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支勒• 布特鲁斯一书》  

1 
1  尔撒麦西哈的使者布特鲁斯，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卡帕多西亚、亚细亚、庇推尼

寄居的人， 2 就是照着 真主父的预知蒙挑选，借圣灵成为圣洁，因而顺服，并且被 尔撒麦西

哈之血洒过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地加给你们。  
3  真主，我们主 尔撒麦西哈的父亲是应当称颂的。他照自己的大慈悯，借 尔撒麦西哈从亡

人中复活，重生了我们，使我们有永活的盼望， 4 能得到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

们保留在天上的基业， 5 就是你们这因信蒙 真主能力护佑的人，为要得到预备在末世要显现的

救恩。 6 因此，你们要喜乐。然而，你们现今在各种试炼中或许暂时会难过， 7 是要叫你们的信

心经过试验，就比那被火炼过，仍然会坏的金子更宝贵，可以在 尔撒麦西哈显现的时候，得到

称赞、荣耀和尊贵。 8 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爱他；现在虽然不能看见他，却信他。因此，你

们就有无法形容、满有荣耀的大喜乐， 9 因为你们得到信心的结果，就是灵魂得搭救。  
10 那些预言过你们要得恩典的先知们，都寻求考察过这救恩， 11 他们考察了在他们里面 麦西

哈的灵预先见证的，关于 麦西哈要受苦和后来得荣耀的时间与情形。 12 他们得到的启示表明，

他们服侍的不是自己，而是你们。现在，通过那些从天上派来的圣灵，把佳音传给了你们；这些

事，连天仙也想弄明白。  
13 所以要准备好你们的心，警醒谨慎，专心盼望 尔撒麦西哈显现的时候所要带给你们的恩典。 

14 你们既是顺服的儿女，就不要再效法从前无知的时候放纵私欲的生活。 
15 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

的，你们在一切行为上也要圣洁。 16 因为天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  
17 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各自行为审判的主为父，就要怀着敬畏的心，过你们寄居的日子； 18 你

们知道，你们从祖传的虚妄行为中被救赎出来，不是靠能坏的金银等物， 19 而是靠 麦西哈像羊

羔一样无缺陷、无玷污的宝血。 20  麦西哈是在造化顿亚以前，是 真主所预知的，但在末世才

为你们显现出来。 21 通过他，你们对那使他从亡人中复活、又给他荣耀的 真主有信心，使你们

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 真主。  
22 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灵，以致能真诚地爱弟兄，就要从心里热切地彼此相爱。 

23 你们通过 真主永活长存的道而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而是由于不能朽坏的种子。 24 因为
*
  

“所有的人，  

都像草一样，  

他们的荣耀，  

都像草上的花；  

草会枯干，花会凋谢，  
25 但主的道，永远长存。”  

这道就是传给你们的佳音。  

2 
1 所以要去掉一切恶毒、一切诡诈、虚伪、嫉妒和一切诽谤的话， 

2 像初生婴孩爱慕那纯净的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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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好叫你们靠它长大，进入救恩； 3 因为你们已经体验过主的美善。* 4 主是活石，虽然被人弃

绝，却是 真主所挑选所珍贵的；你们到他面前来， 5 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属灵的圣殿，做

圣洁的祭司，通过 尔撒麦西哈献上蒙 真主悦纳的属灵的祭物。 6 因为经上记着：*  

“看哪，我在锡安放了一块石头，  

就是所挑选的、宝贵的房角石，  

信靠他的人，就不致失望。”  
7 所以这石头，对你们信的人是宝贵的，但对那不信的人，却是*  

“建筑工人所弃的石头，  

成了房角的主要石头。”  
8 它又*  

“作了绊脚的石头，  

使人跌倒的磐石。”  

他们跌倒是因为不顺从这道，他们这样是必然的。  
9 但你们是蒙挑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民，是属 真主的子民，为要叫你们宣扬

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10 “你们从前不是子民，  

现在却是 真主的子民；  

从前未蒙怜恤，  

现在却蒙了怜恤。”*  
11 亲爱的，我劝你们作为过客和寄居的人，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交战的。 12 你

们在教外人中，应当品行端正，使那些人，虽然诽谤你们是作恶的，但因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就要在鉴察的日子赞颂 真主。  
13 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无论是至尊的君王， 14 或是君王所派赏善罚恶的官

员； 15 因为这是 真主的旨意，要借着你们的善行，塞住糊涂无知人的口。 16 你们是自由的人，

但不要用自由来掩饰邪恶，总要像 真主的仆人。 17 要尊重所有人，爱护弟兄，敬畏 真主，尊

敬君王。  
18 你们作仆人的，要怀着完全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仅是对善良温和的，就是专横的也要顺服。 

19 因为如果有人在 真主面前为良心的缘故，忍受冤屈的苦楚，就是有福的。 20 如果你们因犯罪

受责打而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如果因行善而受苦，能忍耐，在 真主看来，这是有

福的。 21 你们就是为此被召，因 麦西哈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

踪而行。  
22 “他从来没有犯过罪，  

口中也找不到诡诈。”*  
23 他被骂的时候不还嘴，受苦的时候也不说恐吓的话；只把自己交托给那公义的审判者。* 24 他

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不活在罪中，就能为义而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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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医治。* 25 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但现在已经回到你们灵魂的牧人和监督那里了。*  

3 
1 同样，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好使不信道的丈夫受到感动，不是因你们的言语，

而是因你们的生活，* 2 因为他们看见了你们敬畏和纯洁的生活。 3 不要仅注重外表的装饰，就如

卷头发、戴金饰、穿华丽衣服；* 4 却要在里面怀着温柔安静的心灵，作不能毁坏的装饰，这在 真

主面前是极宝贵的。 5 因为古时仰望 真主的圣洁妇女，正是这样装饰自己，顺服丈夫， 6 像撒

拉听从易卜拉欣，称他为主人一样；如果你们行善，不怕任何恐吓，就是撒拉的女儿了。*  
7 同样，你们做丈夫的，也要合情合理的与妻子一起生活。要体谅她比你软弱，要尊敬她，因为

她是和你一起承受生命的恩典的。这样，就使你们的祈求不受拦阻。*  
8 总之，你们大家要彼此同心、互相体恤、情同手足、心地温柔、态度谦逊。 

9 不要以恶报恶、

以骂还骂，倒要祝福，因为你们就是为此被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 10 因为*  

“凡希望享受人生，  

要看见好日子的，  

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  

嘴唇不说诡诈的话；  
11 也要离恶行善，  

寻找并追求和睦。  
12 因为主的眼睛看顾义人，  

他的耳朵垂听他们的呼求；  

但主的脸反对作恶的人。”  
13 如果你们热心行善，有谁能害你们呢？ 14 就算你们要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恐

吓，也不要畏惧。”* 15 只要心里尊 麦西哈为圣洁，以他为主；常常做好准备，去回答那些问你

们为什么怀有盼望的人， 16 但要用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当怀着无愧的良心，让那些诬赖你们这在 

麦西哈里有好品行的人，在诽谤你们的事上蒙羞。 17 如果 真主的旨意是要你们受苦，那么为行

好受苦，总比为干歹受苦好。 18 因为 麦西哈也曾一次为你们的罪死了，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

为要领你们到 真主面前。就肉体来说，他曾死去；就灵来说，他复活了； 19 他借这灵也曾去向

那些被监禁的灵宣讲， 20 他们就是努哈建造方舟的日子、 真主容忍等待的时候，那些不顺从的

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搭救的人不多，只有八个。* 21 这水预表的洗礼，现在也拯救你们：

不是除去肉体的污秽，而是借 尔撒麦西哈的复活，向 真主恳求纯洁的良心。 
22  麦西哈已升

到天上，在 真主的右边，天仙们、有权势的、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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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麦西哈既然在肉身受过苦，你们也应当以同样的心志装备自己，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

经与罪断绝了， 2 好叫你们不再随从人的私欲，只顺从 真主的旨意，在世上度余下的光阴。 3 因

为你们过去随从教外人的心意，生活在邪淫、私欲、醉酒、荒宴、狂饮和违法拜偶像等事当中，

时间已经够了。 4 他们见你们不再与他们同奔那纵情放荡的路，就觉得奇怪，诽谤你们。 5 他们

定要向那位预备要审判活人亡人的主交待。 6 因此，那些亡人也曾有佳音传给他们，好让他们的

肉体像人一样受审判，他们的灵却要靠 真主活着。  
7 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警醒地祈求。 8 最重要的是要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盖

许多的罪。* 9 你们要互相接待，不抱怨。 10 每个人都要作 真主各种恩赐的好管家，按照所接受

的恩赐彼此服侍。 11 宣讲的，应当按着 真主的圣言讲；服侍的，应当按着 真主所赐的力量服

侍，为要在所有事上，使 真主借 尔撒麦西哈得到荣耀。荣耀、权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

阿敏。  
12 亲爱的，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好像是遭遇非常的事， 13 倒要高兴，因为

你们既然在 麦西哈的受苦上有分，就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可以高兴快乐。 14 你们要是为 麦

西哈的名受辱骂，就有福了！因为 真主荣耀的灵，住在你们身上。 15 你们当中不可有人因为杀

人、或偷窃、或行恶、或好管闲事而受苦。 16 如果因为做麦西哈的弟子而受苦，不要以为羞耻，

倒要通过这名字荣耀 真主。 17 因为审判从 真主的家开始，就在这时候了。如果先从我们起头，

那不信从 真主佳音的人，结局将要怎样呢？  
18 “如果义人好不容易才得搭救，  

不敬虔和犯罪的人又会怎样呢？”*  
19 所以那顺着 真主的旨意而受苦的人，要继续地行善，把自己的生命交托那守信的造化者。  

5 
1 我这同作长者，也是为 麦西哈受苦作证，又是同享将来所要显现的荣耀的，劝你们当中作长

者的： 2 务要牧养在你们当中 真主的羊群，按 真主的旨意照顾他们。不是出于勉强，而是出

于甘心；不是因为贪财，而是出于热诚；* 3 也不是要压制托付你们的羊群，而是作他们的榜样。 
4 到了大牧人显现的时候，你们将得到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  

5 同样，你们青年人要顺服年长的。你们每个人也要彼此以谦逊为装束，因为  

“ 真主反对骄傲的人，  

赐恩给谦逊的人。”*  
6 所以你们要谦逊，服在 真主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将使你们升高。

*
 
7 你们要把一切忧虑

卸给 真主，因为他顾念你们。  
8 你们要谨守、警醒。你们的仇敌易卜劣厮，好像吼叫的狮子走来走去，寻找可以吞吃的人； 9 你

们要用坚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弟兄，也经历过同样的苦难。 10 赐一切恩典的 

真主，就是在 麦西哈里召你们进入他永远荣耀的那一位，在你们受了短暂的苦难之后，必定亲

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造就你们。 11 愿权能归于他，直到永远。阿敏。  
12 我通过我认为忠心的弟兄西拉，简单地写了这封信勉励你们，又向你们证实这是 真主真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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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典；你们要在这恩典上立场坚定。* 13 在巴比伦a与你们同蒙挑选的，和我儿子马可都问候你们。
* 14 你们要用爱心彼此亲吻问安。愿平安归于你们所有在 麦西哈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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