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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多书
1这封信来自上帝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
我发送这封信，是为了建立上帝所选子民的信心，并
分享可以让我们为上帝而活的真理知识。 2这给了他
们永生的希望，这永生是从不说谎的上帝很久以前承
诺的。 3在适当的时候，上帝就按照福音的宣讲，显
化他的道。这宣讲也是我遵循主上帝的命令，在他的
委托下讲述给你们。 4这封信是寄给提多的，他是我
真正的儿子，通过我们共同对上帝的信任。愿你们拥
有来自父上帝和救世主基督耶稣的恩惠和平安。

5我过去之所以把你留在克里特岛，是要你办好需
要完成的事，照我所说的在各城任命长老。 6长老的
人选必须拥有良好声誉，有一名妻子，儿女都信主，
没有人控告其放荡或不服从。 7作为上帝的领导者，
大长老必须拥有良好的声誉，不能傲慢自大、不能随
便动怒、不好酒、不打人、不贪不义之财。 8他要热
情好客, 喜爱好的事情，做良善正直的事情。他应为
上帝而活，应该自我控制， 9必须将自己奉献给那所
传授的、值得信赖的道。这样他能以正确的教导鼓励
他人，说服那些不同意的人。

10因为周围有很多背叛者，他们说了很多没有意义
的欺骗之语，尤其是来自奉行割礼的那群人。* 11他
们的言论必须停止。这些人让整个家庭陷入混乱，为
了赚钱而进行错误的传授。 12他们自己人中就有一个
先知说过†：“克里特人总爱说谎，他们就是懒惰而
贪婪的恶兽。” 13这说的是真的。因此，你要严厉地
责备他们，让他们用健全的方式相信上帝， 14不再理
会犹太人的无稽之谈和偏离正道之人的说法。 15对于
* 1:10 即那些认为割礼是救赎不可缺少环节的犹太信徒。 † 1:12
不一定是指信奉割礼派的群体或其他不同政见者团体，而是来克里特岛的某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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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洁净之人，一切都是洁净；但对于污秽和不信上
帝的人，一切都不洁净，连他们的思想和良心都是污
秽的。 16他们声称知道上帝，行为却显示并非如此。
他们是可憎的、悖逆的，做任何善事都毫无用处。

2
1至于你，你应当进行符合正确信念的宣讲。 2让
年老的男人不要饮酒，他们应该值得尊重，明白事
理，*以健全的方式相信上帝，有爱心，有耐心。 3同
样，让年老的女人应该在行为中显示他们为上帝而
活。他们不应该以言辞毁人的名声，并且不应该沉迷
于葡萄酒。。 4他们应该教导其他人什么是善行，教
导年轻的妻子爱她们的丈夫和儿女， 5要明白事理、
贞洁、做好家务、做善事、聆听丈夫对她们所说的。
只有这样，上帝之道才不会错误讲述。 6同样，让年
轻的男子要明事理。 7你应该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显
示你作为善行的榜样；在你教导的事情上，显示你的
正直和认真， 8分享无可指责的正确信念，通过这种
方式，让那些反对的人对自己感到羞愧，不再说出任
何诋毁我们的话语。 9告诉奴仆们凡事要遵从自己的
主人，让主人欢喜，不要顶嘴。 10他们不应偷东西自
己用，而是要显示出绝对的诚实，这样才能正确地代
表我们救世主上帝所讲述的真理。

11上帝拯救所有人的恩典已经显化。 12它教导我们
拒绝不虔诚的生活方式和这世间的欲望，而是要在这
个世界，在上帝面前，过着考虑周详、自控的生活，
13与此同时，期待伟大上帝和救主耶稣基督荣耀显现
的美好希望。 14他舍身为我们，这样就能救赎我们脱
离一切邪恶之事，让我们为他而变得洁净，成为属于
他的子民，热心行善。
* 2:2 “明事理”或“体贴”、“自控”、“体面。”又见 2:5、2:6
和 2:12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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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这就是你要宣讲的事情，你有权力去鼓励其他
人，在需要的时候纠正其他人。不要让任何人低看
你。

3
1你要提醒他们，遵从掌权人让他们做的，服从权
力。他们应该随时准备做任何善事。 2他们不应该毁
谤其他人，不要与他人争论，要向所有人显示温柔和
礼貌。 3曾几何时，我们也很无知、不顺服。我们受
到蛊惑，成为各种私欲和享乐的奴隶，我们过着邪恶
的生活，到处都是嫉妒和愤愤、彼此憎恨的人，

4但当我们的救世主上帝显示其良善和慈爱，他拯
救我们 5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善事，而是出于他的
怜悯。他通过重生的洁净和全新的圣灵实现这一点，
6通过我们的救世主耶稣基督，将圣灵大量倾注于我
们身上。 7既然我们因他的恩典而变得良善正直，就
可以凭着对永生的希望成为他的后代。

8你应该相信我说的这番话，希望你能强调这些指
导，让那些相信上帝的人可以认真思考自己，认真做
善事；这些都很重要，对所有人都有益。 9避免进行
毫无意义的讨论，不要迷恋家谱, 不要争论，不要对
犹太律法争吵，这都是毫无用处的，完全没有帮助。
10警告哪些曾造成不和的人，就像之前说的那样，之
后就不要在关注他们了。 11要意识到，他们已经背
道，是罪人，他们定了自己的罪。

12我派亚提马或推基古到你那里去时，你要赶快到
尼哥波立来见我，因为我已决定在那里过冬。 13你要
尽可能帮助西纳律师和亚波罗的旅程，让他们备好所
有必须的物品。 14希望我们自己人可以学习做善事
的习惯，满足他人的日常需要，他们需要做出贡献！
15和我在一起的所有人都向你问候。请把我最美好的
祝福送给那些我们的人，那些相信上帝的人。愿恩典
与你们所有人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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