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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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G2258 是

是 G2277 是

是 G2468 是

是 G5600 是

是 G5607 是

十/十個 G1176 十 / 十個

十八/十八個 G1177a 十八 / 十八個

識別之表記徵兆 G4592 具標誌記號之別(識別之表記徵兆)

士兵 G4757 在乃佈陣紮營之軍者(在軍隊者=士兵)

使步入 G1688 在內使行走移步(使步入)

視察眷顧 G1980 在上面眺望偵察(視察眷顧)

使成乃噴撒灑遍 G4473 使成乃噴撒灑遍

使成沉寂安靜 G2270 使成具持有安坐之椅(使成具持有椅座=使成沉寂安靜)

使成俘擄 G0163 使成乃以槍矛提起擄獲之人(使成俘擄)

使成更許多 G4121 使成更許多

視成慣例而認定 G3543 使成分發配置之律(使成法規慣律=視成慣例而認定)

使成具同樣相同 G3662 使成具同樣相同

使成明智通達 G4679 使成明智通達

使成乃噴撒灑遍 G4472 使成乃噴撒灑遍

使成普遍的名聲傳說 G1310 使成徹底經過為照亮顯明(使成徹底經過為宣稱傳講=使成普遍的名聲傳說)

使成認識知道 G1107 使成認識知道

使成聖 G0037 使成具敬畏聖別(使成聖)

使成聖 G0038 使成具敬畏聖別(使成聖)

使成聖潔 G0048 使成敬畏聖潔(使成聖潔)

使成聖潔 G0049 使成敬畏聖潔(使成聖潔)

使成同樣形貌特質 G4831a 使成共同形貌特質(使成同樣形貌特質)

使成妥切齊備 G2090 使成合妥善適切(使成妥切齊備)

使成穩妥確實 G0805 使成不跌倒動搖(使成穩妥確實)

使成相仿類似 G3945 使成在旁邊具同樣相同(使成相仿類似)

使成猶太人 G2450 使成在猶大(使成猶太人)

使成在榮耀內 G1740 使成在內設想認為好(使成在內榮耀=使成在榮耀內)

使沉下海 G2670 使成向下海洋(使成向海洋下=使沉下海)

使抽痙 G4682 拉拔緊抓(撕扭揪扯=使抽痙)

使喘氣窒息 G4155 使吹氣吐風(使喘氣窒息)

使傳授秘訣 G3453 使關緊閉住(使傳授秘訣)

使出嫁 G1061 致使有婚禮(使出嫁)

侍從幫補 G5256 作在底下划槳者(作差役=行差辦=侍從幫補)

使促動挪移向下 G2524 向下使促動挪移(使促動挪移向下)

士大古 G4720 士大古 [名字=穗]

時段期間 G5550 時段期間

適度公正的 G1933 在上面適同相當的(適度公正的)

十二/十二個[同#1427] G1177 十二 / 十二個 [同#1427]

十二/十二個 G1427 十二 / 十二個

十二個分支族派之民 G1429 十二個為發芽生長之民(十二個分支族派之民)

施餌誘惑 G1185 使有為誘捕餌騙(使有誘餌=施餌誘惑)

示範暗示 G5263 在底下顯示展現(示範暗示)

事奉敬奉 G2999 為作僱工僕役(為行事奉=事奉敬奉)

使分歧 G1369 使有為二個(使有分為二=使分開為二=使分歧)

十分銀錢之便士 G1220 十分銀錢之便士 [古羅馬銀幣]

十分之一的 G1181 為第十的(第十份的=十分之一的)

使服膺服從 G5293 在底下安排定規(安排定規在底下=使服膺服從)

弒父者 G3964 父親之輥壓碾實者(弒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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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更變差減少 G2274 使更變差減少

使擱淺[同#2027] G1945a 在上面催促驅策(催促驅策在上面=使擱淺) [同#2027]

使擱淺 G2027 在上面催促驅策(催促驅策在上面=使擱淺)

示劍 G4966 示劍 [名字=肩頸背脊,為人名及地名]

使驚嚇恐嚇 G4426 使驚嚇恐嚇

世紀時代 G0165 長期持久之世(世紀時代)

士基瓦 G4630 士基瓦 [名字=慣用左手的]

噬嚼 G3145 揉擠搓抹(噬嚼)

使鋸開割斷 G4249 使鋸開割斷

使扛物擔重 G5412 使有乃負載攜帶之擔(使有裝貨重載=使扛物擔重)

石窟洞穴 G4693 具洞窟之穴(石窟洞穴)

失了鹽味的 G0358 沒有鹽的(失了鹽味的)

食糧供應 G1979 在上面使有穀物麥粒(食糧供應)

是離開不在 G0548 從那裏離開是(是離開不在)

士每拿 G4667 士每拿 [名字=沒藥香料]

士每拿人 G4668 士每拿人 [名字=沒藥香料]

弒母者 G3389 母親之輥壓碾實者(弒母者)

使難受激怒 G3893 在旁邊促為苦澀辛辣(使難受激怒)

使難受激怒 G3894 在旁邊促為苦澀辛辣(使難受激怒)

使女 G3814 管教之女小僮僕(女小孩童=使女)

食品營養 G5160 為滋養強健(食品營養)

施強勢猛力 G0971 使有強勢猛力(施強勢猛力)

施強勢猛力者 G0973 使有強勢猛力者(施強勢猛力者)

失親孤兒的 G3737 奪去喪失的(失親孤兒的)

士求 G4588 士求 [名字]

使全身抽痙 G4952 共同拉拔緊抓(共同撕扭揪扯=使全身抽痙)

詩曲頌歌 G5603 為歌詠頌唱(詩曲頌歌)

時世恆久的 G0166 具長期持久之世的(具世紀時代的=時世恆久的)

實施行使 G4234 實施行使

實施行使 G4238 實施行使

屍首 G4430 所落下墜落(廢墟=屍首)

侍守在側 G3917a 行在旁邊坐定安頓(行侍坐在側=侍守在側)

十四/十四個 G1180 十四 / 十四個

試探試煉 G3986 使有穿透測試(使有探測試驗=試探試煉)

實體確信 G5287 在底下立定站住(立定站住在底下=實體確信)

適同相當 G1503 適同相當

是同在一起 G4895 共同是(是同在一起)

石頭 G3037 石頭

石頭作的 G3035 石頭成的(石頭作的)

使徒職分 G0651 為從那裏安放立定(為分派差遣=使徒職分)

使完全閒散停頓 G2673 向下成沒有作工之工(向下成沒有工作=向下成閒散停頓=使完全閒散停頓)

侍衛 G4688 探子警衛(侍衛)

使為徹底經過過濾清除 G1368 使為徹底經過過濾清除

使為大丈夫 G0407 使為男人(使為大丈夫)

使為範例表樣 G1165 使為所顯示展現(使為範例表樣)

使為更新 G0340 使為再向上嶄新(使為更新)

使為鼓起滿載 G1072 使為鼓起滿載

使為受閹割者 G2134 使為持有床鋪之人(使為侍寢太監=使為受閹割者)

視為相配值得 G0515 促使為相配值得(視為相配值得)

使為心智清明謹守 G4994 使為安全保險的橫膈體會(使為安定的官感體驗=使為心智清明謹守)

使為心智清明謹守 G4995 使為安全保險的橫膈體會(使為安定的官感體驗=使為心智清明謹守)

使為馴服 G1150 使為馴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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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為嬰孩 G3515 使為未具發話言說(使為還不能發話言說=使為嬰孩)

使為在內促為照亮顯明 G1718 使為在內促為照亮顯明

使為在內嶄新 G1457 使為在內嶄新

使為咒除禁物 G2616b 使為所向下置放擺設(使為咒除禁物)

使為咒逐禁物 G0332 使為所向上置放擺設(使為所提出呈上=使為咒逐禁物)

使為詛咒滅物 G2653 使為向下所向上置放擺設(使為向下所提出呈上=使為向下咒逐禁物=使為詛咒滅物)

食物 G1033 所食用(食用之物=食物)

十五/十五個 G1178 十五 / 十五個

失誤偏差 G3895 在旁邊落下墜落(落在其旁=失誤偏差)

事務行動 G4229 所實施行使(事務行動)

使下沉 G1036 使有深之度(使有深度=使下沉)

使向下行 G2601 向下使行走移步(使向下行)

使斜靠後臥 G0347 向上傾斜(使斜靠後臥)

使斜靠臥下 G2625 向下傾斜(使斜靠臥下)

使洗劫摧殘 G4199 使洗劫摧殘

使懸念焦慮 G3349 使成轉換吹拂者(使成轉換空氣=使成轉換空中=使懸念焦慮)

施壓勉強 G3849 在旁邊使有強勢猛力(在旁邊施強勢猛力=施壓勉強)

試驗嘗試 G3987 有穿透測試(有探測試驗=試驗嘗試)

誓言制約 G3727 圍牆範圍之限(誓言制約)

施藥物魔法之人 G5333 施藥物魔法之人

事業經營 G4230 為行所實施行使(為行事務行動=為忙碌經營=事業經營)

十一個 G1733 十一 / 十一個

使隱蔽消失 G0853 使成不促為照亮顯明(使隱蔽消失)

使隱蔽消失 G0854 使成不促為照亮顯明(使隱蔽消失)

食用 G0977 食用

食用 G1035 食用

適用 G5534 提供使用(適用) [非人稱用法]

使有鞭笞 G3147 使有刑鞭(使有鞭笞)

使有熾熱燒灼 G2739 使有所點燃焚燒(使有熾熱燒灼)

使有創傷 G5135 使有所重創損傷(使有創傷)

使有冬天暴風雨 G5492 使有所傾注澆流(使有冬天暴風雨)

使有放膽公開直言 G3955 使有為所有每一個的湧流開聲(使有為所有每一個的發表言說=使有放膽公開直言)

使有豐滿富足 G4148 使有乃充滿添足之豐(使有豐滿富足)

使有火焰 G5394 使有為燒著焚火(使有火焰)

使有教條律例 G1379 使有所設想認為對(使有教條律例)

使有激動忿怒 G3710 使有為伸手張臂(使有為亟欲切望=使有激動忿怒)

使有考驗折磨 G0928 使有試金石(使有考驗折磨)

使有考驗折磨 G0929 使有試金石(使有考驗折磨)

使有夢景 G1797 使有具在內睡眠之景(使有具在睡眠內之景=使有夢景)

使有判罪裁定 G2613 使有向下公平正義(使有公平正義相對=使有判罪裁定)

使有器械裝備 G3695 使有器械裝備

使有器械裝備齊整 G2528 向下使有器械裝備(使有器械裝備齊整)

使有權柄掌握 G1850 使有為向外出於是(使有為合乎法理=使有權柄掌握)

使有誓言制約 G3726 使有圍牆範圍之限(使有誓言制約)

使有探測試驗 G3985 使有穿透測試(使有探測試驗)

使有侮辱誣陷 G1908 使有為在上面嚇唬恫嚇(使有侮辱誣陷)

使有閒暇空閒 G4980 使有為游蕩閑逛(使有閒暇空閒)

使有習慣常例 G1480 使有習常慣用之例(使有習慣常例)

使有鹽 G0233 使有鹽

使有住家定居 G2733a 使有向下住處家室(使有住家定居)

是在裏面 G1751 在內是(是在裏面)

是在旁邊 G3918 在旁邊是(是在旁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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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其中 G1762 在內是(是在其中)

使者 G0032 報信通告之使(使者)

是這時 G3755 這個任何什麼(是這時)

是這樣 G3754 為這個任何什麼(是這樣)

獅子 G3023 獅子

十字架 G4716 立定站住之柱(十字架)

始祖 G3966 為父親之起始為首者(父系家族之起首者=始祖)

失足絆跌 G4417 落下墜落(失足絆跌)

手 G5495 手

守安息 G4520 使有安息(守安息)

手臂彎 G0043 為彎曲之臂(手臂彎)

收藏倉庫 G0596 為從那裏置放擺設離開(為置開移掉=收藏倉庫)

收割 G0270 使同時一齊(收集=收割)

首管會堂之人 G0752 為起始為首之為共同帶領之人(起始首要之為帶領在一起之人=首管會堂之人)

受僱的 G3407 具工價報酬的(受工價報酬的=受僱的)

受僱用之人 G3411 乃促使有工價報酬之人(乃出工價報酬之人=受僱用之人)

守候伏擊 G1747 為在內坐定安頓(為埋伏守候=守候伏擊)

守節期 G1858 使有節期(守節期)

受苦悽慘的 G5005 承重負荷穿透測試的(承負探測試驗的=受苦悽慘的)

首領 G0758 正持續起始為首之人(首領)

售賣 G4453 繁忙交易(售賣)

收納 G4356 在前面向著拿取(收納)

手帕 G4676 具擦汗之物(手帕)

收取莊稼 G2325 使有加熱變暖之暑(使有暑氣炎熱=收取莊稼)

收取莊稼者 G2327 使有加熱變暖之暑者(使有暑氣炎熱者=收取莊稼者)

受殺戮屠宰之祭牲 G4968 具為屠宰殺戮之物(受殺戮屠宰之祭牲)

收拾預備離開 G0643 從那裏使有器皿用具離開(從那裏預備離開=收拾預備離開)

受委託之人 G2012 在上面轉動運轉之人(轉交託付之人=受委託之人)

首席 G4411 最在前面的為傾斜(首先的斜靠入席=首席)

首先的 G4413 最在前面的(首先的)

首先地 G4412 最在前面之位地(首先之位地=首先地)

受閹割者 G2135 持有床鋪之人(侍寢太監=受閹割者)

壽宴禮儀 G1077 為具生發成為(壽宴禮儀)

收銀公庫 G1049 財富銀庫之具為看管守護之處(財富銀庫之具守更監管之處=收銀公庫)

手指 G1147 手指

首座 G4410 乃最在前面的向下為坐定安頓(首先的座椅=首座)

摔掉 G4495 使拋擲(摔掉)

衰弱生病的 G0732 乃不增強加力的(不能增強加力的=衰弱生病的)

拴綁 G1210 拴綁

爽快樂意 G2432 為成愉悅慈祥(為高興樂意=爽快樂意)

屬本都的 G4193 屬本都的 [名字=屬海洋的]

蔬菜 G3001 掘土鋤地之產(蔬菜)

屬塵土的 G5517 屬傾注澆流之土的(屬泥土堆的=屬塵土的)

屬初出年少的 G3512 屬更新初年淺的(屬初出年少的)

庶出私生的 G3541 庶出私生的

束帶子 G2224 束帶子

屬父親祖宗的 G3967 屬父親的(屬父親祖宗的)

屬更上頭的 G0510 屬更相對對應於上的(屬更上頭的)

屬合夥共享的 G2843 屬通俗共有的(屬合夥共享的)

屬和平安寧的 G1516 屬和平安寧的

疏忽漠視 G3865 在旁邊作定睛觀看之人(行定睛觀看在旁邊=疏忽漠視)

疏忽遺忘 G1953 為在上面遮隱暗藏(為忽略遺忘=疏忽遺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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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G5204 降水落雨者(水)

水蒼玉 G0969 綠玉(水蒼玉)

睡床臥榻 G2845 為安置(睡床臥榻)

稅關 G5058 具啟行出發之終之付總額價錢者之處(具終結稅承包者之處=稅關)

水晶 G2930 冰霜凍結之晶(結晶體=水晶)

稅吏 G5057 啟行出發之終之付總額價錢者(終結稅承包者=稅吏)

稅吏長 G0754 為起始為首之啟行出發之終付總額價錢者(起始首要之終結稅承包者=稅吏長)

睡夢 G3677 睡夢

睡眠 G5258 睡眠

水手 G3492 漂浮船舶者(船員=水手)

睡醒的 G1853 向外睡眠出來的(睡醒的)

睡著 G2518 向下睡覺(睡著)

水之容器 G5201 為降水落雨者(為水=水之容器)

贖價 G3083 鬆綁脫解器(贖價)

屬加拉太的 G1054 屬加拉太的 [名字=高盧族地]

朿緊帶子 G1241 徹底經過束帶子(朿緊帶子)

書記文士 G1122 所刻寫記載者(書記文士)

書卷 G0976 紙草皮書卷(書卷)

屬君王的 G0937 屬君王的

屬靈的 G4152 屬所吹氣吐風的(屬氣息氣流的=屬靈的)

屬靈地 G4153 屬所吹氣吐風地(屬氣息氣流地=屬靈地)

梳理漂洗工 G1102 梳理漂洗工

屬利未人的 G3020 屬利未人的 [名字=聯合附著]

屬羅馬的 G4513 屬羅馬的 [名字=力量]

屬律法的 G3544 屬分發配置之律的(屬法規慣律的=屬律法的)

屬驢子的 G3684 屬驢子的

屬馬的 G2461 屬馬的

屬綿羊的 G4262 屬在前面行走移步之羊的(屬綿羊的)

屬磨坊的 G3457 屬磨坊的

數目 G0706 提起數算(數目)

樹木 G1186 樹木

順意取悅 G0699 為行提起興奮(為行取悅=順意取悅)

說長道短的 G5397 起泡出沫的(說長道短的)

説辭講法 G2031 發話言說之講(説辭講法) 

說謊作假 G5574 說謊作假

說謊作假的 G5571 說謊作假的

說謊作假者 G5583 說謊作假者

豎琴 G2788 豎琴

豎琴之歌詠頌唱之人 G2790 豎琴之歌詠頌唱之人

屬肉體的 G4559 屬肉體的

屬生魂意念的 G5591 屬為呼氣冷卻的(屬氣息感覺的=屬生魂意念的)

屬身體的 G4984 屬所使為安全保險的(屬所拯救的=屬身體的)

屬身體地 G4985 屬所使為安全保險地(屬所拯救地=屬身體地)

術士 G3097 魔術師(術士)

屬世界的 G2886 屬整齊設置的(屬秩序體系的=屬世界的)

初熟的果子 G0536 為從那裏起始為首離開(為起首獻上=初熟的果子)

述說稱頌 G0136 述說稱頌

數算 G0705 有提起數算(有數目=數算)

數算定 G2674 向下有提起數算(向下有數目=數算定)

屬颱風的 G5189 屬冒煙排霧之風的(屬颱風的)

屬陶瓦的 G2764 屬攙混調合的(屬陶瓦的)

屬天然本性的 G5446 屬發芽生長的(屬天然本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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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天然本性地 G5447 屬發芽生長地(屬天然本性地)

屬外邦的 G1482 屬種族邦國的(屬外邦的)

屬外邦地 G1483 屬種族邦國地(屬外邦地)

屬為大祭司的 G0748 屬為起始為首之為神聖者的(屬為大祭司的)

屬為服務民眾的 G3010 屬為作工於乃人民百姓的(屬為服務民眾的)

屬希伯來的 G1444 屬希伯來的 [名字=渡過]

書寫紙張 G5489 削尖雕刻物(書寫紙張)

屬希利尼人的 G1673 屬希臘人的(屬希利尼人的) [名字]

書信 G1992 為在上面安放立定(為發信函告=書信)

屬亞力山太的 G0222 亞力山太成的(屬亞力山太的) [名字]

樹葉枝條 G4746 為走步踩踏(可踩踏鋪平為臥榻之枝葉=樹葉枝條)

屬義大利的 G2483 屬義大利的

屬印模樣本地 G5178a 屬連敲重擊之模地(屬印模樣本地)

屬猶太人的 G2451 屬在猶大的(屬猶太人的)

屬猶太人地 G2452 屬在猶大地(屬猶太人地)

屬在前面宣稱傳講者的 G4397 屬在前面照亮顯明者的(屬在前面宣稱傳講者的)

豎正直立的 G3717 豎正直立的

豎正直立地 G3723 豎正直立地

屬主人的 G2960 屬具至上主權之人的(屬主人的)

死 G2288 乃死亡之死(死)

四百個 G5071 四百 / 四百個

四倍的 G5073 四個更許多的(四個加倍的=四倍的)

絲綢的 G4596 屬華夏絲蠶的(絲綢的)

四處負載攜帶 G4064 在周圍負載攜帶(四處負載攜帶)

四處管閒事 G4020 在周圍使有作工之工(在周圍使有工作=作工作在周圍=四處管閒事)

死掉的 G3498 死屍的(死掉的)

斯多亞的 G4770 斯多亞的 [名字=屬列柱門廊=屬堅忍主義的]

四個 G5064 四 / 四個

四個月之久的 G5072 四個月之久的

四角的 G5068 四個基角角落的(四角的)

撕開 G1284 徹底經過撕裂破損(撕開)

思量議論 G1260 徹底經過使有鋪放擺出之道(徹底經過使有盤點清冊=徹底地估算=思量議論)

思量議論 G1261 徹底經過使有鋪放擺出之道(徹底經過使有盤點清冊=徹底地估算=思量議論)

撕裂破損 G4486 撕裂破損

四輪馬車 G4480 四輪馬車

四面擁擠壓迫 G0598 從那裏磨擦壓擠(從那裏擁擠壓迫=四面擁擠壓迫)

四千個 G5070 四個地一千(四千 / 四千個)

死去 G0599 從那裏死亡離開(死去)

私人個別的 G2398 具本身個人的(私人個別的)

四人小組 G5069 具四個之組(四人小組)

四散擦除的碎渣 G4067 所在周圍擦拭揩掉(所擦拭揩掉在周圍=四散擦除的碎渣)

四散分佈 G1290 為徹底經過散佈播撒(為到處散佈播撒=四散分佈)

嘶聲吶喊 G2896 嘶聲吶喊

四十個 G5062 四個的十(四十 / 四十個)

四十年的 G5063 四個的十年的(四十年的)

司提凡 G4734 司提凡 [名字=乃冠以花冠]

司提反 G4736 司提反 [名字=花冠]

死亡 G2348 死亡

四圍到來前往 G4022 在周圍到來前往(四圍到來前往)

四圍地 G4038 在周圍地(四圍地)

四圍蓋住 G4028 在周圍遮蓋隱藏(四圍蓋住)

四圍撒的網 G0293 週圍地投擲器(四圍撒的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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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圍撒網 G0292b 週圍地投擲(四圍撒網)

四圍隱藏遮掩 G4032 在周圍隱藏遮掩(四圍隱藏遮掩)

撕下之布塊 G4470 撕裂破損之布(撕下之布塊)

飼養肥胖的 G4618 乃行穀物麥粒的(乃飼養穀物的=飼養肥胖的)

飼餵肥胖的 G4619 乃使有穀物麥粒的(為飼餵穀物的=飼餵肥胖的)

私語讒言 G5587 使有耳語密談(私語讒言)

私語讒言者 G5588 使有耳語密談者(私語讒言者)

四周 G2945 圓圈圍繞(四周)

四足走獸的 G5074 四個腳的(四足走獸的)

鬆綁脫解 G3080 鬆綁脫解

鬆綁脫解 G3089 鬆綁脫解

鬆弛放開 G0425 再向上使促動挪移(鬆弛放開)

鬆弛放開 G0447 再向上使促動挪移(鬆弛放開)

鬆弛癱軟 G3886 在旁邊鬆綁脫解(鬆綁脫解在旁邊=鬆弛癱軟)

聳動 G4787 共同有為促動挪移(共同有挪動=共同移動=聳動)

鬆落縋低 G5465 使張口裂開(鬆落縋低)

鬆軟疲憊 G1590 向外鬆綁脫解(鬆軟疲憊)

鬆脫開 G0359 向上鬆綁脫解(鬆脫開)

鬆脫開 G0360 向上鬆綁脫解(鬆脫開)

頌揚讚美 G0134 有述說稱頌(頌揚讚美)

頌揚讚美 G0133 有述說稱頌(頌揚讚美)

頌讚詩詞 G5215 歌頌讚揚之詩(頌讚詩詞)

搜集 G4816 共同鋪放擺出(鋪放擺出在一起=搜集)

算在其中 G1469 在內區別審斷(區別審斷在內=算在其中)

俗化不敬的 G0952 行走移步於門檻門限的(可任意跨入的=俗化不敬的)

隨風吹動 G0416 使有吹拂之風(使有風=隨風吹動)

隨機暫時的 G4340 在前面向著場合時節的(正值時機的=隨機暫時的)

隨浪濤起伏搖蕩 G2831 使有汹湧沖撞之濤(使有巨浪波濤=隨浪濤起伏搖蕩) 

碎裂 G2608 向下撕裂破損(碎裂)

碎片 G2801 所折裂破開(碎片)

隨同向內負載攜帶進入 G3923 在旁邊向內負載攜帶進入(隨同向內負載攜帶進入)

損害虧失 G2209 損害虧失

損耗花費 G1160 為吞食耗損(損耗花費)

損形恥辱的 G0150 損形恥辱的

損形恥辱之事 G0149 損形恥辱之事

所安排定規 G5001 所安排定規

所巴特 G4986 所巴特 [名字=安全保險的父的]

所徹底規正整頓 G1356a 所徹底經過促使豎正直立(所徹底規正整頓)

所成格外多 G4051 所行在周圍(所行超值超量=所成格外多)

所成間距 G1292 所徹底經過立定站住(所分開立定站住=所成間距)

所崇敬 G4574 所使有尊崇敬愛(所使有尊敬=所崇敬)

所傳達宣講 G2782 所傳達宣講

所創造建立 G2938 所創造建立

所促使為堅固穩定 G4733 所促使為立定站住(所促使為堅固穩定)

所定意 G2307 所提起選定(所定意)

所督促責 G1778 所在內啟行出發(所在內向終結啟行=所督促責成)

所多瑪 G4670 所多瑪 [名字=焚燒]

所發表言說 G4487 所湧流開聲(所發表言說)

所犯之罪 G0265 所失去分配部分(所失去本份之缺失=所犯之罪)

所給付報償 G0468 所相對對應地從那裏給與(所給付報償)

所積負之債務 G3783 所積欠負債(所積負之債務)

所經歷承受 G3804 所經歷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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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刻寫記載 G1121 所刻寫記載

所控訴 G1462 所在內促請召喚(所促請召喚在內=所控訴)

所誇耀 G2745 所誇口炫耀(所有自誇=所誇耀)

所羅巴伯 G2216 所羅巴伯 [名字=播散在巴比倫 ]

所落後短缺 G5303 所成更在底下(所成稍遲隨後=所落後短缺)

所羅門 G4672 所羅門 [名字=平安的]

所燒的香 G2368 所有所急喘煙熱(所有焚香煙燻=所燒的香)

所生發成為 G1079a 所生發成為

所生發成為族類 G1081 所有生發成為之族(所有族類=所生發成為族類)

所升高 G5313 所促使有在之上高超之高(所促使有高度=所升高)

所生疾病 G3553 所生疾病

所生應對回答 G0610 所從那裏區別審斷離開(所生應對回答)

所說謊作假 G5582 所說謊作假

所撕裂破損 G4485 所撕裂破損

所索問要求 G0155 所索問要求

所塑造模成 G4110 所塑造模成

所探索尋求 G2213 所探索尋求

所提尼 G4988 所提尼 [名字=安全保險的體能活力的]

所偷竊盜取 G2809 所偷竊盜取

所吐唾沫 G4427 所吐唾沫

索問要求 G0154 索問要求

索問要求之因由 G0156 為索問要求(索問要求之因由)

所向下規正整頓 G2735 所向下促使豎正直立(所向下規正整頓)

所西巴德 G4989 所西巴德 [名字=安全保險的父的]

所行不義 G0092 所成沒有公平正義(所成不義=所行不義)

所行出作成 G4161 所行出作成

所行公民職權 G4175 所作城邑者(所作城邑居民=所作公民=所行公民職權)

所厭恨憎惡 G0946 所使發臭憎嫌(所厭恨憎惡)

所以 G5105 在對那因為因此這般(因為其實而這樣=所以)

所遺留 G3005 所遺下留後(所遺留)

所遺留下 G2640 所向下遺下留後(所遺留下)

所遺留在底下 G5274a 在底下所遺下留後(所遺留在底下)

所應承許諾 G1862 所在上面報信通告(所應承許諾)

所用以充滿添足/所被充滿添足 G4138 所促使成充滿添足(所用以充滿添足 / 所被充滿添足)

所有每一個的 G3956 所有每一個的

所有每一個地許多的 G3827 所有每一個地許多的

所在內顯示展現 G1730 所在內顯示展現

所在上面查詢求問 G1906 所在上面成湧流發聲(所在上面查詢求問)

所沾染玷污 G3393 所沾染玷污

所諮商決意 G1013 所諮商決意

所租用的房屋 G3410 所促使有工價報酬(所出工價報酬=所僱用=所租用的房屋)

蘇撒拿 G4677 蘇撒拿 [名字=百合花]

宿營 G2682 向下促使有為蔭影器具之棚(向下促使有帳棚居所=搭帳棚居所住下=宿營)

塑造成形 G3445 促使成形貌特質(塑造成形)

塑造成形 G3446 促使成形貌特質(塑造成形)

塑造成形轉換 G3339 促使成轉換形貌特質(塑造成形轉換)

塑造模成 G4111 塑造模成

他拉 G2291 他拉 [名字]

他連得 G5007 他連得 [古希臘秤重天平;為貨幣,重量單位]

他瑪 G2283 他瑪 [名字=棕樹]

貪愛錢財的 G5366 親愛友好的於白銀的(喜愛銀子的=貪愛錢財的)

探測試驗 G3984 穿透測試(探測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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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吃好食之人 G5314 吃食之人(貪吃好食之人)

堂親表戚 G0431 具同時一齊的孵雛之人(同窩同種之人=堂親表戚)

躺椅臥墊 G2825 為傾斜(躺椅臥墊)

談話 G2981 為發言講說(談話)

癱瘓的 G3885 屬在旁邊鬆綁脫解的(屬鬆綁脫解在旁邊的=屬鬆弛癱軟的=癱瘓的)

貪婪者 G4123 更許多地持有者(更多地佔有者=貪婪者)

袒露敞開 G5136 使有咽喉頸項(掐咽喉頸項以待殺=袒露敞開)

探視請教 G2477 作看見察覺者(行看見察覺=探視請教)

彈豎琴 G2789 使有豎琴(彈豎琴)

探索尋求 G2212 探索尋求

壇臺 G1041 行走移步之臺(壇臺)

歎息 G4726 使為狹窄窘困(歎息)

歎息 G4727 使為狹窄窘困(歎息)

嘆息悲嘆 G3602 沉降垂落(嘆息悲嘆)

貪心 G4124 為更許多地持有者(為更多地佔有者=為貪婪者=貪心)

坦言明說地 G4490 乃湧流開聲地(乃發表言說地=坦言明說地)

套軛聯結在一起 G4801 共同套軛聯結(套軛聯結在一起)

套軛聯結在一起的 G4805 共同套軛聯結的(套軛聯結在一起的)

逃離走避 G5343 逃離走避

套索 G1029 套繩活結(套索)

陶土瓷瓦作的 G3749 陶土瓷瓦成的(陶土瓷瓦作的)

陶瓦 G2766 攙混調合(陶瓦)

陶瓦罐 G2765 具攙混調合之罐(具陶瓦之罐=陶瓦罐)

陶瓦匠 G2763 攙混調合者(陶瓦匠)

特庇 G1191 特庇 [名字]

特別成格外多 G5248 在之上高超地行在周圍(在之上高超地行超值超量=特別成格外多)

特別格外多地 G5249 在之上高超地在周圍地(在之上高超地超值超量地=特別格外多地)

特別為自己的 G4041 正持續在周圍是的(正持續是在周圍的=超過一般的=特別為自己的)

特別向外格外多地 G5238a 在之上高超地向外在周圍地(在之上高超地向外超值超量地=特別向外格外多地)

特庇人的 G1190 特庇人的 [名字]

特拉可尼 G5139 特拉可尼 [名字=崎嶇不平之域]

特羅非摩 G5161 特羅非摩 [名字=合食品營養的]

特羅基利翁 G5175 特羅基利翁 [名字]

特羅亞 G5174 特羅亞 [名字=特洛伊平原]

提阿非羅 G2321 提阿非羅 [名字=神親愛友好之人]

舔掉 G0621 從那裏舔食離開(舔掉)

田地作物的 G4702 合散佈播撒之種的(合散播種子的=田地作物的)

天井庭院 G0833 為吹拂通風(天井庭院)

天空/天 G3772 天空 / 天

天空落下墜落的 G1356 丟斯落下墜落的(天空落下墜落的)

填滿飽食 G2880 填滿飽食

甜美香甜的 G1099 甜美香甜的

天然本性 G5449 發芽生長(天然本性)

天使長 G0743 為起始為首之報信通告之使(起始首要之使者=天使長)

田野 G0068 帶領牧放之地(田野)

調改整和 G4871a 共同使成另外不同(共同改換=調改整和)

挑起羞辱感 G0153 促成有損形恥辱(挑起羞辱感)

挑剔難行的 G1422 艱難於膳食的(挑食苛求的=挑剔難行的)

挑剔難行地 G1423 艱難於膳食地(挑食苛求地=挑剔難行地)

跳舞 G3738 有圓環歌舞(跳舞)

挑污點瑕疵 G3469 挑污點瑕疵

挑選 G1586 向外鋪放擺出(挑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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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以沒藥香料 G4669 使有沒藥香料(調以沒藥香料)

跳躍出來 G1600a 向外跳躍出來(跳躍出來)

跳躍進去 G1530 向內跳躍進入(跳躍進去)

跳躍起來 G0375a 向上跳躍(跳躍起來)

調製調味 G0741 提起調適(調製調味)

體表皮膚 G5559 體表皮膚

提庇留 G5086 提庇留 [名字]

提庇哩亞 G5085 提庇哩亞 [名字]

提出呈上 G0394 向上置放擺設(提出呈上)

提貸借用之積欠負債者 G5533 提供使用之貸之積欠負債者(提供借用之貸之積欠負債者=提貸借用之積欠負債者)

提督 G1481 種族邦國之起始為首者(種族邦國之起首統治者=提督)

提多 G5103 提多 [名字]

鐵 G4604 鐵

鐵的 G4603 鐵的

貼近連合 G2853 有黏膠(黏貼膠合=貼近連合)

鐵面無情的 G0448 不愉悅慈祥的(鐵面無情的)

帖撒羅尼迦 G2332 帖撒羅尼迦 [名字=帖撒羅征服勝利]

帖撒羅尼迦人 G2331 帖撒羅尼迦人 [名字=帖撒羅征服勝利]

帖土羅 G5061 帖土羅 [名字]

提供使用 G5530 提供使用

提供借用 G5531 提供使用(提供借用)

剃剪 G3587 有刮磨削平之刀(有剃刀=剃剪)

提舉擔負 G0941 提舉擔負

提門 G5096 提門 [名字=珍貴價值之物]

題名稱呼 G3687 使有所認識稱呼(使有名字=題稱名字=題名稱呼)

提摩太 G5095 提摩太 [名字=神珍貴價值的]

聽從順服 G5218 為在底下聲聞耳聽(為留心聽從=聽從順服)

聽到卻不在意 G3878 在旁邊聲聞耳聽(聲聞耳聽到旁邊=聽到卻不在意)

聽見 G1522 向內聲聞耳聽進入(聽見)

聽講遲鈍的 G2974 切砍擊打的(生硬遲鈍的=聽講遲鈍的)

聽進耳朵 G1801 使成在內耳朵(使成在耳朵內=聽進耳朵)

停留持守 G3306 停留持守

停留持守不變 G1265 徹底經過停留持守(停留持守不變)

停留持守在旁邊 G3887 在旁邊停留持守(停留持守在旁邊)

停留住所 G3438 為停留持守(停留住所)

聽聞 G0189 為聲聞耳聽(聽聞)

停息休止 G3973 停息休止

體念意向 G5427 所用橫膈體會(所用官感體驗=所感受體察=體念意向)

提起 G0142 提起

提起擄獲 G0259 提起擄獲

提取照理 G2865 使有管照料理(提取照理)

提桶容器 G0032a 提桶容器

題寫 G1924 在上面刻寫記載(題寫)

提醒記得 G3415 提醒記得

題字名號 G1923 為在上面刻寫記載(為題寫=題字名號)

銅/銅錢 G5475 銅(銅 / 銅錢)

同伴俘擄 G4869 共同乃以槍矛提起擄獲之人(共同俘擄=同伴俘擄)

同輩 G4915 共同為同歲伙伴者(同一發育身量者=同輩)

銅的 G5470 銅的

同感體恤的 G4835 共同經歷承受的(同感體恤的)

同夥群集 G3658 同樣相同的提起群集(同夥群集)

銅匠 G5471 銅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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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奸淫行 G4202 為行賣身行淫(為行賣淫=通奸淫行)

痛苦傷痛 G3601 為沉降垂落(沮喪傷痛=痛苦傷痛)

童女時期 G3932 為童身處女(童女時期)

銅器 G5473 具銅之器(銅器)

銅錢 G2835 銅錢 [羅馬銅幣=兩個小錢(3016)]

童身處女 G3933 童身處女

同時同地一齊地 G3674 從屬同樣相同地(從屬同地同時地=同時同地一齊地)

同時一齊地 G0260 同時一齊地

同時一齊地所有每一個的 G0537 同時一齊地所有每一個的

同屬公民 G4847 共同城邑者(共同城邑居民=同屬公民)

通順興隆 G2142 為好地穿透通過(為好地去路=為通順興旺=通順興隆)

通俗共有的 G2839 通俗共有的

同為長老 G4850 共同更年長之人(同為更年長之人=同為長老)

同心一致地 G3661 同樣相同的急喘煙熱地(同樣相同的熾熱憤恨地=同心一致地)

同學門徒 G4827 共同學習者(同門學徒=同學門徒)

同樣相同地 G3676 同樣相同地

同樣相同地經歷承受的 G3663 同樣相同地經歷承受的

同樣形貌特質的 G4832 共同形貌特質的(同樣形貌特質的)

同意承認 G3670 有同樣相同的鋪放擺出之道(有同樣相同的關聯陳述之語=同意承認)

同一分支族派者 G4853 共同為發芽生長者(同一分支族派者)

同藝同業的 G3673 同樣相同的為生產帶出的(同樣相同的工藝的=同藝同業的)

同一者 G0846 同一者

同一者自己 G1438 自己同一者(同一者自己)

同志朋友 G2083 族人同宗之人(同志朋友)

同作奴僕之人 G4889 共同受拴綁之人(共同奴僕=同作奴僕之人)

頭 G2776 頭

透澈地眼看 G1227 徹底經過著眼觀看(透澈地眼看)

偷盜竊取 G2829 為偷竊盜取(偷盜竊取)

頭盔 G4030 為在周圍頭(為在頭周圍=頭盔)

透露告訴 G3377 透露告訴

透明的 G1306a 徹底經過光芒的(透明的)

偷竊盜取 G2813 偷竊盜取

投入清洗 G4150 促成流動溢過(投入清洗)

投入清洗掉 G0637 從那裏促成流動溢過離開(投入清洗掉)

頭生長子的 G4416 最在前面地生產帶出的(首先生產帶出的=頭生長子的)

投擲 G0906 投擲

投置奠基 G2602 為向下投擲(投置奠基)

投擲拋棄 G1546 為向外投擲出來(投擲拋棄)

投擲扔投 G1000 為投擲(投擲扔投)

投擲物 G1002 投擲物

投擲在旁邊 G3846 在旁邊投擲(投擲在旁邊)

投擲在前面 G4261 在前面投擲(投擲在前面)

投擲在上面 G1911 在上面投擲(投擲在上面)

投擲在一起 G4820 共同投擲(投擲在一起)

團塊 G5445 所攙水攪和(攙攪揉搓之團塊=團塊)

徒步旅行 G3597 為道路途徑穿透通過之人(為道路途徑去之人=為徒步旅行之人=徒步旅行)

突出顯要 G1851 為向外持有(突出顯要)

土非拿 G5170 土非拿 [名字=奢靡放縱的]

土富撒 G5173 土富撒 [名字=奢靡放縱]

腿 G4628 烘乾烤焦之物(瘦長之物=腿)

推測猜想 G5282 在底下有悟念知性(在底下領悟認知=推測猜想)

推翻顛覆 G0396 向上轉動運轉(推翻顛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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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趕驅逐 G1856 向外猛推擠撞出來(推趕驅逐)

推後延遲 G0306 再向上投擲(推後延遲)

兌換零錢者 G2773 使有所修剃剪短者(使有零碎者=兌換零錢者)

推基古 G5190 推基古 [名字=幸運的]

推開摒棄 G0683 從那裏猛推擠撞離開(推開摒棄)

退開去 G5217 在底下帶領(帶領在底下=退開去)

推喇奴 G5181 推喇奴 [名字=專制主權之人]

推羅 G5184 推羅 [名字=巖石]

推羅人 G5183 推羅人 [名字=巖石]

推磨 G0229 壓磨碾碎(推磨)

推前進步 G4297 為在前面切砍擊打(為往前推進=推前進步)

退縮迴避 G5288 在底下安放立定(退縮迴避)

推想以為 G3633 成如此這樣(推想以為)

推雅推喇 G2363 推雅推喇 [名字]

塗抹 G0218 有同時一齊的油脂(塗抹)

塗抹去掉 G1813 向外有同時一齊的油脂(向外塗抹=塗抹去掉)

吞喫 G2719 向下喫食(吞喫)

吞下 G2666 向下喝(吞下)

脫掉 G1562 向外沉降垂落出來(脫掉)

脫離開地 G5565 張口空缺地(間區空間地=脫離開地)

唾棄 G1609 向外吐唾沫(唾棄)

妥切齊備的 G2092 合妥善適切的(妥切齊備的)

妥切齊備地 G2093 合妥善適切地(妥切齊備地)

土丘 G1015 土墩小丘(土丘)

突然地 G0869 不促為照亮顯明地(沒有覺察到地=突然地)

徒然無用地 G1500 閒懶無由地(徒然無用地)

屠市肉舖 G3111 屠市肉舖

吐唾沫 G4429 吐唾沫

吐唾沫在內 G1716 在內吐唾沫(吐唾沫在內)

突顯適宜 G4241 突顯適宜

土西拉 G1409 土西拉 [名字]

屠宰殺戮 G4969 屠宰殺戮

圖章封印 G4973 圖章封印

挖穿掘透 G1358 徹底經過挖洞掘穴(挖穿掘透)

挖洞掘穴 G3736 挖洞掘穴

外表做作 G4392 在前面促為照亮顯明(促為照亮顯明在前面=外表做作)

外耳 G5620a 小的耳朵(外耳)

外觀 G3799 看見注目(外觀)

外語異族的 G0915 叭噠叭喇的(外語異族的)

外族的 G0246 另外不同的為發芽生長的(另外不同的分支族派的=外族的)

挖掘刨鋤 G4626 挖掘刨鋤

晚餐 G1173 吞食耗損之餐(主餐食糧=晚餐)

完成 G0535 使成從那裏提起懸空(使成從現今=完成)

完成 G5055 有啟行出發之終(有終結=完成)

晚的 G3797 合為向在後面的(合將近晚的=晚的)

頑梗不信 G0543 為不勸信說服(為無法勸信說服=為頑固不信=頑梗不信)

王宮 G0933 具君王之處(王宮)

網羅 G3803 繫牢固定器(網羅)

往前推進 G4298 在前面切砍擊打(往前推進)

王權國度 G0932 為君王(王權國度)

枉然無益地 G3155 到於為揉擠搓抹地(到於空洞徒勞地=枉然無益地)

頑固不信的 G0545 不勸信說服的(無法勸信說服的=頑固不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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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滿成全的 G5046 在啟行出發之終的(在終結的=完滿成全的)

完滿成全地 G5049 在啟行出發之終地(在終結地=完滿成全地)

完滿地實踐確認 G4135 充滿添足地有負載攜帶之物(充滿添足地有加載負擔=完滿地實踐確認)

完美全備 G5047 為在啟行出發之終(為在終結=為完滿成全=完美全備)

玩弄手法 G2940 為行方塊骰子(為玩骰子賭博=玩弄手法)

碗盤 G5165 碗盤

完全沉降垂落 G1931 在上面沉降垂落(完全沉降垂落)

完全穿過到那邊 G1276 徹底經過穿透橫過(徹底地穿過那一邊=完全穿過到那邊)

完全促使成充滿添足 G4845 共同促使成充滿添足(完全促使成充滿添足)

完全否認拒絕 G0533 從那裏否認拒絕(完全否認拒絕)

完全關上鎖住 G0608 從那裏關上鎖住離開(完全關上鎖住)

完全落下墜落 G4844a 共同落下墜落(完全落下墜落)

完全拿開 G4014 在周圍提起以分開(四圍拿開=完全拿開)

完全強奪拿住 G4884 共同使為提起拿去(共同強取劫奪=完全強奪拿住)

完全壓碎損壞 G4937 共同磨擦壓損(完全壓碎損壞)

完全意識明白 G4894 共同看見察覺(共同意識明白=完全意識明白)

完全遮蓋隱藏 G4780 共同遮蓋隱藏(完全遮蓋隱藏)

彎腰屈身 G2955 彎腰屈身

彎腰屈身察看 G3879 在旁邊彎腰屈身(彎腰屈身察看)

彎折殘缺的 G2948 為隆起鼓圓的(彎折殘缺的)

完整地保存 G4933 共同作看護守衛之人(共同行看護守衛=完整地保存)

完整無損 G3647 為整個全部的骰子籤份(為整全完備=完整無損)

彎轉曲折的 G4646 具烘乾烤焦的(翹曲歪扭的=彎轉曲折的)

胃 G4751 開口之器(胃)

為暗中窺探的 G1455 乃在內向下使促動挪移的(乃在內使促動挪移向下的=為暗中窺探的)

尾巴 G3769 尾巴

餵飽 G5526 使有草場禾草(餵以草場禾草=餵飽)

為不含糊可疑的 G0087 乃不徹底經過區別審斷的(無可徹底分開辨明的=為不含糊可疑的)

為不合適的 G0428 乃不好地置放擺設的(為不合適的)

為不合條例的 G0111 乃沒有為置放擺設的(乃沒有條例的=為不合條例的)

為不守約定決議的 G0802 乃不共同置放擺設的(無可約定決議的=為不守約定決議的)

未喫食的 G3523 未喫食的

為從旁私自引入的 G3920 乃在旁邊向內帶領進入的(為從旁私自引入的)

為達到足夠 G2426 為達到足夠

偉大的 G3167 具極大的(偉大的)

違法犯律 G3892 為在旁邊分發配置之律之人(為在法規慣律旁邊之人=為違反律法之人=違法犯律)

違犯 G3845 在旁邊行走移步(違犯)

違犯 G3847 在旁邊行走移步(違犯)

違犯者 G3848 在旁邊行走移步者(違犯者)

為負載攜帶死的 G2287 負載攜帶為乃死亡之死的(為負載攜帶死的)

為剛剛生發成為族類的 G0738 乃提起懸空地有生發成為之族的(乃現今地有族類的=乃現今地生發成為族類的=

為剛剛生發成為族類的)

為乾淨純潔 G2514 為乾淨純潔

畏鬼敬神的 G1174 恐懼驚駭於鬼魅神祇的(畏鬼敬神的)

為過冬 G3915 為在旁邊使有所傾注澆流(為使有冬天暴風雨在旁邊=為過冬)

為好的名聲傳說 G2162 為好的為照亮顯明(為好的為宣稱傳講=為好的名聲傳說)

為河流沖走的 G4216 乃有負載攜帶之物於河流的(乃有加載負擔於河流的=為河流沖走的)

為合適的 G2111 乃好地置放擺設的(為合適的)

威嚇脅迫 G1286 徹底經過搖擺震動(徹底地搖擺震動=威嚇脅迫)

為壞的名聲傳說 G1426 為艱難於為照亮顯明(為艱難為宣稱傳講=為壞的名聲傳說)

為歡樂滿意地 G0780 為歡樂滿意地

未婚之人 G0022 沒有婚禮之人(未婚之人)

慰藉安撫 G3889 為在旁邊有故事講述(為安撫慰藉=慰藉安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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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縫紉接縫的 G0729 不為縫紉的(未經縫紉接縫的)

葦莖禾稈 G2562 為蘆葦(葦莖禾稈)

未經梳理漂洗的 G0046 沒有梳理漂洗的(未經梳理漂洗的)

畏懼害怕 G5401 驚恐畏懼之怕(畏懼害怕)

畏懼害怕的 G5398 驚恐畏懼之怕的(畏懼害怕的)

為了什麼緣故呢 G1302 徹底經過任何什麼呢(為著緣故任何什麼呢=為任何什麼緣故呢=為了什麼緣故呢)

為黎明的 G3720 上升舉高之時成的(黎明成的=為黎明的)

唯利是圖的 G0146 損形恥辱的利潤收益的(唯利是圖的)

唯利是圖地 G0147 損形恥辱的利潤收益地(唯利是圖地)

為難以行解釋翻譯的 G1421 乃艱難於行解釋翻譯的(為難以行解釋翻譯的)

為迫使必須地 G0317 乃使有為再向上彎曲地(乃使有強制緊壓地=為使有迫切需要地=為迫使必須地)

為舖設石頭的 G3038 乃舖開攤放石頭的(為舖設石頭的)

為期兩年 G1333 為二個地年(為期兩年)

為期三年 G5148 為三個年(為期三年)

為起始為首 G0746 為起始為首

威榮偉大 G3168 為具極大(為偉大=威榮偉大)

為蠕蟲所咬的 G4662 乃蠕蟲食用的(為蠕蟲所咬的)

為聖 G0041 為具敬畏聖別(為聖)

維生之食品營養 G1305 為徹底經過滋養強健(為徹底地滋養強健=維生之食品營養)

為什麼呢 G2444 為要任何什麼呢(為什麼呢)

為是這樣之緣故 G1360 徹底經過為這個任何什麼(為著緣故為這個任何什麼=為是這樣之緣故)

未受割禮 G0203 為極點尖端之處的包皮(為包皮=未受割禮)

為手行出作成的 G5499 乃手行出作成的(為手行出作成的)

未受訓練管教的 G0521 乃不行管教僮僕的(為未訓練管教的=未受訓練管教的)

尾隨追趕 G2614 向下致使逃跑(向下追趕迫求=尾隨追趕)

委託許可 G2011 為在上面轉動運轉(為轉交託付=委託許可)

為外面地 G1622 乃向外出來地(為外面地)

為未斷定有罪的 G0178 乃不向下區別審斷的(為未斷定有罪的)

為未清潔洗淨的 G0449 乃不清潔洗淨的(為未清潔洗淨的)

微溫的 G5513 弄暖變溫的(微溫的)

危險 G2794 危險

威脅嚇阻 G0546 威脅嚇阻

為行作良善 G0016 為行出作成良好完善(為行作良善)

為許多的話語 G4180 為許多的鋪放擺出之道(為許多的關聯陳述之語=為許多的話語)

為虛妄無益地道說 G3150 為具為揉擠搓抹地鋪放擺出(為具空洞徒勞地關聯陳述=為虛妄無益地道說)

為啞口寂靜 G4623 有啞口寂靜(為啞口寂靜)

餵養滋補 G5595 使有搓摸弄碎之屑(使有搓開之屑=使有搓開之餅屑=餵養滋補)

為要 G2443 為要

為要不會 G3363 為要不會

為一 G1775 為一

為以貌偏待人 G4382 為在前面向著面貌拿取者(為按前面的面貌待人者=為以貌偏待人)

餵飲 G4222 使有乃喝之物(餵飲)

為在內地 G1787 乃在內地(為在內地)

為這個緣故 G1352 徹底經過這個(為這個緣故)

為這個緣故甚至 G1355 徹底經過這個甚至(為這個緣故甚至)

偽裝潛入 G1744 在內沉降垂落(穿著包住=偽裝潛入)

為蛀蟲衣蛾所咬的 G4598 乃蛀蟲衣蛾食用的(為蛀蟲衣蛾所咬的) [蛀蟲衣蛾同賽51:8之蛀蟲]

圍住阻隔 G5420 有橫膈圍阻(圍住阻隔)

為自足知足 G0841 為同一者捍衛滿足(為自我捍衛滿足=為自足知足)

蚊蟲 G2971 為扎刺的面貌(蚊蟲)

穩當確實 G0803 為不跌倒動搖(為穩妥確實=穩當確實)

穩固踏實的 G0949 具行走移步的(具底座腳步的=穩固踏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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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和謙柔[同#4240] G4236 為溫柔謙和(溫和謙柔) [同#4240]

溫和謙柔 G4240 為溫柔謙和(溫和謙柔)

溫暖熱力 G2329 為加熱變暖(溫暖熱力)

溫柔謙和的[同#4239] G4235 溫柔謙和的 [同#4239]

溫柔謙和的 G4239 溫柔謙和的

溫順謙恭 G4238a 為溫柔謙和地經歷承受(溫順謙恭)

穩妥確實的 G0804 不跌倒動搖的(穩妥確實的)

穩妥確實地 G0806 不跌倒動搖地(穩妥確實地)

聞味 G3750 聞散發氣味(聞味)

文雅俊美的 G0791 具都市城邦的(具城市氣質的=文雅俊美的)

瘟疫 G3061 瘟疫

完全彎腰屈身 G4794 共同彎腰屈身(完全彎腰屈身)

我 G1473 我

我 G1691 我

我 G1698 我

我 G1700 我

我 G3165 我

我 G3427 我

我 G3450 我

我巴不得呀 G3785 我那時也是積欠負債呀(我巴不得呀)

臥房 G2846 為安置之所(睡床臥榻之所=臥房)

握緊擠壓 G4912 共同持有(握緊擠壓)

我們 G2248 我們

我們 G2249 我們

我們 G2254 我們

我們 G2257 我們

我們之物 G2251 我們之物

握拳 G4435 為拳頭捏緊(握拳)

我之物 G1699 我之物

握住捉拿 G4084 使有壓緊緊握(握住捉拿)

我自己 G1683 我同一者(我自己)

五/五個 G4002 五 / 五個

五百/五百個 G4001 五百 / 五百個

無邊無盡的 G0562 乃不促為穿透橫過的(無可促為穿透橫過的=無可促為穿過那一邊的=無邊無盡的)

誤差過犯 G3900 所在旁邊落下墜落(所落在其旁=所失誤偏差=誤差過犯)

無城牆的城鎮 G2969 為安置之城邑(鄉村之城邑=無城牆的城鎮)

五次地 G3999 五個次地(五次地)

誤導誘騙者 G5423 橫膈體會之為欺騙引誘者(官感體驗之欺矇誘騙者=誤導誘騙者)

污點瑕疵 G3470 污點瑕疵

無底坑 G0012 沒有深之度(沒有深度=沒有深底=無底坑)

屋頂 G4721 為茅草覆蓋(屋頂)

無法自制 G0192 為沒有魄力權勢(為不能自我控制=無法自制)

誣告訛詐 G4811 作無花果促為照亮顯明者(作檢舉走私無花果者=誣告訛詐)

無辜的 G0121 沒有為置放擺設的(沒有懲置處份的=無辜的)

無害無過的 G0677 不在前面向著切砍擊打的(不撞擊絆跌的=無害無過的)

無花果 G4810 無花果

無花果樹 G4808 無花果樹

污穢不潔 G0167 為乃不使乾淨純潔(為乃不淨純=為污穢=污穢不潔)

污穢的 G0169 乃不使乾淨純潔的(乃不淨純的=污穢的)

污穢狀 G0168 乃不使乾淨純潔者(乃不淨純者=污穢狀)

無酵的 G0106 沒有為煮沸灼燙的(沒有酵素的=無酵的)

無可反對責難的 G0176 乃不向下認識知道的(無可認識知道而反對的=無可反對責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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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可非議的 G0423 乃不在上面拿取的(不能拿取到的=無可非議的)

無可更改的 G0276 乃不轉換置放擺設的(無可轉置移開的=無可更改的)

無可控訴的 G0410 乃不在內促請召喚的(無可促請召喚在內的=無可控訴的)

無可撲滅消除的 G0762 乃不撲滅消除的(無可撲滅消除的)

無可數算的 G0382 乃不有提起數算的(無可有數目的=無可數算的)

無可探出行徑腳蹤的 G0421 乃不向外使有行到抵達之徑的(無可向外使有行徑腳蹤的=無可探出行徑腳蹤的)

無可挑污點瑕疵的 G0298 乃不挑污點瑕疵的(無可挑污點瑕疵的)

無可推諉的 G0379 乃不有從那裏鋪放擺出之道的(無可有從那裏關聯陳述之語的=無可以道理伸辯分訴

的=無可推諉的)

無可向外詳細敘述出來的 G0411 乃不向外徹底經過帶領引導的(無可向外詳細敘述出來的)

無可向外詢求查考的 G0419 乃不向外有為湧流發聲的(無可向外有搜尋查究的=無可向外詢求查考的)

無可行搖晃擺動的 G0761 乃不行搖晃擺動的(無可行搖晃擺動的)

無可有探測試驗的 G0551 乃不有穿透測試的(無可有探測試驗的)

無可約朿的 G0183 乃不向下持有的(不能持住的=無可約朿的)

無可在前面向著促動挪移的 G0676 乃不在前面向著促動挪移的(無可在前面向著促動挪移的)

無可在上面挑起羞辱感的 G0422 乃不在上面促成有損形恥辱的(無可在上面挑起羞辱感的)

無可置辯的 G0368 乃不相對對應地湧流開聲的(不能對抗發表言說的=無可置辯的)

無可置辯地 G0369 乃不相對對應地湧流開聲地(不能對抗發表言說地=無可置辯地)

無可指責歸咎的 G0273 乃不指責歸咎的(無可指責歸咎的)

無可指責歸咎地 G0274 乃不指責歸咎地(無可指責歸咎地)

無可追溯族譜的 G0035 乃不有生發成為之族之鋪放擺出之道的(無可有族類之世代的關聯陳述之語的=

無可追溯族譜的)

無力軟弱 G0769 為沒有體能活力(為軟弱無力=無力軟弱)

無利無益的 G0255 沒有啟行出發之終之鬆綁脫解的(沒有終結稅之付給的=無利無益的)

烏利亞 G3774 烏利亞 [名字=其所是將是(耶和華)的火燄]

無論若是 G1535 若是又(無論若是)

誣蔑誹謗 G2636 為向下發言講說(為發言講說向下相對=為誹謗誣蔑=誣蔑誹謗)

悟念知性 G3563 悟念知性

霧氣 G3658a 霧氣

五千/五千個 G4000 五個地一千(五千 / 五千個)

屋牆 G5109 牆壁(屋牆)

無情忘恩的 G0884 乃不使有為歡喜安樂的(無可使有恩典惠意的=無情忘恩的)

污染玷辱 G4696 污染玷辱

污辱猥褻 G3075 促為損毀污名(污辱猥褻)

無生魂意念的 G0895 沒有為呼氣冷卻的(無氣息感覺的=無生魂意念的)

五十/五十個 G4004 五個的十(五十 / 五十個)

悟性心思 G1271 為徹底經過悟念知性(悟性心思)

烏西亞 G3604 烏西亞 [名字=其所是將是(耶和華)的力量]

五旬節 G4005 為第五之拾倍(為第五十=五旬節)

烏鴉 G2876 烏鴉

無益虛妄 G3153 為具揉擠搓抹(為具空洞徒勞=為虛妄無益=無益虛妄)

巫醫藥師 G5332 施藥物魔法者(巫醫藥師)

無用的 G0888 不具提供使用的(不具適用的=無用的)

無知不懂 G0052 為不有悟念知性(為不領悟認知=無知不懂)

無知過失 G0051 所不有悟念知性(所不領悟認知=無知過失)

物質家業 G3776 為正持續是(為所擁有=物質家業)

污濁髒污 G4507 為骯髒污濁(污濁髒污)

物資錢財 G5536 所提供使用(需要有用之事物=物資錢財)

狹隘困苦 G4730 為狹窄窘困的張口空缺(為狹窄窘困的間區空間=為狹窄窘困的地域=狹隘困苦)

x G2717 [為一虛詞,為空洞的詞素; 此一號碼未被使用]

x G3203 [ 註: 3203 至 3302, 此一百個編號未被使用]

下層集酒池 G5276 在底下在槽桶之池(在壓酒槽底下之池=下層集酒池)

喜愛/親吻 G5368 成親愛友好(喜愛 / 親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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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愛弟兄的 G5361 親愛友好的於同時一齊的母腹之人的(喜愛弟兄的)

喜愛孩子的 G5388 親愛友好的於生產帶出之子的(喜愛孩子的)

喜愛良善的 G5358 親愛友好的於良好完善的(喜愛良善的)

喜愛人地 G5364 親愛友好的於男人面貌之人地(喜愛人地)

喜愛神的 G5377 親愛友好的於神的(喜愛神的)

喜愛為首 G5383 行親愛友好的於最在前面(行喜愛首先=喜愛為首)

喜愛宴樂的 G5369 親愛友好的於歡樂滿意的(喜愛欣喜慾望的=喜愛宴樂的)

喜愛丈夫的 G5362 親愛友好的於男人的(喜愛丈夫的)

喜愛珍愛親情的 G5387 親愛友好的於為親近關愛的(喜愛珍愛親情的)

喜愛爭論吵架的 G5380 親愛友好的於爭論吵架的(喜愛爭論吵架的)

夏甲 G0028 夏甲 [名字=逃跑]

錫安 G4622 錫安 [名字=指路碑]

現此其時 G5106 在對那現在此時(其實現在此時=現此其時)

鹹的 G0252 屬鹽的(鹹的)

相稱比率 G0356 為再向上的鋪放擺出之比=(為比例類比=相稱比率)

鄉村 G2968 為安置(鄉村)

相對對應 G0473 相對對應

相對對應的贖價 G0487 相對對應的鬆綁脫解器(相對對應的贖價)

相對對應的印模樣本的 G0499 相對對應的連敲重擊之模的(相對對應的印模樣本的)

相對對應地補充到滿 G0466 相對對應地向上促使成充滿添足(相對對應地補充到滿)

相對對應地用量器量度 G0488 相對對應地用量器量度

相對回請 G0479 相對對應地促請召喚(相對回請)

相對交換物 G0465 所相對對應地使成另外不同(所相對對應地改換=相對交換物)

相對拮抗的 G1727 具在內相對對應的(在當面於前的=相對拮抗的)

相對面地 G0481 相對對應地(相對面地)

想法觀點 G1270 所徹底經過有悟念知性(所徹底經過領悟認知=想法觀點)

相反地 G5121 這具在內相對對應地(這在當面於前地=相反地)

相仿類似的 G3946 在旁邊具同樣相同的(相仿類似的)

想法企圖 G1963 為在上面悟念知性(想法企圖)

相互交談 G0474 相對對應地投擲(相互投擲=相互交談)

香爐 G3031 乃白色之爐(乃乳香之爐=香爐)

向內奔跑疾行進入 G1532 向內奔跑疾行進入

向內促動挪移進入 G1524 向內促動挪移進入

向內帶領進入 G1521 向內帶領進入

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G1525 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到來前往進入在上面 G1898a 在上面向內到來前往進入(向內到來前往進入在上面)

向內負載攜帶進入 G1533 向內負載攜帶進入

向內接納領受進入 G1523 向內接納領受進入

向內進入 G1519 向內進入

向內行去 G1531 向內行穿透通過進入(向內行去)

向內引進在上面 G1898 為在上面向內帶領進入(為向內帶領進入在上面=向內引進在上面)

相配值得的 G0514 相配值得的

相配值得地 G0516 相配值得地

香氣 G3744 為散發氣味(香氣)

向前扯緊 G4385 在前面伸展(向前伸展=向前扯緊)

向前挑戰 G4292 在前面促請召喚(向前挑戰)

向前行 G4260 在前面行走移步(向前行)

向上報信通告 G0312 向上報信通告

向上差送打發 G0375 向上差送打發

向上出聲叫喚 G0400 向上出聲音(向上出聲叫喚)

向上促為照亮顯明 G0398 向上促為照亮顯明

向上帶領 G0321 向上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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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帶領在上面 G1877 在上面向上帶領(向上帶領在上面)

向上到/各向上到 G0303 向上 / 再向上(向上到 / 各向上到)

向上到來前往 G0424 向上到來前往

向上達至相宜 G0433 向上到達來臨(向上到位=向上達至相宜)

向上負載攜帶 G0399 向上負載攜帶

向上高呼喊叫 G0310 向上高呼喊叫

向上接納領受 G0324 向上接納領受

向上開啟打開 G0455 向上開啟打開

向上開啟打開 G0457 向上開啟打開

向上拉拔 G0385 向上拉拔

向上連接觸動 G0381 向上扣牢繫住(向上連接觸動)

向上拿取 G0353 向上拿取

向上拿取 G0354 向上拿取

向上嘶聲吶喊 G0349 向上嘶聲吶喊

向上顯示展現 G0322 向上顯示展現

向上行 G0305 向上行走移步(向上行)

再向上營建修造 G0456 再向上作住處家室修建營造之人(再向上作住家營建之人=再向上營建修造)

向上顯示展現 G0323 向上顯示展現

向上找到尋見 G0429 向上找到尋見

響聲回響 G2279 響聲回響

鑲飾 G5558 促使有黃金(鍍金裝飾=鑲飾)

相似等同的 G2470 相似等同的

相似等同的生魂意念的 G2473 相似等同的為呼氣冷卻的(相似等同的氣息感覺的=相似等同的生魂意念的)

相似等同地 G2481 相似等同地

相似等同於天使的 G2465 相似等同的報信通告之使的(相似等同的使者的=相似等同於天使的)

向外報信通告 G1804 向外報信通告

向外差送打發 G1599 向外差送打發

向外查問辯論 G1567a 向外探索尋求(向外查問辯論)

向外成驚恐畏懼 G1629 向外成驚恐畏懼

向外出嫁 G1547 向外使有婚禮(向外出嫁)

向外出來 G1537 向外出來

向外帶領出來 G1806 向外帶領出來

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G1831 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向外點燃焚燒出來 G1572 向外點燃焚燒出來

向外發光照耀出來 G1584 向外發光照耀出來

向外發芽生長出來 G1631 向外發芽生長出來

向外分派差遣 G1821 向外從那裏安放立定(向外分派差遣)

向外負載攜帶出來 G1627 向外負載攜帶出來

向外跟隨出來 G1811 向外有同時一齊的路途(向外跟隨出來)

向外格外多地 G1599a 向外在周圍地(向外超值超量地=向外格外多地)

向外喚醒起來 G1825 向外喚醒起來

向外攪動擾亂 G1613 向外攪動擾亂

向外淨純 G1571 向外使乾淨純潔(向外淨純)

向外驚愕訝異的 G1569 向外驚愕訝異的

向外落下墜落 G1601 向外落下墜落

向外輕慢 G1592 向外使有鼻鳴翹鼻(向外嗤之以鼻=向外輕慢)

向外清晰明顯出來的 G1552 向外清晰明顯出來的

向外清醒謹慎過來 G1594 向外禁飲戒酒出來(向外清醒謹慎過來)

向外傾注澆流 G1632 向外傾注澆流

向外傾注澆流血 G0130 為血向外傾注澆流(向外傾注澆流血)

向外欺騙引誘出來 G1818 向外欺騙引誘出來

向外伸展出來 G1614 向外伸展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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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外使成裝備妥當 G1822 向外使成提起懸空(向外使成現今=向外使成裝備妥當)

向外使出嫁 G1548 向外致使有婚禮(向外使出嫁)

向外使有誓言制約 G1844 向外使有圍牆範圍之限(向外使有誓言制約)

向外使有探測試驗 G1598 向外使有穿透測試(向外使有探測試驗)

向外嘶聲吶喊 G1581a 向外嘶聲吶喊

向外探索尋求 G1567 向外探索尋求

向外逃離走避出來 G1628 向外逃離走避出來

向外提取照理出來 G1580 向外使有管照料理出來(向外提取照理出來)

向外投擲出來 G1544 向外投擲出來

向外挖洞掘穴出來 G1846 向外挖洞掘穴出來

向外完成 G1615 向外有啟行出發之終(向外有終結=向外完成)

向外詳細敘述出來 G1555 向外徹底經過帶領引導(向外詳細敘述出來)

向外行去 G1607 向外行穿透通過出來(向外行去)

向外行毀滅 G1842 向外行摧毀消滅之災(向外行毀滅)

向外行走移步出來 G1543a 向外行走移步出來

向外詢求查考 G1830 向外有為湧流發聲(向外有搜尋查究=向外詢求查考)

向外敘述出來 G1834 向外帶領引導(向外敘述出來)

向外用力抖開 G1621 向外揮動推撞出來(向外用力抖開)

向外踴跳出來 G1814 向外踴跳出來

向外有強壯大力 G1840 向外有強壯大力

向外有響聲回響 G1837 向外有響聲回響

向外再站立起來 G1815 向外再向上立定站住(向外再站立起來)

向外再站立起來 G1817 向外再向上立定站住(向外再站立起來)

向外指證駁斥出來 G1827 向外指證駁斥出來

向外拽拉牽引 G1828 向外拽拉牽引

向外轉動翻轉出來 G1612 向外轉動翻轉出來

向下 G2596 向下 [+到於=向下按照 / +從屬=向下相對]

向下奔跑疾行 G2701 向下奔跑疾行

向下踩踹踐踏 G2662 向下踩踹踐踏

向下成沉重重壓 G2599 向下成沉重重壓

向下促成沉重重壓 G2599a 向下促成沉重重壓

向下促使有腐蝕毒害 G2728 向下促使有發散之害(向下促使有腐蝕毒害)

向下帶領 G2609 向下帶領

向下禱告咒詛 G2671 向下禱告咒詛

向下到來前往 G2718 向下到來前往

向下到於僅有單獨地 G2651 向下到於僅有單獨地

向下達至適合 G2520 向下到達來臨(向下到位=向下達至適合)

向下地 G2736 向下地

向下點頭示意 G2656 向下點頭示意

向下腐朽敗壞 G2704 向下腐朽敗壞

向下負載攜帶 G2702 向下負載攜帶

向下蓋圖章封印 G2696 向下使有圖章封印(向下蓋圖章封印)

向下關緊閉住 G2576 向下關緊閉住

向下關上鎖住 G2623 向下關上鎖住

向下耗盡 G2654 向下向上提起消損(向下耗盡)

向下交托存放之事物 G3872 為在旁邊向下置放擺設(為向下置放擺設在旁邊=向下交托存放之事物)

向下接著有地 G2517 向下將持有地(向下接著有地)

向下看見清楚 G2529 向下看見清楚

向下靠躺 G2621 向下安置(向下靠躺)

向下刻寫記載 G2608a 向下刻寫記載

向下扣牢繫住 G2510 向下扣牢繫住

向下戮刺 G2660 向下戮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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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下落下墜落 G2667 向下落下墜落

向下牽拉拖拽 G2694 向下牽拉拖拽

向下切砍擊打 G2629 向下切砍擊打

向下傾注澆流 G2708 向下傾注澆流

向下使成裝備妥當 G2675 向下使成提起懸空(向下使成現今=向下使成裝備妥當)

向下使成裝備妥當[主觀地] G2676 向下使成提起懸空(向下使成現今=向下使成裝備妥當) [主觀地﹔比較2677]

向下使成裝備妥當[客觀地] G2677 向下使成提起懸空(向下使為現今=向下使成裝備妥當) [客觀地﹔比較2676]

向下使有權柄掌握 G2715 向下使有為向外出於是(向下使有為合乎法理=向下使有權柄掌握)

向下使有蔭影 G2683 向下使有蔭影

向下逃離走避 G2703 向下逃離走避

向下挑起羞辱感 G2617 向下促成有損形恥辱(向下挑起羞辱感)

向下停留持守 G2650 向下停留持守

向下屠宰殺戮 G2695 向下屠宰殺戮

向下彎腰屈身 G2633a 向下彎腰屈身

向下遮蓋隱藏 G2619 向下遮蓋隱藏

向下相對地立定站住在上面 G2721 向下在上面立定站住(向下相對地立定站住在上面)

向下行 G2597 向下行走移步(向下行)

向下行主持支配 G2634 向下作具至上主權之人(向下作主人=向下行主持支配)

向下搖擺震動 G2678 向下搖擺震動

向下整個全部地 G2527 向下整個全部地

向下置放擺設 G2698 向下置放擺設

向下祝福稱讚 G2720a 向下有好的鋪放擺出之道(向下有好的關聯陳述之語=向下祝福稱讚)

詳細審察 G0350 再向上區別審斷(一再區別審斷=詳細審察)

詳細審察 G0351 再向上區別審斷(一再區別審斷=詳細審察)

詳細聽 G1251 徹底經過聲聞耳聽(詳細聽)

詳細敘述 G1334 徹底經過帶領引導(詳細敘述)

詳細敘述 G1335 徹底經過帶領引導(詳細敘述)

象牙的 G1661 大象成的(象牙的)

相異不同的 G2087 相異不同的

相異不同地 G2088 相異不同地

相異不同地負一軛 G2086 有相異不同的套軛聯結之物(有相異不同的軛=相異不同地負一軛)

香櫞木造的 G2367 為急喘煙熱成的(吹送香味之香木成的=香櫞木造的)

向在後面地 G3694 向在後面地

先見預察 G4307 為在前面有悟念知性(為預先領悟認知=為預見留心=先見預察)

現今地 G0737 提起懸空地(現今地)

賢明穩健地 G3562 持有到於悟念知性地(賢明穩健地)

先前犯罪 G4258 在前面失去分配部分(預先失去本份=先前犯罪)

先前源屬具有 G4391 在前面在底下起始為首(先前源屬具有)

先前在內起始為首 G4278 在前面在內起始為首(先前在內起始為首)

閒散停頓的 G0692 不作工的(閒散停頓的)

顯示展現 G1166 顯示展現

向外促動挪移出來 G1826 向外促動挪移出來

向外發言講說出來 G1583 向外發言講說出來

向外驚恐畏懼的 G1630 向外驚恐畏懼的

向外閃亮放光 G1823 向外閃亮放光

向外追趕迫求出來 G1559 向外致使逃跑出來(向外追趕迫求出來)

顯現 G2015 為在上面促為照亮顯明(顯現)

顯現出樣子 G5324 使成促為照亮顯明(顯現出樣子)

顯現異象 G3701 為使成看見注目(為顯出影像=顯現異象)

向下投擲 G2598 向下投擲

現在此時地 G3568 現在此時地

顯著有名的 G1978 在上面標誌記號的(顯著有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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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百基拉 G4252 小百基拉 [名字=遠古的; 為"小的"#4251]

小冊子 G0974 小的小紙草皮書卷(小的小書卷=小冊子)

小產 G1626 所向外重創損傷出來(所流產=小產)

小船隻 G4142 小具漂航行船之船(小船隻)

小島嶼 G3519 小島嶼

小的配食之魚 G3795 小的烘烤配食之味(小的配食美味=小的配食之魚)

簫笛 G0836 吹拂之笛(簫笛)

小公牛犢 G3448 新芽幼嫩之犢(小公牛犢)

小狗 G2952 小狗

小穀物麥粒 G4618a 小穀物麥粒

小孩童 G3813 管教之小僮僕(小孩童)

小孩子 G5040 小的生產帶出之子(小孩子)

小茴香 G2951 孜然芹(小茴香)

小塊地域 G5564 小張口空缺(小間區空間=小塊地域)

效力功能 G1753 為在內作工(為活動運作=為有功效=效力功能)

小驢子 G3678 小驢子

小麻雀 G4765 小麻雀

小綿羊 G4262a 小的在前面行走移步之羊(小綿羊)

消磨停留 G1304 徹底經過磨擦壓損(徹底經過磨損消耗=消磨停留)

小牧群 G4168 小為促為有牧養者(小為牧養=小牧群)

小男孩童 G3808 管教之小僮僕(小男孩童)

小女兒 G2365 小女兒

小錢 G3016 乃剝落削皮之物(薄小之銅幣=小錢) [猶太銅幣=半個羅馬銅錢(2835)]

小山羊 G2055 小山羊崽(小山羊)

小書卷 G0975 小紙草皮書卷(小書卷)

小碎渣 G5589 小的搓摸撥弄之渣(小碎渣)

小躺椅臥墊 G2824a 小的為傾斜(小躺椅臥墊)

小提桶容器 G0030 小提桶容器

小臥墊床褥 G2826 小的為傾斜之褥(小躺椅臥墊之褥=小臥墊床褥)

小信 G3639a 為乃些微少許的為勸信說服(為乃些微少許的堅信翔實=為乃小信=小信)

小心週到地 G1960 在上面留意顧念地(生關懷照應地=小心週到地)

消息通報 G0031 為報信通告之人(為使者=消息通報)

小亞麻布片 G3608 小亞麻布片

小羊羔 G0721 小羊羔

效益 G3786 積累遞增之益(效益)

小幼雛 G3556 小新初年淺之物(小年幼之物=小幼雛)

小魚 G2485 小魚

小棕樹枝 G0902 小棕樹枝

下坡 G2600 向下行走移步(向下行=下坡)

狹迫夾困 G4729 有狹窄窘困的張口空缺(有狹窄窘困的間區空間=有狹窄窘困的地域=狹迫夾困)

轄區 G1885 為在上面起始為首之人(為在上面起首統治之人=為區域行政官=轄區)

下手解決 G1315 徹底經過使有手(使有手徹底經過=下手解決)

夏天 G2330 加熱變暖之暑(暑氣炎熱=夏天)

夏娃 G2096 夏娃 [名字=給生命者]

瞎眼的 G5185 有冒煙排霧之蔽的(蒙蔽模糊的=瞎眼的)

下雨 G5205 乃降水落雨之雨(下雨)

狹窄窘困的 G4728 狹窄窘困的

嚇阻威脅 G0547 為威脅嚇阻(嚇阻威脅)

細白亞麻布 G4616 細白亞麻布

西班牙 G4681 西班牙 [名字]

西北風 G5566 西北風

西邊 G1424 為沉降垂落(日落=西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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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庇太 G2199 西庇太 [名字=具禮物恩賜的]

希伯 G1443 希伯 [名字=橫過對面的區域]

希伯來人 G1445 希伯來人 [名字=渡過]

希伯來文字的一個凸角 G2762 為頂頭凸角(為頭角=希伯來文字的一個凸角)

希伯來語文 G1446 希伯來語文 [名字=渡過]

西布倫 G2194 西布倫 [名字=住處]

細察鄙視 G4065 在周圍用橫膈體會(在周圍用官感體驗=感受體察在周圍=細察鄙視)

習常慣用 G1486 習常慣用

蓆墊褥子 G2895 蓆墊褥子

洗滌淨身 G3068 洗滌淨身

西頓 G4605 西頓 [名字=狩獵捕魚]

西頓人 G4606 西頓人 [名字=狩獵捕魚]

血 G0129 血

鞋 G5266 所在底下拴綁(所穿在腳下=鞋)

協定的信號 G4953 共同標誌記號之號(協定的信號)

褻瀆 G0988 為妨礙傷害為照亮顯明(為詆毀為宣稱傳講=為詆毀名聲傳說=褻瀆)

攜負經過/獨特超群 G1308 徹底經過負載攜帶(負載攜帶經過=攜負經過 / 獨特超群)

卸貨 G0670 從那裏使有乃負載攜帶之擔離開(從那裏使有裝貨重載離開=卸貨)

斜靠入席 G2828 為傾斜(為斜靠=斜靠入席)

謝拉 G2196 謝拉 [名字=光明升起]

希耳米 G2060 希耳米 [名字=語言文學之神,為希臘神名,又為一人名]

協調一致 G4856 成共同聲音(成聲音一致=協調一致)

協調一致 G4857 成共同聲音(成聲音一致=協調一致)

些微少許的 G3641 些微少許的

些微少許地 G3643a 些微少許地

蠍子 G4651 具刺穿透過之物(蠍子)

寫字版 G4093 小塑造模成器(小平板=寫字版)

膝蓋 G1119 膝蓋

西公都 G4580 西公都 [名字=笫二]

習慣常例 G1485 習常慣用之例(習慣常例)

西古提 G4658 西古提 [名字=野蠻人]

喜好爭論吵架 G5379 為親愛友好的於爭論吵架(為喜愛爭論吵架=喜好爭論吵架)

戲劇場 G2302 定睛觀看處(戲劇場)

西拉[為#4610之縮寫] G4609 西拉 [名字=森林的,為#4610之縮寫]

西拉 G4610 西拉 [名字=森林的]

希拉波立 G2404 希拉波立 [名字=神聖的城邑]

希里 G2242 希里 [名字=崇高的]

希利尼 G1671 希臘(希利尼) [名字]

希利尼化之猶太人 G1675 使成希臘人者(希利尼化之猶太人) [名字]

希利尼女人 G1674 女希臘人(希利尼女人) [名字]

希利尼人 G1672 希臘人(希利尼人) [名字]

西流基 G4581 西流基 [名字]

西鹿 G4562 西鹿 [名字=纏繞捲鬚]

奚落貶責 G3679 使有醜名譴責(奚落貶責)

奚落貶責 G3680 使有醜名譴責(奚落貶責)

希羅底 G2266 希羅底 [名字=女英雄形像]

希羅天 G2267 希羅天 [名字=具英雄形像]

西羅亞 G4611 西羅亞 [名字=差遣打發]

希律 G2264 希律 [名字=英雄形像的,為四人之名]

希律黨 G2265 希律黨 [名字=英雄形像的]

細麻布 G1040 白淨亞麻布(細麻布)

細麻布製的 G1039 白淨亞麻布成的(細麻布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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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美 G4584 西美 [名字=有名聲的]

西門 G4613 西門 [名字=聽見,為九人之名]

西緬 G4826 西緬 [名字=聽見,為五人之名,含西門彼得]

細麵粉 G4585 細麵粉

信 G4102 為勸信說服(堅信翔實=信)

西納 G2211 西納 [名字]

西乃 G4614 西乃 [名字]

西南風 G3047 為傾盆澆淋(西南風)

新初年淺的 G3501 新初年淺的

新房 G3567 為戴紗新婚之房(新婦之房=新房)

信奉鬼神 G1175 為恐懼驚駭於鬼魅神祇(為畏鬼敬神=信奉鬼神)

新婦 G3565 為戴紗新婚(新婦)

行骯髒污濁 G4506a 行骯髒污濁

心甘情願的 G1635 心甘情願的

行不義 G0091 成沒有公平正義(成不義=行不義)

行裁決 G1018 作裁判員(行裁決)

行承受產業 G2816 作骰子籤份分發配置之人(作承受產業之人=行承受產業)

行誠正真實 G0226 行不遮隱暗藏(行誠正真實)

行馳援幫助 G0997 作向為高呼喊叫奔行之人(作向呼叫求援奔行之人=行馳援幫助)

行出到國外 G1553 作向外出來拴綁社交之眾之人(作向外出來公眾同胞之人=行出到國外)

行吹噓矜誇 G4068 行吹噓矜誇

行處置懲罰 G5097 作為估值評價之看守之人(作看守珍貴價值之人=行處置懲罰)

行出作成 G4160 行出作成

行出作成 G4162 行出作成

行出作成道路途徑 G3597a 行出作成道路途徑

行出作成共同活 G4806 共同行出作成活活生動(行出作成共同活)

行出作成和平安寧 G1517 作行出作成和平安寧之人(行出作成和平安寧)

行出作成和平安寧的 G1518 行出作成和平安寧的

行出作成良善 G0015 作行出作成良好完善之人(行出作成良善)

行出作成美好適當 G2569 行出作成美好適當

行出作成小公牛犢 G3447 行出作成新芽幼嫩之犢(行出作成小公牛犢)

行出作成邪惡 G2554 作行出作成卑劣不好之人(行出作成邪惡)

行出作成者 G4163 行出作成者

行出作成活活生動 G2227 行出作成活活生動

行帶領奴僕 G1396 作受拴綁之人之帶領之人(作帶領奴僕之人=行帶領奴僕)

行帶走掠物 G4812 作帶領為剝除劫掠之人(作帶走掠物之人=行帶走掠物)

行當權壓制 G2616 向下作能夠可能者(作當權有能者向下相對=行當權壓制)

行打算意圖 G1011 行為諮商決意(行打算意圖)

行抵來到 G2658 向下成相對對應(向下迎面相遇=行抵來到)

行定睛觀看 G2334 作定睛觀看之人(行定睛觀看)

行訂立律法 G3549 作置放擺設分發配置之律者(作置放擺設法規慣律者=作訂立律法者=行訂立律法)

行兜售叫賣 G2585 作零售商販(行兜售叫賣)

行堆起累積 G4987 行堆起累積

行服事 G1247 作奔走奉差之人(作服事之人=行服事)

行割禮 G4059 在周圍切割(行割禮)

行耕種 G1090 作作工於地土之人(作耕種之人=行耕種)

行根據骰子籤份給與 G2624 向下作骰子籤份給與之人(作根據骰子籤份給與之人=行根據骰子籤份給與)

行根據骰子籤份分發配置 G2624a 向下作骰子籤份分發配置之人(作根據骰子籤份分發配置之人=行根據骰子籤份分發

配置)

行公開講論 G1215 作拴綁社交之眾於集市廣場之人(作使公眾同胞到集市廣場之人=行公開講論)

行公民職權 G4176 作城邑者(作城邑居民=作公民=行公民職權)

行貪婪 G4122 作更許多地持有者(作更多地佔有者=作貪婪者=行貪婪)

行和平安寧 G1514 行和平安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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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喝水 G5202 作降水落雨者之喝者(作水之喝者=作喝水者=行喝水)

行合宜恩慈 G5541 行乃提供使用(行合用=行合宜恩慈)

行毀滅 G3645 行摧毀消滅之災(行毀滅)

行毀滅者 G3644 行摧毀消滅之災者(行毀滅者)

行活捉 G2221 行帶領驅捕活活生動之物(行獵取捕捉活物=行活捉)

行姦淫 G3431 作通姦淫亂之人(行通姦淫亂=行姦淫)

行解釋翻譯 G2059 行解釋翻譯

行解釋翻譯轉換 G3177 轉換行解釋翻譯(行解釋翻譯轉換)

行警告勸戒 G3560 作置放擺設悟念知性者(作警告勸戒者=行警告勸戒)

行徑腳蹤 G2487 行到抵達之徑(行徑腳蹤)

行祭司之職 G2407 作神聖者(作祭司=行祭司之職)

行軍作戰 G4754 行乃佈陣紮營之軍(行軍隊=行軍作戰)

行凱旋遊行誇勝 G2358 行號叫喧囂扣牢繫住之歌(行歡慶抑揚之歌=行凱旋遊行誇勝)

行勘察窺探 G2684 作向下眺望偵察之人(作勘察窺探之人=行勘察窺探)

行看護守衛 G5083 作看護守衛之人(行看護守衛)

行看護守衛 G5084 作看護守衛之人(行看護守衛)

行控告 G2723 作向下集市廣場之人(作在集市廣場向下相對之人=行控告)

行捆綁 G1195 作綁拴綁之捆之人(作綁捆鎖之人=作捆綁之人=行捆綁)

行勒控 G5468 作帶領使張口裂開之物之人(作帶領馬勒嚼環之人=行勒控)

行獵捕 G2340 行捕猛獸(行獵捕)

行獵取捕捉 G0064 行帶領驅捕(行獵取捕捉)

行離開本國 G0589 作從那裏離開拴綁社交之眾之人(作從那裏離開公眾同胞之人=作離開本國之人=

行離開本國)

行領導治理 G2230 作帶領引導之人(作領導治理之人=行領導治理)

行留在國內 G1736 作在內於拴綁社交之眾之人(作在內公眾同胞之人=行留在國內)

行路 G3593 行道路途徑(行路)

行路經過 G1353 徹底經過行道路途徑(行路經過)

行埋伏守候 G1748 行在內坐定安頓(行埋伏守候)

行賣淫 G4203 行賣身行淫(行賣淫)

行漫罵斥責 G3058 作漫罵斥責之人(行漫罵斥責)

形貌特質 G3444 形貌特質

行魔術 G3096 作魔術師(作術士=行魔術)

行磨損消耗時間 G5551 作磨擦壓損時段期間之人(作磨損消耗時間之人=行磨損消耗時間)

行謀害凶殺 G5407 作殺戳凶殺之行者(作謀害凶殺者=行謀害凶殺)

行目擊 G2029 作在上面看見注目者(作目擊者=行目擊)

行潛水游泳 G2860 作潛水游泳之人(行潛水游泳)

行起假誓 G1964 作在上面圍牆範圍之限之人(作在誓言制約上面之人=作起假誓之人=行起假誓)

行去 G4198 行穿透通過(行去)

行去經過 G1279 徹底經過行穿透通過(徹底經過行去=行去經過)

星群 G0798 星星之群(星群)

行生發成為活活生動 G2225 成生發成為活活生動(行生發成為活活生動)

行聲聞耳聽者 G0202 行聲聞耳聽者

行生殖孩子 G5041 作生發成為生產帶出之子之人(作生殖孩子之人=行生殖孩子)

行伸張公平正義 G1556 成向外公平正義出來(成伸張公平正義=行伸張公平正義)

行伸張公平正義 G1557 成向外公平正義出來(成伸張公平正義=行伸張公平正義)

行視察眷顧 G1983 作在上面眺望偵察之人(作視察眷顧之人=行視察眷顧)

行事奉 G3000 作僱工僕役(行事奉)

行侍候紓解 G2323 行加熱變暖(行珍愛懷抱=行侍候紓解)

行石塊切割 G2998 作石塊切割之人(行石塊切割)

形式類同 G3667 所促使為具同樣相同(形式類同)

行使主權 G0831 作同一者操作者(作自己操作者=行自己操作=行使主權)

行施作良善 G0014 作作工於良好完善之人(作施作良善之人=行施作良善)

行侍坐在前=侍守在前 G4332 行在前面向著坐定安頓(行侍坐在前=侍守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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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說長道短 G5396 作起泡出沫之人(作說長道短之人=行說長道短)

行眺望偵察 G4648 作眺望偵察之人(行眺望偵察)

行聽命信從 G3980 作勸信說服於起始為首之人(作信服於起首統治之人=行聽命信從)

行徒步旅行 G3596 作道路途徑穿透通過之人(作道路途徑去之人=作徒步旅行之人=行徒步旅行)

行違反律法 G3891 作在旁邊分發配置之律之人(作在法規慣律旁邊之人=作違反律法之人=行違反律法)

行為舉止 G2688 所向下立定站住(所設立派定=行為舉止)

行誤導誘騙 G5422 作橫膈體會之為欺騙引誘者(作官感體驗之欺矇誘騙者=作誤導誘騙者=行誤導誘騙)

形像 G1491 看見察覺之像(形像)

行相異不同的教導 G2085 作相異不同的之致使受教之人(作教導相異不同的之人=行相異不同的教導)

星星 G0792 星星

行養育孩子 G5044 作滋養強健生產帶出之子之人(作養育孩子之人=行養育孩子)

行搖晃擺動 G4531 行搖晃擺動

行以貌偏待人 G4380 作在前面向著面貌拿取者(作按前面的面貌待人者=作以貌偏待人者=行以貌偏待人)

行營官署 G4232 行營官署

行用手牽著帶領 G5496 作帶領手之人(作用手牽著帶領之人=行用手牽著帶領)

行圓圈圍繞 G2942a 行圓圈圍繞

行預卜 G3132 作熱望瘋狂者(作乩童預卜者=行預卜)

行預為看管監視 G5432 作在前面看見清楚之人(作預先看見清楚之人=行預為看管監視)

行在民中作客 G1927 作在上面拴綁社交之眾之人(作在公眾同胞以上之人=行在民中作客)

行在前面宣稱傳講 G4395 作在前面照亮顯明者(作在前面宣稱傳講者=行在前面宣稱傳講)

行徵募軍兵 G4758 作乃佈陣紮營之軍之鋪放擺出之人(作軍隊之鋪放擺出之人=作徵募軍兵之人=

行徵募軍兵)

行徵召 G0029 作信使公差(行徵召)

行止為人 G0391 為向上轉動翻轉(為往返行事=行止為人)

行指引道路 G3594 作帶領引導道路途徑之人(作指引道路之人=行指引道路)

行主持支配 G2961 作具至上主權之人(作主人=行主持支配)

行主控自約 G1467 行在內魄力權勢(行在自我控制裏面=行主控自約)

行主宰住處家室 G3616 作住處家室主宰者(行主宰住處家室)

行作良善的 G0017 行出作成良好完善的(行作良善的)

行作邪惡的 G2555 行出作成卑劣不好的(行作邪惡的)

心懷二意的 G1374 二個的為呼氣冷卻的(兩個的氣息感覺的=兩個的生魂意念的=心懷二意的)

新近的 G4372 乃在前面屠宰殺戮的(為先前剛屠宰殺戮的=新近的)

新近地 G4373 乃在前面屠宰殺戮地(為先前剛屠宰殺戮地=新近地)

新酒 G1098 甜美香甜之汁(甜酒=新酒)

辛辣苦毒 G4088 為苦澀辛辣(辛辣苦毒)

新郎 G3566 為戴紗新婚之夫(新婦之夫=新郎)

戲弄 G1701 在內如管教之僮僕(在內如孩童戲耍=戲弄)

戲弄 G1702 在內如管教之僮僕(在內如孩童戲耍=戲弄)

戲弄戲耍 G1700a 為在內如管教之僮僕(為在內如孩童戲耍=為戲弄=戲弄戲耍)

戲弄者 G1703 在內如管教之僮僕者(在內如孩童戲耍者=戲弄者)

欣然甘願的 G4289 在前面急喘煙熱的(在前面熾熱憤恨的=欣然甘願的)

欣然甘願地 G4290 在前面急喘煙熱地(在前面熾熱憤恨地=欣然甘願地)

欣然願意 G4288 為在前面急喘煙熱(為在前面熾熱憤恨=為欣然甘願=欣然願意)

新入教的 G3504 乃新初年淺地發芽生長的(新種植栽培的=新入教的)

心思通曉 G1987 在上面立定站住(立定站住在上面=心思通曉)

心思通曉的 G1990 在上面立定站住的(立定站住在上面的=心思通曉的)

馨香 G2175 為好地散發氣味(為芬香=馨香)

欣喜慾望 G2237 為歡樂滿意(欣喜慾望)

心智清明謹守的 G4998 安全保險的橫膈體會的(安定的官感體驗的=心智清明謹守的)

心智清明謹守地 G4996 安全保險的橫膈體會地(安定的官感體驗地=心智清明謹守地)

心智全然清明謹守 G4997 為全然安全保險的橫膈體會(為全然安定的官感體驗=心智全然清明謹守)

熊 G0715 熊

兄弟之友愛 G5360 為親愛友好的於同時一齊的母腹之人(為喜愛弟兄=兄弟之友愛)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  簡易閲讀版  1650

1650

胸腹懷灣 G2859 胸腹懷灣

胸膛 G4738 立定站住之胸(胸膛)

希奇 G2296 使有所定睛觀看(使有驚奇=希奇)

犧牲祭物 G2378 為急喘煙熱(為宰殺獻祭=犧牲祭物)

希斯崙 G2074 希斯崙 [名字=院子]

習俗常規 G4914 為共同的習常慣用之性(為共同的慣常習性=習俗常規)

朽敗朽壞 G5356 為腐朽敗壞(朽敗朽壞)

修殿節 G1456 為在內嶄新之獻(為革新奉獻=修殿節)

羞賤卑微的 G0820 沒有為估值評價的(沒有珍貴價值的=羞賤卑微的)

羞賤凌辱 G0821 促使成沒有為估值評價(促使成沒有珍貴價值=促使成羞賤卑微=羞賤凌辱)

朽爛腐壞 G4595 朽爛腐壞

朽爛腐壞的 G4550 朽爛腐壞的

羞怯謙遜 G0127 羞怯謙遜

羞辱蒙羞 G0152 為促成有損形恥辱(為挑起羞辱感=羞辱蒙羞)

修剃剪短 G2751 修剃剪短

休息恢復 G0372 再向上停息休止(休息恢復)

休息恢復 G0373 再向上停息休止(休息恢復)

修造營建 G3620 為作住處家室修建營造之人(為作住家營建之人=為營建修造=修造營建)

修直導引 G2720 向下促成為好地放置(向下促成為平直直接=修直導引)

細微極小的 G3398 細微極小的

嘻笑 G1070 嘻笑

喜笑 G1071 嘻笑之笑(喜笑)

希西家 G1478 希西家 [名字=其所是將是(耶和華)剛強]

細亞 G4568 細亞 [舊約穀物容量單位]

從那裏逃離走避離開 G0668 從那裏逃離走避離開

宣稱傳講 G5334 照亮顯明(宣稱傳講)

宣稱傳講 G5346 照亮顯明(宣稱傳講)

懸吊着迷 G1582 向外懸掛垂吊(懸吊着迷) 

宣讀誦念 G0314 再向上認識知道(宣讀誦念)

宣讀誦念 G0320 再向上認識知道(宣讀誦念)

宣告表揚 G4316 行在前面向著集市廣場之論(行在前面向著集市廣場之講論=宣告表揚)

懸掛垂吊 G2910 懸掛垂吊

喧譁爭鬧 G5433 馬嘶蹄騰(意氣昂揚=喧譁爭鬧)

選立 G5500 作伸展手之人(作伸手表決之人=行伸手表決=選立)

旋流狂風 G2978 旋流狂風

喧鬧滋擾 G2351 號叫喧囂之鬧(喧鬧滋擾)

宣判 G1948 在上面區別審斷(宣判)

選取 G0138 提起以分開(選取)

選取在前面 G4255 在前面提起以分開(選取在前面)

旋繞盤捲 G1667 旋繞盤捲

旋繞盤捲在內 G1750 在內旋繞盤捲(旋繞盤捲在內)

懸崖 G2911 懸掛垂吊之處(懸崖)

選擇 G0140 使成乃提起以分開(使成乃選取=選擇)

循都基 G4941 循都基 [名字=為偶然共同遇見]

許多倍數的 G4179 許多的具塑造模成之數的(許多倍數的)

許多部分分批地 G4181 許多的分取配分之份地(許多部分地=許多部分分批地)

許多的 G4183 許多的 / 多的

許多運轉模式地 G4187 許多的轉動運轉之式地(許多運轉模式地)

雪 G5510 雪

學習 G3129 學習

學校 G4981 為游蕩閑逛(閒暇空閒=學校)

學習透徹 G2648 向下學習(學習透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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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浮誇傲之人 G0213 虛浮誇傲之人

敘加 G4965 敘加 [名字= 酩酊烈酒]

虛假欺謊 G5579 說謊作假之假(虛假欺謊)

酗酒的 G3943 在旁邊果酒的(在果酒旁邊的=逗留於酒旁的=酗酒的)

虛空無有的 G2756 虛空無有的

虛空無有地 G2761 虛空無有地

敘拉古 G4946 敘拉古 [名字]

需憐憫慈悲的 G1652 憐憫慈悲成的(需憐憫慈悲的)

敘利非尼基 G4949 敘利非尼基 [名字]

敘利亞 G4947 敘利亞 [名字]

敘利亞人 G4948 敘利亞人 [名字]

許米乃 G5211 許米乃 [名字=具婚姻之神的]

訓練管教 G3811 行管教僮僕(訓練管教)

訓練管教者 G3810 行管教僮僕者(訓練管教者)

詢求查考 G2045 有為湧流發聲(有搜尋查究=詢求查考)

旋繞盤捲 G1507 旋繞盤捲

迅速快捷的 G5036 迅速快捷的

詢問查證 G4441 詢問查證

循序編述 G0392 再向上安排定規(循序編述)

訓育輔導師 G3807 管教之僮僕之為帶領之人(孩童之教養品行之人=訓育輔導師)

訓喻制令 G1297 所徹底經過安排定規(所制定定規=訓喻制令)

許配 G3423 行乃提醒記得之禮(給訂婚信物=許配)

汲取舀起 G0501 汲船艙污水(汲取舀起)

虛榮自傲 G2754 為虛空無有的設想認為好(為虛無的榮耀=虛榮自傲)

虛軟纖弱 G3119 為柔軟細緻(為柔細嬌弱=虛軟纖弱)

虛談 G2757 為虛空無有的聲音(為虛無的聲音=虛談)

虛妄無益的 G3152 具為揉擠搓抹的(具空洞徒勞的=虛妄無益的)

虛妄無益地道說的 G3151 具為揉擠搓抹地鋪放擺出的(具空洞徒勞地關聯陳述的=虛妄無益地道說的)

虛無的榮耀的 G2755 虛空無有的設想認為好的(虛無的榮耀的)

需用 G5532 為提供使用(需用)

許願祈求 G2172 許願祈求

啞吧的 G0216 不發言講說的(啞吧的)

亞巴頓 G0003 亞巴頓 [名字=毀滅者]

亞比利 G0559 亞比利 [名字]

亞比利尼 G0009 亞比利尼 [名字]

亞比烏 G0675 亞比烏 [名字]

亞比雅 G0007 亞比雅 [名字=其所是將是(耶和華)是父,為二人之名]

亞比亞他 G0008 亞比亞他 [名字=富餘之父]

亞比玉 G0010 亞比玉 [名字=尊榮之父]

亞伯 G0006 亞伯 [名字=虛空]

亞伯拉罕 G0011 亞伯拉罕 [名字=多民之父]

亞玻倫 G0623 亞玻倫 [名字=正持續毀掉除滅的]

亞波羅 G0625 亞波羅 [名字]

亞波羅尼亞 G0624 亞波羅尼亞 [名字=為太陽神]

牙齒 G3599 牙齒

亞大利 G0825 亞大利 [名字]

亞大米田的 G0098 亞大米田的 [名字]

亞當 G0076 亞當 [名字=人]

壓倒性地獲勝 G5245 在之上高超地有征服勝利(在之上高超地獲勝=壓倒性地獲勝)

亞德明 G0095a 亞德明 [名字]

亞底 G0078 亞底 [名字]

雅典 G0116 雅典 [名字=智慧女神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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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人的 G0117 雅典人的 [名字=智慧女神之城]

亞底米 G0735 亞底米 [名字=一希臘女神]

亞底亞海 G0099 亞底亞海 [名字]

亞珥尼 G0720a 亞珥尼 [名字]

壓放在上面 G1945 在上面安置(安置在上面=壓放在上面)

亞法撒 G0742 亞法撒 [名字]

亞腓亞 G0682 亞腓亞 [名字]

壓服勝過 G2729 向下有強壯大力(壓服勝過)

亞該古 G0883 亞該古 [名字]

亞該亞 G0882 亞該亞 [名字]

雅各 G2384 雅各 [名字=抓腳跟者,為二人之名,含舊約之雅各]

雅各 G2385 雅各 [名字=抓腳跟者,為四人之名]

亞革大馬 G0184 亞革大馬 [名字=血田]

亞古士督 G0828 亞古士督 [名字=乃莊嚴的]

亞哈斯 G0881 亞哈斯 [名字=持有者]

厭恨憎惡 G0948 使發臭憎嫌(厭恨憎惡)

亞迦布 G0013 亞迦布 [名字=蝗蟲]

亞基布 G0751 亞基布 [名字=馬的統治者]

亞基老 G0745 亞基老 [名字=統治人民百姓]

亞金 G0885 亞金 [名字=其所是將是(耶和華)將興起]

亞基帕 G0067 亞基帕 [名字=馴野馬師]

壓酒槽 G3025 槽桶(壓酒槽)

亞居拉 G0207 亞居拉 [名字=鷹]

亞蘭 G0689 亞蘭 [名字=高地]

亞勒腓 G0256 亞勒腓 [名字=交換變更]

亞哩達 G0702 亞哩達 [名字]

亞里達古 G0708 亞里達古 [名字=最佳的統治]

亞利多布 G0711 亞利多布 [名字=最佳的諮商]

雅列 G2391 雅列 [名字=下降]

亞利馬太 G0707 亞利馬太 [名字=高處]

亞力山大 G0223 亞力山大 [名字=人的防護者,為四人之名]

亞力山太人 G0221 亞力山太人 [名字]

睚魯 G2383 睚魯 [名字=照亮啟發者]

亞略巴古 G0697 亞略巴古 [名字=亞略<希臘戰神>山]

亞略巴古的成員 G0698 亞略巴古者(亞略巴古的成員) [名字=亞略<希臘戰神>山]

亞倫 G0002 亞倫 [名字=帶來光明者]

亞麻 G3043 亞麻 [燈蕊衣服的材料]

亞麻布片 G3607 亞麻布片

亞們 G0300 亞們 [名字=建築師]

亞米拿達 G0284 亞米拿達 [名字=甘心奉獻的民]

亞摩斯 G0301 亞摩斯 [名字=強壯]

鹽 G0217 鹽

鹽 G0251 鹽

亞拿 G0451 亞拿 [名字=蒙恩待的]

亞那 G0452 亞那 [名字=其所是將是(耶和華)恩待]

雅拿 G2388 雅拿 [名字]

亞拿尼亞 G0367 亞拿尼亞 [名字=其所是將是(耶和華)已恩待,為三人之名]

嚴懲責罵 G1969 在上面塑造模平(在上面重敲打擊=嚴懲責罵)

延遲耽延 G0311 為再向上投擲(為推後延遲=延遲耽延)

眼洞孔穴 G3692 為看見注目(眼洞孔穴)

佯庇 G2387 佯庇 [名字]

羊羔 G0704 羊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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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穀用的叉鏟 G4425 吐唾沫之具(揚穀用的叉鏟)

羊毛 G2053 羊毛

揚聲聲稱 G5350 揚聲聲稱

養育成人 G1625 向外滋養強健(養育成人)

養育培養 G1789 在內滋養強健(養育培養)

養育長大 G0397 向上滋養強健(養育長大)

咽喉頸項 G5137 咽喉頸項

宴會總管 G0755 為起始為首之三個傾斜之人(起始首要之三個躺椅之人=宴會總管)

雅尼 G2389 雅尼 [名字]

眼睛 G3788 眼睛

嚴峻肅穆 G1690 在內噴鼻憤慨(嚴峻肅穆)

眼看 G0990 所著眼觀看(眼看)

眼淚 G1144 眼淚

驗明不實的 G0096 不合設想認為對的(不驗明證實的=驗明不實的)

驗明證實的 G1384 合設想認為對的(驗明證實的)

眼目 G3659 所看見注目(眼目)

岩石地形的 G4075 岩石之看見察覺之像的(岩石形像的=岩石地形的)

嚴肅莊重的 G4586 尊崇敬愛的(嚴肅莊重的)

煙霧 G2586 煙霧

宴席款待 G1403 為接納領受(宴席款待)

嚴刑毒打 G5178 使有連敲重擊之具(使有刑具=嚴刑毒打)

驗證證實 G1382 為合設想認為對(為驗明證實=驗證證實)

搖擺晃動 G4525 搖擺晃動

搖擺震動 G4578 搖擺震動

搖擺震動 G4579 搖擺震動

搖動篩濾 G4617 使有篩子濾網(搖動篩濾)

葯膏 G2854 小餅塊糕狀之葯(塊狀膏葯=葯膏)

搖晃擺動 G4535 搖晃擺動

要求免去 G3868 在旁邊索問要求(要求免去)

要求索還 G0523 從那裏索問要求離開(要求索還)

要求索取 G1809 向外索問要求(要求索取)

咬噬 G1143 咬噬

鑰匙 G2807 為關上鎖住(鑰匙)

舀水器具 G0502 所汲船艙污水(所汲取舀起=舀水器具)

藥物魔法 G5332a 藥物魔法

壓迫患難 G2347 磨擦壓擠(擁擠壓迫=壓迫患難)

亞撒 G0760 亞撒 [名字]

亞設 G0768 亞設 [名字=快樂]

亞朔 G0789 亞朔 [名字]

亞所 G0107 亞所 [名字=有幫助的]

亞鎖都 G0108 亞鎖都 [名字=蹂躪者]

亞提馬 G0734 亞提馬 [名字=亞底米女神的禮物]

亞細亞 G0773 亞細亞 [名字]

亞細亞的首長 G0775 亞細亞之起始為首者(亞細亞之起首統治者=亞細亞的首長)

亞細亞人 G0774 亞細亞人 [名字]

亞遜其土 G0799 亞遜其土 [名字=乃無可並列評審比較的]

衙役 G4465 持有敲落拍打之杖之人(持有棍杖之人=衙役)

壓制在內 G1758 在內持有(持有在內=壓制在內)

野的 G0066 在帶領牧放之地的(在田野的=野的)

耶弗他 G2422 耶弗他 [名字=他必打開]

夜更/監獄 G5438 為看管守護(守更監管=夜更 / 監獄)

耶哥尼雅 G2423 耶哥尼雅 [名字=其所是將是(耶和華)必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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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化熔解 G5080 液化熔解

也就是那個 G3592 那然而也(也就是那個)

也就在此地 G5602 那然而也地(也就是那個地=也就在此地)

耶利哥 G2410 耶利哥 [名字=芬香]

耶利米 G2408 耶利米 [名字=其所是將是(耶和華)升高]

耶路撒冷 G2414 耶路撒冷 [名字=所立基於平安]

耶陸撒冷 G2419 耶陸撒冷 [名字=立基於平安]

耶路撒冷人 G2415 耶路撒冷人 [名字=所立基於平安]

野蠻兇暴的 G0434 不溫馴柔和的(野蠻兇暴的)

野生橄欖樹 G0065 在帶領牧放之地的橄欖之樹(在田野的橄欖之樹=野生橄欖樹)

野獸 G2342 小猛獸(野獸)

耶穌 G2424 耶穌 [名字=其所是將是(耶和華)開解救助,為四人之名,含舊約之約書亞]

耶孫 G2394 耶孫 [名字=將醫好治癒的]

夜晚 G3571 夜晚

耶西 G2421 耶西 [名字=現存顯著的]

耶洗別 G2403 耶洗別 [名字=無居所的]

也許地 G5029 迅速快捷地(急速地=也許地)

夜宴狂歡 G2970 安置之宴(夜宴狂歡)

揶揄嘲弄 G5512 使有玩笑愚弄(揶揄嘲弄)

業主 G2935 獲得擁有者(業主)

以愛心對待陌生客旅 G5381 為親愛友好的於異鄉陌生(為喜愛陌生客旅=以愛心對待陌生客旅)

以巴弗 G1889 以巴弗 [名字=迷人的]

以巴弗提 G1891 以巴弗提 [名字=乃迷人的]

一百個 G1540 百 / 一百 / 一百個

一百個倍數的 G1542 一百個具塑造模成之數的(一百個倍數的)

以拜尼土 G1866 以拜尼土 [名字=乃在上面有述說讚美]

一百歲的 G1541 一百個年的(一百歲的)

以標誌記號指示 G4591 促為有標誌記號(以標誌記號指示)

伊比鳩魯學者 G1946 伊比鳩魯學者 [名字=古希臘唯物及無神論學派=屬享樂主義]

衣不蔽體 G1130 作赤身裸露者(行赤身裸露=衣不蔽體)

益處 G5622 為積累遞增(為利益=益處)

衣垂至腳的 G4158 衣垂至腳的

一次地 G0530 一次地

義大利 G2482 義大利 [名字]

以道理申辯分訴 G0626 有從那裏鋪放擺出之道(有從那裏關聯陳述之語=以道理申辯分訴)

一點點的 G3397 細微極小的(一點點的)

移動 G2795 有為促動挪移(有挪動=移動)

移動 G2796 有為促動挪移(有挪動=移動)

移動轉換 G3334 轉換有為促動挪移(轉換有挪動=移動轉換)

一堆火炭 G0439 為火炭(一堆火炭)

以法大 G2188 以法大 [亞蘭文音譯=打開了吧]

以法蓮 G2187 以法蓮 [名字=雙倍結果實]

衣服 G2440 具穿戴之物(衣服)

以弗所 G2181 以弗所 [名字]

以弗所的 G2179 以弗所的 [名字]

以弗所人的 G2180 以弗所人的 [名字]

一個 G1520 一 / 一個

一個/第一 G3391 一個(一個 / 第一)

一個接著一個的 G1527 一個向下一個的(一個接著一個的)

以哥念 G2430 以哥念 [名字]

以關節連結鋪放在一起 G4883 成共同鋪放擺出連結安裝之節(成鋪放擺出關節在一起=以關節連結鋪放在一起)

醫好治癒 G2390 醫好治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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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好治癒 G2392 醫好治癒

異化疏遠 G0526 從那裏促使另外不同人(異化疏遠)

意見看法 G1106 為認識知道(意見看法)

移居搬遷 G3351 使有轉換住處家室(使有搬家遷居=移居搬遷)

移居流放 G3350 為成轉換住處家室(為成搬家遷居=移居流放)

一塊錢 G4715 立定站住者(古希臘標準硬幣=一塊錢)

以拉都 G2037 以拉都 [名字=乃鐘愛的]

以攔人 G1639 以攔人 [名字=隱藏的]

以利 G2241 以利 [希伯來文音譯=我的神]

以利哩古 G2437 以利哩古 [名字]

以利沙 G1666 以利沙 [名字=呼求神]

以利沙伯 G1665 以利沙伯 [名字=守誓言的神]

遺留下 G2641 向下遺下留後(遺留下)

遺留下的 G2645 向下遺下留後的(遺留下的)

溢流涌出 G1032 溢流涌出

遺留在底下 G5275 在底下遺下留後(遺留在底下)

遺留在周圍 G4035 在周圍遺下留後(遺留在周圍)

以利亞 G2243 以利亞 [名字=其所是將是(耶和華)是神]

以利亞敬 G1662 以利亞敬 [名字=神興起]

以利亞撒 G1648 以利亞撒 [名字=神是幫助者]

以利以謝 G1663 以利以謝 [名字=神幫助]

以羅馬語文地 G4515 以羅馬語文地 [名字=力量]

以羅伊 G1682 以羅伊 [亞蘭文音譯=我的神]

以律 G1664 以律 [名字=威嚴的神]

以呂高尼語文地 G3072 以呂高尼語文地 [名字]

以呂馬 G1681 以呂馬 [名字=行法術的]

以馬內利 G1694 以馬內利 [名字=神與我們]

以貌偏待人者 G4381 在前面向著面貌拿取者(按前面的面貌待人者=以貌偏待人者)

以馬忤斯 G1695 以馬忤斯 [名字]

以摩當 G1678 以摩當 [名字]

陰暗 G1105 雲蔭之暗(陰暗)

蔭蔽 G0644 所從那裏使有蔭影(蔭蔽)

銀幣 G1406 為抓緊牢握(銀幣) [德拉克馬=古希臘銀幣]

蔭庇 G1982 在上面使有蔭影(蔭庇)

隱藏遮掩 G2928 隱藏遮掩

隱藏遮掩地 G2931 隱藏遮掩地

茵蔯 G0894 茵蔯

淫婦 G3428 女通姦淫亂之人(淫婦)

應承許諾 G1861 在上面報信通告(應承許諾)

營地帳棚 G4638 所促使有為蔭影器具之棚(所促使有帳棚居所=所搭帳棚居所=營地帳棚)

營隊 G4686 提起盤繞(營隊)

嬰兒 G1025 胎兒幼嬰(嬰兒)

景觀異象 G3705 所看見清楚(景觀異象)

嬰孩的 G3516 未具發話言說的(還不能發話言說的=嬰孩的)

營建修造 G3618 作住處家室修建營造之人(作住家營建之人=營建修造)

營建修造在一起 G4925 共同作住處家室修建營造之人(共同作住家營建之人=營建修造在一起)

贏取賺得 G2770 促為利潤收益(贏取賺得)

纓穗繸子 G2899 邊緣邊端(纓穗繸子)

硬心 G4641 烘乾烤焦的心臟(剛硬艱澀的內心=硬心)

應許 G1860 為在上面報信通告(為應承許諾=應許)

硬著頸項的 G4644 烘乾烤焦的咽喉頸項的(剛硬艱澀的頸項的=硬著頸項的)

以尼雅 G0132 以尼雅 [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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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間 G0086 不看見察覺物(未看見察覺物=陰間)

銀匠 G0695 切砍擊打白銀之人(銀匠)

飲料 G4188 所喝(飲料)

引離正道的 G4108 漫遊流蕩的(引離正道的)

引離正道者 G4107 漫遊流蕩者(引離正道者)

淫亂姦淫 G3430 為作通姦淫亂之人(為行通姦淫亂=為行姦淫=淫亂姦淫)

陰謀策劃 G1917 為在上面諮商決意(陰謀策劃)

印模樣本 G5179 連敲重擊之模(印模樣本)

銀錢 G0694 具白銀之物(銀錢)

殷勤熱心 G4704 使有為趕緊急切(使有勤奮殷切=殷勤熱心)

以諾 G1802 以諾 [名字=奉獻的]

以挪士 G1800 以挪士 [名字=必死的人]

因為 G1063 因為

隱形不見的 G0855 乃不促為照亮顯明的(隱形不見的)

蔭影 G4639 蔭影

夷平摧毀 G1474 使在坐定安頓之基(使在基座平地=夷平摧毀)

一千/一千個 G5507 一千 / 一千個

一千之數 G5505 為一千(一千之數)

一起負載攜帶/輕省有益 G4851 共同負載攜帶(一起負載攜帶 / 輕省有益)

一起負載攜帶的/輕省有益的 G4852a 共同負載攜帶的(一起負載攜帶的 / 輕省有益的)

一起來到旁邊 G4836 共同在旁邊生發成為(共同生發成為在旁邊=一起來到旁邊)

依然仍舊地 G2089 依然仍舊地

一日一夜 G3574 夜晚白日(一日一夜)

以撒 G2464 以撒 [名字=喜笑者]

以賽亞 G2268 以賽亞 [名字=其所是將是(耶和華)已拯救]

以薩迦 G2466 以薩迦 [名字=他將帶來工價賞賜]

以掃 G2269 以掃 [名字=粗糙多毛的]

以色列 G2474 以色列 [名字=他要如神管轄]

以色列人 G2475 以色列人 [名字=他要如神管轄]

醫生 G2395 醫好治癒之人(醫生)

議士 G1010 行為諮商決意者(行打算意圖者=議士)

儀式的污損淫穢 G0234 所弄髒污損(儀式的污損淫穢)

儀式奉行 G2356 為行隆重虔誠(儀式奉行)

以手臂緊抱在內 G1723 使為在內為彎曲之臂(使為在手臂彎內=以手臂緊抱在內)

以水矺測深 G1001 使有投擲物(以投擲物探測=以水矺測深)

一瞬間的 G0823 不切割的(不可切割的=一瞬間的)

以斯利 G2069 以斯利 [名字]

一同喫食 G4906 共同喫食(一同喫食)

一同當兵者 G4961 共同在乃佈陣紮營之軍者(共同在軍隊者=一同當兵者)

一同釘十字架 G4957 共同促使有立定站住之柱(共同促使有十字架=一同釘十字架)

一同喚醒起來 G4891 共同喚醒起來(一同喚醒起來)

一同毀掉除滅 G4881 共同從那裏摧毀消滅離開(一同毀掉除滅)

一同努力奮鬥 G4865 共同使有帶領比賽(共同使有比賽爭競=一同努力奮鬥)

一同養育的 G4939 共同滋養強健的(一同養育的)

一同在場 G4840 共同在旁邊是(共同是在旁邊=一同在場)

一同坐下 G4775 共同向下坐定(一同坐下)

一同作戲假裝 G4942 共同在底下區別審斷(一同生應答作戲=一同作戲假裝)

以投擲石頭打死 G3036 有投擲石頭之行(以投擲石頭打死)

以土利亞 G2484 以土利亞 [名字=包圍]

以土買 G2401 以土買 [名字=紅色]

一萬 G3461 為無數(為上萬=一萬)

一味地行賣淫 G1608 向外行賣身行淫(向外行賣淫=一味地行賣淫)



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約聖經  簡易閲讀版  1657

1657

衣物 G4629 所使有遮蔽罩套(衣物)

遺下留後 G3007 遺下留後

遺下留後在上面 G1952 在上面遺下留後(遺下留後在上面)

憶想思念 G3417 為提醒記得(憶想思念)

以希伯來語文地 G1447 以希伯來語文地 [名字=渡過]

以希利尼語文地 G1676 以希臘語文地(以希利尼語文地) [名字]

義行義禮 G1345 所促使為具公平正義(所稱為公義=義行義禮)

一樣珍貴價值的 G2472 相似等同的為估值評價的(相似等同的珍貴價值的=一樣珍貴價值的)

以言語指示 G2727 向下有響聲回響(以言語指示)

醫藥巫術 G5331 為施藥物魔法者(為巫醫藥師=醫藥巫術)

易於識別指明的 G2154 好的標誌記號的(易於識別指明的)

依照順應 G4964 使有共同所持有(使有共同的風格樣式=依照順應)

以致 G5620 正如地又(以致)

一直達到 G3360 到長度(一直達到)

一直負載攜帶不停的 G1336 為徹底經過負載攜帶的(為徹底地負載攜帶的=一直負載攜帶不停的)

以智取勝 G2686 向下使成明智通達(以智取勝)

一直直到 G2193 一直直到

衣著 G2066 穿戴物(衣著)

衣著服飾 G1742 所在內沉降垂落(所穿著=衣著服飾)

遺囑契約 G1242 為徹底經過置放擺設(為分置安設=遺囑契約)

擁抱問安 G0782 使為同時一齊地拉拔(擁抱問安)

擁抱問安 G0783 使為同時一齊地拉拔(擁抱問安)

用處 G5540 提供使用(用處)

用點燃焚燒器烙印 G2743 使有點燃焚燒器(用點燃焚燒器烙印)

用棍杖打 G4463 使有敲落拍打之杖(使有棍杖=用棍杖打)

永恆不朽的 G0262 乃不促為熄滅衰殘成的(不能促為熄滅衰殘成的=永恆不朽的)

用火燒 G4448 促使有火(用火燒)

用火燒 G4451 促使有火(用火燒)

用腳後跟踹 G2979 使為有腳後跟(用腳後跟踹)

擁擠壓迫 G2346 磨擦壓擠(擁擠壓迫)

用量器量度 G3354 用量器量度

用犁耕地 G0722 用耕田犁地器(用犁耕地)

湧流 G4482 湧流

湧流 G4511 湧流

用器家具 G4631 為器皿用具(用器家具)

勇氣自信 G2294 勇氣自信

湧泉泉源 G4077 湧泉泉源

用拳頭毆打 G2852 使有縮減啄擊之物(使有拳頭=用拳頭毆打)

用手牽著帶領之人 G5497 帶領手之人(用手牽著帶領之人)

踴跳 G0242 踴跳

踴跳在上面 G2177 在上面踴跳(踴跳在上面)

用晚餐 G1172 有吞食耗損之餐(有主餐食糧=用晚餐)

用小圓石估算審斷 G5585 使有搓摸操弄之石(使有小圓石=用小圓石估算審斷)

用心觀看 G1689 在內著眼觀看(用心觀看)

用以在上面遮蓋之物 G1942 所在上面遮蓋隱藏(用以在上面遮蓋之物)

踴躍歡騰 G0020 很多地踴跳(踴躍歡騰)

踴躍歡騰 G0021 很多地踴跳(踴躍歡騰)

用寓言表述 G0238 另外不同地高談闊論(用寓言表述)

用正餐 G0709 有最剛強結實之餐(有最佳之餐=用正餐)

油 G1637 橄欖之油(油)

友阿爹 G2136 友阿爹 [名字=為好的道路途徑]

有愛戀渴慕之情 G3655a 有愛戀渴慕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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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暗 G2217 雲蔽之暗(幽暗)

有暴發啟動 G3729 有暴發啟動

有悲鳴哀悼 G2354 有號叫喧囂之悲(有悲鳴哀悼)

友布羅 G2103 友布羅 [名字=好地諮商決意之人]

幼雛 G3502 新初年淺之物(年幼之物=幼雛)

幼雛一窩 G3555 為新初年淺之物(為年幼之物=幼雛一窩)

猶大 G2455 猶大 [名字=揮手讚美,為十人之名]

猶大地方 G2448 猶大(猶大地方) [名字=揮手讚美]

有膽怯恐懼 G1168 有為恐懼驚駭(有膽怯恐懼)

誘導勸服 G3988 為使勸信說服(誘導勸服)

有喋喋重複的話語 G0945 有口吃者的鋪放擺出之道(有喋喋重複的關聯陳述之語=有喋喋重複的話語)

有段時間地 G3819 早先以來地(有段時間地)

有惡意嫉妒 G5354 有惡意嫉妒

幼發拉底 G2166 幼發拉底 [希臘文音譯,為舊約的伯拉河]

有分心掛慮 G3309 有為使成分取配分之份(有為使成部分=有為分開=有分心掛慮)

有乾渴 G1372 有乾渴

有功效的 G1756 在內作工的(活動運作的=有功效的)

有關今生的 G0982 屬為度活命存在的(屬為度存活生計的=為生活度日有關的=有關今生的)

有好時機 G2119 有好的場合時節(有好時機)

有好收成 G2164 好地有負載攜帶之物(好地有加載負擔=有好收成)

有嚎咷尖叫 G3649 有嚎咷尖叫

有好意和善 G2132 有好的悟念知性(有好意和善)

有額外需求 G4326 在前面向著自我拴綁(在前面向著自卑乞求=有額外需求)

有飢餓 G3983 有為勞動辛苦(有為貧乏=有飢餓)

有驚嚇恐嚇 G4422 有驚嚇恐嚇

有驚嚇恐嚇 G4423 有驚嚇恐嚇

幽禁在陰府深淵 G5020 促使在陰府深淵(幽禁在陰府深淵)

有劇痛陣痛 G5605 有為促成沉降垂落(有分娩疼痛=有劇痛陣痛)

友拉革羅 G2148 友拉革羅 [希臘文音譯=東風巨浪]

有勞碌疲累 G2872 有切砍擊打之勞(有勞碌疲累)

幽靈幻象 G5326 所使成促為照亮顯明(所顯現出樣子=幽靈幻象)

猶流 G2457 猶流 [名字]

有利為佳 G3081 有啟行出發之終之鬆綁脫解(有終結稅之付給=有利為佳) [非人稱用法]

猶利亞 G2456 猶利亞 [名字]

有利於此地 G5484 到於為歡喜安樂地(到於恩典惠意地=有利於此地)

幼馬驢駒 G4454 幼馬驢駒

有美容妝束 G2885 有整齊設置(有秩序體系=有美容妝束)

有迷途錯謬 G4105 有為漫遊流蕩(有為引離正道=有迷途錯謬)

幼年 G3503 為新初年淺(幼年)

友尼基 G2131 友尼基 [名字=好的征服勝利的]

猶尼亞 G2458 猶尼亞 [名字]

有強壯大力 G2480 有強壯大力

有期盼指望 G1679 有為預料期待(有期盼指望)

有人耕種之地 G1091 具作工於地土之人之地(具耕種之人之地=有人耕種之地)

憂傷愁苦 G3077 憂傷愁苦

憂傷愁苦環繞的 G4036 在周圍憂傷愁苦的(憂傷愁苦在周圍的=憂傷愁苦環繞的)

有奢靡放縱 G5171 有為破碎削弱(有奢靡放縱)

優勝超越 G5242 在之上高超地持有(優勝超越)

猶士都 G2459 猶士都 [名字=公正,為三人之名]

右手邊的 G1188 在接納領受之邊的(右手邊的)

游水潛逃 G1579 向外作潛水游泳之人出來(向外行潛水游泳出來=游水潛逃)

猶太地方 G2449 為在猶大(為猶太人=猶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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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教 G2454 使成在猶大(使成猶太人=猶太教)

猶太人的 G2453 在猶大的(猶太人的)

有痛苦傷痛 G3600 有為沉降垂落(有沮喪傷痛=有痛苦傷痛)

有同情憐恤 G3627 有同情憐恤

有同情憐恤 G3628 有同情憐恤

有同情憐恤的 G3629 有同情憐恤的

有長髮髮束 G2863 有為管照料理(有長髮髮束)

猶推古 G2161 猶推古 [名字=好運的]

誘陷絆倒 G4624 使有機關陷阱(誘陷絆倒)

有限度地 G3357 具量器量度地(有限度地)

有響聲回響 G2278 有響聲回響

有息貸款 G1156 具贈禮賦給之貸(有息貸款)

有喧鬧滋擾 G2350 有號叫喧囂之鬧(有喧鬧滋擾)

有需要 G5535 使有為提供使用(使有需用=有需要)

優雅合宜 G2143 為好地突顯適宜(優雅合宜)

猶疑不決 G1365 使為二個(使為兩次=使為雙重=猶疑不決)

有一起相同的邊界 G4927 有共同同樣相同的範圍界限(有一起相同的邊界)

有勇氣自信 G2292 有勇氣自信

優越顯要 G5247 為在之上高超地持有(為優勝超越=優越顯要)

由于為此地 G1752 由于為此地

又再活 G0326 再向上活活生動(又再活)

有責任難以脫逃的 G1777 在內持有的(持有在內的=壓制在內的=有責任難以脫逃的)

有戰爭打仗 G4170 有匆忙熙攘(有戰爭打仗)

優質美德 G0703 為剛強結實(男子特性=優質美德)

幼稚無知的女人 G1133 小女人(幼稚無知的女人)

有汁液的 G5200 降水落雨的(潤濕的=有汁液的)

魚 G2486 魚

遠方的標的 G4649 眺望偵察之人(遠方的標的)

怨恨惱怒 G0023 有很多的彎曲委屈(怨恨惱怒)

怨恨惱怒 G0024 有很多的彎曲委屈(怨恨惱怒)

圓環歌舞 G5525 圓環歌舞

援救協助 G1947 為有在上面少年僕傭(為協助救援=援救協助)

遠離禁戒 G0567 從那裏持有離開(從那裏有足夠而離開=遠離禁戒)

圓滿達成 G1603 向外促使成充滿添足(圓滿達成)

圓滿達成 G1604 向外促使成充滿添足(圓滿達成)

冤屈不公平地 G0095 沒有公平正義地(不義地=冤屈不公平地)

源屬具有 G5223 在底下起始為首(源屬具有)

源屬具有 G5224 在底下起始為首(源屬具有)

源屬具有 G5225 在底下起始為首(源屬具有)

原因理由 G0158 具索問要求之因(起因根由之因=原因理由)

遠遠地 G3112 為到於長度地(為到於距離遠地=遠遠地)

園子 G2779 園子

預備齊全 G1980a 在上面使有器皿用具(在上面預備=預備齊全)

預備日 G3904 為在旁邊使有器皿用具(為預備在旁邊=為預備貼切=預備日)

預備貼切 G3903 在旁邊使有器皿用具(預備在旁邊=預備貼切)

預備妥當 G2680 向下使有器皿用具(向下預備=預備妥當)

於此刻地 G0188 到於頂點尖峰地(於此刻地)

語調方言 G1258 乃徹底經過鋪放擺出之語(乃徹底經過關聯陳述之言=談論語調=語調方言)

預斷成見 G4299 所在前面區別審斷(所預先區別審斷=預斷成見)

月 G3376 月

約伯 G2492 約伯 [名字=被憎恨的]

約大 G2492a 約大 [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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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但河 G2446 約但河 [名字=下行者]

約定決議 G4934 共同置放擺設(約定決議)

約珥 G2493 約珥 [名字=其所是將是(耶和華)是神]

越分 G5233 在之上高超地行走移步(越分)

岳父 G3995 岳父

越過那邊地 G5238 在之上高超於在那裏之那些地(越過於在那裏的那些個地=越過那邊地)

約翰 G2491 約翰 [名字=其所是將是(耶和華)恩待憐恤的,為四人之名]

約蘭 G2496 約蘭 [名字=其所是將是(耶和華)高舉]

月亮 G4582 為皎潔明亮(月亮)

約令 G2497 約令 [名字]

岳母 G3994 岳母

約拿 G2495 約拿 [名字=鴿子,為二人之名]

約南 G2494 約南 [名字]

約帕 G2445 約帕 [名字=美麗的]

約瑟 G2501 約瑟 [名字=讓他加增,為七人之名]

約色 G2501a 約色 [名字]

約沙法 G2498 約沙法 [名字=其所是將是(耶和華)已審判]

月朔之慶 G3561 為新初年淺的月(為新月=月朔之慶)

約坦 G2488 約坦 [名字=其所是將是(耶和華)是完全的]

約細 G2499 約細 [名字]

約西 G2500 約西 [名字,為二人之名]

約西亞 G2502 約西亞 [名字=其所是將是(耶和華)立根基]

約雅拿 G2489 約雅拿 [名字=其所是將是(耶和華)恩待憐恤的]

約亞拿 G2490 約亞拿 [名字=其所是將是(耶和華)恩待憐恤的]

樂章詩篇 G5568 搓摸撥弄(撥弦弄樂=樂章詩篇)

漁夫 G0231 鹽者(漁夫)

魚鉤 G0044 為彎曲之器(魚鉤)

預見留心 G4306 在前面有悟念知性(預先領悟認知=預見留心)

於今現時地 G3569 到於它們那現在此時地(至於那些現在此時地=於今現時地)

雨淋 G1028 為濕潤弄濕(為降雨淋灑=雨淋)

愚魯笨拙 G3472 為魯鈍愚拙(愚魯笨拙)

愚昧衝動 G0454 為沒有悟念知性(愚昧衝動)

雲 G3509 雲

於那邊地 G4008 到於穿透橫過地(到於穿過那一邊地=於那邊地)

與男子睡臥者 G0733 剛強結實的為安置者(男性的睡床臥榻者=與男子睡臥者)

運動操練 G1128 使成赤身裸露(運動操練)

運動鍛練 G1129 為使成赤身裸露(為運動操練=運動鍛練)

雲團 G3507 為雲(雲團)

芸香 G4076 繫牢固定之葉(厚實肥葉=芸香)

允許 G1735 在內接納領受(允許) [非人稱用法]

運轉模式 G5158 轉動運轉之式(運轉模式)

運轉旋轉 G5157 為轉動運轉(運轉旋轉)

玉瓶 G0211 雪花石膏之瓶(玉瓶)

預期等待 G4328 在前面向著注視觀望(預期等待)

瘀青傷痕 G3468 辛勞苦工的面貌(瘀青傷痕)

預期展望 G4329 為在前面向著注視觀望(為預期等待=預期展望)

預示宣達 G4394 為在前面照亮顯明者(為在前面宣稱傳講者=預示宣達)

愚說妄言 G3473 為魯鈍愚拙地鋪放擺出(為魯鈍愚拙地關聯陳述=為魯鈍愚拙地道說=愚說妄言)

玉髓礦石 G5472 銅之看見察覺之像(銅形像=玉髓礦石)

漁網 G1350 擲撒之網(漁網)

預先安排定規 G4384 在前面安排定規(預先安排定規)

預先成見證人 G4303 在前面成見證人(預先成見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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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先傳達宣講 G4296 在前面傳達宣講(預先傳達宣講)

預先傳福音佳訊 G4283 在前面使有好的報信通告之訊(預先使有好信息=預先傳福音佳訊)

預先促使成權威有效 G4300 在前面促使成至上主權(預先促使成權威有效)

預先道說 G4302 在前面鋪放擺出(預先關聯陳述=預先道說)

預先發佈傳揚 G4293 在前面向下報信通告(預先發佈傳揚)

預先發話言說 G4277 在前面發話言說(預先發話言說)

預先界定 G4309 在前面使有具範圍界限之線(預先定範圍界限之線=預先界定)

預先經歷承受 G4310 在前面經歷承受(預先經歷承受)

預先開聲言說 G4280 在前面湧流發聲(預先開聲言說)

預先看見察覺 G4275 在前面看見察覺(預先看見察覺)

預先看見清楚 G4308 在前面看見清楚(預先看見清楚)

預先刻寫記載/張貼描繪 G4270 在前面刻寫記載(預先刻寫記載 / 張貼描繪)

預先謀定籌算 G4304 在前面有為留意顧念(預先有謀算=預先謀定籌算)

預先拿取 G4301 在前面拿取(預先拿取)

預先認識知道 G4267 在前面認識知道(預先認識知道)

預先認識知道 G4268 在前面認識知道(預先認識知道)

預先設定 G4287 為在前面具置放擺設(為在前面擺置設定=預先設定)

預先使成妥切齊備 G4282 在前面使成合妥善適切(預先使成妥切齊備)

預先手選 G4400 在前面使有手(預先手選)

預先提案指控 G4256 在前面提為索問要求(預先提索問要求之因由=預先提案指控)

預先聽到 G4257 在前面聲聞耳聽(預先聽到)

預先向下使成裝備妥當 G4294 在前面向下使成提起懸空(預先向下使成現今=預先向下使成裝備妥當)

預先選立 G4401 在前面作伸展手之人(預先作伸手表決之人=預先行伸手表決=預先選立)

預先應承許諾 G4279 在前面在上面報信通告(預先應承許諾)

預先有分心掛慮 G4305 在前面有為使成分取配分之份(在前面有為使成部分=預先有為分開=

預先有分心掛慮)

預先有期盼指望 G4276 在前面有為預料期待(預先有期盼指望)

預先準備 G4265 在前面著眼觀看(預先著眼觀看=預先準備)

羽翼翅膀 G4420 展翅飛行之翼(羽翼翅膀)

逾越/逾越節 G3957 逾越 / 逾越節

愉悅慈祥的 G2436 愉悅慈祥的

與之一樣肯定 G3513 誠然如是(與之一樣肯定)

獄卒 G1200 拴綁之捆之看管守護者(捆鎖之看管守護者=獄卒)

再把火挑活挑旺 G0329 再向上有活活生動的火(再把火挑活挑旺)

在別處地 G0237a 從屬另外不同處地(在別處地)

在此處地 G1759 在內裏地(在此處地)

在次日地 G1887 在上面具吹拂晨風地(在上面次日地=在次日地)

在當面於前地 G1726 具在內相對對應地(在當面於前地)

再釘十字架 G0388 再向上促使有立定站住之柱(再向上促使有十字架=再釘十字架)

在地上的 G1919 在上面在地土的(在地土上的=在地上的)

在底下 G5259 在底下 [+到於=在底下 / +從屬=被從]

在地下的 G2709 向下在地表土地的(在地表土地下的=在地下的)

在底下舖開攤放 G5291 在底下舖開攤放

在底下束帶子 G5269 在底下束帶子

在底下停留持守 G5278 在底下停留持守

在底下相對拮抗 G5227 在底下具在內相對對應的(在底下在當面於前的=在底下相對拮抗的)

在底下遺留 G5277 在底下遺下留後(在底下遺留)

在底下迎面相遇 G5221 在底下成相對對應(在底下迎面相遇)

在底下迎面相遇 G5222 在底下成相對對應(在底下迎面相遇)

在底下致使提醒記得 G5279 在底下致使提醒記得

在底下致使提醒記得 G5280 在底下致使提醒記得

在端點頂好的獲得物 G0205 在極點尖端之處的堆積之物(在端點頂好的獲得物)

在對面過去 G0492 相對對應地在旁邊到來前往(相對對應地在旁邊過去=在對面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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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度清醒謹慎 G0366 再向上禁飲戒酒(再度清醒謹慎)

在各處地[同#3837] G3835a 從屬所有每一個處地(在各處地) [同#3837]

在各處地 G3837 從屬所有每一個處地(在各處地)

在海裏的 G1724 在內在鹽的(在海裏的)

在海旁邊的 G3864 在旁邊在海的(在海旁邊的)

在海旁邊的 G3882 在旁邊在鹽的(在海旁邊的)

災禍傷害 G4127 為塑造模平(為重敲打擊=災禍傷害)

在集市廣場的 G0060 在集市廣場的

在黎明的 G3721 在上升舉高之時的(在黎明的)

在鄰近之處地 G4139 在鄰近之處地

在律法內的 G1772 在內分發配置之律的(在法規慣律內的=在律法內的)

在每日上面的 G2184 在上面日子的(在每日上面的)

在面前地 G1799 具在內面貌地(具在面貌內地=在面前地)

在民中作客在旁邊的 G3927 在旁邊在上面拴綁社交之眾的(在旁邊在公眾同胞以上的=在民中作客在旁邊的)

在那個時候 G4218 並某個時候(任何時候=在那個時候)

在那裏的那個 G1565 在那裏之那(在那裏的那個)

在那裏地 G1563 在那裏地

到那裏地 G1566 向在那裏地(到那裏地)

在內 G1722 在內

在內纏繞編織 G1707 在內纏繞編織

在內促為照亮顯明的 G1717 在內促為照亮顯明的

在內點頭示意 G1770 在內點頭示意

在內定居 G1460 在內向下有住處家室(在內向下居家=在內定居)

在內膏抹 G1472 在內膏抹

在內鼓氣噴吹 G1720 在內鼓氣噴吹

在內懷孕的 G1471 在內隆起鼓圓的(在內懷孕的)

在內驚恐畏懼的 G1719 在內驚恐畏懼的

在內懼怕戰兢的 G1790 在內懼怕戰兢的

在內聚眾侵擾 G1776 在內聚群眾(在內聚眾侵擾)

在內刻寫記載 G1449 在內刻寫記載

在內誇耀 G1460a 在內有為誇口炫耀(在內有自誇=在內誇耀)

在內來去買賣之人 G1713 在內穿透通過之人(在內去之人=在內來去買賣之人)

在內淩辱 G1796 在內使有為在之上高超(在內使有為高壓蠻橫=在內使有欺凌傷損=在內淩辱)

在內起始為首 G1728 在內起始為首

在內搧火燃燒 G1714 在內搧火燃燒

在內使有誓言制約 G1774a 在內使有圍牆範圍之限(在內使有誓言制約)

在內停留持守 G1696 在內停留持守

在內投擲 G1685 在內投擲

在內顯示展現 G1731 在內顯示展現

在內顯示展現 G1732 在內顯示展現

在內行來去買賣 G1710 在內行穿透通過(在內行去=在內行來去買賣)

在內遺留下 G1459 在內向下遺下留後(在內遺留下)

在內隱藏遮掩 G1470 在內隱藏遮掩

在內有強壯大力 G1765 在內有強壯大力

在內有奢靡放縱 G1792 在內有為破碎削弱(在內有奢靡放縱)

在內蘸浸 G1686 在內淹蓋浸沒(在內蘸浸)

在內祝福稱讚 G1757 在內有好的鋪放擺出之道(在內有好的關聯陳述之語=在內祝福稱讚)

在旁邊 G3844 在旁邊 [+到於=到旁邊 / +在對=在旁邊 / +從屬=從旁邊]

在旁邊標誌記號的 G3902 在旁邊標誌記號的

在旁邊促成刺激挑動 G3951 在旁邊促成刺激挑動

在旁邊跟隨 G3877 在旁邊有同時一齊的路途(在旁邊跟隨)

在旁邊過去 G3928 在旁邊到來前往(在旁邊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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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旁邊經過 G3855 在旁邊帶領(帶領在旁邊=在旁邊經過)

在旁邊流過 G3901 在旁邊湧流(在旁邊流過)

在旁邊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G3922 在旁邊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在旁邊行過去 G3899 在旁邊行穿透通過(在旁邊行去=在旁邊行過去)

在旁邊坐定下來 G3868a 在旁邊向下坐定安頓(在旁邊坐定下來)

在旁使為範例表樣 G3856 在旁邊使為所顯示展現(在旁使為範例表樣)

在旁之外地 G3924 在旁邊乃向外出來地(在旁邊為外面地=在旁之外地)

在前面 G4253 在前面

在前面安置 G4295 在前面安置

在前面帶領引導 G4285 在前面帶領引導

在前面生發成為 G4266 在前面生發成為

在前面向著 G4314 在前面向著 [+到於=向著 / +在對=靠近在 / +從屬=為了]

在前面向著奔跑疾行 G4370 在前面向著奔跑疾行

在前面向著補充到滿 G4322 在前面向著向上促使成充滿添足(在前面向著補充到滿)

在前面向著出聲叫喚 G4377 在前面向著出聲音(在前面向著出聲叫喚)

在前面向著促請召喚 G4341 在前面向著促請召喚

在前面向著帶領 G4317 在前面向著帶領

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 G4334 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釘釘子 G4338 在前面向著促使有釘子(在前面向著釘釘子)

在前面向著發言講說 G4354 在前面向著發言講說

在前面向著負載攜帶 G4374 在前面向著負載攜帶

在前面向著滾動 G4351 在前面向著使隆起鼓圓(在前面向著滾動)

在前面向著耗盡 G4321 在前面向著向上提起消損(在前面向著耗盡)

在前面向著堅強持恆 G4342 在前面向著成魄力權勢(在前面向著堅強持恆)

在前面向著堅強持恆 G4343 在前面向著成魄力權勢(在前面向著堅強持恆)

在前面向著接納領受 G4327 在前面向著接納領受

在前面向著積欠負債 G4359 在前面向著積欠負債

在前面向著落下墜落 G4363 在前面向著落下墜落

在前面向著摸碰接觸 G4379 在前面向著摸碰接觸

在前面向著拿取 G4355 在前面向著拿取

在前面向著傾注澆流 G4378 在前面向著傾注澆流

在前面向著容許任由 G4330 在前面向著容許任由

在前面向著使成接近 G4331 在前面向著使成彎曲緊壓(在前面向著使成接近)

在前面向著使成惱恨厭煩 G4360 在前面向著使成惱恨厭煩

在前面向著提出呈上 G4323 在前面向著向上置放擺設(在前面向著提出呈上)

在前面向著貼近連合 G4347 在前面向著有黏膠(在前面向著黏貼膠合=在前面向著貼近連合)

在前面向著停留持守 G4357 在前面向著停留持守

在前面向著向上行 G4320 在前面向著向上行走移步(在前面向著向上行)

在前面向著行去 G4365 在前面向著行穿透通過(在前面向著行去)

在前面向著支搭 G4362 在前面向著繫牢固定(在前面向著支搭)

在前面行去 G4313 在前面行穿透通過(在前面行去)

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G4396 在前面照亮顯明者(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在其後地 G1899 在上面其次之後地(在其後地)

在其間來往昂然踏行 G1704 在內在周圍踩踹踐踏(在其間來往昂然踏行)

在其上 G1893 在上面若是(在其上)

在其上甚至 G1897 在上面若是甚至(在其上甚至)

在其上已然如此 G1894 在上面若是必然如此(在其上已然如此)

在其上已然如此甚至 G1895 在上面若是必然如此甚至(在其上已然如此甚至)

在其時地 G2259 在其時地

在其外 G0427 在其外

在榮耀內的 G1741 在內設想認為好的(在內榮耀的=在榮耀內的)

在上面 G1909 在上面 [+到於=到上面 / +在對=在上面 / +從屬=從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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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面查詢求問 G1905 在上面成湧流發聲(在上面查詢求問)

在上面徹底規正整頓 G1930 在上面徹底經過促使豎正直立(在上面徹底規正整頓)

在上面成沉重重壓 G1912 在上面成沉重重壓

在上面出泡沫 G1890 在上面使有泡沫(在上面出泡沫)

在上面出聲叫喚 G2019 在上面出聲音(在上面出聲叫喚)

在上面促為照亮顯明 G2014 在上面促為照亮顯明

在上面促為照亮顯明的 G2016 在上面促為照亮顯明的

在上面但凡 G1875 在上面但凡

在上面當場人贓俱獲的 G1888 在上面同一者竊賊的(在上面當場人贓俱獲的)

在上面點頭表示答應 G1962 在上面點頭示意(在上面點頭表示答應)

在上面縫紉 G1976 在上面縫紉

在上面高呼喊叫 G1916 在上面高呼喊叫

在上面膏抹 G2025 在上面膏抹

在上面供給 G2023 在上面作帶領圓環歌舞之人(在上面供給)

在上面喚醒起來 G1892 在上面喚醒起來

在上面會集聚合 G1865 在上面使有積聚集會(在上面會集聚合)

在上面堅定加固 G1991 在上面使有為立定站住(在上面使有扶持支柱=在上面堅定加固)

在上面渴望想念 G1971 在上面渴望想念

在上面渴望想念 G1972 在上面渴望想念

在上面努力奮鬥 G1864 在上面使有帶領比賽(在上面使有比賽爭競=在上面努力奮鬥)

在上面迫切需要地 G1876 在上面為再向上彎曲地(在上面強制緊壓地=在上面迫切需要地)

在上面巧遇得著 G2013 在上面巧遇得著

在上面其餘的 G1954 在上面遺下留後的(在上面遺留的=在上面其餘的)

在上面散佈播撒 G1986a 在上面散佈播撒

在上面上頭地 G1883 在上面相對對應於上地(在上面上頭地)

在上面生發成為 G1920 在上面生發成為

在上面使喘氣窒息 G1970 在上面使吹氣吐風(在上面使喘氣窒息)

在上面頌揚讚美 G1867 在上面有述說稱頌(在上面頌揚讚美)

在上面探索尋求 G1934 在上面探索尋求

在上面舔食 G1952a 在上面舔食

在上面挑起羞辱感 G1870 在上面促成有損形恥辱(在上面挑起羞辱感)

在上面題名稱呼 G2028 在上面使有所認識稱呼(在上面使有名字=在上面題稱名字=在上面題名稱呼)

在上面停留持守 G1961 在上面停留持守

在上面提起 G1869 在上面提起

在上面完成 G2005 在上面有啟行出發之終(在上面有終結=在上面完成)

在上面顯示展現 G1925 在上面顯示展現

在上面行堆起累積 G2002 在上面行堆起累積

在上面休息恢復 G1879 在上面再向上停息休止(在上面休息恢復)

在上面營建修造 G2026 在上面作住處家室修建營造之人(在上面作住家營建之人=在上面營建修造)

在上面有強壯大力 G2001 在上面有強壯大力

在上面再向上促使豎正直立 G1882 在上面再向上促使豎正直立

在上面再向上致使提醒記得 G1878 在上面再向上致使提醒記得

在上面遮蓋隱藏 G1943 在上面遮蓋隱藏

在上面轉動翻轉 G1994 在上面轉動翻轉

在上面著眼觀看 G1914 在上面著眼觀看

宰殺獻祭 G2380 急喘煙熱(宰殺獻祭)

在聖殿作工 G2418 作作工於神聖之所之人(作在聖殿作工之人=在聖殿作工)

再生復興 G3824 為重新又再的生發成為(再生復興)

在天的 G3770 在天空的(在天的)

在天上的 G2032 在上面在天空的(在天上的)

在同一處地 G0847 從屬同一者地(在同一處地)

在外面地 G1854 向外出來地(在外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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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向上促使有總結首要 G0346 再向上促使有在頭之務(再向上促使有總結首要)

在下面地 G5270 在底下向下地(向下在底下地=在下面地)

在先給與 G4272 在前面給與(在先給與)

再向上促使豎正直立 G0461 再向上促使豎正直立

再向上茂盛發旺 G0330 再向上茂盛發旺

再向上生發成為族類 G0313 再向上有生發成為之族(再向上有族類=再向上生發成為族類)

再向上使成認識知道 G0319 再向上使成認識知道

再向上致使提醒記得 G0363 再向上致使提醒記得

再向上致使提醒記得 G0364 再向上致使提醒記得

再向上束帶子 G0328 再向上束帶子

再向上探索尋求 G0327 再向上探索尋求

再向上著眼觀看 G0308 再向上著眼觀看

再向上著眼觀看 G0309 再向上著眼觀看

在夜間地 G1773 在內夜晚地(在夜間地)

在一處聚集 G1996 在上面共同帶領(在上面帶領在一起=在一處聚集)

在遠處地 G4206 在前面地(在遠處地)

在丈夫制下的 G5220 在底下男人的(在丈夫制下的)

再站立起來 G0386 再向上立定站住(再站立起來)

再站立起來 G0450 再向上立定站住(再站立起來)

再站立起來在上面 G1881 在上面再向上立定站住(再站立起來在上面)

在這裏地 G3757 從屬這個地(在這裏地)

在正義公斷之下的 G5267 在底下公平正義的(在公平正義底下的=在正義公斷之下的)

在制定定規上加添 G1928 在上面徹底經過安排定規(在制定定規上面=在制定定規上加添)

在之前地 G4250 在前面地(在之前地)

在之上高超 G5228 在之上高超 [+到於=在之上高超 / +從屬=在之上為了]

在之上高超地向外傾注澆流 G5240 在之上高超地向外傾注澆流

在之上高超於上頭地 G5231 在之上高超地相對對應於上地(在之上高超於上頭地)

栽種 G5452 行發芽生長(栽種)

栽種栽植 G5451 為行發芽生長(為栽種=栽種栽植)

在周圍 G4012 在周圍 [+到於=在周圍 / +從屬=關於] [源於"穿透通過"]

在周圍地域的 G4066 在周圍張口空缺的(在周圍間區空間的=在周圍地域的)

四面發光照耀 G4034 在周圍發光照耀

在周圍連接觸動 G4014a 在周圍扣牢繫住(在周圍連接觸動)

在周圍閃亮放光 G4015 在周圍閃亮放光

在周圍束帶子 G4024 在周圍束帶子

在住處家室的 G3609 在住處家室的

在上面行去 G1975 在上面行穿透通過(在上面行去)

早晨的 G4407 在前面早成的(清早成的=早晨的)

早的 G4406 合在前面早的(合清早的=早的)

鑿刻 G1795 促使在內有連敲重擊之模(促使在內有印模樣本=鑿刻)

遭遇船難 G3489 成帶領漂浮船舶(成船舶漂流=遭遇船難)

責令定規 G2004 在上面安排定規(責令定規)

責難輕蔑 G0557 從那裏指證駁斥(責難輕蔑)

憎恨厭惡神的 G2319 憎恨厭惡神的

贈品 G1390 所給與(贈品)

增強加力 G4517 增強加力

增添 G4129 促成有充滿添足之眾(促成有聚滿大群=增添)

怎樣如何地 G4459 某個什麼方式地(怎樣如何地)

折下切除 G1575 向外折裂破開出來(折下切除)

扎根 G4492 促使有根莖(扎根)

展翅飛行 G4072 展翅飛行

站定對立 G4714 立定站住(站定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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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舵領航者 G2942 掌舵領航者

掌管導航 G2941 掌舵領航(掌管導航)

掌擊拍摑 G4474 使有為敲落拍打(掌擊拍摑)

掌控抓住 G2902 用魄力權勢(掌控抓住)

掌控抓住世界者 G2888 用魄力權勢於整齊設置者(掌控抓住秩序體系者=掌控抓住世界者)

長老議會 G4244 具更年長之會(長老議會)

長苗生出 G0985 有苗芽(長苗生出)

帳幕 G4633 為蔭影器具(帳棚布幕=帳幕)

帳棚居所 G4636 為蔭影器具之棚(帳棚居所)

掌握操縱的 G4031 在周圍魄力權勢的(魄力權勢在周圍的=掌握操縱的)

長子名分 G4415 為最在前面地生產帶出(為首先生產帶出=為頭生長子=長子名分)

蘸浸 G0911 淹蓋浸沒(蘸浸)

站開叛離 G0646 為具從那裏立定站住離開(為具從那裏站開=站開叛離)

站立不動 G4739 已立定站住(站立不動)

佔前搶先 G4399 在前面佔前先到(佔前搶先)

佔前先到 G5348 佔前先到

沾染玷污 G3392 沾染玷污

沾染玷污 G3394 沾染玷污

戰事任務 G4752 為行乃佈陣紮營之軍(為行軍隊=為行軍作戰=戰事任務)

展示提供 G3930 在旁邊持有(展示提供)

斬首 G3990 使有塑造模平之器(使有重敲打擊之器=使有斧子=以斧子砍掉=斬首)

斬首砍頭 G0607 從那裏使有頭離開(斬首砍頭)

嶄新的 G2537 嶄新的

戰爭打仗 G4171 匆忙熙攘(戰爭打仗)

招待陌生客旅/使成陌生奇異 G3579 使成異鄉陌生(招待陌生客旅 / 使成陌生奇異)

招待所 G3578 為異鄉陌生(為陌生客旅=招待所)

找到尋見 G2147 找到尋見

召告稱呼 G1941 在上面促請召喚(召告稱呼)

照管 G4291 在前面立定站住(立定站住在前面=照管)

照料住家的 G3626 作工於住處家室的(照料住家的)

照明光體 G5458 照亮顯明之光者(光明者=照明光體)

照明物 G5322 促為照亮顯明之物(照明物)

照應關照 G1958 為在上面留意顧念(為生關懷照應=照應關照)

眨眼之間 G4493 為拋擲(眨動=眨眼之間)

遮布圍裙 G4612 具半圍纏束之布(遮布圍裙)

遮擋護庇 G0292 遮擋護庇

這多少次地 G4212 某個這個次地(這多少次地)

這多少呢 G4214 某個這個呢(這多少呢)

遮蓋隱藏 G2572 遮蓋隱藏

遮蓋隱藏在旁邊 G3871 在旁邊遮蓋隱藏(遮蓋隱藏在旁邊)

這個 G3739 這 / 這個

這個任何什麼 G3748 這個任何什麼

這個甚至 G3746 這個甚至

折裂破開 G2800 折裂破開

折裂破開 G2806 折裂破開

這每次地 G3740 這個次地(這每次地)

這每一切 G3745 這個這(這每個=這每一切)

針 G0955a 為投擲之槍(為鏢槍=鏢槍之尖=針)

珍寶貴價 G5094 為具為估值評價(為具珍貴價值=珍寶貴價)

真不是 G3780 真不是 [若為質問=豈不是呢]

真誠清純 G1505 為日光區別審斷(為清純誠真=真誠清純)

針洞 G5143a 所鑽穿(針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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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餐 G0712 最剛強結實之餐(最佳之餐=正餐)

正持續被同意承認地 G3672 正持續被有同樣相同的鋪放擺出之道地(正持續被有同樣相同的關聯陳述之語地=

正持續被同意承認地)

征服勝利 G3529 征服勝利

整個全部的 G3650 整個全部的

整個全部地 G3654 整個全部地

拯救 G4982 使為安全保險(拯救)

拯救 G4991 為使為安全保險者(為拯救者=拯救)

爭論詭辯者 G4804 共同探索尋求者(共同查問辯論者=爭論詭辯者)

正派得體的 G2887 具整齊設置的(具秩序體系的=具美容妝束的=正派得體的)

蒸氣薄霧 G0822 吹拂水汽(蒸氣薄霧)

整全完備的 G3648 整個全部的骰子籤份的(整全完備的)

掙取多得 G4333 在前面向著使有作工之工(在前面向著使有工作=進一步作工作=掙取多得)

正確切實 G0195 為在極點尖端(為確定切實=正確切實)

正如地 G5613 正如地

正如好像地 G5616 正如若是地(正如好像地)

正如同一樣式地 G5615 正如地同一者地(正如同一樣式地)

珍貴價值 G5092 為估值評價(珍貴價值)

正義公斷 G1349 公平正義(正義公斷)

爭戰搏鬥 G3164 爭戰搏鬥

爭戰搏鬥神的 G2314 爭戰搏鬥神的

爭戰爭鬥 G3163 為爭戰搏鬥(爭戰爭鬥)

掙扎忍痛 G0074 為帶領比賽(為比賽爭競=掙扎忍痛)

正直 G2118 為好地放置(為平直直接=正直)

爭執競爭 G2054 爭執競爭

震驚詫異 G1605 向外塑造模平(向外重敲打擊=震驚詫異)

針孔 G5169 所磨穿鑽孔(所穿孔=針孔)

真情實理 G0225 為不遮隱暗藏(為誠正真實=真情實理)

枕頭 G4344 在前面向著在頭之物(枕頭)

珍惜照顧 G2282 保暖孵育(珍惜照顧)

針眼 G5168 為所磨穿(為孔眼=針眼)

陣營 G3925 為在旁邊在內投擲(為擺戰列陣=陣營)

真正是地 G3689 乃正持續是地(真正是地)

真正實在的 G0228 不遮隱暗藏成的(誠正真實成的=真材實料的=真正實在的)

珍珠 G3135 珍珠牡蠣者(珠蚌者=珍珠)

這什麼樣的 G3697 這個某個什麼如此這樣的(這什麼樣的)

折彎 G2578 折彎

這樣 G3767 因此這般(這樣)

遮隱暗藏 G2990 遮隱暗藏

這在那個時候地 G3698 這個並某個時候地(這任何時候地=這在那個時候地)

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G3699 這個從屬某個地方地(這從屬任何地方地=這在屬那個地方地)

這怎樣如何地 G3704 這個某個什麼方式地(這怎樣如何地)

這正是 G3603 這個是(這正是)

至誠敬虔 G2150 為好地尊崇敬愛(為虔心誠敬=至誠敬虔)

支撐忍受 G0430 向上持有(支撐忍受)

支撐忍受卑劣不好的 G0420 向上持有卑劣不好的(支撐忍受卑劣不好的)

支持安慰 G3931 為在旁邊集市廣場之論(為在集市廣場旁邊之講論=支持安慰)

支搭 G4078 繫牢固定(支搭)

制定定規 G1299 徹底經過安排定規(制定定規)

指定定規 G4367 在前面向著安排定規(指定定規)

置放擺設 G5087 置放擺設

置放擺設在底下 G5294 在底下置放擺設(置放擺設在底下)

置放擺設在旁邊 G3908 在旁邊置放擺設(置放擺設在旁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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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放擺設在前面 G4388 在前面置放擺設(置放擺設在前面)

置放擺設在上面 G1936 在上面置放擺設(置放擺設在上面)

置放擺設在上面 G2007 在上面置放擺設(置放擺設在上面)

置放擺設在周圍 G4025 在周圍置放擺設(置放擺設在周圍)

置放擺設在周圍 G4060 在周圍置放擺設(置放擺設在周圍)

置放出來 G1620 向外置放擺設出來(置放出來)

支付償還 G5099 使估值評價(支付償還)

至高的 G5310 最為在之上高超的(最為高的=至高的)

智慧 G4678 為明智通達(智慧)

直接當面於前地 G2713 向下在內相對對應地(向下當面於前地=直接當面於前地)

直接在面前 G2714 向下具在內面貌(向下具在面貌內=直接在面前)

知覺領會 G0143 知覺領會

知覺領會 G0144 知覺領會

知覺領會之官能 G0145 具知覺領會之器(知覺領會之官能)

置開移掉 G0595 從那裏置放擺設離開(置開移掉)

置開移掉 G0659 從那裏置放擺設離開(置開移掉)

值兩個銀幣的丁稅 G1323 二個地為抓緊牢握(兩個地德拉克馬=值兩個銀幣的丁稅)

指令規定 G2003 為在上面安排定規(為責令定規=指令規定)

治理統治 G2231 為帶領引導之人(為領導治理之人=治理統治)

斥罵責辱 G3059 為漫罵斥責(斥罵責辱)

指名 G1951 在上面鋪放擺出(指名)

支配主權 G2963 為具至上主權之人(為主人=支配主權)

致使穿著 G1737 在內致使沉降垂落(致使穿著)

致使酒醉 G3182 致使酒醉

知識認識 G1108 認識知道(知識認識)

致使填飽滿足 G1705 致使在內最許多(致使填飽滿足)

致使提醒記得 G3403 致使提醒記得

致使在上面照亮顯明 G2020 致使在上面照亮顯明

致使照亮顯明在上面 G2017 致使在上面照亮顯明(致使照亮顯明在上面)

致死的 G2286 合乃死亡之死的(合死的=致死的)

肢體 G3196 肢體

職務服事 G1248 為奔走奉差之人(為服事之人=職務服事)

知曉明白 G2467 看見察覺(知曉明白)

直行 G2113 有好地放置的奔跑疾行(有平直直接的賽跑歷程=直行)

置信信託 G4100 行為勸信說服(行堅信翔實=行信=置信信託)

直腰挺身 G0352 再向上彎腰屈身(回轉彎腰屈身=直腰挺身)

至義 G1343 為全然具公平正義(至義)

只一次地 G2178 在上面一次地(只一次地)

指引道路之人 G3595 帶領引導道路途徑之人(指引道路之人)

致憂傷愁苦 G3076 致憂傷愁苦

支援濟助 G1884 在上面捍衛滿足(支援濟助)

指責抱怨 G3437 為指責歸咎(指責抱怨)

指責歸咎 G3201 指責歸咎

指責歸咎命運的 G3202 指責歸咎命定部分的(指責歸咎命運的)

指證督責 G1648a 指證駁斥(指證督責)

指證駁斥 G1651 指證駁斥

指證確據 G1650 指證駁斥之證(指證確據)

指證責備 G1649 指證駁斥(指證責備)

直至達到 G0891 到極點尖端(直至達到)

吱吱磨響 G5149 吱吱磨響

支柱 G1477 所促使成具為坐定安頓(所促使成篤定不移=支柱)

製作帳棚布幕之人 G4635 行出作成為蔭影器具之人(製作帳棚布幕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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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保 G3316 中間當中者(中保)

重殘障的 G0376 向上殘廢傷障的(重殘障的)

重擔累贅 G3591 凸起鼓脹之塊(重擔累贅)

鐘點時刻 G5610 鐘點時刻

種核顆粒 G2848 種核顆粒

中間當中的 G3319 中間當中的

終結/貨物或旅行之終結稅 G5056 啟行出發之終(終結 / 貨物或旅行之終結稅)

眾軍 G4519 糾眾集結之軍(眾軍)

重敲打擊 G4141 塑造模平(重敲打擊)

忠實可信的 G4101 屬為勸信說服的(屬堅信翔實的=忠實可信的)

中午/南面 G3314 為中間當中的白日(中午 / 南面)

種裔 G4690 所散佈播撒(種裔)

重一他連得的 G5006 具承重負荷一他連得的(重一他連得的)

中止間斷 G1257 徹底經過遺下留後(中止間斷)

種植栽培在內的 G1721 乃在內發芽生長的(種植栽培在內的)

種子 G4703 散佈播撒之種(散播種子=種子)

種族邦國 G1484 種族邦國

肘 G4083 前臂(肘長=肘) [肘為長度單位]

咒除禁物 G2616a 所向下置放擺設(咒除禁物)

舟艇 G4627 為挖掘刨鋤(挖挖中空之器=舟艇)

週圍地穿戴 G0294 週圍地穿戴

周圍環顧 G4017 在周圍著眼觀看(周圍環顧)

皺摺皺紋 G4512 為湧流拉拽(為拉拽收縮=皺摺皺紋)

咒逐禁物 G0331 所向上置放擺設(所提出呈上=咒逐禁物)

住 G3611 有住處家室(居家=住)

猪 G5300 猪 

豬 G5519 豬

拽拉牽引 G1670 拽拉牽引

抓緊牢握 G1405 抓緊牢握

專愛自己的 G5367 親愛友好的於同一者的(喜愛自己的=專愛自己的)

轉變改換 G3337 轉換使成另外不同(轉變改換)

轉動翻轉 G4762 轉動翻轉

轉動改變 G4062 在周圍轉動運轉(轉動改變)

轉動偏開 G1624 向外轉動運轉(轉動偏開)

轉返折回 G0344 再向上折彎(轉返折回)

裝扮 G0292a 使有為週圍(裝扮)

裝備妥當的 G0739 為提起懸空的(為現今的=裝備妥當的)

裝貨重載 G5414 乃負載攜帶之擔(裝貨重載)

莊稼收成 G2326 使有加熱變暖之暑(使有暑氣炎熱=收取莊稼=莊稼收成)

裝假行騙者 G1114 痛哭呻吟者(通靈附身者=裝假行騙者)

撞擊絆跌 G4350 在前面向著切砍擊打(撞擊絆跌)

裝滿的 G3324 裝滿的

裝填容納 G5562 有張口空缺(有間區空間=裝填容納)

莊嚴端正 G4587 為尊崇敬愛(為嚴肅莊重=莊嚴端正)

裝載 G1117 鼓起滿載(裝載)

轉換念頭 G3328 轉換投擲(轉換念頭)

轉換遷移地方 G3332 轉換提起(轉換遷移地方)

轉換其中 G3326 轉換其中 [+到於=到於其間(隨到後) / +從屬=從屬其間(隨同著)]

轉念悔悟 G3340 轉換有悟念知性(改變領悟認知=轉念悔悟)

專切熱誠 G1616 為向外伸展出來(為專心熱切=專切熱誠)

轉身躲開 G0665 從那裏轉動運轉離開(轉身躲開)

轉悟悔改 G3341 為轉換有悟念知性(為改變領悟認知=為轉念悔悟=轉悟悔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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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心熱切的 G1618 向外伸展出來的(專心熱切的)

專心熱切地 G1619 向外伸展出來地(專心熱切地)

轉眼注目 G0578 從那裏著眼觀看(轉眼注目)

轉意後悔 G3338 轉換留意顧念(改變留意顧念=轉意後悔)

轉移遷動 G3179 轉換立定站住(轉移遷動)

轉置移開 G3331 轉換置放擺設(轉置移開)

轉置移開 G3346 轉換置放擺設(轉置移開)

專注定睛 G0816 使有為同時一齊地伸展(使有全神貫注=專注定睛)

蛀蟲衣蛾 G4597 蛀蟲衣蛾 [同賽51:8之蛀蟲]

住處 G1886 在上面為吹拂通風(在上面帳篷=茅屋田舍=住處)

住處 G3613 具有住處家室之處(具居家之處=住處)

住處家室 G3624 住處家室

住處家室主宰者 G3617 住處家室主宰者

住的所在 G3612 所有住處家室(所居家=所住=住的所在)

主帆 G0736 提起懸吊(主帆)

煮沸灼燙 G2204 煮沸灼燙

祝福稱讚 G2127 有好的鋪放擺出之道(有好的關聯陳述之語=祝福稱讚)

朱紅色的 G2847 種核顆粒成的(胭脂蟲卵成的=朱紅色的)

追趕逼迫 G1375 致使逃跑(追趕迫求=追趕逼迫)

追趕逼迫者 G1376 致使逃跑者(追趕迫求者=追趕逼迫者)

追趕迫求 G1377 致使逃跑(追趕迫求)

追溯族譜 G1075 有為生發成為之族之鋪放擺出之道(有族類之世代的關聯陳述之語=追溯族譜)

住家營建之人 G3620a 住處家室修建營造之人(住家營建之人)

主控自約的 G1468 在內魄力權勢的(在自我控制裏面的=主控自約的)

柱廊 G4745 列柱門廊(柱廊)

逐離會堂的 G0656 從那裏離開為共同帶領的(從那裏離開為帶領在一起的=逐離會堂的)

準備快要 G3195 使留意顧念(準備快要)

準備齊妥 G2091 為使成合妥善適切(為使成妥切齊備=準備齊妥)

准許 G2010 在上面轉動運轉(轉交託付=准許)

卓絕超凡 G5236 為在之上高超地投擲(為投擲超過標準=為超過標準=卓絕超凡)

著手試圖 G2021 有在上面手(有手在上面=著手試圖)

著眼觀看 G0991 著眼觀看

卓越堂皇的 G3169 極大地突顯適宜的(卓越堂皇的)

桌子 G5132 四個於為在對腳(四腳桌椅=桌子)

住棚節 G4634 為繫牢固定為蔭影器具之棚(為支搭帳棚居所=住棚節)

主人 G2962 具至上主權之人(主人)

柱石 G4769 變硬加強之柱(柱石)

住屋家庭 G3614 為住處家室(住屋家庭)

祝謝感恩的 G2170 乃好地使有為歡喜安樂的(乃好地使有恩典惠意的=祝謝感恩的)

住在內 G1774 在內有住處家室(在內居家=住在內)

住在一起 G4924 共同有住處家室(共同居家=住在一起)

主宰者 G1203 主宰者

住在周圍 G4039 在周圍有住處家室(在周圍居家=住在周圍)

在旁邊在內聚眾侵擾 G3926 在旁邊在內聚群眾(在旁邊在內聚眾侵擾)

自卑乞求 G1162 自我拴綁(自卑乞求)

自卑乞求 G1189 自我拴綁(自卑乞求)

資產物業 G2933 所獲得擁有(資產物業)

自己同一者 G0848 自己同一者

自覺良心 G4893 共同看見察覺(共同意識明白=自覺良心)

紫瑪瑙 G5192 風信子之石(風信子顏色的寶石=藍紫色寶石=紫瑪瑙)

紫瑪瑙成的 G5191 風信子之石成的(風信子顏色的寶石成的=藍紫色寶石成的=紫瑪瑙成的)

姊妹 G0079 女同時一齊的母腹之人(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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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色衣布 G4209 紫色貽貝(紫色衣布)

諮商決意 G1014 諮商決意

紫水晶 G0271 乃不有酒醉之物(不會成醉酒之物=紫水晶)

仔細觀察了解 G2657 向下有悟念知性(向下領悟認知=仔細觀察了解)

仔細檢視 G3906 在旁邊作看護守衛之人(在旁邊行看護守衛=仔細檢視)

仔細檢視 G3907 在旁邊作看護守衛之人(在旁邊行看護守衛=仔細檢視)

滋養強健 G5142 滋養強健

恣意放蕩 G0810 為乃不使為安全保險(為無可拯救=恣意放蕩)

恣意放蕩地 G0811 為乃不使為安全保險地(為無可拯救地=恣意放蕩地)

自由自主的 G1658 往來無拘的(自由自主的)

自悅任性的 G0829 同一者歡樂滿意的(自已歡樂滿意的=自悅任性的)

自約主控 G1466 為在內魄力權勢(為在自我控制裏面=為主控自約=自約主控)

自制容忍 G0463 為向上持有(為支撐忍受=自制容忍)

自主自由 G1657 為往來無拘(為自由自主=自主自由)

自足知足的 G0842 同一者捍衛滿足的(自我捍衛滿足的=自足知足的)

總建築師 G0753 為起始為首之生產帶出之人(起始首要之工匠師=總建築師)

總結首要/總額 G2774 在頭之務(總結首要 / 總額)

棕櫚樹 G5404 棕櫚樹

縱情奢華 G4764 縱情奢華

縱然如此 G3305 的確在對那(的確其實=縱然如此)

總是地 G3842 所有每一個並這個地(所有每一個並在這樣的時候地=所有當這時地=總是地)

總是如此地 G1275 徹底經過從屬所有每一個地(總是如此地)

總是時常地 G0104 長期持久地(總是時常地)

縱飲閙宴 G4224 乃喝之宴(縱飲閙宴) 

縱慾邪蕩 G0766 為不節慾自控(縱慾邪蕩)

走避逃亡 G5437 為逃離走避(走避逃亡)

走陸路 G3978 行為在對腳(行以腳而行=行步行=走陸路)

阻擋阻礙 G1464 為在內切砍擊打(為切入阻礙=阻擋阻礙)

族父先祖 G4310a 在前面父親(先前的父親祖宗=族父先祖)

租給 G1554 向外給與(租給)

罪 G0266 為失去分配部分(為失去本份=為犯罪=罪)

最大數目的 G4118 最許多的(最大數目的)

最堅強尊榮的 G2903 最為魄力權勢的(最堅強尊榮的)

最極大的 G3176 最極大的

最末後的 G2078 最末後的

最末後地 G2079 最末後地

最特別尤其地 G3122 最特別尤其地

最微小低下的 G1646 最微小低下的

最先地 G4416a 最在前面地(最先地)

最小點 G2503 衣哦他(最小點) [音譯希伯來文最小的字母]

罪行不當 G4467 所作輕率地作工之人(所行輕率之行為=罪行不當)

罪狀因由 G0157 所提為索問要求(所提索問要求=罪狀因由)

阻攔禁止 G2967 使縮減剪修(阻攔禁止)

族類 G1085 生發成為之族(族類)

族類之世代 G1074 為生發成為之族(為族類=族類之世代)

祖母 G3125 媽咪祖母(祖母)

尊崇敬愛 G4576 尊崇敬愛

尊崇敬愛神的 G2318 尊崇敬愛神的

作保的 G1450 在內肢幹的(肢幹接合的=作保的)

左邊的 G2176 好的所認識稱呼的(好的名字的=左邊的)

作慈善恩人 G2109 作作工於好的者(作慈善恩人)

作代表特使 G4243 作年長之人(作代表特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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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地方總督 G0445 作相對對應的在之上最高超之人(作最高代替執政官=作地方總督)

坐定下來 G2516 向下坐定安頓(坐定下來)

作惡的 G2557 作工於卑劣不好的(作惡的)

作分封的王 G5075 作四個之起始為首者(作在四人聯合統治地之起首統治者=作分封的王)

作公僕 G3008 作作工於乃人民百姓之人(作服務民眾之人=作公僕)

作共同輔助之人 G4943 作共同在底下作工之人(作共同輔助之人)

作工於葡萄樹之人 G0289 作工於葡萄樹之人

作工作 G2038 使有作工之工(使有工作=作工作)

作工作完成 G2716 向下使有作工之工(向下使有工作=向下作工作=作工作完成)

作假見證人 G5576 作說謊作假的見證人(作假見證人)

作見證人 G3140 作見證人

作見證人向下相對 G2649 向下作見證人(作見證人向下相對)

作見證人證實 G1957 在上面作見證人(作見證人證實)

作經理管家 G3621 作住處家室分發配置之人(作經理管家)

作君王 G0936 作君王

作亂者 G4713a 使有立定站住者(使有站定對立者=作亂者)

作掠取聖殿之人 G2416 作有為剝除劫掠於神聖之所之人(作有掠物於聖殿之人=作掠取聖殿之人)

作露宿田野之人 G0063 作為帶領牧放之地為吹拂通風之人(作田野天井庭院之人=作露宿田野之人)

作門徒 G3100 作學習者(作學徒=作門徒)

作奴僕 G1398 作受拴綁之人(作奴僕)

坐起來 G0339 向上使成向下坐定(向上使成坐下=坐起來)

昨日地 G5504 昨日地

佐食美味 G4371 具在前面向著吃食之物(配著吃食之物=佐食美味)

左手邊的 G0710 更最剛強結實的(其次最佳的=左手邊的)

作態佯裝 G4364 在前面向著行出作成(作態佯裝)

作同工 G4903 作共同作工之人(作同工)

坐下 G2521 向下坐定(坐下)

作先鋒刺探的 G4274 在前面奔跑疾行的(跑在前面的=超前居先的=作先鋒刺探的)

作戲假裝 G5271 在底下區別審斷(生應答作戲=作戲假裝)

作戲假裝 G5272 在底下區別審斷(生應答作戲=作戲假裝)

作戲假裝者 G5273 在底下區別審斷者(生應答作戲者=作戲假裝者)

座椅 G2515 向下為坐定安頓(座椅)

作漁夫 G0232 作鹽者(作漁夫)

作證 G3141 為作見證人(作證)

族譜追溯 G1076 為生發成為之族之鋪放擺出之道(為族類之世代的關聯陳述之語=族譜追溯)

祖先長輩 G4269 在前面生發成為之祖(祖先長輩)

詛咒滅物 G2652 向下所向上置放擺設(向下所提出呈上=向下咒逐禁物=詛咒滅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