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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登基的時候拿步高，{1:1} 

誰在世代，偉大的城市; 作王在的日子裡 

亞法撒，登基玉璽在 Ecbatane 中， 

{1:2} 和建在 Ecbatane 牆四圍的石頭 

鑿寬三肘和厚六肘長，和作 

七十肘，牆和虎口的高度 

五十肘︰ 

{1:3} 和設置送達的蓋茨的塔樓 

百丈多高和在虎口 

六十肘的基礎︰ 

{1:4} 和他作出的城門、 甚至門前， 

提高到七十肘的高度和寬度的 



他們是四十肘，為出入之處他強大 

軍隊，並為他的步兵陣列中的設置︰ 

{1:5} 即使在那些天王拿步高用戰爭 

與國王養女大平原，這是在平原 

Ragau 的邊界。 

{1:6} 那裡臨到他所有他們所住的 

山的國家，並由底格裡斯河和幼發拉底，所有的居住和 

朝思暮想和平原的護衛長亞略 Elymeans，國王 

和很多國家的 Chelod，組裝的兒子 

自己的戰鬥。 

{1:7} 然後拿步高王的亞述人發送 

所有說住在波斯，和所有向西，住 

和那些住在基利家和大馬士革，和 

黎巴嫩和 Antilibanus，並向所有住在海面上 

海岸， 

{1:8} 和那些各國的了 



卡梅爾，和肋，和更高的加利利和大 

Esdrelom 平原 

{1:9} 和所有的人在撒馬利亞和城市， 

其中，內外約旦河，見耶路撒冷和磺酸吡啶鹽，和 

Chelus，Kades，埃及河和諾夫， 

拉姆和 Gesem 土地 

{1:10} 直到你們來超越坦尼斯和孟菲斯，和 

埃及，直到你們來到的邊界的所有居民 

埃塞俄比亞。 

{1:11} 但這片土地的所有居民都作出之光 

亞述人，拿步高王的命令 

也沒有去他們與他爭戰。因為他們都不 

怕他︰ 是的他是他們作為一個人，和他們之前 

從他們打發他的大使，如果沒有效果，和 

與恥辱。 

{1:12} 因此步高很生氣， 



這一切的國家和他的王位和王國，起誓， 

他肯定會在所有這些海岸的大數，報仇 

大馬士革，敘利亞，和他會用殺 

劍的摩押地的所有居民和 

亞捫人，和猶太全地，和所有的孩子們 

埃及，直到你們來到兩個海洋的邊界。 

{1:13} 然後他行軍戰鬥陣列中與他的力量 

反對國王養女在十七年，和他 

在他的戰鬥中占了上風︰ 因為他推翻了所有的力量 

亞法撒，和馬兵和所有的戰車， 

{1:14} 和成為了他的城市，耶和華臨到 

Ecbatane，和把塔，破壞了街道 

其中，和其美麗變為羞辱。 

{1:15} 他也採取了亞法撒山區的 Ragau， 

擊打他通過的飛鏢，並摧毀了他 

完全是那一天。 



{1:16} 所以他後來回到世代，他都和 

他的雜物被很大的國家的所有公司 

眾人的戰爭，和他在那兒拍了他的易用性，和 

就任，他和他的軍隊，三百二十 

天。 

{2:1} 和十八年、 兩個和二十 

一天的第一個月，有傳言中的房子 

他應該為他的亞述人的王拿步高 

說，為自己報仇的地球上。 

{2:2} 所以他叫來所有的軍官，和所有他 

貴族們，與他們溝通，他的秘密和律師，和 

結束困擾，整個大地已失去自己 

嘴裡。 

{2:3} 然後他們下令摧毀所有的肉，沒有 

因順服他的嘴。 

{2:4}，當他結束他的律師， 



亞述人的王拿步高叫荷羅孚 

他的軍隊，這是下一個耶穌，隊長和 

對他說。 

{2:5} 因此說偉大的國王，整個主 

地球，看哪，必從我的存在，和 

拿著你的人在他們自己的力量，這種信任的 

步兵一百二十萬;和數量 

馬和騎馬者 1 萬 2000。 

{2:6} 和你要享大壽數，反對所有的西方國家， 

因為他們不服從我的命令。 

{2:7} 和你必吩咐他們為我準備 

地球和水︰ 因為在我怒中必 

和會蓋住整個臉的地球的腳 

礦井的軍隊，和我會給他們為眾人擄︰ 

{2:8}，他們被殺的人須填寫他們的山谷和布魯克斯 

和河應充滿他們的死，直到它溢出︰ 



{2:9}，將他們俘虜導致的最大部件 

所有地球。 

{2:10} 因此必。和先 

對我來說他們的境界︰ 如果他們將降伏自己 

耶和華，你必保護他們為我直到一天他們 

處罰。 

{2:11} 但關於他們的反叛，讓不是你的眼 

憐恤他們;但把它們放到宰殺之地，和溺愛 

屍首不敢當。 

{2:12} 為我活著，和我的王國，國 

任何過了，，我會通過我的手。 

{2:13}，並採取你留意你逾越都不 

耶和華的誡命你，但完成他們充分， 

如我所吩咐你的和推遲不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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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然後荷羅孚出去的存在 



他主，而且叫艾裡的州長和隊長，和 

杆; 陸軍軍官 

{2:15} 和他作為糾集打仗的精兵 

他的主吩咐他，百二十 

千人，和 1 萬 2000 弓箭手騎馬; 

{2:16} 和他不等他們，作為一支偉大的軍隊下令為 

這場戰爭。 

{2:17} 和他帶駱駝和驢為他們的馬車， 

很大的數目;羊牛並無公山羊 

他們提供的編號︰ 

{2:18} 和大量的軍隊，每個男人的軍長 

和很多黃金和白銀出國王的房子。 

{2:19} 然後他出去和他所有的力量去之前 

王拿步高在航行中，並覆蓋所有 

地球向西與他們的戰車，和 

馬兵和他們空房的步兵。 



{2:20} 偉大的號碼也各式各樣國家了 

他們像蝗蟲，，像地球的砂︰ 為 

群眾是沒有數位。 

{2:21} 和他們出去的世代三天的路程 

對平原的 Bectileth，和 Bectileth 從音調 

這是在左手的上部山附近 

基利家境內。 

{2:22} 然後他花了他所有的軍隊，他的步兵，和 

騎兵和戰車，並從那裡走進小山 

國家; 

{2:23} 和摧毀了 Phud 和長眠，和破壞了所有 

兒童的謙和孩子們的以色列，其中 

朝南的土地的荒野 

Chellians。 

{2:24} 然後他越過幼發拉底，然後 

美索不達米亞，並銷毀所有的高的城市， 



後河 Arbonai，直到你們來到海。 

{2:25} 和他帶的大數，邊界和殺死所有 

拒絕他，並來到雅弗的邊界的 

是向南，與沙烏地阿拉伯。 

{2:26} 他圍困所有馬甸，孩子們和 

燒掉了他們的帳棚，弄壞了他們的羊圈。 

{2:27} 然後他進平原的大馬士革在 

小麥的時間收穫，並燒掉了自己所有的領域，和 

摧毀了他們的羊群和牛群，也他寵壞了他們的城市， 

完全浪費了他們的國家，和擊殺他們所有的年輕人 

刀劍的鋒刃的男人。 

{2:28} 因此害怕和恐懼的他落到了所有 

海海岸，在西頓的居民和 

推羅，和他們住在河畔和 Ocina，和所有的 

住在 Jemnaan;和他們所住的腓和 

阿什凱隆人敬畏他。 



{3:1} 所以他們派耶穌來治療的大使 

和平，說， 

{3:2} 看哪，我們拿步高的僕人 

偉大的國王躺在你面前。使用我們須好在你 

視線。 

{3:3} 看哪，我們的房子，和我們所有的地方，和所有我們 

領域的小屋的牛群，羊群和小麥， 

我們的帳篷躺在你的面前;使用它們作為它逃走。 

{3:4} 看哪，甚至我們的城市和其上的居民 

是你的僕人;來和處理它們作為良好的意旨而行 

耶和華。 

{3:5} 所以男子來荷羅孚，並宣佈你們 

他以這種方式後。 

{3:6} 然後下來他向海岸，他都 

和他的軍隊和集駐軍在最高的城市，並花了 

他們選擇男人的援助。 



{3:7} 所以他們和所有國家四圍收到 

他們與花環、 舞蹈，和鼓。 

{3:8} 但他打倒自己的邊界，並砍倒 

他們的木偶︰ 因為他已經下令摧毀所有的神 

土地，所有國家應該都崇拜步高 

只有，和所有的舌頭和部落應求告他作為 

神。 

{3:9} 也來到對面爾默附近那裡 

猶太全地，和裘蒂亞大帝海峽的對面。 

{3:10} 和他搭之間迦巴和 Scythopolis， 

他逗留了整整一個月，那他可能收集 

在一起的他的軍隊的所有車廂。 

{4:1} 現在孩子們的以色列，住在猶太全地， 

所有聽到荷羅孚的千夫 

對做過的亞述人的王拿步高 

聯合國，和後採取何種方式他弄壞所有他們 



寺廟，並把他們帶到零。 

{4:2} 所以他們卻甚懼怕他，和 

感到困擾的耶路撒冷，耶和華的殿， 

他們的神︰ 

{4:3} 為他們新返回的被擄， 

和所有的人的猶太最近聚在一起︰ 

和血管，和祭壇和房子，被分別為聖 

後的褻瀆。 

{4:4} 所以他們送入撒瑪利亞，所有的海岸， 

和村莊和貝特，和 Belmen 和耶利哥的時候， 

喬巴和 Esora，並向薩利姆谷︰ 

{4:5} 和擁有自己事先的所有 

上衣的高山，和土圍子， 

他們都和奠定了官吏為戰爭提供︰ 

在他們的領域被晚收穫了。 

{4:6} 也 Joacim 大祭司，在那些 



在耶路撒冷，天寫信給他們，住在伯夙利亞，和 

Betomestham，這是對朝爾默 

打開國家，接近 Dothaim， 

{4:7} 收取他們保持山通道 

國家︰ 因為他們沒有入口到猶太全地，和它 

很容易停止他們會上來，因為 

通過在最是直的兩個男子。 

{4:8} 和以色列人作為 Joacim 高 

牧師吩咐他們，與古人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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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 

{4:9} 然後以色列人哭喊著求神與大 

熱情，和他們謙卑與偉大 vehemency 沒有他們 

靈魂︰ 

{4:10} 都，和他們的妻子和他們的孩子，和 

他們的牲畜，和每一個陌生人和雇工，和他們 



公務員買了有了錢，在他們的腰束麻布。 

{4:11} 因此每個男人和婦女，和小 

兒童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下跌前 

寺和鑄灰燼在他們的頭和散佈他們 

麻布在主的面前︰ 他們還把 

麻布祭壇的 

{4:12} 到以色列神都同意一個哭了 

認真，那他會不給子女為掠物， 

和他們的妻子為擄物和他們繼承的城市 

破壞，和對褻瀆聖所， 

責備，和國家名歡呼。 

{4:13} 所以神聽見他們的禱告，地看著他們 

煩惱︰ 為人禁食多天猶太全地和 

前一日萬軍之耶和華的聖所，耶路撒冷。 

{4:14} 和 Joacim 大祭司和所有的祭司， 

站前主，和他們的伺候 



主啊，有他們的腰束麻布，和提供 

日常的燔祭，誓言與自由的禮物 

人， 

{4:15} 對其冠，骨灰和哀求 

用他們所有的力量，，他會把所有的主 

以色列家慷慨。 

{5:1} 當時它宣佈對荷羅孚，長官 

軍隊的杆，當時的以色列兒童的隊長 

準備發動戰爭，和人焉能追趕山的段落 

國家，並強化高小山的山頂， 

尚貝恩國家障礙奠定了︰ 

{5:2} 乃是他很生氣，並要求所有 

王子的摩押地和亞捫人，和所有軍長 

海洋海岸，州長 

{5:3} 和他對他們說，告訴我現在，你們兒子的 

罕，此人是，住在山裡頭 



國家，和他們所居住的城市是什麼和什麼 

就是很多他們的軍隊，和所述是他們的力量 

什麼國王是集超過他們，或船長和強度， 

他們的軍隊; 

{5:4} 和為什麼他們決定不來了， 

滿足我，超過所有西居民。 

{5:5} 然後說 Achior，所有的兒子的隊長 

亞捫人，讓我現在聽到一個字從嘴裡的主 

我和你的僕人，將必向你說明真相關于 

這人，裡頭靠近你，並奪取了山 

國家︰ 和沒有不得來的口中 

你的僕人。 

{5:6} 此人的祖先的迦勒底人︰ 

{5:7} 他們迄今寄居在美索不達米亞， 

因為他們不會跟隨他們列祖的神 

其中在迦勒底土地。 



{5:8} 因為他們離開了我，是他們的祖先和 

敬拜神的天堂，他們認識的神︰ 

所以他們從他們的神，和他們的臉上將他們趕 

逃到美索不達米亞，與很多天在那裡寄居。 

{5:9} 然後他們的神吩咐他們背離 

在那裡他們寄居的地方的地方，走進的土地 

客納罕︰ 住，而隨金 

銀，和非常牛在吃草。 

{5:10} 但當饑荒覆蓋的所有土地 

客納罕，他們走進埃及，並在那裡寄居 

雖然他們養育了，並且成為了那裡的大 

眾多，所以那個不能數他們的國家。 

{5:11} 因此埃及王起來攻擊他們， 

和詭計待處理它們，並帶來了他們低配 

在勞作中磚，和使他們的奴隸。 

{5:12} 然後他們哀求他們的神，和他擊殺所有 



埃及土地與治癒瘟疫︰ 所以埃及人 

他們趕出他們的視線。 

{5:13} 和上帝幹紅海之前他們， 

{5:14} 和把他們帶到西奈山，和德士- 

巴恩，出去扔在所有住在荒野中。 

{5:15} 所以他們住在亞摩利人，和他們的土地 

被他們的力量摧毀所有他們的 Esebon 和傳遞 

過約旦河，他們擁有所有山地。 

{5:16} 他們出去扔在他們面前客納罕人， 

上，耶布斯人，和 Sychemite，以及所有 

Gergesites，和他們住在該國許多天。 

{5:17}，雖然他們不在他們的神之前, 得罪了他們 

繁榮，因為上帝恨惡罪惡的是與 

他們。 

{5:18}，但當他們離開了他 

委任他們，他們毀壞了許多戰鬥中很 



喉嚨痛，和被帶領的俘虜到土地不是他們的 

他們神的廟被扔到了地上，和 

他們的城市被敵人。 

{5:19} 但現在是他們回到他們的神， 

從他們散落的地方過來， 

具備了耶路撒冷，在那裡他們的聖所，並 

坐在小山國家;因為它是荒涼。 

{5:20} 現在因此，我的主和總督，如果有 

任何錯誤這百姓，和他們得罪他們的神， 

讓我們認為這應是他們的毀滅，讓我們去了， 

和我們應克服它們。 

{5:21} 但是如果有不公正行為在他們的國家，讓我 

耶和華現在地經過，免得他們耶和華必保護他們，和他們的

神 

對他們來說，能和我們成為前世界上所有的羞辱。 

{5:22} 和 Achior 說完了這些話，所有 



站著喃喃地說，帳篷的四圍的人和 

首席男子的荷羅孚，一切就住在海邊， 

和在摩押地吩咐他要殺了他。 

{5:23}，他們說，我們不會害怕的臉 

以色列:，瞧，這是沒有人 

實力也強大戰鬥力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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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現在因此，主荷羅孚，我們將去了， 

和他們應被吞噬你的軍兵的獵物。 

{6:1} 當是關於男性的騷動 

安理會停止，荷羅孚千夫的 

Achior 和之前的所有摩撒說軍隊的杆 

該公司所有的其他國家， 

{6:2} 和誰你，Achior，和的雇傭工 

以法蓮，那你竟至於天，預言反對我們和 

耶和華說，我們應該與人民不要戰爭 



以色列，因為他們的神將捍衛他們嗎？誰是上帝 

但拿步高嗎？ 

{6:3} 他會送他的權力，並將摧毀他們從 

面對地球和他們的神，不得交付他們︰ 

但我們作他僕人會破壞他們如同一人;因為他們 

將不能維持我們的馬的力量。 

{6:4} 為與他們我們將他們踐踏在腳下，和 

其山應醉著他們的血，和他們 

欄位應充滿他們的屍體，和他們 

腳步聲不應能夠站在我們面前，他們須 

完全滅亡，說王拿步高，萬有的主 

地球︰ 因為他說，我的話沒有必徒然。 

{6:5} 和 Achior，亞捫人，雇工啊， 

你講這些話，你的罪孽的日子、 必 

看到我的臉不再從這一天，直到我報仇 

這個國家的人出了埃及。 



{6:6} 必有的礦井軍隊，劍和 

他們為我服務，你的面，通過眾多和 

你倒在他們被殺的人，當我回來時。 

{6:7} 現在因此我的僕人必使你回來 

入山的國家，並應設置你的城市之一 

段落︰ 

{6:8}，你必不至滅亡，直到你被毀滅 

與他們。 

{6:9} 如果你說服你自己在你的心，那他們 

應採取，讓愁容不落︰ 說的 

和我的話沒有應歸於徒然。 

{6:10} 然後荷羅孚吩咐他的僕人， 

在他的帳篷裡，Achior，並把他帶到伯夙利亞，等待 

並把他手中的以色列兒童。 

{6:11} 這樣他的僕人拿著他，領他出 

營，有平原，他們又從中間 



成山的國家和噴泉臨到平原， 

伯夙利亞下了。 

{6:12} 和城裡的人看見他們，當他們用了 

他們的武器，並出城去的頂部 

山︰ 和每個用吊索的人把他們從到來 

通過鑄造的反對他們的石頭。 

{6:13} 不過完暗暗下了山， 

他們綁定 Achior，和打倒了他，並留他在 

山頂上，腳和返回到他們的主。 

{6:14}，但以色列人的後裔他們的城市，和 

臨到他，解開他，並把他帶到 

伯夙利亞，並提出他對城市的州長︰ 

{6:15}，是在那些日子裡烏西亞的米莎，兒子 

西緬和沙布裡的 Gothoniel，兒子利未支派 

和 Charmis Melchiel 的兒子。 

{6:16} 和他們召集了所有的長老 



城市，和所有的青春跑在一起，和他們的婦女，到 

在所有設置 Achior 大會，和他們自己 

人。烏西亞問他的當時所作。 

{6:17} 和他回答並宣佈耶穌 

安理會的荷羅孚，單詞和所有的單詞， 

他曾在王子的杆，和 

任何荷羅孚曾自豪地對 

以色列家。 

{6:18} 然後人民就俯伏敬拜神， 

和神哭了。說， 

{6:19} 耶和華神的天堂，不料他們的驕傲與遺憾 

較低的樓盤的我們的國家和那些臉上的表情 

這一天，被聖潔耶和華。 

{6:20} 然後他們安慰 Achior，並表揚了他 

很大。 

{6:21} 烏西亞把他帶到了自己裝配出 



房子，和一場盛宴向長輩;他們呼籲 

以色列的神為説明那天晚上。 

{7:1} 第二天荷羅孚指揮他的軍隊， 

和他的所有人，來代替他的位置， 

他們應該刪除他們反對伯夙利亞，採取的營地 

事先攀登山的國家，並使戰爭 

針對以色列的兒童。 

{7:2} 然後他們強壯的男人中，去除他們的營地 

一天和軍隊的戰爭的男人是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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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旁邊的行李和其他男人了，一齊 

他們有很多。 

{7:3} 在山谷附近歸伯夙利亞，紮營 

噴泉，和他們遍佈自己寬 

Dothaim 甚至 Belmaim，並在長度從你們伯夙利亞 

Cynamon，對面爾默。 



{7:4} 現在的以色列，當他們看到孩子們 

眾多的他們，大大驚慌了，和每一個人說 

到他的鄰居，現在將這些男人舔的臉 

地球;為既不是高山，也不是山谷，也不 

山，是能夠承受他們的重量。 

{7:5} 然後每人拿起他的武器的戰爭，和 

當他們已經燃起大火後他們的塔，他們 

仍然，看著所有的夜晚。 

{7:6} 但在荷羅孚帶來的第二天所有 

馬兵的以色列兒童眼中的 

在伯夙利亞， 

{7:7} 和查看通道最多的城市，然後來到了 

他們水的泉源和帶他們，並設置 

駐軍的戰爭，而他自己刪除的男人 

向他的人民。 

{7:8} 然後來到他的孩子們的所有首席的 



以掃和各省省長人民的摩押人，和 

海海岸，船長說， 

{7:9} 讓我們的主現在聽到一句話，那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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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的軍兵推翻。 

{7:10} 為此以色列人不信任 

在他們的矛，但山的高度在其中 

他們同住，因為它是不容易的頂上來 

他們的山。 

{7:11} 現在我的主，因此，不與他們在作鬥爭 

戰鬥陣列，且不像一個人的你 

人滅亡。 

{7:12} 仍然在你的陣營，並保持所有的男人，那是你的 

軍隊，並讓你進入他們的手在噴泉的僕人 

水，issueth 規定的山腳下︰ 

{7:13}，伯夙利亞的所有居民都有他們的水 



那裡;所以應渴殺了他們，和他們應放棄他們 

城市，和我們和我們的人民應轉到頂部 

山附近，並在他們身上，看他安營 

沒有一個走出城。 

{7:14} 因此，和他們的妻子和他們的孩子應 

消耗，用火和劍來反對之前 

他們，他們就在街上傾覆在哪裡他們 

同住。 

{7:15} 因此你必使他們邪惡的獎勵; 

因為他們反叛，和和平遇到不是你的人。 

{7:16} 和這些話高興荷羅孚和所有他 

僕人和他任命辦，因為他們已經講了話。 

{7:17} 所以營的亞捫人離開了， 

他們五千的亞述人，與他們 

安營在山谷裡，和帶著水，水和噴泉 

以色列的水域。 



{7:18} 然後以掃子孫和同去 

亞捫人，安營在山地上 

針對 Dothaim︰ 和他們打發幾個法他們奔向 

南、 朝東對面 Ekrebel，這是 

近歸 Chusi，這就是後溪 Mochmur;和 

其餘的亞述人的軍隊駐紮在平原，和 

覆蓋整個土地; 面對和他們的帳篷和 

車廂被摔到有很多。 

{7:19} 然後以色列就呼求耶和華 

他們的神，因為他們的心失敗，他們的敵人 

已經圍困他們四圍，還有沒辦法 

從他們中逃脫。 

{7:20} 因此杆公司仍然是關於 

他們，他們的步兵、 戰車，和馬兵、 四和 

三十天，這樣的水所有船隻都不都及格 

一個，伯夙利亞回頭是岸的做法。 



{7:21} 和水箱全部被清空，而且他們也不 

水喝飽一天;給了他們 

喝的措施。 

{7:22} 所以他們年輕的孩子們的心， 

和他們的青年男女的渴，昏倒了，下跌 

在街道的城市，和通過的通道 

蓋茨，和那裡是不再任何力量。 

{7:23} 然後所有的人都聚集到烏西亞，和 

主要的城市，年輕男子和婦女，兒童， 

喊著一個響亮的聲音，和之前所有長老，說︰ 

{7:24} 神將我們與你之間來判斷︰ 你們 

做我們極大的傷害，在這你們沒有所需的和平 

杆的孩子們。 

{7:25}，現在我們有沒有幫手︰ 但上帝賜給賣給我們 

到他們的手裡，我們應該被拆毀，他們 

他們與饑渴和巨大的破壞。 



{7:26} 現在因此給他們打電話給你們，和交付 

全市為擄物向荷羅孚，人民和所有的 

他的軍隊。 

{7:27} 為更好地為我們做眾人，擄物 

比為乾渴而死︰ 我們將為他的僕人，那我們 

存活，也不看看我們之前的嬰兒死亡的靈魂 

我們的眼睛，我們的妻子也我們的孩子去死。 

{7:28} 我們採取人作見證告你的天堂， 

地球，和我們的神與我們列祖，正如耶和華藉宥 

我們根據我們的罪和我們列祖的罪孽，他 

做不照我們已經說過這一天。 

{7:29} 當時大一同意在哭泣 

程式集; 之中他們哀求耶和華神 

與一個響亮的聲音。 

{7:30} 然後烏西亞對他們說，弟兄們，會好的 

勇氣，讓我們還忍受五天，在這空間 



耶和華我們的神可能會變成他的慈愛向我們;因為他不會 

完全拋棄我們。 

{7:31} 如果經過這些天，再沒有説明 

到我們那裡，我會照你的話做。 

{7:32} 和他分散的人，每個人都對他們 

自己的電荷;他們往牆壁和塔 

他們的城市，和發送的婦女和兒童到他們 

房子︰ 和他們是非常低的在城裡。 

{8:1} 現在在當時裘蒂絲聽見，這是 

拉利的子孫，牛，約瑟的兒子的兒子的女兒 

澤爾，Elcia，亞拿尼亞的兒子的兒子的兒子的兒子 

戈登，Raphaim，Acitho 的兒子的兒子的兒子 

Eliu，拿但業的兒子的兒子以利押的兒子 

賽繆爾，Salasadal，以色列的兒子的兒子。 

{8:2} 和瑪拿西是她的丈夫，她的部落的和 

親情，誰死在大麥收割。 



{8:3}，當他站在監督他們綁定捆 

在欄位中，熱臨到他的頭，和他落在他 

床上，和死于伯夙利亞市︰ 他們把他安葬 

他列祖同在 Dothaim 和紅檀香之間的競爭。 

{8:4} 所以裘蒂絲是一個寡婦，她的房子在三年和 

四個月。 

{8:5} 和她上了一頂帳篷在她的房子，上面 

披上麻布她腰上的帶子和潔具寡婦的 

服裝。 

{8:6} 和她保存禁食的寡婦，每一天 

安息日，和安息日，前夕和的前夕 

新月，新月和節期和 

莊嚴的天的以色列家。 

{8:7} 她也是面容的華美，和非常 

美不勝收︰ 和她的丈夫默離開她 

黃金，銀，僕婢和婢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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牲畜和土地;和她仍然在他們身上。 

{8:8} 沒有給她生病的詞;ar 她 

令人敬畏神。 

{8:9} 現在當她聽到惡言的人 

反對州長，那他們暈倒因缺水;為 

裘蒂絲 · 聽說烏西亞的吩咐的所有單詞 

他們，和他曾發誓要交付這座城歸 

亞述人之後五天; 

{8:10} 之後，她送給她的 waitingwoman，有 

所有的事情，她不得不，叫烏西亞政府和 

查布裡斯和 Charmis，城市的古人。 

{8:11} 他們臨到她，和她對他們說， 

現在聽我說，O 你們州長的居民的 

伯夙利亞︰ 對於你說你們過話之前 

人這一天是不正確的觸摸這誓言哪你們 



提出和宣告上帝與你，並有 

答應交付的城市，我們的敵人，除非內 

這些天耶和華要説明你。 

{8:12}，現在你們有試探神，這又是誰 

一天和上帝並不是站在人類的孩子嗎？ 

{8:13}，現在試著萬軍之耶和華，但你們永遠不會 

知道任何事情。 

{8:14} 因為你們找不到的人，心靈的深處 

你們既不能感知他心裡的事情︰ 那麼如何 

你們可以搜索出上帝造這一切的事，和 

瞭解他的心思，或理解他的目的嗎？不僅如此，我 

弟兄們，惹不主我們的上帝的憤怒。 

{8:15} 如果他不會幫我們這些五天內，他 

權柄來保衛我們，當他將甚至每一天，或 

摧毀我們之前我們的敵人。 

{8:16} 不綁定耶和華我們的神的忠告︰ 為 



神不是人，他可能受到威脅;也不是他 

作為人的兒子，他應該會動搖。 

{8:17} 因此讓我們等待救贖的他，並且調用 

他來説明我們，他會聽到我們的聲音，如果它請 

他。 

{8:18} 那裡出現沒有在我們的時代，也沒有 

在這些日子裡任何現在部落，家庭，無論是人， 

也不在我們中間，崇拜神人手所造的作為市 

素來往日。 

{8:19} 為導致給我們列祖 

劍，和為擄物，和之前摔了我們 

敵人。 

{8:20} 但我們知道沒有其他的神，因此我們相信 

他會不輕視我們，也不是任何我們的國家。 

{8:21} 為如果我們採取這樣，猶太全地不得浪費，和 

應寵壞我們的聖所;他將需要 



其在我們嘴裡的褻瀆。 

{8:22} 和屠殺我們的同胞，和 

被擄的國家與蒼涼的我們 

繼承，他會在外邦人，我們頭上 

屍首我們應在役;而我們應 

罪行和所有他們的羞辱，擁有我們。 

{8:23} 為不應針對我們奴役傾向︰ 

但耶和華我們的神應把它以蒙受恥辱。 

{8:24} 現在因此，O 的弟兄們，讓我們的示例指示 

對於我們的兄弟，因為他們的心取決於我們，和 

聖所和房子和壇，休息在我們身上。 

{8:25} 此外讓我們稱謝耶和華我們的神， 

其中試驗我們，也跟他一樣我們的祖宗。 

{8:26} 記得他對亞伯拉罕，做什麼事情， 

他被怎麼以撒和雅各那裡發生了什麼事 

敘利亞美索不達米亞，當他把拉班的羊他 



媽媽的兄弟。 

{8:27} 他神不盡了我們在火裡，像他那樣， 

為他們心中的考試，也不他奪 

我們的復仇︰ 但耶和華豈鞭打他們來 

附近的耶穌，告誡他們。 

{8:28} 然後對她說︰ 烏西亞，你所說的一切 

你耶和華與善良的心，並沒有， 

可能會否認你所說的話。 

{8:29} 這不是你的智慧是其中的第一天 

表現;但從一開始你所有的日子 

人們已經知道你的理解，因為 

處置的你是心的好的。 

{8:30} 但人民非常口渴，並且迫使我們 

耶穌對他們做，我們有發言，並將誓言 

對自己，我們不會中斷。 

{8:31} 因此現在你為我們禱告，因為禰 



敬虔的女人和耶和華將寄雨來填補我們 

水箱，和我們會暈沒有更多。 

{8:32} 然後耶穌對他們說裘蒂絲，聽我說，我會做 

一件事，直到萬代到去好嗎 

我們國家的孩子。 

{8:33} 你們應站在大門口，這個夜晚，我會去 

憑著我的 waitingwoman︰ 和天內你們 

已答應耶和華向我們的敵人提供城市 

我的手將訪問以色列。 

{8:34} 但詢問你們不礦山法︰ 因為我不會 

聲明它你們，直到完成的事情，我做。 

{8:35} 然後烏西亞和眾首領對她說︰ 進去 

和平與耶和華神會在你面前，要報仇 

對我們的敵人。 

{8:36} 所以他們從帳篷，又去了他們 

病房。 



{9:1} 裘蒂絲落在她的臉，和放在她身上的灰燼 

頭，併發現了麻布安慰她 

穿上;和時間，那天晚上的香 

在耶路撒冷的耶和華裘蒂絲家中被提供 

與一個響亮的聲音，喊著說， 

{9:2} 耶和華神啊我父親屬西緬人的你 

一把劍來報仇的陌生人，賜給誰 

鬆開玷污她，女傭的手工作腰帶和發現 

到她大腿羞恥，和污染她的童貞獻給她 

責備;你卻說，它不應如此;然而他們做到了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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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為何你賜給他們的統治者，被殺，所以 

他們染成了血，上當受騙，在他們的床上和 

擊打他們的領主，與在上的議院公務員 

他們的寶座; 



{9:4} 和為掠物，賜給他們的妻子和他們 

女兒被擄的人和他們的戰利品將被劃分 

你親愛的兒童;其中以你的熱情，感動 

憎惡的血液，污染和呼籲 

你為援助︰ 神啊，我的神啊也聽到了我一個寡婦。 

{9:5} 為你投靠你不只是這些東西，但 

也這掉之前，和隨後發生的事情 

後;你你認為對的事，現在，和 

這是來。 

{9:6} 是的你禁食確定什麼東西表現在準備好 

另一方面，又說，看哪，我們在這裡︰ 你所有的方式為 

準備好，你的典章，在你的預知。 

{9:7} 為，不料，亞述人成倍增加他們 

電源;他們是尊貴與馬和人;他們的榮耀中 

強度的他們的步兵;他們相信在盾和矛， 

弓和索具;不知道你是耶和華， 



淩辱的戰鬥︰ 耶和華是你的名字。 

{9:8} 丟下他們的力量在你的力量，並帶來 

向下的在你震怒之下他們力量︰ 因為他們已經定了目標要 

玷污你的聖所，並污染帳幕在那裡你 

光榮的名字存在聰明人和要打倒用劍角 

你的祭壇。 

{9:9} 不料他們的自豪感，併發送你的忿怒在他們 

元首︰ 進了我的給我一個寡婦，權力的手 

我已經產生了。 

{9:10} 擊打通過我的嘴唇的欺騙與僕人 

王子和王子與僕人︰ 打破他們 

一個女人的手的威嚴。 

{9:11} 因為你的力量不在眾多站也你不 

可能在強壯的男人︰ 因為你是神的折磨， 

被壓迫者的幫手，始終不渝的軟弱， 

悵惆的保護者，他們也就沒有救世主 



希望。 

{9:12} 我求你，求你，我的父親，神啊， 

繼承的以色列，耶和華天上的神， 

地球，造物主的水域，每個生物，國王聽到 

你是我的禱告︰ 

{9:13}，使我的演講和欺騙要他們的傷口 

和條紋，怎樣定意殘忍的事，違背你 

公約 》 和你神聖的房子，和反對的頂部 

熙雍，和對你的孩子擁有的房子。 

{9:14}，使每個民族和部落承認 

你的擁有權力和勇力，並有神 

不是別人，保護人的以色列，但你的召喚。 

{10:1} 現在後，她不再哭神 

以色列，和壞了結束所有這些單詞。 

{10:2} 她玫瑰在哪裡她倒下來，並叫 

她的女僕，走進了屋內，她 



居留權安息的日子裡，和她的節期， 

{10:3} 和脫下她身上的麻布 

推遲的她守寡，衣服和洗她 

用水，所有超過身體和膏自己與珍貴 

藥膏，和她的頭，頭髮編成辮子，穿上輪胎 

對它，並穿上她的衣服的喜樂，乃是她 

被包在瑪拿西的生活過程中她的丈夫。 

{10:4} 和她在她的腳，帶涼鞋和提 

她她的手鐲，和她的鎖鏈，和她的戒指，和她 

耳環，和所有她飾品，和打扮整齊，勇敢， 

吸引所有人應該看到她的眼睛。 

{10:5} 然後她給她的女僕，一瓶酒，和一名 

cruse 的油，一袋滿烤的玉米和腫塊 

無花果，並用細麵包;所以她折疊所有這些東西 

在一起，放在她身上。 

{10:6} 因此他們走到了門口的市 



伯夙利亞，和發現站有烏西亞和古人的 

該市查布裡斯和 Charmis。 

{10:7}，當他們看見她，所以她的臉上 

改變，改變了她的服裝，他們不知道在她 

美很大，對她說。 

{10:8} 神，我們祖宗的神給你甜頭， 

完成你企業到兒女的榮耀 

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提高。然後他們 

敬拜的神。 

{10:9} 和她對他們說，命令的大門 

給我，我可能會去完成開的城市 

以資證明你們有跟我說的事情。所以他們 

吩咐給她，你開了年輕男子，她因為 

講了話。 

{10:10} 和當他們如此做了，裘蒂絲走了出去，她， 

和她的女僕跟她;城裡的人看 



她，直到她就下了山，不見了，直到她了 

通過山谷，和什麼也看不見她。 

{10:11} 因此他們出去直在山谷中︰ 和 

亞述人的第一次手錶見過她， 

{10:12} 和娶了她，並問她，什麼人藝術的 

你呢？和你在哪裡？和往那裡去？ 

她說，我是希伯來人，一個女人，我逃離 

從他們︰ 因為他們會給你要消耗︰ 

{10:13}，我來之前荷羅孚科長 

你的軍隊，宣佈真理; 詞的隊長我會 

指示他的方式，藉以他應去，並贏得所有山 

國家，而不會丟失的身體或他的任何一個生命 

男子。 

{10:14} 現在當男人聽到她的話，並看見 

她的臉上，他們大大驚歎于她的美麗，和 

婦人說， 



{10:15} 你救你的生命，在這你竟急忙 

下來到我們的主的存在︰ 現在因此 

來到他的帳篷，和一些我們應當進行你，直到 

他們有送你到他的手。 

{10:16} 和當書亞在他面前，不要害怕 

在你的心上，而照你的話; 耶穌指示和 

他會懇求你很好。 

{10:17} 然後他們選擇了他們一百多人到 

陪她和她的女僕;他們把她帶給 

帳篷的荷羅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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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8} 然後在那裡整個大堂 

陣營︰ 因為她的到來雜訊的帳篷，和他們之間 

來了關於她，當她站在無荷羅孚，帳篷 

直到他們告訴他/她。 

{10:19} 和他們想知道，她的美麗，和欽佩 



因為她，以色列和每一個兒童說到 

他的鄰居，會看不起這個人，有 

其中這樣的女人嗎？肯定不是好那個 

他們人離開了誰被放過可能欺騙 

整個地球。 

{10:20} 他們躺在附近荷羅孚走了出去，和 

所有他的僕人，他們把她帶進了帳篷。 

{10:21} 現在荷羅孚休息在他的床下 

冠層，織有紫色、 紅色、 金色，和 

翡翠和珍貴的寶石。 

{10:22} 所以他們照著他的她;他出來 

之前他會在他面前的銀燈的帳篷。 

{10:23} 和裘蒂絲前他和他什麼時候 

他們都感到驚異的美麗，她的僕人 

面容;和她在她的臉上，掉了下來，做 

對他的崇敬︰ 和他的僕人打斷了她的話。 



{11:1} 然後對她說: 「 荷羅孚，女人，是的 

良好的舒適性，不在你心裡的恐懼︰ 我永遠不會傷害任何 

那是願意拿步高，所有的國王 

地球。 

{11:2} 現在因此，如果你住在裡頭的百姓 

山有沒有設置光由我，我不會有提升 

了我對他們的矛︰ 但他們做這些事情 

給自己。 

{11:3} 但現在告訴我為什麼你就逃離 

其中，藝術中臨到我們︰ 為竟來到為保障; 

具有良好的舒適性、 你必活著這一夜和以後︰ 

{11:4} 都不應傷害你，但求你很好，作為 

我的主，他們做了拿步高王的僕人。 

{11:5} 然後裘蒂絲耶穌說，收到的詞 

你的僕人，和遭受婢女說話在你 

我和我的存在，將宣佈沒有謊言對我主這個夜晚。 



{11:6} 如果你願意聽你的話 

婢女，神將帶來的東西完美結合，通過 

你;並且我主應不失敗的他的目的。 

所有地球 {11:7} 作為拿步高王面前起誓， 

他的權力，以及起誓，叫你 

維護每個活生生的東西︰ 不是只有男性應為 

他由你，但也的領域和牛，野獸 

和空中的飛鳥須靠你的力量下 

拿步高和他的房子。 

{11:8} 為我們聽說了你的智慧和你的政策， 

而且據說在地球，那你只有優秀的藝術 

在所有的王國和強大的知識和 

在戰爭的壯舉就好了。 

{11:9} 現在作為關於 Achior 做的事情 

在你發言，我們都聽到他的話;男子 

伯夙利亞的救了他，和他宣稱耶穌對他們所有的他 



曾對你說。 

{11:10} 因此，耶和華和總督，尊重不是他 

詞;但奠定了它在你的心裡，它是真的︰ 為我們的國家 

不應受到懲罰，既不能把劍戰勝 

他們，除非他們得罪他們的神。 

{11:11}，現在，我的主不會被打敗， 

阻撓他的目的，甚至死亡現在落在他們身上， 

和他們的罪神超越他們，乃是他們將 

挑起他們的神的怒氣，迫他們要做這事 

這不適合去做︰ 

{11:12} 的糧食都擄掠失敗他們，和他們所有的水都是 

很少，和他們有決心奠定的手在他們 

牛，並決意消耗所有的事情，上帝 

神禁止他們吃由他的律法︰ 

{11:13} 和決心花初熟的果子 

十分之酒和油，他們都分別為聖，和 



預留在耶路撒冷前侍奉的神甫 

我們的上帝; 的表情哪些東西是不合法的任何 

人民中，用他們的雙手觸摸。 

{11:14} 因為他們有送了一些給耶路撒冷，因為 

他們也住在那裡的所做所想，使他們 

從參議院牌照。 

{11:15} 現在當他們必使他們的話，他們會 

隨即將做它，而他們須向你要 

摧毀了同一天。 

{11:16} 為何婢女，瞭解這一切，我是 

逃離他們的存在;和神打發我上班 

事情與你，於是應驚訝的地球， 

凡聽見的時候。 

{11:17} 為你的僕人是宗教，和坐席的神 

白天和黑夜的天堂的︰ 現在，我的主，我將 

保持與你，和僕人會出去晚上進 



山谷裡，和我將禱告神，神，他會告訴我 

當他們犯下他們的罪︰ 

{11:18} 將再和指示它必︰ 然後你 

必出去與你的軍兵，和那裡是沒有的 

他們應抗拒你。 

{11:19}，我將引導你通過中間的猶太全地， 

直到你來到耶路撒冷;我將給你的寶座 

在他們中間;你必把他們趕羊， 

沒有牧人，和一隻狗不如不得開放他 

在你的嘴︰ 這些事都告訴我根據 

我的預知，和他們被宣佈給我你們 

我是來告訴你。 

{11:20} 然後她的話高興荷羅孚和所有他 

公務員;他們驚歎她的智慧，並說， 

{11:21} 有不是這樣的女人從一端 

到另一邊，美麗的容顏，和智慧的地球 



單詞。 

{11:22} 同樣荷羅孚對她說。神 

做得好就打發你在人民面前，強度可能 

可在我們的手和破壞在他們身上，輕輕地 

把我的主。 

{11:23}，現在你都美麗的你 

面容，和詼諧中你所說的話︰ 當然如果你照 

主耶和華你的神應我的上帝，和你必 

住在殿中的王步高和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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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通過整個地球。 

{12:1} 然後他吩咐人把她在哪裡他 

成立了板;吩咐他們應該為她準備的 

他自己的肉，她應該喝的他自己的酒。 

{12:2} 和裘蒂絲說，我不會吃，以免有 

罪行︰ 但條文，作我的事情 



我帶來了。 

{12:3} 然後荷羅孚對她說，如果你提供 

如果失敗了，我們應該如何你像嗎？為有 

沒有與我們的你的國家。 

{12:4} 然後耶穌說裘蒂絲，作為你的靈魂起誓，我 

耶和華，婢女不會用那些東西，我 

有，在主工作由我的手的事情，之前他 

神決定。 

{12:5} 然後荷羅孚的僕人帶她進 

帳篷裡，和她睡到半夜，和她出現時它 

很，迎著早晨的手錶， 

{12:6} 和發送到荷羅孚，儲蓄，現在讓我的主 

將婢女看作不可能去禱告的命令。 

{12:7} 然後荷羅孚吩咐他的守衛，他們 

不應該留她︰ 因此她住在營中三天， 

和在夜裡走進伯夙利亞山谷和 



洗自己在噴泉水的營地。 

{12:8}，當她出來的時候，她懇求耶和華 

以色列神來指引她到提升 

她的人民的孩子。 

{12:9} 所以她乾淨，走了進來，一直都在帳篷裡， 

直到晚上，她吃她的肉。 

{12:10} 和荷羅孚在第四天的盛宴 

他自己的僕人只，並要求對人員再沒有 

宴會。 

{12:11} 然後說他到 Bagoas 太監，有 

所有來接管他了，現在就走，並說服這 

希伯來文的女人，這是與你，那她臨到我們， 

吃，和我們一起喝酒。 

{12:12}，瞧，它將是遺憾我們的人，如果我們 

應讓去的女人，沒有她的公司;為 

如果我們畫她不要到我們那裡，她會笑我們付之輕蔑。 



{12:13} 然後去 Bagoas 從的存在 

荷羅孚，來到她，和他說，讓不該公平 

女子恐懼來到我的主，並將被尊敬他 

存在和飲料酒，並且會和我們一起快樂 

作為其中的一個女兒的亞述人，把這一天 

步高裡服務。 

{12:14} 然後裘蒂絲 · 耶穌說，我是我現在， 

應否定我的主嗎？當然任何偕同他我 

將迅速，不要和它應我歡樂的事物的一天我 

死亡。 

{12:15} 所以她，站起身來用她的服飾裝扮自己 

於是她的女人的衣服和她的女僕去，奠定了軟 

她對荷羅孚，地上的皮， 

她收到她日常的使用，那她可能會遠遠的 Bagoas 

坐，吃在他們身上。 

{12:16} 現在當裘蒂絲走了進來，坐了下來， 



他的心荷羅孚被迷住了她，和他的思想 

很感動，和他大大渴望她的公司;為他 

等一段時間來欺騙她，與他見過的那一天 

她。 

{12:17} 然後荷羅孚婦人說，現在，飲料和 

是快樂與我們的。 

{12:18} 所以裘蒂絲說，我會喝，現在，我的主，因為 

我的生活被放大在我這一天更比所有的日子 

自從我出生。 

{12:19} 然後她帶和吃，在他面前喝什麼 

她的女僕已經準備好。 

{12:20} 和荷羅孚非常喜歡帶她，和 

喝更多酒比他喝了一天的任何時候 

自從他出生。 

{13:1} 現在晚上什麼時候，他的僕人 

急忙離開，和 Bagoas 關閉他的帳篷裡，和 



解雇的侍者從他的主; 存在和 

他們去了他們的床︰ 因為他們都感到厭倦，因為 

盛宴已長。 

{13:2} 和裘蒂絲留在帳篷裡，和 

荷羅孚沿躺在他的床上︰ 因為他充滿了 

酒。 

{13:3} 現在裘蒂絲所吩咐她的女僕站 

她的臥房，而等待她。湧現， 

她每天都一樣︰ 她說她想要她 

祈禱和 Bagoas 根據相同，她就吩咐 

目的。 

{13:4} 所以所有出去，在沒有了 

寢宮，既不大也不算出色。然後裘蒂絲，站 

在他的床，她心裡說，耶和華神的所有的力量，看看 

在這份禮物後，我的工程手為 

耶路撒冷的提高。 



{13:5} 現在是時間來説明你的產業，和 

要執行你企業的破壞 

人起來攻擊我們的敵人。 

{13:6} 然後她來到的床，這是支柱 

在荷羅孚的頭上，並記下從他 fauchion 

那裡， 

{13:7} 和來到他的床前，握 

他的頭，說，頭髮加強我的神阿 

以色列，這一天。 

{13:8} 和她兩次捶他的脖子，所有她 

也許，和她拿走了他的頭從他。 

{13:9}，從床上跌下來的他的身體和 

拉下簷從支柱;不久後她 

出去，和荷羅孚他的頭給她的女僕; 

{13:10}，她把它放在她的包的肉︰ 所以他們馬克 · 吐溫 

一起去根據他們禱告的習俗︰ 和 



當他們通過營地，他們從四面八方包圍山谷，和 

到蓋茨的伯夙利亞，他又上山去了 

其中。 

{13:11} 然後對說︰ 裘蒂絲 · 遠方，在看守員 

門，打開，現在打開大門︰ 是神，甚至是我們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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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顯明他的權力還在耶路撒冷和他的部隊 

對敵人，因為他即使所做的這一天。 

{13:12} 現在當她城裡的人聽到她的聲音， 

他們急忙走到他們的城門，和 

他們要求城內的長老。 

{13:13}，然後他們跑著所有在一起，這兩個小和 

偉大的因為這是耶穌對他們說她來奇怪︰ 所以 

他們打開了城門，和接待了他們，並了一堆火 

關於他們的光，和站在輪。 

{13:14} 然後她對他們說一個響亮的聲音，讚美， 



讚美神，讚美神，我說，他不奪去他 

以色列家的憐憫但四圍攻擊我們 

敵人由我手中這個夜晚。 

{13:15} 所以她帶的包，和指示頭 

它，耶穌對他們說，不料荷羅孚，團長 

首席隊長的軍隊的杆，不料簷篷， 

其中，他卻躺在他爛醉如泥;和耶和華 

他一見傾心的女人的手。 

{13:16} 作為耶和華起誓，守了我用我的方式 

我走了，我臉上騙了他到他 

破壞，和尚未賜給他不犯下罪惡與我，到 

玷污和羞辱我。 

{13:17} 然後所有的人都非常驚訝， 

和俯伏敬拜神，說與 

同心合意，有福是你，我們的神阿，你這一天 

歸於你的人民的敵人。 



{13:18} 然後說烏西亞她，閨女啊，祝福的藝術 

你上面所有的女人都在最高的神 

地球;和稱頌耶和華神，豈所造的是 

天堂和地球，耶和華指示你到 

切斷我們的敵人團長團長。 

{13:19} 為此你信心不得偏離 

心的男人，永遠記住上帝的力量。 

{13:20} 和上帝把這些東西給你的永恆 

表揚，它能訪問你在美好的事物，因為你不 

饒你一命為我們民族的苦難，但耶和華 

為我們的沒落，走一條直道在我們神面前報了仇。 

和所有人都說;所以，算了吧。 

{14:1} 然後耶穌對他們說裘蒂絲，聽我現在，我 

弟兄們，和帶這個頭，並把它掛在最高 

你的牆的地方。 

{14:2} 和作為早晨應出現的所以很快就和 



太陽應出來在地上，把你們每一個人他 

武器和走出城，每一個勇敢的人和 

設置葉隊長他們，就好像你們會倒閉 

入朝的亞述人; 手錶領域但不是去 

下來。 

{14:3} 然後他們應採取他們的盔甲，並不得進入 

他們的陣營和提高了軍長的杆， 

應運行到帳篷的荷羅孚，但須找不到 

他︰ 恐懼臨到他們，然後他們將會再次逃竄 

在你的面前。 

{14:4} 所以你們，和所有居住在以色列的海岸，應 

追捕他們，而推翻他們，因為他們去。 

{14:5} 但你們做這些事之前, 給我打電話 Achior 

亞捫人，他可能看到和知道他鄙視 

房子的以色列，並且那送他到我們好像他 

死亡。 



{14:6} 然後他們叫 Achior 烏西亞; 出門 

他到了，看見荷羅孚在團長 

男人的手在人民大會，他摔倒在 

他的臉和他失敗的精神。 

{14:7} 但是當他們恢復了他，他落在 

裘蒂絲的腳和尊敬她，並說，有福阿 

在所有的猶大，帳棚和在所有的國家， 

聽到你的名字應感到驚訝。 

{14:8} 現在因此告訴我你的一切 

在這些天內完成。然後裘蒂絲宣佈耶穌在 

她已經做的一切，從這一天的人中間， 

她向前走直到那一刻她吩咐他們。 

{14:9}，當她離開了講話的人 

一個響亮的聲音，就大聲和發出快樂的聲音在他們 

市。 

{14:10} 當 Achior 看到了所有的神 



他做了以色列，很大，相信神和 

割禮的他的包皮，肉和被加入你們 

以色列家的你們這一天。 

{14:11} 和儘快天明瞭，他們被絞死 

荷羅孚後牆上和每一個人的頭了 

他的武器，和他們出去帶給海峽兩岸， 

那座山。 

{14:12} 但當亞述人看見他們，他們發送到 

他們的領導人，來到他們的隊長和看臺，和 

向每一個人他們的統治者。 

{14:13} 所以他們來到荷羅孚的帳篷，對他說 

那有電荷他所有的東西，現在是我們的主醒來︰ 

奴隸們一直大膽來反對我們 

戰鬥中，他們可能會被徹底的破壞。 

{14:14} 在 Bagoas，然後再去敲了敲門的 

帳篷裡;因為他認為他與裘蒂絲睡了。 



{14:15}，但因為沒有回答，他打開一看，和 

走進臥室，發現他投射在 

從他被樓死了和他的頭。 

{14:16} 所以他喊著一個響亮的聲音，與 

哭泣，歎了口氣，和一個強大的哭泣，和租他 

服裝。 

{14:17} 後他鑽進了帳篷裘蒂絲凡提出︰ 

和當他找不著她，他跳出來的人，和 

哭了， 

{14:18} 這些奴隸詭詐;一個 

在這所房子蒙羞耶和華希伯來人的女人 

王步高的︰ 看哪，荷羅孚臥在 

無頭地面。 

{14:19} 當亞述人的軍隊軍長聽到 

這句話，他們租他們的外套和他們的想法了 

奇妙的困擾，又哭又很大 



全營的雜訊。 

{15:1}，當他們在帳篷裡聽到了，他們 

希奇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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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和恐懼戰兢地落在他們身上，所以， 

沒有人那敢遵守他的眼中 

鄰居，但沖都一起出去，他們逃入每個 

平原和山地的方式。 

{15:3} 他們那也已經在圓山中露營 

約伯夙利亞逃走了。然後以色列，每 

那個是其中一個戰士沖了出去，在他們身上。 

{15:4} 然後發給烏西亞，Betomasthem，和子孫， 

Chobai 和可樂和以色列的四境如 

應該告訴被做的事情和所有應 

在他們的敵人消滅他們沖出來。 

{15:5} 現在以色列所聽見的他們都 



落在他們身上，如同一人，並把他們給殺了 

Chobai︰ 同樣也是他們從耶路撒冷，和 

從所有的丘陵地帶，（因為男人什麼事都告訴他們 

在他們的敵人的營地進行了），他們是 

在基肋阿和加利利，他們追趕一個偉大 

屠宰，直到他們過去的大馬士革和邊界 

其中。 

{15:6} 和殘留物，住在伯夙利亞，落在身上 

營的杆，和溺愛，，有很大 

豐富了。 

{15:7} 和以色列的兒童，從返回 

宰前，依然是;和村莊和 

城市，都是在山區和平原，gat 許多 

戰利品︰ 眾人原來很大。 

{15:8} 然後 Joacim 大祭司和古人的 

住在耶路撒冷，以色列的孩子來到 



不料神已經向以色列，美好的事物和 

要查看裘蒂絲，並要向她致敬。 

{15:9} 當他們臨到她，稱她有福 

同心合意，並對她說，禰提高 

禰的耶路撒冷，以色列的偉大的榮耀，禰 

我們民族的偉大歡呼︰ 

{15:10} 隱瞞這一切由你的手︰ 

你竟到以色列，做得多好，是神所喜悅 

事宜︰ 祝福你為萬能的上帝 

直到永遠。所有的人都說︰ 算了吧。 

{15:11} 和人們的溺愛營地的空間 

三十天︰ 和他們賜給他的帳篷，裘蒂絲 · 荷羅孚 

他的盤子，和床，血管和他所有的東西︰ 和 

她把它，把它放在她的騾子;和她的車，做好了準備 

就此奠定了他們。 

{15:12} 然後以色列的所有婦女都跑在一起去看 



她，為她祝福，並為她做的其中一個舞蹈︰ 

她把樹枝拿在手中，並也到了 

與她的婦女。 

{15:13}，他們把她和她的橄欖花環 

女僕，和她在一起，和她走在所有人面前 

在舞蹈中，領先所有的女人︰ 和所有的人 

以色列在他們的盔甲和花環跟隨 

在他們嘴裡的歌曲。 

{16:1} 然後裘蒂絲開始唱這首歌在所有的感恩節 

以色列和所有的人後她唱這首歌的讚美。 

{16:2} 和裘蒂絲說，我與神的開始 

我耶和華與鈸鼓，唱︰ 耶穌調 

新的詩篇︰ 尊崇他，並呼籲他的名字。 

{16:3} 為神黎明戰役︰ 為難民營之間 

他們中間他救我出來的 

他們逼迫我的手。 



{16:4} 杆出山來自北方， 

他來帶著他的軍隊，眾多的千萬 

以昭信守停止山洪，還有他們的馬隊 

山上長滿。 

{16:5} 他吹牛說他會燒毀我的邊界，和 

殺了我年輕的人用劍，和沖吮 

貼在地上，孩子們，讓作為礦井嬰幼兒 

獵物和我的處女為擄物。 

{16:6} 但全能的主神讓他們的失望 

一個女人的手。 

{16:7} 為強大的一個不屬於由年輕的男人， 

既沒有泰坦的兒子打死他，也不高的巨人 

設置在他身上︰ 裘蒂絲 · 米拉利子孫的女兒削弱但 

他與她的容貌之美。 

{16:8} 為她脫去為寡婦的服裝 

提高那些在以色列的壓迫和 



用軟膏，抹了她的臉上，綁定在她頭髮 

輪胎，和拿件亞麻衣服要騙他。 

{16:9} 她涼鞋迷住了他的眼睛，她的美貌把他 

心靈的囚犯和 fauchion 通過他的脖子。 

{16:10} 波斯人害怕得發抖，在她的膽識和 

瑪代人被嚇倒在她抗寒性。 

{16:11} 然後我折磨喊的喜悅和我弱 

那些大聲;但他們吃驚︰ 這些舉起來 

他們的聲音，但他們被推翻。 

{16:12} 的少女兒子紮了他們 

通過，打傷了他們作為 fugatives 的兒童︰ 他們 

喪生的耶和華的戰役。 

{16:13} 我會向耶和華唱新歌︰ 主啊， 

禰偉大和光榮，神奇的力量，和 

立於不敗之地。 

{16:14} 讓所有的生物都事奉你︰ 因為你應許，和 



他們是的你擊鼓發出你的靈，和它 

創造了他們，並沒有能夠抵禦你的聲音。 

{16:15} 為山，不得動議從他們 

基金會與水域，岩石應融化在蠟 

禰︰ 然而禰慈愛向敬畏你的人。 

{16:16} 所有犧牲是為馨香太少 

耶和華，和所有的脂肪是不足夠為你燃燒 

提供︰ 但他敬畏耶和華，是在任何時候都大。 

{16:17} 奮起反抗聯合國有禍了我 

親情 ！萬軍之耶和華報仇的他們在 

審判的日子，把火和蠕蟲在他們 

肉;他們應感覺到它們，並永遠哭泣。 

{16:18} 現在只要他們進了耶路撒冷，他們 

敬拜耶和華;只要人 

純化，他們提供了他們的燔祭，和他們免費 

祭和他們的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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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9} 裘蒂絲還專門荷羅孚，所有的東西 

人民給了她，並且給樹冠層，其中 

她已經從他的臥室，給你們的禮物 

耶和華。 

{16:20} 所以人民繼續在耶路撒冷盛宴 

前三個月的空間在聖殿裡和 

裘蒂絲始終伴隨著他們。 

{16:21} 後，這一次每個人都回到他自己 

繼承，和裘蒂絲去伯夙利亞，仍在 

她自己的財產，並在她的時代光榮的所有 

這個國家。 

{16:22} 和很多人需要她，但誰也不知道她的一切 

天的她的生活後，瑪拿西她丈夫死了， 

都聚集到他的人民。 

{16:23} 但她增加了更多和更多的榮譽，和 



在她丈夫的房子裡，被百老邁和 

5 年以上，取得她的女僕免費;所以，她死在 

伯夙利亞:，他們把她葬在她丈夫的山洞裡 

瑪拿西。 

{16:24} 和以色列家感歎她七天︰ 

和她去世前，她並分發她對一切貨物 

那是瑪拿西的親族接近她的丈夫，和 

這是最近的她的親戚。 

{16:25} 沒有作出的兒童 

以色列在裘蒂絲，也不是很長時間的日子裡再害怕 

她死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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