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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ꌃꎔꏂꀨ  ꏤꐪꀊꏀ》ꇬꅇ（ꋍ） 

《ꌃꎔꏂꀨ  ꏤꐪꀊꏀ》 ꄯꒉꋌꋐꆹꇩꃷꑼꈌꁧꄉꌠ《ꆈꌠꁱꂷꋊꍬꄉꌠ》

ꇬꈴꄉ，ꏃꎖꉙꌊꁎꆦꄉꌠꉬ。ꋋꆹꐩꋊꇬꌃꎔꏂꀨꁎꆦꌊꆈꌠꉙꃅꄉꌠꄯ

ꒉꇬꂾꋐꌠꉬ。 
ꄯꒉꋌꋐꂴꇬꂾꆏ，ꉷꉙꌃꎔꏂꀨ（和合本，1990）ꋐꌠꇬꉜꄉꁏꌠ，ꊁꆏ，

ꑝꇂꉙꏤꐪꀊꏀ《The Greek New Testament, 3rd edition, 1983, United 
Bible Societies》ꋐꌠꇬꈴꄉ，ꂴꁎꆦꄉꈧꌠꌌꀉꑌꃢꃅꄺꀱ。ꉈꑴꏤꐪꀊ

ꏀꄯꒉꀉꁁꈨꑌꉜꉚꀐ。ꄯꒉꆹꑠꈨꐥ：《现代中文译本圣经，1997》、

《 The New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1990 》 、 《 The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1984》。 

ꄯꒉꋌꋐꆹꊿꋍꁥꐯꏑꄉꁎꆦꎼꇁꌠꉬ。ꈐꏭꅇꏓꀋꉬꀋꉆꑠꆏ，ꈀꄸꑌ

ꐮꇖꄉꑲꆀꈍꃅꅇꋉꋭꌠꏤꄉꌠ。ꁎꆦꄉꈭꐨꆏ，ꌌꑍꃢꎖꉺꇈ，ꀋꉬꅉꋊ

ꍬ、ꄺꀱ，ꀋꇎꀋꂪꅉꆏꁥꇱꀐ。 
ꁎꆦꄮꇬ，ꀋꉬꀋꉆꌠꆏ，ꑝꇂꉙꅇꂷꑞꄜꌠꑞꃅꁏꎼꇁ，ꉈꑴꆏ，ꆈꌠꉙ

ꅇꏦꌋꆀꋻꅑꉉꄟꇬꑌꈴꄉꁏ。ꑠꃅꄉ，ꁏꎼꇁꌠꅇꂷꁳꄜꐨꐝꉅ，ꀗꄮꇬꑌ

ꈳꐥꃅꐙ、ꌧꈝꐮꎻ。 
ꌃꎔꏂꀨꅇꏓꋍꈨꆹꆈꌠꉙꇫꄉꄐꌠꀋꐥꐛꅹ，ꉪꊇꅇꏓꀊꏀꃅꑠꄻꄉꁎ

ꆦ。ꅺꌡꇬ：ꏃꃅꌋ、ꉪꁏꄺꀱ、ꁆꄻꊩꌺ、ꀖꀨ。ꃄꂓ、ꊾꂓꑠꆏꉷꉙ

ꃚꋒꇬꈴꄉꁎꆦ。ꉈꑴꆏ，ꑝꇂꉙꇬꅇꂷꇏꑳꅇꀉꑌꄉꀊꎴꑠꆏ，ꁎꆦꄮꇬ，

ꇽꌊꑍꇬꌘꇬꃅꄉꉉ，ꑠꆹꊿꁳꀗꄮꇬꀘꈝꐮ、ꌧꈝꐮꎻꂿꄷꌠ。 
ꏂꀨꄯꒉꇬꋍꊱꋍꊱꃅ、ꋍꊭꋍꊭꃅꁸꄉꌠꆹ，ꑝꇂꉙ《The Greek New 

Testament, 3rd Edition, 1983, United Bible Societies》ꇬꌡꄉꁸꌠꉬ。ꋍ

ꊱꇬꂾꇬꄜꀨꑵꅑ，ꋋꑌꑝꇂꉙꇬꄉꁏꎼꇁꌠꉬ。 
ꄯꒉꄽꂫꇬꁥꇱꄉꌠꆏꑠꐥ：ꆀꉷꏤꐪꀊꏀꅇꏓꑴꉻ、ꆀꉙꅇꏓꎹꀨ、

ꉷꉙꅇꏓꎹꀨ、ꆀꉙꅇꏓꉉꀽ、ꃄꁱ、ꆈꌠꁱꂷꋊꍬꄉꌠ。ꑠꆹꊿꏂꀨꀗ

ꄮꇬꇇꀤꐨꐥꌠꉬ。 
ꆀꉷꅇꏓꑴꉻꇬꅇꏓꈧꌠꉬꇮꃅꌃꎔꏂꀨꇬꐊꌐ。ꅇꏓꄜꐨꋍꉹꃅꐙꌠ



 IV  

 
ꆏ，ꄻꑴꉻꋍꁨꇬꄀꄉ，ꅺꌡꇬ，ꌩꊨꇎꇷ、ꐍꋩꇎꇷꐯꇯꄻꇮꅍꑴꉻꇬꄀꄉ；

ꑷꂿ、ꆸꄜ、ꁁꑳꐯꇯꄻꋉꃆꄻꇐꑴꉻꇬꄀꄉ。 

2005 ꈎ 4 ꆪ 
 

 

 

《凉山彝语圣经  新约》序言（一） 

《凉山彝语圣经  新约》是使用中国国务院批准的《彝文规范
方案》的基础方言即彝语标准普通话翻译而成的。这是历史上第一
本凉山彝语圣经新约。 

译本的初稿是根据汉语和合本翻译的，在初稿的基础上，按照
原文新约《The Greek New Testament, 3rdedition, 1983, United Bible 
Societies》做了反复地修改。同时也参考了其他的新约版本，如：《现
代中文译本圣经，1997》、《The New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1990》
和《The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1984》。 

整本新约的翻译工作是由一个团队合作完成的。对于一些重要
词汇的翻译，通过集体讨论作出决定。译稿完成后，进行了两个回
合的测试，并按测试后的反馈意见作了修改。 

译本采用直译和意译协调使用的方法，忠实地表达原文的意思，
同时也考虑到了彝语的语法原则和语言表达习惯，力求译文准确，
语言顺畅，通俗易懂。 

在翻译过程中，针对一些神学词汇而彝语没有合适对应词的问
题，构造了一些新的词汇。如：“神”（彝语意思是宇宙之神）、“悔改”
（彝语意思是思过而改正）、“使徒”（彝语意思是派遣的使者）、“启
示”（彝语意思是拿出来给人看）等。而有一些词汇，如人名、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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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灵的名和物名，直接从汉语和合本音译过来。另外，原文有些句
子比较长，修饰成分较多，为了便于读者阅读和理解，译文中把长
句子分成几个短句来表述。 

经文的分段与原文《The Greek New Testament, 3rd edition, 1983, 
United Bible Societies》相同，分段的小标题是按原文的英文标题翻
译的。 

书末附有彝汉新约词汇表、彝语词汇索引、汉语词汇索引、彝语
词汇注释、地图和彝语字表，目的是对读者使用时能有所帮助。 

彝汉新约词汇表所包括的词皆在圣经中出现，此表按照语义类
别编排，如：“匠艺”类包括：“木匠”、“银匠”等﹔“建筑”类包括：“殿
宇”、“楼”等。 

2005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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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ꌃꎔꏂꀨ  ꏤꐪꀊꏀ》ꇬꅇ（ꑍ） 

《ꌃꎔꏂꀨ  ꏤꐪꀊꏀ》ꄯꒉꋌꋐꆹ 2005 ꈎꁎꆦꅐꇁꌠ。ꊿꇫꀘꌠꀉ

ꑌꃅꐥꐛꅹ，ꌕꈎꐛꈭꐨꆏ，ꂴꉘꃀꃢꌠꍑꅐꈧꌠꆹꁸꃑꊿꁳꌐꀐ，ꑠꅹꉪꊇꉈ

ꑴꋍꃢꃅꄯꒉꋌꋐꍑꅐꌠꉬ。 
《ꌃꎔꏂꀨ  ꏤꐪꀊꏀ》ꑍꃢꀕꌠꍑꅐꄮꇬ，ꀑꐱꃅꇬꆹꋍꃢꀕꌠꌋꆀ

ꐯꌟ，ꄚꅇꂷꉐꂷꀄꊭꀄꑐꑠꆏꄺꀱꐨꐥ，ꑠꆹꄯꒉꋌꋐꁳꀊꅰꃅꐛꒆꎻꂿꄷ

ꌠ。 

2009 ꈎ 1 ꆪ 

《凉山彝语圣经  新约》序言（二） 

《凉山彝语圣经  新约》于 2005 年第一次问世以来，受到广大
读者的热烈欢迎，经过三年的使用，第一版的书已经全部发行完毕，
所以我们决定再次印刷此书。 

第二版的《凉山彝语圣经  新约》基本保持了第一版的样式，只
是对个别的字、词及句子做了修改，目的是使整部书更加完善。 

2009 年 1 月 

 
根据时代的发展和媒体技术的进步，对第二版的《凉山彝语圣

经  新约》配制了语音新媒体（MP3，手机版，网络版，网络版中
附有互动地图），希望广大读者可以更好地透过不同方式了解和理
解上帝的话语。 

愿上帝祝福每一位读者！ 

2018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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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ꉷꉙꌃꎔꏂꀨ  ꏤꐪꀊꏀ》ꉉꀽꅇ 

《和合本圣经  新约》说明 

本版采用简化字与现代汉语标点符号的和合本。但在使用时，对如
下部分作了修改： 

一、若干节按照原文《The Greek New Testament, 3rdedition, 1983, 
United Bible Societies》作了调整和重新翻译，变化的章节在下表列出： 

太 6:18 罗 2:17-23 弗 1:12 来 7:1 
太 6:22 罗 8:16 弗 2:1 来 10:19-20 
太 11:12 罗 12:8 弗 2:14-15 雅 4:2 
太 16:17 林前 7:34 弗 3:1 雅 4:5 
太 19:9 林前 7:36-38 腓 1:8 彼前 1:7 
可 2:15 林前 14:38 腓 2:22 彼后 2:12 
可 11:3 林前 15:31 西 3:16 彼后 2:15 
可 11:19 林后 8:10 帖后 1:10 彼后 3:2 
约 3:13 林后 10:2 帖后 2:6 约壹 5:17 
约 4:43-45 林后 10:6 帖后 2:14 约叁 6 
约 5:36 林后 10:13-14 提前 1:4 犹 12 
约 10:35-36 林后 11:21 提前 2:5 犹 24-25 
约 16:8-11 加 2:3-5 提前 2:6 启 13:10 
徒 6:9 加 3:15 多 1:7 启 18:13 
徒 26:23 加 3:23 多 3:11  
徒 27:17 加 4:15 来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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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个别词汇作了如下修改： 

原和合本 本版本 原和合本 本版本 

瞎子 盲人 指摘 指责 
瘸子 瘸者 亲嘴 亲脸 
瘫子 瘫痪者 巳初 上午九点 
聋子 耳聋的人 午正 中午十二点 
良善 善良 未时 下午一点 
菜蔬 蔬菜 申初 下午三点 
丢斯 宙斯 申正 下午四点 
该撒 凯撒 酉初 下午五点 
头篷 帆 亥初 晚上九点 
法柜 见证帐幕 元帅 先行者 

 
 
 

三、对原和合本人名、地名作了如下修改： 

人名 人名 
原和合本 本版本 原和合本 本版本 

他玛 她玛 亚古士督 奥古斯都 
伯罗歌罗 伯罗哥罗 亚摩斯 阿摩司 
亚力山大 亚历山大 以利沙伯 伊利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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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 地名 

原和合本 本版本 原和合本 本版本 

约但 约旦 大马色 大马士革 
米所波大米 美索不达米亚 义大利 意大利 
亚西亚 亚细亚 亚历山太 亚历山大 
吕彼亚 利比亚 亚底亚 亚得里亚 
革哩底 克里特 米利大 马耳他 
亚拉伯 阿拉伯 士班雅 西班牙 
居比路 塞浦路斯 伯拉 幼发拉底 
希利尼 希腊 该撒利亚 凯撒利亚 
西乃 西奈 埃提阿伯 埃塞俄比亚 

 
 
 
 

四、对若干古卷作了重新选择，见下表： 

可 6:20 林前 13:3 帖前 3:2 约贰 12 
路 10:15 加 4:28 帖后 2:13 启 15:3 
徒 9:12 西 1:7 提后 2:14  
徒 12:25 西 3:4 约壹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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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此书的节号是按原文《The Greek New Testament, 3rd edition, 1983, 

United Bible Societies》标记，与原和合本不相符合的节号在下表列出： 

 
可 8:18-19 徒 10:47 罗 1:30 腓 2:8 
路 2:34-35 徒 13:39 罗 7:10 西 2:20-21 
徒 1:25 徒 15:16 罗 9:12 帖前 2:6-7 
徒 2:11 徒 15:17-18 罗 15:19 帖前 2:11-12 
徒 3:20 徒 21:6 罗 16:24 来 7:21 
徒 4:9 徒 23:26 林前 13:1 犹 25 
徒 4:29-30 徒 24:3 林后 13:13-14 启 1:11 
徒 4:35 徒 24:19 加 2:20 启 2:28 
徒 5:40 徒 26:18 弗 1:5 启 17:10 
徒 8:1 徒 27:19 弗 2:15  
徒 9:29 徒 28:31 弗 5:14  

 
 
 
 
 
 
 
 
 



 

 
 
 
 
 
 
 
 





 

ꏤꐪꀊꏀ 

新约 
 
 
 
 
 
 
 
 
 





ꂷꄠꌒꅇ  1 1 马太福音  1 

 

ꂷꄠꌒꅇ 

马太福音 

 
ꑳꌠꋊ 耶稣基督的家谱 

1 ꄊꃥꆹꑸꀨꇁꉴꊂꋊꉬ，ꑳꌠꆹ

ꄊꃥꌺꇖꉬ，ꄚꐰꋋꈨꆹꑳꌠꏢ 1 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
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后 

ꄖꋊꉬ： 裔”、“子孙”原文都作“儿子”。下同）： 
2ꑸꀨꇁꉴꆏꑱꌒꒆ，ꑱꌒꆏꑸꇱ

ꒆ；ꑸꇱꆏꒀꄊꌋꆀꋍꃺꑌꒆ；3ꒀꄊ

ꆏꄣꂸꄷꄉꃔꇍꌦꌋꆀꑠꇁꒆ；ꃔꇍ

ꌦꆏꑝꌦꇍꒆ；ꑝꌦꇍꆏꑸꇂꒆ；4ꑸ

ꇂꆏꑸꂰꇂꄊꒆ；ꑸꂰꇂꄊꆏꇁꑪꒆ；

ꇁꑪꆏꌒꂱꒆ；5ꌒꂱꆏꇁꉑꄷꄉꀧꀊ

ꌦꒆ；ꀧꀊꌦꆏꇉꄓꄷꄉꀒꀙꄓꒆ；

ꀒꀙꄓꆏꑳꑭꒆ； 

2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
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
兄；3犹大从她玛氏生法勒斯和
谢拉，法勒斯生希斯仑，希斯
仑生亚兰；4亚兰生亚米拿达，
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
门；5撒门从喇合氏生波阿斯，
波阿斯从路得氏生俄备得，俄
备得生耶西， 

6ꑳꑭꆏꄊꃥꃰꃅꒆ；ꄊꃥꆏꃶꆀ

ꑸꑮꃀꄷꄉꌙꇊꂱꒆ；7ꌙꇊꂱꆏꇊꀧ

ꉢꒆ；ꇊꀧꉢꆏꑸꀘꑸꒆ；ꑸꀘꑸꆏꑸ

ꌒꒆ；8ꑸꌒꆏꒀꎭꃔꒆ；ꒀꎭꃔꆏꒀ

ꇂꒆ；ꒀꇂꆏꃶꑭꑸꒆ；9ꃶꑭꑸꆏꒀ

ꄣꒆ；ꒀꄣꆏꑸꉐꌦꒆ；ꑸꉐꌦꆏꑝ

ꑭꏦꒆ；10ꑝꑭꏦꆏꂸꇂꑭꒆ；ꂸꇂꑭ

6耶西生大卫王。大卫从乌
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7所罗门
生罗波安，罗波安生亚比雅，
亚比雅生亚撒；8亚撒生约沙
法，约沙法生约兰，约兰生乌
西亚；9乌西亚生约坦，约坦生
亚哈斯，亚哈斯生希西家；10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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ꆏꑸꂱꒆ；ꑸꂱꆏꒀꑭꑸꒆ；11ꉹꁌꊿ

ꇱꀠꐷꌊꀠꀘꇍꁦꄮꇬ，ꒀꑭꑸꆏꑳ

ꇰꆀꑸꌋꆀꋍꃺꑌꒆ。 

西家生玛拿西，玛拿西生亚
们，亚们生约西亚。11百姓被迁
到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生耶
哥尼雅和他的弟兄。 

12ꀠꐷꌊꀠꀘꇍꀀꈭꐨꆏ，ꑳꇰ

ꆀꑸꆏꌒꇁꄝꒆ；ꌒꇁꄝꆏꌙꇊꀠꀨ

ꒆ；13ꌙꇊꀠꀨꆏꑸꀘꒀꒆ；ꑸꀘꒀꆏ

ꑱꆀꑸꏣꒆ；ꑱꆀꑸꏣꆏꑸꌙꒆ；14ꑸ

ꌙꆏꌒꄖꒆ；ꌒꄖꆏꑸꏢꒆ；ꑸꏢꆏꑱ

ꇊꒆ；15ꑱꇊꆏꑱꆀꑸꌒꒆ；ꑱꆀꑸꌒ

ꆏꂷꄉꒆ；ꂷꄉꆏꑸꇱꒆ；16ꑸꇱꆏꒀ

ꌝꒆ；ꒀꌝꆹꂷꆀꑸꌐꊈꉬ；ꏢꄖꄷꌠ

ꑳꌠꆹꂷꆀꑸꒆꎼꇁꌠꉬ。17ꑠꃅꄉ，

ꑸꀨꇁꉴꇬꄉꅑꅸꄊꃥꇬꑟꌠ，ꊿꋊ

ꊯꇖꋊꐛ；ꄊꃥꇬꄉꅑꅸꀠꐷꌊꀠꀘ

ꇍꁦꄮꇬꑟꌠꑌ，ꊿꋊꊯꇖꋊꐛ；ꀠ

ꐷꌊꀠꀘꇍꁦꄮꇬꄉꅑꅸꏢꄖꇬꑟ

ꌠ，ꉈꑴꊯꇖꋊꐛ。 

12迁到巴比伦之后，耶哥尼
雅生撒拉铁，撒拉铁生所罗巴
伯。13所罗巴伯生亚比玉，亚比
玉生以利亚敬，以利亚敬生亚
所。14亚所生撒督，撒督生亚
金，亚金生以律。15以律生以利
亚撒，以利亚撒生马但，马但
生雅各。16雅各生约瑟，就是马
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
稣，是从马利亚生的。17这样，
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十四
代；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
候也有十四代；从迁至巴比伦
的时候到基督又有十四代。 

 

ꑳꌠꏢꄖꒆꃆꒆꂮ 耶稣基督的降生 
18ꑳꌠꏢꄖꒆꃆꒆꂮꆹꑠꃅꐙꌠ

ꉬ：ꋍꀉꂿꂷꆀꑸꆹꄻꒀꌝꁵꄉꀐ，ꂷ

ꆀꑸꀋꑮꀋꑟꌦꇬꇯꆐꌃꎔꒌꄷꄉꀉ

ꑳꁨꀐ。19ꋍꌐꃶꒀꌝꆹꁦꋠꑖꊿꂷ

ꉬꐛꅹ，ꋌꂷꆀꑸꁳꎲꅐꁁꅐꎻꀋꏾ

ꄉ，ꀋꌋꀕꃅꂷꆀꑸꂶꌠꊐꇫꎭꏢ

ꉨ。20ꋌꑠꃅꉪꐺꄮꇬꆏ，ꌋꊩꌺꋍ

ꀄꂼꇬꅐꇁꄉꋍꏭ：“ꄊꃥꌺꇖꒀꌝ

ꀋ！ꄡꐒꄡꊀꃅꂷꆀꑸꑮꌊꅽꑮꃀ

ꃅ，ꑞꃅꆏ，ꀉꑳꋌꁨꂶꌠꆹꌃꎔꒌꇬ

ꄉꇁꌠꉬ。21ꋋꆹꌹꂷꒆꇁꌠꉬ，ꆏꑴ

ꌠꌌꑳꌠꂓꅊꇈ，ꑞꃅꆏ，ꋋꆹꑽꃤꄸ

18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
下面：他母亲马利亚已经许配
了约瑟，还没有迎娶，马利亚
就从圣灵怀了孕。19她丈夫约瑟
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地羞辱
她，想要暗暗地把她休了。20正
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
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
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
的妻子马利亚来，因她所怀的
孕是从圣灵来的。21她将要生一
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



ꂷꄠꌒꅇ  2 3 马太福音  2 

 

ꃤꈬꇬꄉꋍꉹꁌꈭꋏꇁꌠꉬ”ꄷ。 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
恶里救出来。” 

22ꌤꈀꐥꋋꈨꃅꇫꅐꌠꆹ，ꌋꅉꄜ

ꊿꇇꄧꈴꄉꈁꉉꌠ：23“ꀋꎪꃅꑮꆜ

ꁦꋠꅿꀋꋻꌠꌺꁨ，ꊿꀉꑳꋋꂷꏭꑱ

ꂷꆺꆀꃅꇴ”ꄷꇫꌠꁳꅇꅐꎻꂿꄷ

ꌠ。（ꑱꂷꆺꆀꆹꁏꎼꇁꇬꆏ“ꏃꃅ

ꌋꉪꈽꐥ”ꄷꌠꄜ。） 

22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
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23说：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
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
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24ꒀꌝꀀꑌꇁꈭꐨꆏ，ꋌꄓꌊꌋ

ꊩꌺꅇꃅꄉ，ꋍꑮꃀꋌꑮꌊꇁꀐ；25ꄚ

ꋌꋍꑮꃀꄷꀋꆹꃅꅷꀉꑳꂶꌠꒅꄮꇬ

ꑟ（ꀊꆨ꒰ꀨꄯꒉꋍꈨꋋꈨꆏ，ꄚꇬ“ꌺꒉꂶꌠꒆꈭꐨ

ꑲꆀꆹ”ꃅꅑ），ꀉꑳꂶꌠꒆꈭꐨꆏ，ꋋꄻ

ꑳꌠꂓꄉ。 

24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
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
来。25只是没有和她同房，等她
生了儿子（有古卷作“等她生了头胎的

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 

 

ꈎꌋꆪꍆꊿꑳꌠꂿꇁ 博士来朝见 

2 ꑝꇊꌅꃀꄺꄮꇬ，ꑳꌠꆹꒀꄠꃅ

ꄷꀨꆀꉿꄉꒆ，ꈎꌋꆪꍆꊿꑠꈨ 2 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
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 

ꁭꅐꏭꄉꇁꌊꑳꇊꌒꇌꄉꉹꁌꏭ： 
2“ꒀꄠꃰꃅꄻꇁꂿꄷꌠꀉꑳꌺꒆꀐ

ꍇꌠꇿꇬꉬ？ꉪꊇꆹꁭꅐꏭꄉꋍꃅꏸꉪ

ꊇꂿꄉ，ꉈꃅꋍꏭꀍꃈꄚꇁꌠꉬ”

ꄷ。 

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2“那
生下来作犹太人之王的在哪
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
特来拜他。” 

3ꅇꋋꈨꑝꇊꌅꃀꈧꄮꇬꆏ，ꋌꀕ

ꎼꉌꂵꑘꀋꒃꇁ；ꊿꑳꇊꌒꇌꇓꈓꈁ

ꀀꌠꑌꋌꎼꉌꂵꑘꀋꒃꌐ。4ꆦꑝꌟ

ꒉꌋꆀꉹꁌꈬꇬꁱꂷꌤꃅꊿꑝꇊꌅꃀ

ꇴꌊꋍꈜꄉꋀꊇꏯ：“ꏢꄖꆹꃅꄷꑞ

ꁁꏯꄉꒆꄡꑟ？”ꄷꅲ。5ꋀꊇꆏ：

“ꒀꄠꃅꄷꀨꆀꉿꄉꒆꄡꑟ，ꑞꃅ

ꆏ，ꅉꄜꊿꑠꃅꁱꇬꄀꄉ： 

3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
安；耶路撒冷全城的人，也都
不安。4他就召齐了祭司长和民
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
生在何处？”5他们回答说：“在
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
着，说： 

6‘ꒀꄊꃄꅉꀨꆀꉿꀋ！ꆎꆹꒀꄊ 6‘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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ꃅꄷꇓꈓꈧꌠꈬꄔꂓꀋꅑꐯꀋꅑꂶꌠ

ꀋꉬ；ꑞꃅꆏ，ꊁꇁꋍꑍꆏ，ꃰꃅꂷꅽ

ꄹꄉꒆꌊꉠꃰꊿꑱꌝꆀꆫꉘꇁ’”

ꄷ。 

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
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
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 

7ꋍꈭꐨꆏ，ꑝꇊꀋꌋꀕꃅꈎꌋꆪ

ꍆꊿꈧꌠꋌꇴꌊ，ꑭꀕꋧꋪꃅꀕꏸꂶ

ꌠꈍꄮꇬꅐꇁꌠꅲꇈ，8ꋀꋌꁆꌌꀨꆀ

ꉿꒉꄉ，ꋀꏭ：“ꆍꊇꑭꀕꋧꋪꃅꀉ

ꑳꂶꌠꎹꒉ，ꎹꊊꈭꐨꆏ，ꀱꉈꑴꉉꉡ

ꇰꇁꄉ，ꉡꑌꀉꑳꂶꌠꏭꀍꃈꄚꒉ

ꂿ”ꄷ。9ꈎꌋꆪꍆꊿꀊꋨꈨꌅꃀꂶ

ꌠꅇꈨꇈꁧꀐ。ꃅꏸꁭꅐꏭꄉꋀꊌ

ꂿꂶꌠꋋꇅꃅꂴꆽꄉꋀꈜꏁꇈ，ꋀꋌ

ꏃꌊꀉꑳꂶꌠꐤꅉꇬꑞꄮꇬꆏ，ꃅꏸ

ꂶꌠꆏꄩꏯꅑꎍꀐ。10ꃅꏸꂶꌠꋀꊌ

ꂿꇬꆏ，ꋀꇿꌦꄉꏽ；11ꋀꊇꑳꂶꌠꇬ

ꃹꆹꇬꆏ，ꀉꑳꍇꌠꌋꆀꋍꀉꂿꂷꆀ

ꑸꑋꋀꊌꂿꄉ，ꋀꊇꇇꑭꃃꇵꀕꃅꀉ

ꑳꍇꌠꏭꀍꃈꄚ，ꉺꉻꌺꁌꇐꈤꈧꌠ

ꁉꄉꈐꏭ꒰、ꌜꀕꑍ、ꃀꒀꁬꋌꑠ

ꋀꀖꌌꈁꁠꃅꌞꀉꑳꍇꌠꁵ。12ꈎꌋ

ꆪꍆꊿꈧꌠꀄꂼꇬꏃꃅꌋꋀꏭꀱꉈꑴ

ꑝꇊꂿꄡꁧꄷꉉꄉ，ꋀꊇꈝꂾꀉꁁꏢ

ꇬꈴꄉꀱꋀꃅꄷꁧꀐ。 

7当下希律暗暗地召了博士
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
的，8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
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
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
好去拜他。”9他们听见王的话就
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
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
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
了。10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地
欢喜；11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
和他母亲马利亚，就俯伏拜那
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
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 
12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
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
本地去了。 

 

ꁈꉞꏹꁧ 逃往埃及 
13ꈎꌋꆪꍆꊿꈧꌠꁧꈭꐨꆏ，ꌋ

ꊩꌺꒀꌝꀄꂼꇬꅐꇁꄉ，ꇬꏭ：“ꄓ

ꇁ！ꀉꑳꌋꆀꋍꀉꂿꑋꏃꌊꁈꉞꏹꉜ

ꄉꁧ，ꉢꅽꏯꀋꉉꌦꋩꃅꀊꄶꇬꀀ

ꄉ，ꑞꃅꆏ，ꑝꇊꈍꃅꑌꀉꑳꋋꂷꎹ，

ꀉꑳꋋꂷꌉꇁꌠꉬ”ꄷ。 

13他们去后，有主的使者向
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
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
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
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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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ꒀꌝꆏꌋꐓꄮꇬꄓꌊꀉꑳꂶꌠ

ꌋꆀꀉꑳꀉꂿꋌꏃꁈꉞꏹꉜꄉꁧ

ꀐ。15ꋀꊇꀊꄶꇬꀀꅸꑝꇊꌥꄮꇬ

ꑟ。ꑠꆹꌋꅉꄜꊿꇇꄧꈴꄉꈁꉉꌠ：

“ꉞꏹꄉꉠꌺꉢꇴꌊꇁ”ꄷꇫꌠꅇ

ꅐꀐ。 

14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
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15住在
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
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
“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 

 

ꌺꃰꀉꑳꌺꌉ 杀男孩 
16ꑝꇊꌅꃀꈎꌋꆪꍆꊿꈧꌠꋋꊏ

ꌠꋌꌋꅜꈭꐨꆏ，ꃃꌦꄉꏽꀐ，ꋋꆹ

ꋌꈎꌋꆪꍆꊿꈧꌠꏭꑭꀕꋧꋪꃅꅱꄮ

ꇬꈀꈨꈧꌠꇬꈴꄉ，ꊿꋌꁆꌌꀨꆀꉿ

ꌋꆀꋍꈫꋍꇋꌺꃰꀉꑳꌺꑍꈓꈋꈐꈧ

ꌠꃅꋌꌉꇫꎭꌐ。17ꑠꆹꅉꄜꊿꑳꆀ

ꂱꈁꉉꌠ： 

16希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
就大大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
里并四境所有的男孩，照着他
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两
岁以里的，都杀尽了。17这就应
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 

18“ꇁꂷꃅꄷꊿꀊꂻꃅꏅꄉꉩꇫ

ꈌꐚꌠꆹꇁꏣꋍꌳꃈꅮꉩꌠ，ꋍꌳꃈꅮ

ꈧꌠꇬꀋꐥꌐꀐꐛꅹꄉ，ꋌꉌꌒꄀꅇ

ꊪꀋꅲ”ꄷꇫꌠꅇꅐꀐ。 

18“在拉玛听见号啕大哭的声
音，是拉结哭她儿女，不肯受
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 

 

ꉞꏹꄉꀱꇁ 从埃及返回 
19ꑝꇊꌦꈭꐨꆏ，ꌋꊩꌺꉞꏹꄉ

ꒀꌝꀄꂼꇬꅐꇁꄉꒀꌝꏭ：20“ꄓ

ꇁ！ꀉꑳꂶꌠꌋꆀꋍꀉꂿꑋꏃꑱꌝꆀ

ꃅꄷꉜꄉꁧ，ꊿꀉꑳꀑꇬꈔꋏꂿꄷꈧ

ꌠꌦꇫꈴꁧꀐ”ꄷ。21ꑠꃅꄉꒀꌝ

ꄓꌊꀉꑳꂶꌠꌋꆀꋍꀉꂿꑋꋌꏃꌊꑱ

ꌝꆀꃅꄷꁧꀐ。22ꑸꏸꇅꋍꀉꄉꑝꇊ

ꉆꎃꉆꄉꒀꄠꌅꃀꄻꌠꒀꌝꈨꇈ，ꋌ

ꀊꄶꇬꆹꀋꀬ，ꉈꑴꀄꂼꇬꄉꌋꋋꄐ

ꌐꄉ，ꒀꌝꏤꆀꀕꃅꈋꉜꄉꁧꀐ。

23ꋀꊇꇁꌊꇓꈓꇂꌒꇍꂓꑠꂷꇬꑟꇈ

19希律死了以后，有主的使
者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
说：20“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
母亲往以色列地去，因为要害
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
21约瑟就起来，把小孩子和他母
亲带到以色列地去；22只因听见
亚基老接着他父亲希律作了犹
太王，就怕往那里去；又在梦
中被主指示，便往加利利境内
去了。23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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ꀊꄶꀀ，ꑠꆹꅉꄜꊿꈁꉉꌠꋌꊿꄻꇂ

ꌒꇍꊿꃅꄉꄷꇫꌠꅇꅐꀐ。 
勒，就住在那里。这是要应验
先知所说，他将称为拿撒勒人
的话了。 

 

ꋋꑣꒀꉴꇗꅉꁊ 施洗约翰传道 

3 ꀊꋨꄮꇬ，ꋋꑣꌠꒀꉴꅐꌊꒀꄠ

ꃅꄷꇈꈬꇉꃪꄉ：2“ꉬꉎꇩꑟ 3 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
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 

ꇁꂯꀐ！ꆍꊇꉪꁏꄺꀱꄡꑟ”ꄷꇗꅉ

ꄜꉺ。3ꊿꋋꂷꆹꅉꄜꊿꑱꌏꑸꈁꉉ

ꂶꌠꉬ，ꋌꄹꇬ： 

2“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3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
他说： 

“ꇈꈬꇉꃪꇬ，ꊾꂷꏅꄉꉉ： 
‘ꌋꈭꈜꄐꏤꄉ， 

ꋍꈝꃀꄻꌊꎃꊒꃅꄉ’ꄷ”

ꄷ。 

“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 
‘预备主的道， 
修直他的路！’” 

4ꒀꉴꋋꂷꇭꀧꆹꉼꃀꑐꃢꈚ，ꐧ

ꆹꆭꑆꐧꃬꅑ，ꈋꆹꍈꀮꌋꆀꃪꐚꒉ

ꋠ。5ꀊꋨꄮꇬ，ꑳꇊꌒꇌꌋꆀꒀꄠ

ꑭꊂ，ꄷꀋꁧ，ꊿꑻꄉꒊꃀꋮꀀꌠꃅ

ꅐꌊꒀꉴꄷꄉ，6ꋀꊇꑽꃤꉉꏚ，ꑻꄉ

ꒊꃀꇬꄉꋌꁳꋀꋋꑣꎻ。 

4这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
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
野蜜。5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
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
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6承认
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
洗。 

7ꃔꆀꌏꊿꌋꆀꌑꄖꇠꊿꈍꑋꃅ

ꋋꑣꊪꇁꌠꒀꉴꊌꂿꇬꆏ，ꋌꋀꏭ：

“ꊿꁮꏂꅋꑌꌠꌡꋋꈨ！ꈀꄸꂷꆍꊇ

ꏯꑟꇁꂯꀐꌠꏃꃅꌋꇨꇅꃃꐨꂾꁈꄷ

ꄐꌐꌠꉬ？8ꆍꊇꆹꂶꂷꆍꉪꁏꄺꀱꌠ

ꉌꂵꌋꆀꐯꋭꌠꑠꅑꇁꄡꑟ。9ꆍꊇ

ꊨꏦꉌꂵꇬ：‘ꑸꀨꇁꉴꆹꉪꀋꁌꀋ

ꁧꉬ’ꃅꄡꉪ，ꉢꉉꆍꇰ，ꏃꃅꌋꆹ

ꇓꂵꋋꈨꈬꇬꄉꑸꀨꇁꉴꌺꇖꋌꇱꄕ

ꄻꎼꇁꄎ。10ꀋꃉꌩꇽꃤꃀꆹꄐꏤꌩ

7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
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
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
逃避将来的忿怒呢？8你们要结
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 
9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
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
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
兴起子孙来。10现在斧子已经放
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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ꐴꑭꇬꄉꀐ，ꌩꁧꌩꋚꇓꂷꂄꌠꀋꅑ

ꌠꆏꇽꌊꇵꃆꄔꇬꊐ。 
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 

11ꉡꆹꀆꐒꌌꆍꊇꋋꑣꄉ，ꆍꁳꉪ

ꁏꄺꀱꎻ；ꄚ，ꉠꊂꇁꂶꌠꆹꊋꃤꉢꒈ

ꀋꋌ，ꉡꆹꋍꑬꅮꌌꌠꂯꄻꀋꋭ，ꋋꆹ

ꌃꎔꒌꌋꆀꃆꄔꌌꆍꋋꑣꇁ。12ꋌꑷ

ꍣꌌꄉꄸꉺꂕꑣ，ꎭꂷꆹꋌꎴꋚꄉꑳ

ꇬꊐ，ꎬꁌꆏꃆꄔꀋꑍꀋꈤꌠꌌꋌꐔ

ꄀꇫꎭ”ꄷ。 

11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
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
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
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
火给你们施洗。12他手里拿着簸
箕，要扬净他的场，把麦子收
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
了。” 

 

ꑳꌠꋋꑣꊪ 耶稣受洗 
13ꀊꋨꄮꇬ，ꑳꌠꏤꆀꀕꄉꇁꌊ

ꑻꄉꒊꃀꒉꋮꑟ，ꒀꉴꋌꂿꇈ，ꋌꒀ

ꉴꁳꋋꀕꑣꎻ。14ꒀꉴꆹꇫꏢꀕꉨꄉ

ꑳꌠꏭ：“ꉢꄈꄻꆏꁳꋋꑣꎻꄡꑟ

ꇬ，ꆏꄈꀱꌊꄚꉠꄹꇁꅀ？”ꄷ。

15ꑳꌠꆏꇬꏭ：“ꀋꃅꆏꉠꅇꊼꇅꃅ

ꄉ，ꑞꃅꆏ，ꑖꉬꉪꈀꃅꄡꑟꈧꌠꉪ

ꃅꐛꄎꀐ”ꄷ。ꄚꄉꒀꉴꋍꅇꃅ

ꀐ。16ꑳꌠꋋꑣꊪꇈ，ꒉꇬꄉꄓꇁꈭ

ꐨꆏ，ꂿꃅꋋꇅꃅꋍꎁꃅꁉꄉꀐ，ꌃ

ꎔꒌꆹꄤꆳꂷꌡꃅꐚꇁꋍꆼꁠꇬꐛ。

17ꂿꃅꇬ：“ꋋꆹꉠꌺꉢꇫꉂꂶꌠꉬ，

ꉢꇫꉌꃹꑓꐛ”ꃅꃚꋒꑠꇫꈌꐚꇁ。 

13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
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
洗。14约翰想要拦住他，说：
“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
里来吗？”15耶稣回答说：“你暂
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
诸般的义（或作“礼”）。”于是约翰
许了他。16耶稣受了洗，随即从
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
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
下，落在他身上。17从天上有声
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
悦的。” 

 

ꑳꌠꌌꉪꌠꊝ 耶稣受试探 

4 ꀊꋨꄮꇬ，ꑳꌠꌃꎔꒌꇱꏃꌊꇈ

ꈬꇉꃪꄉꑊꋌꌌꁈꇱꌌꀕꉪ。 4 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
野，受魔鬼的试探。2他禁 

2ꋌꃅꑍꃅꉖꇖꊰꑋꂷꋚꈻꇈ，ꊁꆏꀃ

ꃀꂮꀐ。3ꊾꌌꉪꂶꌠꇁꌊꋍꏭ：

“ꀋꄸꄷ，ꆎꆹꏃꃅꌋꌺꉬꑲꆏ，ꆏꇓ

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3那
试探人的进前来，对他说：“你
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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ꂵꋋꈨꏭꐈꌌꋠꅍꐛꄷꉆ”ꄷꉉ。

4ꄚ，ꑳꌠꆏ：“꒰ꀨꇬꅑꇬ：‘ꊿꇫ

ꐥꌠꋚꒉꀉꄂꉘꇉꄉꐥꌠꀋꉬꃅ，ꏃ

ꃅꌋꈌꇬꈀꅐꇁꌠꅇꂷꈧꌠꉘꇉꄉꐥ

ꌠꉬ’ꄷ”ꄷꅇꀱ。 

石头变成食物。”4耶稣却回答
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
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
出的一切话。’” 

5ꊁꆏꋌꑊꋌꌌꁈꇱꏃꌊꌃꎔꇓꈓ

ꃹ，ꋌꁳꌃꎔꑷꂿꑳꋾꉆꄉꎻ，6ꋍ

ꏭ：“ꀋꄸꄷ，ꆎꆹꏃꃅꌋꌺꉬꑲꆏ，

ꄚꇬꄉꐂꀏꒉ，ꑞꃅꆏ，꒰ꀨꇬ： 

5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
他站在殿顶上（“顶”原文作

“翅”），6对他说：“你若是神的
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
记着说： 

‘ꌋꋍꉬꉎꊩꌺꋌꁆꌊꇇꌌꆏꋀ

ꄏꄉꀕ， 
ꋀꅽꏸꑭꁳꇁꇓꂵꇬꄚꀋꎽꌠ

ꉬ’ꃅꅑ”ꄷ。 

‘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
托着你， 
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7ꑳꌠꆏꇬꏭ：“ꄚ，꒰ꀨꇬꑌ：‘ꌋ

ꅽꏃꃅꌋꏭꌌꉪꀋꉆ’ꃅꅑ”ꄷ。

8ꋌꉈꑴꑊꋌꌌꁈꇱꏃꌊꁦꌺꀊꂥꐯꀊ

ꂥꑠꂷꄩꑟ，ꋧꃅꇣꄧꇩꏤꈀꐥꌠꌋ

ꆀꇩꏤꋋꈨꇬꁨꇐꄉꇐꈁꎔꎗꌠꑊꋌ

ꌌꁈꄐꋌꀦꌐꇈ，9ꋍꏭ：“ꀋꄸꄷ，

ꆏꇇꑭꃃꇵꀕꃅꉠꏯꀍꃈꄚꑲꆏ，ꉢ

ꋋꈨꈀꐥꃅꄻꆏꁳꌐꂿ”ꄷ。10ꑳ

ꌠꆏ：“ꌑꄉ！ꅽꈀꒉꅉꒉ（“ꌑꄉ”ꆹ

“ꄘꑣ”ꄷꌠꄜ，ꑊꋌꌌꁈꂒꂷ）。ꑞꃅꆏ，꒰

ꀨꇬ： 

7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
‘不可试探主你的神。’” 8魔鬼又
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
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
他看，9对他说：“你若俯伏拜
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
10耶稣说：“撒但退去吧（“撒但”

就是“抵挡”的意思，乃魔鬼的别名）！
因为经上记着说： 

‘ꌋꅽꏃꃅꌋꏭꀍꃈꄚꄡꑟ， 
ꋌꀉꄂꀨꎹꉆ’ꃅꅑ”ꄷ。 

‘当拜主你的神， 
单要事奉他。’” 

11ꋍꈭꐨꆏ，ꑊꋌꌌꁈꑳꌠꄷꄉꐞꁧ

ꀐ；ꉬꉎꊩꌺꋋꀨꎹꇁꌠꐥ。 
11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
伺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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ꑳꌠꏤꆀꀕꄉꇗꅉꁊ 开始在加利利传道 
12ꒀꉴꊿꒃꏦꑳꇬꊐꌠꑳꌠꈨ

ꇈ，ꋌꀱꏤꆀꀕꁧꀐ；13ꊁꆏꇂꌒꇍꄉ

ꋌꎼꏦꀙꇊꉜꄉꁧꇈꀊꄶꇬꀀ。ꃅ

ꄷꀊꋩꈚꆹꎿꊫꄉ，ꑭꀯꇍꌋꆀꇂꃛ

ꄣꆀꃅꋮꇬꐛ。14ꑠꆹꅉꄜꊿꑱꌏꑸ

ꈁꉉꌠ： 

12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
退到加利利去；13后又离开拿撒
勒，往迦百农去，就住在那
里。那地方靠海，在西布伦和
拿弗他利的边界上。14这是要应
验先知以赛亚的话， 

15“ꑭꀯꇍꃅꄷꌋꆀꇂꃛꄣꆀꃅ

ꄷꎿꋮꈝꂾꏡꌠꇬ，ꑻꄉꒊꃀꈍꉈ，

ꉇꉻꊿꀀꅉꏤꆀꀕꃅꄷ。 

15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
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
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 

16ꉹꁌꏃꃅꆈꋧꋪꅉꇬꑌꀊꋨ

ꈨ，ꁨꑭꏸꃅꏷꌬꀕꌠꋀꊌꂿꀐ；ꁨ

ꑭꆹꊿꌦꈔꌐꒉꇂꃴꑌꈧꌠꈬꄔꇬꄉ

ꅐꌊꋀꊨꏦꌸꀐ”ꄷꈧꌠꅇꅐꇁꂿ

ꄷꌠ。 

16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
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
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 

17ꑳꌠꆏꀊꋨꄮꇬꅑꅸꇁꇬꇯꆐ：

“ꉬꉎꇩꑟꇁꂯꀐ，ꆍꊇꉪꁏꄺꀱꄡ

ꑟ”ꃅꇗꅉꁊ。 

17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
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
悔改。” 

 

ꉛꈹꊿꇖꑻꇳꍝ 呼召四个渔夫 
18ꑳꌠꏤꆀꀕꎿꋮꈴꐺꄮꇬ，ꃺ

ꃶꀁꑳꑍꂷ：ꀺꄮꄷꑌꄹꌠꑭꂱꌋꆀ

ꋍꀁꑳꉢꄓꆺꑋꎿꇬꄉꉛꐱꐺꌠꋌ

ꂿ；ꋀꊇꑴꅉꆹꉛꈹꊿꉬ。19ꑳꌠꋀ

ꊇꏯ：“ꉠꊂꈹꇁ，ꉢꆍꁳꊿꊊꇬꉛ

ꊌꌠꌡꎻꂿ”ꄷ。20ꋋꇅꃅꉛꐱꋍ

ꑊꇵꇫꎭꇈꀕ，ꋍꊂꈹꁧꀐ。21ꑳꌠ

ꀊꄶꄉꁨꏭꉜꄉꁦꄮꇬꆏ，ꉈꑴꃺꃶ

ꀁꑳꑍꂷ：ꑭꀺꄠꌺꑸꇱꌋꆀꒀꉴꑋ

ꋀꀉꄉꈿꇉꇬꑌꄉ，ꉛꐱꅋꇫꑌꌠꋌ

ꂾꌦ。ꑳꌠꋍꑊꏭꇳꍝꇬꆏ，22ꇉꋍ

18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
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
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得烈，在
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
19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
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
20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
他。21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
兄二人，就是西庇太的儿子雅
各和他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
亲西庇太在船上补网，耶稣就



ꂷꄠꌒꅇ  5 10 马太福音  5 
 

ꑊꇤꇫꎭꇈꀕ，ꋍꑊꎼꀉꄉꐞꄉ，ꑳ

ꌠꊂꈹꁧꀐ。 
招呼他们，22他们立刻舍了船，
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 

 

ꉹꁌꏭꇗꅉꁊ 向众人传道 
23ꑳꌠꏤꆀꀕꃅꋌꏮꈴꄉ，ꉻꏑ

ꅉꈀꐥꌠꇬꄉꊿꉗꊿꂘ，ꉬꉎꇩꌒꅇ

ꁊ，ꉹꁌꆅꇐꊰꑋꑟꌠꉃꄻ。24ꋍꂓ

ꌗꆏꄚꄉꑪꆀꑸꃅꈨꈴꌐ，ꀊꄶꇬꊿ

ꆄꈻꌠꈀꐥꌠ，ꊿꋍꑞꋍꑵꇭꀧꆅ

ꌠ、ꆄꈻꋰꀋꄐꌠꌋꆀꑊꋌꐊꌠ、

ꋍꅑꌠ、ꄣꅐꌠꃅꊿꏃꌊꑳꌠꄷꇁ

ꄉ，ꋀꊇꐯꇯꑳꌠꇱꉃꌒꌐ。25ꀊꋨ

ꄮꇬ，ꊿꄙꊿꉐꃅꏤꆀꀕ、ꄂꏦꀧ

ꆀ、ꑳꇊꌒꇌ、ꒀꄠ、ꑻꄉꒊꃀꈍ

ꉈꄉꇁꌊꋍꊂꈹꇁꌐ。 

23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
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
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24他的名
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
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
病、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
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
耶稣就治好了他们。25当下，有
许多人从加利利、低加波利、
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
来跟着他。 

 

ꉘꁌꇬꂘꅇꁌꇐꈤꌠ 山上宝训 

5 ꊿꄙꊿꉐꋋꈨꑳꌠꂿꇬꆏ，ꋌꉘ

ꁌꇬꁧꀐ，ꀊꄶꑌꈭꐨꆏ，ꋍꌶ 
5 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

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 
ꌺꈧꌠꇁꌊꋍꂾꑟ，2ꋌꈌꋊꄉꑠꃅꋀ

ꊇꏯꂘ： 
跟前来，2他就开口教训他们，
说： 

 

ꌒꃤꉆꑵ 八福 
3“ꊿꆺꀋꒉꄇꀋꒉꌠꌒꃤꐥ

ꀐ！ꑞꃅꆏ，ꉬꉎꇩꆹꋀꊇꃤꉬ。 
4ꊿꉌꎭꈧꌠꌒꃤꐥꀐ！ꑞꃅꆏ，

ꋀꊇꀋꎪꃅꉌꌒꄀꌠꊌ。 
5ꊿꈌꆓꌗꉘꌠꌒꃤꐥꀐ！ꑞꃅ

ꆏ，ꃄꅉꀋꎪꃅꋀꊪꊊꌠꉬ。 
6ꊿꂮꌤꏽꃅꑖꉬꁯꈧꌠꌒꃤꐥ

ꀐ！ꑞꃅꆏ，ꋀꊇꀋꎪꃅꂊꅗꇁꂯ

ꀐ。 

3“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
国是他们的。 

4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
们必得安慰。 

5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
们必承受地土。 

6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
为他们必得饱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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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ꊿꌞꊿꏭꎭꃅꉈꈧꌠꌒꃤꐥꀐ！

ꑞꃅꆏ，ꋀꊇꀋꎪꃅꎭꃅꉈꌠꋀꊌꂯ

ꀐ。 
8ꊿꉌꃀꐙꎴꈧꌠꌒꃤꐥꀐ！ꑞꃅ

ꆏ，ꋀꊇꀋꎪꃅꏃꃅꌋꂿꄎ。 
9ꊿꌠꁳꐮꄮꎻꌠꌒꃤꐥꀐ！ꑞꃅ

ꆏ，ꋀꊇꀋꎪꃅꊿꌌꏃꃅꌋꌺꃅꇴꌠ

ꉬ。 
10ꊿꑖꉬꐛꅹꃅꊿꇱꌌꆼꍅꆹꆋ

ꈧꌠꌒꃤꐥꀐ！ꑞꃅꆏ，ꉬꉎꇩꆹꋀꊇ

ꃤꉬ。 

7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
他们必蒙怜恤。 

 
8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

们必得见神。 
9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

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10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11ꀋꄸꄷ，ꉡꐛꅹꃅꆍꊇꊿꌌꊨ

ꏈ，ꊿꌌꆼꍅꆹꆋ，ꅇꄸꉐꄸꋍꑞꋍ

ꑵꊿꎹꌊꆍꊂꍍꋉꄸꄀꑲꆏ，ꆍꊇꌒ

ꃤꐥꀐ！12ꆍꊇꉬꉎꇬꄉꊌꂯꌠꈁꁠ

ꀉꒉꐛꅹ，ꆍꊇꉌꇿꑓꇿꄡꑟ；ꅉꄜ

ꊿꆍꂾꇯꆐꇫꐥꀐꈧꌠ，ꊾꑌꑠꃅꋀ

ꊇꆼꍅꆹꆋ”ꄷ。 

11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
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
们，你们就有福了！12应当欢喜
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
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
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 

 

ꋂꌋꆀꁨꑭ 盐与光 
13“ꆍꊇꆹꋧꃅꋋꂷꇬꋂꉬ，ꀋ

ꄸꄷ，ꋂꉩꑲꆏ，ꈍꃅꋌꁳꉈꑴꋂꐔꇁ

ꎻꉆꂯ？ꋂꋋꈨꆹꌬꀋꉆꄉꊿꇱꇵꉈ

ꏭꎭꇈ，ꊿꌌꄔꈻꌠꉬ。14ꆍꊇꆹꋧ

ꃅꇬꁨꑭꉬ。ꄻꉘꁌꇬꋉꄉꌠꇓꈓꂷ

ꆹꈍꃅꑌꂁꉱꄉꀋꉆꌠ。15ꊿꂷꇭꄔ

ꇬ，ꂷꇭꄻꂶꀧꇂꃴꉱꀋꄉꃅ，ꄻꂷ

ꇭꄀꅉꇬꄀꄉ，ꂷꇭꁳꑱꈐꋋꂷꇂꃴ

ꃅꁨꈴꎻ。16ꆍꊇꁨꑭꑌꑠꃅꄻꊿꂾ

ꁨꄉꄡꑟ，ꑠꃅꄉ，ꋀꊇꁳꆍꊇꃅꐨ

ꑽꑌꉾꃪꈧꌠꊌꂿꎻ，ꑠꃅꑲꆏ，ꀑꒉ

ꑊꒉꋀꊇꄻꆍꉬꉎꀉꄉꄀꌠꉬ”

13“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
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
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
踏了。14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
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15人点
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
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16你们
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
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
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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ꄷ。 
 

ꄹꏦꃆꂮꉉ 论律法 
17“ꉢꇁꌠꆹꄹꏦꌋꆀꅉꄜꊿꀜ

ꋊꇁꌠꉬꉂꃅꑠꄡꉪ；ꉡꆹꋍꑠꀜꋊꇁ

ꌠꀋꉬꃅ，ꋍꑠꁳꐛꒆꎻꂿꄷꌠꉬ。

18ꉢꇯꍝꃅꉉꆍꊇꇰ，ꂿꃅꃄꅉꃅꑍꈤ

ꁧꌐꄷꑲꑌ，ꄹꏦꆹꁱꂷꋍꂷꌐꂷꋍ

ꍈꑋꑍꈤꀋꉆ，ꄷꀋꁧꐯꇯꃅꐛꌐ。

19ꑠꅹ，ꈀꄸꂷꏥꏦꋋꈨꇬꀄꊭꇊꀄ

ꊭꍇꌠꋌꀜꋊꇫꎭꇈ，ꌞꊿꏭꑌꑠꃅ

ꄷꉙꂘꆏ，ꋋꆹꉬꉎꇩꇬꀄꊭꇊꀄꊭ

ꂶꌠꉬꄷꌠꉬ。ꄚ，ꈀꄸꂷꏥꏦꋋꈨ

ꇬꍬ，ꄷꀋꁧ，ꌞꊿꏭꑌꏥꏦꋋꈨꇬ

ꍬꄷꉙꂘꑲꆏ，ꋋꆹꉬꉎꇩꇬꀉꒉꂶ

ꌠꉬꄷꌠꉬ。20ꉢꉉꆍꊇꇰ，ꀋꄸꄷ，

ꆍꊇꆹꁱꂷꌤꃅꊿꌋꆀꃔꆀꌏꊿꏭꀋ

ꋌꃅꑖꉬꃅꀋꐛꇬꆹ，ꆍꊇꈍꃅꑌꉬ

ꉎꇩꇬꃹꀋꄐ”ꄷ。 

17“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
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
成全。18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
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
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
19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
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
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
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
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
的。20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
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
断不能进天国。” 

 

ꇨꇅꃃꃆꂮꉉ 论发怒 
21“ꅇꂷꀊꆨꊿꏭ：‘ꊿꌉꀋ

ꉆ，ꊿꌉꌠꆏꈍꃅꑌꌌꀞꇽ’ꄷꌠꆍ

ꊇꈨꋺꀐ。22ꄚ，ꉢꉉꆍꊇꇰ，ꊿꀕ

ꋅꃺꑌꏭꇨꇅꈁꃃꌠꆏ（ꀊꆨ꒰ꀨꄯꒉꋍꈨ

ꆏꄚꇬ“ꀙꀋꐥꃅ”ꑠꄸꇬꇯꄉꌠꐥ），ꈍꃅꑌꌌ

ꀞꇽꌠꉬ。ꌞꊂꅇꄸꉐꄸꈁꉉꌠꆏ，

ꈍꃅꑌꌟꒉꌠꂾꃀꈿꅉꄉꌌꀞꇽꌠ

ꉬ。ꊿꋅꃺꑌꏭꊾꇰꃅꈁꊨꌠꆏ，ꈍ

ꃅꑌꅉꃴꏦꑳꆈꇬꃆꄔꂾꁈꀋꄐꌠ

ꉬ。23ꑠꅹ，ꆏꆦꑝꇮꊙꇬꄉꈁꁠꆦ

ꏽꄮꇬ，ꆏꉪꇁꊿꋅꃺꑌꆎꌋꆀꐮꌂ

21“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
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
人的，难免受审判。’22只是我
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
难免受审判（有古卷在“凡”字下添“无

缘无故地”五字）；凡骂弟兄是拉加
的（“拉加”意为“废物”），难免公会的
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利的（“魔利”

意为“蠢东西”），难免地狱的火。
23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
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24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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ꐮꑷꌠꄀꑲꆏ，24ꈁꁠꈧꌠꇤꆦꑝꇮ

ꊙꂾꅞꄉꇈꀕ，ꂴꊿꋅꃺꑌꂶꌠꌋꆀ

ꐮꄮꈭꐨꑲꆀꀱꈁꁠꆦꏽꇁ。25ꆎꌋ

ꆀꊿꅽꊂꅇꎹꂶꌠꈝꂾꇬꐺꑴꌦꄮꇬ

ꇯꆐ，ꆏꐳꃅꋋꌋꆀꐮꄮꐮꄻ，ꑠꀋꉬ

ꑲꆏ，ꆏꋌꈻꌊꀞꇽꌟꒉꁵꇈ，ꀞꇽꌟ

ꒉꇱꏮꈿꌬꂽꁵꄉ，ꆏꈿꌬꂽꈢꏦꑳ

ꇬꊐꂵ。26ꉢꇯꍝꃅꉉꆎꇰ，ꆏꎆꃀꋍ

ꑭꋍꍅꊒꀋꌐꌦꋩꃅ，ꏦꑳꇬꄉꁖꇁ

ꀋꄐꌠꉬ”ꄷ。 

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
和好，然后来献礼物。25你同告
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
他和息，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
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
在监里了。26我实在告诉你：若
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
从那里出来。” 

 

ꌞꃆꍯꒆꍯꌠꃆꂮꉉ 论奸淫 
27“ꅇꂷ‘ꌞꃆꍯꒆꍯꀋꉆ’

ꄷꌠꆍꊇꈨꀐ。28ꄚ，ꉢꉉꆍꊇꇰ，

ꊿꌋꅪꂿꄷꆏꎼꉪꃏꉨꌠꆏ，ꊿꋋꂷ

ꉌꂵꇬꄉꌋꅪꂶꌠꌋꆀꎼꃅꃏꑽꀐꌠ

ꉬ。29ꀋꄸꄷ，ꅽꑓꋪꇀꑳꁆꌠꆏꁳ

ꑇꐨꇬꄉꅞꎻꑲꆏ，ꑓꋪꋌꁆꃹꌊꍞ

ꇫꎭ；ꇭꀧꋋꂷꃅꅉꃴꏦꑳꆈꇬꃹꑎ

ꆹ，ꇭꀧꑭꊂꇬꋍꌋꇬꀋꎑꇬꄈꍑ。

30ꀋꄸꄷ，ꇇꇀꑳꁆꌠꆏꁳꑇꐨꇬꄉꅞ

ꎻꑲꆏ，ꇇꇀꑳꁆꌠꇽꌊꍞꇫꎭ；ꇭ

ꀧꋋꂷꃅꅉꃴꏦꑳꆈꇬꃹꑎꆹ，ꇭꀧ

ꑭꊂꇬꋍꌋꇬꀋꎑꇬꄈꍑ”ꄷ。 

27“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
淫。’28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
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
已经与她犯奸淫了。29若是你的
右眼叫你跌倒，就剜出来丢
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
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30若是右
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
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不叫
全身下入地狱。” 

 

ꃜꁏꃆꂮꉉ 论离婚 
31“ꅇꂷꉈꑴ：‘ꀋꄸꄷ，ꊾꂷ

ꑮꃀꊐꑲꆏ，ꃜꁏꄯꒉꁬꄻꋍꑮꃀꁵ

ꄡꑟ’ꄷꉉꌠꐥ。32ꄚ，ꉢꉉꆍꇰ，

ꊾꂷꑮꃀꊐꇬ，ꀋꄸꄷꋍꑮꃀꎼꃅꃏ

ꑽꌠꒉꄸꀋꉬꑲꆏ，ꊿꋋꂷꋍꑮꃀꁳ

ꎼꃏꃆꅿꄻꎻꌠꌗꀐ；ꁦꋠꃆꅿꊿꊐ

31“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
当给她休书。’32只是我告诉你
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
的缘故，就是叫她作淫妇了；
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
奸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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ꇫꎭꋋꂷꒃꂶꌠꑌ，ꌞꑮꃀꍯꌠꌗ

ꀐ”ꄷ。 
 

ꅇꏤꒃꃆꂮꉉ 论起誓 
33“ꅇꂷꉈꑴꀊꆨꊿꏭ：‘ꅇꏤ

ꒃꄉꑲꆏ，ꈁꏾꃅꅇꏤꀜꐆꀋꉆ，ꌋ

ꏭꏤꄉꈧꌠꆹꆏꇫꁏꀋꉆ’ꄷꇫꌠꑌ

ꆍꊇꈨꀐ。34ꄚ，ꉢꉉꆍꇰꌠꆏ，ꅇ

ꏤꑞꑵꑌꒃꀋꉆ。ꉬꉎꆹꏃꃅꌋꑋ

ꅉꉬꐛꅹ，ꉬꉎꇬꄐꄉꅇꏤꒃꀋꉆ；

35ꃄꅉꆹꏃꃅꌋꑬꊙꅉꉬꐛꅹ，ꃄꅉꇬ

ꄐꄉꅇꏤꑌꒃꀋꉆ；ꑳꇊꌒꇌꆹꃰꃅ

ꏓꈋꇓꈓꉬꐛꅹ，ꑳꇊꌒꇌꄐꄉꅇꏤ

ꑌꒃꀋꉆ。36ꉇꑴꅽꀂꏾꏭꄐꄉꅇꏤ

ꒃꀋꉆ，ꑞꃅꆏ，ꆎꆹꀍꑐꏢꆏꋌꐈꀉ

ꆈꏢꅀꀊꐎꏢꐛꀋꄐ。37ꆍꅇꂷꉫꆏ

ꉬꃅꉉ，ꀋꉬꆏꀋꉬꃅꉉ，ꅇꎖꉉꌠ

ꆹ，ꄷꅠꂶꌠꄷꄉꇁꌠꉬ（ꅀ“ꄷꅠꌠꄷꄉꅐ

ꇁꌠꉬ”ꃄꑌꍑ）”ꄷ。 

33“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
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
誓，总要向主谨守。’34只是我
告诉你们：什么誓都不可起。
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
的座位；35不可指着地起誓，因
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
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
是大君的京城；36又不可指着你
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
头发变黑变白了。37你们的话，
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
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
者（或作“是从恶里出来的”）。” 

 

ꋪꒃꌠꃆꂮꉉ 论报复 
38“ꅇꂷ‘ꑓꌌꑓꐆꊒ，ꎐꌌꎐ

ꐆꊒ’ꄷꇫꌠꆍꊇꈨꀐ。39ꄚ，ꉢꉉ

ꆍꇰꌠꆏ，ꊾꇨꊾꊋꌠꏭꄡꋦ。ꊿꅽ

ꈁꑓꇀꑳꁆꌠꏶꑲꆏ，ꇀꃼꁆꌠꑌꄻ

ꇬꁳꏶꎻ。40ꊿꅽꊂꅇꎹꏾ，ꅽꀂꄁ

ꈏꆏꈫꌠꈀꏢꉨꌠꐥꑲꆏ，ꅽꀂꄁꉈ

ꏭꈫꌠꑌꄻꋌꁳꌌꁧꎻ。41ꆏꊿꄀꇗ

ꌊꈝꂾꆏꈉꋍꂷꈴꑲꆏ，ꆏꇬꈽꄉꆏ

ꈉꑍꂷꈴꄹꌶ；42ꊿꅽꏯꇖꂟꇁꌠꆏ，

ꄻꇬꁳ；ꊿꅽꄹꎆꉛꋙꉛꌠꐥꑲꆏ，

ꇬꀋꉛꀋꉆ”ꄷ。 

38“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
眼，以牙还牙。’39只是我告诉
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
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
由他打；40有人想要告你，要拿
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
去；41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
就同他走二里；42有求你的，就
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
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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ꊨꏦꁮꐚꏭꉂ 当爱仇敌 
43“ꅇꂷ‘ꅽꃷꇎꉂ，ꅽꁮꐚ

ꌂꄡꑟ’ꄷꇫꌠꆍꊇꈨꀐ。44ꄚ，ꉢ

ꉉꆍꇰꌠꆏ，ꆍꊇꆍꁮꐚꉂꌶ，ꊿꆍ

ꆼꍅꆹꆋꈧꌠꎁꃅꈼꂟ。45ꑠꃅꑲ

ꆏ，ꆍꉬꉎꀉꄉꌺꄻꉆ，ꑞꃅꆏ，ꋌꉘ

ꁮꑭꁳꇁꊿꂂꌸꎻ，ꇁꊿꄸꑌꌸꎻ，

ꂷꉐꐛꊿꑖꉬꌠꁵ，ꐛꊿꀋꑗꀋꉬꌠ

ꑌꁵ。46ꀋꄸꄷ，ꆍꊇꊿꆍꉂꈧꌠꀉ

ꄂꉂꑲꆏ，ꆍꈁꁠꊌꐨꑞꂷꐥꂯ？ꇗ

ꏸꎴꊿꑌꑠꃅꀕꌠꀋꉬꅀ？47ꀋꄸꄷ，

ꆍꊇꆍꃺꑌꏭꀉꄂꋬꂻꈨꅪꄜꑲꆏ，

ꆍꌞꊿꏭꀋꋌꅍꑞꂷꐥ？ꉇꉻꊾꑌꑠ

ꃅꀕꌠꀋꉬꅀ？48ꑠꅹ，ꆍꊇꆹꐛꒆ

ꌶ，ꆍꉬꉎꀉꄉꐛꒆꌠꌋꆀꐯꌟꅊ

ꇈ”ꄷ。 

43“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
的邻舍，恨你的仇敌。’44只是
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
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45这
样，就可以作你们天父的儿
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
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
义的人。46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
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
吏不也是这样行吗？47你们若单
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
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
行吗？48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
们的天父完全一样。” 

 

ꊵꑵꄖꊿꁳꌠꃆꂮꉉ 论施舍 

6 “ꆍꊇꆹꋓꉪꁨꄉ，ꆍꊇꌞꊿꏭ

ꇇꀤꇇꄻ、ꂄꃅꎔꏿꄮꇬ，ꌞ 6 “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
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 

ꂴꆽꄉꉇꉈꃅꀕꊿꀦꀋꉆ。ꀋꄸꄷ，

ꆍꊇꑠꃅꀕꑲꆏ，ꆍꆹꉬꉎꀉꄉꄷꈁ

ꁠꊌꐨꊌꀋꄐꀐ。2ꑠꅹ，ꆏꎆꋚꄖꌢ

ꎭꌟꁧꌠꁵꄮꇬ，ꊿꀋꂄꀕꎴꀕꃅꈧ

ꌠꉻꏑꅉꇬꌋꆀꏦꈜꇬꄉꈀꃅꈁꑽꌠ

ꌟꃅ，ꉶꁱꌌꅽꂴꆽꄉꄎꅉꃅꉇꉈꃅ

ꊿꄷꀑꒉꑊꒉꎹꀋꉆ。ꉢꇯꍝꃅꉉ

ꆍꇰ，ꋀꈁꁠꊌꐨꋀꊇꊌꀐ。3ꆏꎆ

ꋚꄖꌢꎭꌟꁧꌠꁵꄮꇬ，ꅽꇇꇀꃼꁆ

ꌠꁳꇀꑳꁆꌠꃅꐨꅉꐚꄡꎽ。4ꆏꀋ

ꌋꀕꃅꎆꋚꄖꌢꎭꌟꁧꌠꁵꄮꇬꆏ，

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
们天父的赏赐了。2所以，你施
舍的时候，不可在你前面吹
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
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
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
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3你
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
右手所做的；4要叫你施舍的事
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察看，
必然报答你（有古卷作“必在明处报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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ꅽꃅꐨꈢꆈꄉꅽꀉꄉꂶꌠꊌꂿꄉ，ꋌ

ꀋꎪꃅꅽꏯꑆꊋꀱꌠꉬ”ꄷ。 
你”）。” 

 

ꈼꂟꃆꂮꉉ 论祷告 
5“ꆍꊇꈼꂟꄮꇬ，ꊿꀋꂄꀕꎴ

ꀕꃅꈧꌠꌟꃅꉻꏑꅉꇬꌋꆀꈜꏑꅉꇬ

ꉆꄉ，ꉇꀕꃅꈼꂟꊿꀦꀋꉆ，ꉢꇯꍝ

ꃅꉉꆍꇰ，ꋀꈁꁠꊌꐨꋀꊇꊌꀐ。

6ꆏꈼꂟꄮꇬ，ꅽꑳꈐꏭꁨꌠꇬꃹꇈ，

ꀃꈈꈢꄉꅽꀉꄉꈢꆈꐥꂶꌠꏭꈼꂟ，

ꅽꀉꄉꆹꈢꆈꄉꆏꉚ，ꋌꀋꎪꃅꅽꑆ

ꊋꀱꌠꉬ。 

5“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
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
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
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
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6你祷
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
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
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 

7ꆍꊇꈼꂟꄮꇬ，ꉇꉻꊿꌟꃅꅇꂷ

ꀱꒊꀱꇁꃅ、ꀉꑌꃅꄡꉉ，ꋀꊇꆹꅇ

ꂷꀉꑌꃅꉉꑲꆏ，ꏃꃅꌋꀋꎪꃅꋀꅇ

ꅲꑴꉂꃅꉪ。8ꆍꊇꋀꉚꄉꌷꀋꉆ，

ꑞꃅꆏ，ꆍꊇꀋꇖꀋꂟꌦꂾꇯꆐ，ꆍ

ꈁꈉꈀꄻꅍꆍꉬꉎꀉꄉꅉꐚꀐ。 

7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
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
话多了必蒙垂听。8你们不可效
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
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
早已知道了。 

9ꑠꅹ，ꆍꊇꈼꂟꄮꇬꑠꃅꉉ： 
‘ꉪꊇꉬꉎꇬꐥꌠꀉꄉꀋ！ꊿꇬꈀ

ꐥꌠꃅꅽꂓꋀꌌꌃꎔꃅꄉꌐꅊ

ꇈ。 
10ꅽꇩꏤꇫꑟꇁꅊꇈ，ꅽꉪꐨꉬꉎ

ꇬꄉꉌꂵꉪꅉꐛꌠꌟꃅ，ꉬꐮꇬ

ꄉꉌꂵꉪꅉꐛꇁꅊꇈ。 
11ꉪꀃꑍꈁꈉꌠꋠꇐꅝꒉꆹ，ꀃꑍ

ꄻꉪꁳ。 
12ꉪꊇꎝꄻꌞꊿꏆꌠꌟꃅ，ꅽꎝ

ꄻꉪꏆ。 
13ꉪꊇꁳꌌꉪꌠꊝꄡꎽ；ꉪꈭꋏꄉ

ꉪꁳꄷꅠꌠꐞꎻ（ꅀ“ꄷꅠꂶꌠ”ꄷ

9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
你的名为圣。 
 

10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
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11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
我们。 

12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
人的债。 

13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
脱离凶恶（或作“脱离恶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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ꑌꍑ）。ꑞꃅꆏ，ꃰꃅꇩ、ꌅ

ꈌ、ꀑꒉꑊꒉꉬꇮꃅꅽꃤꉬ，

ꅑꅸꐩꋊꐩꍂꄮꇬꑟ。ꀊꂱ（ꀊ

ꆨꏂꀨꄯꒉꋍꈨꇬꆏ“ꑞꃅꆏ”ꅑ“ꀊꂱ”

ꃅꋋꊭꇬꀋꐊ）’ꄷ。 

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
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有古

卷无“因为”至“阿们”等字）。’ 

14ꆍꊇꌞꊿꅑꑘꄻꌞꊿꏆꑲꆏ，ꆍꉬ

ꉎꀉꄉꑌꀋꎪꃅꆍꅑꑘꄻꆍꏆꌠꉬ；

15ꆍꊇꌞꊿꅑꑘꄻꌞꊿꀋꏆꇬꆹ，ꆍ

ꉬꉎꀉꄉꑌꈍꃅꑌꆍꅑꑘꄻꆍꀋꏆꌠ

ꉬ”ꄷ。 

14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
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15你们
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
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ꋚꈻꃆꂮꉉ 论禁食 
16“ꆍꊇꋚꈻꄮꇬ，ꊿꀋꂄꀕꎴ

ꀕꃅꈧꌠꌟꃅ，ꑊꆹꐓꉩꀕꃅꐙꀋꉆ；

ꑞꃅꆏ，ꋀꊇꆹꈁꑓꋀꄻꉜꀋꌒꃅꄉ，

ꉇꀕꃅꊿꁳꋀꋚꈻꌠꉜꅐꇁꎻ。ꉢꇯ

ꍝꃅꉉꆍꇰ，ꋀꊇꆹꋀꈁꁠꊌꐨꋀꊌ

ꀐ。17ꆏꋚꈻꄮꇬ，ꀂꏾꇮꄉ，ꈁꑓ

ꋌꄉ，18ꌞꊿꁳꆏꋚꈻꐺꌠꉜꅐꇁꄡ

ꎽꃅ，ꈢꆈꐥꌠꀉꄉꁳꀉꄂꂿꎻ，ꅽ

ꀉꄉꈢꆈꄉꆏꉚꄉ，ꀋꎪꃅꅽꑆꊋꀱ

ꌠꉬ”ꄷ。 

16“你们禁食的时候，不可像
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
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
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禁食。我
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
他们的赏赐。17你禁食的时候，
要梳头洗脸，18不叫人看出你在
禁食，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
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
你。” 

 

ꎆꊭꋙꊭꉬꉎꄉ 积财宝在天上 
19“ꊨꏦꎁꃅꎆꊭꋙꊭꃄꅉꇬꄡ

ꄉ，ꃄꅉꇬꆹꁯꑌꇫꋠꇁ，ꎟꋠꉆ，ꏄ

ꍿꑌꑳꅤꄉꇫꈐꇁ；20ꑠꅹ，ꎆꊭꋙꊭ

ꉬꉎꇬꊐꄉ，ꉬꉎꆹꁯꑌꇬꀋꋠ，ꎟꋠ

ꀋꉆ，ꏄꍿꑌꑳꅤꄉꇫꈐꀋꇁ；21ꑞꃅ

ꆏ，ꅽꎆꋚꇿꎍꆏ，ꅽꉌꃀꑌꇿꎍ”

ꄷ。 

19“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
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
也有贼挖窟窿来偷；20只要积攒
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
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
窿来偷；21因为你的财宝在哪
里，你的心也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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ꉌꃀꇬꁨꑭ 心里的光 
22“ꑓꋪꆹꇭꀧꂷꇭꉬ。ꀋꄸ

ꄷ，ꅽꑓꋪꂿꐚꑲꆏ，ꅽꇭꀧꋋꂷꃅ

ꁤꇅꀕ；23ꀋꄸꄷ，ꅽꑓꋪꏂꇙꁱꋓꑲ

ꆏ，ꅽꇭꀧꋋꂷꃅꆈꋧꋪ。ꅽꈐꏭꁨ

ꑭꆹꆈꋧꋪꀐꑲꆏ，ꆈꋧꋪꀊꋨꑵꆹꈍ

ꒈꌠꉬꀐ！”ꄷ。 

22“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
眼睛若明亮了，全身就光明； 
23你的眼睛若昏花了，全身就黑
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
黑暗是何等大呢！” 

 

ꏃꃅꌋꀕꆀꎆꋚ 神与玛门 
24“ꊾꂷꌌꁈꑍꂷꀨꎹꀋꉆ；ꋋ

ꂷꌂꀊꋨꂷꉂꌠꀋꉬꑲꑌ，ꋋꂷꉜꒉ

ꀊꋨꂷꉜꄸꌠꉬ。ꆍꊇꆹꏃꃅꌋꑌꀨ

ꎹ，ꎆꋚꑌꀨꎹꃅꑠꃅꀋꉆ”ꄷ。 

24“一个人不能事奉两个主；
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
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事奉
神，又事奉玛门（“玛门”意为“财

利”）。” 
 

ꋠꅍꈚꅍꄡꐒ 勿忧虑 
25“ꑠꅹ，ꉢꉉꆍꇰ，ꆍꊇꀑꇬꐥ

ꍂꇬꑞꋠ、ꑞꅝꌠꄡꐒꄡꊀ，ꇭꀧꑞ

ꈚꌠꄡꐒꄡꊀ。ꀑꇬꆹꋠꇐꅝꒉꏭꀋ

ꋌꌠꀋꉬꅀ？ꇭꀧꆹꃢꈜꏭꀋꋌꌠꀋ

ꉬꅀ？26ꆍꊇꃅꈬꇬꃰꐺꌠꉌꊭꉌꇓꉜ

ꉏ，ꋀꊇꊩꑌꀋꊪ，ꎳꑌꀋꎴ，ꋚꒉꎴ

ꋙꄉꑳꇬꑌꊐꀋꄉ，ꄚ，ꆍꉬꉎꀉꄉ

ꇯꋀꊇꉘꉚ，ꆍꊇꆹꉌꊭꉌꇓꏭꀋꋌ

ꃅꀊꅰꃅꁌꇐꈤꌠꀋꉬꅀ？27ꆍꊇꈬꄔ

ꈀꄸꂷꐒꊀꄉꊨꏦꀑꇬꁳꊼꇅꀂꉗꌹ

ꍈꁦꎆꃅꐥꎻꄎ？28ꆍꊇꑞꃅꈚꅍꎁꃅ

ꐒꊀꇆ？ꇈꈬꇉꃪꀙꉼꁬꃨꈍꃅꅿꇁ

ꌠꉪꉚꉏ；ꋀꊇꑘꑌꀋꁨ，ꎬꑌꀋꋩ；

29ꄚ，ꉢꉉꆍꇰ，ꌙꇊꂱꃰꃅꌣꈚꐞꄿ

ꐯꐞꄿꄮꇬ，ꋌꈁꅑꈁꈚꌠꑋ，ꁬꃨ

ꋋꈨꈬꄔꋍꀮꌟꃅꀋꋽ。30ꆍꊇꊿꑇ

25“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
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
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
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
26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
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
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
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27你
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
一刻呢（或作“使身量多加一肘呢”）？
28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
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
的；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
29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
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
还不如这花一朵呢！30你们这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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ꐨꉌꊋꀄꊭꋋꈨꇆ！ꇈꈬꇉꃪꁬꀃꑍ

ꆹꇫꋦꑴꌦ，ꃆ꒰ꄑꆏꊿꇵꇤꄸꇬꏦ

ꇫꎭꃅꑠꇯꆎ，ꏃꃅꌋꑠꃅꇫꋽꄻꎔꇱ

ꇬ，ꆍꊇꆹꑞꂷꉉꄻꅐꑴꌦꂯ？31ꑠ

ꅹ，ꆍꊇꑞꋠꂯ、ꑞꅝꂯ、ꑞꈚꂯ

ꃅꉌꐒꇁꎭꌋꀋꌸ。32ꋍꑠꆹꉇꉻꊿ

ꈀꇖꈁꂟꌠ；ꆍꊇꈁꈉꈀꄻꋋꈨꆹꐯ

ꇯꆍꉬꉎꀉꄉꅉꐚꌐꌠꉬ。33ꆍꊇꂴ

ꆏꏃꃅꌋꇩꌋꆀꋍꑖꉬꇖꂟ，ꐥꇐꋋ

ꈨꈀꐥꃅꄻꇬꇯꄉꆍꁳꌠꉬ。34ꑠ

ꅹ，ꃆ꒰ꄑꎁꃅꄡꐒꄡꊀ；ꑞꃅꆏ，ꃆ

꒰ꄑꆹꃆ꒰ꄑꐒꅍꐥꑴꌦ，ꋍꑍꌠꋍꑍ

ꐒꊀꅍꐥꑲꆏꇎꀐ”ꄷ。 

信的人哪，野地里的草今天还
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
它这样的妆饰，何况你们呢！
31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
么？喝什么？穿什么？’32这都
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
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
道的。33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
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
了。34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
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
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ꌞꊂꄡꍆꄡꇽ 勿论断 

7 “ꆍꊇꊿꇱꌌꍆꇽꂵꐛꅹ，ꌞ

ꊿꊂꄡꍆꄡꇽ。2ꑞꃅꆏ，ꆍꊇ 
7 “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

们被论断。2因为你们怎样 
ꈍꃅꌞꊿꍆꇽꆏ，ꆍꊇꑌꈍꃅꊿꌌꍆ

ꇽꌠꉬ；ꆍꊇꎖꅍꑞꑵꌌꎖꌞꊿꁵ

ꆏ，ꌞꊿꑌꀋꎪꃅꎖꅍꑞꑵꌌꎖꆍꁳ

ꇁꌠꉬ。 

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
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
什么量器量给你们。 

3ꑞꃅꅽꊿꋅꃺꑌꑓꋪꇬꁉꍰꆏ

ꀕꂿꇈ，ꅽꊨꏦꑓꋪꇬꀀꌠꌩꄹꆏꀕ

ꇬꀋꉪꌠꉬ？4ꅽꊨꏦꑓꋪꇬꌩꄹꀀꑲ

ꆏ，ꆏꈍꃅꅽꊿꋅꃺꑌꏭ：‘ꉢꁳꅽ

ꑓꋪꇬꁉꍰꀖꇫꎭꎻ’ꃅꉉꉆ？5ꆏꀋ

ꂄꀕꎴꀕꃅꌠꊿꋋꂷꇆ！ꂴꊨꏦꑓꋪ

ꇬꌩꄹꀖꇫꎭꑲꆀ，ꊁꉜꐚꑓꄧꃅꅽ

ꊿꋅꃺꑌꑓꋪꇬꁉꍰꀖꇫꎭ。6ꐥꇐ

ꌃꎔꌠꄻꈌꄡꁵ，ꆍꍗꀕꁌꇐꈤꌠꑌ

ꇵꃮꂾꄡꅞ，ꍗꀕꃮꌌꄔꈻꇈ，ꃮꀱ

ꆍꑝꇁꂵ”ꄷ。 

3为什么你看见你弟兄眼中
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
呢？4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
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
的刺’呢？5你这假冒为善的人！
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
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
中的刺。6不要把圣物给狗，也
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
恐怕它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
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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ꇖꂟ，ꎹꈹ，ꀃꈈꅥ 祈求，寻找，叩门 
7“ꆍꊇꇖꂟꑲꆏ，ꄻꆍꁳ；ꎹꈹ

ꑲꆏ，ꈍꃅꑌꆍꎹꊊ；ꀃꈈꅥꑲꆏ，ꀃ

ꈈꁉꆍꁳ。8ꑞꃅꆏ，ꈀꇖꈁꂟꌠꆏ，

ꇖꂟꊊ；ꎹꈹꌠꆏ，ꎹꊊ；ꀃꈈꅥꌠ

ꆏ，ꀃꈈꁉꋌꁳ。9ꆍꊇꈬꄔꇬꈀꄸ

ꂷꌺꋍꄷꎬꁱꇖꇬ，ꀱꌊꇓꂵꄻꇬ

ꁳ？10ꉛꇖꇬ，ꀱꌊꁮꏂꌌꉛꃅꄻꇬꁳ

ꌠꐥ？11ꆍꊇꀋꉾꀋꃪꑴꇬ，ꄡꇗꋍꑞ

ꋍꑵꉾꃪꌠꄻꌳꃈꅮꁵꌠꆍꌧꑠ，ꆍ

ꊇꉬꉎꇬꐥꌠꀉꄉꆹꀊꅰꃅꋍꑞꋍꑵ

ꉾꃪꌠꄻꊿꋍꄷꇖꂟꌠꁵꌠꀋꉬꅀ？

12ꑠꅹ，ꌤꑞꉬꄿꂿ，ꆍꊇꌞꊿꁳꈍꃅ

ꆍꊝꎻꏾꆏ，ꆍꊇꑌꈍꃅꌞꊿꊝ；ꑞ

ꃅꆏ，ꋍꑠꆹꄹꏦꌋꆀꅉꄜꊿꇗꅉ

ꉬ”ꄷ。 

7“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
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
开门。8因为凡祈求的，就得
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
的，就给他开门。9你们中间谁
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
10求鱼，反给他蛇呢？11你们虽
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
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
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
吗？12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
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
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
知的道理。” 

 

ꀃꈈꀁꐯꐬ 窄门 
13“ꆍꊇꀃꈈꀁꐯꐫꌠꇬꃹ；ꑞ

ꃅꆏ，ꈔꑍꅉꑟꌠꆹ，ꀃꈈꀊꐯ，ꈝꂾ

ꈴꌒ，ꊿꇫꃹꆹꌠꑌꀉꑌ；14ꐩꋊꐩꍂ

ꀑꇬꊌꅉꑟꌠꆹ，ꀃꈈꀁꐯ，ꈝꂾꈛ

ꎭ，ꊿꋌꎷꊊꌠꑌꀁꑌꃅꐥ”ꄷ。 

13“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
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
的，进去的人也多；14引到永
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
找着的人也少。” 

 

ꌩꁧꌋꆀꋍꌩꋚꇓꂷ 树与其果 
15“ꆍꊇꆹꅉꄜꊿꃶꀋꐚꌠꋓꉪ

ꁨꌶ；ꋀꊇꄚꆍꄷꇁꇬ，ꉇꇷꉇꉻꑾꑆ

ꈚꑴꇬ，ꄸꈐꆹꌇꄧꌠꆿꃀꉬ。16ꋀꊇ

ꌩꋚꇓꂷꇬꄉꋀꊿꌧꅐꇁꉆ。ꈍꃅ

ꍲꁧꇬꄉꑌꃀꌧꃰꑣꊊꉆꂯ？ꈍꃅꏹ

ꆺꁬꇬꄉꀋꃨꂶꂷꑣꊊꉆꂯ？17ꑠꃅ

15“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
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
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16凭着
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
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蒺
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17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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ꄉ，ꌩꁧꉾꃪꌠꆏ，ꌩꋚꇓꂷꂄꎔꌠ

ꅑꌐ；ꌩꁧꀋꉾꀋꃪꌠꀉꄂꌩꋚꇓꂷ

ꀋꉾꀋꃪꌠꅑ。18ꌩꁧꉾꃪꌠꌩꋚꇓ

ꂷꀋꉾꀋꃪꌠꅑꇁꀋꉆ。ꌩꁧꀋꉾ

ꀋꃪꌠꌩꋚꇓꂷꉾꃪꌠꅑꇁꀋꉆ。

19ꌩꁧꌩꋚꇓꂷꉾꃪꌠꀋꅑꌠꆏ，ꈀ

ꐥꃅꇽꌊꍞꃆꄔꇬꊐ。20ꑠꅹ，ꋀꌩ

ꋚꇓꂷꇬꄉꋀꊇꊿꌧꅐꇁꉆ”ꄷ。 

凡好树都结好果子；惟独坏树
结坏果子。18好树不能结坏果
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19凡不
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
火里。20所以，凭着他们的果
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ꉢꐥꅷꇁꆍꌥꀋꋻ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21“ꊿꉠꏯ‘ꌋꀋ！ꌋꀋ！’ꃅ

ꇴꈧꌠ，ꉬꇮꃅꉬꉎꇩꇬꃹꆹꄎꌐꌠ

ꀋꉬ；ꊿꉠꉬꉎꀉꄉꉪꐨꍬ、ꉉꅇꃅ

ꈧꌠꀉꄂꇫꃹꆹꉆ。22ꀊꋨꄹꉇꆏ，

ꀋꎪꃅꊿꈍꑋꈍꑋꃅꉠꏯ：‘ꌋꀋ！

ꌋꀋ！ꉪꊇꅽꂓꄜꄉꇗꅉꁊ，ꅽꂓꄜ

ꄉꑊꋌꈹ，ꅽꂓꄜꄉꄐꐨꇣꋲꌠꈍꑋ

ꃅꀕꌠꀋꉬꅀ？’ꄷ。23ꉡꆹꐝꉅꐯ

ꐝꉅꃅꋀꊇꏯ：‘ꉢꐥꅷꇁꆍꌥꀋ

ꋻ，ꆍꊇꊿꄷꅠꌠꃅꋋꈨ，ꉠꄹꄡꇁ，

ꉈꑴꒉ！’ꃅꉉꌠꉬ”ꄷ。 

21“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
人，不能都进天国；惟独遵行
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 
22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
‘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
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
的名行许多异能吗？’23我就明
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
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
离开我去吧！’” 

 

ꅉꃀꑍꑵ 两种基础 
24“ꑠꅹ，ꊿꉠꅇꂷꋋꈨꀕꇈ，

ꉠꅇꇬꍬꄉꈀꃅꌠꆏ，ꊿꀑꁮꅺꐳꄉ

ꑳꋌꄻꇓꆈꀋꃀꄩꋉꄉꂷꌡ。25ꂷꉐ

ꐛ、ꒈꅐ、ꃅꆳꁎꄮꇬ，ꇁꑳꂶꌠꌸ

ꇬ，ꑳꂶꌠꈍꃅꑌꐡꀋꁧ，ꑞꃅꆏ，ꑲ

ꅉꆹꋉꇓꆈꀋꃀꄩꄉ。26ꊿꉠꅇꂷꋋ

ꈨꀕꇈ，ꉠꅇꇬꍬꄉꀋꃅꌠꆏ，ꊿꇯ

ꅝꄉꑳꋌꄻꂤꏂꄩꋉꄉꂷꌡ。27ꂷꉐ

ꐛ、ꒈꅐ、ꃅꆳꁎꄮꇬꆏ，ꇁꑳꂶꌠ

24“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
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
子盖在磐石上。25雨淋、水冲、
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
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
26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
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
土上。27雨淋、水冲、风吹，撞
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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ꌸꄉ，ꑳꂶꌠꐡꀐ，ꄷꀋꁧ，ꀉꒉꐯꀉ

ꒉꃅꐡꁧ”ꄷ。28ꑳꌠꅇꂷꋋꈨꉉ

ꌐꇬꆏ，ꋍꉙꅇꂘꅇꋋꈨꉹꁌꃅꋌꇰ

ꌐ；29ꑞꃅꆏ，ꋌꋀꏭꉙꂘꇬ，ꋀꁱꂷ

ꌤꃅꊿꀋꌡꃅ，ꊿꌅꈌꐤꂷꀉꄻꀕ。 

且倒塌得很大。”28耶稣讲完了
这些话，众人都希奇他的教
训；29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
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 

 

ꊿꆓꒈꉘꐛꂷꁦꎴꀐ 洁净麻风病人 

8 ꑳꌠꉘꁌꇬꄉꀁꋌꇀꄮꇬ，ꊿꈍ

ꑋꃅꋍꊂꈹꐺ。2ꊿꆓꒈꉘꐛꑠ 8 耶稣下了山，有许多人跟着
他。2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 

ꂷꇁꑳꌠꏭꀍꃈꄚꄉ，ꋍꏭ：“ꀋꄸ

ꄷꌋꆏꉬꅲꑲꆏ，ꀋꎪꃅꉢꁳꁦꎴꅐ

ꎻꄎ”ꄷ。3ꑳꌠꆏꋍꇇꋌꎇꊿꆓꂶ

ꌠꉩꄉ，ꇬꏭ：“ꉢꉬꅲꑴ，ꆏꁦꎴꅐ

ꀞ！”ꄷꇈ，ꊿꆓꒈꉘꐛꂶꌠꋋꇅꃅ

ꁦꎴꅐꀐ。4ꑳꌠꇬꏭ：“ꆏꑴꌠꌤ

ꋌꐘꉉꊾꇰꀋꉆ，ꆏꅽꇭꀧꀉꄂꄻꆦ

ꑝꊿꁳꍤꉚꎻ，ꃀꑭꈁꉉꌠꈁꁠꈧꌠ

ꄻꇬꏽꄉ，ꌌꊫꄲꃅꄉꄻꉹꁌꀨ”
ꄷ。 

拜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
洁净了。”3耶稣伸手摸他说：
“我肯，你洁净吧！”他的大麻风
立刻就洁净了。4耶稣对他说：
“你切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
体给祭司察看，献上摩西所吩
咐的礼物，对众人作证据。” 

 

ꂽꉐꏃꌋꁏꐚꂷꑳꌠꉃꌒ 医好百夫长的仆人 
5ꑳꌠꇁꏦꀙꇊꃹꇈ，ꂽꉐꏃꌋꂷ

ꇁꌊꋍꂾꄉꑠꃅꋍꏭꇖꂟ：6“ꌌꁈ

ꀋ！ꉠꁏꐚꂷꄣꅐꆅꊌꄉꀙꐯꀙꃅꀁ

ꇬꀀꎍ”ꄷ。7ꑳꌠꆏꇬꏭ：“ꉢꇬ

ꉁꁧꂿ”ꄷ。8ꂽꉐꏃꌋꂶꌠꆏꑳꌠ

ꏭ：“ꌌꁈꀋ！ꉡꆹꆏꏁꉠꀁꇬꆹꀋ

ꀬ；ꆏꅇꂷꇬꀉꄂꉉꑲꆏ，ꉠꁏꐚꆹꀋ

ꎪꃅꌒꌠꉬ。9ꑞꃅꆏ，ꉡꆹꌞꌅꈌꇂ

ꃴꐥ，ꉠꇂꃴꑌꂽꇫꐥ；ꉢꂽꋋꂷꏭ：

‘ꁨꒉ’ꄷꇬ，ꋌꒉꌠ；ꉢꂽꀊꋨꂷ

ꏭ：‘ꄚꇁ’ꄷꇬ，ꋌꇁꌠ；ꉢꉠꁏ

5耶稣进了迦百农，有一个
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说：6“主
啊，我的仆人害瘫痪病，躺在
家里甚是痛苦。”7耶稣说：“我
去医治他。”8百夫长回答说：
“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
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
人就必好了。9因为我在人的权
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
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
‘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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ꐚꏭ：‘ꆏꌤꋌꐘꃅ’ꄷꇬ，ꋌꇫꃅ

ꒉꌠꉬ”ꄷꅇꀱ。10ꅇꂷꋋꈨꑳꌠꈨ

ꇬꆏ，ꑳꌠꋌꇰꏭꃅꐙꄉ，ꋌꊿꋋꐊ

ꈧꌠꏭꑠꃅꉉ：“ꉢꇯꍝꃅꉉꆍꇰ，

ꑱꌝꆀꈬꇬꑋꊿꑇꐨꉌꊋꋍꒈꒊꑠꑌ

ꌠꉢꋋꂿꀋꋻ。11ꉢꉈꑴꉉꆍꇰ，ꊁ

ꇁꋍꑍꆏ，ꊿꈍꑋꃅꁭꅐꁮꐚꄉꇁꌊ

ꉬꉎꇩꇬꄉꑸꀨꇁꉴ、ꑱꌒ、ꑸꇱ

ꌋꆀꐯꈽꋙꋠꇫꑌꌠꉬ；12ꇩꏤꋋꂷ

ꇬꃰꊿꀉꄂꊿꇱꈹꅸꉈꏭꃅꒉꆈꏸꏷ

ꅉꇬꊐ，ꀊꄶꇬꄉꀋꎪꃅꎐꏂꃴꆀꀕ

ꃅꉩꌠꉬ”ꄷ。13ꑳꌠꆏꂽꉐꏃꌋ

ꂶꌠꏭ：“ꆏꀱꀁꇬꁧꌶ，ꅽꑇꐨꉌ

ꊋꇬꈴꄉꅽꇖꅍꆏꊌꀐ”ꄷ，ꋍꁏꐚ

ꂶꌠꆹꀊꋨꇅꇬꆏꌒꀐ。 

‘你做这事！’他就去做。”10耶稣
听见就希奇，对跟从的人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
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
有遇见过。11我又告诉你们：从
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
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
各，一同坐席；12惟有本国的子
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
在那里定要哀哭切齿了。” 
13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
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
了。”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 

 

ꉹꁌꆅꑳꌠꉃꌒ 医好众人 
14ꑳꌠꇁꌊꀺꄮꏤꅍꑟꇬꆏ，ꀺꄮ

ꀀꃀꂶꌠꑅꎸꊸꄉꆅꇬꀀꎍ。15ꑳꌠ

ꐛꀺꄮꀀꃀꂶꌠꇇꇬꄀꄷꌦꆏ，ꋍꑅ

ꎸꊸꌠꋋꇅꃅꆏꀐ，ꋌꄓꌊꑳꌠꀨꎹ

ꇁ。16ꈊꃀꆏ，ꊿꑊꋌꐊꌠꈍꑋꃅꊿ

ꇱꏃꌊꑳꌠꄷꉜꇁꄉ，ꅇꂷꇬꀉꄂꃅ

ꑊꋌꈧꌠꋌꈹꇫꎭꌐ，ꄷꀋꁧ，ꊿꆅ

ꈀꐥꈧꌠꃅꋌꉃꌒꌐꀐ。17ꑠꆹꅉꄜ

ꊿꑱꌏꑸꈁꉉꌠ：“ꋌꉪꊇꊋꁧꌠꎃ

ꊐꄉꉪꆅꀵꄜ”ꄷꇫꌠꅇꅐꀐꌠ

ꉬ。 

14耶稣到了彼得家里，见彼
得的岳母害热病躺着。15耶稣把
她的手一摸，热就退了；她就
起来服事耶稣。16到了晚上，有
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
跟前，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
都赶出去；并且治好了一切有
病的人。17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
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
弱，担当我们的疾病。” 

 

ꑳꌠꊂꈹꌠꁌꐨ 跟随耶稣的代价 
18ꋍꈭꋍꇍꊿꈍꑋꃅꐊꌠꑳꌠꂿ

ꇈ，ꋌꋍꌶꌺꏭꇉꑌꎿꅶꁉꑷꄷ。

18耶稣见许多人围着他，就
吩咐渡到那边去。19有一个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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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ꁱꂷꌤꃅꊾꂷꇁꌊꑳꌠꏭ：“ꌧꃀ

ꀋ！ꆏꇿꁧꄿꂿ，ꉢꅽꊂꈹꀐ”ꄷ。

20ꑳꌠꆏ：“ꀉꐩꃅꐬꀀꅉꁨ，ꃅꃴ

ꉌꊭꉌꇓꑌꈋꀧꁨ，ꄚ，ꊾꌺꆹꀂꏾꄈ

ꅉꂷꇯꀋꊌ”ꄷ。21ꉈꑴꌶꌺꂷꑳ

ꌠꏭ：“ꌌꁈꀋ！ꉢꁳꂴꀁꇬꄉꉠꀉ

ꄉꐗꄁꇫꎭꁧꎻ”ꄷ。22ꑳꌠꋍꏭ：

“ꌦꌠ（ꊿꑳꌠꀋꑇꄉꊿꒌꆠꌦꀐꌠꌗꈧꌠꄜ）ꁳ

ꄿꐨꃅꋀꌦꊿ（ꊿꇭꀧꌦꀐꈧꌠꄜ）ꐗꄁꎻ，

ꆏꉠꊂꈹꇁꀞ！”ꄷ。 

来对他说：“夫子，你无论往哪
里去，我要跟从你。”20耶稣
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
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
21又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主
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
亲。”22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
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 

 

ꒈꂃꒊꆱꆏꀐ 平静风浪 
23ꑳꌠꇁꌊꇈꇷꇬꑌ，ꋍꌶꌺꈧꌠ

ꑌꋋꐊ。24ꎿꇬꋋꇅꃅꆲꇨꁏꇁꀐ，

ꄷꀋꁧ，ꇉꇶꌠꂯꋌꉱꇬꀋꁖꂯꄉ

ꀐ，ꄚ，ꑳꌠꆏꀀꑌꇴꀐ。25ꑳꌠꋍ

ꌶꌺꇱꀀꄖꎼꇁꄉꋍꏭ：“ꌌꁈꀋ！

ꉪꈭꋏꇁ，ꉪꊇꀑꇬꁮꂯꄉꀐ！”

ꄷ。26ꑳꌠꆏ：“ꆍꊇꊿꉌꊋꀄꊭꋋ

ꈨꇆ，ꑞꂷꏸꏦꅍꐥ？”ꄷꉉꇈ，ꋌ

ꄓꌊꃅꆳꌋꆀꎿꏭꊨꀖ，ꄚꄉꃅꆳꌋ

ꆀꎿꌙꃅꌙꈈꀕꀐ。27ꉹꁌꈧꌠꋌꇰ

ꌊ：“ꊿꃅꆳꌋꆀꎿꃀꂯꋍꅇꃅꑠꑞ

ꊿꉬꂯ？”ꃅꉉꌐ。 

23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
他。 
24海里忽然起了暴风，甚至船被
波浪掩盖。耶稣却睡着了。25门
徒来叫醒了他，说：“主啊，救
我们，我们丧命啦！”26耶稣
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哪，为什
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斥责风
和海，风和海就大大地平静
了。27众人希奇说：“这是怎样
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 

 

ꏦꄊꇁꊿꑊꋌꐉꂷꋌꉃꌒ 医好加大拉被鬼附的人 
28ꑳꌠꇁꌊꎿꅶꁉꏦꄊꇁꊿꀀꅉ

ꇬꑟ，ꊿꑊꋌꐊꑍꂷꄃꁧꇬꄉꅐꋍꏭ

ꉜꄉꇁ，ꊾꇨꁴꍂꅿꄉ，ꈝꂾꀊꄶꁮ

ꏡꌠꇬꊿꇫꈴꀬꌠꀋꐥ。29ꋍꑊꆏ：

“ꏃꃅꌋꌺꀋ！ꉪꊇꋋꈨꅽꃴꅐꅍꑞ

ꐥ？ꄮꈉꀋꑟꌦꇬꇯꆐ，ꆏꄚꄉꉪꁳꎬ

28耶稣既渡到那边去，来到
加大拉人的地方，就有两个被
鬼附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
他，极其凶猛，甚至没有人能
从那条路上经过。29他们喊着
说：“神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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ꅧꇁꎻꅀ？”ꃅꏅ。30ꋀꊇꌋꆀꀊꎴ

ꃅꇢꅈꇬꆏ，ꃮꈍꒈꑠꊈꀊꄶꐥ，31ꑊ

ꋌꑳꌠꏭ：“ꀋꄸꄷ，ꆏꉪꊇꈹꑲꆏ，

ꉪꁳꃮꀊꋨꊈꈬꇬꃹꆹꎻꀞ！”ꃅꇖ

ꂟ。32ꑳꌠꆏꇬꏭ：“ꁨꆹ！”ꄷ

ꇈ，ꑊꋌꈧꌠꅐꌊꃮꊇꌠꇬꃹꄉ，ꃮ

ꊇꌠꋋꇅꃅꑇꃪꇬꊐꄉ，ꊰꎿꇬꃹ

ꇈ，ꒉꅜꌦꌐꀐ。33ꄚꄉꃮꆫꈧꌠꁈ

ꇓꈓꇬꃹꁧꄉ，ꌤꋋꈨꌋꆀꌤꊿꑊꋌ

ꐊꈧꌠꈀꋒꌠꃅꋀꉉꊾꇰꌐ。34ꇓꈓ

ꋋꂷꇬꊿꈀꐥꌠꃅꅐꌊꑳꌠꂿꇁꌐ，

ꑳꌠꋀꊌꂾꄮꇬꆏ，ꋀꊇꑳꌠꏭꈧꊰ

ꀕꃅꋀꃅꄷꄡꐥꃅꁧꄷꇖꂟ。 

么相干？时候还没有到，你就
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30离
他们很远，有一大群猪吃食。
31鬼就央求耶稣说：“若把我们
赶出去，就打发我们进入猪群
吧！”32耶稣说：“去吧！”鬼就出
来，进入猪群。全群忽然闯下
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33放猪
的就逃跑进城，将这一切事和
被鬼附的人所遭遇的都告诉
人。34全城的人都出来迎见耶
稣，既见了，就央求他离开他
们的境界。 

 

ꊿꄣꅐꂷꉃꌒ 医好瘫痪者 

9 ꑳꌠꐂꇉꇬꑌꇈ，ꎿꇬꈴꄉꇁꌊ

ꊨꏦꇓꈓꇬꑟ。2ꊾꈨꈈꇉꌌꊿ 
9 耶稣上了船，渡过海，来到

自己的城里。2有人用褥子 
ꄣꅐꑠꂷꋀꐔꌊꑳꌠꂿꇁ，ꋀꊇꑇꐨ

ꉌꊋꑌꌠꑳꌠꊌꂿꇬꆏ，ꋌꊿꄣꅐꂶ

ꌠꏭ：“ꀉꑳꀋ！ꐒꄻꀋꅐ，ꅽꑽꃤꆹ

ꏆꃤꊌꀐ”ꄷ。3ꁱꂷꌤꃅꊿꑠꈍꑍ

ꑹꉌꃀꄸꈐꇬꆏ：“ꊿꋋꂷꍍꋉꄸꄀ

ꅇꉉꀐ”ꉂꃅꉪ。4ꋀꊇꉌꂵꇬꑞꉪ

ꌠꑳꌠꅉꐚꄉ，ꑳꌠꋀꏭ：“ꆍꉌꃀ

ꄸꈐꇬꑞꃅꉪꇐꄷꅠꑠꑌꌠꉬ？5ꆍꉜ

ꇬ，ꉢꇬꏭ：‘ꅽꑽꃤꆹꏆꃤꊌꀐ’

ꄷꅀ‘ꆏꄓꄉꈛꎼ’ꄷꇬ，ꑟꑵꄈ

ꈝꐮ？6ꄚ，ꆍꁳꊾꌺꆹꃄꅉꇬꄉꑽꃤ

ꏆꌅꈌꐥꌠꅉꐚꎻ”ꄷ。ꑠꃅꄉ，ꋌ

ꊿꄣꅐꂶꌠꏭ：“ꄓꇁ！ꅽꈈꇉꏓꌊ

ꀁꇬꁧꌶ”ꄷ。7ꊿꀊꋨꂷꄓꇬꉆꄉ

ꈛꎼꀁꇬꁧꀐ。8ꌤꋌꐘꂿꈭꐨꆏ，

抬着一个瘫痪病人到耶稣跟前
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
瘫痪病人说：“小子，放心吧，
你的罪赦了。”3有几个文士心里
说：“这个人说僭妄的话了。”
4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就说：
“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
5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
‘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
6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
有赦罪的权柄。”就对瘫痪病人
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
吧。”7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
8众人看见都惊奇，就归荣耀与
神；因为他将这样的权柄赐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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ꉹꁌꃅꋌꇰꈌꉛꀕꌐꄉ，ꀑꒉꑊꒉꋀ

ꏮꏃꃅꌋꄀ，ꑞꃅꆏ，ꋋꆹꌅꈌꑠꃅꐙ

ꌠꋌꄻꊿꁳ。 

人。 

 

ꂷꄠꇳꍝ 呼召马太 
9ꑳꌠꀊꄶꇬꄉꁨꏭꉜꄉꆹꇬꆏ，

ꊿꂷꄠꂓꑠꂷꇗꏸꎳꈌꇬꑌꌠꋌꂿ

ꇈ，ꋌꇬꏭ：“ꆏꉠꊂꈹꇁ”ꄷꇬ

ꆏ，ꋌꄓꑳꌠꊂꈹꇁꀐ。10ꑳꌠꀁꇬ

ꑌꄉꋙꋠꄮꇬ，ꇗꏸꎴꊿꌋꆀꑽꊿꀉ

ꑌꈨꇁꌊꑳꌠꌋꆀꋍꌶꌺꈿꄉꋙꋠ。

11ꋍꑠꃔꆀꌏꊿꊌꂿꇬꆏ，ꋀꊇꑳꌠ

ꌶꌺꈧꌠꏭ：“ꆍꂘꃀꑞꃅꇗꏸꎴꊿ

ꌋꆀꑽꊿꈿꄉꋙꋠ？”ꄷ。12ꅇꋋꈨ

ꑳꌠꊌꈨꇈ，ꋌꑠꃅꉉ：“ꊿꇭꀧꎸ

ꄜꃪꌠꆹꆅꉁꊿꈀꄻꀋꅐ，ꊿꆅꐥꈻ

ꐥꌠꀉꄂꆅꉁꊿꈀꄻꅐ。13꒰ꀨꇬꅇ

ꂷ：‘ꉢꊾꉈꁒꑓꊰꏾ，ꉢꆦꎆꆦꋚ

ꀋꏾ’ꄷꋋꇬꑞꄜꌠꊼꇅꉪꉚꉏ。

ꉢꇁꌠꊇꅉꆹꑖꊿꇳꍝꇁꌠꀋꉬꃅ，ꑽ

ꊿꇳꍝꇁꌠꉬ”ꄷ。 

9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
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
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
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10耶稣在
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
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
一同坐席。11法利赛人看见，就
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
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
呢？”12耶稣听见，就说：“健康
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
用得着。13经上说：‘我喜爱怜
恤，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
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
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 

 

ꋚꈻꃆꂮꅇꀱ 关于禁食问题 
14ꀊꋨꄮꇬ，ꒀꉴꌶꌺꑳꌠꂿꇁ

ꄉ，ꑳꌠꏭ：“ꉪꊇꌋꆀꃔꆀꌏꊿꆹ

ꅉꀕꃅꋚꈻ，ꄚ，ꅽꌶꌺꆹꋚꀋꈻ，ꑠ

ꆹꑞꒉꄸꉬ？”ꄷꅲ。15ꑳꌠꆏꋀꊇ

ꏯ：“ꌐꊈꀊꏀꌋꆀꋍꐊꑭꐯꈽꐥꑴ

ꌦꄮꇬ，ꋍꐊꑭꈧꌠꈍꃅꉌꂵꐒꉆ

ꂯ？ꄚ，ꃅꑍꑟꇁꂯꄮꆏ，ꌐꊈꀊꏀꋀ

ꐞꁧ，ꀊꋨꄮꇬꆏ，ꋀꊇꋚꈻꌠꉬ。

16ꊿꂪꌦꀊꏀꌠꌌꃢꈜꀉꆹꌠꇬꅋꁁ

14那时，约翰的门徒来见耶
稣，说：“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
禁食，你的门徒倒不禁食，这
是为什么呢？”15耶稣对他们
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
候，陪伴之人岂能哀恸呢？但
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
那时候他们就要禁食。16没有人
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因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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ꏿꌠꐥꀋꇮ；ꑞꃅꆏ，ꂪꌦꀊꏀꂶꌠ

ꃢꈜꀉꆹꈫꌠꋌꈻꐞꏅ，ꏄꈌꀊꅰꃅ

ꀉꒉꀐ。17ꊿꎧꏸꀊꏀꌠꌌꑷꆱꀉꆹ

ꌠꇬꊐꌠꑌꐥꀋꇮ；ꀋꄸꄷꑠꃅꑲꆏ，

ꑷꆱꋌꂨꐞꏅꄉ，ꎧꒉꇫꈴꁧ，ꑷꆱ

ꑌꆿꐛꀐ；ꎧꀊꏀꌠꄻꑷꆱꀊꏀꌠꇬ

ꊐꄉꇬꀉꄂꑍꑵꐯꇯꀧꄉꄎ”ꄷ。 

补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破得
就更大了。17也没有人把新酒装
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皮袋
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袋也
坏了；惟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
里，两样就都保全了。” 

 

ꀋꃋꂷꌋꆀꌋꅪꂷ 管会堂的女儿与摸耶稣衣服的

妇人 
18ꑳꌠꅇꂷꋋꈨꉉꐺꄮꇬ，ꊿꉻ

ꏑꅉꇬꏲꂠꑠꂷꇁꌊꋍꏭꀍꃈꄚꄉ（ꑝ

ꇂꉙꇬ“ꉻꏑꅉ”ꃅꋋꈨꇬꀋꐊ）：“ꉠꀋꃋ

ꀋꃉꌌꌦꀐ，ꆏꈧꊰꀕꃅꇇꐛꋍꇭꀧ

ꇬꄀꇁꑲꆏ，ꋋꆹꈍꃅꑌꄓꇁꌠ”ꄷ

ꇖꂟ。19ꄚꄉꑳꌠꄓꋋꐊꁧ，ꌶꌺꈧ

ꌠꑌꇫꐊꁧ。20ꌋꅪꃅꐎꊰꑋꈓꌦꒉ

ꆅꊌꀐꑠꂷꇁꌊꑳꌠꊂꆈꄉ，ꋌꉩꑳ

ꌠꃢꈜꏾꂪꇬꄀ；21ꑞꃅꆏ，ꋍꉌꂵ

ꇬ：“ꉢꉩꋍꃢꈜꇬꀉꄂꄀꑲꆏ，ꉡꆹ

ꀋꎪꃅꌒ”ꉂꃅꉪ。22ꑳꌠꏮꇁꄉ，

ꌋꅪꂶꌠꋌꂿꇬꆏ，ꋌꇬꏭ：“ꀋ

ꃋ，ꉌꄡꐒ！ꅽꑇꐨꆎꈭꋏꀐ”ꄷ。

ꌋꅪꂶꌠꆄꆹꀊꋨꇅꇬꆏꌒꁟꑻꀕ

ꀐ。23ꑳꌠꇁꌊꉻꏑꅉꏲꂠꂶꌠꏤꅍ

ꑟꇁꇬꆏ，ꊿꐪꆮꂢꌠꇫꐥꌠꋌꊌꂿ，

ꉈꑴꊿꈍꑋꀊꄶꇬꄉꏞꏈꐺ。24ꋌ

ꊿꈧꌠꏭ：“ꆍꊇꐯꇯꀱꁧꌶ！ꑮꆜ

ꌺꋋꍈꆹꌦꀐꌠꀋꉬ，ꋌꀀꑌꇴꌠ”

ꄷ，ꊿꈧꌠꆏꀱꌊꋌꒈ。25ꉹꁌꈧꌠ

ꋌꈹꉈꏭꎭꌐꈭꐨꆏ，ꑳꌠꆹꌊꑳꈐ

ꏭꄉꑮꆜꌺꍇꌠꇇꇬꈻꇬꆏ，ꑮꆜꌺ

18耶稣说这话的时候，有一
个管会堂的来拜他说：“我女儿
刚才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
上，她就必活了。”19耶稣便起
来跟着他去；门徒也跟了去。
20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
漏，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
裳繸子；21因为她心里说：“我
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
22耶稣转过来看见她，就说：
“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
从那时候，女人就痊愈了。23耶
稣到了管会堂的家里，看见有
吹手，又有许多人乱嚷，24就
说：“退去吧！这闺女不是死
了，是睡着了。”他们就嗤笑
他。25众人既被撵出，耶稣就进
去，拉着闺女的手，闺女便起
来了。26于是这风声传遍了那地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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ꍇꌠꄓꇁꀐ。26ꄚꄉꌤꋌꐘꃅꄷꀊꋩ

ꈚꇬꃅꈨꈴꌐꀐ。 
 

ꊿꑓꋩꑍꂷꋌꉃꌒ 医好两个盲人 
27ꑳꌠꀊꄶꄉꁨꏭꉜꄉꁧꇬꆏ，

ꊿꑓꋩꑠꑍꂷꋍꊂꈹꄉ：“ꄊꃥꌺꇖ

ꀋ！ꉣꑊꊼꇅꎭꃅꉈꀞ！”ꃅꏅ。

28ꑳꌠꇁꌊꑲꂷꈐꏭꃹꇬꆏ，ꑓꋩꑍꂷ

ꌠꑌꇁꌊꋍꂾꑟ。ꑳꌠꋍꑊꏯ：“ꉢ

ꌤꋌꐘꃅꄎꌠꆐꑊꋌꑅꑴꅀ？”
ꄷ。ꋍꑊꆏ：“ꌌꁈꀋ！ꉣꑊꑇꑴ”
ꄷ。29ꑳꌠꋍꑊꑓꋪꇬꉩꄉ：“ꆐꑊ

ꑇꐨꇬꈴꄉꆐꑊꎹꌠꄻꆐꑊꁵ”
ꄷ。30ꄚꄉꊿꑍꂷꌠꑓꋪꊌꂿꉆ

ꀐ。ꑳꌠꏟꈯꀕꃅꋀꊇꏯ：“ꆍꊇ

ꋓꉪꁨꄉ，ꌤꋌꐘꉉꌞꊿꇰꀋꉆ”ꄷ

ꅇꈪꊐ。31ꋍꑊꅐꁧꈭꐨꆏ，ꀱꌊꑳ

ꌠꂓꋀꌌꃅꄷꀊꋩꈚꇬꃅꄜꈴꌐ

ꀐ。 

27耶稣从那里往前走，有两
个盲人跟着他，喊叫说：“大卫
的子孙，可怜我们吧！”28耶稣
进了房子，盲人就来到他跟
前。耶稣说：“你们信我能做这
事吗？”他们说：“主啊，我们
信。”29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
说：“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
了吧。”30他们的眼睛就开了。
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说：“你们
要小心，不可叫人知道。”31他
们出去，竟把他的名声传遍了
那地方。 

 

ꑶꀠꂷꉃꌒ 医好一个哑巴 
32ꋀꊇꅐꁧꄮꇬ，ꊿꑊꋌꐊꌠꑶ

ꀠꑠꂷꊾꈨꇱꏃꌊꑳꌠꂾꑟꇁ。33ꑊ

ꋌꑳꌠꇱꈹꇫꎭꈭꐨꆏ，ꑶꀠꂶꌠꁱ

ꐭꉆꄉꊿꃅꋌꇰꌊ：“ꑱꌝꆀꃅꄷ

ꇬ，ꐥꅷꇁꌤꑠꃅꐙꑠꊿꋋꂿꀋꋻ”
ꄷꉉꌐ。34ꃔꆀꌏꊾꆏꀱꌊ：“ꋋꆹ

ꑊꋌꃰꃅꉘꇉꄉꑊꋌꈹꌠ”ꄷ。 

32他们出去的时候，有人将
鬼所附的一个哑巴带到耶稣跟
前来。33鬼被赶出去，哑巴就说
出话来。众人都希奇说：“在以
色列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
事。”34法利赛人却说：“他是靠
着鬼王赶鬼。” 

 

ꑳꌠꃣꇖꀵ 耶稣的负担 
35ꑳꌠꇓꈓꌋꆀꁡꇤꇿꇬꑌꋌꏮ

ꈴ，ꋌꉻꏑꅉꇬꄉꊿꉗꊿꂘ，ꉬꉎꇩ

35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
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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ꌒꅇꁊ，ꆄꈻꋍꑞꋍꑵꑠꉃꄻ。36ꊿ

ꈍꑋꈍꑋꃅꋌꂿꇬꆏ，ꋌꋀꎭꃅꉈꇁ，

ꑞꃅꆏ，ꋀꊇꆹꉌꐒꇁꎭꄁꐞꏽ，ꀋꇊ

ꆏꑿꊿꇬꆫꌠꀋꐥꑠꊈꌡ。37ꄚꄉꋌ

ꋍꌶꌺꏭ：“ꋚꁧꒇꋩꅍꆹꀉꑌ，ꃅ

ꊿꑽꊿꆹꀁꑌ；38ꑠꅹ，ꆍꊇꋚꁧꒉꁧ

ꌌꁈꏭꇖꂟꄉ，ꋌꁳꊋꃅꊿꁆꌌꋍꋚ

ꁧꒉꁧꒇꋩꁧꎻ”ꄷ。 

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36他看
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
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
人一般。37于是对门徒说：“要
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38所
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
人出去收他的庄稼。” 

 

ꁆꄻꊩꌺꊰꑋꑼ 十二使徒 

10 ꁆꄻꊩꌺꊰꑋꑼꌠꑳꌠꇱꇴ

ꌊꇁꇈ，ꌅꈌꄻꋀꊇꁵꄉꋀꁳ 10 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
来，给他们权柄，能赶 

ꑊꋌꀋꎴꀋꈻꌠꈹ，ꄷꀋꁧꆅꇐꊰꑋ

ꑟꌠꉃꄻꄎꎻ。2ꁆꄻꊩꌺꋋꊰꑋꑹ

ꌠ，ꉘꃀꂶꌠꆏꑭꂱꂓ，ꊿꇬꏭꀺꄮꄷ

ꑌꄹ，ꉈꑴꆏꀺꄮꀁꑳꉢꄓꆺ；ꑭꀺ

ꄠꌺꑸꇱꌋꆀꑸꇱꀁꑳꒀꉴ；3ꃏꆀꌋ

ꆀꀠꄏꇊꂴ；ꄏꂷꌋꆀꇗꏸꎴꊿꂷ

ꄠ，ꑸꇍꃏꌺꑸꇱꌋꆀꄊꄠ；4ꈁꁏꁥ

ꌠꊿꑭꂱ，ꉈꑴꑳꌠꃷꌠꏤꇊꊿꒀ

ꄊ。 

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
2这十二使徒的名，头一个叫西
门，又称彼得；还有他兄弟安
得烈；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雅
各的兄弟约翰；3腓力和巴多罗
买；多马和税吏马太；亚勒腓
的儿子雅各和达太；4奋锐党的
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
大。 

 

ꁆꄻꊩꌺꊰꑋꑼꌠꊪꎼꁧ 差遣十二使徒 
5ꑳꌠꁆꄻꊩꌺꋋꊰꑋꑹꋌꊪꎼ

ꁧ，ꋌꋀꊇꏯ：“ꆍꊇꉇꉻꊿꈝꂾꇬ

ꄡꍬ，ꌒꂷꆀꑸꊿꇓꈓꇬꄡꃹ；6ꆍꊇ

ꀊꄶꃹꑎꆹ，ꑱꌝꆀꏤꑿꆘꅝꌠꌡꈨ

ꌠꄷꆹꄈꍑ。7ꁦꅉꁊꅉꃅ：‘ꉬꉎ

ꇩꑟꇁꂯꄉꀐ’ꃅꄜ。8ꊿꆅꌠꉃ

ꄻ，ꊿꌦꌠꁳꀱꐥꇁꎻ，ꊿꆓꒈꉘꐛꈧ

ꌠꁳꌒꁟꑻꀕꎻ，ꑊꋌꈹꇫꎭ。ꆍꌅ

ꈌꋋꈨꊌꑌꀈꈥꀕꃅꊌ，ꄻꊿꁳꇬꑌ

5耶稣差这十二个人去，吩
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
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
们不要进；6宁可往以色列家迷
失的羊那里去。7随走随传，
说：‘天国近了。’8医治病人，叫
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
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地
得来，也要白白地舍去。9腰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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ꀈꈥꀕꃅꁵ。9ꐧꃬꇬ꒰、ꐎ、ꐯꎆ

ꃀꑞꑌꄡꌌ。10ꈛꎼꈜꈴꇬꐣꁙꄡ

ꌌ，ꀂꄁꑍꈬꄡꌌ，ꉈꑴꑬꅮꌋꆀꄯ

ꁯꑌꄡꌌ，ꑞꃅꆏ，ꊋꃅꌠꋠꅍꅝꒉꊌ

ꌠꆹꄡꑟꌠꉬ。11ꆍꊇꇓꈓ、ꑲꇽꑞ

ꂷꇬꃹꄿꂿ，ꀊꄶꇬꊿꈀꄸꂷꄈꊿꂂ

ꉬꌠꅲꄉ，ꋀꏤꀀ，ꀀꅸꁦꄮꇬꑟ。

12ꇁꋍꅍꃹꇬꆏ，ꋍꏭꋬꂻꈨꅪꄜ。

13ꀋꄸꄷ，ꊿꑶꌠꋬꂻꊌꋭꑲꆏ，ꆍꊇ

ꈀꇖꈁꂟꌠꋬꂻꆹꀋꎪꃅꇁꊿꀊꋨꑷ

ꅍꌵꌠꉬ；ꀋꄸꄷ，ꊿꑶꌠꋬꂻꊌꀋ

ꋭꑲꆏ，ꆍꊇꈀꇖꈁꂟꌠꋬꂻꆹꄡꇗ

ꀱꆍꊌꇁꌠꉬ。14ꊿꆍꋨꏦꀋꅲ、

ꆍꅇꃅꀋꅲꌠꆏ，ꆍꊇꊿꀊꋨꑷꅀꇓ

ꈓꀊꋨꂷꇬꐞꁦꄮꇬꆏ，ꆍꏸꑭꄚꄉ

ꈑꋌꈧꌠꇤꇫꎭ。15ꉢꇯꍝꃅꉉꆍ

ꇰ，ꊁꃅꑍꀞꇽꄹꉇꆏ，ꌙꄏꂷꌋꆀꀒ

ꃀꇁꈀꊝꌠꑓꉘꆹꇓꈓꀊꋨꂷꈀꊝꌠ

ꏭꀋꋌꃅꊪꈝꐮ！”ꄷ。 

里不要带金银铜钱。10行路不要
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也
不要带鞋和拐杖；因为工人得
饮食是应当的。11你们无论进哪
一城，哪一村，要打听那里谁
是好人，就住在他家，直住到
走的时候。12进他家里去，要请
他的安。13那家若配得平安，你
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
家；若不配得，你们所求的平
安仍归你们。14凡不接待你们、
不听你们话的人，你们离开那
家，或是那城的时候，就把脚
上的尘土跺下去 p。15我实在告
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所多
玛和蛾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
容易受呢！” 

 

ꍅꉮꌠꊝ 遇到迫害 
16“ꆍꊇꉢꇱꊪꎼꁧꇬꆹ，ꀋꇊ

ꆏꑿꀜꆿꈬꃹꌠꌡ，ꑠꅹ，ꆍꊇꑴꌠꁮ

꒰ꌟꃅꑺꂖ，ꄤꆳꌟꃅꀉꃅꅊꇈ。

17ꆍꊇꋀꇱꏮꌟꒉꌠꂾꃀꈿꅉꁵ，ꉻꏑ

ꅉꇬꄉꋀꌌꑌꅥꏶꐛꅹ，ꆍꊇꋓꉪꁨ

ꌶ；18ꄷꀋꁧ，ꆍꊇꉡꒉꄸꃅꊿꇱꏃꌊ

ꃰꃅꌋꆀꍤꆫꇛꌺꂾꄉ，ꋀꊇꌋꆀꉇ

ꉻꊿꏭꅇꊪꌬ。19ꆍꊇꊿꇱꏮꇬꁳꄮ

ꇬ，ꅇꈍꃅꉉ，ꅇꑞꉉꌠꄡꐒꄡꊀ。

ꀊꋨꄮꑟꇬꆏ，ꆍꊇꅇꂷꑞꉉꋭꌠꀋ

ꎪꃅꏃꃅꌋꄻꆍꁳꉉꎻꌠꉬ；20ꑞꃅ

16“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
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
驯良像鸽子。17你们要防备人，
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
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18并且
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
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
作见证。19你们被交的时候，不
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
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
说的话；20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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ꆏ，ꅇꂷꆹꆍꊇꊨꏦꉉꌠꀋꉬꃅ，ꆍꊇ

ꉬꉎꀉꄉꒌꆍꄸꈐꇬꄉꉉꌠꉬ。21ꃺ

ꑌꆹꋍꃺꑌꋌꏃꌊꌥꅉꇬꎭ，ꀋꁧꆹ

ꌺꋌꏃꌊꌥꅉꇬꎭ；ꌺꇖꇁꀿꃀꐚꄉ，

ꀿꃀꋀꉮꌦ；22ꄷꀋꁧ，ꆍꊇꆹꉠꂓꒉ

ꄸꃅꉹꁌꆍꌂꆍꑷ；ꋰꅷꄽꂫꇬꑟꈧ

ꌠꀉꄂꀋꎪꃅꈭꋏꊊ。23ꊿꇓꈓꋋꂷ

ꇬꄉꆍꆼꍅꆹꆋꑲꆏ，ꁈꇓꈓꀊꋨꂷ

ꇬꁧ。ꉢꇯꍝꃅꉉꆍꇰ，ꑱꌝꆀꇓꈓ

ꆍꊇꏮꈴꀋꌐꌦꇬꇯꆏ，ꊾꌺꇫꑟꇁ

ꌠꉬ。24ꌶꌺꆏꂘꃀꄩꐂꀋꉆ，ꁏꐚ

ꆏꌌꁈꄩꐂꀋꉆ。25ꌶꌺꌋꆀꂘꃀꐯ

ꌟ，ꁏꐚꌋꆀꌌꁈꐯꌟꑲꆏꍑꀐ。ꃥ

ꌋꀋꁧꂶꌠꇯꊿꋍꏭꀙꑟꀮꃅꊨꑲꆏ

（“ꀙꑟꀮ”ꆹꑊꋌꌌꁈꂓ），ꋍꏤꊿꈧꌠꆹꂯ

ꉉꄻꅐꑴꌦꅀ？”ꄷ。 

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
头说的。21弟兄要把弟兄，父亲
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
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22并且
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憎
恶；惟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
救。23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
就逃到那城里去。我实在告诉
你们：以色列的城邑你们还没
有走遍，人子就到了。24学生不
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
人；25学生和先生一样，仆人和
主人一样，也就罢了。人既骂
家主是别西卜（“别西卜”是鬼王的

名），何况他的家人呢？” 

 

ꏸꄡꏦ 不要惧怕 
26“ꌤꆿꂁꉱꄉꌠ，ꅔꁖꀋꇁꌠ

ꀋꐥ；ꌤꆿꂁꁿꄉꌠ，ꊿꇫꅉꐚꀋꇁ

ꌠꀋꐥ。ꑠꅹ，ꆍꊇꆹꋀꄡꏦ。27ꉢ

ꈞꆈꄉꉉꆍꇰꌠꆏ，ꆍꊇꑓꂿꅺꈨꅉ

ꇬꄉꉉꎼꇁ；ꆍꊇꅳꀧꇬꈀꈨꌠꌌꑲ

ꏾꄉꄜꉺꎼꇁ。28ꇭꀧꀉꄂꌉꄐꇈꒌ

ꆠꆏꌉꀋꄐꌠꀊꋨꈨꆏ，ꆍꇬꄡꏦ；ꇭ

ꀧꌋꆀꒌꆠꃅꋌꈔꋏꅉꃴꏦꑳꆈꇬꊐ

ꄎꂶꌠꀉꄂꆍꊇꇫꏦꌶ。29ꈌꍽꑍꂷ

ꌠꌌꐎꋍꍀꃅꃷꌠꀋꉬꅀ？ꀋꄸꄷ，ꆍ

ꀉꄉꈌꀋꁧꑲꆏ，ꋍꂷꑋꊰꃄꅉꇬꅞ

ꀋꉆ；30ꅽꀍꑐꂯꋌꌌꃷꋺꀐ。31ꑠ

ꅹ，ꆍꊇꏸꄡꏦ，ꆍꊇꆹꈌꍽꈍꑋꏭꀋ

ꋌꃅꁌꐥꌠꉬ”ꄷ。 

26“所以，不要怕他们，因为
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
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
的。27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你
们要在明处说出来；你们耳中
所听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
28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
怕他们；惟有能把身体和灵魂
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
29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
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
能掉在地上；30就是你们的头
发，也都被数过了。31所以，不
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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ꊿꂾꄉꏢꄖꉉꏚ 在人面前承认基督 
32“ꊿꂾꄉꉡꉉꏚꌠꆏ，ꉢꉠꉬ

ꉎꀉꄉꂾꄉꀋꎪꃅꋋꉉꏚꌠꉬ；33ꊿ

ꂾꄉꉡꉉꀋꏚꌠꆏ，ꉢꉠꉬꉎꇬꀉꄉ

ꂾꄉꑌꀋꎪꃅꋌꀋꉉꋌꀋꏚꌠꉬ”
ꄷ。 

32“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
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33凡
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
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 

 

ꄮꐽꀋꉬꃅꂗꍵꑱꃀꉬ 不是太平是刀剑 
34“ꆍꊇꉢꋧꃅꇬꇁꌠꆹꋧꃅꁳ

ꄮꐽꎻꌠꉂꃅꑠꄡꉪ；ꉢꇁꌠꆹꋧꃅꁳ

ꄮꐽꎻꌠꀋꉬꃅ，ꋧꃅꁳꐳꄓꂽꄓꇁ

ꎻꌠ。35ꑞꃅꆏ，ꉢꇁꌠꆹꃰꊿꁳ 

34“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
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
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剑。35因为
我来是叫 

‘ꊿꇁꋍꀉꄉꏭꄉ， 
ꀋꃋꇁꀋꃀꏭꄉ， 
ꑮꃀꇁꀉꁧꏭꄉ。 

‘人与父亲生疏， 
女儿与母亲生疏， 
媳妇与婆婆生疏。 

36ꊾꂷꁮꐚꆹꋍꊨꏦꀁꇬꊿꉬ’ꑠꃅ

ꐙꎻ。37ꀿꃀꉂꇬꉡꉂꌠꏭꀋꋌꌠ

ꆹ，ꉠꌶꌺꄻꀋꋭ，ꌺꇖꉂꇬꉡꉂꌠꏭ

ꀋꋌꌠꆹ，ꉠꌶꌺꄻꀋꋭ；38ꋍꌩꏍꀋ

ꀵꃅꉠꊂꈹꌠꑌ，ꉠꌶꌺꄻꀋꋭ。

39ꀑꇬꊌꌠꀑꇬꁮꇁꂯ；ꉠꎁꃅꀑꇬꁮ

ꌠꆏ，ꀑꇬꊌꇁꂯ”ꄷ。 

36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
人。’37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
配作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
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38不背
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
配作我的门徒。39得着生命的，
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
的，将要得着生命。” 

 

ꈁꁠꊌꐨ 赏赐 
40“ꊿꆍꋨꏦꌠꆏ，ꉡꋨꏦꌠ

ꉬ。ꉡꋨꏦꌠꆏ，ꉢꋌꊪꎼꇁꂶꌠꋨ

ꏦꌠꉬ。41ꊿꅉꄜꊿꂓꌗꒉꄸꃅꅉꄜ

ꊿꋨꏦꌠꆏ，ꈍꃅꑌꅉꄜꊿꈁꊌꌠꈁ

ꁠꋀꊌ，ꊿꑖꊿꂓꌗꒉꄸꃅꑖꊿꋨꏦ

40“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
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
来的。41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
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
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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ꌠꆏ，ꑖꊿꈁꊌꌠꈁꁠꀋꎪꃅꋀꊌ。

42ꊿꈀꄸꉬꄿꂿ，ꌶꌺꂓꌗꐛꅹꃅ，ꒉ

ꈻꋍꍔꀉꄂꄻꀉꑳꌺꋋꈨꈬꄔꋍꂷꄐ

ꇬꑌ，ꉢꇯꍝꃅꉉꆍꇰ，ꊿꋋꂷꆹꈁꁠ

ꀋꊌꀋꉆ”ꄷ。 

义人所得的赏赐。42无论何人，
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
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
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
赐。” 

11 ꑳꌠꅇꂷꋋꈨꋌꉉꋍꁆꄻꊩ

ꌺꊰꑋꑼꌠꇰꌐꇈ，ꀊꋨꈚꇬ 11 耶稣吩咐完了十二个门
徒，就离开那里，往各 

ꐞꁧ，ꋌꇓꈓꈧꌠꇬꄉꇗꅉꄜ、ꊿꉗ

ꊿꂘꁧꀐ。 
城去传道教训人。 

 

ꋋꑣꒀꉴꄷꄉꇁꌠꊩꌺ 来自施洗约翰的使者 
2ꒀꉴꏦꑳꇬꄉꏢꄖꈀꃅꌠꌤꈧ

ꌠꋌꈨꈭꐨꆏ，ꋍꌶꌺꑍꂷꋌꇤꅷ：

3“ꊿꇁꂯꀐꄷꂶꌠꆏꉫꀕ？ꅀꉪꊇ

ꊿꀉꁁꂷꇁꉚꑴꌦꌠꉬ？”ꄷꇫꅲ

ꆹ。4ꑳꌠꆏꋀꊇꏯ：“ꆍꊇꁨꒉ，ꆍ

ꈀꂿꈀꈨꌠꌤꈧꌠꃅꉉꒀꉴꇰ：5ꑓꋩ

ꌠꑓꂿ，ꐂꀜꌠꈛꎼ，ꊿꆓꒈꉘꐛꌠꁦ

ꎴꅐꀐ，ꊿꇉꁧꌠꈨꉆ，ꊿꌦꌠꀱꐥ

ꇁ，ꌢꎭꌠꌒꅇꊿꁊꇫꇰ。6ꊿꉡꒉꄸ

ꃅꑇꐨꇬꄉꀋꅞꌠꆹꌒꃤꐥꀐ！”ꄷ

ꅇꀱ。7ꋀꊇꁦꄮꇬ，ꌤꆿꒀꉴꃆꂮꑠ

ꑳꌠꉉꉹꁌꇰ，ꋌꄹꇬ：“ꆍꊇꀋꉊ

ꂴꏭꅐꌊꇈꈬꇉꃪꄉꑞꉜꆹ？ꃅꆳꌌ

ꁏꐺꌠꒉꀟꏜꉜꆹꌠꅀ？8ꆍꊇꅐꌊꉈ

ꏭꄉꇯꍝꃅꑞꉜꆹꌠꉬ？ꊿꃢꈜꊫꇵ

ꏦꍠꈚꌠꉜꆹꅀ？ꊿꃢꈜꊫꇵꏦꍠꈚ

ꀊꋨꈨꆹꃰꃅꑷꂿꇬꐥ。9ꆍꊇꅐꌊ

ꉈꏭꃶꐚꃅꑞꉜꁧ？ꅉꄜꊿꉜꆹꌠꉫ

ꀕ？ꉢꉉꆍꇰ，ꉬꑴ，ꋋꆹꅉꄜꊿꏭꀋ

ꋌꃅꀉꒉ。10ꏂꀨꇬꅇꂷ： 

2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
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3问
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
是我们等候别人呢？”4耶稣回答
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
见的事告诉约翰。5就是盲人看
见，瘸者行走，长大麻风的洁
净，耳聋的人听见，死人复
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6凡
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7他
们走的时候，耶稣就对众人讲
论约翰说：“你们从前出到旷野
是要看什么呢？要看风吹动的
芦苇吗？8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
什么？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
吗？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
宫里。9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
么？是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
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
10经上记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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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ꉢꉠꊩꌺꁆꌌꅽꂴꆽꄉꈜꄐꈜ

ꏤ’ 
‘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
面，预备道路。’ 

ꄷꇫꌠꈁꉉꌠꆹꊿꋋꂷꃆꂮꉬ。11ꉢ

ꇯꍝꃅꉉꆍꇰ，ꊿꌋꅪꈀꒆꌠꃅꄿꌊ

ꋋꑣꒀꉴꒊꀋꋌꌠꋍꂷꑋꀋꐥ；ꄚ，

ꉬꉎꇩꇬꀄꊭꇊꀄꊭꂶꌠꑋꋌꒈꀋ

ꋌ。12ꋋꑣꒀꉴꇬꄉꅑꅸꀃꑍꋋꄮꑟ

ꌠ，ꉬꉎꇩꆹꊿꌌꆼꍅꆹꆋꅗ，ꊾꇨꊾ

ꊋꈧꌠꊋꃷꇱꄉꇬꇏꇬꍆꏢꉨ。13ꑞ

ꃅꆏ，ꅉꄜꊿꌋꆀꄹꏦꐯꇯꉬꉎꇩꃆ

ꂮꅉꄜꅷꒀꉴꇬꄉꌐ。14ꀋꄸꄷ，ꆍ

ꇫꊪꇫꄻꅲꑲꆏ，ꊿꋋꂷꆹꇫꑟꇁꄡ

ꑟꌠꑱꆀꑸꂶꌠꉬꀐ。15ꅺꅑꈨꉆꌠ

ꆏ，ꇫꅲꄡꑟ。16ꉢꑞꌌꃅꋊꋋꋏꇬ

ꅺꌡꉆꂯ？ꀋꇊꆏꀉꑳꌺꏦꈜꇬꑌꄉ，

ꐋꀨꀉꁁꈧꌠꏭ： 

所说的就是这个人。11我实在告
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
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
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
12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
国遭受到严重的攻击，强暴的
人要夺取它。13因为众先知和律
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14你们
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
的以利亚。15有耳可听的，就应
当听。16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
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
同伴，说： 

17‘ꉪꊇꆍꏭꐪꆮꂢꇬ， 
ꆍꊇꀜꀋꐂ； 
ꉪꊇꆍꏭꉙꉩꏽꇬ， 
ꆍꊇꄸꀋꅥ’ 
ꃅꉉꄉꀠꏲꌠꌡ。 

17‘我们向你们吹笛， 
你们不跳舞； 
我们向你们举哀， 
你们不捶胸。’ 

18ꒀꉴꇁꇈ，ꋌꋟꑌꀋꋠ，ꅜꑌꀋꅝ

ꄉ，ꊿꄹꇬ，‘ꋌꑊꋌꐊ’ꄷ；19ꊾ

ꌺꇁꇈ，ꋌꋟꑌꋠ，ꅜꑌꅝꇬꆏ，ꊿꄹ

ꇬ，‘ꋋꆹꋚꇢꎧꇢꂷ，ꇗꏸꎴꊿꌋ

ꆀꑽꊿꐋꀨꂷꉬ’ꄷꌦ。ꄚ，ꌧꅍ

ꂿꅍꆹꅉꀕꃅꊿꌧꅍꂿꅍꐥꌠꌌꉬꌠ

ꃅꄉ（ꀊꆨ꒰ꀨꋍꈨꇬꆏ“ꄚ，ꌧꅍꂿꅍꆹꋍꃅꐪꑽ

ꑌꇬꄉꉬꌠꉜꅐꇁꉆ”ꃅꅑ）”ꄷ。 

18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
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19人子来
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
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
朋友。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
为是（有古卷作“但智慧在行为上就显为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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ꇓꈓꉪꀋꁏꄻꀋꀱꌠꉮꃤꐥ 不悔改的城市有祸 
20ꑳꌠꇓꈓꈧꌠꇬꄉꄐꐨꇣꋲꌠ

ꈍꑋꃅꀕꀐ，ꄚ，ꇓꈓꀊꋨꈨꇬꊾꆏ

ꄡꇗꉪꁏꄺꀱꀋꅲꄉ，ꋌꀊꋨꄮꇬꋀ

ꊇꏯꑠꃅꊨꏈ：21“ꇰꇁꑪꀋ！ꆏꉮꃤ

ꐥꀐ！ꀨꌏꄊꀋ！ꆏꉮꃤꐥꀐ！ꑞꃅ

ꆏ，ꉢꆍꈬꄔꄉꈀꃅꌠꄐꐨꇣꋲꈧ

ꌠ，ꀋꄸꄷ，ꌌꄫꇊꌋꆀꑭꄓꄉꃅꑲ

ꆏ，ꋀꊇꆹꈍꄮꇬꇯꆐꇭꀧꃆꁁꈚ、

ꀂꏾꈑꆠꏃꄉ，ꑽꃤꄜꄉꉪꁏꄺꀱ

ꀐ。22ꄚ，ꉢꉉꆍꊇꇰ，ꀞꇽꄹꉇꆏ，

ꄫꇊꌋꆀꑭꄓꈀꊝꌠꑗꉘꆹꆍꑗꉘꏭ

ꀋꋌꃅꊝꈝꐮꌠꉬ。23ꏦꀙꇊꀋ！ꆏ

ꐕꌊꉬꉎꇬꆹꂯꄉꀐꅀ（“ꆏꉬꉎꇬꑟꀐ”

ꃄꑌꍑ）？ꆎꆹꊁꇁꋍꑍꆏꀋꎪꃅꊰꅉꃴ

ꏦꑳꐎꇬꃹꌠꉬ，ꑞꃅꆏ，ꀋꄸꄷ，ꅽ

ꄹꄉꈀꃅꌠꄐꐨꇣꋲꈧꌠꌌꌙꄏꂷꄉ

ꃅꑲꆏ，ꋌꄡꇗꇬꐙꅷꀃꑍꑟꄎꑴ

ꌦ。24ꄚ，ꉢꉉꆍꇰ，ꀞꇽꄹꉇꆏ，ꌙ

ꄏꂷꈀꊝꌠꑗꉘꆹꆏꈀꊝꌠꏭꀋꋌꃅ

ꈝꐮꌠꉬ！”ꄷ。 

20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
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就
在那时候责备他们说：21“哥拉
汛哪，你有祸了！伯赛大啊，
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
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
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
了。22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
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
们还容易受呢！23迦百农啊，你
将要升到天上吗（或作“你已经升到

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
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
所多玛，它还可以存到今日。
24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
子，所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
受呢！” 

 

ꉠꄹꇁꄉꑬꆏꉆ 到我这里来得安息 
25ꀊꋨꄮꇬ，ꑳꌠꆏ：“ꀉꄉꀋ！

ꉬꉎꉬꐯꌋꀋ，ꉢꅽꏯꈀꎭꀕ！ꑞꃅ

ꆏ，ꌤꋋꈨꆏꄻꊿꀑꁮꅺꐳ、ꌧꈴꂿ

ꈴꌠꂾꂁꄉ，ꀉꑳꀿꏂꏭꆹꌤꋋꈨꆏ

ꄻꄇꇖꀕꃅꄉ。26ꀉꄉꀋ！ꉬꑴ，ꑞ

ꃅꆏ，ꅽꉪꇐꎔꃨꌠꊇꅉꇯꆐꑠꃅꐙ

ꌠꉬ。27ꈀꐥꌠꃅꐯꇯꉠꀉꄉꏮꉢꁳ

ꌠ；ꀉꄉꀉꄂꑲꆏ，ꌹꆹꊿꇫꅉꐚꌠꀋ

25那时，耶稣说：“父啊，天
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
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
来，向婴孩就显出来。26父啊，
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
此。27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
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
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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ꐥ；ꌺꌋꆀꌺꄐꌐꇬꀦꏾꈧꌠꀉꄂꑲ

ꆏ，ꀉꄉꆹꊿꇫꅉꐚꌠꀋꐥ。28ꊿꑘ

ꎭꃣꇖꈁꀵꌠꆏ，ꉬꇮꃅꉠꄹꇁꉆ，ꉢ

ꆍꁳꑬꆏꎻꂿ。29ꉠꉌꂵꑖꈈꀕ、

ꆺꀋꒉ，ꆍꊇꉠꇴꉻꌷꄉꉠꇁꄉꀵꇁ，

ꑠꃅꑲꆏ，ꆍꉌꂵꇬꑌꀋꎪꃅꑬꆏꅉ

ꊌꌠꉬ。30ꑞꃅꆏ，ꉠꇁꄉꆹꈻꈝꐮ，

ꉠꃣꁧꆹꑾꌙꌠꉬ”ꄷ。 

的，没有人知道父。28凡劳苦担
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29我心里柔
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
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
必得享安息。30因为我的轭是容
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ꑬꆏꄹꉇꎭꊴ 安息日掐麦穗 

12 ꀊꋨꄮꇬ，ꑬꆏꄹꉇꑠꑍ，ꑳ

ꌠꎭꏬꇬꈴꒉꇬꆏ，ꋍꌶꌺꈧ 12 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
麦地经过。他的门徒饿 

ꌠꀃꃀꂮꄉ，ꎭꅪꋀꊴꌊꋠ，2ꋍꑠꃔ

ꆀꌏꊿꊌꂿꇬꆏ，ꋀꑳꌠꏭ：“ꇬ

ꉚ！ꅽꌶꌺꌤꑬꆏꄹꉇꃅꀋꉆꌠꃅ

ꀐ”ꄷ。 

了，就掐起麦穗来吃。2法利赛
人看见，就对耶稣说：“看哪！
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
了。” 

3ꑳꌠꆏꋀꊇꏯ：“ꄊꃥꌋꆀꋋ

ꐊꈧꌠꀃꃀꂮꄮꇬꈀꃅꈁꑽꌠꌤꁱꏂ

ꀨꇬꄀꄉꈧꌠ，ꆍꇫꀘꀋꋻꅀ？4ꋌꈍ

ꃅꏃꃅꌋꑷꂿꇬꃹꆹꇈ，ꄻꇫꎆꄉꌠ

ꎬꁱꈧꌠꋌꇣꋠꌠꉬ？ꎬꁱꋋꈨꆹꆦ

ꑝꊿꀉꄂꇫꋠꉆꑲꆏ，ꋋꌋꆀꋍꐊꑭ

ꐊꇇꆹꇫꋠꀋꉆꌠ。5ꉈꑴꆏ，ꁱꄹꏦ

ꄯꒉꇬꄀꄉꇬ，ꑬꆏꄹꉇꆦꑝꊿꌃꎔ

ꑷꂿꇬꄉꑬꆏꏥꏦꀜꐆꇬ，ꋋꆹꑽꃤ

ꀋꐥꄷ，ꑠꆍꇫꀘꀋꋻꅀ？6ꄚ，ꉢꉉꆍ

ꇰ，ꄚꇬꊿꌃꎔꑷꂿꒊꀋꋌꑠꂷꐥ。

7‘ꉢꉈꁒꑓꊰꌠꉌꃹ，ꆦꎆꆦꋚꉌꀋ

ꃹ’ꄷ。ꀋꄸꄷ，ꅇꂷꋋꇬꄜꐨꆍ

ꐝꉅꑲꆏ，ꑽꃤꀋꐥꌠꆍꌌꑽꃤꐥꌠ

ꃅꀋꄉꀐ。8ꑞꃅꆏ，ꊾꌺꆹꑬꆏꄹꉇ

ꌌꁈꉬ”ꄷ。 

3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
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
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4他
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
饼，这饼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
可以吃得，惟独祭司才可以
吃。5再者，律法上所记的，当
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
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
过吗？6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
有一人比殿更大。7‘我喜爱怜
恤，不喜爱祭祀。’你们若明白
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
作有罪的了。8因为人子是安息
日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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ꊿꇇꈬꐙꂷ 萎缩手的人 
9ꑳꌠꀊꋩꈚꇬꄉꇁꌊꉻꏑꅉꂷꇬ

ꃹꆹ。10ꀊꄶꇬꊿꇇꁆꈬꐙꑠꂷꇫ

ꐥ。ꊾꈨꑳꌠꊂꅇꎹꏢꉨꄉ，ꑳꌠ

ꏭ：“ꑬꆏꄹꉇꆅꉁꇬꍑꀕ？”ꄷ

ꅲ。11ꑳꌠꆏ：“ꆍꊇꈬꄔꈀꄸꂷꊨ

ꏦꑾꂷꑬꆏꄹꉇꊰꃅꐬꇬꃹꁧꇬꈻꀍ

ꉀꎼꀋꇁ？12ꊾꆹꈍꃅꑌꑿꏭꀋꋌꃅꁌ

ꇐꈤꌠ！ꑠꅹ，ꑬꆏꄹꉇꌤꂄꌠꆹꃅꉆ

ꌠꉬ”ꄷ。13ꄚꄉꋌꊿꂶꌠꏭ：

“ꅽꇇꎇꎼꇁ！”ꄷꇈ，ꊿꂶꌠꋍꇇ

ꋌꎇꎼꇁꄷꌦꆏ，ꋍꇇꁆꌠꀉꁁꁆꌠ

ꌡꃅꌒꐛꅉꐛꀐ。14ꃔꆀꌏꊿꅐꁧ

ꇈ，ꈍꃅꑳꌠꈔꋏꉆꌠꌌꐮꇖ。 

9耶稣离开那地方，进了一
个会堂。10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
一只手。有人问耶稣说：“安息
日治病，可以不可以？”意思是
要控告他。11耶稣说：“你们中
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
坑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
12人比羊何等贵重呢！所以，在
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13于
是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
手一伸，手就复了原，和那只
手一样。14法利赛人出去，商议
怎样可以除灭耶稣。 

 

ꏃꃅꌋꈀꌋꈀꄻꄉꌠꁏꐚ 神所拣选的仆人 
15ꌤꋌꐘꑳꌠꅉꐚꇈ，ꋌꃅꄷꀊ

ꋩꈚꇬꀋꐥꃅꁧ，ꊾꑌꈍꑋꃅꋍꊂꈹ

ꐺ，ꋀꊇꈬꄔꊿꆅꈧꌠꃅꑳꌠꉃꌒꌐ

ꀐ。16ꋌꉈꑴꋀꏭꋍꂓꄡꄜꄷꉉ。

17ꑠꆹꅉꄜꊿꑱꌏꑸꈁꉉꌠꅇꅐꀐ： 
18“ꇬꉚ！ꉠꁏꐚꉢꈀꌋꈀꄻꄉ

ꌠ，ꉢꇫꉂꇫꅉꌠ，ꉌꂵꇫꉌꃹꌠ，ꉢ

ꉠꒌꄻꋋꇖꂯ，ꋌꀋꎪꃅꄉꉻꑖꉬꄜ

ꉺꉇꉻꊿꇰ。 
19ꋌꊾꌋꆀꐮꈌꀋꀥ，ꂆꑌꀋꂇ

ꀋꉘ，ꏦꈜꇬꊿꋍꃚꋒꈨꌠꀋꐥ。 
20ꒉꀟꏜꊨꐔꀐꌠꋌꇫꆹꀋꐔ，ꂷ

ꇭꅢꌐꂯꀐꌠꋌꇬꀋꂡ，ꋌꄉꉻꑖꉬ

ꌫꄮꇬꆏ，ꄉꉻꑖꉬꁳꊋꐛꎻ； 
21ꉇꉻꊿꃅꋍꂓꉘꇉꌐ”ꄷ。 

15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
里，有许多人跟着他；他把其
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16又嘱咐
他们，不要给他传名。17这是要
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 

18“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拣
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
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
公理传给外邦。 

19他不争竞，不喧嚷，街上
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 

20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
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
公理，叫公理得胜； 

21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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ꑳꌠꅀꀙꑟꀮ 耶稣与别西卜 
22ꀊꋨꇅꇬ，ꊿꑊꋌꐊꄉꑒꑌꑓ

ꀋꂿ，ꑶꑌꑶꀠꑠꂷꊿꏃꌊꑳꌠꄷꇁ

ꄉ，ꑳꌠꇫꉃꄻꇈ，ꊿꂶꌠꑒꑌꑓ

ꂿ、ꁰꑌꁱꐭꉆꀐ。23ꉹꁌꈧꌠꃅ

ꌤꋌꐘꋀꋌꇰꄉ：“ꊿꋋꂷꆹꄊꃥꌺ

ꇖꂷꀋꉬꅀ？”ꃅꉉꌐ。24ꄚ，ꃔꆀ

ꌏꊿꈧꌠꈨꇬꆏ，ꋀꊇ：“ꊿꋋꂷꑊ

ꋌꈹꌠꆹ，ꑊꋌꃰꃅꀙꑟꀮꉘꇉꄉꑊ

ꋌꈹꌠꀋꉬꆏ”ꄷꉉ。25ꋀꉌꃀꑞꉪ

ꌠꆹꑳꌠꅉꐚꄉ，ꋌꋀꊇꏯ：“ꇩꏤ

ꂷꈏꇓꇁꐮꏯꄉꇬꆹ，ꇩꏤꋋꂷꀜꐡ

ꆿꉢꁧꌠꉬ；ꇓꈓꋍꂷ、ꊿꋍꑷꈏꇓ

ꇁꐮꏯꄉꌠꑌꀋꎪꃅꇫꋦꀋꄐ；26ꀋꄸ

ꄷ，ꌑꄉꀱꌑꄉꈹꑲꆏ，ꊨꏦꀱꊨꏦ

ꏭꄉꌠꉬꀐ；ꋍꇩꏤꈍꃅꄉꇫꋦꄎꂯ？

27ꀋꄸꄷ，ꉡꆹꑊꋌꀙꑟꀮꉘꇉꄉꑊꋌ

ꈹꌠꉬꑲꆏ，ꆍꌺꇖꑊꋌꈹꇬ，ꈀꄸꉘ

ꇉꄉꈹꌠꉬ？ꑠꃅꄉ，ꆍꊇꉬꀋꉬꌠꆹ

ꋀꇫꊨꇽꇁꌠꉬ。28ꀋꄸꄷ，ꉢꏃꃅ

ꌋꒌꉘꇉꄉꑊꋌꈹꑲꆏ，ꑠꆹꏃꃅꌋ

ꇩꏤꇁꆍꊇꈬꇬꐛꇁꌠꉬꀐ。29ꊿꈍ

ꃅꄉꁦꋠꀉꇨꑠꂷꀁꇬꃹꄉ，ꋍꎊꈬ

ꇑꄎꂯ？ꂴꁦꋠꂶꌠꐒꈄꇬꑋꄉꑲ

ꆀ，ꊁꋍꁨꇐꄉꇐꇑꉆ。30ꉢꀋꐋꌠ

ꆏ，ꉡꁏꌠꉬ；ꉡꌋꆀꐯꀋꏓꌠꆏ，ꁗ

ꏒꌠꉬ。31ꑠꅹ，ꉢꉉꆍꇰ，ꃰꊿꑽꃤ

ꈀꐥꌠꌋꆀꍍꋉꄸꄀꅇꈁꉉꌠꃅ，ꐯ

ꇯꏆꃤꊌꉆ，ꊿꌃꎔꒌꏭꍍꋉꄸꄀꌠ

ꀉꄂ，ꋍꑽꃤꏆꃤꊌꀋꉆ。32ꅇꉉꊾ

ꌺꏭꋦꌠꆹ，ꑽꃤꄻꋀꏆꉆꑴꌦ；ꅇꉉ

22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附
着，又盲又哑的人，带到耶稣
那里；耶稣就医治他，甚至那
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23众
人都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
子孙吗？”24但法利赛人听见，
就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
着鬼王别西卜啊。”25耶稣知道
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凡
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
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
住；26若撒但赶逐撒但，就是自
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
呢？27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
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
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
非。28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
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29人怎
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
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
以抢夺他的家财。30不与我相合
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聚
的，就是分散的。31所以我告诉
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
话，都可得赦免；惟独亵渎圣
灵，总不得赦免。32凡说话干犯
人子的，还可得赦免；惟独说
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
不得赦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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ꌃꎔꒌꏭꋦꌠꀉꄂ，ꀋꃅꋋꍂꌋꆀꊁ

ꍁꌠꃅꑽꃤꄻꋀꏆꀋꉆ”ꄷ。 
 

ꌩꁧꌋꆀꂶꂷ 树和其果子 
33“ꆍꊇꆹꌩꁧꂄꌠꆏꌩꋚꇓꂷ

ꂄꌠꅑꃅꉪ；ꀋꉬꀐꇬꌩꁧꄸꌠꆏꌩ

ꋚꇓꂷꄸꌠꅑꃅꉪ。ꑞꃅꆏ，ꌩꋚꇓ

ꂷꂿꑲꆏ，ꌩꁧꈍꃅꐙꌠꅉꐚꉆꀐ。

34ꆍꊿꁮꏂꌡꋌꁥ！ꆍꊇꊿꄸꈨꉬꑲ

ꆏ，ꈍꃅꅇꂄꉉꑲꌧꂯ？ꑞꃅꆏ，ꉌꂵ

ꇬꑞꐛꃅꑌꆏ，ꈂꀸꇬꑞꉉꅐꇁ。

35ꊿꂂꌠꆏ，ꉌꂵꇬꂄꌠꑌꄉꂄꅇꉉ，

ꊿꄸꌠꆏ，ꉌꂵꇬꄸꌠꑌꄉꄸꅇꉉ。

36ꉢꉈꑴꉉꆍꇰ，ꌞꊂꈀꀠꅇꂷꈧꌠ

ꆹ，ꀞꇽꄹꉇꆏ，ꀋꎪꃅꋍꇬꈀꐥꃅꉉ

ꀽꎼꇁꌐ；37ꑞꃅꆏ，ꅽꅇꂷꇬꈴꄉꆏ

ꌊꑗꊿꃅꄉꉆ，ꅽꅇꂷꇬꈴꄉꆏꌊꑽ

ꊿꃅꄉꑌꉆ”ꄷ。 

33“你们或以为树好，果子也
好；树坏，果子也坏；因为看
果子就可以知道树。34毒蛇的种
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
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
的，口里就说出来。35善人从他
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
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
来。36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
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
句句供出来；37因为要凭你的话
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
有罪。” 

 

ꌋꃅꐪꑽꑌꇖꂟ 求神迹 
38ꀊꋨꄮꇬ，ꁱꂷꌤꃅꊿꑠꈨꌋ

ꆀꃔꆀꌏꊾꈨꑳꌠꏭ：“ꂘꃀꀋ！ꉪ

ꊇꆏꁳꌋꃅꐪꑽꑌꑵꃅꉪꀦꎻꏾ”

ꄷ。39ꑳꌠꑠꃅꋀꏭꅇꀱ：“ꃅꋊꎼ

ꃅꃏꑽꄷꅠꑠꋏꌋꃅꐪꑽꑌꉜꏾꄷꇖ

ꂟ，ꅉꄜꊿꒀꆆꈀꃅꌠꌋꃅꐪꑽꑌꀉ

ꄂꑲꆏ，ꀉꁁꌋꃅꐪꑽꑌꄻꋀꊇꀨꅍ

ꀋꐥꀐ。40ꒀꆆꌕꑍꌕꉖꂷꉜꏂꀋꃀ

ꀃꃀꇬꀀ，ꐯꌟꃅ，ꊾꌺꑌꌕꑍꌕꉖꂷ

ꅉꃴꇬꀀ。41ꀞꇽꄮꇬꆏ，ꆀꀕꃥꊿ

ꄓꌊꃅꋊꋋꋏꑽꃤꏤꇁ，ꑞꃅꆏ，ꆀꀕ

ꃥꊿꆹꒀꆆꈁꁊꌠꈨꈭꐨꆏꉪꁏꄺꀱ

38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
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
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39耶
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
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
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
们看。40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
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
在地里头。41当审判的时候，尼
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
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
就悔改了。看哪！在这里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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ꀐ。ꇬꉚ！ꄚꇬꊿꀊꅰꃅꒀꆆꏭꀋꋌ

ꃅꇰꀋꃀꂷꇫꐥ。42ꀞꇽꄮꇬꆏ，ꒈ

ꂪꏭꌋꅪꃰꃅꂶꌠꄓꌊꃅꋊꋋꋏꑽꃤ

ꏤꇁ，ꑞꃅꆏ，ꋋꆹꃅꋮꆸꈈꄉꇁꌊꌙ

ꇊꂱꌧꅍꂿꅍꅇꂷꅲꇁ。ꇬꉚ！ꄚꇬ

ꊿꀊꅰꃅꌙꇊꂱꏭꀋꋌꃅꇰꀋꃀꂷꇫ

ꐥ”ꄷ。 

人比约拿更大。42当审判的时
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
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
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哪！
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 

 

ꒌꀋꎴꀋꈻꂷꀱꇁ 不洁净灵的返回 
43“ꀋꎴꀋꈻꑊꋌꂶꌠꊿꇭꀧꇬ

ꄉꅐꇁꈭꐨꆏ，ꐦꀞꀊꃶꅉꇬꄉꀱꒊ

ꀱꇁꃅꑬꆏꅉꎹ，ꄚ，ꎹꀋꊌ。44ꑠꃅ

ꄉ，ꋌ：‘ꉢꀱꉈꑴꑳꂴꉢꈀꅐꇁꂶ

ꌠꇬꁧ’ꄷꉉ。ꋌꀱꑳꂶꌠꇬꑟꇬ

ꆏ，ꈐꏭꈥꇤꀕꇈ，ꌨꑻꌊꁦꎴꇤꌃ，

ꋽꎔꃅꄻꄉꀐꌠꋌꊌꂿ。45ꄚꄉ，ꑊ

ꋌꀉꁁꊨꏦꏭꀋꋌꃅꄷꅠꑠꏃꑹꋌꇱ

ꏃꌊꈐꏭꃹꇈꀊꄶꀀ。ꋍꈭꐨꆏ，ꊿ

ꀊꋨꂷꐥꃆꐥꂮꆹꂴꏭꀋꋌꃅꀋꉾ

ꀐ。ꃅꋊꄷꅠꋋꋏꑌꑠꃅꐙꇁꌠꉬ”

ꄷ。 

43“污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
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
处，却寻不着。44于是说：‘我
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
了，就看见里面空闲，打扫干
净，修饰好了。45便去另带了七
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
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景况，
比先前更不好了。这邪恶的世
代也要如此。” 

 

ꑳꌠꀉꂿꌋꆀꀁꑳ 耶稣的母亲与兄弟 
46ꑳꌠꋍꏅꏭꅇꉉꑴꌦꄮꇬ，ꉘꀋ

ꇉꃅꋍꀉꂿꌋꆀꋍꀁꑳꈧꌠꀊꄶꉈꏭ

ꉆꄉ，ꋀꊇꑳꌠꏭꅇꉉꂿꄷ。47ꊿꑳ

ꌠꏭ：“ꇬꉚ！ꅽꀉꂿꌋꆀꅽꀁꑳꈧ

ꌠꀊꄶꉈꏭꉆꐺ，ꋀꅽꏯꅇꉉꂿꄷ”

ꃅꉉꌠꐥ。48ꑳꌠꆏꊿꀊꋨꂷꏭ：

“ꈀꄸꆹꉠꀉꂿꉬ？ꈀꄸꆹꉠꃺꃶꀁ

ꑳꉬ？”ꄷꇈ，49ꇇꎇꌊꌶꌺꈧꌠꏭ

ꄐꄉ：“ꇬꉚ！ꊿꋋꈨꆹꉠꀉꂿꌋꆀ

46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
候，不料他母亲和他弟兄站在
外边，要与他说话。47有人告诉
他说：“看哪！你母亲和你弟兄
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48他却
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
谁是我的弟兄？”49就伸手指着
门徒说：“看哪！我的母亲，我
的弟兄。50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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ꉠꃺꃶꀁꑳꉬ。50ꉠꉬꉎꀉꄉꉪꐨꇬ

ꈁꍬꈀꃅꈧꌠꆏꉠꃺꃶꀁꑳ、ꉠꅫ

ꃀꌋꆀꉠꀉꂿꉬꀐ”ꄷꇬꏭꅇꀱ。 

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
亲了。” 

 

ꋚꇕꇗꌠꅺꌡꁮꅉ 撒种的比喻 

13 ꀊꋨꄹꉇ，ꑳꌠꑳꇬꄉꅐꇁꇈ

ꎿꋮꑌ。2ꊿꈍꑋꁥꃅꇁꌊꋍ 13 当那一天，耶稣从房子
里出来，坐在海边。2有 

ꄷꏓꌐꄉ，ꃅꅍꎷꀋꊌꃅꋌꐂꇉꇬ

ꑌ，ꉹꁌꐯꇯꎿꋮꉆꌐ。3ꑳꌠꅺꌡ

ꁮꅉꌌꇗꅉꈍꑋꈨꋌꉉꋍꏅꇰ，ꋌꉉ

ꇬ：“ꊿꋚꇕꇗꑠꂷꉈꏭꋚꇕꇗꁧ；

4ꇗꄮꇬ，ꇗꂷꀜꈛꁧꎍꌠꐥ，ꉌꊭꉌ

ꇓꇱꉄꅝꇫꎭꌐ。5ꀜꃅꆊꀁꄖꌠꇓ

ꂵꄩꎍꌠꐥ，ꃅꆊꀁꄖꐛꅹ，ꇗꂷꀊ

ꉗꀋꐛꃅꅿꁮꅿꇁ；6ꄚ，ꉘꁮꅐꇁꄉ

ꊼꇅꆗꄷꆏ，ꐴꀋꑌꐛꅹ，ꈬꐙꀐ。

7ꀜꍲꏪꇬꃹꌠꐥ，ꍲꅿꇁꈭꐨꆏ，ꍲ

ꇱꆼꒆꄉꀐ。8ꉈꑴꀜꃄꅉꆊꑌꅉꇬ

ꃹꌠꐥ，ꂶꂷꅑ，ꂶꂷꋍꉐꁧꁦꎆꃅ

ꅑꌠꐥ，ꃘꊰꁧꃅꅑꌠꐥ，ꌕꊰꁧꃅꅑ

ꌠꐥ。9ꅺꅑꈨꉆꌠꆏ，ꇫꅲꄡꑟ”

ꄷ。 

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
上船坐下，众人都站在岸上。
3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
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
4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
鸟来吃尽了。5有落在土浅石头
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
快；6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
根，就枯干了。7有落在荆棘里
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
了。8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
实，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
的，有三十倍的。9有耳可听
的，就应当听。” 

 

ꑞꃅꅺꌡꁮꅉꉉ 比喻的目的 
10ꌶꌺꈧꌠꇁꌊꂴꄉ，ꑳꌠꏭ：

“ꆏꑞꃅꅺꌡꁮꅉꌌꊿꈧꌠꏭꉉꌠ

ꉬ？”ꄷꅲ。11ꑳꌠꆏꑠꃅꋀꏭꅇ

ꀱ：“ꑞꃅꆏ，ꉬꉎꇩꌧꊋꂾꊋꌠꂁ

ꌤꆹꄻꆍꁳꀉꄂꅉꐚꎻ，ꄻꋀꁳꆏꅉ

ꐚꀋꎽ。12ꈁꁨꈧꌠꆏ，ꉈꑴꀉꁁꄻ

ꇬꇯꄉꋌꁳꁦꎆꃅꐥꎻ。ꀋꁨꈧꌠ

ꆏ，ꋌꈁꁨꌠꇯꇑꌊꁧ。13ꑠꅹ，ꉢꅺ

10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
“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
呢？”11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
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
他们知道。12凡有的，还要加给
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
他所有的，也要夺去。13所以我
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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ꌡꁮꅉꌌꋀꏭꉉꌠꆹ，ꋀꊇꉜꇬꊌꀋ

ꂿ，ꅲꇬꑌꊌꀋꈨ，ꐝꑌꐞꀋꉅꒉ

ꄸ。14ꑠꃅꄉ，ꋀꇭꀧꇬꄉ，ꑱꌏꑸ

ꅉꈀꄜꌠꅇꅐꀐ，ꋌ： 

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
明白。 
14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
预言，说： 

‘ꆍꊇꈧꆏꊌꈨ， 
ꄚꇫꐞꀋꉅ； 
ꂾꆏꊌꂿ，ꄚꇫꅉꀋꐚ； 

15ꑞꃅꆏ，ꉹꁌꋋꈨꉌꃀꆸꉈꇨ， 
ꊿꋋꈨꅳꀧꅺꏾꄖ，ꑓꋪꂨꄉ； 
ꑓꋪꂿꉆ， 
ꅳꀧꈨꉆ， 
ꉌꃀꐝꉅꇈ， 
ꀱꏮꇁꄉꉢꋀꆅꉁꌠꏦ’ꄷ。 

‘你们听是要听见， 
却不明白； 
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 

15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 
耳朵发沉，眼睛闭着； 
恐怕眼睛看见， 
耳朵听见， 
心里明白， 
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 

16ꄚ，ꆍꊇꊌꂿꀐꐛꅹꃅ，ꆍꑓꋪ

ꆹꌒꃤꊌꀐꌠ，ꆍꊇꈨꀐꐛꅹ，ꆍꅳꀧ

ꆹꌒꃤꊌꀐꌠ。17ꉢꇯꍝꃅꉉꆍꇰ，

ꋌꃀꅉꄜꊿꌋꆀꑖꊿꈍꑋꃅꆍꈀꂿꌠ

ꂿꏾ，ꄚ，ꇫꂿꀋꄐ，ꆍꈀꈨꌠꈨꏾ，

ꄚ，ꇫꈨꀋꄐ”ꄷ。 

16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
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
有福的，因为听见了。17我实在
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
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
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
有听见。” 

 

ꋚꇕꇗꅺꌡꁮꅉꂶꌠꉉꀽ 撒种比喻的解释 
18“ꑠꅹ，ꆍꊇꆹꋚꇕꇗꌠꅺꌡ

ꁮꅉꋋꂷꅲꄡꑟ。19ꉬꉎꇩꇗꅉꈨꇈ

ꇫꐞꀋꉅꌠꆏ，ꄷꅠꂶꌠꇁꌊꋍꉌꂵ

ꇬꈁꀀꌠꋌꇑꌊꁧ；ꑠꆹꇗꂷꀜꈛꁧ

ꎍꈧꌠꉬꀐ。20ꀜꇓꄩꎍꈧꌠꆏ，ꊿ

ꇗꅉꈨꈭꐨ，ꀊꋨꇅꇬꆏꉌꇿꑓꇿꃅ

ꇗꅉꊪ；21ꋀꉌꂵꇬꐴꀋꑌꒉꄸꃅ，ꋍ

ꇅꇬꀉꄂꇈ，ꊁꇗꅉꐛꅹꃅꎭꊝꅧꊝ，

ꅀꊿꌌꆼꍅꆹꆋꄮꇬꆏ，ꋋꇅꃅꇗꅉ

18“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
喻。19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
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
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
旁的了。20撒在石头地上的，就
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
21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
的；及至为道遭了患难，或是
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22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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ꀂꏽꄉꅞꈧꌠꄜ。22ꇗꂷꀜꍲꏪꇬꃹ

ꈧꌠꆏ，ꊿꇗꅉꈨꈭꐨ，ꊁꆏꋧꃅꐒ

ꊀꐨ、ꎆꋚꇱꁍꃕꄉ，ꇗꅉꋌꆼꒆꄉ

ꂷꅑꇁꀋꄐꈧꌠꄜ。23ꇗꂷꀜꃄꅉꆊ

ꑌꅉꇬꃹꈧꌠꆏ，ꊿꇗꅉꈨꇈꐝꉅꀐ

ꄉ，ꊁꆏꂶꂷꅑ，ꋍꉐꁧꁦꎆꃅꅑꌠ

ꐥ，ꃘꊰꁧꃅꅑꌠꐥ，ꌕꊰꁧꃅꅑꌠꐥ

ꈧꌠꄜ”ꄷ。 

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
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
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
23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道明
白了，后来结实，有一百倍
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
的。” 

 

ꃼꃆꂮꌌꅺꌡ 稗子的比喻 
24ꑳꌠꉈꑴꅺꌡꁮꅉꂷꌌꋀꊇꏯ

ꉉ：“ꉬꉎꇩꆹꀋꇊꆏꊾꂷꎭꇕꉾꌠ

ꌌꃄꅉꇬꇗꄉꌠꌋꆀꐯꌟ，25ꌋꐓꊿ

ꀀꌐꄮꇬꆏ，ꋍꁮꐚꇁꌊꃼꇗꈨꋌꇵ

ꇬꇯꇗꄉꇈ，ꋌꎼꇫꈴꁧ。26ꎭꅩꅐ

ꄮꇬꆏ，ꃼꇫꐊꌠꑌꉜꅐꇁꉆꀐ。

27ꁏꐚꇁꌊꎭꌌꁈꂶꌠꏭ：‘ꌌꁈ

ꀋ！ꎭꇕꉾꌠꀉꄂꆏꄻꃄꅉꇬꇗꀋꄉ

ꅀ？ꃼꋋꈨꇿꇬꅐꇁꌠꉬꂯ？’ꄷ。

28ꌌꁈꂶꌠꆏꇬꏭ：‘ꋋꆹꁮꐚꂶꌠ

ꃅꌠ’ꄷ。ꁏꐚꈧꌠꄹꇬ：‘ꆏꉪ

ꁳꃼꈧꌠꍠꎼꇁꎻꅀ？’ꄷ。29ꌌꁈ

ꄹꇬ：‘ꍟꌋꀋꌸ，ꃼꍠꂿꄷꀋꄹ

ꃅ，ꎭꇯꆍꍠꇫꎭꂵ。30ꎭꌋꆀꃼꐯ

ꇯꄻꇫꋉꄉꅷꒇꋩꄮꑟ。ꊁꒇꋩꄮ

ꇬꑲꆀ，ꉢꒇꋩꈧꌠꏭꂴꃼꈧꌠꍠꌊ

ꋍꄍꋍꄍꃅꆼꎭꐯꇯꄉ，ꌌꃆꄔꏦꑲ

ꆀ，ꎭꀉꄂꎴꊐꅉꇬꊐꄷꉉꂿ’

ꄷ”ꄷ。 

24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
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
里，25及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
敌来，将稗子撒在麦子里就走
了。26到长苗吐穗的时候，稗子
也显出来。27田主的仆人来告诉
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
田里吗？从哪里来的稗子呢？’
28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
人说：‘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 
29主人说：‘不必，恐怕薅稗
子，连麦子也拔出来。30容这两
样一齐长，等着收割。当收割
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
先将稗子薅出来，捆成捆，留
着烧；惟有麦子要收在仓里。’” 

 

ꃆꇖꌋꆀꃔꋌꌌꅺꌡ 芥菜种与面酵的比喻 
31ꋌꉈꑴꅺꌡꁮꅉꌌꋀꊇꏯꉉ 31他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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ꌦ：“ꉬꉎꇩꆹꀋꇊꆏꃆꇖꇗꂷꀕ

ꌡ，ꊿꌌꃄꅉꇬꏿꄉꁧ。32ꃆꇖꇗꂷ

ꑴꅉꇬꆹꇗꂷꈀꐥꌠꈬꄔꀄꊭꐯꀄꊭ

ꑵꌠꉬ，ꄚ，ꅿꇀꄮꇬꆏ，ꁬꆰꊰꑋꑟ

ꌠꏭꀋꋌꃅꀉꒉ，ꄷꀋꁧ，ꒆꌊꌩꁧ

ꐛꄉ，ꃅꃴꇬꉌꊭꉌꇓꇯꌩꇇꇬꄉꈌ

ꏑꇁ”ꄷ。 

“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
去种在田里。32这原是百种里最
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
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
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 

33ꋌꉈꑴꅺꌡꁮꅉꂷꌌꋀꊇꏯꉉ

ꌦ：“ꉬꉎꇩꆹꃔꋌꌡ，ꃔꋌꌋꅪꂷ

ꇱꂁꎭꂾꌕꂻꇬꊐꄉꅷ，ꊁꎭꅫꋋꂷ

ꃅꃔꇁꄮꇬꑟ”ꄷ。 

33他又对他们讲个比喻说：
“天国好像面酵，有妇人拿来，
藏在三斗面里，直等全团都发
起来。” 

 

ꑞꃅꅺꌡꁮꅉꉉ 比喻的原因 
34ꋋꈨꐯꇯꑳꌠꌌꋍꏅꏭꉙꂘꌠ

ꅺꌡꁮꅉꉬꌐ；ꀋꄸꄷ，ꅺꌡꁮꅉꀋ

ꌬꑲꆏ，ꋌꋀꏭꑞꑌꀋꉉ。35ꑠꆹꅉ

ꄜꊿꈁꉉꌠ： 
“ꉢꈌꁉꄷꆏꅺꌡꁮꅉꌬꄉ， 

ꁍꐛꏃꐛꄮꇬꅑꅸꇁꌠꌤꈁꂁ

ꈀꁿꄉꈧꌠꃅꉉꐝꉅꎼꇁ”ꄷ

ꇫꌠꅇꅐꀐ。 

34这都是耶稣用比喻对众人
说的话；若不用比喻，就不对
他们说什么。35这是要应验先知
的话，说： 

“我要开口用比喻， 
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
出来。” 

 

ꅺꌡꁮꅉꃼꃆꂮꂶꌠꉉꀽ 解释稗子的比喻 
36ꋍꈭꐨꆏ，ꑳꌠꋍꏅꄷꄉꐞꌊ

ꑳꂶꌠꇬꃹꆹ。ꋍꌶꌺꈧꌠꑌꈏꃹꇁ

ꄉ，ꋍꏭ：“ꎭꃅꇬꃼꃆꂮꅺꌡꁮꅉ

ꉉꀽꉪꇰꀞ”ꄷ。37ꋌꑠꃅꋀꏭꅇ

ꀱ：“ꇗꂷꉾꌠꇗꂶꌠꆹꊾꌺꉬ；

38ꎭꃅꆹꋧꃅꋋꂷꉬ；ꇗꂷꉾꈧꌠꆏꉬ

ꉎꇩꌺꇖꉬ；ꃻꆹꄷꅠꂶꌠꌺꇖꉬ；

39ꃼꇗꌠꁮꐚꆹꑊꋌꌌꁈꉬ；ꒇꋩꄮꇬ

ꆹꋧꃅꌐꂫꄮꇬꄜ；ꒇꋩꊿꈧꌠꆏꉬ

36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
房子。他的门徒进前来，说：
“请把田间稗子的比喻讲给我们
听。”37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
就是人子；38田地就是世界；好
种就是天国之子；稗子就是那
恶者之子；39撒稗子的仇敌就是
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
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40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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ꉎꊩꌺꉬ。40ꃼꈧꌠꍠꌊꃆꄔꌌꐗꇫ

ꎭ，ꋧꃅꌐꂫꄮꇬꑌꑠꃅꐙ。41ꊾꌺ

ꆹꉬꉎꊩꌺꋌꊪꌊ，ꊿꁳꑇꐨꀂꏽꄉ

ꅞꎻꈧꌠꌋꆀꄸꃅꅠꑽꈧꌠꈀꐥꃅ，

ꋍꇩꏤꇬꄉꌋꎼꇁꇈ，42ꇵꃆꄔꏥꅉꇬ

ꊐ；ꋀꊇꀊꄶꇬꄉꈍꃅꑌꎐꏂꃴꆀꀕ

ꃅꉩ。43ꀊꋨꄮꇬ，ꑖꊿꆏꋀꀉꄉꇩ

ꇬꄉꁨꑭꃑꅐꇁ，ꀋꇊꆏꉘꁮꌡ。ꅺ

ꅑꈨꉆꌠꆏ，ꇫꅲꄡꑟ”ꄷ。 

稗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
末了也要如此。41人子要差遣使
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
的，从他国里挑出来，42丢在火
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
了。43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
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
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
听。” 

 

ꅺꌡꁮꅉꌕꂷ 三个比喻 
44“ꉬꉎꇩꆹꀋꇊꆏꁌꇐꈤꌠꑠ

ꂁꃄꅉꇬꊐꄉꌠꌡ，ꋍꑠꊾꂷꊌꅜꇬ

ꆏ，ꋌꂁꇬꊎꄉꇈꀕ，ꉌꇿꑓꇿꃅꋍ

ꈁꁨꈀꄉꃅꋌꃷꌊꃄꅉꏬꌠꃼ。 

44“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
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
喜喜地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
这块地。 

45ꉬꉎꇩꆹꉈꑴꀋꇊꆏꃼꇇꃅꊿ

ꂷꍗꀕꉾꃪꌠꎹꈹꌠꌡ，46ꍗꀕꁌꏤ

ꉉꀋꉆꑠꂷꋌꊌꂿꇈ，ꋍꈁꁨꈀꄉꃅ

ꋌꃷꌊꍗꀕꋋꂷꃼ。 

45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
珠子，46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
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
这颗珠子。 

47ꉬꉎꇩꆹꉈꑴꀋꇊꆏꉛꐱꇵꎿ

ꇬꊐꄉ，ꎿꇬꉛꋲꉛꑞꃅꋌꈜꌊꇁꌐ

ꌠꑌꌡ；48ꉛꐱꐛꇈ，ꊿꈻꅔꉇꅞ，ꋀ

ꎼꇫꑌꄉꉛꉾꈧꌠꆏꌋꉛꊐꅍꇬꊐ，

ꀋꉾꈧꌠꆏꇵꇫꎭ。49ꋧꃅꌐꂫꄮꇬ

ꑌꄡꇗꑠꃅꐙ；ꉬꉎꊩꌺꇁꌊꑖꊿꈐ

ꏭꄉꄸꊿꋀꇱꊨꄅꎼꇁ。50ꄸꊿꈧꌠ

ꋀꇱꇵꃆꄔꏥꅉꇬꊐ，ꀊꄶꇬꄉꈍꃅ

ꑌꎐꏂꃴꆀꀕꃅꉩꌠꉬ”ꄷ。 

47天国又好像网撒在海里，
聚拢各样水族；48网既满了，人
就拉上岸来，坐下，拣好的收
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弃了。
49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
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
来，50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
哀哭切齿了。” 

 

ꊐꑳꇬꀊꏀꌠꌋꆀꀉꆹꌠ 新和旧的库藏 
51ꑳꌠꋀꊇꏯ：“ꅇꂷꋋꈨꐯꇯ

ꆍꊇꇫꐝꉅꌐꀕꀐ？”ꄷꅲ。ꋀꊇ

51耶稣说：“这一切的话你们
都明白了吗？”他们说：“我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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ꆏ：“ꉪꊇꐝꉅꌐꀐ”ꄷ。52ꑳꌠ

ꄹꇬ：“ꁱꂷꌤꃅꊿꉬꉎꇩꌶꌺꄻꌠ

ꃆꂮꈀꌷꌠꆹ，ꀋꇊꆏꃥꌋꀋꁧꂷꎊ

ꈬꂷꇁꀊꏀꀉꆹꌠꐯꇯꋍꊐꑳꇬꄉꋌ

ꀖꎼꇁꂷꌡ”ꄷ。 

白了。”52他说：“凡文士受教作
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
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 

 

ꇂꌒꇍꃅꄷꊿꑳꌠꑁꈋ 耶稣在拿撒勒被厌弃 
53ꑳꌠꅺꌡꁮꅉꋋꈨꉉꌐꈭꐨ

ꆏ，ꀊꄶꇬꐞꇈ，54ꇁꌊꋍꊨꏦꃅꄷ

ꑟ，ꋌꉻꏑꅉꇬꄉꊿꉗꊿꂘ，ꄷꀋꁧ，

ꊿꃅꋌꇰꄉ：“ꊿꋋꂷꇿꇬꄉꌧꅍꂿ

ꅍꌋꆀꄐꐨꇣꋲꑠꐥꌠꉬꂯ？55ꋋꆹꌩ

ꊨꇎꇷꌺꂶꌠꀋꉬꅀ？ꋍꀉꂿꆹꂷꆀ

ꑸꂓꂶꌠꀋꉬꅀ？ꑸꇱ、ꒀꌝ、ꑭ

ꂱ、ꒀꄊꂓꈧꌠꋍꀁꑳꀋꉬꅀ？56ꋍ

ꅫꃀꈧꌠꐯꇯꉪꄚꇬꀋꐥꅀ？ꊿꋋꂷ

ꌤꈀꐥꋋꈨꃅꇬꄐꐨꇿꅐꇁꌠꉬ

ꂯ？”ꄷꉉꌐ。57ꑠꃅꄉ，ꋀꊇꆹꋋ

ꑁꈋ（“ꋋꑁꈋ”ꑝꇂꉙꇬꆏ“ꋋꒉꄸꃅꅞ”ꃅ

ꅑ）。ꑳꌠꋀꊇꏯ：“ꅉꄜꊾꆹ，ꊨꏦ

ꃅꄷ、ꊨꏦꀁꇬꊿꀉꄂꑲꆏ，ꀉꁁꊿ

ꇫꁌꀋꒉꌠꀋꐥ”ꄷ。58ꋀꊇꇬꀋꑇ

ꐛꅹ，ꑳꌠꆹꀊꄶꇬꄉꄐꐨꇣꋲꌠꀉ

ꑌꃅꀋꃅꀐ。 

53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就
离开那里，54来到自己的家乡，
在会堂里教训人，甚至他们都
希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等
智慧和异能呢？55这不是木匠的
儿子吗？他母亲不是叫马利亚
吗？他弟兄们不是叫雅各、约
西（有古卷作“约瑟”）、西门、犹大
吗？56他妹妹们不是都在我们这
里吗？这人从哪里有这一切的
事呢？”57他们就厌弃他（“厌弃他”

原文作“因他跌倒”）。耶稣对他们
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
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
58耶稣因为他们不信，就在那里
不多行异能了。 

 

ꋋꑣꒀꉴꀂꏾꊿꇽꇫꎭ 施洗约翰被斩首 

14 ꀊꋨꄮꇬ，ꑳꌠꂓꌗꆹꏱꅉꀁ

ꐯꌠꌅꃀꑝꇊꊌꈨ，2ꋌꋍꊪ 
14 那时，分封的王希律听

见耶稣的名声，2就对臣 
ꑭꊔꇇꈧꌠꏭ：“ꊿꋋꂷꆹꈍꃅꑌꋋ

ꑣꊿꒀꉴꉥ，ꌦꈬꇬꄉꀱꐥꇁꌠ，ꑠ

ꅹ，ꄐꐨꇣꋲꌠꋋꈨꋍꈐꏭꄉꅐꇁꌠ

ꉬ”ꄷ。 

仆说：“这是施洗的约翰从死里
复活，所以这些异能从他里面
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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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ꂴꏭꑝꇊꆹꋍꀁꑳꃏꆀꑮꃀꑝꇊ

ꄂꒉꄸꃅ，ꒀꉴꋌꒃꌊꏦꑳꇬꈢꄉ，

4ꑞꃅꆏ，ꒀꉴꋍꏭ：“ꆏꌋꅪꋌꂶꏃ

ꌠꆹꇗꅉꇬꀋꊒꌠꉬ”ꄷꉉꋺ。5ꑝ

ꇊꆏꒀꉴꌉꏢꉨ，ꄚ，ꋋꆹꉹꁌꏦ，ꑞ

ꃅꆏ，ꋀꊇꆹꒀꉴꅉꄜꊾꂷꉬꌠꋀꇬ

ꑅ。6ꑝꇊꒆꑍꋨꏦꑍꑟꀐ，ꑝꇊꄂ

ꀋꃋꂶꌠꄹꃥꈧꌠꂾꄉꀛꐂꇈ，ꑝꇊ

ꋌꎼꇿꌦꄉꏽ。7ꑝꇊꆏꀋꃋꅤꂶꌠ

ꏭꆏꀀꄹꑞꇖꆏ，ꀂꑞꄻꆏꁳꂿꄷꅇ

ꏤꒃ。8ꀋꃋꂶꌠꋍꀉꂿꇱꊢꌌꄉꑝ

ꇊꌅꃀꏭ：“ꋋꑣꒀꉴꀂꏾꂶꌠꄻꎸ

ꀺꇬꊐꄉꉢꁳꇁ”ꄷ。9ꌅꃀꋌꎼꉌ

ꐒꇁꎭ，ꄚ，ꅇꏤꋌꒃꄉꀐ，ꉈꑴꊿꋌ

ꈽꋙꋠꇫꑌꐛꅹ，ꃅꅍꎷꀋꊌꃅꄻꋌ

ꁳꐮꄉ；10ꄚꄉꊿꋌꇤꅷꏦꑳꇬꄉꒀ

ꉴꀂꏾꇽꇫꎭꇈ，11ꀂꏾꂶꌠꄻꎸꀺ

ꇬꊐꄉꌌꀋꃋꂶꌠꁵꇁ，ꀋꃋꂶꌠꄻ

ꋍꀉꂿꁵꀐ。12ꒀꉴꌶꌺꈧꌠꇁꌊꊿ

ꂿꋀꒃꌊꐗꄁꇫꎭꇈ，ꉉꑳꌠꇰꁧ。 

3起先希律为他兄弟腓力的
妻子希罗底的缘故，把约翰拿
住锁在监里。4因为约翰曾对他
说：“你娶这妇人是不合理的。”
5希律就想要杀他，只是怕百
姓；因为他们以约翰为先知。
6到了希律的生日，希罗底的女
儿在众人面前跳舞，使希律欢
喜。7希律就起誓，应许随她所
求的给她。8女儿被母亲所使，
就说：“请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
盘子里，拿来给我。”9王便忧
愁，但因他所起的誓，又因同
席的人，就吩咐给她；10于是打
发人去，在监里斩了约翰，11把
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了女
子；女子拿去给她母亲。12约翰
的门徒来，把尸首领去埋葬
了，就去告诉耶稣。 

 

ꊿꉬꄙꑹꑳꌠꍈꂊ 耶稣给五千人吃饱 
13ꑳꌠꈨꈭꐨꆏ，ꋌꀊꄶꇬꄉꊨ

ꏦꃅꇉꑌꄉꇈꈬꇉꃪꇬꁧ。ꉹꁌꈨ

ꈭꐨꆏ，ꇓꈓꈀꐥꈧꌠꇬꄉꈛꎼꋍꊂ

ꈹꐺ。14ꑳꌠꅐꇁꇈ，ꊿꈍꑋꈍꑋꃅ

ꋌꂿꇬꆏ，ꋌꋀꎭꃅꉈꇁ，ꋀꊇꈬꄔꊿ

ꆅꃅꋌꉃꌒꌐ。15ꃅꈊꇁꂯꄮꇬꆏ，

ꌶꌺꇁꌊꑳꌠꂾꄉ：“ꄚꇬꆹꇈꈬꇉ

ꃪꉬ，ꃅꈊꀐ，ꉹꁌꏭꁭꁘꌊꁡꇤꇬ

ꄉꊨꏦꋠꅍꃻꋠꁧꄷꉉ”ꄷ。16ꑳꌠ

ꆏꌶꌺꏭ：“ꋀꊇꁳꁧꎻꌋꀋꌸ，ꆍ

13耶稣听见了，就上船从那
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众人听
见，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
14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
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
人。15天将晚的时候，门徒进前
来说：“这是野地，时候已经过
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
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16耶
稣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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ꊇꋚꄻꋀꊇꍈ”ꄷ。17ꌶꌺꆏ：

“ꉪꄚꇬꎬꁱꉬꂷꌋꆀꉛꑍꏢꀉꄂ

ꐥ”ꄷ。18ꑳꌠꋀꏭ：“ꌌꉢꁳ

ꇁ”ꄷ。19ꄚꄉꊿꈧꌠꏭꁬꏂꇬꑌ

ꄉꄷ，ꎬꁱꉬꂷꌠꌋꆀꉛꑍꏢꌠꋌꐕ

ꌊꂿꃅꇬꉜꄉꋬꇖꈨꂟꇈ，ꎬꁱꋌꏼ

ꌶꌺꁵ，ꌶꌺꁸꉹꁌꍈ。20ꋀꊇꐯꇯ

ꋠ，ꄷꀋꁧꋠꂊꀐ。ꇫꋒꌠꎄꀕꃀꀕ

ꈧꌠꋀꏓꐯꇯꎼꇁꇬ，ꊮꇂꊰꑋꂷꇬ

ꐛ。21ꊿꋙꋠꌠꌋꅪꌋꆀꀉꑳꀋꇱ

ꃅ，ꁦꋠꀉꄂꇬꉬꄙꑹꀑꂪꐥ。 

们吃吧！”17门徒说：“我们这里
只有五个饼、两条鱼。”18耶稣
说：“拿过来给我。”19于是吩咐
众人坐在草地上，就拿着这五
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
掰开饼，递给门徒，门徒又递
给众人。20他们都吃，并且吃饱
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
装满了十二个篮子。21吃的人，
除了妇女孩子，约有五千。 

 

ꑳꌠꎿꄩꈴꐺ 耶稣在水面行走 
22ꑳꌠꋋꇅꃅꋍꌶꌺꈧꌠꋌꇤꅷ

ꂴꇉꑌꎿꅶꁉꉜꄉꁧꎻ，ꋋꆏꉹꁌꈧ

ꌠꁳꁭꁘꂱꑱꅉꁧꎻꑲꆀꇁꂿꄷ。

23ꉹꁌꁧꌐꈭꐨꆏ，ꋌꋍꊨꏦꀉꄂꃅꉘ

ꁌꇬꄉꈼꂟꁧ。ꈊꃀꆏ，ꋌꀉꄂꀊꄶ

ꇬꐥ。24ꀊꋨꄮꇬ，ꇈꆹꎿꇬꁮꐺ，ꃅ

ꆳꁏꐛꅹ，ꒈꂃꒊꆱꇱꅸꌊꉈꈧꐺ。

25ꌋꐓꃬꀮꇳꄮꇬ，ꑳꌠꈛꎼꎿꄩꈴꄉ

ꋍꌶꌺꈧꌠꄷꉜꄉꆹ。26ꋌꈛꎼꎿꄩ

ꈴꐺꌠꌶꌺꊌꂿꇬꆏ，ꌶꌺꈧꌠꋌꇷ

ꃨꆰꌊ：“ꑊꋌꂷ！”ꄹꀒꏅꑟ。

27ꑳꌠꋋꇅꃅꋀꏭ：“ꆍꐒꄻꀋꅐ！

ꉢꉬ，ꏸꄡꏦ！”ꄷ。28ꀺꄮꆏꇬꏭ：

“ꌋꀋ！ꆏꉬꑲꆏ，ꆏꉢꁳꎿꄩꈴꅽ

ꄹꆹꎻ”ꄷ。29ꑳꌠꆏꇬꏭ：“ꆏꁨ

ꇁ！”ꄷ。ꀺꄮꆏꇉꇬꄉꐂꒉꄩꈴꑳ

ꌠꄷꆹ；30ꃅꆳꀉꒉꇨꌠꋌꂿꇈ，ꋍꏸ

ꏦꇁꄉꉙꒉꇬꃹꒉꄮꇬꆏ，ꋌ：“ꌋ

ꀋ！ꉡꈭꋏꇁ！”ꃅꏅ。31ꑳꌠꋋꇅ

22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
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
开。23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
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
他一人在那里。24那时船在海
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25夜
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
往门徒那里去。26门徒看见他在
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
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
27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
心！是我，不要怕！”28彼得
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
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29耶稣
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
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
里去；30只因见风甚大，就害
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
“主啊，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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ꃅꋍꇇꋌꎇꇫꈻꄉ，ꇬꏭ：“ꆏꊿꑇ

ꐨꉌꊋꀄꊭꋋꂷꇆ，ꑞꃅꉪꄅꌠ

ꉬ？”ꄷ。32ꋀꊇꇁꇉꇬꑌꇬꆏ，ꃅ

ꆳꆏꀐ。33ꊿꇉꇬꑌꈧꌠꃅꋍꏭꀍꃈ

ꄚꄉ：“ꆎꆹꇯꍝꃅꏃꃅꌋꌺꉬ”ꃅ

ꉉꌐ。 

31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
“你这小信的人哪，为什么疑惑
呢？”32他们上了船，风就住
了。33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
“你真是神的儿子了。” 

 

ꇰꆀꌒꇍꊿꆅꂷꋌꉃꌒꀐ 治好革尼撒勒的病人 
34ꋀꊇꎿꇬꈴꄉꇁꌊꇰꆀꌒꇍꃅ

ꄷꑟ。35ꀊꄶꇬꊿꈧꌠꑳꌠꋀꌧꅜꄷ

ꌦꆏ，ꊿꋀꇤꅷꀊꈫꀊꇋꊿꆅꈀꐥꌠ

ꃅꊿꏃꑳꌠꄷꇁꌐ，36ꑳꌠꏭꊿꆅꈧ

ꌠꁳꋍꃢꈜꏾꂪꇬꉩꎻꄷꀉꄂꇖꂟ；

ꊿꇬꈀꉩꈧꌠꃅꌒꌐꀐ。 

34他们过了海，来到革尼撒
勒地方。35那里的人一认出是耶
稣，就打发人到周围地方去，
把所有的病人带到他那里，36只
求耶稣准他们摸他的衣裳繸
子，摸着的人就都好了。 

 

ꀊꆨꊿꃅꀹꋻꅑ 古人的习俗 

15 ꀊꋨꄮꇬ，ꃔꆀꌏꊿꌋꆀꁱ

ꂷꌤꃅꊿꈍꑋꑼꑳꇊꌒꇌꄉ 15 那时，有法利赛人和文
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 

ꇁꌊꑳꌠꂿꇁ，ꋀꊇꑳꌠꏭ：2“ꅽꌶ

ꌺꑞꃅꀊꆨꋊꃅꏦꃤꇬꀜꐆꌠꉬ？ꋀ

ꊇꑞꃅꇇꒉꀋꋌꃅꋙꋠꌠꉬ？”ꄷ。 

稣，说：2“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
人的遗传呢？因为吃饭的时
候，他们不洗手。” 

3ꑳꌠꋀꊇꏭꑠꃅꅇꀱ：“ꆍꊇꑞ

ꃅꋊꃅꏦꃤꋋꈨꇬꍬꄉꏃꃅꌋꏥꏦꇬ

ꀜꐆꌠꉬ？4ꏃꃅꌋꄹꇬ：‘ꀿꃀꁌꒉ

ꄣꅼꄡꑟ’ꄷ。ꋌꉈꑴ：‘ꊿꀿꃀ

ꊨꏿꌠꆏ，ꀋꎪꃅꀞꌦꇫꎭꄡꑟ’

ꄷ。5ꆍꊇꆏꀱꌊ：‘ꈀꄸꉬꄿꂿ，

ꋌꀿꃀꏭꉢꌞꆏꁳꄡꑟꌠ，ꉢꌌꈁꁠ

ꃅꇫꎭꀐꃅꉉꑲꆏ，6ꋋꆹꀿꃀꁌꀋꒉ

ꇬꑽꀋꐥ’ꄷ。ꑠꆹꆍꊇꋊꃅꏦꃤꇬ

ꈴꄉꏃꃅꌋꏥꏦꆍꀜꋊꇫꎭꀐꌠ

ꉬ。7ꊿꀋꂄꀕꎴꀕꃅꈧꌠꀋ！ꑱꌏ

3耶稣回答说：“你们为什么
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
呢？4神说：‘当孝敬父母。’又
说：‘咒骂父母的，必治死他。’
5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
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作
了供献；6他就可以不孝敬父
母。’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
了神的诫命。7假冒为善的人
哪！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
是不错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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ꑸꌐꄉꆍꏭꈁꉉꌠꅉꄜꅇꆹꀕꀋꑽꌠ

ꉬ，ꋌꄹꇬ： 
8‘ꉹꁌꋋꈨꂱꑆꌌꉡꁌꒉ，ꉌꃀꆏ

ꉡꌋꆀꈍꎳꃅꇢ； 
9ꋀꊇꆹꃰꊿꏦꃤꌌꇗꅉꃅꊿꂘ，

ꑠꅹ，ꋀꉠꏯꀍꃈꄚꑌꀈꈥ

ꄚ’ꄷ”ꄷ。 

8‘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
远离我； 

9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
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
然。’” 

10ꉹꁌꑳꌠꇴꌊꄉꋀꏭ：“ꆍꊇ

ꅱꑌꅲ，ꐝꑌꐝꉅꌶ。11ꈂꀸꇬꃹꌠ

ꆹꊿꍍꊿꅾꀋꄐ，ꈂꀸꇬꄉꅐꇁꌠꀉ

ꄂꊿꍍꊿꅾꄎ”ꄷ。12ꀊꋨꄮꇬ，

ꌶꌺꇁꌊꑳꌠꂴꆽꄉ：“ꅽꅇꂷꋋꈨ

ꃔꆀꌏꊿꈨꇬ，ꋀꉌꂵꃴꀋꌦꌠꆏꅉ

ꐙꐚ？”ꄷ（“ꉌꂵꃴꀋꌦ”ꑝꇂꉙꇬꆏ“ꋋꒉ

ꄸꃅꅞ”ꃅꅑ）。13ꑳꌠꆏꋀꊇꏯ：“ꐥ

ꇐꈀꊪꄉꌠꉠꉬꉎꀉꄉꊪꄉꌠꀋꉬꑲ

ꆏ，ꀋꎪꃅꍠꎼꇁ。14ꋀꄿꐨꎻ！ꋀ

ꊇꆹꑓꋩꌠꈜꏁꊿ；ꀋꄸꄷ，ꑓꋩꑓꋩ

ꐯꏁꑲꆏ，ꈍꃅꑌꑍꂷꐯꇯꊰꃅꐬꇬ

ꃹꁧꌠꉬ”ꄷ。15ꀺꄮꆏꑳꌠꏭ：

“ꅺꌡꁮꅉꋋꇬꉉꀽꉪꊇꇰꀞ”
ꄷ。16ꑳꌠꆏꋀꏭ：“ꆍꊇꀋꃅꆸꈐ

ꐞꀋꉅꑴꌦꅀ？17ꊾꈌꇬꈀꃹꌠꆹꉆꇬ

ꈴꇈ，ꉈꑴꊰꅊꁧꒈꅉꇬꃹꁧꌠꆍꋋ

ꅉꀋꐚꅀ？18ꈂꀸꇬꅐꇁꌠꀉꄂ，ꉌꃀ

ꇬꄉꉉꎼꇁꌠꉬꄉꊿꍍꊿꅾꄎ。19ꑞ

ꃅꆏ，ꉌꃀꇬꄉꅐꇁꌠꆹꉪꇐꄷꅠ

ꌠ、ꊿꌉꊾꆳ、ꌞꃆꍯꒆꍯ、ꎼꃅ

ꃏꑽ、ꈏꈱ、ꅇꊪꃶꀋꐚꌠ、ꊂꀠ

ꅇꑠꐥ；20ꋋꈨꐯꇯꊿꍍꊿꅾꌠ；ꇇꒉ

ꀋꋌꃅꋙꋠꌠꆹꊿꀋꍍꊿꀋꆀꌠ”

10耶稣就叫了众人来，对他
们说：“你们要听，也要明白。 
11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
能污秽人。”12当时，门徒进前
来对他说：“法利赛人听见这话
不服（“不服”原文作“跌倒”），你知
道吗？”13耶稣回答说：“凡栽种
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
必要拔出来。14任凭他们吧！他
们是瞎眼领路的；若是盲人领
盲人，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 
15彼得对耶稣说：“请将这比喻
讲给我们听。”16耶稣说：“你们
到如今还不明白吗？17岂不知凡
入口的，是运到肚子里，又落
在茅厕里吗？18惟独出口的，是
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
人。19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
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
盗、妄证、谤讟；20这都是污秽
人的；至于不洗手吃饭，那却
不污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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ꏦꇂꌋꅪꑇꐨꉌꊋ 迦南妇人的信心 
21ꑳꌠꀊꄶꇬꐞꇈꄫꇊ、ꑭꄓꃅ

ꈋꁧ。22ꏦꇂꌋꅪꑠꂷꀊꄶꇬꄉꅐꇁ

ꇈꑳꌠꏭ：“ꌌꁈꀋ！ꄊꃥꌺꇖ，ꉡ

ꎭꃅꊼꇅꉈ！ꉠꀋꃋꂷꑊꋌꐊꄉꆄꈻ

ꅗꀐ”ꃅꏅ。23ꄚ，ꑳꌠꆏꁰꇬꑌꀋ

ꐭ。ꌶꌺꇁꌊꋍꏭꇖꂟꄉ：“ꌋꅪꋋ

ꂷꉪꊂꈹꄉꏅꃅꏅꇬꎷ，ꆏꋋꂷꇤꅷ

ꇫꎭꀞ”ꄷ。24ꑳꌠꆏ：“ꉢꏃꃅꌋ

ꇱꁆꌊꑱꌝꆀꏤꑿꆘꅝꌠꄷꀉꄂꇁ

ꌠ”ꄷ。25ꌋꅪꂶꌠꇁꌊꋍꏭꀍꃈꄚ

ꄉ：“ꌌꁈꀋ！ꉠꇇꀤ”ꄷ。26ꋌꌋ

ꅪꂶꌠꏭ：“ꀉꑳꎬꁱꇑꌊꇵꈌꍈꇬ

ꆹꀋꍑꌠꉬ”ꄷ。27ꌋꅪꂶꌠꆏ：

“ꌌꁈꀋ！ꑠꉬꑴ；ꄚ，ꈋꑌꋍꊨꏦꌌ

ꁈꋠꄜꇬꄉꊰꇁꌠꎄꀕꃀꀕꋠꌠꆹ”
ꄷ。28ꑳꌠꇬꏭ：“ꌋꅪꅽꑇꐨꉌꊋ

ꆹꀉꒉꌠꉬ！ꆏꈀꇖꌠꇬꈴꄉꐛꒆꃅ

ꄻꆏꁳ！”ꄷ。ꋍꀋꃋꂶꌠꆹꀊꋨꄮ

ꇬꆏꌒꀐ。 

21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
罗、西顿的境内去。22有一个迦
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
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
我！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
23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进前
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
头喊叫。请打发她走吧。”24耶
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
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25那妇
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
我！”26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
的饼丢给狗吃。”27妇人说：“主
啊，不错；但是狗也吃它主人
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28耶
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
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
吧！”从那时候，她女儿就好
了。 

 

ꊿꀉꑌꈨꉃꌒ 治好许多人 
29ꑳꌠꀊꋨꈚꇬꄉꇁꌊꏤꆀꀕꊫ

ꎍꌠꎿꋮꑟꇈ，ꋌꆹꌊꉘꁌꇬꑌ。

30ꊿꈍꑋꃅꇁꌊꑳꌠꄷꑟꄉ，ꋀꊿꐂ

ꀜꌠ、ꑓꋩꌠ、ꑶꀠꌠ、ꑬꄣꇇꄣ

ꌠꌋꆀꀉꁁꆅꌠꑠꋀꏃꌊꇁꇈ，ꋀꄻ

ꑳꌠꏸꑭꂾꅞꄉꌐ，ꋀꊇꐯꇯꑳꌠꇱ

ꉃꌒꌐꀐ。31ꊿꑶꀠꌠꅇꉉ，ꊾꄣꅐ

ꌠꌒꃅꅍꀋꐥ，ꐂꀜꌠꈛꎼ，ꑓꋩꌠꊌ

29耶稣离开那地方，来到靠
近加利利的海边，就上山坐
下。30有许多人到他那里，带着
瘸者、盲人、哑巴、有残疾的
和好些别的病人，都放在他脚
前；他就治好了他们。31甚至众
人都希奇；因为看见哑巴说
话，残疾的痊愈，瘸者行走，



ꂷꄠꌒꅇ  16 52 马太福音  16 
 

ꂿꐛꅹ，ꉹꁌꐯꇯꋌꇰꌐꄉ，ꀑꒉꑊꒉ

ꋀꏮꑱꌝꆀꏃꃅꌋꄀꌐ。 
盲人看见，他们就归荣耀给以
色列的神。 

 

ꊿꇖꄙꑹꑳꌠꍈꂊ 耶稣给四千人吃饱 
32ꑳꌠꋍꌶꌺꈧꌠꋌꇴꌊꋀꊇ

ꏯ：“ꉢꉹꁌꋋꈨꎭꃅꉈ，ꑞꃅꆏ，

ꋀꉢꈽꄚꇬꃅꐎꌕꑍꐥꀐ，ꋠꅍꑌꀋ

ꊌꀐ，ꉡꆹꋀꈝꃀꇬꄉꐚꇬꅜꁧꏦꄉ，

ꋀꁳꀃꃀꂮꄉꀁꇬꁧꎻꀋꏾ”ꄷ。

33ꌶꌺꈧꌠꆏ：“ꉪꄚꇈꈬꇉꃪꇬ，ꇿ

ꇬꄉꎬꁱꋍꑋꑍꎹꌊꂊꃅꄻꊿꋋꈨꍈ

ꇁꂯ？”ꄷꅇꀱ。34ꑳꌠꆏ：“ꆍꊇ

ꎬꁱꈍꑋꐥ？”ꄷ。ꋀꊇꆏ：“ꏃ

ꂷ，ꉈꑴꉜꌺꈍꑋꏢꐥ”ꄷ。35ꑳꌠ

ꉹꁌꈧꌠꏭꇫꑌꄉꄷ；36ꎬꁱꏃꂷꌠ

ꌋꆀꉛꈍꑋꏢꌠꋌꌌꈀꎭꀕꅇꉉꇈ，

ꋌꏼꄉꄻꌶꌺꁵꄉ，ꌶꌺꁸꊿꈧꌠ

ꍈ。37ꉹꁌꐯꇯꋠꌐꀐ，ꄷꀋꁧꋠꂊ

ꀐ，ꇫꋒꌠꎄꀕꃀꀕꈧꌠꏓꎼꇁꇬꏃ

ꈄꀕꐛ。38ꊿꇫꋠꌠꌋꅪꌋꆀꀉꑳꌺ

ꀋꇱꇬ，ꇖꄙꑹꐥ。39ꑳꌠꉹꁌꁳꁭ

ꁘꁧꎻꈭꐨꆏ，ꋌꐂꇉꇬꑌꄉꇁꌊꂷ

ꏦꄉꃅꋮꇬꑟꇁ。 

32耶稣叫门徒来，说：“我怜
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
里已经三天，也没有吃的了。
我不愿意叫他们饿着回去，恐
怕在路上困乏。”33门徒说：“我
们在这野地，哪里有这么多的
饼，叫这许多人吃饱呢？”34耶
稣说：“你们有多少饼？”他们
说：“有七个，还有几条小鱼。”
35他就吩咐众人坐在地上；36拿
着这七个饼和几条鱼，祝谢
了，掰开，递给门徒；门徒又
递给众人。37众人都吃，并且吃
饱了，收拾剩下的零碎，装满
了七个筐子。38吃的人，除了妇
女孩子，共有四千。39耶稣叫众
人散去，就上船，来到马加丹
的境界。 

 

ꌋꃅꐪꑽꑌꇖꂟ 求神迹 

16 ꃔꆀꌏꊿꌋꆀꌑꄖꇠꊿꑳꌠ

ꏭꌌꉪꇁꄉ，ꋍꏭꉬꉎꇬꄉꌋ 16 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
试探耶稣，请他从天上 

ꃅꐪꑽꑌꑵꃅꋀꀦꄷ。2ꑳꌠꆏꋀꊇ

ꏯ：“ꃅꈊꄮꇬꃅꑆꅪꑲꆏ，ꆍꄹꇬ

‘ꂿꃅꀋꎪꃅꊸꇁ’ꄷ。3ꃅꄜꂿꃅ

ꅩꇉꀕ、ꆈꏸꀕꑲꆏ，ꆍꄹꇬ‘ꀃꑍ

ꀋꎪꃅꆲꁏꉐꐙꇁ’ꄷ。ꆍꊇꆹꃄ

显个神迹给他们看。2耶稣回答
说：“晚上天发红，你们就说：
‘天必要晴。’3早晨天发红，又发
黑，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
雨。’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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ꀑꃅꑊꈍꃅꐛꐈꌠꆍꊨꄅꑲꌧ，ꀱꌊ

ꀃꑍꋋꄮꇬꌋꃅꐪꑽꑌꆏ，ꆍꇫꊨꄅ

ꑲꀋꌧ。4ꃅꋊꎼꃅꃏꑽꄷꅠꑠꂷꌋ

ꃅꐪꑽꑌꇖꂟ，ꒀꆆꃤꌋꃅꐪꑽꑌꀉ

ꄂꑲꆏ，ꀉꁁꌋꃅꐪꑽꑌꄻꊿꀦꅍꀋ

ꐥꀐ”ꄷꉉꇈ，ꑳꌠꋀꊇꄷꄉꐞꁧ

ꀐ。 

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
迹。4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
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
没有神迹给他看。”耶稣就离开
他们去了。 

 

ꃔꆀꌏꊿꌋꆀꌑꄖꇠꊿꃔꋌ 法利赛人与撒都该人的酵 
5ꌶꌺꈧꌠꇉꇵꌊꎿꅶꁉꁦꄮꇬ，

ꋀꊇꀋꎺꃅꎬꁱꌌꀋꇁꀐ。6ꑳꌠꋀ

ꊇꏯ：“ꆍꊇꋓꉪꁨꄉ，ꃔꆀꌏꊿꌋ

ꆀꌑꄖꇠꊿꃔꋌꑠꄴꏮꌶ”ꄷ。7ꌶ

ꌺꈧꌠꆏꐮꏯ：“ꑠꆹꉪꊇꎬꁱꌌꀋ

ꇁꒉꄸꉬꀞ”ꃅꍣꐺ。8ꑠꑳꌠꉜꅐ

ꇁꄉ，ꋌꋀꏭ：“ꆍꊇꊿꑇꐨꉌꊋꀄ

ꊭꋋꈨ，ꑞꃅꎬꁱꀋꐥꒉꄸꃅꐮꏯꈋ

ꍣꌠꉬ？9ꆍꊇꄡꇗꐞꀋꉅꑴꌦꅀ？ꎬ

ꁱꉬꂷꌠꉢꁸꊿꉬꄙꑹꍈꈭꐨ，ꎄꀕ

ꃀꀕꏓꐯꇯꎼꇁꇬꊮꇁꈍꑋꂷꇬꐛꌠ

ꆍꇬꀋꎺꀐꅀ？10ꎬꁱꏃꂷꌠꆍꁸꊿ

ꇖꄙꑹꍈꈭꐨ，ꎄꀕꃀꀕꈧꌠꏓꐯꇯ

ꎼꇁꇬꈄꀕꈍꑍꂷꇬꐛꌠꑌꆍꇬꀋꎺ

ꀐꅀ？11ꉢꆍꊇꏯ：‘ꃔꆀꌏꊿꌋꆀ

ꌑꄖꇠꊿꃔꋌꑠꄴꏮ’ꄷꑠꆹꎬꁱꏭ

ꄐꄉꉉꌠꀋꉬ，ꆍꑞꃅꇫꐞꀋꉅꌠ

ꉬ？”ꄷ。12ꌶꌺꈧꌠꋋꄮꑲꆀ，ꋌ

ꋀꊇꏯꎬꁱꃔꋌꑠꄴꏮꄷꌠꀋꄜꃅ，

ꃔꆀꌏꊿꌋꆀꌑꄖꇠꊿꉙꅇꂘꅇꈧ

ꌠꄴꏮꄷꌠꄜꌠꋀꌧꅜ。 

5门徒渡到那边去，忘了带
饼。6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谨
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
的酵。”7门徒彼此议论说：“这
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吧。”8耶稣
看出来，就说：“你们这小信的
人，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彼此议
论呢？9你们还不明白吗？不记
得那五个饼分给五千人，又收
拾了多少篮子的零碎吗？10也不
记得那七个饼分给四千人，又
收拾了多少筐子的零碎吗？11我
对你们说：‘要防备法利赛人和
撒都该人的酵，’这话不是指着
饼说的，你们怎么不明白呢？”
12门徒这才晓得他说的，不是叫
他们防备饼的酵，乃是防备法
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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ꀺꄮꄹꇬꑳꌠꆹꏢꄖꉬꄷ 彼得认耶稣为基督 
13ꑳꌠꇁꌊꇽꌒꆀꑸ•ꃏꆀꀘꃅꈋ

ꑟꇬꆏ，ꋌꋍꌶꌺꏭ：“ꊿꄹꇬꉢꊾ

ꌺꆹꈀꄸꉬꄷ？”ꄷꅲ。14ꋀꊇꆏ：

“ꊿꋍꈨꄹꇬꆹꋋꑣꊿꒀꉴꉬꄷ，ꋍ

ꈨꄹꇬꆹꑱꆀꑸꉬꄷ，ꉈꑴꊿꋍꈨꄹ

ꇬꆹꑳꆀꂱꅀꅉꄜꊿꈧꌠꇢꊭꇬꋍꂷ

ꉬꄷ”ꄷ。15ꑳꌠꆏ：“ꆍꄹꇬꉢꈀ

ꄸꉬ？”ꄷꅲ。16ꑭꂱ•ꀺꄮꆏꇬꏭ：

“ꆎꆹꏢꄖ，ꐩꋊꐩꍂꃅꐥꌠꏃꃅꌋ

ꌺꉬ”ꄷꅇꀱ。17ꑳꌠꋍꏭ：“ꒀ

ꆆꌺꑭꂱꀋ！ꆎꆹꌒꃤꐥꌠꉬ！ꑞꃅ

ꆏ，ꑠꆹꇭꀧꎸꃤꉬꌠꅽꏯꄐꌐꌠꀋꉬ

ꃅ，ꉠꉬꉎꐥꌠꀉꄉꅽꏯꄐꌐꌠ。

18ꉢꉈꑴꅽꏯꉉꌦ，ꆎꆹꀺꄮꉬ，ꉢꉠ

ꑇꊿꏓꉻꄻꇓꆈꀋꃀꋋꂷꄩꋉꄉꂯ，

ꅉꃴꏦꑳꐎꇬꌅꈌꆹꋍꄩꊋꀋꄐ（“ꌅ

ꈌ”ꑝꇂꉙꆏ“ꀃꈈ”ꃅꅑ）。19ꉬꉎꇩꇬꎤ

ꁉꉢꏮꆏꁳꂯ，ꃄꅉꇬꄉꆏꈁꐒꈀꈄ

ꄉꌠꆹꉬꉎꇬꑌꐒꈄꄉꌠꉬ，ꃄꅉꇬ

ꄉꆏꈁꄝꈁꃑꌠꆹꉬꉎꇬꑌꄝꃑꌠ

ꉬ”ꄷ。20ꀊꋨꄮꇬ，ꑳꌠꋍꌶꌺꏭ

ꋋꆹꏢꄖꉬꃅꑠꉉꊿꄡꇰꄷ。 

13耶稣到了凯撒利亚••腓立比
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
人子是谁（有古卷无“我”字）？”
14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
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
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
位。”15耶稣说：“你们说我是
谁？”16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
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17耶
稣对他说：“约拿的儿子西门，
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
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
的父指示的。18我还告诉你：你
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
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
胜过他（“权柄”原文作“门”）。19我
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
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
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
天上也要释放。”20当下，耶稣
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
督。 

 

ꑳꌠꋍꌦꌠꌋꆀꀱꐥꇁꌠꅉꄜ 耶稣预言他的死和复活 
21ꑳꌠꋍꈭꐨꑲꆀꋍꌶꌺꏭꋌꀋ

ꎪꃅꑳꇊꌒꇌꁧꄉ，ꅡꈭꌟꒉ、ꆦꑝ

ꌟꒉ、ꁱꂷꌤꃅꊿꇱꌌꎭꃤꅧꃤꈍ

ꑋꃅꊝ，ꄷꀋꁧꋀꇱꌉꇫꎭꇈ，ꌕꑍꐛ

ꄹꉇꆏꀱꐥꇁꃅꌐꄉꉉꌶꌺꇰ。22ꀺ

ꄮꆏꑳꌠꋌꈻꌊꋍꁁꏯꄉꇬꏭ：“ꌌ

21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
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
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
被杀，第三日复活。22彼得就拉
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
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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ꁈꀋ！ꑠꃅꇬꀋꍑꐯꀋꍑ！ꌤꋋꈨꀋ

ꎪꃅꇁꅽꀂꏽꀋꌸ”ꄷꏟꈯꀕꃅꇫ

ꑣ。23ꑳꌠꏮꇁꀺꄮꏭ：“ꌑꄉ（ꑊꋌ

ꌌꁈꂓ），ꎞꉠꊂꒉꌶ，ꆎꆹꉠꑭꇹꅍꉬ，

ꑞꃅꆏ，ꆎꆹꏃꃅꌋꉪꐨꇬꉈꀋꇬꃅ，

ꃰꊿꉪꐨꇬꀉꄂꉈꇬ”ꄷ。24ꄚꄉ

ꑳꌠꋍꌶꌺꈧꌠꏭ：“ꀋꄸꄷ，ꊿꉠ

ꊂꈹꏾꌠꐥꑲꆏ，ꋍꊨꏦꂶꌠꇤꇫꎭ

ꄉꋍꌩꏍꀵꌊꉠꊂꈹꇁꄡꑟ。25ꑞꃅ

ꆏ，ꊿꋍꊨꏦꀑꇬ（“ꀑꇬ”ꅀ“ꒌꆠ”，ꄚ

ꐰꑌꐯꌟ）ꈀꈭꋏꂿꄷꌠꆏ，ꀋꎪꃅꀑꇬ

ꁮ；ꉠꎁꃅꀑꇬꈀꁮꌠꆏ，ꀋꎪꃅꀑ

ꇬꊌꌠꉬ。26ꀋꄸꄷ，ꊾꂷꋧꃅꋋꂷ

ꃅꋌꍍꅜꇈ，ꊨꏦꀑꇬꆏꄚꄉꁮꑲ

ꆏ，ꈲꏣꑞꂷꐥ？ꊿꑞꌌꀑꇬꀠꉆꑴ

ꌦꂯ？27ꊾꌺꆹꋍꀉꄉꀑꑊꁤꇅꀕꌠꇬ

ꄉꉬꉎꊩꌺꈀꐥꌠꌋꆀꐯꇯꀁꋌꐛ

ꇁ，ꀊꋨꄮꇬꆏ，ꋌꊿꂱꑱꃅꐨꑽꑌꇬ

ꈴꄉꊾꀱ。28ꉢꇯꍝꃅꉉꆍꊇꇰ，ꊿ

ꄚꉆꌠꋍꈨꆹꌦꃤꋀꇫꈌꑟꀋꋻꑴꌦ

ꇯꆐ，ꊾꌺꋍꇩꏤꇬꄉꇁꇬꌵꌠꀋꎪ

ꃅꋀꊌꂿꌠꉬ”ꄷ。 

23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
但，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
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
思，只体贴人的意思。”24于是
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
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
架，来跟从我。25因为凡要救自
己生命的（“生命”或作“灵魂”。下

同），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
生命的，必得着生命。26人若赚
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
换生命呢？27人子要在他父的荣
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
候，他要照各人的行为报应各
人。28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
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
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 

 

ꑳꌠꇴꉻꐛꐈ 耶稣改变形象 

17 ꃘꑍꐛꈭꐨꆏ，ꑳꌠꆏꀺꄮ、

ꑸꇱ、ꑸꇱꀁꑳꒀꉴꋌꏃꌊ 
17 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

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 
ꀋꌋꀕꃅꉘꁌꀊꂥꅉꇬꁧ；2ꋌꋀꂾꄉ

ꇴꐈꉻꐈ，ꑊꑍꐈꌌꉘꁮꌟꃅꌬ，ꀂꄁ

ꆹꁨꑭꌟꃅꐍꊭꀕ。3ꋋꇅꃅ，ꃀꑭꌋ

ꆀꑱꆀꑸꑋꋀꂾꅐꇁꄉꑳꌠꏭꅇ

ꉉ。4ꀺꄮꆏꑳꌠꏭ：“ꌋꀋ！ꉪꊇ

ꄚꇬꐥꇬꃪꐯꃪ！ꀋꄸꄷ，ꆏꉬꅲꑲ

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2就在
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
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3忽
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
现，同耶稣说话。4彼得对耶稣
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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ꆏ，ꉢꄚꇬꁁꑳꌕꂷꄵꄉꇈ，ꋍꂷꄻꆏ

ꁳ，ꋍꂷꄻꃀꑭꁵ，ꋍꂷꄻꑱꆀꑸꁵ

ꂿ”ꄷ。5ꋌꅇꉉꑌꃅꄉꄮꇬꆏ，ꃅ

ꄂꁤꇅꀕꑠꌅꇁꌊꋀꄩꉱ，ꄷꀋꁧ，ꃅ

ꄂꇬꑌꃚꋒ：“ꋋꆹꉠꌺꉢꇫꉂꂶꌠ

ꉬ，ꉢꇫꉌꃹꑓꐛꌠ，ꆍꐯꇯꋍꅇ

ꃅ”ꃅꈌꐚ。6ꋍꑠꌶꌺꈧꌠꈨꇬꆏ，

ꋀꋌꇷꌊꏸꏦꌦꄉꏽꃅꑕꃄꅉꇬ

ꀀ。7ꑳꌠꇁꌊꇇꌌꋀꊇꉩꄉ，ꋀꏭ：

“ꄓꇁ，ꏸꏦꌋꀋꌸ”ꄷ。8ꌶꌺꈧ

ꌠꀂꏾꐕꄉꉜꇬꆏ，ꊾꂷꑋꑗꀋꂿ

ꃅ，ꑳꌠꀉꄂꀊꄶꐥꌠꋀꊌꂿ。9ꉘꁌ

ꇬꄉꀱꀁꋌꇀꄮꇬ，ꑳꌠꋀꊇꏯ：

“ꊾꌺꌦꈬꇬꄉꀱꐥꀋꇁꌦꂾ，ꆍꊇ

ꑴꌠꆍꈀꂿꋋꈨꉉꊿꄡꇰ”ꄷꉉ。

10ꌶꌺꑳꌠꏭ：“ꁱꂷꌤꃅꊿꑞꃅꑱ

ꆀꑸꀋꎪꃅꂴꇁꃅꉉꌠꉬ？”ꄷꅲ。

11ꑳꌠꆏꋀꏭ：“ꑱꆀꑸꆹꇯꍝꃅꂴ

ꇁ，ꄷꀋꁧ，ꌤꆿꈀꐥꃅꋌꄺꀱꌊꂴ

ꐛꅉꐛꃅꄉ；12ꉢꉉꆍꇰ，ꑱꆀꑸꆹꇁ

ꀐ，ꄚ，ꃰꊿꇬꀋꌧꄉ，ꈁꏾꃅꋋ

ꊝ。ꊾꌺꑌꊁꆏꑠꃅꋀꇱꌌꉮ”
ꄷ。13ꌶꌺꈧꌠꋋꇅꇬꑲꆀ，ꑳꌠꈁ

ꉉꌠꆹꋋꑣꊿꒀꉴꄜꌠꋀꐝꉅ。 

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
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
一座为以利亚。”5说话之间，忽
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
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
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
的，你们要听他。”6门徒听见，
就俯伏在地，极其害怕。7耶稣
进前来，摸他们，说：“起来，
不要害怕。”8他们举目不见一
人，只见耶稣在那里。9下山的
时候，耶稣吩咐他们说：“人子
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
将所看见的告诉人。”10门徒问
耶稣说：“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
必须先来？”11耶稣回答说：“以
利亚固然先来，并要复兴万
事；12只是我告诉你们：以利亚
已经来了，人却不认识他，竟
任意待他。人子也将要这样受
他们的害。”13门徒这才明白耶
稣所说的，是指着施洗的约
翰。 

 

ꀉꑳꑊꋌꐉꂷꑳꌠꉃꌒ 治好鬼附的孩子 
14ꑳꌠꌋꆀꋍꌶꌺꇁꌊꉹꁌꈧꌠ

ꄷꑟꇬꆏ，ꊾꂷꇁꌊꑳꌠꄷꄉꁡꊭꃄ

ꇴꄂꃅꋌꏭ：15“ꌌꁈꀋ！ꉠꌺꎭꃅꉈ

ꇁ。ꋌꋍꅑꄉꈁꄽꎬꅧꀐ，ꋌꈍꑋꃢ

ꃅꊰꃆꄔꇬꃹ，ꈍꑍꈭꃅꊰꒊꄝꇬ

ꊐ。16ꋌꉢꏃꌊꅽꌶꌺꁳꉃꎻꇬ，ꋀ

14耶稣和门徒到了众人那
里，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跪
下，说：15“主啊，怜悯我的儿
子。他害癫痫的病很苦，屡次
跌在火里，屡次跌在水里。16我
带他到你门徒那里，他们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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ꊇꇬꉁꌒꀋꄐ”ꄷ。17ꑳꌠꆏ：“ꀊ

ꑴ！ꃅꋊꑇꑌꀋꑇ、ꑽꈜꇬꑌꍬꋋ

ꋏ，ꉢꆍꄚꇬꐥꅷꈍꄮꑟꂯꇆ？ꉢꆍ

ꂾꄉꋰꄉꅷꈍꄮꇬꑟꂯꇆ？ꋌꏁꌌꉠ

ꄹꇁ！”ꄷ。18ꑳꌠꑊꋌꂶꌠꏭꊨꀖ

ꇈ，ꑊꋌꂶꌠꅐꇁꄉ，ꀉꑳꂶꌠꄚꄉ

ꌒꈴꀐ。19ꌶꌺꈧꌠꀋꌋꀕꃅꇁꌊꑳ

ꌠꂴꆽꄉꇬꏭ：“ꉪꊇꑞꃅꑊꋌꀊꋨ

ꂷꉪꋌꈹꇫꎭꀋꄐꌠꉬ？”ꄷ。20ꑳ

ꌠꆏ：“ꋋꆹꆍꊇꑇꐨꉌꊋꀄꊭꒉ

ꄸ，ꉢꇯꍝꃅꉉꆍꇰ，ꆍꑇꐨꉌꊋꃆ

ꇖꇗꂷꌡꃅꑠꍈꑌꑲꆏ，ꆍꊇꁦꌺꋋ

ꂷꏭ：‘ꆏꄚꇬꄉꊈꌊꀊꄶꇬꋦꁧ’

ꄷꇬ，ꋋꑌꀋꎪꃅꊈꁧ，ꄷꀋꁧ，ꌤꆍ

ꇫꃅꀋꄐꌠꋍꐘꑋꀋꐥ。21ꑊꋌꀕꑵ

ꈹꇬꆹ，ꋚꈻꄉꈼꂟꃅꑠꀋꉬꑲꆏ，ꋌ

ꇫꅐꀋꇁ”ꄷ（ꀊꆨꏂꀨꋍꈨꇬꆏ“21”ꊭꊬ

ꌠꇬꀋꐊꌠꐥ）。 

能医治他。”17耶稣说：“嗳！这
又不信、又悖谬的世代啊，我
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
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
我这里来吧！”18耶稣斥责那
鬼，鬼就出来；从此孩子就痊
愈了。19门徒暗暗地到耶稣跟前
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
呢？”20耶稣说：“是因你们的信
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
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
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
边。’它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
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21至于这
一类的鬼，若不祷告禁食，他
就不出来（有些古卷无 21 节）。” 

 

ꑳꌠꉈꑴꋍꌦꌠꌋꆀꀱꐥꇁꌠꅉꄛꌦ 耶稣再次预言他的死和复活 
22ꋀꊇꏤꆀꀕꀀꑴꌦꄮꇬ，ꑳꌠ

ꆏꌶꌺꏭ：“ꊾꌺꊿꇱꏮꊿꇇꈐꊐꂯ

ꄉꀐ。23ꋋꆹꋀꌉꇫꎭ，ꌕꑍꐛꄹꉇ

ꆏꋌꀱꐥꇁ”ꄷꉉꄉ，ꌶꌺꈧꌠꋌꎼ

ꉌꐒꇁꎭꌦꄉꏽ。 

22他们还住在加利利的时
候，耶稣对门徒说：“人子将要
被交在人手里。23他们要杀害
他，第三日他要复活。”门徒就
大大地忧愁。 

 

ꌃꎔꑷꂿꇗꏸꏮ 纳圣殿税 
24ꋀꇁꏦꀙꇊꑟꇬꆏ，ꊿꇗꏸꎴ

ꊿꈨꇁꌊꀺꄮꂴꆽꄉꋍꏭ：“ꆍꂘꃀ

ꊿꇗꏸꀋꏮꅀ（ꊿꇗꏸꆹꎆꃀꈫꁁꂷ）？”ꄷ

ꅲ。25ꀺꄮꆏ：“ꏮꑴ”ꄷ。ꋌꇁ

ꌊꑳꇬꃹꇬꆏ，ꑳꌠꂴꆏꋍꏭ：“ꑭ

24到了迦百农，有收丁税的
人来见彼得说：“你们的先生不
纳丁税吗（丁税约有半块钱）？”
25彼得说：“纳。”他进了屋子，
耶稣先向他说：“西门，你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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ꂱꀋ！ꃄꅉꇬꃰꃅꈧꌠꈀꄸꄷꊿꇗ

ꏸ、ꎆꋚꇗꏸꎴ？ꆏꉜꇬꋍꊨꏦꌺꄷ

ꎴꅀꌞꀉꁁꊿꄷꎴ？”ꄷꅲ。26ꀺꄮ

ꆏꑳꌠꏭ：“ꀉꁁꊿꈧꌠꄷꇗꏸ

ꎴ”ꄷ。ꑳꌠꆏ：“ꑠꉬꑲꆏ，ꌹꆹ

ꇗꏸꏭꄻꀋꅐꌠ。27ꄚ，ꉪꊇꋀꏭꉄ

ꌎꂵꌠꉨ，ꆏꎿꋮꑌꄉꉛꑎꒉ，ꆏꉛ

ꂴꆏꑎꅜꏡꌠꈂꀸꇬꁉꉚꑲꆏ，ꎆꃀ

ꃪꇬꀀꌠꆏꊌꂿꌠꉬ，ꎆꃀꋌꃪꌌꉣꑊ

ꇗꏸꃅꏮ”ꄷ。 

思如何？世上的君王向谁征收
关税、丁税？是向自己的儿子
呢？是向外人呢？”26彼得说：
“是向外人。”耶稣说：“既然如
此，儿子就可以免税了。27但恐
怕触犯他们，你且往海边去钓
鱼，把先钓上来的鱼拿起来，
开了它的口，必得一块钱，可
以拿去给他们，作你我的税
银。” 

 

ꉬꉎꇩꇬꀉꒉꇊꀉꒉꂷꌠ 天国中最大的 

18 ꀊꋨꄮꇬ，ꌶꌺꇁꌊꁨꄉꑳꌠ

ꏭ：“ꉬꉎꇩꇬꀉꒉꇊꀉꒉ 
18 当时，门徒进前来，问

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 
ꂶꌠꈀꄸꉬ？”ꄷꅲ。2ꑳꌠꆏꀉꑳ

ꍈꋌꇴꌊꋀꊇꈬꄔꇬꉆꄉ，3ꋀꏭ：

“ꉢꇯꍝꃅꉉꆍꇰ，ꀋꄸꄷꆍꊇꄺꀱ

ꌊꀉꑳꌺꐛꉻꃅꐙꌠꀋꉬꑲꆏ，ꆍꊇ

ꈍꃅꑌꉬꉎꇩꇬꃹꆹꀋꄐ，4ꑠꅹ，ꊨ

ꏦꑴꅉꀉꑳꌺꋋꍈꌟꃅꆺꀋꒉꈧꌠ

ꆏ，ꋀꊇꆹꉬꉎꇩꇬꀉꒉꇊꀉꒉꈧꌠꉬ

ꀐ。5ꊿꉠꂓꎁꃅꀉꑳꋋꂷꌡꑠꂷꈀ

ꋩꈀꏦꌠꆏ，ꉡꋩꉡꏦꌠꉬ”ꄷ。 

大的？”2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
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3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
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
得进天国。4所以，凡自己谦卑
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
是最大的。5凡为我的名接待一
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
我。” 

 

ꑽꃤꌌꉪꅍ 罪的试探 
6“ꊿꉢꑅꌠꄿꏀꍈꋌꇱꎼꑇꐨ

ꇬꄉꅞꌠꆹ，ꐂꇓꀋꃀꂷꐒꋌꇵꆹꇬꄀ

ꄉꅝꎿꉱꇬꊐꇫꎭꇬꄈꍑ。7ꋧꃅꋋ

ꂷꉮꃤꐥꀐ，ꑞꃅꆏ，ꋋꆹꊿꋌꎼꑭ

ꇹ。ꌤꊿꋌꎼꑭꇹꌠꆹꋒꇫꎭꀋꄐ

ꌠ，ꄚ，ꊿꋌꎼꑭꇹꀊꋨꂷꆹꉮꃤꐥ

ꀐ！8ꀋꄸꄷ，ꅽꇇꋍꁆꅀꅽꏸꑭꁆꆏ

6“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
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
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7这
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
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
绊倒人的有祸了！8倘若你一只
手或是一只脚叫你跌倒，就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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ꋌꎼꑇꐨꇬꄉꅞꑲꆏ，ꇽꌊꍞꇫꎭ。

ꆏꇇꋍꁆꀋꅑꅀꑭꋍꁆꀋꅑꃅꐩꋊꐩ

ꍂꀑꇬꊌꌠꆹ，ꈍꃅꑌꇇꑍꁆꅑ、ꑭ

ꑍꁆꅑꄉꍞꐩꋊꐩꍂꃅꐞꌠꃆꄔꇬꊐ

ꌠꏭꀋꋌꌠ。9ꀋꄸꄷ，ꅽꑓꋪꁆꆏ

ꋌꎼꑇꐨꇬꄉꅞꑲꆏ，ꑓꋪꋌꁆꃹꌊ

ꍞꇫꎭ，ꑓꋪꋍꁆꀉꄂꅑꄉꐩꋊꐩꍂ

ꀑꇬꊌꌠꆹ，ꈍꃅꑌꑓꋪꑍꁆꅑꄉꋌ

ꇱꇵꅉꃴꏦꑳꆈꅉꃆꄔꇬꊐꌠꏭꀋꋌ

ꌠꉬ”ꄷ。 

下来丢掉。你缺一只手或是一
只脚进入永生，强如有两手两
脚被丢在永火里。9倘若你一只
眼叫你跌倒，就把它剜出来丢
掉；你只有一只眼进入永生，
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的火
里。” 

 

ꑿꆘꅝꂷꌌꅺꌡ 迷羊的比喻 
10“ꆍꊇꋓꉪꁨꄉ，ꀉꑳꋋꈨꋍ

ꂷꑋꆍꇬꉚꄸꀋꉆ，ꉢꉉꆍꇰ，ꋀꊩꌺ

ꆹꉬꉎꇬꄉꅉꀕꃅꉠꉬꉎꀉꄉꀑꑊꋀ

ꊌꂿꇬꎷ。（ꀊꆨ꒰ꀨꋍꈨꇬꆏꄚꇬ：11
“ꊾꌺꇁ

ꌠꆹ，ꊿꆘꅝꌠꈭꋏꇁꂿꄷꌠ”ꃅꅑ。）12ꀋꄸꄷ，

ꊾꂷꑿꋍꉐꂷꁨꇈꋍꂷꆘꅝꇬ，ꑿꀉ

ꁁꈬꊯꈬꂷꌠꋌꇤꇫꏪꄉꇈꀕ，ꋌꎼ

ꉘꁌꇬꉜꄉꑿꆘꅝꂶꌠꎹꁧꌠꀋꉬ

ꅀ？ꆍꉜꇬꑠꉫꀕ？13ꉢꇯꍝꃅꉉꆍ

ꇰ，ꋍꑿꂶꌠꋌꎹꊊꇈ，ꋌꑿꋋꂷꒉ

ꄸꃅꉌꇿ，ꋍꉌꇿꐨꆹꋌꑿꆙꀋꅝꈬ

ꊯꈬꂷꒉꄸꃅꉌꇿꌠꏭꀋꋌꌠꉬ！14ꆍ

ꊇꉬꉎꇬꀉꄉꑌꑠꃅꐙꄉ，ꀉꑳꋋꈨ

ꈬꄔꋍꂷꄻꆘꅝꎻꀋꏾ”ꄷ。 

10“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
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
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
父的面。（有古卷在此有 11“人子来，为

要拯救失丧的人。”）12一个人若有一
百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
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九
十九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
的羊吗？13若是找着了，我实在
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
喜，比为那没有迷路的九十九
只欢喜还大呢！14你们在天上的
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
失丧一个。” 

 

ꃺꑌꆹꑽꐨꐥꌠ 有过错的弟兄 
15“ꀋꄸꄷꅽꃺꑌꂷꅽꀑꐆꑊꐆ

ꑲꆏ，ꆎꆹꋋꌋꆀꆏꀉꄂꋍꈚꐹꄮꇬꋍ

ꑽꃤꄐꎼꇁ，ꀋꄸꄷ，ꋌꅽꅇꃅꅲꑲ

ꆏ，ꅽꃺꑌꆏꊌꌠꉬꀐ。16ꀋꄸꄷ，

15“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
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
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
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16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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ꋌꅽꅇꃅꀋꅲꑲꆏ，ꊿꀉꁁꋍꂷꑍꂷ

ꏃꌊꆎꐊꆹ。ꑠꃅꄉ，ꅇꂷꋍꇬꋑꀋ

ꋒꊿꑍꂷꌕꑻꇫꅇꊪꌬꌠꊌ。17ꀋꄸ

ꄷ，ꋌꋀꊇꅇꑌꃅꀋꅲꑲꆏ，ꉉꑇꊿ

ꏓꉻꇰ；ꀋꄸꄷ，ꋌꑇꊿꏓꉻꅇꑌꃅ

ꀋꅲꑲꆏ，ꋋꄻꉇꉻꊿꌋꆀꇗꏸꎴꊿ

ꌟꃅꄉꉜ。18ꉢꇯꍝꃅꉉꆍꇰ，ꆍꊇ

ꃅꅈꇬꄉꈁꐒꈀꈄꄉꌠ，ꉬꉎꇬꄉꑌ

ꐒꈄꄉꌠꉬ，ꆍꊇꃅꅈꇬꄉꈁꋊꃑꌠ

ꆏ，ꉬꉎꇬꄉꑌꋊꃑꌠꉬ。19ꉢꉈꑴ

ꇯꍝꃅꉉꆍꇰ，ꆍꊇꈬꄔꊿꑍꂷꃄꅉ

ꇬꄉꐯꇯꉌꂵꋍꂷꉪꐨꋍꏢꃅꑞꌤꇖ

ꂟꄿꂿ，ꉠꉬꉎꀉꄉꀋꎪꃅꋀꁳꉌꂵ

ꉪꅉꐛꎻꌠꉬ。20ꑞꃅꆏ，ꊿꑍꂷꌕ

ꑻꇿꇬꄉꉠꂓꄜꄉꐯꏑꆏ，ꉢꇿꇬꄉ

ꋀꈬꄔꐥꌠꉬ”ꄷ。 

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
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
证，句句都可定准。17若是不听
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
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
一样。18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
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
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
的，在天上也要释放。19我又告
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
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什么
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
全。20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
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
我在他们中间。” 

 

ꄻꁏꐚꀋꏆꌠꅺꌡꁮꅉ 不饶恕仆人的比喻 
21ꀊꋨꄮꇬ，ꀺꄮꇁꌊꁨꇫꄉꑳꌠ

ꏭ：“ꌌꁈꀋ！ꉠꃺꑌꉡꑊꐆꇬ，ꉢ

ꈍꑋꃢꄻꇬꏆꄡꑟ？ꏃꃢꏆꇬꍑ

ꀕ？”ꄷꅲ。22ꑳꌠꆏꇬꏭ：“ꉢꅽ

ꏯꉉ，ꏃꃢꀋꉬꃅꏆꅸꏃꊰꈨꏃꃢꇬ

ꑟ。23ꉬꉎꇩꆹꀋꇊꆏꃰꃅꂷꋍꁏꐚ

ꄷꎆꌗꌠꌡ。24ꎆꌗꄮꇬꆏ，ꁏꐚꐎꋍ

ꄙꃪꑾꁯꂷꊿꏃꇁ。25ꋋꆹꌌꇫꊒꅍ

ꀋꊌꄉ，ꃰꃅꂶꌠꅇꁵꄉꋋꌋꆀꋍꑮ

ꃀ、ꀉꑳ，ꄷꀋꁧꈀꐥꌠꃅꃷꇫꎭꄉ

ꌌꎆꊒꇁꄷ。26ꁏꐚꂶꌠꃰꃅꐮꄉꇇ

ꑭꃃꇵꀕꃅꀍꃈꄚꄉꇬꏭ：‘ꌌꁈ

ꀋ！ꄻꉢꏆ，ꉢꊁꇁꋍꑍꆏꅽꎝꉡꈁꁯ

ꈧꌠꃅꄻꆎꌣꌐꂿ’ꄷ。27ꌌꁈꂶ

21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
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
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
吗？”22耶稣说：“我对你说，不
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
次。23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
人算帐。24才算的时候，有人带
了一个欠一千万银子的来。25因
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
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
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26那仆人
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
我，将来我都要还清。’27那仆
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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ꌠꉌꆓꇁꄉ，ꁏꐚꂶꌠꋌꋊꃑꇫꎭ，ꄷ

ꀋꁧꎝꈧꌠꃅꄻꇬꏆꌐꀐ。28ꁏꐚꂶ

ꌠꅐꇁꇈ，ꋍꐋꀨꋍꐎꊰꑾꁯꑠꂷꋋ

ꋒꇬꆏ，ꊿꂶꌠꋌꋇꌊꃛꆺꇬꄷꋌꆼ

ꋏꄉ，ꇬꏭ：“ꉠꎝꄻꉡꌣꇁ！”
ꄷ。29ꋍꐋꀨꂶꌠꋍꂾꄉꇇꑭꃃꇵꀕ

ꃅꇖꂟꄉꇬꏭ：‘ꄻꉢꏆ，ꉢꊁꇁꋍ

ꑍꆏꅽꎝꀋꎪꃅꄻꆎꊒꌐꂿ’ꄷ。

30ꄚ，ꋌꇫꉬꀋꅲꃅꊿꂶꌠꋌꈻꏦꑳ

ꇬꈢꄉ，ꋍꎝꄻꋋꌣꌐꑲꆀꁉꎼꇁ。

31ꐋꀨꀉꁁꈧꌠꌤꋌꐘꋀꂿꇬꆏ，ꋀ

ꋌꎼꉌꐒꌦꄉꏽꄉ，ꌤꋌꐘꋀꉉꌌꁈ

ꂶꌠꇰꁧ。32ꄚꄉꁏꐚꂶꌠꌌꁈꇴꌊ

ꇁꇈ，ꇬꏭ：‘ꐚꁘꐚꇁꅽꑠꏢ！ꆏꉠ

ꄹꇖꂟꇬ，ꉠꎝꆎꈁꁯꌠꃅꉢꄻꆏꏆ

ꇫꎭꌐ；33ꆏꉢꆎꉈꁒꌠꌟꃅꅽꐋꀨꉈ

ꁒꀋꋭꅀ？’ꄷ，34ꌌꁈꂶꌠꇨꇅꃃ

ꄉ，ꁏꐚꂶꌠꋌꏮꃱꌬꐏꊿꁵꈢꏦꑳ

ꇬꊐꄉꅷꋍꎝꈧꌠꄻꋋꊒꌐꄮꑟ。

35ꆍꊇꈀꄸꂷꉬꄿꂿ，ꀋꄸꄷ，ꉌꃀꄸ

ꈐꇬꄉꑽꃤꄻꆍꃺꑌꀋꏆꑲꆏ，ꉠꉬ

ꉎꀉꄉꑌꑠꃅꆍꊇꊝꌠꉬ”ꄷ。 

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28那仆
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
他十两银子，便揪着他，掐住
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
我！’29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
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
还清。’30他不肯，竟去把他下
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
31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
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
32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
‘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
把你所欠的都免了；33你不应当
怜恤你的同伴，像我怜恤你
吗？’34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
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
债。35你们各人若不从心里饶恕
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
你们了。” 

 

ꃜꁏꃆꂮꉉ 论离婚 

19 ꑳꌠꅇꂷꋋꈨꉉꌐꈭꐨꆏ，ꏤ

ꆀꀕꄉꇁꌊꒀꄠꃅꋮꇬꑻꄉ 
19 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就

离开加利利，来到犹太 
ꒊꃀꅶꁉꑟ。2ꊿꈍꑋꃅꋍꊂꈹꐺ，

ꀊꄶꄉꋀꊿꆅꈧꌠꋌꉃꌒꌐꀐ。 
的境界约旦河外。2有许多人跟
着他；他就在那里把他们的病
人治好了。 

3ꃔꆀꌏꊿꆹꑳꌠꏭꌌꉪꇁꄉ，ꇬ

ꏭ：“ꁦꋠꂷꑞꒉꄸꉬꄿꂿꑮꃀꊐꉆ

ꑴꅀ？”ꄷꅲꌠꐥ。4ꑳꌠꆏ：“ꀊ

3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
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
妻吗？”4耶稣回答说：“那起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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ꆨꇬꂾꊾꄻꂶꌠꆹ，ꌺꃰꄻ，ꌋꅪꄻ，

5ꄷꀋꁧꋌꄹꇬ：‘ꑠꅹ，ꊿꀿꃀꄷꄉ

ꐞꌊꑮꃀꌋꆀꐯꈽꄉ，ꊿꑍꂷꇁꇭꀧ

ꋍꂷꐛ’ꄷ。꒰ꀨꅇꂷꋋꇬꆍꇫꀘ

ꀋꋻꅀ？6ꑠꉬꑲꆏ，ꀋꁧꀋꃀꑍꂷꌠꆹ

ꊿꑍꂷꀋꉬꃅꇭꀧꋍꂷꉬꀐ，ꑠꅹ，ꏃ

ꃅꌋꄻꐯꇯꄉꌠꆏ，ꊿꋋꇽꑍꄷꎭꀋ

ꉆ”ꄷꅇꀱ。7ꃔꆀꌏꊾꆏꇬꏭ：

“ꑠꉬꑲꆏ，ꃀꑭꆹꑞꃅꃜꁏꄯꒉꁱ

ꑮꃀꁵꑲꆏ，ꑮꃀꊐꇫꎭꉆꃅꉉ？”
ꄷ。8ꑳꌠꆏ：“ꃀꑭꆹꆍꊇꉌꂵꆸꉂ

ꒉꄸꃅ，ꆍꁳꑮꃀꊐꉆꎻꌠ，ꄚ，ꇬꂾ

ꆹꑠꃅꐙꌠꀋꉬ。9ꉢꉉꆍꇰ，ꋍꑮꃀ

ꋌꊐꇫꎭꄉ，ꑮꃀꀉꁁꂷꈀꒃꌠꆏ，

ꀋꄸꄷ，ꋍꑮꃀꎼꃅꃏꑽꌠꒉꄸꀋꉬ

ꑲꆏ，ꋍꊨꏦꆹꑽꃤꌞꃆꍯꒆꍯꌠꑠ

ꃅꀐꌠꉬ（ꀊꆨ꒰ꀨꋍꈨꆏ“ꁦꋠꑮꃀꊿꊐꇫꎭꋋ

ꂷꒃꂶꌠꑌꑽꃤꌞꃆꍯꒆꍯꌠꃅꌠꉬꀐ”ꃅꋋꇬꇫ

ꐊ。）”ꄷ。10ꌶꌺꆏꑳꌠꏭ：“ꁦꋠ

ꌋꆀꑮꃀꑠꃅꐙꌠꉬꑲꆏ，ꑮꃀꀋꒃ

ꇬꄈꍑꀋꆆ”ꄷ。11ꑳꌠꆏꋀꊇꏯ：

“ꊿꈀꄸꑌꅇꂷꋋꈨꊪꄎꌠꀋꉬ，ꏃ

ꃅꌋꈀꄸꁳꇫꊪꎻꆏ，ꈀꄸꀉꄂꇫꊪ

ꄎꌠꉬ。12ꑞꃅꆏ，ꊿꒆꎼꇁꇬꇯꆐ

ꊿꎶꃅꐙꌠꐥ，ꊿꇱꎶꄉꌠꑌꐥ，ꄷ

ꀋꁧꉬꉎꇩꒉꄸꃅꊨꏦꀱꊨꏦꎶꌠ

ꐥ，ꅇꂷꋋꈨꈀꄸꇫꊪꄎꆏ，ꈀꄸꇫ

ꊪꉆ”ꄷ。 

造人的，是造男造女，5并且
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
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这
经你们没有念过吗？6既然如
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
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
不可分开。”7法利赛人说：“这
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
书，就可以休她呢？”8耶稣说：
“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
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
样。9我告诉你们：除非妻子不
贞，任何人休妻，再去娶别的
女人，就是犯了奸淫。”10门徒
对耶稣说：“人和妻子既是这
样，倒不如不娶。”11耶稣说：
“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惟独
赐给谁，谁才能领受。12因为有
生来是阉人，也有被人阉的，
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这
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 

 

ꋬꂻꄻꀉꑳꌺꁵ 祝福小孩子 
13ꀊꋨꄮꇬ，ꊾꈨꀉꑳꌺꋀꇱꏃ

ꌊꑳꌠꂿꇁꇈ，ꑳꌠꏭꇇꄻꀉꑳꈧꌠ

13那时，有人带着小孩子来
见耶稣，要耶稣给他们按手祷



ꂷꄠꌒꅇ  19 63 马太福音  19 

 

ꇬꐛꄉꈼꂟꃅꉉꌠꐥꄉ，ꊿꈧꌠꌶꌺ

ꌌꊨꀖ。14ꑳꌠꆏ：“ꋀꄡꏢꄡꇍ

ꃅ，ꀉꑳꁳꉠꄹꇁꎻ；ꑞꃅꆏ，ꉬꉎꇩ

ꇬꐥꌠꆹ，ꊿꑠꃅꐙꌠꉬ”ꄷ。15ꑳ

ꌠꇇꐛꋀꄀꈭꐨꆏ，ꃅꄷꀊꋩꈚꄉꐞ

ꁧꀐ。 

告，门徒就责备那些人。14耶稣
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
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
正是这样的人。”15耶稣给他们
按手，就离开那地方去了。 

 

ꄿꏀꌣꈚꂷ 少年富人 
16ꊾꂷꇁꌊꑳꌠꂿꇁꄉꑳꌠꏭ：

“ꌧꃀꀋ（ꀊꆨ꒰ꀨꄯꒉꋍꈨꆏꄚꇬ“ꉌꎔꑌꌠꌧ

ꃀ”ꃅꅑ）！ꉢꌤꂄꎔꌠꑞꑵꃅꑲꆀꐩꋊ

ꐩꍂꀑꇬꊌꄎ？”ꄷꅲ。17ꑳꌠꆏꇬ

ꏭ：“ꆏꑞꃅꉠꏯꌤꂄꎔꌠꑞꉬꃅ

ꅲ？ꂄꎔꌠꆹꋍꂷꀉꄂꐥ（ꀊꆨ꒰ꀨꋍꈨꇬ

“ꆏꑞꃅꉠꏯꂄꎔꌠꃅꇴ？ꏃꃅꌋꀉꄂꑲꆏ，ꀉꁁꂄꎔ

ꌠꀋꐥ”ꃅꅑꌠꐥ）。ꆏꐩꋊꐩꍂꀑꇬꊌꏾ

ꑲꆏ，ꀋꎪꃅꏥꏦꍬꄡꑟ”ꄷ。18ꊿ

ꂶꌠꆏ：“ꏥꏦꑞꑵꍬ？”ꄷꅲ。

ꑳꌠꇬꏭ：“ꋋꈨꆹꊿꌉꀋꉆ，ꌞꃆ

ꍯꒆꍯꀋꉆ；ꊾꈐꊾꈱꀋꉆ，ꅇꊪꃶ

ꀋꐚꌠꌬꀋꉆ；19ꀿꃀꁌꒉꄣꅼꄡꑟ，

ꉈꑴꃷꇎꉂꇬꊨꏦꉂꌠꌡꃅꑠꉬ”

ꄷ。20ꄿꏀꂶꌠꆏꑳꌠꏭ：“ꋍꑠꈀ

ꐥꌠꃅꉢꇬꍪꀐ，ꉢꀉꁁꑞꈨꃄꄻꅐ

ꑴꌦ？”ꄷ。21ꑳꌠꇬꏭ：“ꀋꄸ

ꄷ，ꆏꊿꐛꒆꂷꐛꏾꑲꆏ，ꅽꁨꇐꈀ

ꐥꃅꃷꌊꁸꌢꎭꌠꁵ，ꑠꃅꑲꆏ，ꀋꎪ

ꃅꁨꇐꉬꉎꇬꎍꌠꉬ，ꆏꉈꑴꉠꊂꈹ

ꇁ”ꄷ。22ꄿꏀꂶꌠꅇꂷꋋꇬꈨꇬ

ꆏ，ꉌꐒꇁꎭꏭꃅꁧꀐ，ꑞꃅꆏ，ꋍꁨ

ꇐꆹꀉꑌꐯꀉꑌ。23ꑳꌠꌶꌺꏭ：

“ꉢꇯꍝꃅꉉꆍꇰ，ꎆꁨꊿꉬꉎꇩꇬ

16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
子（有古卷作“善良的夫子”），我该
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
17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
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有

古卷作“你为什么称我是善良的？除了神

以外，没有一个善良的”）。你若要进
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18他
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
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
偷盗，不可作假见证；19当孝敬
父母，又当爱人如己。”20那少
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
还缺少什么呢？”21耶稣说：“你
若愿意作完全人，可去变卖你
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
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
22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
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
多。23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
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
的。24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
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
易呢！”25门徒听见这话，就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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ꃹꆹꇬꊋꋠꐯꊋꋠ。24ꉢꉈꑴꉉꆍꇯ

ꌦ，ꎆꁨꊾꂷꏃꃅꌋꇩꇬꃹꆹꌠꉬꑎ

ꆹ，ꁖꅖꉼꃀꏢꑱꅳꁖꑆꌠꄈꂯꈝꐮ

ꑴꌦ！”ꄷ。25ꌶꌺꈧꌠꅇꋋꇬꈨꇬ

ꆏ，ꋀꀊꅰꃅꋌꇰꄉ：“ꑠꉬꑲꆏ，ꈀ

ꄸꂷꈭꋏꊌꄎ？”ꃅꑳꌠꏭꅲ。26ꑳ

ꌠꏮꌶꌺꈧꌠꉜꄉ：“ꊿꃅꄉꇬꆹ，

ꋍꑠꊿꇫꃅꀋꄐꌠ，ꏃꃅꌋꃅꄉꇬꆹ，

ꑞꑌꋌꃅꄎ”ꄷ。27ꀺꄮꋍꏭ：

“ꉜꉏ！ꉪꊇꆹꉪꈁꁨꅍꃅꉪꇤꇫꎭ

ꇈꄉꅽꊂꈹꀐ，ꊁꇁꋍꑍꉪꊇꑞ

ꊌ？”ꄷ。28ꑳꌠꆏ：“ꉢꇯꍝꃅꉉ

ꆍꇰ，ꆍꊇꊿꉠꊂꈹꋋꈨ，ꊁꀱꐛꅉ

ꐛꄮꑟꇬꆏ，ꊾꌺꆹꋍꀑꑊꁤꇅꀕꌠ

ꑋꅉꂶꌠꇬꑌ，ꆍꊇꑌꑋꅉꊰꑋꂷꌠ

ꇬꑌꄉꑱꌝꆀꊿꊰꑋꁯꌠꀞꇽ。

29ꊿꉠꂓꎁꃅꑳꇤ，ꅀꃺꃶꀁꑳ、ꅫ

ꃀ、ꀉꄉ、ꀉꂿ、ꌳꃈꅮ、ꃄꅉ

ꊁꅉꑠꋀꇤꇫꎭꇈꌠꆹ，ꀋꎪꃅꋍꉐ

ꁧꁦꎆꃅꊌ，ꄷꀋꁧꐩꋊꐩꍂꀑꇬ

ꊌ。30ꄚ，ꀋꃅꂴꃅꐙꌠꈍꑋ，ꊁꇁ

ꋍꑍꆏꊁꃅꐙ；ꀋꃅꊁꃅꐙꌠ，ꊁꇁ

ꋍꑍꆏꂴꃅꐙ”ꄷ。 

希奇，说：“这样谁能得救呢？”
26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
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27彼
得就对他说：“看哪！我们已经
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
要得什么呢？”28耶稣说：“我实
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
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
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
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
十二个支派。29凡为我的名撇下
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
亲、母亲（有古卷添“妻子”）、儿
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
并且承受永生。30然而，有许多
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
将要在前。” 

 

ꑌꃀꌧꃰꏪꊋꃅꊿꅺꌡꁮꅉ 葡萄园工人的比喻 

20 “ꑞꃅꆏ，ꉬꉎꇩꆹꀋꇊꆏꃥ

ꌋꀋꁧꂷꃅꄜꀕꄷꄓꌊꉈꏭ 20 “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
出去，雇人进他的葡萄 

ꄉꊋꃅꊿꎹꌊꋍꑌꃀꌧꃰꏪꇬꑘꃅꎻ

ꌠꑠꌡ。2ꋋꌋꆀꊋꃅꊿꋍꑍꃄꁌꐎ

ꋍꑭꄷꉉꄉꇈ，ꊋꃅꊿꋌꇤꅷꑌꃀꌧ

ꃰꏪꇬꑘꁨꁧꎻ。3ꉘꁮꅐꇁꈭꐨꆏ，

ꋌꎼꉈꏭꁧ，ꇤꍤꅉꇬꊿꃅꅍꀋꊌꃅ

园做工；2和工人讲定，一天一
钱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
去。3约在上午九点出去，看见
市上还有闲站的人，4就对他们
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所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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ꇬꉆꐺꑠꈨꋌꂿꇈ，4ꋀꊇꏯ：‘ꆍꊇ

ꑌꀕꃀꌧꃰꏪꇬꑘꁨꆹ，ꊋꁌꁵꋭꌠ

ꀋꎪꃅꉢꄻꆍꁳꂿ’ꄷꄉ，ꊿꈧꌠꑌ

ꇫꃅꁧꀐ。5ꂵꆤꌋꆀꁯꋒꐯꉐꊿꂶ

ꌠꁖꉈꏭꁦꌦ，ꋌꄡꇗꑠꃅꀕ。6ꁯꋒ

ꐯꑎꆏ，ꋌꅐꉈꏭꁦꌦꇬꆏ，ꄡꇗꊾ

ꈨꀊꄶꇬꉆꋌꂾꌦꄉ，ꋌꋀꊇꏯ：

‘ꆍꊇꑞꃅꀕꐎꋋꑍꃅꀕꅍꀋꐥꃅ

ꄚꇬꀉꄂꉆ？’ꄷꅲ。7ꊿꈧꌠꆏ：

‘ꊿꉪꊇꎹꌊꑘꃅꌠꀋꐥ’ꄷ。ꋌ

ꋀꏭ：‘ꆍꊇꑌꀕꃀꌧꃰꏪꇬꑘꃅ

ꁧ’ꄷ。8ꈊꄮꃀꆏ，ꑌꃀꌧꃰꏪꌌ

ꁈꂶꌠꁦꋠꑘꏲꃣꏲꂶꌠꏭ：‘ꊋꃅ

ꊿꈧꌠꇴꌊꄉꊋꁌꄻꋀꊇꁵ，ꄽꂫꎹ

ꌊꇁꈧꌠꇬꄉꁵꅷꉘꃀꎹꌊꇁꈧꌠꇬ

ꑟ’ꄷ。9ꁯꋒꐯꑎꑲꆀꎹꌊꇁꈧꌠ

ꇁꀐ，ꊾꂷꌠꆏꐎꋍꑭꊌ。10ꊿꉘꃀ

ꎹꌊꇁꈧꌠꇀꄮꇬꆏ，ꋀꆹꈍꃅꑌꀉꑌ

ꃅꊌꀐꀞꉂ，ꄚ，ꄡꇗꊾꂷꌠꐎꋍꑭ

ꀉꄂꊌ。11ꊋꁌꄻꋀꁳꈭꐨꆏ，ꋀꊇ

ꃥꌋꀋꁧꊂꑠꃅꅫꏒ：12‘ꉪꊇꃅꐎ

ꋋꑍꃅꐙꄏꐝꆜꃅꊸꃪꄉꊋꃅꇬ，ꊋ

ꁌꆹꊁꄮꈉꋍꂷꀉꄂꃅꈧꌠꑘꃅꄻꉪ

ꁳꅀ？’ꄷ。13ꌌꁈꂶꌠꋀꈬꄔꋍꂷ

ꏭ：‘ꐋꀨꀋ！ꉢꀋꇎꃅꄻꆏꀋꁵꃅ

ꄉ，ꉣꑊꐯꉇꄉꇬꐎꋍꑭꉬꐮꀋꄉ

ꅀ？14ꅽꃤꒃꌊꁧ！ꉢꄻꆏꁳꌠꊋꁌꌋ

ꆀꄻꄽꂫꇁꌠꁵꌠꆹꐯꌟ，ꑠꆹꉠꄿꐨ

ꌠꉬ。15ꉠꊵꑵꌌꉠꉪꐨꇬꈴꄉꌬꀋ

ꉆꅀ？ꉢꊿꂂꄻꇬ，ꅽꉌꈻꃴꆅ

ꅀ？’ꄷ。16ꑠꃅꄉ，ꀋꃅꊁꃅꐙꈧ

给的，我必给你们。’他们也进
去了。5约在中午十二点和下午
三点又出去，也是这样行。6约
在下午五点出去，看见还有人
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你们
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7他
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
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8到了
晚上，园主对管事的说：‘叫工
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
的起，到先来的为止。’9约在下
午五点雇的人来了，各人得了
一钱银子。10及至那先雇的来
了，他们以为必要多得；谁知
也是各得一钱。11他们得了，就
埋怨家主说：12‘我们整天劳苦受
热，那后来的只做了一小时，
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
13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朋
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
的，不是一钱银子吗？14拿你的
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
样，这是我愿意的。15我的东西
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
为我作好人，你就红了眼吗？’
16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
前的将要在后了（有古卷在此有“因

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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ꌠ，ꊁꇁꋍꑍꆏꂴꃅꐙ；ꀋꃅꂴꃅꐙꈧ

ꌠ，ꊁꇁꋍꑍꆏꊁꃅꐙ（ꀊꆨ꒰ꀨꋍꈨꇬꄚꇬ：

“ꑞꃅꆏ，ꊿꇴꌊꇁꌠꆏꀉꑌ，ꌋꊊꌠꆏꀁꑌ”ꃅꅑꌠ

ꐥ）”ꄷ。 
 

ꑳꌠꌕꃢꀕꌠꋍꌦꌠꌋꆀꀱꐥꌠꅉꄜ 耶稣第三次预言他的死和复活 
17ꑳꌠꑳꇊꌒꇌꆸꄮꇬ，ꈜꃀꇬ

ꄉ，ꁆꄻꊩꌺꊰꑋꑼꌠꋌꏃꌊꏢꁮꏭ

ꄉꋀꏭ：18“ꆍꉜꉏ！ꉪꊇꆹꑳꇊꌒꇌ

ꁧ，ꊾꌺꆹꊿꏮꆦꑝꌟꒉꌋꆀꁱꂷꌤ

ꃅꊿꁵꄉ，ꌦꃤꋀꏤꋌꁳ，19ꋌꉈꑴꋀ

ꏮꉇꉻꊿꁵ，ꋌꋀꊇꌌꒊꈧ、ꅥ

ꏶ、ꋯꌩꏍꇬꄀꌦ，ꄚ，ꌕꑍꐛꄹꉇ

ꌠꆏ，ꋌꀱꐥꇁ”ꄷ。 

17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
候，在路上把十二个门徒带到
一边，对他们说：18“看哪！我
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
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
死罪，19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
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
三日他要复活。” 

 

ꑸꇱꌋꆀꒀꉴꑋꇖꂟꐨ 雅各和约翰的要求 
20ꀊꋨꄮꇬ，ꑭꀺꄠꀋꃀꂶꌠꌺꑍ

ꂷꋌꏃꌊꑳꌠꂾꄉꀍꃈꄚꄉ，ꑳꌠꏭ

ꌤꐘꇖꂟ。21ꑳꌠꆏꇬꏭ：“ꆏꑞ

ꇖ？”ꄷ。ꋋꆏ：“ꉠꌺꋋꑍꂷꄻ

ꅽꇩꏤꇬꄉ，ꋍꂷꄻꅽꇀꑳꏯꑍꄉ，

ꋍꂷꄻꅽꇀꃼꏯꑍꄉꅊꇈ”ꄷ。

22ꑳꌠꆏꇬꏭ：“ꆍꊇꈀꇖꈁꂟꌠꑞ

ꉬꌠꆍꋋꅉꀋꐚ，ꉢꈀꅝꌠꀞꍗꏡꌠ

ꆍꇫꅝꄎꑴꅀ？”ꄷꅇꀱ。ꋀꊇꆏ：

“ꉪꊇꅝꄎꑴ”ꄷ。23ꑳꌠꆏ：

“ꉢꈀꅝꌠꀞꍗꏡꌠꆍꊇꀋꎪꃅꅝ

ꌠꉬ，ꄚ，ꈀꄸꉠꇀꃼꇀꑳꑌꌠꆏ，ꉢ

ꄻꆍꊇꇖꄎꌠꀋꉬꃅ，ꉠꀉꄉꈀꄸꎁ

ꃅꄐꏤꄉꌠꉫꆏ，ꄻꈀꄸꇖꌠꉬ”
ꄷ。24ꌶꌺꀊꋨꊯꑻꋍꑠꋀꈨꇬꆏ，

ꋀꃃꃺꃶꀁꑳꑍꂷꌠꊝ。25ꋀꊇꑳꌠ

20那时，西庇太儿子的母
亲，同她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
稣，求他一件事。21耶稣说：
“你要什么呢？”她说：“愿你叫
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
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
边。”22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
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
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
们能。”23耶稣说：“我所喝的
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
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
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
谁。”24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
怒他们弟兄二人。25耶稣叫了他
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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ꇴꌊꇁꇈ，ꋀꏭ：“ꉇꉻꊾꆹꃰꃅꌌ

ꁈꃅꄉꋀꏲꂠꌠꐥ，ꃰꃅꇛꌺꉘꉩꃅ

ꋀꄩꌅꈌꌬꌠꐥ，ꑠꆹꆍꅉꐚ。26ꄚ，

ꆍꊇꈬꄔꆏ，ꑠꃅꐙꀋꉆ，ꆍꊇꈬꄔꈀ

ꄸꂷꀉꒉꂶꌠꄻꏾꆏ，ꈀꄸꂷꀋꎪꃅ

ꆍꇤꑭꄻꑲꆀꍑ。27ꈀꄸꂷꌟꒉꄻꏾ

ꆏ，ꈀꄸꂷꀋꎪꃅꆍꁏꐚꄻꑲꆀꍑ。

28ꑠꆹꊾꌺꇁꌠꌟꃅ，ꊿꁳꌌꀨꎹꇁꎻ

ꌠꀋꉬꃅ，ꊾꀨꎹꇁꌠꉬ，ꄷꀋꁧ，ꀑ

ꇬꁮꄉꊿꀉꑌꈨꋊꁌꃅꌠꉬ”ꄷ。 

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
权管束他们。26只在你们中间，
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
大，就必作你们的用人；27谁愿
为首，就必作你们的仆人。28正
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
事，乃是要服事人，并且要舍
命，作多人的赎价。” 

 

ꊿꑓꋩꑍꂷꉃꌒ 治好两盲人 
29ꑳꌠꌋꆀꋍꌶꌺꈧꌠꑳꆀꇬꄉ

ꁦꄮꇬ，ꊿꈍꑋꈍꑋꃅꋍꊂꈹꐺ。

30ꊿꑓꋩꑍꂷꈛꁧꇬꑌꄉ，ꑳꌠꀊꄶ

ꈴꒉꃅꌠꋍꑊꈧꄮꇬꆏ：“ꌌꁈꀋ！

ꄊꃥꌺꇖꀋ，ꉣꑊꎭꃅꉈꀞ！”ꃅ

ꏅ。31ꉹꁌꈧꌠꆏꋍꑊꊨꀖꄉ，ꋍꑊ

ꏭꁱꄡꐭꄷ；ꄚ，ꋍꑊꆏꃚꐕꉐꐓꄉ

ꀊꅰꃅ：‘ꌌꁈꀋ！ꄊꃥꌺꇖꀋ，ꉣ

ꑊꎭꃅꉈꀞ！”ꃅꏅ。32ꑳꌠꆏꇬꉆ

ꄉ，ꋍꑊꏭꁨꇁꄷꇈ，ꇬꏭ：“ꆍꉢꁳ

ꆍꎁꃅꑞꃅꎻꏾ？”ꄷ。33ꋍꑊꆏ：

“ꌌꁈꀋ！ꉣꑊꑓꋪꁳꑓꂿꉆꎻ”

ꄷ。34ꑳꌠꇫꎭꃅꉈꇁꄉ，ꋌꋍꑊꑓ

ꋪꇬꊼꇅꉩꄷꌦꆏ，ꋍꑊꋋꇅꃅꂿꉆ

ꇬꅜꄉ，ꑳꌠꊂꈹꁧꀐ。 

29他们出耶利哥的时候，有
极多的人跟随他。30有两个盲人
坐在路旁，听说是耶稣经过，
就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
孙，可怜我们吧！”31众人责备
他们，不许他们作声；他们却
越发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
孙，可怜我们吧！”32耶稣就站
住，叫他们来，说：“要我为你
们做什么？”33他们说：“主啊，
要我们的眼睛能看见。”34耶稣
就动了慈心，把他们的眼睛一
摸，他们立刻看见，就跟从了
耶稣。 

 

ꊋꐛꌗꐛꃅꑳꇊꌒꇌꃹ 凯旋入耶路撒冷 

21 ꑳꌠꌋꆀꌶꌺꑳꇊꌒꇌꑟꆹꂯ

ꄉꀐ，ꋀꇁꌊꀨꃔꐕꃅꄷꏝꃴ 
21 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

冷，到了伯法其，在橄 
ꀋꍯꁧꇬꑟ；ꏝꃴꀋꍯꁧꇬꄉ，2ꌶꌺ 榄山那里；2耶稣就打发两个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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ꑍꂷꑳꌠꇤꅷꁧ，ꋌꋍꑊꏯ：“ꆐꑊ

ꀊꄶꅶꁉꁡꇤꀊꋨꂷꇬꉜꄉꆹ，ꑾꃅ

ꏷꏸꃆꃀꂷꊿꄀꀊꄶꁍꄉꌠꀋꎪꃅꆐ

ꑊꂿꌠꉬ，ꃆꃀꂶꌠꏢꁮꇬꃆꐱꌹꂷ

ꑌꄀꇬꁋꄉꌠꉬ；ꆐꑊꑴꌠꏦꀨꁌꄉ

ꈻꌊꉠꄹꇁ。3ꀋꄸꄷ，ꊿꆐꑊꏯꊵ

ꑵꉉꌠꐥꑲꆏ，ꆐꑊꇬꏭ：‘ꌋꃅꋋ

ꑍꂷꌬꈇ，ꌬꈭꐨꆏ，ꋋꇅꃅꈻꌊꉈ

ꑴꇁꌠꉬ’ꄷ”ꄷ。4ꌤꋌꐘꃅꐛꌠ

ꆹꅉꄜꊿꈁꉉꌠ： 

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
子里去，必看见一匹驴拴在那
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
解开，牵到我这里来。3若有人
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
要用它。’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
来。”4这事成就，是要应验先知
的话，说： 

5“ꑭꉢꀀꌠꊿꏭ：‘ꉜꉏ！ꅽ

ꃰꃅꅽꄹꇁꀐ，ꋋꆹꑖꈈꀕ，ꋌꑾꃅꏷ

ꀕꋩ，ꋌꃆꐱꌺꋩꇁꌠꉬ’”ꄷꇫꌠ

ꅇꅐꇁꌠꉬ。 

5“要对锡安的居民（原文作“女

子”）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
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
就是骑着驴驹子。’” 

6ꌶꌺꑍꂷꌠꆏꑳꌠꉉꅇꇬꈴꄉꃅ

ꁧ，7ꑾꃅꏷꀕꌋꆀꃆꐱꌺꂶꌠꋍꑊꈻ

ꌊꇁꇈ，ꊨꏦꃢꈜꋀꄻꇫꊀꄅꄉꑳꌠ

ꁳꋩꎻ。8ꊿꈍꑋꈍꑋꃅꃢꈜꋀꇔꈝ

ꃀꇬꈈꄉ，ꉈꑴꌩꇪꊿꇽꌊꈜꃀꇬꈈ

ꄉꌠꐥ。9ꊿꂴꐊꊁꈹꐺꈧꌠꃅ： 

6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
行，7牵了驴和驴驹来，把自己
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
上。 
8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
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9前
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 

“ꉻꌒꇂꆹꄻꄊꃥꌺꇖꁵ（“ꉻꌒ

ꇂ”ꊇꅉꆹꈭꋏꇁꄷꌠꄜ，ꄚꇬꆏꀮꄑꅇ）！ 
 
ꌋꂓꄜꄉꇁꌠꆹꌌꀮꄑꄡꑟꌠ

ꉬ！ 
ꄩꇊꄩꏯꐥꌠꉻꌒꇂ！”ꃅ

ꏅ。 

“和散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和

散那”原有“求救”的意思，在此乃称

颂的话。）！ 
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
的！ 
高高在上和散那！” 

10ꑳꌠꑳꇊꌒꇌꃹꇬꆏ，ꇓꈓꋋꂷ

ꃅꇙꈴꄉ，ꊿ：“ꋋꆹꈀꄸꉬ？”ꃅ

ꅲꌐ。11ꉹꁌꆏ：“ꋋꆹꏤꆀꀕ•ꇂ

10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全
城都惊动了，说：“这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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ꌒꇍꄉꇁꌠꅉꄜꊿꑳꌠ”ꄷ。 11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
的先知耶稣。” 

 

ꌃꎔꑷꂿꌩꎳ 洁净圣殿 
12ꑳꌠꆹꌊꏃꃅꌋꑷꂿꇬꃹꇈ，

ꊿꑷꂿꇬꄉꃼꇇꃅꈧꌠꋌꈹꇫꎭꌐ，

ꎆꆦꊿꎆꄉꅉꋌꇱꆷꇫꎭ，ꄤꆳꃷꊿ

ꑋꅉꋌꀜꇫꎭ。13ꋌꋀꊇꏯ：“꒰ꀨ

ꇬꅑꇬ： 

12耶稣进了神的殿，赶出殿
里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
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
人的凳子；13对他们说：“经上
记着说： 

‘ꉠꑷꂿꆹꀋꎪꃅꌌꈼꂟꌠꑷꂿꂓ

ꄉ’；ꆍꊇꆏꀱꌊꋌꈚꆍꌌꏄꍿ

ꀀꈌꂷꐛꀐ”ꄷ。 

‘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
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 

14ꑷꂿꇬꊿꑓꋩꌠ、ꐂꀜꌠꑠꇁ

ꑳꌠꂴꆽꑟꄉ，ꋀꊇꑳꌠꇱꉃꌒꌐ

ꀐ。15ꆦꑝꌟꒉꌋꆀꁱꂷꌤꃅꊿꆹꑳ

ꌠꈀꃅꌠꌤꂵꌦꂵꌋꌠꋀꂿ，ꉈꑴꀉ

ꑳꌺꑷꂿꇬꄉ：“ꉻꌒꇂꆹꄻꄊꃥꌺ

ꇖꁵ”ꃅꏅꌠꋀꈨꇬꆏ，ꋀꊇꇨꇅꃃ

ꐯꃃ，16ꋀꑳꌠꏭ：“ꊿꋋꈨꈁꉉꌠ

ꆏꈧꀕꀐ？”ꄷ。ꑳꌠꆏ：“ꈨꀐ，

꒰ꀨꇬꅑꇬ：‘ꆏꀉꑳꀿꏂꌺꌋꆀꑍ

ꅝꌠꈌꇬꄉꍖꀴꅇꐛꒆꀐ’ꄷꌠꆍꇫ

ꀘꀋꋻꅀ？”ꄷ。17ꄚꄉꑳꌠꋀꄷꐞ

ꈭꐨꆏ，ꇓꈓꇬꄉꅐꌊꀨꄊꆀꁧꇈ，

ꈊꃀꀊꄶꀀ。 

14在殿里有盲人、瘸者到耶
稣跟前，他就治好了他们。15祭
司长和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奇
事，又见小孩子在殿里喊着
说：“和散那归于大卫的子孙！”
就甚恼怒，16对他说：“这些人
所说的，你听见了吗？”耶稣
说：“是的。经上说：‘你从婴孩
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
话。’你们没有念过吗？”17于是
离开他们，出城到伯大尼去，
在那里住宿。 

 

ꀋꃨꂶꂷꌩꁧꏭꍃꏽ 咒诅无花果树 
18ꃅꄜꀱꉈꑴꇓꈓꇬꇀꄮꇬꆏ，ꋌ

ꀃꃀꂮꀐ；19ꈛꁧꇬꀋꃨꂶꂷꌩꁧꀕ

ꇫꋦꌠꋌꊌꂿ，ꋌꆹꌊꌩꁧꁦꌠꂾꑟ

ꇬꆏ，ꑞꑌꋌꀕꎷꀋꊌ，ꄚ，ꌩꏾꆹꇬ

18早晨回城的时候，他饿
了；19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
树，就走到跟前；在树上找不
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就对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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ꅑ，ꋌꌩꁧꁦꌠꏭ：“ꀃꑍꇈꉈꆏ，ꆏ

ꐩꋊꐩꍂꃅꂶꂷꀋꅑꀐ”ꄷꇈ，ꀋꃨ

ꂶꂷꌩꁧꁦꌠꇇꈤꃅꈬꐙꀐ。20ꋍꑠ

ꌶꌺꊌꂿꇬꆏ，ꋀꋌꇰꄉ：“ꀋꃨꂶ

ꂷꌩꁧꁦꌠꈍꃅꇇꈤꃅꈬꐙꌦꌠꉬ

ꂯ？”ꃅꅲꐺ。21ꑳꌠꋌꄷꅇꀱ：

“ꉢꇯꍝꃅꉉꆍꇰ，ꀋꄸꄷ，ꆍꊇꑇ

ꐨꉌꊋꑌ，ꉌꂵꉪꀋꑌꄅꀋꑌꑲꆏ，

ꀋꃨꂶꂷꌩꁧꇬꉢꇫꈀꃅꌠꌤꈧꌠꆍ

ꃅꄎꌠꀉꄂꀋꉬꃅ，ꄷꀋꁧ，ꆍꊇꁧꋋ

ꂷꏭ：‘ꆏꄚꇬꄉꊈꌊꎿꇬꃹꁧ’
ꄷꇬꑌ，ꀋꎪꃅꀕꐛꄎꌠꉬ。22ꆍꊇ

ꈼꂟꇬ，ꑞꇖꂟꄿꂿ，ꇬꑅꑲꆏꀋꎪ

ꃅꊌꌠꉬ”ꄷ。 

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
子。”那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
了。20门徒看见了，便希奇说：
“无花果树怎么立刻枯干了呢？”
21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
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
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
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
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
22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
信，就必得着。” 

 

ꑳꌠꏭꋍꌅꈌꇿꅐꇁꌠꅲ 质问耶稣的权柄 
23ꑳꌠꌃꎔꑷꂿꇬꃹꇈ，ꊿꉗꊿ

ꂘꑌꃅꄉꄮꇬꆏ，ꆦꑝꌟꒉꌋꆀꉹꁌ

ꅡꈭꌟꒉꐯꇯꇁꌊꑳꌠꏭ：“ꆏꌅꈌ

ꑞꑵꌌꄉꌤꋋꈨꃅꌠꉬ？ꌅꈌꋌꑵꄻ

ꆏꁳꂶꌠꆹꈀꄸꉬ？”ꄷꅲ。24ꑳꌠ

ꆏꋀꏭ：“ꉡꑌꅇꂷꇬꆍꅲ，ꀋꄸ

ꄷ，ꅇꂷꋋꇬꆍꉉꉡꇰꑲꆏ，ꉢꌅꈌꑞ

ꑵꌌꌤꋋꈨꃅꌠꉢꉉꆍꇰꂿ。25ꒀꉴ

ꋋꑣꏦꃤꆹꇿꄉꇁꌠꉬ？ꉬꉎꄉꇁꌠꅀ

ꉬꐮꄉꇁꌠꉬ？”ꄷ。ꋀꑠꃅꐮꇖꐮ

ꄟ：“ꀋꄸꄷ，ꉪꊇ：‘ꉬꉎꄉꇁꌠ

ꉬ’ꄷꇬꆹ，ꋌꀋꎪꃅꉪꏭ：‘ꑠꉬ

ꑲꆏ，ꆍꑞꃅꇬꀋꑇ？’ꄷꌠꉬ。

26ꀋꄸꄷ，ꉪꊇ：‘ꉬꐮꄉꇁꌠꉬ’
ꄷꇬꆹ，ꉪꊇꉈꑴꉹꁌꈧꌠꏦ，ꑞꃅ

ꆏ，ꋀꊇꆹꒀꉴꋀꌌꅉꄜꊾꂷꃅꄉ”

23耶稣进了殿，正教训人的
时候，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来
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
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 
24耶稣回答说：“我也要问你们
一句话，你们若告诉我，我就
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
些事。25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
的？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
来的呢？”他们彼此商议说：“我
们若说‘从天上来’，他必对我们
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
呢？’26若说‘从人间来’，我们又
怕百姓，因为他们都以约翰为
先知。”27于是回答耶稣说：“我
们不知道。”耶稣说：“我也不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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ꄷ。27ꄚꄉ，ꋀꑳꌠꏭ：“ꉪꋋꅉꀋ

ꐚ”ꄷꅇꀱ。ꑳꌠꑌꋀꏭ：“ꉡꑌ

ꉢꑞꌅꈌꌌꄉꌤꋋꈨꃅꌠꉉꆍꀋꇰ”
ꄷ。 

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
事。” 

 

ꌺꑍꂷꌌꅺꌡ 两个儿子的比喻 
28ꋌꉈꑴꑠꃅꉉ：“ꊾꂷꌺꑍꂷ

ꐥ。ꋌꌺꒉꂶꌠꏭ：‘ꀉꑳꀋ！ꆏꀃ

ꑍꑌꃀꌧꃰꏪꇬꑘꁨꆹ’ꄷ。29ꌺꒉ

ꂶꌠꋍꀉꄉꏭ：‘ꉢꀋꆹ’ꄷꅇ

ꀱ。ꄚ，ꊁꆏꊨꏦꉌꆐꅑꄉꆹꀐ。

30ꀋꁧꂶꌠꄡꇗꌺꀄꊭꂶꌠꏭꑌꑠꃅ

ꉉ。ꌺꀄꊭꂶꌠꆏ：‘ꀉꄉꀋ！ꉢꆹ

ꂿ’ꄷ。ꄚꋌꇬꀋꆹ。31ꆍꉜꇬꌺ

ꋋꑍꂷꈀꄸꂶꌠꄈꋍꀋꁧꅇꃅ？”ꄷ

ꅲ。ꋀꊇꆏ：“ꌺꒉꂶꌠ”ꄷ。ꑳ

ꌠꆏꋀꏭ：“ꉢꇯꍝꃅꉉꆍꇰ，ꇗꏸ

ꎴꊿꌋꆀꎲꃷꃆꅿꄈꃄꆍꂾꇯꆐꉬꉎ

ꇩꇬꃹꌠꉬ。32ꑞꃅꆏ，ꒀꉴꑖꈜꍬ

ꄉꇁꌊꆍꄷꑟ，ꄚ，ꆍꇬꀋꑇ，ꇗꏸꎴ

ꊿꌋꆀꎲꃷꃆꅿꆏꀱꆽꃅꌊꋌꑅ！ꌤ

ꋋꈨꆍꂿꀐꇬ，ꆍꊇꄡꇗꉪꀋꁏꄻꀋ

ꀱ，ꇬꀋꑇꑴꌦ”ꄷ。 

28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
子。他来对大儿子说：‘我儿，
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 
29他回答说：‘我不去’，以后自
己懊悔就去了。30又来对小儿子
也是这样说。他回答说：‘父
啊，我去’，他却不去。31你们
想这两个儿子，是哪一个遵行
父命呢？他们说：大儿子。耶
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
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
32因为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
来，你们却不信他；税吏和娼
妓倒信他。你们看见了，后来
还是不懊悔去信他。” 

 

ꑌꃀꌧꃰꉻꈫꀧꊿꅺꌡꁮꅉ 葡萄园户的比喻 
33“ꆍꊇꉈꑴꅺꌡꁮꅉꂷꅱꌦ，

ꃥꌋꀋꁧꑠꂷꑌꃀꌧꃰꏬꋌꊪꄉ，ꈭ

ꇍꆏꉲꌩꋌꇭꄉ，ꉻꈫꇬꎧꋎꅉꂷꋌ

ꅤꄉ，ꐏꑳꀊꂥꂷꋌꋉꄉꈭꐨꆏ，ꑌ

ꃀꌧꃰꏬꌠꋌꀧꉻꈫꀧꊿꈨꁵꇈ，ꋌ

ꎼꉇꄅꇩꏤꉜꄉꁧꀐ。34ꑌꃀꌧꃰꎴ

ꂯꄈꄮꇬꆏ，ꁏꐚꈨꋌꇤꅷꉻꈫꀧꊿ

33“你们再听一个比喻：有个
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
上篱笆，里面挖了一个压酒
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
就往外国去了。34收果子的时候
近了，就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
去收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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ꈧꌠꄷꄉꑌꃀꌧꃰꎴꁧꎻ。35ꊿꉻꈫ

ꀧꈧꌠꁏꐚꋀꇱꒃꄉ，ꋍꂷꋀꌌꅥ，

ꋍꂷꋀꌉꌦ，ꉈꑴꋍꂷꆏꇓꂵꌌꋀꅥ

ꌦ。36ꌌꁈꂶꌠꁏꐚꀉꁁꂴꑋꀋꋌꑠ

ꈨꋌꇤꅷꒈꌦ，ꊿꉻꈫꀧꈧꌠꄡꇗꁏ

ꐚꂴꈧꌠꊝꌠꌟꃅꋀꊝ。37ꌌꁈꂶꌠ

ꊁꆏꋍꌺꂶꌠꋌꇤꅷꋀꄷꒉꎻ，ꋋꆹ：

‘ꋀꊇꀋꎪꃅꉠꌺꁌꒉꑴꀞꉂ’ꃅ

ꉪ。38ꉘꀋꇉꌠꆏ，ꋍꌺꂶꌠꉻꈫꀧ

ꊿꈧꌠꊌꂿꄷꌦꆏ，ꋀꊇꐮꏯ：‘ꋋ

ꆹꍸꇐꊪꊿꂶꌠꉬ，ꁨꇁ！ꉪꊿꋋꂷ

ꌉꇫꎭꑲꆀ，ꋍꁨꇐꄉꇐꍆꄉꋠ

ꂿ！’ꄷ。39ꄚꄉꌺꂶꌠꋀꊇꒃꄉ，

ꋀꄹꅷꑌꃀꌧꃰꉻꈫꉈꏭꄉꋀꌉꇫ

ꎭ。40ꉻꈫꌌꁈꂶꌠꇀꄮꇬꆏ，ꆍꉜ

ꇬꉻꈫꀧꊿꈧꌠꋌꌌꈍꃅꎭꃚꍈ

ꇁ？”ꄷ。41ꋀꊇꆏ：“ꇇꃶꀋꈢꃅ

ꊿꄸꈧꌠꋌꇱꈔꋏꇫꎭꄉ，ꑌꃀꌧꃰ

ꉻꈫꂶꌠꋌꀧꌞꊿꀉꁁꀋꎪꃅꏭꄮꏮ

ꌠꁵ”ꄷ。42ꑳꌠꆏꑠꃅꉉ：“꒰ꀨ

ꇬ： 

35园户拿住仆人，打了一个，杀
了一个，用石头打死一个。36主
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比先前
更多；园户还是照样待他们。
37后来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
去，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
儿子。’38不料，园户看见他儿
子，就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
的。来吧，我们杀他，占他的
产业！’39他们就拿住他，推出
葡萄园外，杀了。40园主来的时
候，要怎样处治这些园户呢？”
41他们说：“要下毒手除灭那些
恶人，将葡萄园另租给那按着
时候交果子的园户。”42耶稣
说：“经上写着： 

‘ꑲꋉꇎꇷꇱꇵꇫꎭꌠꇓꂵꂶꌠ

ꆹ， 
ꑳꎏꄅꇓꇬꂾꂶꌠꐛꀐ。 
ꑠꆹꌋꈀꃅꌠꉬ， 
ꉪꉜꇬꆹꊿꋌꇰꌠꉬ’ꃅꁱꇬ

ꄀꄉ。 
꒰ꀨꋋꊱꆍꇫꀘꀋꋻꅀ？ 

‘匠人所弃的石头， 
 
已作了房角的头块石头。 
这是主所做的， 
在我们眼中看为希奇。’ 
 
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 

43ꑠꅹ，ꉢꉉꆍꇰ，ꏃꃅꌋꇩꆹꆍ

ꇇꇬꄉꇑꌊꉹꁌꂷꅑꀮꇗꀕꄎꈧꌠꁵ

ꁧ。44ꈀꄸꂷꊰꇓꂵꋋꂷꇬꄚꆏ，ꈀ

43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
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
子的百姓。44谁掉在这石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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ꄸꀋꎪꃅꋧꐛꃀꐛ；ꇓꂵꋋꂷꊰꈀꄸ

ꇭꀧꍑꆏ，ꈀꄸꋌꍑꀡꒇꐛ”ꄷ。

45ꆦꑝꌟꒉꌋꆀꃔꆀꌏꊿꈧꌠꅺꌡꁮ

ꅉꋋꈨꀕꈭꐨꆏ，ꋋꆹꋀꏭꄐꄉꉉꌠ

ꉬꌠꋀꉜꅐꇁꀐ。46ꋀꊇꆹꑳꌠꒂꏢ

ꉨ，ꄚ，ꋀꉹꁌꈧꌠꏥ，ꑞꃅꆏ，ꑳꌠ

ꆹꉹꁌꈧꌠꉜꌊꅉꄜꊿꃅꄉ。 

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
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45祭
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
喻，就看出他是指着他们说
的。46他们想要捉拿他，只是怕
众人，因为众人以他为先知。 

 

ꃰꃅꌺꑮꃀꑮꌠꅺꌡꁮꅉ 娶亲筵席的比喻 

22 ꑳꌠꉈꑴꅺꌡꁮꅉꂷꌌꋀꊇ

ꏯꉉ：2“ꉬꉎꇩꆹꀋꇊꆏꃰ 
22 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

说：2“天国好比一个王为 
ꃅꂷꋍꌺꑮꃀꑮꄉꄻꎳꄉꎧꀞꎸꀞꌠ

ꌡ，3ꋍꁏꐚꋌꇤꅷꊿꇴꄉꀉꋩꈨꋩ

ꌊꑮꃀꑮꅉꇬꇁꎻ，ꄚ，ꋀꊇꇫꇁꀋ

ꅲ。4ꃰꃅꂶꌠꁏꐚꀉꁁꈨꋌꇤꅷꁧ

ꄉ，ꋀꏭ：‘ꆍꊇꊿꉢꇴꄉꈧꌠꏭ，

ꉠꑮꋚꑮꒉꄐꏤꄉꌐꀐ，ꇌꌋꆀꎇꃀ

ꈁꎔꎗꈧꌠꑌꉪꌉꄉꀐ，ꑞꑌꄐꏤꄉ

ꌐꀐ，ꆍꏭꋙꋠꇁꄷꇬꉇꆹ’ꄷ。

5ꄚ，ꊿꀉꋩꈨꅲꇯꇬꀋꅲꃅꁧꀐ。

ꋍꂷꋍꊨꏦꃄꅉꇬꑘꁨꁧ；ꋍꂷꃼꇇ

ꃅꁧ；6ꀉꁁꈧꌠꆏꁏꐚꈧꌠꋀꒃꌊꉄ

ꌎꇈ，ꋀꇱꌉꇫꎭꀐ。7ꃰꃅꂶꌠꇨ

ꇅꃃꐯꃃꄉ，ꂽꋌꁆꌊꊿꋍꁏꐚꌉꈧ

ꌠꋌꈔꋏꇫꎭ，ꋀꇓꈓꑌꋌꐔꄀꇫ

ꎭ。8ꄚꄉ，ꋌꋍꁏꐚꏭ：‘ꑮꋚꑮ

ꒉꆹꄐꏤꄉꀐ，ꄚ，ꊿꈀꇴꄉꈧꌠꆹꇫ

ꋠꀋꋭ。9ꑠꅹ，ꀋꃉꆍꀊꄶꈜꏑꅉꇬ

ꄉ，ꊿꆍꈀꋒꌠꃅꇴꌊꋙꍈꇁ’
ꄷ。10ꁏꐚꈧꌠꇁꌊꄇꈜꇬꄉ，ꊿꋀ

ꋒꌠꆏ，ꂄꀋꂄꄿꂿꉬꇮꃅꋀꇴꌊꇁ

ꌐꄉ，ꑮꃀꑮꑟꅉꇬꄹꃥꐛꃅꇫꑌ

他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3就打
发仆人去，请那些被召的人来
赴席；他们却不肯来。4王又打
发别的仆人，说：‘你们告诉那
被召的人，我的筵席已经预备
好了，牛和肥畜已经宰了，各
样都齐备，请你们来赴席。’5那
些人不理就走了。一个到自己
田里去；一个做买卖去；6其余
的拿住仆人，凌辱他们，把他
们杀了。7王就大怒，发兵除灭
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 
8于是对仆人说：‘喜筵已经齐
备，只是所召的人不配。9所以
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凡遇见
的，都召来赴席。’10那些仆人
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见的，
不论善恶都召聚了来，筵席上
就坐满了客。11王进来观看宾
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
的，12就对他说：‘朋友，你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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ꀐ。11ꃰꃅꂶꌠꇁꌊꄹꃥꉜꇁ，ꊾꈬ

ꇬꈣꅐꃢꈜꀋꈚꑠꂷꋌꂿꇈ，12ꋌꇬ

ꏭ：‘ꐋꀨꀋ！ꆏꄚꇁꇬꑞꃅꈣꅐꃢ

ꈜꀋꈚꌠꉬ？’ꄷꅲ，ꊿꂶꌠꆏꉈꑴ

ꅇꀱꅍꎷꀋꊌꀐ。13ꄚꄉꃰꃅꂶꌠꋍ

ꊪꑭꊔꇇꈧꌠꏭ：‘ꋍꑭꋍꇇꐒꄉꇵ

ꀊꄶꉈꏭꏃꃅꆈꋧꀕꅉꇬꊐ，ꀊꄶꇬ

ꆹ，ꋌꈍꃅꑌꎐꏂꃴꆀꀕꃅꉩꌠꉬ’
ꄷ。14ꑞꃅꆏ，ꊿꇴꌊꇁꌠꆏꀉꑌ，

ꄚ，ꊿꌋꊊꌠꆏꀁꑌꃅꐥ”ꄷ。 

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
无言可答。13于是王对使唤的人
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
在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
哀哭切齿了。’14因为被召的人
多，选上的人少。” 

 

ꇗꏸꏮꇽꌒꁵ 纳税给凯撒 
15ꀊꋨꄮꇬ，ꃔꆀꌏꊿꅐꌊꉈꏭ

ꄉ，ꈍꃅꄉꑳꌠꅇꂷꌌꑳꌠꏂꇫꌠꇕ

ꄟꁧ，16ꋀꌶꌺꌋꆀꑝꇊꁥꌠꊾꈨꋀ

ꊇꇱꇤꅷꑳꌠꂿꆹꄉꇬꏭ：“ꌧꃀ

ꀋ！ꆎꆹꊿꀋꎪꀋꑴꂷꉬꌠꉪꅉꐚ，ꄷ

ꀋꁧꀋꎪꀋꑴꐯꀋꎪꀋꑴꃅꏃꃅꌋꇗ

ꅉꁊ，ꆎꆹꈀꄸꀑꑊꑌꀋꉜ，ꑞꃅꆏ，

ꆎꆹꊾꇴꊾꉻꀋꉜ。17ꆏꉜꇬꇗꏸꏮ

ꇽꌒꁵꇬꍑꅀꀋꍑꌠꉉꉪꇰ？”ꄷ。

18ꋀꊇꄷꅠꌠꉪꐨꑳꌠꉜꅐꇁꄉ，ꋌꋀ

ꊇꏯ：“ꊿꀋꂄꀕꎴꀕꃅꌠꇆ！ꆍꊇ

ꑞꃅꉡꌌꉪꌠꉬ？19ꇗꏸꏮꅍꐎꎆꃀꂷ

ꌌꉢꀦꇁ！”ꄷꄉ，ꐎꎆꃀꂷꋀꊇꄻ

ꇬꁳ。20ꑳꌠꋀꏭ：“ꁰꒌꋋꂷꌋꆀ

ꁱꂷꋋꈨꈀꄸꃤꉬ？”ꄷ。21ꋀꊇ

ꆏ：“ꇽꌒꃤ”ꄷ。ꑳꌠꆏ：“ꑠ

ꉬꑲꆏ，ꋍꑞꋍꑵꇽꌒꃤꆏꄻꇽꌒꁵ

ꄡꑟ，ꏃꃅꌋꃤꆏꄻꏃꃅꌋꁵꄡꑟ”

ꄷ。22ꑳꌠꅇꂷꑠꋀꋌꇰꄉ，ꋀꊇꋍ

ꄷꄉꐞꁧꀐ。 

15当时，法利赛人出去，商
议怎样就着耶稣的话陷害他，
16就打发他们的门徒同希律党的
人去见耶稣，说：“夫子，我们
知道你是诚实人，并且诚诚实
实传神的道，什么人你都不徇
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
17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
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18耶
稣看出他们的恶意，就说：“假
冒为善的人哪，为什么试探
我？19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
看！”他们就拿一个银钱来给
他。20耶稣说：“这像和这号是
谁的？”21他们说：“是凯撒的。”
耶稣说：“这样，凯撒的物当归
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
22他们听见就希奇，离开他走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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ꀱꐥꇁꌠꃆꂮ 复活的问题 
23ꌑꄖꇠꊾꆹꅉꀕꃅꀱꐥꇁꌠꌤ

ꑠꀋꐥꃅꉉꇬꎷ。ꀊꋨꄹꉇ，ꋀꊇꇁ

ꌊꑳꌠꏭꅲ：24“ꌧꃀꀋ！ꃀꑭꄹꇬ：

‘ꀋꄸꄷꁦꋠꂷꀉꑳꀋꐥꃅꌦꑲꆏ，

ꋍꀁꑳꋍꑮꃀꏃꄉ，ꃺꃶꎁꃅꌺꉘꐴ

ꊛꄡꑟ’ꄷ。25ꀋꉊ，ꉪꄚꋌꈚꇬ，

ꊿꃺꃶꀁꑳꏃꑹꐥꑠꑷ，ꌺꒉꂶꌠꑮ

ꃀꑮꄉꇈ，ꀉꑳꀋꉘꃅꌦꀐ，ꑮꃀꂶꌠ

ꋌꍸꋍꀁꑳꂶꌠꁵ。26ꑠꃅꄉ，ꋌꊂ

ꌺꇢ、ꌺꆜꃅꅑꅸꌻꑘꂶꌠꄷꑟꇬ

ꄡꇗꑠꃅꐙ。27ꄽꂫꆏ，ꑮꃀꂶꌠꑌ

ꌦꀐ。28ꑠꃅꐙꇬ，ꀱꐥꇀꄮꇬꆏ，ꋋ

ꆹꈀꄸꑮꃀꉬ？ꑞꃅꆏ，ꋀꊇꐯꇯꋌꏁ

ꋻ”ꄷ。29ꑳꌠꑠꃅꋀꏭꅇꀱ：“ꌃ

ꎔꏂꀨꆍꋋꐞꀋꉅ，ꏃꃅꌋꊋꃤꀉꒉ

ꌠꆍꋋꅉꀋꐚꐛꅹ，ꆍꊇꆹꑽꀐ。

30ꀱꐥꇀꄮꇬꆏ，ꊿꉬꉎꊩꌺꌋꆀꐯꌟ

ꃅꒂꑌꀋꒃ，ꑮꑌꀋꑮ。31ꉉꅷꌦꊿ

ꀱꐥꇁꌠꃆꂮꑟꇬꆏ，ꏃꃅꌋ꒰ꀨꇬ

ꄉꆍꏭꈁꉉꌠꆍꇫꀘꀋꋻꅀ？32ꏃꃅ

ꌋꄹꇬ：‘ꉡꆹꑸꀨꇁꉴꏃꃅꌋ，ꑱ

ꌒꏃꃅꌋ，ꑸꇱꏃꃅꌋꉬ’ꄷ，ꏃꃅ

ꌋꆹꊿꌦꀐꌠꏃꃅꌋꀋꉬꃅ，ꊿꇫꐥ

ꌠꏃꃅꌋꉬ”ꄷ。33ꉹꁌꈧꌠꋍꅇꂷ

ꋋꈨꀕꇬꆏ，ꋍꉙꅇꂘꅇꋍꑠꋀꋌ

ꇰ。 

23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
事。那天，他们来问耶稣说：
24“夫子，摩西说：‘人若死了，
没有孩子，他兄弟当娶他的
妻，为哥哥生子立后。’25从前
在我们这里，有弟兄七人，第
一个娶了妻，死了，没有孩
子，撇下妻子给兄弟。26第二、
第三，直到第七个，都是如
此。27末后，妇人也死了。28这
样，当复活的时候，她是七个
人中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
们都娶过她。”29耶稣回答说：
“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
也不晓得神的大能。30当复活的
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
像天上的使者一样。31论到死人
复活，神在经上向你们所说
的，你们没有念过吗？32他说：
‘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
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
神，乃是活人的神。”33众人听
见这话，就希奇他的教训。 

 

ꏥꏦꀉꒉꇊꀉꒉꏡꌠ 最大的诫命 
34ꃔꆀꌏꊿꈧꌠꆹꌑꄖꇠꊿꑳꌠ

ꇱꈌꋍꄉꀐꌠꋀꈨꇬꆏ，ꋀꊇꇁꐯ

34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
撒都该人的口，他们就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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ꏑ。35ꋀꈬꄔꄹꏦꂘꃀꂷꇫꐊ，ꋌꑳ

ꌠꏭꌌꉪꂿꉂꄉ，ꇬꏭ：36“ꌧꃀꀋ！

ꄹꏦꇬꏥꏦꑞꏢꄉꀉꒉꇊꀉꒉꏡꌠ

ꉬ？”ꄷꅲ。37ꑳꌠꆏꋍꏭ：“ꆎꆹ

ꉪꇤꏡꇤꄉ、ꒌꇤꆟꇤꄉ、ꌧꇤꂾ

ꇤꄉꌋꅽꏃꃅꌋꉂꌶ。38ꋋꆹꏥꏦꇢ

ꊭꇬꉘꃀꏡꌠꉬ，ꄷꀋꁧꀉꒉꇊꀉꒉ

ꏡꌠꉬ。39ꋍꊂꏡꌠꑌꉘꃀꏡꌠꌋꆀ

ꐯꌟ，ꃷꇎꉂꇬꊨꏦꉂꌠꌡꌶ。40ꏥ

ꏦꋋꑍꏢꆹꄹꏦꌋꆀꅉꄜꊿꇗꅉꈀꐥ

ꌠꏓꏦꉬ”ꄷ。 

35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
探耶稣，就问他说：36“夫子，
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
的呢？”37耶稣对他说：“你要尽
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 
38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
的。39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
如己。40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
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ꄊꃥꌺꇖꃆꂮ 大卫子孙的问题 
41ꃔꆀꌏꊿꐯꏑꄮꇬ，ꑳꌠꋀꊇ

ꏯ：42“ꉉꅷꏢꄖꇬꑟꇬꆏ，ꆍꊇꉜ

ꐨꈍꃅꐙ？ꋋꆹꈀꄸꌺꇖꉬ？”ꄷ

ꅲ。ꋀꊇꆏꋍꏭ：“ꋋꆹꄊꃥꌺꇖ

ꉬ”ꄷꅇꀱ。43ꑳꌠꆏ：“ꑠꉬꑲ

ꆏ，ꄊꃥꌃꎔꒌꇱꌵꄉꉌꐡꄮꇬ，ꈍ

ꃅꋍꌺꇖꏭꌋꄷꇴꌠꉬ？ꋌ：44‘ꌋꉠ

ꌋꏭ：ꆏꉠꇀꑳꏭꑌꄉ，ꅽꁮꐚꈧꌠ

ꉢꄻꅽꑭꁆꇂꃴꅞꌠꇁꉚꄉ’ꄷ。

45ꄊꃥꂯꋍꏭꌋꄷꇴꑲꆏ，ꋌꈍꃅꄉ

ꄊꃥꌺꇖꉬꑴꌦ？”ꄷ。46ꋀꊇꆏꅇ

ꇬꀱꄎꂷꀋꐥ，ꀊꋨꄹꉇꇈꉈꆏ，ꊿ

ꋍꄷꊵꑵꅲꀬꂷꑌꀋꐥꀐ。 

41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耶
稣问他们说：42“论到基督，你
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
呢？”他们回答说：“是大卫的子
孙。”43耶稣说：“这样，大卫被
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
说：44‘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
右边，等我把你仇敌放在你的
脚下。’45大卫既称他为主，他
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46他
们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一言。从
那日以后，也没有人敢再问他
什么。 

 

ꁱꂷꌤꃅꊿꌋꆀꃔꆀꌏꊿꏭꊨꀖ 文士和法利赛人被责备 

23 ꀊꋨꄮꇬ，ꑳꌠꉹꁌꌋꆀꌶꌺ

ꈧꌠꏭꉉꄜ，2ꋌꑠꄷ：“ꁱ 23 那时，耶稣对众人和门
徒讲论，2说：“文士和法 

ꂷꌤꃅꊿꌋꆀꃔꆀꌏꊿꃀꑭꑋꅉꇬ

ꑌ，3ꋀꊇꆍꏭꈀꉙꂘꌠꆏ，ꆍꋓꉪꁨ

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3凡他
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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ꄉꇬꍪꄉꃅ；ꄚ，ꋀꊇꆹꉉꄎꃅꀋꄐꐛ

ꅹ，ꆍꊇꋀꃅꐨꑽꑌꉜꄉꄡꃅ。4ꋀ

ꊇꆹꃣꁧꀵꊋꈧꌠꋀꐒꐯꇯꄉꄻꌞꆼ

ꁠꇬꅞ，ꄚ，ꊨꏦꆏꇇꏸꏢꇯꇙꀋ

ꅲ。5ꃔꆀꌏꊿꆹꌤꋀꈀꃅꌠꃅꄻꌞ

ꊿꁳꊌꂿꎻꏾ，ꑠꅹ，ꏂꀨꎭꆱꀑꒆ

ꅍꋀꄻꀊꐯꃅꄉ，ꃢꈜꏾꂪꋀꄻꈍꎳ

ꃅꄉ。6ꋀꃥꆦꃥꌵꅉꇬꑋꅉꉎꇊꉎ

ꂶꌠꇬꑌꏾ，ꉻꏑꅉꇬꑋꅉꀊꂥꂶꌠ

ꇬꑌꏾ；7ꉈꑴꇤꍤꅉꇬꊿꋀꏭꋬꂻꄜ

ꌠꉌꃹ，ꋀꏭ‘ꇁꀘ’（“ꇁꀘ”ꆏ“ꂘ

ꃀ”ꄜ）ꃅꇴꌠꉌꃹ。8ꄚ，ꆍꊇꆏꊿꁳ

ꆍꏭ‘ꇁꀘ’ꃅꇴꄡꎽ，ꑞꃅꆏ，ꊿ

ꋍꂷꀉꄂꆍꂘꃀꉬ，ꆍꊇꆹꐯꇯꃺꑌ

ꉬꌐ；9ꃄꅉꇬꊿꏭ‘ꀉꄉ’ꃅꑌꄡ

ꇴ，ꑞꃅꆏ，ꆍꊇꀉꄉꆹꋍꂷꀉꄂꐥ，

ꋋꆹꉬꉎꇬꐥꌠꀉꄉꂶꌠꉬ；10ꊿꁳꆍ

ꏭ‘ꉙꂘꊿ’ꃅꑌꇴꄡꎽ，ꑞꃅꆏ，

ꆍꊇ‘ꉙꂘꊿ’ꆹꋍꂷꀉꄂꐥ，ꋋꆹ

ꏢꄖꉬ。11ꆍꈬꄔꇬꈀꄸꂷꄈꀉꒉ

ꆏ，ꈀꄸꂷꆍꇤꑭꄻ。12ꊿꊨꏦꀱꊨ

ꏦꉜꒉꌠꆹ，ꀋꎪꃅꇁꌠꐭꐛ，ꊨꏦꌌ

ꌠꐭꃅꉜꌠꆹ，ꀋꎪꃅꐕꄩꄉꌠꉬ。 

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
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4他
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
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
不肯动。5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
是要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
经文做宽了，衣裳的繸子做长
了；6喜爱筵席上的首座，会堂
里的高位；7又喜爱人在街市上
问他安，称呼他拉比（“拉比”就是

“夫子”）。8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
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
子，你们都是弟兄；9也不要称
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
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
父；10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
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
是基督。11你们中间谁为大，谁
就要作你们的用人。12凡自高
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
为高。 

13ꆍꊇꀋꂄꀕꎴꀕꃅꌠꁱꂷꌤꃅ

ꊿꌋꆀꃔꆀꌏꊿꋋꈨꉮꃤꐥꀐ！ꑞꃅ

ꆏ，ꌞꊿꂾꄉꉬꉎꇩꀃꈈꆍꈢꄉꀐ，

ꆍꊨꏦꉬꉎꇩꇬꃹꀋꆹ，ꊿꀉꁁꇫꃹ

ꆹꂿꄷꌠꑌꆍꄝꇫꃹꆹꀋꎽ。（ꀊꆨ꒰ꀨ

ꋍꈨꇬꆏꄚꋌꈚꇬ：“14ꆍꊇꀋꂄꀕꎴꀕꃅꌠꁱꂷꌤꃅ

ꊿꌋꆀꃔꆀꌏꊿꋋꈨꉮꃤꐥꀐ！ꃆꍸꃀꁨꇐꆍꑍꈌꊎ，

ꀉꄻꀕꃅꈍꉗꏢꃅꈼꂟ，ꑠꅹ，ꆍꊇꑗꉘꀊꅰꃅꀉꒉꌠ

13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
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正
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
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
们也不容他们进去。（有古卷在此有

“14 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

祸了！因为你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作

很长的祷告，所以要受更重的刑罚。”） 



ꂷꄠꌒꅇ  23 78 马太福音  23 
 

ꊝ”ꄷꅑꌠꐥ。） 
15ꆍꊇꀋꂄꀕꎴꀕꃅꌠꁱꂷꌤꃅ

ꊿꌋꆀꃔꆀꌏꊿꋋꈨꉮꃤꐥꀐ，ꑞꃅ

ꆏ，ꆍꊇꒈꐂꃪꅂꀋꑟꅉꀋꐥꄉ，ꊾ

ꊏꊿꅰꌊꆍꑇꇐꇬꃹ；ꑇꇐꇬꃹꈭꐨ

ꆏ，ꋀꁳꅉꃴꏦꑳꌺꐛꄉ，ꆍꏭꀋꋌ

ꃅꀋꂄꐯꀋꂄꎻ。 

15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
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
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
教；既入了教，却使他作地狱
之子，比你们还加倍。 

16ꆍꊇꈜꏁꊿꑓꁖꋋꈨ，ꉮꃤꐥ

ꀐ！ꆍꊇꊿꏭ：‘ꊾꂷꌃꎔꑷꂿꂶꌠ

ꇬꄐꄉꅇꏤꒃꌠꆹ，ꋍꑠꊵꑵꌗꅍꀋ

ꐥ，ꄚ，ꊾꂷꑷꂿꈐꏭ꒰ꅪꈧꌠꄐꄉ

ꅇꏤꒃꇬꆹ，ꋌꈍꃅꑌꏤꅇꇬꍬꄉꃅ

ꑲꆀꍑ’ꄷ。17ꆍꊇꊿꌧꅍꀋꐥꇈ

ꑓꁖꋋꈨꇆ！꒰ꅪꌋꆀ꒰ꅪꁳꌃꇁꎔ

ꐛꎻꌠꑷꂿ，ꑞꑵꄉꀉꒉ？18ꆍꊇꉈ

ꑴ：‘ꆦꑝꇮꊙꇬꄐꄉꅇꏤꒃꌠꆹ，

ꊵꑵꌗꅍꀋꐥ；ꄚ，ꆦꑝꇮꊙꇬꆦꑝ

ꅍꈧꌠꇬꄐꄉꅇꏤꒃꌠꆹ，ꋌꇬꍪꄉ

ꃅꄡꑟ’ꄷꉉ。19ꆍꊇꊿꑓꁖꋋꈨ

ꇆ！ꆦꑝꅍꌋꆀꆦꑝꅍꁳꌃꇁꎔꐛꎻ

ꌠꆦꑝꇮꊙ，ꑞꑵꄉꀉꒉꇆ？20ꑠꅹ，

ꊿꆦꑝꇮꊙꇬꄐꄉꅇꏤꒃꌠꆏ，ꆦꑝ

ꇮꊙꌋꆀꋍꄩꈀꎍꈧꌠꇬꄐꄉꅇꏤꒃ

ꌠꉬ；21ꊿꌃꎔꑷꂿꇬꄐꄉꅇꏤꒃꌠ

ꆹ，ꑷꂿꂶꌠꌋꆀꑷꂿꂶꌠꇬꀀꂶꌠ

ꏭꄐꄉꅇꏤꒃꌠꉬ；22ꊿꉬꉎꇬꄐꄉ

ꅇꏤꒃꌠꆹ，ꉬꉎꇬꏃꃅꌋꑋꅉꂶꌠ

ꌋꆀꑋꅉꇬꑌꂶꌠꏭꄐꄉꅇꏤꒃꌠ

ꉬ。 

16你们这瞎眼领路的有祸
了！你们说：‘凡指着殿起誓
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
着殿中金子起誓的，他就该谨
守。’17你们这无知瞎眼的人
哪！什么是大的？是金子呢？
还是叫金子成圣的殿呢？18你们
又说：‘凡指着坛起誓的，这算
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坛上礼
物起誓的，他就该谨守。’19你
们这瞎眼的人哪！什么是大
的？是礼物呢？还是叫礼物成
圣的坛呢？20所以，人指着坛起
誓，就是指着坛和坛上一切所
有的起誓；21人指着殿起誓，就
是指着殿和那住在殿里的起
誓；22人指着天起誓，就是指着
神的宝座和那坐在上面的起
誓。 

23ꆍꊇꀋꂄꀕꎴꀕꃅꌠꁱꂷꌤꃅ

ꊿꌋꆀꃔꆀꌏꊿꋋꈨꉮꃤꐥꀐ！ꑞꃅ

23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
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



ꂷꄠꌒꅇ  23 79 马太福音  23 

 

ꆏ，ꆍꊇꀨꉼꁬ、ꉼꑣꁬ、ꑐꇔꑠ

ꆏꊯꁧꋊꋍꁧꌞꎼꇁ；ꄚ，ꀱꌊꄹꏦꇬ

ꅑꌠꉙꅇꂘꅇꀊꅰꃅꀋꉬꀋꉆꌠ：ꋍ

ꏅꑖꉬ、ꎭꃅꉈ、ꀋꎪꀋꑴꑠꆏꆍ

ꇬꀋꃅ。ꀋꉬꀋꉆꋋꈨꆹꆍꇫꃅꄡꑟ

ꌠꉬ；ꀊꋨꈨꑌꀋꃅꀋꉆꌠꉬ。24ꆍ

ꊇꈜꏁꊿꑓꁖꋋꈨ，ꁮꌺꆏꆍꂖꎼꇁ，

ꀱꌊꁖꅖꉼꃀꆏꆍꑍꀁꋌꊐ！ 

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
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
公义、怜悯、信实，反到不行
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
那也是不可不行的。24你们这瞎
眼领路的，蠓虫你们就滤出
来；骆驼你们倒吞下去。 

25ꆍꊇꀋꂄꀕꎴꀕꃅꌠꁱꂷꌤꃅ

ꊿꌋꆀꃔꆀꌏꊿꋋꈨꉮꃤꐥꀐ！ꑞꃅ

ꆏ，ꆍꊇꀞꍗꌋꆀꎸꀺꉈꏭꆏ，ꆍꒈꋌ

ꌊꁦꎴꃅꄉ，ꈐꏭꆏꎆꇢꋚꇢꌠꌋꆀ

ꃄꈌꄐꌠꐛꃅꀀ。26ꆍꃔꆀꌏꊿꑓꁖ

ꋋꈨ，ꂴꀞꍗ、ꎸꀺꈐꏭꒈꋌꁦꎴꃅ

ꄉ，ꑠꃅꑲꆀ，ꀞꍗ、ꎸꀺꉈꏭꑌꁦ

ꎴꌠꉬ。 

25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
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
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
勒索和放荡。26你这瞎眼的法利
赛人，先洗净杯盘的里面，好
叫外面也干净了。 

27ꆍꊇꀋꂄꀕꎴꀕꃅꌠꁱꂷꌤꃅ

ꊿꌋꆀꃔꆀꌏꊿꋋꈨꉮꃤꐥꀐ！ꑞꃅ

ꆏ，ꆍꊇꀋꇊꆏꉙꌊꐍꊭꀕꌠꄃꁧꂷ

ꌡ，ꆍꊇꉈꏭꆏꉜꌒ，ꈐꏭꆏꊿꌦꌠꃷ

ꅍꌋꆀꋍꑞꋍꑵꊿꍍꊿꅾꌠꐛꃅ

ꀀ。28ꆍꊇꑌꑠꃅꐙ，ꊿꂾꆏ，ꆍꊇꉇ

ꇷꇬꆹꋍꏅꑖꉬꇫꅐꇁ，ꄸꈐꆏꀋꂄꀕ

ꎴꀕꃅꌠꌋꆀꄹꀋꁨꏦꀋꁨꌤꋍꀮꋍ

ꇉꐛ。 

27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
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
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
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
的污秽。28你们也是如此，在人
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
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 

29ꆍꊇꀋꂄꀕꎴꀕꃅꌠꁱꂷꌤꃅ

ꊿꌋꆀꃔꆀꌏꊿꋋꈨꉮꃤꐥꀐ！ꑞꃅ

ꆏ，ꅉꄜꊿꄃꁧꆍꋈꄻꄉ，ꑖꊿꎺꄅ

ꇓꌬꆍꄻꎳꄉꇈ，30ꆍꊇꆏ：‘ꀋꄸ

ꄷ，ꉪꊇꉪꀋꁌꀋꁧꐤꄮꇬꐥꑲꆏ，ꉪ

ꊇꈍꃅꑌꋀꈽꄉꅉꄜꊿꀋꌉꌠ’ꄷ

29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
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建
造先知的坟，修饰义人的墓，
说：30‘若是我们在我们祖宗的时
候，必不和他们同流先知的
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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ꉉ。31ꋍꑠꇬꄉꆍꊇꆹꊿꅉꄜꊿꋀꌉ

ꇫꎭꀊꋨꈨꊂꋊꉬꌠꆍꊨꏦꊩꀽꎼꇁ

ꀐ。32ꆍꊇꆹꆍꀋꁌꀋꁧꈀꃅꌠꑽꃤ

ꈧꌠꃅꌐꆹ！33ꆍꊇꊿꁮ꒰、ꅋꑌꁮ

ꏂꌡꋋꑵꇆ！ꆍꈍꃅꄉꅉꃴꏦꑳꆈꇬ

ꑗꉘꃴꇉꀕꈧꌠꂾꁈꄎꂯ？34ꑠꅹ，ꅉ

ꄜꊿ、ꌧꅍꂿꅍꐥꊿꌋꆀꁱꂷꌤꃅ

ꊿꉢꁆꌊꆍꄷꇁꇬ，ꋍꈨꆏꆍꇱꌉꇫ

ꎭ，ꆍꋯꌩꏍꇬꄀ；ꋍꈨꆏꆍꌌꉻꏑꅉ

ꇬꄉꅥꏶ，ꇓꈓꋋꂷꇬꄉꆍꈹꅸꀊꋨ

ꂷꇬꊐ。35ꑠꃅꄉ，ꋧꃅꑖꊿꌦꅪꈀ

ꅐꌠꃅꇁꆍꀂꏽꎍꌐ。ꑖꊿꑸꀨꌦ

ꅪꅏꄮꇬꄉꅑꅸꌃꎔꑷꂿꌋꆀꆦꑝꇮ

ꊙꇢꊭꄉꆍꌉꇫꎭꌠꀠꇁꏦꌺꌒꏦꆀ

ꑸꇬꑟ。36ꉢꇯꍝꃅꉉꆍꇰ，ꑽꃤꋋ

ꈨꈀꐥꃅꇁꃅꋊꋋꋏꊿꀂꏽꎍꌐ

ꀐ”ꄷ。 

31这就是你们自己证明，是杀害
先知者的子孙了。32你们去充满
你们祖宗的恶贯吧！33你们这些
蛇类、毒蛇之种啊！怎能逃脱
地狱的刑罚呢？34所以我差遣先
知和智慧人并文士，到你们这
里来，有的你们要杀害，要钉
十字架；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
鞭打，从这城追逼到那城，35叫
世上所流义人的血，都归到你
们身上。从义人亚伯的血起，
直到你们在殿和坛中间所杀的
巴拉加的儿子撒迦利亚的血为
止。36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一切
的罪都要归到这世代了。” 

 

ꑳꇊꌒꇌꎁꃅꐒꉩꏽ 为耶路撒冷哀哭 
37“ꑳꇊꌒꇌꀋ！ꑳꇊꌒꇌ！ꆎꆹ

ꅉꀕꃅꅉꄜꊿꆏꌉꇫꎭ，ꉈꑴꇓꂵꌌ

ꊩꌺꏃꃅꌋꊪꅽꄹꎼꇁꌠꆏꅥꌦꇫ

ꎭ。ꉢꈍꑍꃢꃅꃬꊭꌺꃬꂵꇱꏓꌊꋍ

ꅏꊭꇂꃴꏀꄉꌠꌟꃅ，ꅽꌺꇖꈧꌠꏓ

ꌊꋍꈜꇁꏾ，ꄚ，ꆍꊇꇫꉬꀋꅲ。38ꉜ

ꉏ！ꊏꆍꁳꄉꇈꌠꆹꀀꅉꊿꀋꋦꃮꀋ

ꀆꅉꑠꂷꉬ。39ꉢꉉꆍꇰ，ꀃꑍꇈꉈ

ꆏ，ꉢꆍꊇꋌꊊꂿꀋꄐꀐ，ꅑꅸꆍꊇ：

‘ꌋꂓꄜꄉꇁꂶꌠꆹꌌꀮꄑꄡꑟꌠ

ꉬ’ꃅꉉꄮꇬꑟ”ꄷ。 

37“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
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
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
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
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
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38看
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
你们。39我告诉你们：从今以
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
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
称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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ꌃꎔꑷꂿꊿꐆꇫꎭꌠꅉꄜ 预言圣殿被毁 

24 ꑳꌠꌃꎔꑷꂿꇬꄉꅐꇁꇈ，ꁧ

ꂯꄮꇬꆏ，ꌶꌺꇁꌊꋍꂴꆽꄉ 24 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
时候，门徒进前来，把 

ꑷꂿꐛꐪꋀꄐꋌꀦ。2ꑳꌠꋀꊇꏯ：

“ꑷꂿꐛꐪꋋꂷꆍꂿꌐꀐꀞ？ꉢꇯꍝ

ꃅꉉꆍꇰ，ꊁꇁꋍꑍꆏ，ꄚꇬꊿꇱꐆꇬ

ꀋꎭꃅꇓꂵꑍꂷꐮꄩꄅꎍꌠꀋꐥ”

ꄷ。 

殿宇指给他看。2耶稣对他们
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
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
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
不被拆毁了。” 

 

ꉮꃤꇬꂾ 灾难的开始 
3ꑳꌠꏝꃴꀋꍯꁧꇬꑋꄮꇬ，ꌶꌺ

ꀋꌋꀕꃅꇁꌊꋍꄷꄉ，ꋍꏭ：“ꆏꑴ

ꌠꉉꉪꇰ，ꌤꋋꈨꈍꄮꇬꇫꅐꇁ？ꆏꀁ

ꋌꇀꄮꇬꌋꆀꋧꃅꌐꂫꊬꌠꇬ，ꐛꐪ

ꐛꊀꂴꑞꇫꅐꂯ？”ꄷ。4ꑳꌠꆏꋀ

ꊇꏯ：“ꆍꊇꋓꉪꁨꄉ，ꊿꆍꊇꁍꃕ

ꌠꐥꂵ。5ꊁꇁꋍꑍꆏ，ꊿꀉꑌꈨꉠꂓ

ꎃꊐꄉꇁꌊ：‘ꉡꆹꏢꄖꉬ’ꃅ

ꉉ。ꄷꀋꁧ，ꊿꀉꑌꈨꋀꁍꃕꅜ。

6ꌉꆳꌋꆀꌉꆳꌠꅇꌐꑠꑌꆍꈨꇁꌠ

ꉬ，ꆍꊇꃨꄡꆰ；ꑞꃅꆏ，ꌤꆿꋋꈨꆹ

ꀋꎪꃅꇫꅐꇁꌠ，ꄚ，ꋧꃅꌐꂫꆹꇫꑟ

ꀋꇁꑴꌦ。7ꊿꋅꊿꋅꇁꐮꏯꄉ，ꇩ

ꏤꇩꏤꇁꐮꏯꄉ，ꃅꄷꀉꑌꈚꇬꀋꎪ

ꃅꃱꉩꄸꌋ、ꃄꇙꑠꇫꅐ。8ꋋꈨꐯ

ꇯꉮꃤꇬꂾꉬ（“ꉮꃤ”ꑝꇂꉙꆏ“ꀉꑳꒆꊋꋠ

ꐨ”ꃅꅑ）。9ꀊꋨꄮꇬ，ꊿꆍꁳꉔꎬꅧ

ꅉꇬꃹꎻ，ꆍꅣꆍꌉꑌꇁ；ꆍꊇꉈꑴ

ꉠꂓꒉꄸꃅ，ꊿꋅꈀꐥꌠꃅꆍꌁꑷ。

10ꀊꋨꄮꇬ，ꀋꎪꃅꊿꈍꑋꃅꑇꇐꀂ

ꏽꄉꅞ，ꐮꉻꏂ，ꐮꌂꏷꈌꀕ；11ꄷꀋ

3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
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
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
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 
4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
得有人迷惑你们。5因为将来有
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
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6你
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
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
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
到。7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
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8这
都是灾难的起头（“灾难”原文作“生产

之难”）。9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
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
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憎恶。
10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
彼此陷害，彼此憎恶；11且有好
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12只
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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ꁧ，ꅉꄜꊿꃶꀋꐚꌠꅐꇁꌊꊿꀉꑌꈨ

ꁍꃕꇁ。12ꄹꀋꁨꏦꀋꁨꌤꐤꅉꀉꑌ

ꅉꑟꐛꅹ，ꊿꈍꑋꉂꏣꉌꃀꐤꅉꈺꄂ

ꄁꅉꑟꀐ。13ꋰꄉꅷꄽꂫꇬꑟꈧꌠꀉ

ꄂꀋꎪꃅꈭꋏꊊ。14ꉬꉎꇩꌒꅇꃅꑆ

ꋌꁬꇂꃴꃅꁊꈴꇈ，ꌌꊿꋅꈀꐥꌠꏭ

ꅇꊪꌬ，ꋍꈭꐨꑳꆀꄽꂫꈔꑍꄮꑟ

ꇁ”ꄷ。 

心才渐渐冷淡了。13惟有忍耐到
底的必然得救。14这天国的福音
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
然后末期才来到。” 

 

ꉮꃤꀉꒉꌠ 大灾难 
15“ꆍꊇꂿꌠꆏ，ꅉꄜꊿꄊꑱꆀ

ꈁꉉꌠ‘ꀜꐆꌠꌋꆀꊿꋋꌂꌠꃅꀊ

ꋨꂷ’ꌃꎔꅉꇬꉆ（ꊿ꒰ꀨꋋꊭꀘꌠ

ꆹꐝꉅꄻꅐ）。16ꀊꋨꄮꇬ，ꒀꄠꃅꄷ

ꐥꌠꆏ，ꁈꉘꁌꇬꁧꄡꑟ；17ꑲꏾꐺꌠ

ꆏ，ꀱꀏꑳꇬꊵꑵꒃꄡꇁ；18ꃄꅉꇬꐺ

ꌠꑌꀱꀁꇬꃢꈜꒃꄡꁧ。19ꃅꑍꀊꋨ

ꄮꇬꆏ，ꀉꑳꁨꌠꌋꆀꀉꑳꑍꄐꌠꆹꉮ

ꃤꐥꀐ。20ꆍꊇꆹꁈꁧꄮꇬꆍꁳꃅꋆ

ꄮꐰꌋꆀꑬꆏꄹꉇꊝꄡꎽꄷꇖꂟꄡ

ꑟ。21ꑞꃅꆏ，ꀊꋨꄮꇬꆏ，ꀋꎪꃅꉮ

ꃤꀉꒉꌠꇫꅐꇁ，ꋧꃅꉘꃀꇬꄉꅑꅸ

ꀃꑍꋋꄮꑟꌠ，ꉮꃤꑠꃅꐙꑠꐥꀋꋻ，

ꋌꊂꑌꀋꎪꃅꑠꀋꐥ。22ꄷꀋꁧ，ꃅ

ꑍꈧꌠꌋꇱꄻꀁꑌꃅꀋꄉꑲꆏ，ꌦꑌ

ꌗꑌꇫꐥꌠꃅꈭꋏꊊꂷꀋꐥ；ꄚ，ꏃ

ꃅꌋꆹꊿꋌꌋꄉꈧꌠꎁꃅ，ꃅꑍꈧꌠ

ꋌꇱꄻꀁꑌꃅꄉꀐ。23ꀊꋨꄮꇬ，ꀋ

ꄸꄷ，ꊿꆍꏭ：‘ꏢꄖꄚꇬꐥ’ꄷꅀ

‘ꏢꄖꀊꄶꇬꐥ’ꃅꑠꉉꇬ，ꆍꊇꇬ

ꄡꑇ。24ꑞꃅꆏ，ꏢꄖꃶꀋꐚꌠꌋꆀ

ꅉꄜꊿꃶꀋꐚꌠꄓꌊꌋꃅꐪꑽꑌ、

15“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
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
（读这经的人须要会意）。16那
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
上；17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
里的东西；18在田里的，也不要
回去取衣裳。19当那些日子，怀
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20你们
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
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
21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
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
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22若不
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
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
民，那日子必减少了。23那时，
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
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
不要信。24因为假基督、假先知
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
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
惑了。25看哪！我预先告诉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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ꌤꂵꌦꂵꌋꀉꒉꌠꃅꇁ；ꀋꄸꄷꇫꅐ

ꉆꑲꆏ，ꊿꌋꄉꈧꌠꂯꋀꇱꁍꃕꅜꌠ

ꉬ。25ꉜꉏ！ꉢꂴꇯꆐꉉꆍꇰꄉꀐ。

26ꑠꅹ，ꀋꄸꄷ，ꊿꆍꊇꏯ：‘ꏢꄖꂶ

ꌠꀊꄶꇈꈬꇉꃪꐥ！’ꃅꇬ，ꆍꇬꄡ

ꆹ。ꋀꆍꏭ：‘ꉜꉏ！ꏢꄖꑳꀊꋨ

ꂷꇬꀀ’ꃅꉉꇬꑌ，ꆍꊇꇬꄡꑇ。

27ꁭꅐꃅꆗꁮꐚꋌꁨꈴ，ꊾꌺꇫꑟꇀ

ꄮꇬꑌꑠꃅꐙꌠꉬ。28ꎆꂿꇿꎍꆏ，

ꂿꅝꏬꑌꀋꎪꃅꇁꇿꏓ”ꄷ。 

了。26若有人对你们说：‘看
哪！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
出去；或说：‘看哪！基督在内
屋中’，你们不要信。27闪电从
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
降临，也要这样。28尸首在哪
里，鹰也必聚在哪里。” 

 

ꊾꌺꇫꑟꇁ 人子降临 
29“ꃅꑍꀊꋨꄮꇬꉮꃤꈧꌠꇫꈴ

ꁧꄷꌦꆏ： 
‘ꉘꁮꐈꌌꆈꋧꋪ， 

ꆧꁨꑌꁨꑭꀋꐥꀐ， 
ꃅꏸꈧꌠꃅꃴꇬꄉꊰꇁ， 
ꃅꃴꃅ꒚ꈴꌐ。’ 

30ꀊꋨꄮꇬ，ꊾꌺꐪꌐꆹꂿꃅꇬꅐꇁ，

ꋧꃅꊿꋅꇬꈀꐥꌠꃅꐒꉩꏽꌐ。ꊾ

ꌺꊋꃤꐥ，ꀑꑊꁤꇅꀕꄉꃅꄂꋩꀁꋌ

ꇁꌠꋀꊇꊌꂿ。31ꉬꉎꊩꌺꋌꁆꌌꁧ

ꉺꇉꉼꃅꉶꁱꄏꄉ，ꊿꋌꌋꄉꌠꃄꇖ

ꄹꊂ、ꃅꑆꋋꁁꏯꅑꃅꑆꀊꋨꁁꏯ

ꀀꌠꃅꋌꏓꌊꋍꈜꇁꌐ”ꄷ。 

29“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 

 
‘日头就变黑了， 
月亮也不放光， 
众星要从天上坠落， 
天势都要震动。’ 

30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
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
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
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31他
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
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
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方”原

文作“风”）。” 
 

ꀋꃨꂶꂷꌩꁧꂴꐛꐪ 无花果树的预兆 
32“ꆍꊇꆹꀋꃨꂶꂷꌩꁧꇬꄉꅺ

ꌡꑵꌷꉆ：ꌩꇇꅿꁮꇙꇈꌩꏾꌺꅿꇀ

ꄮꇬꆏ，ꃅꑌꇫꑟꇁꂯꀐꌠꆍꅉꐚ

32“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
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
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33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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ꀐ。33ꑠꃅꄉ，ꌤꈀꐥꋋꈨꆍꂿꄮꇬ

ꆏ，ꊾꌺꇫꑟꇁꂯꀐ，ꄷꀋꁧꀃꈈꁭꑭ

ꉆꐺꀐꌠꑌꆍꅉꐚꄡꑟ。34ꉢꇯꍝꃅ

ꉉꆍꇰ，ꃅꋊꋋꋏꇫꈴꀋꁧꑴꌦꇯꆐ，

ꌤꋋꈨꐯꇯꇫꅐꇁꌐꌠꉬ。35ꃅꃴꃄ

ꅉꑍꈤꉆꑲꑌ，ꉠꅇꂷꆹꑍꈤꀋꉆ”

ꄷ。 

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
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
了。34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
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
就。35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
能废去。” 

 

ꊿꀊꋨꄹꉇꀊꋨꄡꅉꐚꌠꀋꐥ 无人知那日那时 
36“ꄚꃅꑍꀊꋨꄹꉇ、ꃅꄡꀊꋨ

ꄡꊿꇫꅉꐚꌠꀋꐥ，ꉬꉎꇬꊩꌺꂯꇫ

ꅉꀋꐚ，ꌺꂶꌠꑌꇫꅉꀋꐚ，ꀋꁧꂶ

ꌠꀉꄂꅉꐚ。37ꇊꑸꐤꄮꃅꑍꈍꃅꐙ

ꆏ，ꊾꌺꇀꄮꃅꑍꑌꈍꃅꐙꌠꉬ；38ꏃ

ꃅꒊꊝꂋꇁꂾ，ꊿꄡꇗꋙꋠꒉꅝ、ꑮ

ꑟꅪꏷꃅꅑꅷꇊꑸꇖꁨꄜꇉꇶꌠꇬꃹ

ꄹꉇꑟ；39ꀋꌋꀋꏢꃅꏃꃅꒊꊝꂋꇁ

ꄉ，ꋀꊇꉬꇮꃅꒉꌌꁧꌐ。ꊾꌺꇫꑟ

ꇀꄮꇬꑌꑠꃅꐙꌠꉬ。40ꀊꋨꄮꇬ，

ꊿꑍꂷꃄꅉꇬꐺ，ꋍꂷꆏꏃꁧ，ꋍꂷꆏ

ꇤꇫꎭꇈ。41ꌋꅪꑍꂷꐯꈽꄉꐂꇓꈻ

ꇬ，ꋍꂷꆏꋩꌊꁧ，ꋍꂷꆏꇤꇫꎭ

ꇈ。42ꑠꅹ，ꆍꊇꀀꐚꑓꄧꃅꄉ，ꑞ

ꃅꆏ，ꆍꊇꌌꁈꑞꄹꉇꇫꑟꇁꌠꆍꋋ

ꅉꀋꐚ，43ꀋꄸꄷ，ꃥꌋꀋꁧꂶꌠꏄꍿ

ꈊꃀꈍꄮꇬꇁꌠꋌꅉꐚꑲꆏ，ꋌꀋꎪ

ꃅꀀꐚꑓꄧꃅꄉ，ꏄꍿꁳꑲꅤꇣꅤꄉ

ꈐꀋꎽ，ꋍꑠꆹꆍꅉꐚꌠꉬ。44ꑠꅹ，

ꆍꊇꑌꄐꏤꄉꌶ。ꑞꃅꆏ，ꊾꌺꆹꆍ

ꊇꇫꉘꀋꇉꑠꇅꇬꆏ，ꇫꑟꇁꌠꉬ”

ꄷ。 

36“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
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
道，子也不知道，惟独父知
道。37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
临也要怎样。38当洪水以前的日
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
亚进方舟的那日；39不知不觉洪
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
子降临也要这样。40那时，两个
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
个。41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
个，撇下一个。42所以，你们要
警惕，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
哪一天来到，43家主若知道几更
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
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
的。44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
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
来了。” 

 



ꂷꄠꌒꅇ  25 85 马太福音  25 

 

ꁏꐚꀋꎪꀋꎙꌠꌋꆀꎩꎙꌠ 忠心和不忠心的仆人 
45“ꁏꐚꀋꎪꀋꎙꂿꇐꈨꇐꐥꑠ

ꂷꉬꄉ，ꌌꁈꇱꁆꌌꋍꏤꊿꈧꌠꏲꂠ

ꇈ，ꄮꈉꑞꄮꇬꋙꁸꁏꐚꍈꂶꌠꆹꈀ

ꄸꉬ？46ꌌꁈꂶꌠꇀꄮꇬ，ꁏꐚꋋꂷꑠ

ꃅꌠꋌꊌꂿꇬꆹ，ꁏꐚꂶꌠꌒꃤꐥ

ꀐ。47ꉢꇯꍝꃅꉉꆍꇰ，ꌌꁈꆹꁏꐚ

ꋋꂷꋌꁆꌊꋍꁨꇐꄉꇐꈀꐥꌠꏲꂠ

ꎻ。48ꀋꄸꄷ，ꁏꐚꄷꅠꂶꌠꉌꂵ

ꇬ：‘ꉠꌌꁈꆹꈍꃅꑌꑎꃅꀱꇁ’ꉂ

ꃅꉪꄉ，49ꁏꐚꀉꁁꈧꌠꋌꌌꅥꄁ，ꊿ

ꎧꅝꎧꑱꌠꈽꄉꋟꅝꇬꆹ；50ꃅꑍꁏꐚ

ꂶꌠꇫꉘꀋꇉꑠꑍ，ꃅꄡꁏꐚꂶꌠꇫ

ꅉꀋꐚꑠꄡ，ꌌꁈꂶꌠꀱꇁꄉ，51ꁏꐚ

ꂶꌠꋌꌌꎭꃚꇨꐯꇨꌠꍈ（“ꋍꐧꌧꇽꇫ

ꎭ”ꄷꑌꄿ）ꇈ，ꌌꊿꀋꂄꀕꎴꀕꃅꈧꌠ

ꈽꑽꃤꏤꄉ，ꐯꇯꀊꄶꄉꀋꎪꃅꎐꏂ

ꃴꆀꀕꃅꉩꌠꉬ”ꄷ。 

45“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
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
按时分粮给他们呢？46主人来
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
有福了。47我实在告诉你们：主
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48倘
若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
来得迟’，49就动手打他的同
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
50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
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51重重
地处治他（或作“把他腰斩了”），定
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在那
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ꑮꆜꌺꊯꑻꅺꌡꁮꅉ 十个童女的比喻 

25 “ꀊꋨꄮꇬ，ꉬꉎꇩꆹꀋꇊꆏ

ꑮꆜꌺꊯꑻꂷꇭꄔꌌꅐꉈꏭ 25 “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
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 

ꄉꌐꃶꀊꏀꋨꏦꌠꌡ。2ꑮꆜꋋꊯꑻ

ꈬꄔꅩꇰꌠꉬꑻ，ꅩꃅꌠꉬꑻ。3ꅩꇰ

ꈧꌠꆏ，ꂷꇭꀉꄂꄔꌊꐺꇈ，ꄔꋌꆏꄐ

ꏤꌊꀋꐺ；4ꅩꃅꈧꌠꆏ，ꂷꇭꄔꌌꐺ

ꈭꐨ，ꄔꋌꑌꄻꄢꌺꇬꊐꌊꐺ。5ꌐ

ꃶꀊꏀꇁꑎꄉ，ꋀꐯꇯꑋꉞꏿ，ꀀꑌ

ꇴꌐꀐ。 

郎。2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
个是聪明的。3愚拙的拿着灯，
却不预备油；4聪明的拿着灯，
又预备油在器皿里。5新郎迟延
的时候，她们都打盹，睡着
了。 

6ꌋꐓꌊꁁꄮꇬꆏ，ꊿꏅꄉ：‘ꌐ

ꃶꀊꏀꇁꀐ，ꆍꐯꇯꅐꌊꇫꋩꇁ’ꃅ

6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
了，你们出来迎接他。’7那些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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ꉉꌠꐥ。7ꑮꆜꀊꋨꈨꃅꀀꄓꌊꂷꇭ

ꄐꏤ。8ꅩꇰꈧꌠꆏꅩꃅꈧꌠꏭ：

‘ꉪꂷꇭꅢꌐꂯꄉꀐ，ꄔꋌꍈꁸꉪ

ꁳ’ꄷ。9ꅩꃅꈧꌠꆏꇬꏭ：‘ꉪꊇ

ꐯꇯꌬꀋꇎꂵꌠꉨ，ꆍꊨꏦꄔꋌꃷꅉ

ꇬꃼꒉꄈꍑꏭꐛ’ꄷ。10ꋀꊇꉈꏭꄔ

ꋌꃼꁦꄮꇬꆏ，ꌐꃶꀊꏀꇫꑟꇁꀐ，ꑮ

ꆜꄐꏤꄉꀐꈧꌠꆏ，ꋋꐊꈐꏭꄉꋙꋠ

ꁧ，ꋍꈭꐨꆏ，ꀃꈈꈢꄉꀐ。11ꑮꆜ

ꀉꁁꈧꌠꑌꊁꆏꇫꑟꇁꀐ，ꋀꊇ：

‘ꌌꁈꀋ！ꌌꁈꀋ！ꉪꎁꃅꀃꈈꁉ

ꇁ’ꃅꏅ。12ꋋꆏ：‘ꉢꇯꍝꃅꆍꏭ

ꉉ，ꉢꆍꊇꀋꌧ’ꄷꅇꀱ。13ꑠꅹ，

ꆍꊇꀀꐚꑓꄧꃅꄉꌶ，ꑞꃅꆏ，ꃅꑍꀊ

ꋨꑍ，ꃅꄡꀊꋨꄡꆹꆍꇫꅉꀋꐚ”

ꄷ。 

女就都起来收拾灯。8愚拙的对
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
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9聪明的
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
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
买吧。’10她们去买的时候，新
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
进去坐席，门就关了。11其余的
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
主啊，给我们开门！’12他却回
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
认识你们。’13所以，你们要警
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
们不知道。” 

 

ꌧꐨꄐꐨꅺꌡꁮꅉ 才干的比喻 
14“ꉬꉎꇩꆹꉈꑴꀋꇊꆏꊾꂷꉇ

ꄅꇩꏤꇬꉜꄉꁧꂿꄷꄉ，ꁏꐚꋌꇴꌊ

ꇁꇈꋍꁨꇐꃅꏮꋀꊇꁵꌠꌋꆀꐯꌟ；

15ꋀꌧꐨꄐꐨꇬꉜꄉ，ꐎꁸꋀꁳ：ꋍꂷ

ꆏꉬꄙꑾꁵ，ꋍꂷꆏꑍꄙꑾꁵ，ꋍꂷꆏ

ꋍꄙꑾꁵ，ꋍꈭꐨꆏ，ꋌꎼꉇꄅꇩꏤꉜ

ꄉꁧꀐ。16ꉬꄙꊌꂶꌠꆏ，ꋋꇅꃅꐎ

ꋌꌌꃼꇇꃅꁧꇈ，ꀉꁁꉇꑴꉬꄙꋌꍍ

ꊌꌦꀐ。17ꑍꄙꊌꂶꌠꑌꐯꌟꃅꀉꁁ

ꉈꑴꑍꄙꋌꍍꊌꀐ。18ꄚ，ꋍꄙꊌꂶ

ꌠꆏꃅꐬꂷꋌꅤꄉꇈ，ꌌꁈꐎꈧꌠꋌ

ꂁꃅꐬꇬꊐꄉꀐ。19ꊁꈍꉗꏢꐛꈭꐨ

ꆏ，ꁏꐚꀊꋨꈨꌌꁈꂶꌠꀱꇁꄉ，ꋀ

ꄷꎆꌗꋚꌗꇁ。20ꉬꄙꑾꊪꄉꂶꌠꆏ，

14“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
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
家业交给他们；15按着各人的才
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五
千，一个给了二千，一个给了
一千，就往外国去了。16那领五
千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
了五千。17那领二千的也照样另
赚了二千。18但那领一千的去掘
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
19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
了，和他们算帐。20那领五千银
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五千来，
说：‘主啊，你交给我五千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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ꋌꍍꅜꉬꄙꑾꌠꑌꋌꌌꇁꄉꌌꁈꏭ：

‘ꌌꁈꀋ！ꆏꉬꄙꑾꄻꉢꁳꄉꇈ，ꉜ

ꉏ！ꉈꑴꉬꄙꑾꉢꍍꊌꀐ’ꄷ。21ꌌ

ꁈꄹꇬ：‘ꉾꑴ！ꆎꆹꉌꂵꑌꎔ、ꎩ

ꑌꀋꎪꀋꎙꌠꁏꐚꂷꉬ，ꆎꆹꌤꀁꑌ

ꌠꇬꉌꂵꀋꎪꀋꎙ，ꉢꌤꀉꑌꃅꄻꆏ

ꁳꏲꂠꎻꂿ，ꈐꏭꇁ，ꆏꁳꅽꌌꁈꉌꇿ

ꑓꇿꐨꊌꎻꂿ’ꄷ。22ꑍꄙꑾꊪꄉ

ꂶꌠꑌꇁꌊꌌꁈꏭ：‘ꌌꁈꀋ！ꆏꑍ

ꄙꑾꄻꉢꁳꄉꇈ，ꉜꉏ！ꉈꑴꑍꄙꑾꉢ

ꍍꊌꀐ’ꄷ。23ꌌꁈꇬꏭ：“ꉾꑴ！

ꆎꆹꉌꂵꑌꎔ、ꎩꑌꀋꎪꀋꎙꌠꁏꐚ

ꂷꉬ，ꆎꆹꌤꀁꑌꌠꇬꀋꎪꀋꎙ，ꉢꌤ

ꀉꑌꃅꄻꆏꁳꏲꂠꎻꂿ，ꈐꏭꇁ，ꆏꁳ

ꅽꌌꁈꉌꇿꑓꇿꐨꊌꎻꂿ’ꄷ。

24ꋍꄙꑾꊪꄉꂶꌠꑌꇁꌊꌌꁈꏭ：

‘ꌌꁈꀋ！ꉡꆹꆏꊾꇨꊾꊋꂷꉬꌠꉢ

ꅉꐚ，ꆎꆹꃄꅉꊪꀋꋻꅉꇬꒇꋩ，ꏿꀋ

ꋻꅉꇬꏣꏑꑠꂷꉬ；25ꉢꆎꏦꐛꅹ，ꅽ

ꐎꋍꄙꑾꌠꉢꇱꂁꃅꐬꇬꊐꄉ，ꆏꉜ

ꉏ！ꐎꆏꄻꉢꁳꈧꌠꆹꄚꇬꍰ’ꄷ。

26ꌌꁈꂶꌠꆏꇬꏭ：‘ꐚꁘꐚꇁ，ꐚꐵ

ꑷꅽꑠꏢ，ꉢꃄꅉꊪꀋꋻꅉꇬꒇꋩ，ꏿ

ꀋꋻꅉꇬꏣꏑꌠꆏꅉꐚꑲꆏ；27ꆏꉠꐎ

ꄻꎆꃀꆦꊿꁵꄉ，ꉢꀱꇁꄮꇬꆏ，ꇔꀨ

ꇔꊰꃅꐯꇯꒃꌊꉈꑴꇁꄡꑟ。28ꋍꐎ

ꋋꋍꄙꑾꌠꇑꌊꐎꋍꃪꑾꐥꂶꌠꁵ

ꇁ。29ꑞꃅꆏ，ꐥꀐꈧꌠꆏ，ꉈꑴꄡꇗ

ꁦꎆꃅꄻꇬꇯꄉꋀꁳ，ꋌꁳꀊꅰꃅꁦ

ꎆꎻ；ꀋꐥꈧꌠꆏ，ꋌꈁꁨꈧꌠꂯꇑꌊ

ꇁ。30ꆍꊇꁏꐚꌌꌬꍩꀋꐥꋋꂷꅝꉈ

子。请看，我又赚了五千。’
21主人说：‘好，你这又善良又
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
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
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
乐。’22那领二千的也来了，
说：‘主啊，你交给我二千银
子。请看，我又赚了二千。’
23主人说：‘好，你这又善良又
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
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
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
乐。’24那领一千的也来了，
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
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
有散的地方要聚敛；25我就害
怕，去把你的一千银子埋藏在
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
里。’26主人回答说：‘你这又恶
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
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
方要聚敛；27就当把我的银子放
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
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28夺过
他这一千来，给那有一万的。 
29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
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
也要夺过来。30把这无用的仆人
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有
哀哭切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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ꏭꆈꋧꋪꅉꇬꊐ，ꋌꀊꄶꇬꄉꈍꃅꑌ

ꎐꏂꃴꆀꀕꃅꉩꌠꉬ’ꄷ”ꄷ。 
 

ꋧꃅꊿꋅꈀꐥꌠꀞꇽ 万民受审判 
31“ꊾꌺꋍꀑꑊꁤꇅꀕꌠꇬꄉ，

ꋍꉬꉎꊩꌺꈀꐥꌠꌋꆀꐯꇯꅉꌵꇀꄮ

ꇬꆏ，ꋌꋍꀑꑊꁤꇅꀕꌠꑋꅉꂶꌠꇬ

ꑌ。32ꋧꃅꊿꋅꈀꐥꌠꃅꇁꌊꋍꂾꏓ

ꌐ，ꋋꆹꎆꆫꊿꑾꉻꍶꉻꌠꌟꃅ，ꊿꈧ

ꌠꋌꊨꄅꎼꇁꌐ。33ꑿꈧꌠꋌꉻꋍꇀ

ꑳꏭꎼꄉ，ꍶꈧꌠꋌꉻꋍꇀꃼꏭꎼ

ꄉ。34ꄚꄉꃰꃅꂶꌠꆹꊿꋍꇀꑳꏭꉆ

ꈧꌠꏭ：‘ꆍꊇꉠꀉꄉꌒꃤꆍꊌꋋ

ꈨ，ꁍꄻꏃꄻꈭꐨꉠꀉꄉꄐꏤꆍꁳꄉ

ꇈꌠꇩꏤꂶꌠꆹꆍꊇꇫꊪꇁꉆꀐ；35ꑞ

ꃅꆏ，ꉢꂮꄮꇬ，ꋚꆍꄻꉡꍈ；ꉢꒉꌤ

ꄮꇬ，ꒉꆍꄻꉢꄎ；ꉢꄂꏷꈛꎼꐹꄮ

ꇬ，ꀀꅉꆍꄻꉢꏀ；36ꉢꅩꀧꍓꄮꇬ，

ꃢꈜꆍꄻꉢꇢ；ꉢꆄꈻꄮꇬ，ꆍꉡꀨ

ꎹ；ꉢꏦꑳꀀꄮꇬ，ꆍꉢꉚꇁ’ꄷ。

37ꑖꊿꈧꌠꆏꇬꏭ：‘ꌌꁈꀋ！ꉪꊇ

ꈍꄮꇬꆏꀃꃀꂮꌠꉪꂿꄉ，ꋚꄻꆎꍈ，

ꆏꒉꌤꉪꂿꄉ，ꒉꄻꆏꄎ？38ꈍꄮꇬꆏ

ꄂꏷꈛꎼꐺꄉ，ꀀꅉꄻꆏꏀ，ꆏꅩꀧꍓ

ꄉ，ꃢꈜꄻꆏꇢ？39ꈍꄮꇬꆏꆄꈻꅀꆏ

ꏦꑳꇬꀀꄉꆏꉚꇁꋺ？’ꄷꅇꀱ。

40ꃰꃅꂶꌠꆏꋀꏭ：‘ꉢꇯꍝꃅꉉꆍ

ꇰ，ꃅꅍꋋꈨꆍꉠꃺꑌꀄꊭꇊꀄꊭꂷ

ꏭꑠꃅꀕꑲꆏ，ꆍꉠꏯꑠꃅꌠꉬꀐ’
ꄷꉉ。41ꃰꃅꂶꌠꉈꑴꊿꋍꇀꃼꏭꉆ

ꈧꌠꏭ：‘ꆍꊇꊿꍃꊌꏿꊌꋋꈨ，ꉠ

ꄹꄉꐞꁧ！ꀊꄶꑊꋌꌌꁈꌋꆀꋍꑊꋌ

31“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
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
荣耀的宝座上。32万民都要聚集
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
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
羊一般；33把绵羊安置在右边，
山羊在左边。34于是王要向那右
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
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
们所预备的国；35因为我饿了，
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
喝；我作客旅，你们留我住；
36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
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
里，你们来看我。’37义人就回
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
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
喝？38什么时候见你作客旅，留
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
穿？39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
是在监里，来看你呢？’40王要
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
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
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
上了。’41王又要向那左边的
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
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
所预备的永火里去！42因为我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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ꊩꌺꈧꌠꄐꏤꄉꌠ﹑ꐩꋊꐩꍂꃅꀋꑍ

ꀋꈤꌠꃆꄔꇬꃹꒉ。42ꑞꃅꆏ，ꉢꂮ

ꄮꇬ，ꆍꋚꄻꉢꀋꍈ；ꒉꌤꄮꇬ，ꆍꒉ

ꄻꉢꀋꄐ；43ꉢꄂꏷꈛꎼꐹꄮꇬ，ꆍꀀ

ꅉꄻꉢꀋꏀ，ꉢꅩꀧꍓꄮꇬ，ꆍꃢꈜꄻ

ꉢꀋꇢ；ꉢꆄꈻ、ꏦꑳꀀꄮꇬ，ꆍꉢ

ꉚꉡꅲꀋꇁ’ꄷ。44ꊿꊇꑌ：‘ꌌ

ꁈꀋ！ꉪꊇꈍꄮꇬꆏꂮꅀ，ꒉꌤꅀ，ꄂ

ꏷꈛꎼꐺꇬꅀ，ꅩꀧꍓꇬꅀ，ꆄꈻꇬ

ꅀ，ꏦꑳꀀꄮꇬ，ꉪꈍꄮꇬꆎꀨꀋ

ꎹ？’ꄷꅲ。45ꃰꃅꂶꌠꆏꋀꏭ：

‘ꉢꇯꍝꃅꉉꆍꇰ，ꆍꊇꉠꃺꑌꀄꊭ

ꇊꀄꊭꂷꏭꑠꀋꃅꌠꆏ，ꆍꉠꏯꑠꀋ

ꃅꌠꉬꀐ’ꄷ。46ꊿꋋꈨꆹꐩꋊꐩꍂ

ꃅꑓꉘꊜꅉꇬꉜꄉꁧ；ꑖꊿꈧꌠꆹꐩ

ꋊꐩꍂꀑꇬꊌꅉꉜꄉꁧ”ꄷ。 

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
们不给我喝；43我作客旅，你们
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
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
里，你们不来看顾我。’44他们
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
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作
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
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45王
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些事你们既不做在我这弟兄
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做
在我身上了。’46这些人要往永
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
去。” 

 

ꊿꑳꌠꉻꏂꏢꉨ 谋杀耶稣 

26 ꑳꌠꅇꂷꋋꈨꉉꌐꈭꐨꆏ，ꋍ

ꌶꌺꏭ：2“ꋌꊂꑍꀕꄮꇬꆏ， 
26 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

话，就对门徒说：2“你们 
ꐂꈴꎺꄅꋩꑍꉬꀐꌠꆍꅉꐚ，ꊾꌺꆹ

ꊿꇱꏮꊿꁳꄉ，ꊿꋯꌩꏍꇬꄀꌠꉬ”

ꄷ。 

知道，过两天是逾越节，人子
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
上。” 

3ꀊꋨꄮꇬ，ꆦꑝꌟꒉꌋꆀꉹꁌꈬ

ꇬꅡꈭꌟꒉꈧꌠꐯꏑꌊꆦꑝꌌꁈꇠꑸ

ꃔꄷꂶꌠꏤꐷꈭꇬꐺ。4ꈀꄸꑌꁈꏂ

ꄉꑳꌠꒃꌊꌉꇫꎭꂿꄷꇕꄟ；5ꄚ，ꋀ

ꊇꄹꇬ：“ꎺꄅꋩꑍꋨꏦꇄꌠꑠꃅꀋ

ꉆ，ꉹꁌꆼꁏꇁꂵ”ꄷ。 

3那时，祭司长和民间的长
老聚集在大祭司称为该亚法的
院里。4大家商议要用诡计拿住
耶稣杀他；5只是说：“当节的日
子不可，恐怕民间生乱。” 

 

ꑳꌠꀨꄊꆀꄉꊿꌌꅿꉗꌒꋌꌎ 耶稣在伯大尼被膏抹 
6ꑳꌠꀨꄊꆀꇓꈓꊿꆓꒈꉘꐛꌠꑭ 6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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ꂱꏤꅍꐥ，7ꑳꌠꌵꋚꋠꇫꑌꄮꇬꆏ，

ꌋꅪꂷꁌꇨꐯꁌꇨꌠꅿꉗꌒꋌꄻꑽꏃ

ꃴꍚꀕꌠꇬꊐꄉꑠꏢꋌꌌꇁ，ꋌꉷꑳ

ꌠꀂꏾꇬꉖ。8ꌶꌺꈧꌠꂿꇬꆏ，ꋀꉌ

ꂵꇬꄻꀋꈴꌦꄉꏽꄉ，ꑠꃅꉉ：“ꑠ

ꃅꁧꈿꆿꈿꌊꑞꃅ！9ꅿꉗꌒꋌꋋꈨꃷ

ꎼꇁꇬꎆꃀꀉꑌꃅꊌ，ꌌꊿꌢꎭꌠꇇ

ꀤꉆ”ꄷ。10ꋀꊇꑞꉪꌠꑳꌠꉜꅐꇁ

ꇈ，ꋌꋀꏭ：“ꑞꃅꌋꅪꋋꂷꏭꆼꄙ

ꌠꉬ？ꋌꉠꇭꀧꇬꃅꌠꆹꌤꎔꐘꉬ。

11ꑞꃅꆏ，ꊿꌢꎭꌠꆹꅉꀕꃅꆍꈽꐥ，

ꄚ，ꉡꆹꅉꀕꃅꆍꈽꐥꇬꎷꌠꀋꉬ。

12ꅿꉗꌒꋌꀕꉷꉠꇭꀧꇬꎭꌠꆹ，ꉡꐗ

ꄁꌠꄐꏤꌠꉬ。13ꉢꇯꍝꃅꉉꆍꇰ，

ꃅꑆꋌꁬꇂꃴ，ꇿꇬꄉꌒꅇꋋꈨꁊꄿ

ꂿ，ꌋꅪꋋꂷꈀꃅꌠꑌꉉꄉ，ꌌꎺꄅ

ꌠꉬ”ꄷ。 

西门家里，7有一个女人拿着一
玉瓶极贵的香膏来，趁耶稣坐
席的时候，浇在他的头上。8门
徒看见就很不喜悦，说：“何用
这样的枉费呢！9这香膏可以卖
许多钱，周济穷人。”10耶稣看
出他们的意思，就说：“为什么
难为这女人呢？她在我身上做
的，是一件美事。11因为常有穷
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
有我。12她将这香膏浇在我身
上，是为我安葬做的。13我实在
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
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
这女人所行的，做个记念。” 

 

ꒀꄊꑳꌠꃷ 犹大出卖耶稣 
14ꀊꋨꄮꇬ，ꁆꄻꊩꌺꊰꑋꑹꈬ

ꄔꏤꇊꊿꒀꄊꄷꂶꌠꆦꑝꌟꒉꂿꆹ

ꄉ，ꇬꏭ：15“ꋌꉢꏮꆍꁳꇬ，ꆍꎆꃀ

ꈍꑋꄻꉢꁳ？”ꄷ。ꋀꊇꆏꎆꃀꌕꊰ

ꃪꄻꇬꁳ。16ꀊꋨꄮꄑ，ꋋꆹꑳꌠꏮ

ꋀꊇꁵꌠꊜꋽꄮꎹꅷꐺ。 

14当下，十二门徒里有一个
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去见祭司
长，说：15“我把他交给你们，
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他们就
给了他三十块钱。16从那时候，
他就找机会要把耶稣交给他
们。 

 

ꌶꌺꈽꋩꑍꋨꏦ 和门徒同过逾越节 
17ꃔꋌꀋꇱꎺꄅꋩꑍꉘꃀꄹꉇ，ꌶ

ꌺꇁꌊꑳꌠꏭ：“ꆏꐂꈴꎺꄅꋩꑍꋚ

ꐙꌠꋠꇬ，ꉪꇿꇬꄉꅽꎁꃅꊨꄐꄈ

ꍑ？”ꄷꅲ。18ꑳꌠꆏꋀꊇꏯ：“ꆍ

17除酵节的第一天，门徒来
问耶稣说：“你吃逾越节的筵
席，要我们在哪里给你预备？”
18耶稣说：“你们进城去，到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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ꊇꇓꈓꇬꃹꑲꆀꊾꂷꄷꄉꇬꏭꉉ：

‘ꂘꃀꄹꇬ：ꉠꃅꑍꑟꇁꂯꄉꀐ，ꉡ

ꌋꆀꉠꌶꌺꐯꇯꅽꏤꄉꐂꈴꎺꄅꋩꑍ

ꋨꏦ’ꄷ”ꄷ。19ꌶꌺꑳꌠꅇꃅ

ꄉ，ꐂꈴꎺꄅꋩꑍꋚꐙꌠꊨꄐꁧ。

20ꃅꈊꄮꇬꆏ，ꑳꌠꌋꆀꁆꄻꊩꌺꊰ

ꑋꑼꐯꇯꋙꋠꅉꇬꑌ。21ꋀꇫꑌꋙꋠ

ꐹꄮꇬꆏ，ꑳꌠꄹꇬ：“ꉢꇯꍝꃅꉉ

ꆍꇰ，ꆍꈬꄔꊾꂷꉢꃵꂯꀐ”ꄷ。

22ꋀꊇꉌꐒꇁꎭꄉ，ꋍꂷꋍꂷꃅꇬꏭ：

“ꌋꀋ！ꉢꉫꀕ？”ꃅꅲꌐ。23ꑳꌠ

ꆏ：“ꉢꈽꄉꇇꌌꎸꀺꇬꎬꃚꍀꂶꌠ

ꆹꉢꃵꂶꌠꉬꀐ。24꒰ꀨꇬꋍꏭꄐꌐ

ꄉꈀꁱꄉꌠꌟꃅ，ꊾꌺꆹꀋꎪꃅꌦ；

ꄚ，ꊿꊾꌺꃷꂶꌠꆹꉮꃤꐥꀐ！ꊿꀊ

ꋨꂷꆹꒆꋧꃅꎼꀋꇁꇬꄈꍑ”ꄷꅇ

ꀱ。25ꑳꌠꃷꌠꒀꄊꂶꌠꇬꏭ：“ꂘ

ꃀꀋ！ꉢꉫꀕ？”ꄷꅲ。ꑳꌠꆏꇬ

ꏭ：“ꆏꉉꌠꉬ”ꄷ。 

人那里，对他说：‘夫子说：我
的时候快到了，我与门徒要在
你家里守逾越节。’”19门徒遵
着耶稣所吩咐的，就去预备了
逾越节的筵席。20到了晚上，耶
稣和十二个门徒坐席。21正吃的
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
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
了。”22他们就甚忧愁，一个一
个地问他说：“主，是我吗？”
23耶稣回答说：“同我蘸手在盘
子里的，就是他要卖我。24人子
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
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
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25卖耶
稣的犹大问他说：“拉比，是我
吗？”耶稣说：“你说的是。” 

 

ꌋꈊꋚꐙꌠꄻ 设立主的晚餐 
26ꋀꊇꋙꋠꄮꇬ，ꎬꁱꑳꌠꒃꌊ

ꋬꇖꈨꂟꇈ，ꋌꏼꌶꌺꈧꌠꁵꄉꑠꃅ

ꉉ：“ꆍꊇꊪꄉꋠ，ꋋꆹꉠꇭꀧꉬ”

ꄷ。27ꉈꑴꀞꍗꋌꒃꌊꈀꎭꀕꅇꉉ

ꇈ，ꋌꄻꋀꊇꁵꄉ：“ꆍꊇꐯꇯꋋꍔ

ꅝ，28ꑞꃅꆏ，ꋋꆹꉢꌌꏤꐪꒃꌠꉠꌦ

ꅪꉬ，ꊿꀉꑌꈨꎁꃅꅐꄉ，ꋀꑽꃤꁳ

ꏆꃤꊌꎻ。29ꄚ，ꉢꉉꆍꊇꇰ，ꀃꑍꇈ

ꉈꆏ，ꉢꉈꑴꑌꃀꌧꃰꒉꋋꈨꀋꅝꅷ，

ꉢꉠꀉꄉꇩꇬꄉꆍꈽꄉꀊꏀꌠꅝꄹꉇ

ꑟ”ꄷ。30ꋀꊇꍖꀴꑵꉙꀕꈭꐨꆏ，

26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
饼来，祝福，就掰开，递给门
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
的身体。”27又拿起杯来，祝谢
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
这个，28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
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29但
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
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
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
30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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ꅐꇁꇈꏝꃴꀋꍯꁧꇬꉜꄉꁧ。 去。 
 

ꀺꄮꌋꀋꌧꄷꉉꌠꅉꄜ 预告彼得不认主 
31ꀊꋨꄮꇬ，ꑳꌠꋀꏭ：“ꀃꂰ

ꆏ，ꆍꊇꐯꇯꉡꒉꄸꃅꑇꐨꀂꏽꄉꅞ

ꂯꀐ。ꑞꃅꆏ，꒰ꀨꇬ：‘ꑿꆫꊿꉢ

ꌌꅥꏶꇈ，ꑿꁗꏒꁧꀐ’ꃅꁱꇬꄀ

ꄉ。32ꄚ，ꉢꀱꐥꇁꈭꐨꆏ，ꉢꆍꊇꂴ

ꆽꅑꏤꆀꀕꉜꄉꁧ”ꄷ。33ꀺꄮꆏ：

“ꉹꁌꅽꒉꄸꃅꑇꐨꀂꏽꄉꅞꌐꑲ

ꑌ，ꉡꆹꈍꄮꑌꀋꅞ！”ꄷ。34ꑳꌠ

ꆏ：“ꉢꇯꍝꃅꉉꆎꇰ，ꀃꂰꃬꀮꀋ

ꇴꌦꂾ，ꆎꆹꀂꉢꀋꌧꄷꑠꌕꃢꉉꌠ

ꉬ”ꄷ。35ꀺꄮꆏ：“ꉡꆹꀋꎪꃅꆏ

ꈽꌦꄷꑲꑌ，ꉢꈍꃅꑌꆏꀋꌧꃅꑠꀋ

ꉉ”ꄷ，ꌶꌺꈧꌠꐯꇯꑠꃅꉉꌐ。 

31那时，耶稣对他们说：“今
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
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
打牧人，羊就分散了。’32但我
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
利利去。”33彼得说：“众人虽然
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
倒。”34耶稣说：“我实在告诉
你：今夜鸡叫以前，你要三次
不认我。”35彼得说：“我就是必
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
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 

 

ꈍꑟꂷꆀꄉꈼꂟ 在客西马尼祷告 
36ꑳꌠꌋꆀꌶꌺꈧꌠꐮꐊꄉꇁꌊ

ꃅꄷꈍꑟꂷꆀꂓꑠꈚꇬꑟ，ꀊꄶꄉꋀ

ꏭ：“ꆍꄚꑌꄉꇁꉚꄉ，ꉢꀊꄶꀋꏯ

ꄉꈼꂟꒉꂿ”ꄷ。37ꄚꄉꀺꄮꌋꆀ

ꑭꀺꄠꌺꑍꂷꌠꋌꏃꋋꐊꒉ，ꑳꌠꉌ

ꐒꇁꎭꇁ，ꐒꊀꌦꄉꏽꄉ，38ꋌꋀꊇ

ꏯ：“ꉢꉌꐒꇁꎭꌦꄉꏽꀐ，ꆍꊇꉢ

ꈽꄉꀀꐚꑓꄧꃅꄚꇬꄉꇁꉚ”ꄷ。

39ꋌꁨꈍꑍꁘꒉꇈ，ꇇꑭꃃꇵꀕꃄꅉ

ꇬꄉꈼꂟ：“ꀉꄉꀋ！ꀋꄸꄷꍑꑲ

ꆏ，ꆏꑴꌠꀞꍗꋋꏢꁳꉠꄹꄉꐞꁧ

ꎻ；ꄚ，ꉠꉪꐨꇬꈴꄉꄡꃅꀕ，ꅽꉪ

ꐨꇬꀉꄂꈴꄉꃅ”ꄷ。40ꑳꌠꀱꉈꑴ

ꌶꌺꈧꌠꉜꇁꇬꆏ，ꋀꀀꑌꇴꀐꌠꋌ

36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
方，名叫客西马尼，就对他们
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
边去祷告。”37于是带着彼得和
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
愁起来，极其难过；38便对他们
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
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
同警醒。”39他就稍往前走，俯
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
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
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
照你的意思。”40来到门徒那
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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ꊌꂿꄉ，ꋌꀺꄮꏭ：‘ꑞꃅꌠꉬ？ꆍ

ꊇꉡꌋꆀꐯꇯꄉꀂꉗꍈꑋꀀꐚꑓꄧꃅ

ꑌꀋꄐꀐꅀ？41ꆍꊇꁍꃕꈬꇬꃹꂵꌠ

ꉥ，ꀋꆏꃅꀀꐚꑓꄧꃅꈼꂟꇬꎷ；ꆍꉌ

ꂵꆹꉬꅲꑴꇬ，ꆍꇭꀧꆹꊋꀋꑌꀐ”

ꄷ。42ꑍꃢꀕꌠꑳꌠꉈꑴꈼꂟꁦꌦ，

ꋌ：“ꀉꄉꀋ！ꀋꄸꄷ，ꀞꍗꋋꏢꉠ

ꄹꄉꐞꁧꀋꉆꄉ，ꉢꀋꅝꀋꉆꑲꆏ，

ꅽꉪꐪꈧꌠꁳꉌꂵꉪꅉꐛꎻꅊꇈ”

ꄷ。43ꋌꀱꇁꄮꇬ，ꋀꑓꐴꊋꀋꑌꐛ

ꅹ，ꀀꑌꇴꌠꋌꊌꂾꌦꀐ。44ꑳꌠꋀ

ꄷꄉꉈꑴꀋꏮꒈꌦ。ꋌꌕꃢꀕꌠꈼ

ꂟ，ꈼꂟꅇꆏꂴꈧꌠꌋꆀꐯꌟ。45ꋍ

ꈭꐨꆏ，ꑳꌠꀱꌶꌺꈧꌠꈬꄔꄉ，ꋀ

ꏭ：“ꆍꊇꀋꃅꆸꈐꄡꇗꀀꑌꇴꄉꑬ

ꆏꑴꌦꅀ（ꅇꂷꋋꇬꌌ“ꆍꀋꃅꑌꄡꇗꀀꑌꇴꄉꑬ

ꆏꄈꌦ”ꃄꑌꍑ）？ꄮꈉꑟꀐ。ꊾꌺꊿꇱ

ꃷꑽꊿꇇꇬꊐꄉꀐ。46ꄓꇁ！ꉪꊇꁧ

ꌶꂿ。ꇬꉚ！ꊿꉢꃵꂶꌠꇫꑟꇁ

ꀐ”ꄷ。 

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
醒片时吗？41总要警醒祷告，免
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
意，肉体却软弱了。”42第二次
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
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
你的旨意成全。”43又来见他们
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困
倦。44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
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
一样。45于是来到门徒那里，对
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
歇吧（“吧”或作“吗”）？时候到了，
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46起
来！我们走吧。看哪！卖我的
人近了。” 

 

ꑳꌠꊿꒃꌊꁧ 耶稣被捕 
47ꅇꉉꑌꃅꄉꇬꆏ，ꁆꄻꊩꌺꊰ

ꑋꑼꌠꈬꄔꒀꄊꂶꌠꇁꀐ，ꄷꀋꁧ，

ꊿꈍꑋꈨꂗꍵ﹑ꄯꁯꌌꆦꑝꌟꒉꌋ

ꆀꉹꁌꅡꈭꌟꒉꄷꄉꋋꐊꇁ。48ꑳꌠ

ꃷꂶꌠꍩꉙꑵꄻꋀꁳꄉ，ꋀꏭ：“ꉢ

ꈀꄸꂷꁧꇉꇬꁬꆏꈀꄸꉬ，ꆍꑴꌠꒃ

ꄉ”ꄷꉉꊿꈧꌠꇰꄉ。49ꒀꄊꇁꌊ

ꑳꌠꂾꄉ：“ꂘꃀꀋ！ꉾꑴꀞ！”ꄷ

ꇈꋍꁧꇉꇬꁬ。50ꑳꌠꆏꇬꏭ：“ꐋ

ꀨꀋ！ꌤꆏꇫꃅꂿꄷꐘꌠ，ꆏꁨꃅꄹꌶ

47说话之间，那十二个门徒
里的犹大来了，并有许多人带
着刀棒，从祭司长和民间的长
老那里与他同来。48那卖耶稣的
给了他们一个暗号，说：“我与
谁亲脸，谁就是他。你们可以
拿住他。”49犹大随即到耶稣跟
前说：“请拉比安。”就与他亲
脸。50耶稣对他说：“朋友，你
来要做的事，就做吧。”于是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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ꀐ”ꄷ。ꄚꄉꊿꁥꌠꇁꌊꇇꐛꄉꑳ

ꌠꋀꇱꒃꄉ。51ꑳꌠꐊꐺꌠꊾꂷꂗ

ꍵꋌꈻꌊ，ꆦꑝꌌꁈꁏꐚꂷꋌꐡꋍꇅ

ꁳꇈ，ꅳꀧꁆꋌꑉꇫꎭ。52ꄚ，ꑳꌠ

ꆏꇬꏭ：“ꂗꍵꄻꉈꑴꊐꄉ，ꂗꍵꈻ

ꌠꆏ，ꈍꃅꑌꂗꍵꇂꃴꄉꌦꌠꉬ。

53ꆏꉪꇬ，ꉢꉠꀉꄉꏭꇖꂟꄉ，ꋌꁳꉬ

ꉎꊩꌺꊰꑋꁥꁆꌌꉠꎁꃅꇁꀋꄐꅀ？

54ꄚ，ꀋꄸꄷ，ꉢꑠꃅꑲꆏ，꒰ꀨꇬꈁ

ꉉꌠ，ꌤꆹꀋꎪꃅꑠꃅꐙꄷꌠꅇꂷꑠꈍ

ꃅꄉꅇꅐꇁꂯ？”ꄷ。55ꀊꋨꄮꇬ，

ꑳꌠꉹꁌꈧꌠꏭ：“ꆍꂗꍵꄯꁯꌌꏄ

ꍿꒃꌠꌟꃅꉡꒃꇁꅀ？ꉢꋍꑍꋑꀋꋒ

ꌃꎔꑷꂿꇬꑌꄉꊿꉗꊿꂘꇬ，ꆍꊇꉢ

ꀋꒃ。56ꄚ，ꌤꋌꐘꑠꃅꇫꅐꌠꆹ，꒰

ꀨꇬꅇꂷꈧꌠꁳꅇꅐꎻꂿꄷꌠ”ꄷ，

ꋋꇅꇬꆏ，ꌶꌺꈧꌠꋍꄷꄉꁈꁧꌐ

ꀐ。 

些人上前，下手拿住耶稣。51有
跟随耶稣的一个人伸手拔出刀
剑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
刀，削掉了他一个耳朵。52耶稣
对他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
剑的，必死在刀剑下。53你想我
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十
二营多天使来吗？54若是这样，
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
怎么应验呢？”55当时，耶稣对
众人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
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坐
在殿里教训人，你们并没有拿
我。56但这一切的事成就了，为
要应验先知书上的话。”当下，
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 

 

ꑳꌠꌟꒉꌠꂾꃀꈿꅉꇬꄉꊿꌌꇔꅲ 在公会前受审 
57ꑳꌠꊿꒃꌊꁧꈭꐨꆏ，ꋀꈻꌊ

ꆦꑝꌌꁈꇠꑸꃔꄷꑟ，ꁱꂷꌤꃅꊿꌋ

ꆀꅡꈭꌟꒉꈧꌠꑌꐯꏑꌌꀊꄶꇬꐥ。

58ꀺꄮꆏꈍꎳꃅꇢꄉꑳꌠꊂꈹꅷꆦꑝ

ꌌꁈꏤꐷꈭꇬꑟ。ꀺꄮꈐꏭꃹꆹ，ꌤ

ꋌꐘꈍꃅꐙꌠꂿꏾꄉ，ꋌꎼꊪꑭꈧꌠ

ꈿꑌ。59ꆦꑝꌟꒉꌋꆀꌟꒉꌠꂾꃀꈿ

ꅉꋋꂷꃅꅇꊪꃶꀋꐚꌠꎹꌊꑳꌠꊂꅇ

ꎹꄉ，ꀞꌦꏭꄐ。60ꊿꈍꑋꈨꅇꊪꃶ

ꀋꐚꌠꌬꇁꅹꀋꉬ，ꄡꇗꊫꌐꇯꍝꌠ

ꋀꋌꎷꀋꊌ。ꄽꂫꆏꊿꑍꂷꁨꏭꇁ

ꄉ：61“ꊿꋋꂷ：‘ꏃꃅꌋꑷꂿꋋꂷ

57拿耶稣的人把他带到大祭
司该亚法那里去，文士和长老
已经在那里聚会。58彼得远远地
跟着耶稣，直到大祭司的院
子，进到里面，就和差役同
坐，要看这事到底怎样。59祭司
长和全公会寻找假见证控告耶
稣，要治死他。60虽有好些人来
作假见证，总得不着实据。末
后有两个人前来，说：61“这个
人曾说：‘我能拆毁神的殿，三
日内又建造起来。’”62大祭司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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ꉢꐆꇫꎭꇈ，ꌕꑍꈍꈐꃅꉢꋉꐛꄎ

ꑴ’ꃅꉉꋺ”ꄷ。62ꆦꑝꌌꁈꂶꌠ

ꄓꇬꉆꄉ，ꑳꌠꏭ：“ꆏꑞꑌꅇꀋꀱ

ꅀ？ꊿꋋꈨꅇꊪꌬꄉꅽꊂꅇꑞꎹꌠ

ꉬ？”ꄷ。63ꄚ，ꑳꌠꆏꁱꀋꐭ。ꆦ

ꑝꌌꁈꂶꌠꉈꑴꇬꏭ：“ꐩꋊꐩꍂꃅ

ꇫꐥꌠꏃꃅꌋꏭꄐꄉ，ꉢꆏꁳꅇꏤꒃ

ꄉꉉꉪꇰꎻ，ꆏꏃꃅꌋꌺꏢꄖꉫ

ꀕ？”ꄷꅲ。64ꑳꌠꆏꇬꏭ：“ꆏꄹ

ꇬꉬꑴꄷ。ꄚ，ꉢꉉꆍꇰ，ꊁꆏ，ꊾꌺ

ꆹꌅꈌꐥꂶꌠꇀꑳꏯꑌ，ꊾꌺꃅꃴꃅ

ꄂꋩꄉꀁꋌꐛꇁꌠꆍꊇꂿꇁꌠꉬ”
ꄷ。65ꆦꑝꌌꁈꂶꌠꄚꄉꋍꃢꈜꋌꐞ

ꏅꇫꎭꇈ，ꑠꃅꉉ：“ꊿꋋꂷꏃꃅꌋ

ꏭꍍꋉꅇꉉꀐ，ꉪꊇꉈꑴꅇꊪꌬꊿꈨ

ꈀꄻꅐꑴꌦꅀ？ꋍꅇꂷꏃꃅꌋꏭꍍꋉ

ꄸꄀꈧꌠꆍꊇꀋꃉꌌꈨꀐꀞ！66ꆍꉜꇬ

ꈍꃅꋭ？”ꄷ。ꋀꊇꆏ：“ꋋꆹꌦꋭ

ꌠ”ꃅꅇꀱꌐ。67ꋍꈭꐨꆏ，ꋀꊇꊫ

ꃺꁐꋍꈁꑓꇬꉖ，ꇵꊫꌌꋌꁶꌠꐥ，ꇇ

ꁮꌊꋌꏶꌠꑌꐥ，68ꋍꏭ：“ꏢꄖꀋ！

ꆎꆹꅉꄜꊿꉬ，ꈀꄸꂷꆏꅣꌠꉉꉪꊇ

ꇰ？”ꃅꉉ。 

站起来，对耶稣说：“你什么都
不回答吗？这些人作见证告你
的是什么呢？”63耶稣却不言
语。大祭司对他说：“我指着永
生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们，你是
神的儿子基督不是？”64耶稣对
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
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
子，坐在那权能者的右边，驾
着天上的云降临。”65大祭司就
撕开衣服，说：“他说了僭妄的
话，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
这僭妄的话，现在你们都听见
了。66你们的意见如何呢？”他
们回答说：“他是该死的。”67他
们就吐唾沫在他脸上，用拳头
打他；也有用手掌打他的，
说：68“基督啊！你是先知，告
诉我们打你的是谁？” 

 

ꀺꄮꀂꑳꌠꀋꌧꄷ 彼得不认耶稣 
69ꀺꄮꉈꏭꐷꈭꇬꑌ，ꁏꃀꂷꇁ

ꌊꇬꏭ：“ꆎꑌꑍꃀꑍꇯꆐꏤꆀꀕꊿ

ꑳꌠꌋꆀꋍꁥꉬ”ꄷ。70ꄚ，ꀺꄮꆹ

ꉹꁌꈀꐥꈧꌠꂾꄉ：“ꆏꑞꉉꌠꉢꋋ

ꅉꀋꐚ！”ꄷꇫꉉꀋꏚ。71ꋌꅐꇁ

ꇈ，ꀃꈈꁭꑭꑟꇬꆏ，ꋌꉈꑴꁏꃀꂷ

ꊌꂿꇈ，ꁏꃀꂶꌠꊿꀊꄶꐥꈧꌠꏭ：

69彼得在外面院子里坐着，
有一个使女前来说：“你素来也
是同那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 
70彼得在众人面前却不承认，
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71既出去，到了门口，又有一个
使女看见他，就对那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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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ꊿꋋꂷꆹꇂꌒꇍꊿꑳꌠꌋꆀꋍꁥ

ꉬ”ꄷ。72ꀺꄮꆏꉈꑴꇫꉉꀋꏚ，ꄷ

ꀋꁧꅇꏤꒃꄉ：“ꊿꀊꋨꂷꉢꇬꀋ

ꌧ”ꄷ。73ꀊꉗꀋꐛꃅ，ꊿꋍꏢꁮꉆ

ꂷꇁꌊꀺꄮꏭ：“ꆏꇯꍝꃅꋀꌋꆀꋍ

ꁥꉬ，ꅽꁱꐭꄟꇬꄉꉜꅐꇁꉆꀐ”
ꄷ。74ꀺꄮꆏꍃꅇꏿꅇꉉ，ꏤꅇꒃ

ꄉ：“ꊿꀊꋨꂷꉢꇬꀋꌧ”ꄷꉉ，ꋋ

ꇅꇬꆏ，ꃬꀮꇴꀐ。75ꀺꄮꎺꇁꑳꌠ

ꈁꉉꌠꅇꂷ：“ꃬꀮꀋꇴꌦꂾ，ꆏꀂ

ꉢꀋꌧꄷꑠꌕꃢꉉ”ꄷꈧꌠꄀ，ꄚꄉ

ꋌꁖꌌꉈꏭꄉꐒꐯꐒꃅꉩꁧꀐ。 

说：“这个人也是同拿撒勒人耶
稣一伙的。”72彼得又不承认，
并且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
人。”73过了不多的时候，旁边
站着的人前来，对彼得说：“你
真是他们一党的，你的口音把
你露出来了。”74彼得就发咒起
誓地说：“我不认得那个人。”立
时，鸡就叫了。75彼得想起耶稣
所说的话：“鸡叫以前，你要三
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 

 
 

ꑳꌠꊿꏮꀙꇁꄏꁵ 耶稣被交给彼拉多 

27 ꃅꄜꄮꇬꆏ，ꆦꑝꌟꒉꈧꌠꌋ

ꆀꉹꁌꅡꈭꌟꒉꈧꌠꐯꇯꐮ 27 到了早晨，众祭司长和
民间的长老，大家商议 

ꇖꄉꑳꌠꀞꌦꂿꄷꏤꄉ，2ꄚꄉꑳꌠꋀ

ꐒꄉꈻꌊꏮꍤꆫꇛꌺꀙꇁꄏꁵꁧ。 
要治死耶稣，2就把他捆绑解去
交给巡抚彼拉多。 

 

ꒀꄊꌦ 犹大的死 
3ꋋꇅꇬ，ꑳꌠꃷꌠꒀꄊꂶꌠ，ꑳ

ꌠꊿꌌꑽꃤꀞꌠꋌꂿꇬꆏ，ꋍꉌꆐꅑ

ꇁꄉ，ꎆꃀꀊꋨꌕꊰꃪꋌꀱꌊꆦꑝꌟ

ꒉꌋꆀꅡꈭꌟꒉꁵꄉ，ꋀꏭ：4“ꊿꑽ

ꅍꀋꐥꑠꂷꉢꃷꆍꁳꐛꅹ，ꉡꆹꑽꃤꐥ

ꀐ”ꄷ。ꋀꊇꆏ：“ꑠꆹꅽꊨꏦꌤ

ꉬ，ꉪꌋꆀꐮꃆꂮꑞꂷꐥ？”ꄷ。

5ꎆꃀꈧꌠꒀꄊꍞꌃꎔꑷꂿꇬꎭꇈꀕ，

ꋌꉈꏭꄉꆼꏻꌦꁧꀐ。6ꆦꑝꌟꒉꈧ

ꌠꎆꃀꈧꌠꋀꉅꌊ：“ꑠꆹꎆꃀꌦꋒꅿ

ꌠꉬ，ꉪꊇꑠꄻꌋꑷꂿꎆꊐꅉꇬꊐꀋ

3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
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
把那三十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
和长老，说：4“我卖了无辜之人
的血是有罪了。”他们说：“那与
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当
吧！”5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殿
里，出去吊死了。6祭司长拾起
银钱来说：“这是血价，不可放
在库里。”7他们商议，就用那银
钱买了窑户的一块田，为要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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ꉆ”ꄷ。7ꋀꊇꐮꇖꄉꎆꃀꈧꌠꌌꄢ

ꄻꇎꇷꂷꄷꄉ，ꃄꅉꏬꋀꃼꌊꉈꏭꊿ

ꑳꇊꌒꇌꄉꌦꌠꄃꁧꃅ。8ꑠꅹ，ꃄꅉ

ꀊꋨꏬꅑꅸꀃꑍꋋꄮꑟꇬ，ꊿꇬꏭ：

“ꌦꅪꃄꅉ”ꄷꑴꌦ。9ꑠꆹꅉꄜꊿ

ꑳꆀꂱꅉꈀꄜꌠ：“ꎆꃀꀊꋨꌕꊰꃪ

ꋀꌌꊿꂶꌠꀑꇬꁌꃅꄷꏤꄉ，ꋋꈨꆹ

ꑱꌝꆀꊿꈁꏤꄉꌠꉬ。10ꎆꃀꋋꈨꋀ

ꌌꄢꄻꇎꇷꄷꃄꅉꏬꃼꀐ，ꅇꂷꋋꈨ

ꆹꌋꉠꏯꉉꌠꉬ”ꄷꇫꌠꅇꅐꀐ。 

葬外乡人。8所以那块田直到今
日还叫作“血田”。9这就应了先
知耶利米的话，说：“他们用那
三十块钱，就是被估定之人的
价钱，是以色列人中所估定
的，10买了窑户的一块田，这是
照着主所吩咐我的。” 

 

ꑳꌠꀙꇁꄏꂾꉆ 耶稣在彼拉多面前 
11ꑳꌠꆏꍤꆫꇛꌺꂾꉆ，ꍤꆫꇛꌺ

ꇬꏭ：“ꆏꒀꄠꊿꃰꃅꉫꀕ？”ꄷ

ꅲ。ꑳꌠꆏ：“ꆏꉉꌠꉬ”ꄷ。

12ꄚ，ꆦꑝꌟꒉꌋꆀꅡꈭꌟꒉꈧꌠꑳꌠ

ꊂꅇꎹꄮꇬꆏ，ꑳꌠꁰꇬꑌꀋꐭ。

13ꀙꇁꄏꉈꑴꑳꌠꏭ：“ꋀꊇꅇꊪꌬ

ꄉꌤꋍꑋꑍꌌꅽꊂꅇꎹꇬ，ꆏꋌꀋꈨ

ꅀ？”ꄷ。14ꑳꌠꄡꇗꇫꅇꀋꀱ，ꄷ

ꀋꁧꋍꇬꇯꆎꀋꉉ，ꑠꅹ，ꍤꆫꇛꌺꂶ

ꌠꀊꅰꃅꋌꇰ。 

11耶稣站在巡抚面前；巡抚
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
耶稣说：“你说的是。”12他被祭
司长和长老控告的时候，什么
都不回答。13彼拉多就对他说：
“他们作见证告你这么多的事，
你没有听见吗？”14耶稣仍不回
答，连一句话也不说，以致巡
抚甚觉希奇。 

 

ꑳꌠꊿꀞꌦꃤꊌ 耶稣被判死刑 
15ꍤꆫꇛꌺꆏꃷꋪꑠꏢꐥ，ꋍꃢꋑ

ꀋꋒꋩꑍꋋꊭꇬꆏ，ꉹꁌꈀꇖꈁꂟꌠ

ꇬꍬꄉ，ꊾꇬꂷꄝꃑꋀꁳ。16ꀊꋨꄮ

ꇬꊾꇬꆹꈀꄸꑌꇫꅉꐚꌠꀠꇓꀠꂓꑠ

ꂷꐥ。17ꉹꁌꈧꌠꐯꏑꄮꇬ，ꀙꇁꄏ

ꋀꊇꏯ：“ꆍꊇꉢꁳꊿꈀꄸꂷꋊꃑꆍ

ꁳꎻ？ꀠꇓꀠꅀꏢꄖꉬꄷꌠꑳꌠꂶꌠ

ꉬ？”ꄷ。18ꋀꊇꉌꈻꃴꆅꐛꅹ，ꑳ

15巡抚有一个常例，每逢这
节期，随众人所要的，释放一
个囚犯给他们。16当时有一个出
名的囚犯叫巴拉巴。17众人聚集
的时候，彼拉多就对他们说：
“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
是巴拉巴呢？是称为基督的耶
稣呢？”18巡抚原知道，他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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ꌠꋀꐒꌌꇁꌠ，ꑠꆹꍤꆫꇛꌺꊨꏦꅉ

ꐚ。19ꀙꇁꄏꀞꇽꅉꇬꑋꄮꇬꆏ，ꀙ

ꇁꄏꑮꃀꆹꊾꂷꋌꇤꅷꇁꄉ，ꇬꏭ：

“ꑖꊿꋋꂷꌤꆏꋍꍈꑋꇬꉚꇫꅲꀋ

ꉆ，ꑞꃅꆏ，ꉢꀃꑍꀄꂼꇬꄉꋍꎁꃅꉌ

ꂵꎭꌦꀋꇊꀐ”ꄷ。20ꄚ，ꆦꑝꌟꒉ

ꌋꆀꅡꈭꌟꒉꈧꌠꆏ，ꉹꁌꈧꌠꋀꊢ

ꂖꌊꀠꇓꀠꋊꃑꎼꇁ，ꑳꌠꌉꌦꇫꎭ

ꃅꇖꂟ。21ꍤꆫꇛꌺꉹꁌꏭ：“ꆍꊇ

ꉢꁳꊿꋋꑍꂷꈀꄸꂷꋊꃑꎻ？”ꄷ

ꅲ。ꋀꊇꆏ：“ꀠꇓꀠ！”ꄷ。

22ꀙꇁꄏꋀꏭ：“ꑠꉬꑲꆏ，ꏢꄖꉬꄷ

ꌠꑳꌠꂶꌠꉢꌌꈍꃅꂯ？”ꄷ。ꋀꊇ

ꐯꇯꋓꃅ：“ꋋꋯꌩꏍꇬꄀ！”ꃅ

ꏅ。23ꋌꋀꊇꏯ：“ꑞꒉꄸꉬ？ꋌꌤ

ꄷꅠꌠꑟꑵꃅꀐ？”ꄷꅲ。ꋀꊇꆏ

ꀊꅰꃅꄉ：“ꋋꋯꌩꏍꇬꄀ”ꃅ

ꏅ。24ꀙꇁꄏꆹꋌꉈꑴꅇꂷꀉꑌꃅꉉ

ꇬꑌꇿꋌꀋꐥ，ꄷꀋꁧ，ꀱꆽꃅꌊꊿ

ꈧꌠꆼꁏꇁꌠꋌꂿꇬꆏ，ꀆꐒꈨꋌꄌ

ꌊꊿꈧꌠꂾꄉꇇꒈꋌꇈ：“ꑖꊿꋋ

ꂷꌦꅐꌠꆹ，ꑽꃤꉠꀂꏽꀋꎍ，ꆍꊇ

ꄽꌠꉬ”ꄷ。25ꉹꁌꈧꌠꃅ：“ꋍꌦ

ꅪꆹꏮꉪꊇꌋꆀꉪꌺꇖꀂꏽꄉ”ꄷꅇ

ꀱꌐ。26ꄚꄉꀙꇁꄏꆏꀠꇓꀠꋌꄝꃑ

ꋀꁳ，ꑳꌠꆏꌌꅥꏶꇈ，ꏮꊿꁳꋯꌩ

ꏍꇬꄀꎻ。 

因为嫉妒才把他解了来。19正坐
堂的时候，他的夫人打发人来
说：“这义人的事，你一点不可
管，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
受了许多的苦。”20祭司长和长
老挑唆众人，求释放巴拉巴，
除灭耶稣。21巡抚对众人说：
“这两个人，你们要我释放哪一
个给你们呢？”他们说：“巴拉
巴。”22彼拉多说：“这样，那称
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呢？”
他们都说：“把他钉十字架！”
23巡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
什么恶事呢？”他们便极力地喊
着说：“把他钉十字架！”24彼拉
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
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
说：“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
我，你们承当吧。”25众人都回
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
的子孙身上。”26于是彼拉多释
放巴拉巴给他们，把耶稣鞭打
了，交给人钉十字架。 

 

ꂽꑳꌠꒊꈧ 兵丁戏弄耶稣 
27ꋍꈭꐨꆏ，ꍤꆫꇛꌺꂽꈧꌠꑳꌠ

ꋀꈻꌊꇜꃛꑷꂿꇬꑟ，ꂽꁥꌠꃅꏓꌊ

ꑳꌠꈭꇍꉆ。28ꑳꌠꃢꈜꋀꇱꇔꇫꎭ

27巡抚的兵就把耶稣带进衙
门，叫全营的兵都聚集在他那
里。28他们给他脱了衣服，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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ꇈ，ꀂꄁꅩꍠꀕꀊꎴꑠꈬꋀꄻꇬꇢ

ꄉ；29ꍲꌌꄂꌆꀍꄟꂷꋀꄻꑳꌠꀂꏾ

ꄀꄉ，ꉈꑴꄯꁯꏢꋀꄹꑳꌠꇇꇀꑳꁆ

ꇬꊐꄉ，ꊁꆏꋀꁡꊭꃄꇴꄂꃅꑳꌠꂾ

ꄉ：“ꒀꄠꊿꃰꃅꀋ！ꃪꈎ！”ꃅꇬ

ꒈꇬꈧ。30ꉈꑴꊫꃺꁐꋍꈁꑓꇬꉖ

ꇈ，ꄯꁯꌊꋍꀂꏾꇬꅥ。31ꒊꈧꌐꈭ

ꐨꆏ，ꀂꄁꀊꎴꈫꌠꋀꇔꇫꎭꇈ，ꄡ

ꇗꋍꊨꏦꃢꈜꋀꄻꇬꇢꄉ，ꈻꌊꉈꏭ

ꄉꋯꌩꏍꇬꄀꁧꂿꄷ。 

一件朱红色袍子；29用荆棘编做
冠冕，戴在他头上；拿一根苇
子放在他右手里，跪在他面
前，戏弄他说：“恭喜，犹太人
的王啊！”30又吐唾沫在他脸
上，拿苇子打他的头。31戏弄完
了，就给他脱了袍子，仍穿上
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
钉十字架。 

 

ꑳꌠꊿꋯꌩꏍꇬꄀ 耶稣被钉十字架 
32ꋀꊇꅐꇀꄮꇬ，ꇴꆀꆾꊿꑭꂱꂒ

ꂷꋀꊝ，ꋌꂽꈧꌠꇱꄀꇗꌊꋀꐊꄉꑳ

ꌠꌩꏍꀵꁧ。33ꇁꌊꃄꅉꈥꀕꄣꂓꑠ

ꈚꇬꑟꇬꆏ（ꈥꀕꄣꆹ‘ꀒꈤꃄꅉ’
ꄷꌠꄜ），34ꏸꉔꄉꈌꐯꈌꌠꎧꋀꌌꑳ

ꌠꄐ，ꑳꌠꎧꊼꇅꅝꉚꇈꇫꅝꀋꅲ。

35ꑳꌠꋀꋯꌩꏍꇬꄀꈭꐨꆏ，ꌐꈻꄉ

ꑳꌠꃢꈜꋀꁸꈁ，36ꉈꑴꑳꌠꐏꀊꄶ

ꑌ。37ꑳꌠꀂꏾꄩꆏꌩꀻꏢꋀꋯꇬꄀ

ꄉ，ꌩꀻꇬꆏ：“ꋋꆹꒀꄠꊿꃰꃅꑳ

ꌠꉬ”ꃅꋍꊂꑽꃤꎹꌠꅇꂷꑠꇬꀕ

ꅑ。38ꀊꋨꄮꇬ，ꏄꍿꑍꂷꑌꋀꋯꑳ

ꌠꈽꌩꏍꇬꄀꄉ，ꋍꂷꇀꑳꏭ，ꋍꂷꇀ

ꃼꏭ。39ꊿꀊꄶꈴꐺꈧꌠꆏꀒꆺꇤ

ꄉ：40“ꆏꌃꎔꑷꂿꆏꐆꇫꎭꇈꌕꑍ

ꈐꃅꆏꋈꀱꄉꄎꋋꂷ，ꅽꊨꏦꈭꋏꉆ

ꑴꀞ！ꀋꄸꄷ，ꆎꆹꏃꃅꌋꌺꉬꑲꆏ，

ꌩꏍꇬꄉꀏꇁꀞ！”ꃅꇫꁒꐀ。41ꆦ

ꑝꌟꒉ、ꁱꂷꌤꃅꊿꌋꆀꅡꈭꌟꒉ

ꑌꑠꃅꋍꏭꒊꈧꄉꉉ：42“ꋌꌞꊿꆏ

32他们出来的时候，遇见一
个古利奈人名叫西门，就勉强
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
架。33到了一个地方名叫各各
他，意思就是髑髅地，34兵丁拿
苦胆调和的酒给耶稣喝。他尝
了，就不肯喝。35他们既将他钉
在十字架上，就拈阄分他的衣
服，36又坐在那里看守他。37在
他头以上安一个牌子，写着他
的罪状，说：“这是犹太人的王
耶稣。”38当时，有两个强盗和
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
一个在左边。39从那里经过的人
讥诮他，摇着头说：40“你这拆
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
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
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
41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也是这样
戏弄他，说：42“他救了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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ꈭꋏꄎ，ꊨꏦꆏꈭꋏꀋꄐ！ꋋꆹꑱꌝꆀ

ꃰꃅꉬ，ꀋꃅꌩꏍꇬꄉꀏꇁꑲꆏ，ꉪꊇ

ꑌꋌꑅꌠꉬ。43ꋌꏃꃅꌋꉘꇉ，ꀋꄸ

ꄷ，ꏃꃅꌋꇯꍝꃅꋋꉌꃹꑲꆏ，ꏃꃅ

ꌋꋋꈭꋏꇀꄮꉬꀐ；ꑞꃅꆏ，ꋍꊨꏦ

ꑌ：‘ꉡꆹꏃꃅꌋꌺꉬ’ꃅꉉꋺ”

ꄷ。44ꋌꈽꋯꌩꏍꇬꄀꄉꌠꏄꍿꑍꂷ

ꌠꑌꑠꃅꋍꏭꁒꐀ。 

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
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
来，我们就信他。43他倚靠神，
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
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
44那和他同钉的强盗也是这样的
讥诮他。 

 

ꑳꌠꌦ 耶稣的死 
45ꂵꆤꄮꇬꄉꅑꅸꁯꋒꐯꉐꑟ

ꌠ，ꋧꃅꋋꂷꃅꆈꋧꋪꀐ。46ꁯꋒꐯ

ꉐꑟꇬꆏ，ꑳꌠꃚꐕꉐꐓꄉ：“ꑱ

ꆀ！ꑱꆀ！ꇁꂷꌒꀠꇱꄊꆀ？”ꄷꏅ，

ꋋꇬꆏ：“ꉠꏃꃅꌋ！ꉠꏃꃅꌋ！ꆏꑞ

ꃅꉢꆏꇤꇫꎭ？”ꄷꌠꄜ。47ꊿꀊꄶ

ꉆꈧꌠꅇꂷꋋꇬꋀꈨꇬꆏ：“ꊿꋋꂷ

ꑱꆀꑸꇴꀋꆺ！”ꃅꉉ。48ꋀꈬꄔꊾ

ꂷꋋꇅꃅꀥꌌꀨꁮꋄꒉꍀꈴꃅꑠꂷꐒ

ꄯꁯꇬꄀꄉ，ꄻꇬꄎ。49ꊿꀉꁁꈧꌠ

ꆏ：“ꇬꉚꄉ，ꑱꆀꑸꋋꈭꋏꇀꀕꉚ

ꉏꂿ”ꄷ。50ꑳꌠꉈꑴꃚꐕꉐꐓꄉ

ꏅꇈ，ꌗꊰꀐ。51ꋋꇅꀉꄂꃅ，ꌃꎔ

ꑷꂿꇬꂪꌦꁬꌠꑌꄩꄉꅑꀏꑟꃅꐞꏅ

ꑍꄷꈴꁧ，ꃄꅉꑌꇙꈧꐺ，ꇓꆈꀋꃀ

ꑌꐞꏅ，52ꄃꁧꑌꈌꁉꀐ；ꀋꉊꈍꄮꇯ

ꆏꌦꀐꌠꌃꎔꌺꇭꀧꀱꐥꇁꌠꀉꑌꃅ

ꐥ。53ꑳꌠꀱꐥꇁꈭꐨꆏ，ꋀꊇꐯꇯ

ꄃꁧꈐꏭꄉꅐꇁ，ꌃꎔꇓꈓꇬꃹꇈ，ꉹ

ꁌꈍꑋꂾꅐꇁ。54ꂽꉐꏃꌋꀕꆀꑳꌠ

ꐏꊿꈧꌠ，ꃄꇙꌠꌋꆀꌤꇬꈀꅐꈧꌠ

ꃅꋀꂿꇬꆏ，ꋀꀊꅰꃅꏸꏦꄉ：“ꊿ

45从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三
点，遍地都黑暗了。46约在下午
三点，耶稣大声喊着说：“以
利！以利！拉马撒巴各大尼？”
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
什么离弃我？”47站在那里的
人，有的听见就说：“这个人呼
叫以利亚呢！”48内中有一个人
赶紧跑去，拿海绒蘸满了醋，
绑在苇子上，送给他喝。49其余
的人说：“且等着，看以利亚来
救他不来。”50耶稣又大声喊
叫，气就断了。51忽然，殿里的
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
震动，磐石也崩裂，52坟墓也开
了；已睡圣徒的身体，多有起
来的。53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
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
许多人显现。54百夫长和一同看
守耶稣的人看见地震并所经历
的事，就极其害怕，说：“这真
是神的儿子了。”55有好些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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ꋋꂷꇯꍝꃅꏃꃅꌋꌺꉬ！”ꃅꉉ

ꌐ。55ꌋꅪꈍꑋꈨꆏꈜꎴꃅꉆꄉꉜ；

ꋀꊇꆹꏤꆀꀕꄉꑳꌠꐊꇁꇈꇫꀨꎸꌠ

ꉬ。56ꌋꅪꋋꈨꇢꊭꇬꃀꄊꇁꄉꇁꌠ

ꂷꆀꑸ，ꉈꑴꑸꇱꌋꆀꒀꑭꑋꀉꂿꂷ

ꆀꑸꇫꐊ，ꑭꀺꄠꌺꑍꂷꌠꀉꂿꑌꇫ

ꐊ。 

在那里，远远地观看；她们是
从加利利跟随耶稣来服事他
的。 
56内中有抹大拉的马利亚，又有
雅各和约西的母亲马利亚，并
有西庇太两个儿子的母亲。 

 

ꑳꌠꊿꌌꇬꄁ 耶稣被埋葬 
57ꃅꈊꄮꇬꆏ，ꎆꁦꊿꑸꆀꂷꄠ

ꄉꇁꌠꒀꌝꂓꇈꑳꌠꌶꌺꑌꉬꑠꂷ

ꆏ，58ꀙꇁꄏꂿꆹꄉꑳꌠꂿꂶꌠꇖꂟ，

ꀙꇁꄏꆏꂽꈧꌠꏭꄻꇬꁳꄷ。59ꑳꌠ

ꂿꆹꒀꌝꌵꌌꃆꁁꁦꎴꍹꀊꌤꃅꄉꌠ

ꑠꌌꇙꄉ，60ꋌꄻꁶꇓꆈꀋꃀꈐꏭꐛꄉ

ꌠꋍꊨꏦꄃꁧꀊꏀꂶꌠꇬꄃꄉꇈ，ꉈ

ꑴꇓꂵꀉꒉꂷꑌꀨꄃꁧꈌꇬꋍꄉꇈ，

ꋌꎼꁧꀐ。61ꀊꋨꄮꇬ，ꃀꄊꇁꄉꇁ

ꌠꂷꆀꑸꌋꆀꂷꆀꑸꀉꁁꂶꌠꑋꄃꁧ

ꏭꉜꄉꇫꑌ。 

57到了晚上，有一个财主，
名叫约瑟，是亚利马太来的，
他也是耶稣的门徒。58这人去见
彼拉多，求耶稣的身体；彼拉
多就吩咐给他。59约瑟取了身
体，用干净细麻布裹好，60安放
在自己的新坟墓里，就是他凿
在磐石里的。他又把大石头滚
到墓门口，就去了。61有抹大拉
的马利亚和那个马利亚在那
里，对着坟墓坐着。 

 

ꂽꑳꌠꄃꁧꐏ 兵丁守墓 
62ꊁꄹꉇꆹꊨꄐꃅꑍꑍꀕꄹꉇꌠ

ꉬ，ꆦꑝꌟꒉꌋꆀꃔꆀꌏꊿꀙꇁꄏꂿ

ꆹꄉ，ꇬꏭ：63“ꌌꁈꀋ！ꊾꊏꊿꅰꂶ

ꌠꇫꐥꑴꌦꄮꇬ：‘ꌕꑍꐛꊂꆏ，ꉢ

ꀱꐥꇁ’ꃅꉉꋺꌠꉪꎺꑴꌦ。64ꑠ

ꅹ，ꆏꑴꌠꂽꏯꎔꎗꃅꄃꁧꂶꌠꐏꄉ

ꅷꌕꑍꐛꄮꇬꑟꄷ，ꑠꀋꉬꑲꆏ，ꋍꌶ

ꌺꈧꌠꆹꊿꂿꂶꌠꋀꈐꌊꁧꇈ，ꉹꁌ

ꏭ：‘ꋌꌦꇈꀱꐥꇁꀐ’ꃅꇁꂵ。

ꑠꃅꇬꆹ，ꊁꁍꃕꈧꌠ，ꂴꋌꃀꁍꃕꈧ

62次日，就是预备日的第二
天，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来
见彼拉多，说：63“大人，我们
记得那诱惑人的还活着的时
候，曾说：‘三日后我要复活。’
64因此，请吩咐人将坟墓把守妥
当，直到第三日；恐怕他的门
徒来把他偷了去，就告诉百姓
说：‘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样，
那后来的迷惑，比先前的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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ꌠꏭꀋꋌꃅꆽꀠꀐ”ꄷ。65ꀙꇁꄏꆏ

ꋀꏭ：“ꐏꂽꈨꏃꌊꄉ，ꆍꊋꈀꑌꅉ

ꃅꇤꄉꐏꏟꈯꃅꄉ”ꄷ。66ꄚꄉꐏ

ꂽꋀꏃꌊꄃꁧꑭꆹ，ꄃꁧꑭꇓꂵꀉꒉ

ꂶꌠꋀꇱꋍꑕꄉꇈꂽꋀꁆꇬꐍꄉ。 

害了。”65彼拉多说：“你们有看
守的兵，去吧！尽你们所能
的，把守妥当。” 
66他们就带着看守的兵同去，封
了石头，将坟墓把守妥当。 

 
 

ꑳꌠꀱꐥꇁ 耶稣复活 

28 ꑬꆏꄹꉇꈭꐨ，ꏃꑍꌠꇬꉘꃀ

ꄹꉇꌠꃅꄜꇁꂯꄮꇬꆏ，ꃀꄊ 28 安息日将尽，七日的头
一日，天快亮的时候，  

ꇁꄉꇁꌠꂷꆀꑸꌋꆀꂷꆀꑸꀉꁁꂶꌠ

ꑋꄃꁧꇬꉜꇁ。2ꋋꇅꃅ，ꃄꅉꀉꇨꃅ

ꇙ，ꑞꃅꆏ，ꌋꁆꎼꇁꌠꊩꌺꂷꉬꉎꇬ

ꄉꇁꌊꄃꁧꈌꇬꇓꂵꀉꒉꂶꌠꋌꀨꏢ

ꁮꏭꄉꇈ，ꋌꎼꇓꂵꀉꒉꂶꌠꄩꑌ。

3ꋍꐛꐪꆏꃅꆗꌠꌡ，ꃢꈜꃰꐎꌟꃅꐍ

ꊭꀕ。4ꄃꁧꐏꂽꈧꌠꋌꇷꑑꃹꏾꁵ

ꀕꌊꊿꌦꀐꈨꌡ。5ꉬꉎꊩꌺꆹꌋꅪ

ꈧꌠꏭꑠꃅꉉ：“ꏸꄡꏦ！ꆍꊇꆹꊿ

ꋯꌩꏍꇬꄀꌠꑳꌠꂶꌠꎹꇁꌠꉢꅉ

ꐚ。6ꋌꄚꇬꀋꐥ，ꋍꊨꏦꈁꉉꌠꌟ

ꃅ，ꋌꀱꐥꇁꀐ。ꆍꊇꌋꄈꅉꈚꌠꇬ

ꊼꇅꉜꇁ。7ꐳꃅꉉꋍꌶꌺꈧꌠꇰꁧ，

ꋌꌦꈬꇬꄉꀱꐥꇁꀐ，ꄷꀋꁧꋌꆍꂴ

ꆽꅑꄉꏤꆀꀕꁧꀐ，ꀊꄶꇬꄉꋌꆍꊇ

ꊌꂿꇁꌠꉬ。ꉜꉏ！ꉢꉉꆍꇰꄉꀐ”

ꄷ。8ꋀꊇꇨꆰꇨꊸꃅꄃꁧꂶꌠꇬꄉ

ꁧ，ꏷꑌꋀꏸꏦ，ꇿꑌꋀꇿꌦꄉꏽꃅ

ꀥꌌꉉꋍꌶꌺꈧꌠꇰꁧ。9ꋋꇅꇬꆏ，

ꑳꌠꋀꊇꋒꇁꄉ，ꋀꊇꏯ：“ꆍꊇꋬ

ꂻꅊꇈ！”ꄷ。ꄚꄉꋀꊇꑳꌠꏸꑭ

ꃬꄉꋍꏭꀍꃈꄚ。10ꑳꌠꋀꊇꏯ：

抹大拉的马利亚和那个马利亚
来看坟墓。2忽然，地大震动；
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
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3他的
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
雪。4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
乱战，甚至和死人一样。5天使
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
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
稣。6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
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
放主的地方。7快去告诉他的门
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
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
里你们要见他。看哪！我已经
告诉你们了。”8妇女们就急忙离
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地欢
喜，跑去要报给他的门徒。9忽
然，耶稣遇见她们，说：“愿你
们平安。”她们就上前抱住他的
脚拜他。10耶稣对她们说：“不
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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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ꏸꄡꏦ！ꆍꉉꉠꃺꑌꈧꌠꇰꒉꑲ

ꆀ，ꋀꁳꏤꆀꀕꇁꎻ，ꋀꊇꀊꄶꇬꄉ

ꀋꎪꃅꉡꂿꌠꉬ”ꄷ。 

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
里必见我。” 

 

ꄃꁧꐏꂽꈧꌠꅇꊪꌬ 守兵的报告 
11ꋀꊇꁦꄮꇬ，ꄃꁧꐏꂽꈧꌠꇁꌊ

ꇓꈓꇬꄉ，ꌤꇬꈀꅐꈧꌠꄜꆦꑝꌟꒉ

ꇰꇁ。12ꆦꑝꌟꒉꌋꆀꅡꈭꌟꒉꈧꌠ

ꏓꌊꋍꈜꄉꈍꃅꋭꌠꇕꄟꇈ，ꎆꃀꀉ

ꑌꃅꋀꄻꄃꁧꐏꂽꈧꌠꁵꄉ，13ꋀꏭ：

“ꆍꊇꑴꌠꑠꃅꉉ：‘ꌋꐓꉪꊇꀀꑌ

ꇳꄮꇬ，ꋍꌶꌺꇁꌊꑳꌠꋀꈐꌊꁧ

ꀐ’ꄷ。14ꀋꄸꄷ，ꌤꋌꐘꍤꆫꇛꌺ

ꈨꑲꑌ，ꉪꊇꋍꏭꉉꑲꆏ，ꆍꊇꈍꃅ

ꑌꌤꀋꐥ”ꄷ。15ꂽꈧꌠꎆꃀꋀꊪꄉ

ꈭꐨꆏ，ꋀꏭꈁꉉꄉꈧꌠꇬꈴꄉꃅ

ꀐ，ꅇꂷꋋꈨꒀꄠꊿꈬꄔꄉꌌꉉꐺ，

ꄷꀋꁧ，ꅑꅸꀃꑍꋋꄮꑟꇬ，ꄡꇗꑠꃅ

ꉉꑴꌦ。 

11他们去的时候，看守的兵
有几个进城去，将所经历的事
都报给祭司长。12祭司长和长老
聚集商议，就拿许多银钱给兵
丁，说：13“你们要这样说：‘夜
间我们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
来把他偷去了。’14倘若这话被
巡抚听见，有我们劝他，保你
们无事。”15兵丁受了银钱，就
照所嘱咐他们的去行。这话就
传说在犹太人中间，直到今
日。 

 

ꃅꑘꀉꒉꌠ 大使命 
16ꌶꌺꊯꊪꑹꌠꏤꆀꀕꉜꄉꁧ，

ꇁꌊꑳꌠꏤꄉꌠꉘꁌꂶꌠꇬꑟꀐ。

17ꋀꊇꑳꌠꂿꄷꌦꆏ，ꇬꏭꀍꃈꀒꄚ

ꑟ，ꄚ，ꋀꈬꄔꋍꈨꆏꉪꄅꑴꌦ。

18ꑳꌠꇁꌊꋀꊇꂴꆽꄉ：“ꉬꉎꉬꐮ

ꌅꈌꈀꐥꌠꃅꄻꉢꁳꄉꀐ。19ꑠꅹ，

ꆍꊇꈀꄸꑌꁧ，ꊿꋅꇬꈀꐥꌠꁳꉠꌶ

ꌺꄻꇁꎻ；ꀉꄉ、ꌺꌋꆀꌃꎔꒌꂓꄜ

ꄉꋀꋋꑣ（ꅀꌌ“ꋀꊇꋋꑣꄉꏮꀉꄉ、ꌺꌋꆀꌃ

ꎔꒌꂓꁵ”ꃄꑌꍑ）。20ꉢꆍꏭꈁꉉꌠꉬꇮ

ꃅꌌꋀꂘꑲꆀ，ꋀꁳꄚꍬꄉꃅꎻ。ꑠ

16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
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17他们见
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
惑。18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
了。19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
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
名，给他们施洗（或作“给他们施

洗，归于父、子、圣灵的名”）。20凡我
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
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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ꃅꑲꆏ，ꉡꆹꅉꀕꃅꄉꆍꊇꌋꆀꐯꈽ

ꐥꅷꋧꃅꌐꂫꄮꇬꑟꌠꉬ”ꄷ。 
世界的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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ꂶꈌꌒꅇ 

马可福音 

 
ꋋꑣꒀꉴꇗꅉꄜ 施洗约翰传道 

1 ꏃꃅꌋꌺ，ꑳꌠꏢꄖꌒꅇꇬꂾ。

2ꁱꅉꄜꊿꑱꌏꑸꄯꒉꇬꄀꄉꌠ 1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
起头。2正如先知以赛亚书 

ꌟꃅ（ꀊꆨ꒰ꀨꋍꈨꇬꆏꁱꂷ“ꑱꌏꑸ”ꌕꂷꌠꇬꀋ

ꐊ），ꑠꃅꉉ： 
“ꇬꉚ！ꉢꉠꊩꌺꁆꌌꅽꂴꆽꄉꈜ

ꊨꈜꄐ。 

上记着说（有古卷无“以赛亚”三字）： 
 

“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
你前面，预备道路。 

3ꇈꈬꇉꃪꇬ，ꊾꂷꏅꄉꉉ： 
‘ꌋꈭꈜꄐꏤꄉ，ꋍꈝꃀꄻꌊꎃꊒ

ꃅꄉ’ꄷ”ꄷ。 

3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 
‘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
路。’” 

4ꅇꋋꈨꇬꈴꄉ，ꒀꉴꇁꀐ，ꋌꇈ

ꈬꇉꃪꄉꊾꋋꑣ，ꉪꁏꄺꀱꌠꋋꑣꏦ

ꃤꄜꁊ，ꑽꃤꁳꏆꃤꊌꎻ。5ꒀꄠꑭꊂ

ꌋꆀꑳꇊꌒꇌꊿꃅꅐꌊꒀꉴꄷꄉ，ꋀ

ꑽꃤꉉꏚ，ꑻꄉꒊꃀꇬꄉꋌꁳꋀꋋꑣ

ꎻ。6ꒀꉴꇭꀧꆹꉼꃀꑐꃢꈚ，ꐧꆹꆭ

ꑆꐧꃬꅑ，ꈋꆹꍈꀮꌋꆀꃪꐚꒉꋠ。

7ꋌ：“ꊿꉠꊂꇁꑠꂷꊋꃤꉢꒈꀋꋌ，

ꉡꆹꐧꌧꈎꄉꋍꑬꅮꌦꏣꈌꌠꂯꄻꀋ

ꋭ。8ꉡꆹꀆꐒꌌꆍꊇꋋꑣ，ꋋꆹꌃꎔ

4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
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
得赦。5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
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
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
洗。6约翰穿骆驼毛的衣服，腰
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
7他传道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
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
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8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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ꒌꌌꆍꋋꑣꇁ”ꄷꑠꃅꌋꇗꅉꁊ

ꐺ。 
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
圣灵给你们施洗。” 

 

ꑳꌠꋋꑣꊪ 耶稣受洗 
9ꀊꋨꄮꇬ，ꑳꌠꆹꏤꆀꀕꃅꄷꇂ

ꌒꇍꄉꇁ，ꋌꇁꌊꑻꄉꒊꃀꇬꄉꒀꉴ

ꄷꋋꑣꊪꀐ。10ꋌꒉꇬꄉꄓꇁꈭꐨ

ꆏ，ꂿꃅꐞꏅꀐꌠꋌꂿ，ꌃꎔꒌꄤꆳ

ꂷꌡꃅꇁꌊꋍꆼꁠꇬꐛ。11ꉈꑴꂿꃅ

ꇬ：“ꆎꆹꉠꌺꉢꇫꉂꂶꌠꉬ，ꉢꆎꉌ

ꃹꑓꐛ”ꃅꃚꋒꑠꇫꈌꐚ。 

9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
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
的洗。10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
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
降在他身上。11又有声音从天上
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
你。” 

 

ꑳꌠꌌꉪꌠꊝ 耶稣受试探 
12ꌃꎔꒌꆹꑳꌠꋌꇤꅷꇈꈬꇉꃪ

ꁧ。13ꑳꌠꇈꈬꇉꃪꄉꌑꄉꇱꌌꃅꐎ

ꇖꊰꑋꂷꌌꉪ，ꄷꀋꁧꑋꁮꉆꁮꌋꆀ

ꐯꈽꐥ，ꉈꑴꉬꉎꊩꌺꋋꀨꎹꇁꌠ

ꐥ。 

12圣灵就把耶稣催到旷野里
去。13他在旷野四十天受撒但的
试探，并与野兽同在一处，且
有天使来伺候他。 

 

ꏦꆀꀕꄉꇬꂾꇬꇗꅉꄜ 开始在加利利传道 
14ꒀꉴꏦꑳꃹꈭꐨꆏ，ꑳꌠꇁꌊ

ꏤꆀꀕꑟꄉ，15ꋌ：“ꃅꑍꃅꉖꇎꀐ，

ꏃꃅꌋꇩꑟꇁꂯꀐ！ꆍꊇꉪꁏꄺꀱ

ꄉ，ꌒꅇꑇꄡꑟ”ꃅꏃꃅꌋꌒꅇꄜ

ꉺ。 

14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
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15说：
“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
当悔改，信福音。” 

 

ꉛꈹꊿꇖꑻꇳꍝ 呼召四个渔夫 
16ꑳꌠꏤꆀꀕꎿꋮꍬꐺꄮꇬ，ꑭ

ꂱꌋꆀꑭꂱꀁꑳꉢꄓꆺꑋꎿꇬꄉꉛꐱ

ꐺꌠꋌꂿ；ꋀꊇꑴꅉꆹꉛꈹꊿꉬ。

17ꑳꌠꋀꊇꏯ：“ꉠꊂꈹꇁ，ꉢꆍꁳ

ꊿꊊꇬꉛꊌꌠꌡꎻꂿ”ꄷ。18ꋋꇅ

16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
走，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
得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
鱼的。17耶稣对他们说：“来跟
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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ꃅꉛꐱꋍꑊꇵꇫꎭꇈꀕ，ꋍꊂꈹꁧ

ꀐ。19ꑳꌠꁨꀁꎴꌹꍈꆹꇬꆏ，ꉈꑴ

ꑭꀺꄠꌺꑸꇱꌋꆀꑸꇱꀁꑳꒀꉴꑋꇉ

ꇬꄉꉛꐱꅋꇫꑌꌠꋌꂿ。20ꑳꌠꋍꑊ

ꋌꊌꂿꄷꌦꆏ，ꋍꑊꏭꇳꍝꄉ，ꋍꑊ

ꀉꄉꑭꀺꄠꌋꆀꋍꏤꊋꃅꊿꈧꌠꋍꑊ

ꇤꇉꇬꎭꇈꀕ，ꋍꑊꑳꌠꊂꈹꁧꀐ。 

一样。” 
18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
他。19耶稣稍往前走，又见西庇
太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
翰在船上补网。20耶稣随即招呼
他们，他们就把父亲西庇太和
雇工人留在船上，跟从耶稣去
了。 

 

ꀋꎴꀋꈻꑊꋌꈹꅐꇁ 赶出污鬼 
21ꏦꀙꇊꑞꄮꇬꆏ，ꑬꆏꄹꉇꑳꌠ

ꆹꌊꉻꏑꅉꇬꄉꊿꉗꊿꂘ。22ꉹꁌꇬ

ꈀꑌꌠꃅꋍꉙꅇꂘꅇꋀꋌꇰꌐ，ꑞꃅ

ꆏ，ꑳꌠꋀꂘꇬꁱꂷꌤꃅꊿꀋꌡꃅ，

ꊿꌄꈌꃀꈌꐤꂷꌋꆀꐯꌟ。23ꉻꏑꅉ

ꇬꊿꑊꋌꀋꎴꀋꈻꐊꑠꂷꑳꌠꏭ：

24“ꇂꌒꇍꊿꑳꌠꀋ！ꉪꊇꌋꆀꆏꐮ

ꃴꅐꅍꑟꑵꐥ？ꆏꉪꊇꈔꋏꇁꌠꅀ？ꉡ

ꆹꆏꈀꄸꉬꌠꉢꅉꐚ，ꆎꆹꏃꃅꌋꃤꌃ

ꎔꂶꌠꉬ”ꃅꏅ。25ꑳꌠꇬꏭꊨꀖ

ꄉ：“ꆏꄡꁵꍃꃅꄉ，ꊿꋋꂷꇭꀧꇬ

ꄉꅐꇁ！”ꄷ。26ꑊꋌꀋꎴꀋꈻꂶꌠ

ꊿꀊꋨꂷꋌꎼꋍꏿꑬꀜꇇꏾꇈ，ꏄꅉ

ꃅꊿꂶꌠꇭꀧꇬꄉꅐꇁꀐ。27ꉹꁌꈧ

ꌠꋌꇰꈌꉛꀕꄉ：“ꋍꑠꑞꌤꉬ？ꑠꆹ

ꇗꅉꀊꏀꏢꉬ！ꋌꌅꈌꌌꑊꋌꀋꎴꀋ

ꈻꌠꏭꉉꇬ，ꑊꋌꂯꋍꅇꃅꅲꀐ”ꃅ

ꐮꏯꅲ。28ꄚꄉꑳꌠꂓꌗꆏ，ꏤꆀꀕ

ꃄꇖꄹꊂꃅꈨꈴꌐꀐ。 

21到了迦百农，耶稣就在安
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22众人很
希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
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
士。23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污
鬼附着，他喊叫说：24“拿撒勒
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
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
是谁，乃是神的圣者。”25耶稣
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
身上出来吧！”26污鬼叫那人抽
了一阵风，大声喊叫，就出来
了。27众人都惊讶，以致彼此对
问说：“这是什么事？是个新道
理啊！他用权柄吩咐污鬼，连
污鬼也听从了他。”28耶稣的名
声就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 

 

ꉹꁌꋌꇱꉃꌒ 医好众人 
29ꋀꊇꉻꏑꅉꇬꄉꅐꇁꈭꐨꆏ， 29他们一出会堂，就同着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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ꐯꇯꑸꇱ、ꒀꉴꐊꑭꂱꌋꆀꉢꄓꆺ

ꏤꅍꃹ。30ꑭꂱꀀꃀꂶꌠꑅꎸꊸꄉꆅ

ꇬꀀꎍꌠꊿꉉꑳꌠꇰ。31ꑳꌠꇁꌊꇇ

ꁉꇬꄉꑟꂱꀀꃀꋌꄖꀍꉀꎼꇁꇬꆏ，

ꋍꑅꎸꊸꌠꋋꇅꃅꆏꀐ，ꋌꄓꌊꋀꊇ

ꀨꎹꇁ。32ꃅꈊꉘꁮꈞꆈꃸꄮꇬꆏ，

ꊿꆅꌠꈀꐥꌠꌋꆀꑊꋌꐊꌠꃅꊿꇱ

ꏃꑳꌠꄷꑟꇁꌐ。33ꇓꈓꋋꂷꇬꊿꃅ

ꇁꌊꀃꈈꁭꑭꏓꌐ。34ꑳꌠꆹꊿꆅꋍ

ꑞꋍꑵꊌꌠꑠꈍꑋꃅꋌꉃꌒꌐ，ꉈꑴ

ꑊꋌꈍꑋꃅꋌꇱꈹꇫꎭ，ꑊꋌꈧꌠꑳ

ꌠꈀꄸꉬꌠꋀꌧꄉ，ꑳꌠꋀꊇꁳꁱꐭ

ꀋꎽ。 

各、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得烈
的家。30西门的岳母正害热病躺
着，就有人告诉耶稣。31耶稣进
前拉着她的手，扶她起来，热
就退了，她就服事他们。32天晚
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
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
前。33全城的人都聚集在门前。
34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
人，又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
话，因为鬼认识他。 

 

ꇿꇬꄉꑌꇗꅉꄜ 各处传道 
35ꊁꄹꉇ，ꃅꀋꄜꌦꇬꇯꆐꑳꌠꄓ

ꌊꇈꈬꇉꃪꄉꈼꂟꁧ。36ꑭꂱꌋꆀꋍ

ꐋꀨꈧꌠꑳꌠꎹꆹ；37ꑳꌠꋀꎹꊊꄮꇬ

ꆏ，ꇬꏭ：“ꉹꁌꉬꇮꆏꎷꐺꌐ”
ꄷ。38ꑳꌠꆏꋀꏭ：“ꉪꊇꀉꁁꃅꄷ

ꁧꉆ，ꑲꇽꁡꇤꈛꑌꈧꌠꇬꁧ，ꉡꑌ

ꀊꄶꇬꄉꇗꅉꄜꁧꂿ，ꑞꃅꆏ，ꉡꆹꌤ

ꋌꐘꒉꄸꃅꄉꇁꌠ”ꄷ。39ꄚꄉꑳꌠ

ꇁꏤꆀꀕꃅꄷꑟꇈ，ꉻꏑꅉꇬꃹꄉꇗ

ꅉꁊ，ꑊꋌꈹ。 

35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
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
去，在那里祷告。36西门和同伴
追了他去；37遇见了就对他说：
“众人都找你。”38耶稣对他们
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
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
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
39于是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
堂，传道赶鬼。 

 

ꊿꆓꂷꁦꎴꅐ 洁净麻风病人 
40ꊿꆓꒈꉘꐛꑠꂷꇁꌊꑳꌠꏭꇖ

ꂟ，ꁡꊭꃄꇴꄂꄉ，ꋍꏭ：“ꀋꄸꄷ

ꆏꉬꅲꑲꆏ，ꆏꀋꎪꃅꉢꁳꁦꎴꅐꎻ

ꄎ”ꄷ。41ꑳꌠꇫꎭꃅꉈꀐ，ꋍꇇꋌ

ꎇꊿꆓꂶꌠꉩꄉ，ꇬꏭ：“ꉢꉬꅲ

40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
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
必能叫我洁净了。”41耶稣动了
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
肯，你洁净了吧！”42大麻风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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ꑴ，ꆏꁦꎴꅐꀐꀞ！”ꄷ。42ꆓꌋꂶ

ꌠꋋꇅꃅꋍꇭꀧꇬꄉꐞꁧꀐ，ꋌꁦꎴ

ꅐꀐ。43ꑳꌠꏟꈯꀕꃅꇬꏭꉉꇈ，ꋌ

ꑳꌠꇱꇤꅷꁧ，44ꑳꌠꋍꏭ：“ꆏꑴ

ꌠꋓꉪꁨꄉ，ꌤꋌꐘꉉꊾꇰꀋꉆ，ꆏ

ꅽꇭꀧꀉꄂꄻꆦꑝꊿꁳꍤꉚꎻ，ꉈꑴ

ꆏꁦꎴꅐꀐꒉꄸꃅ，ꃀꑭꈁꉉꌠꈁꁠ

ꈧꌠꄻꇬꏽꄉ，ꌌꊫꄲꃅꄉꄻꉹꁌ

ꀨ”ꄷ。45ꊿꂶꌠꅐꁧꈭꐨꆏ，ꀱꌊ

ꅇꂷꈍꑋꃅꉉꄉ，ꌤꋌꐘꀋꈨꅉꀋꐥ

ꀐ，ꑠꃅꄉ，ꑳꌠꋌꎼꋌꉈꆏꄇꄜꋊꄉ

ꇓꈓꇬꃹꀋꉆꀐ，ꃅꅍꎷꀋꊌꃅꉈꏭ

ꇈꈬꇉꃪꀉꄂꐥ。ꄚ，ꊿꅶꁮꍯꇉ

ꀀꌠꃅꄓꋌꎷꇁꌐ。 

时离开他，他就洁净了。43耶稣
严严地嘱咐他，就打发他走，
44对他说：“你要谨慎，什么话
都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
给祭司察看，又因为你洁净
了，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
对众人作证据。”45那人出去，
倒说许多的话，把这件事传扬
开了，叫耶稣以后不得再明明
地进城，只好在外边旷野地
方。人从各处都就了他来。 

 

ꊿꄣꅐꂷꋌꉃꌒ 医好瘫痪者 

2 ꈍꑋꑍꐛꈭꐨꆏ，ꑳꌠꀱꉈꑴꏦ

ꀙꇊꃸꌦꀐ。ꑳꌠꑳꇬꐥꌠꊿ 2 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迦
百农。人听见他在房子里， 

ꈨꇬꆏ，2ꊿꈍꑋꈍꑋꃅꇁꀊꄶꏓꌐ

ꄉ，ꀃꈈꁭꑭꑠꇬꂯꊿꏸꑭꄔꍢꅉꎷ

ꀋꊌꀐ，ꄚꄉꑳꌠꋀꏭꇗꅉꉉꄜ。

3ꊾꈨꈈꇉꌌꊿꄣꅐꑠꂷꋀꐔꌊꑳꌠ

ꂿꇁ，ꋋꆹꊿꇖꑻꐔꌊꇁ；4ꄚ，ꊿꀉ

ꑌꇨꄉ，ꋀꈏꃹꆹꀋꄐꀐ，ꄚꄉꑳꌠꇫ

ꐥꌠꑳꂶꌠꑳꁭꋀꀺꄉ，ꈴꉆꇬꆏ，

ꊿꄣꂶꌠꌋꆀꋍꈈꇉꃅꋀꄻꑳꁭꇬꎿ

ꎼꒉ。5ꋀꊇꑇꐨꉌꊋꑌꌠꑳꌠꊌꂿ

ꇬꆏ，ꋌꊿꄣꅐꂶꌠꏭ：“ꀉꑳꀋ！

ꅽꑽꃤꆹꏆꃤꊌꀐ”ꄷ。6ꁱꂷꌤꃅ

ꊿꑠꈍꑍꑹꀊꄶꇬꑌ，ꋀꉌꃀꄸꈐꆏ：

7“ꊿꋋꂷꑞꃅꅇꂷꑠꉉꌠꉬ？ꋌꍍ

ꋉꄸꄀꅇꉉ，ꏃꃅꌋꀉꄂꑲꆏ，ꀉꁁ

2就有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前
都没有空地，耶稣就对他们讲
道。3有人带着一个瘫者来见耶
稣，是用四个人抬来的；4因为
人多，不得近前，就把耶稣所
在的房子，拆了房顶，既拆通
了，就把瘫者连所躺卧的褥子
都缒下来。5耶稣见他们的信
心，就对瘫者说：“小子，你的
罪赦了。”6有几个文士坐在那
里，心里议论，说：7“这个人为
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僭妄的话
了，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
呢？”8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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ꈀꄸꂷꑽꃤꄻꊿꏆꄎ？”ꃅꉪ。8ꑳ

ꌠꆹꋀꊇꉌꃀꄸꈐꇬꑠꃅꈋꍣꌠꋌꅉ

ꐚꄉ，ꋀꏭ：“ꆍꉌꃀꄸꈐꇬꑞꃅꑠ

ꃅꈋꍣꌠꉬ？9ꊿꄣꅐꋋꂷꏭ：‘ꅽꑽ

ꃤꆹꏆꃤꊌꀐ’ꄷ，ꅀ‘ꄓꇁ！ꅽꈈ

ꇉꏓꌊꈛꎼ’ꄷꇬ，ꑟꑵꄈꈝꐮ？

10ꄚ，ꆍꁳꊾꌺꆹꃄꅉꇬꄉꑽꃤꏆꌅꈌ

ꐥꌠꅉꐚꎻ”ꄷ。ꑠꃅꄉ，ꋌꊿꄣꅐ

ꂶꌠꏭ：11“ꉢꅽꏯꉉ，ꄓꇁ！ꅽꈈꇉ

ꏓꌊꀁꇬꁧꌶ”ꄷ。12ꊿꀊꋨꂷꄓ

ꇬꉆꇈ，ꋋꇅꃅꋍꈈꇉꋌꏓꌊꉹꁌꂾ

ꄉꁖꁧꀐ；ꉹꁌꃅꋌꇰꈌꉛꀕꌐꄉ，

ꀑꒉꑊꒉꋀꏮꏃꃅꌋꄀꄉꑠꃅꉉ：

“ꉪꊇꐥꅷꇁꌤꑠꃅꐙꑠꉪꋋꂿꀋ

ꋻ”ꄷ。 

样议论，就说：“你们心里为什
么这样议论呢？9或对瘫者说：
‘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
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
呢？10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
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瘫者
说：11“我吩咐你，起来！拿你
的褥子回家去吧。”12那人就起
来，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面
前出去了；以致众人都惊奇，
归荣耀与神说：“我们从来没有
见过这样的事。” 

 

ꆺꃥꇳꍝ 呼召利未 
13ꑳꌠꉈꑴꎿꋮꁦꌦ，ꉹꁌꃅꋍꊂ

ꈹꇁꌐꄉ，ꋌꋀꊇꉙꂘ。14ꑳꌠꇫꈴ

ꒈꄮꇬ，ꑸꇍꃏꌺꆺꃥꂶꌠꇗꏸꎳꈌ

ꇬꑌꌠꋌꂿꇈ，ꋌꇬꏭ：“ꆏꉠꊂꈹ

ꇁ”ꄷꇬꆏ，ꋌꄓꑳꌠꊂꈹꇁꀐ。

15ꑳꌠꆺꃥꏤꅍꑌꄉꋙꋠꄮꇬ，ꇗꏸ

ꎴꊿꀉꑌꈨꌋꆀꑽꊿꈨꑳꌠꌋꆀꋍ

ꌶꌺꈧꌠꈿꄉꋙꋠ；ꑞꃅꆏ，ꊿꑳꌠ

ꊂꈹꐺꌠꑠꀉꑌꃅꐥ。16ꃔꆀꌏꊿꈬ

ꄔꁱꂷꌤꃅꊿ（ꀊꆨ꒰ꀨꋍꈨꇬꆏ“ꁱꂷꌤꃅꊿ

ꌋꆀꃔꆀꌏꊿ”ꃅꅑ）ꆹꑳꌠꑽꊿꌋꆀꇗꏸ

ꎴꊿꈿꄉꋙꋠꌠꋀꊌꂿꇬꆏ，ꋀꑳꌠ

ꌶꌺꏭ：“ꋌꇗꏸꎴꊿꌋꆀꑽꊿꈿꄉ

ꋟꅝꅀ？”ꄷ。17ꅇꋋꈨꑳꌠꊌꈨꇈ

ꋌꋀꊇꏯ：“ꊿꇭꀧꎸꄜꃪꌠꆹꆅꉁ

13耶稣又出到海边去，众人
都就了他来，他便教训他们。
14耶稣经过的时候，看见亚勒腓
的儿子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
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
来，跟从了耶稣。15耶稣在利未
家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
和罪人与耶稣并门徒一同坐
席，因为跟随耶稣的人很多。
16法利赛人中的文士（有古卷作“文

士和法利赛人”）看见耶稣和罪人并
税吏一同吃饭，就对他门徒
说：“他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
吗？”17耶稣听见，就对他们
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



ꂶꈌꌒꅇ  2 111 马可福音  2 

 

ꊿꈀꄻꀋꅐ，ꊿꆅꐥꈻꐥꌠꀉꄂꆅꉁ

ꊿꈀꄻꅐ，ꉢꇁꌠꊇꅉꆹꑖꊿꇳꍝꇁ

ꌠꀋꉬꃅ，ꑽꊿꇳꍝꇁꌠꉬ”ꄷ。 

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
召义人，乃是召罪人。” 

 

ꋚꈻꃆꂮꉉ 关于禁食问题 
18ꀊꋨꄮꇬ，ꒀꉴꌶꌺꌋꆀꃔꆀ

ꌏꊿꋚꈻ。ꋀꇁꌊꑳꌠꏭ：“ꒀꉴ

ꌶꌺꌋꆀꃔꆀꌏꊿꌶꌺꋚꈻ，ꄚ，ꅽ

ꌶꌺꆏꀱꌊꋚꀋꈻ，ꑠꆹꑞꒉꄸꉬ？”
ꄷꅲ。19ꑳꌠꆏꋀꊇꏯ：“ꌐꊈꀊꏀ

ꌋꆀꋍꐊꑭꐯꈽꐥꑴꌦꄮꇬ，ꋍꐊꑭ

ꈧꌠꈍꃅꋚꈻꉆꂯ？ꌐꊈꀊꏀꋀꈽꐥ

ꑴꌦꇬ，ꋀꋚꈻꀋꉆ。20ꄚ，ꃅꑍꑟꇁ

ꂯꄮꆏ，ꌐꊈꀊꏀꋀꐞꁧ，ꀊꋨꄹꉇ

ꆏ，ꋀꊇꋚꈻꌠꉬ。 

18当下，约翰的门徒和法利
赛人禁食。他们来问耶稣说：
“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
禁食，你的门徒倒不禁食，这
是为什么呢？”19耶稣对他们
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
候，陪伴之人岂能禁食呢？新
郎还同在，他们不能禁食。20但
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
那日他们就要禁食。 

21ꊿꂪꌦꀊꏀꌠꌌꃢꈜꀉꆹꌠꇬ

ꅋꁁꏿꌠꐥꀋꇮ；ꑠꀋꉬꑲꆏ，ꂪꌦꀊ

ꏀꂶꌠꃢꈜꀉꆹꈫꌠꋌꈻꐞꏅ，ꏄꈌ

ꀊꅰꃅꀉꒉꌠꉬ。22ꊿꎧꏸꀊꏀꌠꌌ

ꑷꆱꀉꆹꌠꇬꊐꌠꑌꐥꀋꇮ；ꑠꀋꉬꑲ

ꆏ，ꑷꆱꎧꂨꐞꏅꇈ，ꎦꌋꆀꑷꆱꐯ

ꇯꆿꐛꌠꉬ；ꎧꀊꏀꌠꄻꑷꆱꀊꏀꌠ

ꇬꊐꄉꌠꀉꄂꐥ”ꄷ。 

21没有人把新布缝在旧衣服
上，恐怕所补上的新布带坏了
旧衣服，破得就更大了。22也没
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恐
怕酒把皮袋裂开，酒和皮袋就
都坏了；惟把新酒装在新皮袋
里。” 

 

ꑬꆏꄹꉇꎭꅪꊴ 安息日掐麦穗 
23ꑬꆏꄹꉇꑠꑍ，ꑳꌠꎭꃅꇬꈴ

ꒉ。ꋍꌶꌺꇫꈴꒈꄮꇬꆏ，ꋀꎭꅪꊴ

ꀐ。24ꃔꆀꌏꊿꑳꌠꏭ：“ꇬꉚ！ꋀ

ꑬꆏꄹꉇꑞꃅꌤꃅꀋꉆꌠꃅ？”ꄷ。

25ꑳꌠꆏꋀꊇꏯ：“ꄊꃥꌋꆀꋋꐊꈧ

ꌠꋠꅍꀋꊌꃅꀃꃀꂮꄮꇬꈀꃅꈁꑽꌠ

ꌤꁱꏂꀨꇬꄀꄉꈧꌠ，ꆍꇫꀘꀋꋻꅀ？

23耶稣当安息日从麦地经
过。他的门徒行路的时候掐了
麦穗。24法利赛人对耶稣说：
“看哪！他们在安息日为什么做
不可做的事呢？”25耶稣对他们
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
人缺乏、饥饿之时所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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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ꑸꀘꑸꄣꆦꑝꌌꁈꄺꄮꇬ，ꋌꈍꃅꏃ

ꃅꌋꑷꂿꇬꃹꆹꇈ，ꄻꇫꎆꄉꌠꎬꁱ

ꈧꌠꋌꇣꋠ，ꉈꑴꋌꁸꊿꋋꐊꈧꌠꍈ

ꌠꉬ？ꎬꁱꋋꈨꆹꆦꑝꊿꀉꄂꑲꆏ，ꀉ

ꁁꊿꈀꄸꑌꇫꋠꀋꉆꌠ”ꄷ。27ꋌ

ꉈꑴꋀꏭ：“ꑬꆏꄹꉇꆹꊿꎁꃅꄻꄉ

ꌠ，ꊾꆹꑬꆏꄹꉇꎁꃅꄻꄉꌠꀋꉬ；

28ꑠꅹ，ꊾꌺꑌꑬꆏꄹꉇꌌꁈꉬ”
ꄷ。 

你们没有念过吗？26他当亚比亚
他作大祭司的时候，怎么进了
神的殿，吃了陈设饼，又给跟
从他的人吃？这饼除了祭司以
外，人都不可吃。”27又对他们
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
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28所以人
子也是安息日的主。” 

 

ꊿꇇꈬꐙꂷ 手萎缩的人 

3 ꑳꌠꀱꉻꏑꅉꇬꃹꆸꌦ，ꀊꄶꇬ

ꊿꇇꁆꈬꐙꑠꂷꇫꐥ。2ꉹꁌꑳ 3 耶稣又进了会堂；在那里有
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2众 

ꌠꊂꅇꎹꏢꉨꄉ，ꋀꑳꌠꑬꆏꄹꉇꊿ

ꆅꉁꅀꀋꉃꌠꆈꍮ。3ꑳꌠꆏꊿꇇꋍ

ꁆꈬꐙꂶꌠꏭ：“ꄓꇁ，ꄚꇢꊪꇬꉆ

ꄉ”ꄷ。4ꋌꉈꑴꉹꁌꏭ：“ꑬꆏꄹ

ꉇꌤꂃꌠꌋꆀꀋꂄꌠ，ꀑꇬꈭꋏꌠꌋ

ꆀꀑꇬꈔꋏꌠꑞꑵꃅꇬꄈꍑꌠꉬ？”
ꄷꅲ。ꋀꊇꐯꇯꁱꀋꐭꌐ。5ꑳꌠꇨ

ꇅꃃꋩꀕꃅꏮꋍꈭꋍꇍꋀꊇꉜ，ꋀꉌ

ꂵꆸꉂꇨꐛꅹ，ꋌꉌꐒꇁꎭ，ꋌꊿꂶ

ꌠꏭ：“ꅽꇇꎇꎼꇁ”ꄷꇈ，ꊿꂶꌠ

ꋍꇇꋌꎇꎼꇁꄷꆏ，ꋍꇇꁆꌠꌒꐛꅉ

ꐛꀐ。6ꃔꆀꌏꊿꅐꁧꇈ，ꊿꑝꇊꁥ

ꌠꌋꆀꐯꇯꈍꃅꑳꌠꈔꋏꉆꌠꌌꐮ

ꇖ。 

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不
医治，意思是要控告耶稣。3耶
稣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
来，站在当中。”4又问众人说：
“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
命，哪样是可以的呢？”他们都
不作声。5耶稣怒目周围看他
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就对
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
伸，手就复了原。6法利赛人出
去，同希律一党的人商议怎样
可以除灭耶稣。 

 

ꎿꋮꇬꉹꁌ 海边的众人 
7ꑳꌠꌋꆀꋍꌶꌺꀱꎿꋮꁧ，ꊿꈍ

ꑋꈍꑋꃅꏤꆀꀕꄉꋍꊂꈹꐺ。8ꉈꑴ

ꑳꌠꈀꃅꌠꌤꀉꒉꑠꋀꈨꋺꄉ，ꊿꈍ

7耶稣和门徒退到海边去，
有许多人从加利利跟随他。8还
有许多人听见他所做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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ꑋꈍꑋꃅꒀꄠ、ꑳꇊꌒꇌ、ꑳꄲ

ꂴ、ꑻꄉꒊꃀꅶꁉꌋꆀꄫꇊ、ꑭꄓ

ꈭꇋꄉꇁꌊꋍꄷꑟ。9ꊿꀉꑌꇧꐛ

ꅹ，ꋌꊿꇱꌌꆼꑐꂵꏦꄉ，ꋍꌶꌺꈧ

ꌠꁳꇉꀄꊭꑠꇷꎹꋌꑋꎻ。10ꊿꈍꑋ

ꃅꋌꇱꉃꌒꌐ，ꑠꃅꄉ，ꊿꆅꈁꊌꈧ

ꌠꃅꆼꑐꅷꁨꄉꋍꇭꀧꇬꉩꏾꌐ。

11ꑊꋌꀋꎴꀋꈻꌠꈍꄮꋋꂿꆏ，ꈍꄮꇇ

ꑭꃃꇵꀕꃅꋍꂾꄉ：“ꆎꆹꏃꃅꌋꌺ

ꉬ”ꃅꏅ。12ꑳꌠꀱꇊꀱꃅꋀꏭꋍ

ꅔꄡꀖꄷ。 

就从犹太、耶路撒冷、以土
买、约旦河外，并推罗、西顿
的四方，来到他那里。9他因为
人多，就吩咐门徒叫一只小船
伺候着，免得众人拥挤他。10他
治好了许多人，所以凡有灾病
的，都挤进来要摸他。11污鬼无
论何时看见他，就俯伏在他面
前，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
12耶稣再三地嘱咐他们，不要把
他显露出来。 

 

ꁆꄻꊩꌺꊰꑋꑼꌠꌊꄻ 拣选十二使徒 
13ꑳꌠꉘꁌꇬꁧꇈ，ꊨꏦꉪꐪꇬꈴ

ꄉꊿꋌꇴꌊꇁꄉ，ꋀꇁꋍꄷꑟ。14ꄚ

ꄉꁆꄻꊩꌺꊰꑋꑼꋌꌋꄉ，ꋀꁳꅉꀕ

ꃅꋌꈽꐥꎻ，ꋀꇤꅷꇗꅉꑌꁊꁧꎻ，

15ꉈꑴꑊꋌꈹꌅꈌꄻꋀꁳ。16ꊿꋋꊰ

ꑋꑼꆏ：ꑭꂱ（ꋌꉈꑴꑳꌠꄻꀺꄮꑌꂓ

ꄉ）；17ꑭꀺꄠꌺꑸꇱꌋꆀꑸꇱꀁꑳꒀ

ꉴ（ꊿꋋꑍꂷꉈꑴꌌꀠꆀꐕꑌꂓꄉ，

ꀠꆀꐕꆹꃅꊭꌺꄷꌠꄜ）；18ꉈꑴꀉꁁ

ꆏꉢꄓꆺ、ꃏꆀ、ꀠꄏꇊꂴ、ꂷ

ꄠ、ꄏꂷ、ꑸꇍꃏꌺꑸꇱ，ꄊꄠꌋ

ꆀꈁꁏꁥꌠꊿꑭꂱ；19ꉈꑴꑳꌠꃷꌠ

ꏤꇊꊿꒀꄊ。 

13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
思叫人来，他们便来到他那
里。14他就设立十二个人，要他
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
去传道，15并给他们权柄赶鬼。
16这十二个人有西门，耶稣又
给他起名叫彼得；17还有西庇太
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
翰，又给这两个人起名叫半尼
其，就是雷子的意思；18又有安
得烈、腓力、巴多罗买、马
太、多马、亚勒腓的儿子雅各
和达太，并奋锐党的西门；19还
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 

 

ꑳꌠꌋꆀꀙꑟꀮ 耶稣与别西卜 
20ꑳꌠꇁꌋꑲꂷꇬꃹ，ꄚꉹꁌꃅꀱ

ꀊꄶꏓꇁꌐꌦ，ꋀꊇꋚꂯꋠꀋꆷ。

21ꑳꌠꏣꃀꏣꑟꈧꌠꑠꋀꈨꇈ，ꅐꌊꋋ

20耶稣进了一个屋子，众人
又聚集，甚至他连饭也顾不得
吃。21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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ꈻꇁ，ꑞꃅꆏ，ꋀꊇꄹꇬꋌꃶꀐꄷ。

22ꑳꇊꌒꇌꄉꇁꌠꁱꂷꌤꃅꊿꄹꇬ：

“ꋋꆹꀙꑟꀮꐊꌠ”ꄷ；ꉈꑴ：“ꋋ

ꆹꑊꋌꃰꃅꉘꇉꄉꑊꋌꈹꌠ”ꄷꑌ

ꄹ。23ꋀꑳꌠꇱꇴꌊꇁꇈ，ꑳꌠꅺꌡ

ꅇꌌꋀꏭꋌꄷꉉ：“ꌑꄉꈍꃅꌑꄉꈹ

ꂯ？24ꀋꄸꄷ，ꇩꏤꂷꈏꇓꐮꏯꄉꇈꋯ

ꀋꑌꑲꆏ，ꇩꏤꀊꋨꂷꆹꇫꋦꀋꄐ；

25ꀋꄸꄷ，ꊿꋍꑷꈏꇓꐮꏯꄉꇈꋯꀋ

ꑌꑲꆏ，ꊿꀊꋨꑷꇫꋦꀋꄐ，26ꀋꄸꄷ

ꌑꄉꊨꏦꐮꏯꄉꇈꋯꀋꑌꑲꆏ，ꋋꆹ

ꇫꋦꀋꄐ，ꈍꃅꑌꈔꈤꌠꉬ。27ꊿꁦ

ꋠꀉꇨꑠꂷꀁꇬꃹꄉ，ꋍꎊꈬꇑꄎꌠ

ꀋꐥ；ꈍꃅꑌꂴꁦꋠꂶꌠꐒꈄꇬꑋꄉ

ꑲꆀ，ꋍꎊꈬꂷꇁꇑꆹꉆꌠꉬ。28ꉢ

ꇯꍝꃅꉉꆍꇰ，ꋧꃅꃰꊿꑽꃤꈀꐥꌠ

ꌋꆀꍍꋉꄸꄀꅇꈁꉉꌠꃅꐯꇯꏆꃤꊌ

ꉆ；29ꄚ，ꌃꎔꒌꏭꍍꋉꄸꄀꌠꆏꐩꋊ

ꐩꍂꃅꏆꃤꀋꊌꃅ，ꑽꃤꐩꋊꐩꍂꌠ

ꀵꄜ”ꄷ。30ꋀꄹꇬ：“ꋋꆹꑊꋌꀋ

ꎴꀋꈻꐊꌠ”ꄷꐛꅹ，ꋌꅇꂷꋋꈨꉉ

ꌠ。 

要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
了。22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
说：“他是被别西卜附着；”又
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23耶
稣叫他们来，用比喻对他们
说：“撒但怎能赶出撒但呢？
24若一国自相纷争，那国就站立
不住；25若一家自相纷争，那家
就站立不住，26若撒但自相攻打
纷争，他就站立不住，必要灭
亡。27没有人能进壮士家里，抢
夺他的家具；必先捆住那壮
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28我实
在告诉你们：世人一切的罪和
一切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
29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
免，乃要担当永远的罪。”30这
话是因为他们说：“他是被污鬼
附着的。” 

 

ꑳꌠꀉꂿꌋꆀꀁꑳꈧꌠ 耶稣的母亲及弟兄 
31ꋋꇅꇬ，ꑳꌠꀉꂿꌋꆀꀁꑳꈧ

ꌠꇁꉈꏭꉆꄉ，ꊿꇤꅷꋋꇴꆹꎻ。

32ꊿꈍꑋꃅꑳꌠꈭꇍꑌ，ꋀꊇꑳꌠꏭ：

“ꇬꉚ！ꅽꀉꂿꌋꆀꅽꀁꑳꈧꌠꀊꄶ

ꉈꏭꄉꆏꎷ”ꄷ。33ꑳꌠꆏ：“ꈀꄸ

ꆹꉠꀉꂿꉬ？ꈀꄸꆹꉠꃺꃶꀁꑳ

ꉬ？”ꃅꅲ。34ꑳꌠꏮꊿꋍꈭꋍꇍꑌ

ꈧꌠꉜꄉ：“ꇬꉚ！ꊿꋋꈨꆹꉠꀉꂿ

31当下，耶稣的母亲和弟兄
来站在外边，打发人去叫他。
32有许多人在耶稣周围坐着，他
们就告诉他说：“看哪！你母亲
和你弟兄在外边找你。”33耶稣
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
我的弟兄？”34就四面观看那周
围坐着的人，说：“看哪！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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ꌋꆀꉠꃺꃶꀁꑳꉬ。35ꏃꃅꌋꉪꐪꇬ

ꈁꍬꄉꃅꈧꌠꆏ，ꉠꃺꃶꀁꑳ、ꉠꅫ

ꃀꌋꆀꉠꀉꂿꉬꀐ”ꄷꇬꏭꅇꀱ。 

母亲，我的弟兄。35凡遵行神旨
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
母亲了。” 

 

ꋚꇕꇗꌠꅺꌡꁮꅉ 撒种的比喻 

4 ꑳꌠꉈꑴꎿꋮꄉꊿꉗꊿꂘ。ꊿ

ꈍꑋꈍꑋꃅꇁꌊꋍꄷꏓꌐꄉ，ꃅ 4 耶稣又在海边教训人。有许
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 

ꅍꎷꀋꊌꃅꋌꐂꇉꇬꑌ。ꇉꎿꇬꆏ

ꎍ，ꉹꁌꐯꇯꎿꇬꊫꄉꎿꋮꉆꌐ。

2ꑳꌠꅺꌡꁮꅉꌌꇗꅉꈍꑋꈨꋌꄻꋀ

ꊇꉙꂘ。ꋌꉙꂘꄮꇬ，ꋀꏭ：3“ꆍ

ꊇꅲꄉ，ꊿꋚꇕꇗꑠꂷꉈꏭꋚꇕꇗ

ꁧ。4ꇗꄮꇬ，ꇗꂷꀜꈛꁧꎍꌠꐥ，ꉌ

ꊭꉌꇓꇱꉄꅝꇫꎭꌐ。5ꀜꃅꆊꀁꄖ

ꌠꇓꂵꄩꎍꌠꐥ，ꃅꆊꀁꄖꐛꅹ，ꇗ

ꂷꀊꉗꀋꐛꃅꅿꁮꅿꇁ。6ꄚ，ꉘꁮꅐ

ꇁꄉꊼꇅꆗꄷꆏ，ꐴꀋꑌꐛꅹ，ꈬꐙ

ꀐ。7ꀜꍲꏪꇬꃹꌠꐥ，ꍲꅿꇁꈭꐨ

ꆏ，ꍲꇱꆼꒆꄉꂷꀋꅑꀐ。8ꉈꑴꀜ

ꃄꅉꆊꑌꅉꇬꃹꌠꐥ，ꐴꅿ，ꁦꒆ，ꂶ

ꂷꅑ，ꂶꂷꌕꊰꁧꁦꎆꃅꅑꌠꐥ，ꃘ

ꊰꁧꃅꅑꌠꐥ，ꋍꉐꁧꃅꅑꌠꐥ”

ꄷ。9ꋌꉈꑴ：“ꅺꅑꈨꉆꌠꆏ，ꇫꅲ

ꄡꑟ”ꄷ。 

上船坐下。船在海里，众人都
靠近海站在岸上。2耶稣就用比
喻教训他们许多道理。在教训
之间，对他们说：3“你们听啊，
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4撒的
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
吃尽了。5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
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6日
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
枯干了。7有落在荆棘里的，荆
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就不
结实。8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
发生长大，结实有三十倍的，
有六十倍的，有一百倍的。”9又
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ꑞꃅꅺꌡꁮꅉꉉ 比喻的目的 
10ꊿꇬꀋꐥꄮꇬꆏ，ꊿꑳꌠꊂꈹ

ꐺꌠꌋꆀꁆꄻꊩꌺꊰꑋꑼꌠꋍꏭꅺꌡ

ꅇꋋꈨꑞꄜꄷꅲ。11ꑳꌠꋀꏭ：“ꏃ

ꃅꌋꇩꌧꊋꂾꊋꌠꂁꌤꆹꄻꆍꁳꀉꄂ

ꅉꐚꎻ；ꀋꄸꄷ，ꉉꌊꌞꊿꀉꁁꇯꄮ

ꇬꆏ，ꌤꈀꐥꃅꌌꅺꌡꄉꉉꌐ， 

10无人的时候，跟随耶稣的
人和十二个门徒问他这比喻的
意思。11耶稣对他们说：“神国
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
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12叫 



ꂶꈌꌒꅇ  4 116 马可福音  4 
 

12‘ꋀꂾꆏꊌꂿ，ꄚ，ꇫꅉꀋꐚ； 
ꋀꈧꆏꊌꈨ，ꄚ，ꇫꐞꀋꉅ； 
ꑠꀋꉬꑲꆏ，ꋀꀱꏮꇁꄉꑽꃤꏆ

ꌠꊌꂵ’”ꄷ。 

‘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 
听是听见，却不明白； 
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
免。’” 

 

ꋚꇕꇗꌠꅺꌡꁮꅉꉉꀽ 解释撒种的比喻 
13ꋌꉈꑴꋀꏭ：“ꅺꌡꁮꅉꋋꂷ

ꆍꇫꐞꀋꉅꅀ？ꑠꉬꑲꆏ，ꈍꃅꄉꅺꌡ

ꁮꅉꈀꐥꌠꐝꉅꄎꂯ？14ꊿꋚꇕꇗꂶ

ꌠꈁꇗꌠꆹꇗꅉꉬ。15ꇗꂷꀜꈛꁧꎍ

ꈧꌠꆏ，ꊿꇗꅉꈨꈭꐨ，ꋋꇅꃅꌑꄉ

ꇁꌊꋍꉌꂵꇬꈁꀀꌠꋌꇑꌊꁧꌠꄜ。

16ꀜꇓꄩꎍꈧꌠꆏ，ꊿꇗꅉꈨꈭꐨ，ꋋ

ꇅꃅꉌꇿꑓꇿꃅꇗꅉꊪ；17ꄚ，ꋀꉌꂵ

ꇬꐴꀋꑌꄉ，ꋍꇅꌺꀉꄂꐛꇈ，ꊁꇗ

ꅉꐛꅹꃅꎭꊝꅧꊝ，ꅀꊿꌌꆼꍅꆹꆋ

ꄮꇬꆏ，ꋋꇅꃅꇗꅉꀂꏽꄉꅞꌠꄜ。

18ꉈꑴꇗꂷꀜꍲꏪꇬꃹꈧꌠꆏ，ꊿꇗ

ꅉꈨꈭꐨ，19ꊁꆏꋧꃅꐒꊀꐨ、ꎆꋚ

ꁍꃕꐨꌋꆀꀉꁁꊨꏦꏾꅍꑠꈏꃹꇁ

ꄉ，ꇗꅉꋌꆼꒆꄉꂷꅑꇁꀋꄐꌠꄜ。

20ꇗꂷꀜꃄꅉꆊꑌꅉꇬꃹꈧꌠꆏ，ꊿ

ꇗꅉꈨꈭꐨꆏ，ꇗꅉꊪ，ꄷꀋꁧꂶꂷ

ꅑ，ꌕꊰꁧꁦꎆꃅꅑꌠꐥ，ꃘꊰꁧꃅꅑ

ꌠꐥ，ꋍꉐꁧꃅꅑꌠꐥꌠꄜ”ꄷ。 

13又对他们说：“你们不明白
这比喻吗？这样怎能明白一切
的比喻呢？14撒种之人所撒的，
就是道，15那撒在路旁的，就是
人听了道，撒但立刻来，把撒
在他心里的道夺了去。16那撒在
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
立刻欢喜领受；17但他心里没有
根，不过是暂时的；及至为道
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
刻就跌倒了。18还有那撒在荆棘
里的，就是人听了道，19后来有
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
样的私欲；进来把道挤住了，
就不能结实。20那撒在好地上
的，就是人听道，又领受，并
且结实，有三十倍，有六十
倍，有一百倍的。” 

 

ꂶꀧꇂꃴꄉꌠꂷꇭ 在斗底下的灯 
21ꑳꌠꉈꑴꋀꏭ：“ꊿꂷꇭꌌꇁ

ꇬ，ꄻꂷꇭꄈꅉꇬꀋꄉꃅ，ꄻꂶꀧꌋ

ꆀꀀꈤꇂꃴꊐꄉꅀ？22ꑞꃅꆏ，ꌤꆿꂁ

ꄉꌠꆹꅔꅐꀋꇁꌠꀋꐥ，ꌤꆿꉱꄉꌠꆹ

ꅔꁖꀋꇁꌠꀋꐥ。23ꅺꅑꈨꉆꌠꆏ，

21耶稣又对他们说：“人拿灯
来。岂是要放在斗底下、床底
下，不放在灯台上吗？22因为掩
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
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23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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ꇫꅲꄡꑟ”ꄷ。24ꋌꉈꑴ：“ꆍꈀ

ꅲꌠꋓꉪꁨꌶ。ꆍꎖꅍꑞꑵꌌꎖꌞ

ꊿꁵꆏ，ꋋꑌꀋꎪꃅꎖꅍꑞꑵꌌꎖꆍ

ꁳꌠꉬ，ꄷꀋꁧ，ꀉꑌꃅꁦꎆꇱꆍꊇ

ꁵ。25ꑞꃅꆏ，ꐥꈧꌠꆏ，ꉈꑴꁦꎆꃅ

ꄻꋌꁳ；ꀋꐥꈧꌠꆏ，ꋍꈀꐥꍇꌠꂯꇑ

ꌊꁧ”ꄷ。 

耳可听，就应当听。”24又说：
“你们所听的要留心。你们用什
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
器量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
们。25因为有的，还要给他；没
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 

 

ꋚꁧꒉꁧꒆꌠꅺꌡꁮꅉ 种子成长的比喻 
26ꋌꉈꑴꑠꃅꉉ：“ꏃꃅꌋꇩꆹ

ꋚꇕꊿꄻꃄꅉꇬꇗꄉꌠꌡ。27ꈊꃀꀀ

ꑌꇴ，ꃅꄜꀀꄓꇁ，ꇗꂷꆹꅿꇁꄉꋍꑍ

ꋍꉙꃅꒆ，ꄚ，ꊿꂶꌠꆹꈍꃅꑠꃅꐙꌠ

ꋌꋋꅉꀋꐚ。28ꃄꅉꆿꍯꅐꌠꆹꋌꐛ

ꋌꐙꃅ：ꂴꆏꅿꁮꅿꇁ，ꊁꆏꅩꅐ，ꉈ

ꑴꋍꈭꐨꑲꆀꂷꈯꂷꑆꌠꅑ。29ꆿꍯ

ꂔꄮꇬꆏ，ꉊꈯꌌꇬꒇꁧ，ꑞꃅꆏ，ꒇ

ꋩꄮꑟꀐ”ꄷ。 

26又说：“神的国如同人把种
撒在地上。27黑夜睡觉，白日起
来，这种就发芽渐长，那人却
不晓得如何这样。28地生五谷是
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
穗，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子
粒。29谷既熟了，就用镰刀去
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 

 

ꃆꇗꀕꂷꅺꌡꁮꅉ 芥菜种的比喻 
30ꋌꉈꑴꑠꃅꉉ：“ꏃꃅꌋꇩꆹ

ꉪꊇꑞꌌꇫꅺꌡꉆꂯ？ꑞꌌꅺꌡꄉꄜ

ꋊꉆꂯ？31ꋋꆹꀋꇊꆏꃆꇗꂷꌡ，ꊪꃄ

ꅉꇬꊐꄈꄮꇬ，ꋍꇗꂷꋧꃅꇗꂷꑞꑵ

ꑌꀋꒊ；32ꄚ，ꊪꄉꈭꐨ，ꅿꇀꄮꇬꆏ，

ꁬꆰꊰꑋꑟꌠꏭꀋꋌꃅꀉꒉ，ꄷꀋ

ꁧ，ꇇꀕꈍꒈꃅꑠꅑꄉ，ꃅꃴꇬꉌꊭꉌ

ꇓꇯꋍꌐꒉꇂꃴꈌꏑꇁꉆ”ꄷ。 

30又说：“神的国，我们可用
什么比较呢？可用什么比喻表
明呢？31好像一粒芥菜种，种在
地里的时候，虽比地上的百种
都小；32但种上以后，就长起
来，比各样的菜都大，又长出
大枝来，甚至天上的飞鸟可以
宿在它的荫下。” 

 

ꅺꌡꁮꅉꌬꐨ 比喻的应用 
33ꑳꌠꅺꌡꁮꅉꑠꈍꑋꃅꌌꋀꈀ

ꅲꄎꅍꇬꈴꄉ，ꋀꏭꇗꅉꄜꉺ。34ꀋ

33耶稣用许多这样的比喻，
照他们所能听的，对他们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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ꄸꄷ，ꅺꌡꁮꅉꀋꌬꑲꆏ，ꋀꏭꇗꅉ

ꀋꄜ。ꊿꇬꀋꐥꄮꇬꆏ，ꇗꅉꈀꐥꌠ

ꃅꋌꉉꋍꌶꌺꇰ。 

道。34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
讲。没有人的时候，就把一切
的道讲给门徒听。 

 

ꒈꂃꒊꆱꆏ 平静风浪 
35ꀊꋨꄹꉖꈊꃀꆏ，ꑳꌠꋍꌶꌺꈧ

ꌠꏭ：“ꉪꊇꇉꑌꎿꅶꁉꁧꂿ”
ꄷ。36ꌶꌺꈧꌠꉹꁌꄷꄉꐞꇁ，ꑳꌠ

ꆹꄡꇗꇉꇬꑌꑴꌦ，ꄚꄉꋌꋀꇱꏃꋀ

ꐊꁧ；ꇉꀉꁁꈨꑌꋀꐊꁧ。37ꋋꇅꃅ

ꆲꇨꁏꇁꄉ，ꇉꇬꒈꂃꃹꀐ，ꄷꀋꁧ

ꇉꇶꌠꈐꏭꎿꒉꐛꀐ。38ꑳꌠꆹꇉꇶ

ꌠꂪꀠꇬꄉꀑꈑꅍꌌꀑꈑꄉꀀꑌꇴ

ꀐ。ꋌꋍꌶꌺꇱꀀꄖꎼꇁꄉ，ꋍꏭ：

“ꂘꃀꀋ！ꉪꊇꀑꇬꁮꂯꄉꀐ，ꆏꋌ

ꀋꅲꀐꅀ？”ꄷ。39ꑳꌠꀀꑌꇁꇈ，

ꃅꆳꏭꊨꀖ，ꋌꎿꏭ：“ꆏꌶ！ꂱꏵ

ꌶ”ꄷꇬꆏ，ꃅꆳꆏꄉ，ꂱꀕꏵꀕ

ꀐ。40ꑳꌠꋀꏭ：“ꆍꊇꑞꃅꏸꏦꌠ

ꉬ？ꆍꄡꇗꑇꐨꉌꊋꀋꑌꑴꌦꅀ？”

ꄷ。41ꌶꌺꈧꌠꀊꅰꃅꋌꇷꌊ：“ꊿ

ꋋꂷꇯꍝꃅꈀꄸꂷꉬꂯ？ꃅꆳꌋꆀꎿ

ꃀꂯꋍꅇꃅꅲ”ꃅꐮꏯꉉ。 

35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
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36门
徒离开众人，耶稣仍在船上，
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
的船和他同行。37忽然起了暴
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
满了水。38耶稣在船尾上，枕着
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
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
吗？”39耶稣醒了，斥责风，向
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
止住，大大地平静了。40耶稣对
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
没有信心吗？”41他们就大大地
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
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 

 

ꇱꇁꌜꊿꑊꋌꐉꂷꋌꉃꌒ 治好格拉森被鬼附的人 

5 ꋀꊇꇁꌊꎿꃀꅶꁉꇱꇁꌜꊿꀀꅉ

ꇬꑟ（ꀊꆨ꒰ꀨꋍꈨꇬꆏ“ꇱꇁꄒ”ꃅꅑꌠ 5 他们来到海那边格拉森人的
地方。2耶稣一下船，就有 

ꐥ）。2ꑳꌠꇉꇬꄉꐂꅔꇬꅜꄷꌦꆏ，

ꊿꑊꋌꀋꎴꀋꈻꐊꑠꂷꄃꁧꇬꄉꅐꋍ

ꏭꉜꄉꇁ。3ꊿꀊꋨꂷꅉꀕꃅꄃꁧꇬ

ꀀ，ꊿꇬꐒꄎꌠꀋꐥ，ꎸꉗꌌꐒꄉꇬ

ꑋꆐꀋꉬ。4ꑞꃅꆏ，ꋌꈍꑋꃢꃅꊿ

一个被污鬼附着的人，从坟茔
里出来迎着他。3那人常住在坟
茔里，没有人能捆住他，就是
用铁链也不能；4因为人屡次用
脚镣和铁链捆锁他，铁链竟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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ꌌꑬꎤꌋꆀꎸꉗꊐꄉꇬ，ꎸꉗꋌꇽꆼ

ꈘꇫꎭꇈ，ꑬꎤꈧꌠꑌꋌꇱꇽꇫꎭꌐ

ꄉ，ꊿꋍꄩꊋꄎꂷꐘꀋꈨ。5ꋌꑍꇁꌋ

ꀋꐥꃅꄃꁧꇬꌋꆀꉘꁌꇬꄉꏅ，ꉈꑴ

ꇓꂵꄌꌊꋍꇭꀧꇬꋲꇬꎷ。6ꋌꈍꎳ

ꃅꇢꅉꇬꄉꑳꌠꋌꂾꄮꇬꆏ，ꀥꌌꑳ

ꌠꂾꄉꀍꃈꄚꇁ。7ꃚꐕꉐꐓꄉ：

“ꋍꉎꀋꐥꌠꏃꃅꌋꌺꑳꌠꀋ！ꉢꋋ

ꂷꅽꃴꅐꅍꑞꐥ？ꉢꏃꃅꌋꏭꄐꄉꅽ

ꏯꈧꊰꀕꃅꉢꁳꎬꅧꄡꎽꄷꇖꂟ！”

ꄷ。8ꑞꃅꆏ，ꑳꌠꆹꑊꋌꏭ：“ꀋꎴ

ꀋꈻꑊꋌꀋ！ꊿꋋꂷꇭꀧꇬꄉꅐꇁ”

ꃅꉉꋺꒉꄸ。9ꑳꌠꇬꏭ：“ꆏꑞ

ꂓ？”ꄷꅲ。ꅇꀱꂶꌠꆏ：“ꉪꊇ

ꀉꑌꐛꅹ，ꉡꆹꊈꂓ”ꄷ；10ꄚꄉꀱꇊ

ꀱꃅꑳꌠꏭꋀꁳꃅꄷꀊꋩꈚꇬꐞꁧꄡ

ꎽꄷꇖꂟ。 

他挣断了，脚镣也被他弄碎
了；总没有人能制伏他。5他昼
夜常在坟茔里和山中喊叫，又
用石头砍自己。6他远远地看见
耶稣，就跑过去拜他，7大声呼
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
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指着神恳
求你，不要叫我受苦！”8是因耶
稣曾吩咐他说：“污鬼啊，从这
人身上出来吧。”9耶稣问他说：
“你的名叫什么？”回答说：“我
名叫群，因为我们多的缘故；”
10就再三地求耶稣，不要叫他们
离开那地方。 

11ꏦꏪꇬꆏ，ꃮꈍꒈꊈꀊꄶꐥ。

12ꑊꋌꑳꌠꏭ：“ꈧꊰꀕꃅꉪꊇꁳꃮ

ꀊꋨꊈꐊꁧꎻ”ꃅꇖꂟ。13ꑳꌠꈌ

ꁧꄉ，ꀋꎴꀋꈻꑊꋌꈧꌠꅐꌊꃮꊇꌠ

ꇬꃹꁧ。ꄚꄉꃮꊇꌠꑇꃪꇬꊐꄉ，ꊰ

ꎿꇬꃹꇈ，ꒉꅜꌦꌐꀐ，ꃮꃷꁨꑍꄙ

ꀊꇈꐥ。14ꃮꆫꈧꌠꆹꁈꁧꀐ，ꋀꀥ

ꇓꈓꌋꆀꑘꃅꁡꇤꇬꄉ，ꌤꋌꐘꋀꉉ

ꊾꇰꁧ。ꉹꁌꇁꌊꌤꑞꇫꅐꌠꉜ

ꇁ。15ꋀꊇꇁꑳꌠꄷꑟ，ꊿꂴꏭꑊꋌ

ꐊꂶꌠꇫꑌ，ꃢꈜꑌꈚꐺ，ꉌꂵꑌꃱ

ꐚꀐꌠꋀꊌꂿꇬꆏ，ꋀꊇꋌꇷꀐ。

16ꊿꌤꋌꐘꈀꂿꌠꆏ，ꊿꑊꋌꐊꂶꌠ

ꈀꊝꌠꌋꆀꃮꊇꌠꃆꂮꋀꉉꉹꁌꇰꌐ

11在那里山坡上，有一大群
猪吃食。12鬼就央求耶稣说：
“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附着猪
去。”13耶稣准了它们，污鬼就
出来，进入猪里去。于是那群
猪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
了。猪的数目约有二千。14放猪
的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
下的人。众人就来，要看是什
么事。15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
见那被鬼附着的人，就是从前
被群鬼所附的，坐着，穿上衣
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
怕。16看见这事的，便将鬼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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ꀐ。17ꑠꃅꄉ，ꉹꁌꑳꌠꏭꈧꊰꀕꃅ

ꋀꃅꄷꄡꐥꃅꁧꄷꇖꂟ。18ꑳꌠꐂꇉ

ꇬꑌꇬꆏ，ꊿꂴꏭꑊꋌꐊꂶꌠꀂꑳꌠ

ꐊꁧꄷꈧꊰꀕꃅꇖꂟ。19ꑳꌠꇫꉬꀋ

ꅲ，ꄚ，ꇬꏭ：“ꆏꀱꀁꇬꁧ，ꅽꏣꃀ

ꏣꑟꄷꄉ，ꌋꅽꇭꀧꇬꃅꌠꌤꈍꒈꌠ

ꉬꌠ，ꈍꃅꆎꎭꃅꉈꌠꉉꋀꊇꇰꁧ”
ꄷ。20ꊿꂶꌠꁧꀐ，ꑳꌠꈍꃅꋍꇭꀧ

ꇬꌤꇰꀋꃀꌠꃅꌠꋌꌌꄂꏦꀧꆀꄉꄜ

ꉺꇈ，ꉹꁌꃅꋌꇰꌐ。 

人所遇见的和那群猪的事，都
告诉了众人。17众人就央求耶稣
离开他们的境界。18耶稣上船的
时候，那从前被鬼附着的人恳
求和耶稣同在。19耶稣不许，却
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
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
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
告诉他们。”20那人就走了，在
低加波利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
等大的事，众人就都希奇。 

 

ꑸꇇꀋꃋꌋꆀꌋꅪꌦꒉꆄꂷꋌꉃꌒ 
睚鲁的女儿与摸耶稣衣服的妇
人 

21ꑳꌠꉈꑴꇉꑌꅶꁉꁦꌦ，ꊿꈍ

ꑋꃅꇁꌊꋍꄷꏓꌐ；ꋌꎿꋮꐺ。22ꊿ

ꉻꏑꅉꇬꏲꂠꌠꑸꇇꂓꑠꂷꑳꌠꂿ

ꇁ，ꋌꇁꌊꇇꑭꃃꇵꀕꑳꌠꂾꅞ。

23ꀱꇊꀱꃅꑳꌠꏭ：“ꉠꀋꃋꀄꊭꍇ

ꌠꌦꂯꄉꀐ，ꆏꈧꊰꀕꃅꇇꐛꋍꇭꀧ

ꇬꄀꄉ，ꋌꁳꌒꃅꅍꀋꐥꃅꇫꐥꎻ”

ꄷꇖꂟ。24ꑳꌠꄚꄉꋋꐊꁧ，ꊿꈍꑋ

ꃅꊁꈹꄉꋋꆼꑐꐺ。 

21耶稣坐船又渡到那边去，
就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
正在海边上。22有一个管会堂的
人，名叫睚鲁，来见耶稣，就
俯伏在他脚前，23再三地求他
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
你去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
愈，得以活了。”24耶稣就和他
同去。有许多人跟随、拥挤
他。 

25ꌋꅪꃅꐎꊰꑋꈓꌦꒉꆅꊌꀐꑠ

ꂷꇫꐊ，26ꌋꅪꋋꂷꆅꉁꊿꈍꑋꄷꄉ

ꎭꅗꅧꅗꀐ，ꋍꁨꇐꄉꇐꑞꑌꃸꅐꌐ

ꀐꇬ，ꋍꆅꋍꍈꑋꀋꌒꃅ，ꀊꅰꃅꀱ

ꌊꆄꉻꇁ。27ꑳꌠꃆꂮꋌꈨꇬꆏ，ꊁ

ꄉꋌꇁꌊꊾꈬꇬꐊꄉ，ꋌꉩꑳꌠꃢꈜ

ꇬꄀ；28ꋋꆹ：“ꉢꉩꋍꃢꈜꇬꀉꄂꄀ

ꑲꆏ，ꉡꆹꀋꎪꃅꌒ”ꃅꉪ。29ꄚꄉ

25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
的血漏，26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
许多的苦，又花尽了她所有
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
更重了。27她听见耶稣的事，就
从后头来，杂在众人中间，摸
耶稣的衣裳；28意思说：“我只
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29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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ꋍꌦꒉꆅꌠꀨꀦꋋꇅꃅꀊꃶꀐ，ꋍꇭ

ꀧꇬꆄꈻꌠꌒꃅꅍꀋꐥꌠꋌꌌꉪꀐ。

30ꑳꌠꋋꇅꃅꊋꌗꋍꊨꏦꇭꀧꇬꄉꅐ

ꁧꌠꋌꌌꉪꄉ，ꉹꁌꈬꇬꄉꏮꌊ：

“ꈀꄸꂷꉠꃢꈜꇬꉩ？”ꃅꅲ。

31ꌶꌺꈧꌠꋍꏭ：“ꉹꁌꆎꆼꑐꐺꇬ，

ꆏꄡꇗ‘ꈀꄸꂷꉡꉩ’ꃅꉉꑴꌦ

ꅀ？”ꄷ。32ꑳꌠꏮꋍꈭꋍꇍꉜꐺ，

ꋌꊿꌤꋌꐘꃅꂶꌠꂿꏾ。33ꌋꅪꂶ

ꌠꌤꋍꇭꀧꇬꄉꈀꃅꐛꌠꋌꅉꐚꇬ

ꆏ，ꏸꏦꌊꑑꃹꏾꌌꀕꃅꇇꑭꃃꇵꀕ

ꑳꌠꂾꅞꄉ，ꋍꌤꋌꐘꇯꍝꃅꋌꉉꇫ

ꇰꌐ。34ꑳꌠꋍꏭ：“ꀋꃋꀋ！ꅽꑇ

ꐨꆎꈭꋏꀐ，ꋬꂻꈨꅪꃅꀱꁧꌶ！ꅽ

ꆅꌒꀐ”ꄷ。 

是她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她
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30耶稣
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
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
来，说：“谁摸我的衣裳？”31门
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
还说‘谁摸我’吗？”32耶稣周围观
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33那女
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
就恐惧战兢，来俯伏在耶稣跟
前，将实情全告诉他。34耶稣对
她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
平平安安地回去吧！你的灾病
痊愈了。” 

35ꅇꉉꑌꃅꄉꄮꇬꆏ，ꊾꈨꉻꏑ

ꅉꏲꊿꂶꌠꏤꅍꄉꇁꌊꑠꃅꉉ：“ꅽ

ꀋꃋꌦꀐ，ꌧꃀꎭꏿꌊꑞꃅꑴꌦ

ꂯ？”ꄷ。36ꑳꌠꆹꊿꂶꌠꈁꉉꌠꋌ

ꈨꇈ，ꋌꉻꏑꅉꏲꊿꂶꌠꏭ：“ꏸꄡ

ꏦꃅꑇꀉꄂꑇꌶ！”ꄷ。37ꄚꄉꀺ

ꄮ、ꑸꇱꌋꆀꑸꇱꀁꑳꒀꉴꋌꏃꋋ

ꐊꁧ，ꊿꀉꁁꈧꌠꁳꋋꐊꁧꀋꎽ。

38ꋀꇁꌊꉻꏑꅉꏲꂠꂶꌠꏤꅍꑟꇬ

ꆏ，ꀊꄶꇬꊿꏞꏈꐺ，ꄷꀋꁧꊿꉌꐒ

ꉨꏅꏿꌠꑳꌠꊌꂿ，39ꑳꌠꇁꌊꈐꏭꄉ

ꊿꈧꌠꏭ：“ꆍꊇꑞꃅꎓꁨꃅꑠꃅꉩ

ꌠꉬ？ꀉꑳꆹꌦꀐꌠꀋꉬ，ꋌꀀꑌꇴ

ꌠ”ꄷ。40ꊿꈧꌠꆏꀱꌊꑳꌠꒊ。

ꊿꈧꌠꑳꌠꈹꉈꏭꎭꇈ，ꀉꑳꂶꌠꀉ

ꄉꀉꂿꌋꆀꊿꋋꐊꇁꈧꌠꋌꏃꀉꑳ

35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
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
死了，何必还劳动先生呢？”
36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就对管会
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
37于是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
兄弟约翰同去，不许别人跟随
他。38他们来到管会堂的家里，
耶稣看见那里乱嚷，并有人大
大地哭泣哀号。39进到里面，就
对他们说：“为什么乱嚷哭泣
呢？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
了。”40他们就嗤笑耶稣。耶稣
把他们都撵出去，就带着孩子
的父母和跟随的人，进了孩子
所在的地方；41就拉着孩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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ꂶꌠꂿꎌꅉꇬꆹ；41ꄚꄉꋌꀉꑳꍇꌠ

ꇇꇬꈻꄉꇬꏭ：“ꄊꆀꄊꇴꂰ！”

ꄷ。（ꅇꂷꋋꇬꁏꎼꇁꇬꆏ：“ꀋꃋ

ꀋ！ꉢꅽꏯꄓꇁꄷ”ꄷꌠꄜ。）42ꀋ

ꃋꌺꍇꌠꋋꇅꃅꄓꇁꇈꈛꎼꀐ；ꄚꄉ

ꋀꊇꋌꇰꈌꉛꀕꌐ；ꀋꃋꌺꍇꌠꆹꊰ

ꑋꈓꀐ。43ꑳꌠꀱꇊꀱꃅꋀꏭꉉ，ꊿ

ꁳꌤꋌꐘꅉꐚꄡꎽꄷ；ꉈꑴꊵꑵꍈꎹ

ꀉꑳꍈꄷꉉ。 

手，对她说：“大利大古米！”
（翻出来就是说，“闺女，我吩
咐你起来！”）42那闺女立时起
来走，他们就大大地惊奇；闺
女已经十二岁了。43耶稣切切地
嘱咐他们，不要叫人知道这
事；又吩咐给她东西吃。 

 

ꇂꌒꇍꃅꄷꊿꑳꌠꑁꈋ 耶稣在拿撒勒被厌弃 

6 ꑳꌠꀊꄶꇬꐞꇈ，ꇁꌊꋍꊨꏦꃅ

ꈋꑟ；ꌶꌺꈧꌠꑌꋋꐊꇁ。2ꑬ 6 耶稣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
家乡；门徒也跟从他。2到 

ꆏꄹꉇꑟꇬꆏ，ꋌꉻꏑꅉꇬꄉꊿꉗꊿ

ꂘ。ꋍꉙꅇꂘꅇꉹꁌꊌꈨꇈ，ꋀꋌꇰ

ꌊꑠꃅꉉ：“ꊿꋋꂷꇿꇬꄉꋍꑠꋌꊌ

ꌠꉬꂯ？ꄻꋌꈀꇖꌠꌧꅍꂿꅍꆹꑞꑵ

ꉬ？ꋍꇇꈀꃅꌠꆹꄐꐨꈍꃅꇣꋲꌠꉬ？

3ꋋꆹꌩꊨꇎꇷꂶꌠꀋꉬꅀ？ꋌꂷꆀꑸ

ꌺ（ꀊꆨ꒰ꀨꋍꈨꆏꄚꇬ“ꋋꆹꌩꊨꇎꇷꂶꌠꌋꆀꂷꆀ

ꑸꑋꌺꀋꉬꅀ”ꃅꅑ），ꑸꇱ、ꒀꑭ、ꒀ

ꄊ、ꑭꂱꏤꃺꃶꂶꌠꀋꉬꅀ？ꋍꅫꃀ

ꈧꌠꑌꉪꄚꀋꐥꅀ？”ꄷ。ꑠꃅꄉ，

ꋀꊇꆹꋋꑁꈋ（“ꋋꑁꈋ”ꑝꇂꉙꇬꆏ“ꋋꒉꄸ

ꃅꅞ”ꃅꅑ）。4ꑳꌠꋀꊇꏯ：“ꅉꄜꊾ

ꆹ，ꊨꏦꃅꄷ、ꊨꏦꏣꃀꏣꑟ、ꊨꏦ

ꀁꇬꊿꀉꄂꑲꆏ，ꀉꁁꊿꇫꁌꀋꒉꌠ

ꀋꐥ”ꄷ。5ꑳꌠꆹꀊꄶꇬꄉꄐꐨꇣ

ꋲꌠꃅꀋꉆ，ꄚ，ꇇꐛꊿꆅꈍꑍꑹꇭ

ꀧꇬꄀꄉ，ꋀꋌꉃꌒ。6ꋋꑌꋀꊇꀋ

ꑇꌠꑠꋌꀕꇰꄉ，ꋌꑲꇽꁡꇤꀊꈫꀊ

ꇋꐛꌠꇬꄉꊿꉗꊿꂘꁧꀐ。 

了安息日，他在会堂里教训
人。众人听见，就甚希奇，
说：“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
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他手
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3这不
是那木匠吗？不是马利亚的儿
子（有古卷在此有“这不就是那木匠和马

利亚的儿子吗？”），雅各、约西、
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妹妹
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他们
就厌弃他（“厌弃他”原文作“因他跌

倒”）。4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
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
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5耶稣
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不
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
他们。6他也诧异他们不信，就
往周围乡村教训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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ꌶꌺꊰꑋꑼꊪ 差遣十二门徒 
7ꁆꄻꊩꌺꊰꑋꑼꌠꑳꌠꇱꇴꌊ

ꇁ，ꋀꑍꂷꑍꂷꋍꁥꃅꋌꁆꎼꁧ；ꌅꈌ

ꑌꄻꋀꊇꁵꄉꋀꁳꑊꋌꀋꎴꀋꈻꌠꄩ

ꊋꄎꎻ。8ꄷꀋꁧꋀꏭ：“ꈛꎼꈜꈴ

ꐹꄮꇬ，ꋚꒉꌋꆀꐣꁙꄡꌌ，ꐧꃬꇬ

ꑌꎆꃀꄡꌌ，ꄯꁯꏢꀉꄂꑲꆏ，ꀉꁁꑞ

ꑌꄡꌌ；9ꑬꅮꀉꄂꅑ，ꀂꄁꑍꈬꑌꄡ

ꈚ”ꄷ。10ꋌꉈꑴꋀꏭ：“ꆍꊇꆹꇿ

ꇬꑟꄿꂿ，ꊾꑷꅍꃹꑲꆏ，ꀊꄶꇬꀀ

ꅸꃅꄷꀊꋩꈚꄉꁦꄮꇬꑟ。11ꇿꇬꊿ

ꆍꋨꏦꀋꅲ﹑ꆍꅇꃅꀋꅲꆏ，ꆍꊇꃅ

ꄷꀊꋩꈚꇬꐞꁦꄮꇬꆏ，ꆍꏸꑭꄚꄉ

ꈑꋍꈧꌠꇤꇫꎭꄉ，ꋀꏭꅇꊪꌬ”

ꄷ。12ꌶꌺꈧꌠꉈꏭꁧꀐ，ꇗꅉꁊ，

ꊿꁳꉪꁏꄺꀱꎻ；13ꉈꑴꑊꋌꈍꑋꋀ

ꈹꇫꎭ，ꒀꌌꊿꆅꈍꑋꈨꇬꌎꄉ，ꊿ

ꈧꌠꋀꉃꌒꀐ。 

7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
差遣他们两个两个地出去；也
赐给他们权柄，制伏污鬼；8并
且嘱咐他们：“行路的时候不要
带食物和口袋，腰袋里也不要
带钱，除了拐杖以外，什么都
不要带；9只要穿鞋，也不要穿
两件褂子。”10又对他们说：“你
们无论到何处，进了人的家，
就住在那里，直到离开那地
方。11何处的人不接待你们，不
听你们，你们离开那里的时
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
对他们作见证。”12门徒就出去
传道，叫人悔改；13又赶出许多
的鬼，用油抹了许多病人，治
好他们。 

 

ꋋꑣꒀꉴꀂꏾꊿꇽꇫꎭ 施洗约翰被斩首 
14ꑳꌠꂓꌗꆹꀊꐯꃅꁊꈴꀐ。ꑠ

ꑝꇊꌅꃀꊌꈨꇬꆏ，ꋌꄹꇬ：“ꋋꑣ

ꒀꉴꌦꈬꇬꄉꀱꐥꇁꀐ，ꑠꅹ，ꄐꐨꇣ

ꋲꋋꈨꋍꈐꏭꄉꅐꇁꌠꉬ”ꄷ。

15ꄚ，ꊿꀉꁁꈨꆏ：“ꋋꆹꑱꆀꑸ

ꉬ”ꄷ。ꉈꑴꋍꈨꆏ：“ꋋꆹꅉꄜ

ꊿ，ꅉꄜꊿꈬꄔꋍꂷꈁꌡꀕ”ꄷ。

16ꅇꑝꇊꌅꃀꈨꇈ，ꋌꑠꃅꉉ：“ꋋꆹ

ꀂꏾꉢꇽꇫꎭꌠꒀꉴꉬ，ꋌꀱꐥꇁ

ꀐ”ꄷ。17ꂴꏭꑝꇊꆹꋍꀁꑳꃏꆀꑮ

ꃀꑟꇊꄂꒉꄸꃅ，ꊿꋌꇱꁆꌌꒀꉴꋌ

14耶稣的名声传扬出来。希
律王听见了，就说：“施洗的约
翰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这些异
能由他里面发出来。”15但别人
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
“是先知，正像先知中的一位。” 
16希律听见却说：“是我所斩的
约翰，他复活了。”17先是希律
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
缘故，差人去拿住约翰，锁在
监里，因为希律已经娶了那妇



ꂶꈌꌒꅇ  6 124 马可福音  6 
 

ꒃꌊꏦꑳꇬꈢꄉ，ꑞꃅꆏ，ꑝꇊꆹꌋ

ꅪꂶꌠꋌꑮꌊꑮꃀꃅꄉꀐ。18ꒀꉴꑝ

ꇊꏭ：“ꆏꅽꀁꑳꑮꃀꏃꌠꆹꇗꅉꇬ

ꀋꊒꌠꉬ”ꄷꉉꋺ。19ꄚꄉꑟꇊꄂ

ꒀꉴꌂꌦꄉꏽ，ꋌꒀꉴꌉꏢꉨꇬ，ꌉ

ꀋꄐ；20ꑞꃅꆏ，ꒀꉴꆹꑖꊿꂷ、ꌃ

ꎔꊾꂷꉬꌠꑝꇊꅉꐚ，ꑠꅹ，ꋌꒀꉴ

ꏦꃪ，ꒀꉴꀧꌋꃅ，ꋍꉙꅇꂘꅇꅲ，ꋌ

ꀕꇰꏭꃅꐙ，ꄷꀋꁧꋍꅇꅲꏾ。21ꋍ

ꑍꆏ，ꄧꀕꃅꑝꇊꒆꑍꋨꏦꑍ，ꑝꇊꎧ

ꀞꎸꀞꄉꇛꌺꌋꆀꂽꄙꏃꌋ，ꄷꀋꁧ

ꏦꆀꀕꌟꒉꈧꌠꋌꇴꌊꇬꁷꇁ。22ꑟ

ꇊꄂꀋꃋꂶꌠꈐꏭꄉꀛꐂꇁ，ꑝꇊꌋ

ꆀꑝꇊꈿꄉꋙꋠꈧꌠꃅꋌꎼꇿꌐ。

ꌅꃀꆏꀋꃋꅤꂶꌠꏭ：“ꆏꉠꄹꑞꇖ

ꄿꂿ，ꉢꀋꎪꃅꄻꆏꁳ”ꄷ；23ꋌꉈ

ꑴꀋꃋꅤꂶꌠꏭꅇꏤꒃꄉ：“ꆏꉠꄹ

ꑞꇖꌠꅽꄿꐨ，ꆏꉠꏱꅉꈫꁁꇖꄷ

ꑌ，ꉢꀋꎪꃅꄻꆎꇖꌠꉬ”ꄷ。24ꀋ

ꃋꂶꌠꅐꌊꉈꏭꄉꋍꀉꂿꏭ：“ꉢꑞ

ꇖꂯ？”ꄷꅲ。ꋍꀉꂿꋍꏭ：“ꋋ

ꑣꒀꉴꀂꏾꂶꌠꇖ”ꄷ。25ꀋꃋꂶ

ꌠꇧꍠꇧꆽꃅꈐꏭꄉꌅꃀꏭ：“ꉡꆹ

ꌅꃀꆏꋋꇅꃅꋋꑣꒀꉴꀂꏾꂶꌠꄻꎸ

ꀺꇬꊐꄉꉢꁳꌠꉘꇉ”ꄷ。26ꌅꃀꋌ

ꎼꉌꐒꇁꎭ；ꄚ，ꅇꏤꋌꒃꄉꀐ，ꉈꑴ

ꊿꋌꈽꋙꋠꇫꑌꐛꅹ，ꋌꀋꍑꄷꀋꉆ

ꀐ；27ꋋꇅꃅꋌꐏꁇꂽꂷꏭꒀꉴꀂꏾ

ꇽꌊꇁꄷ，ꐏꁇꂽꒉꌊꏦꑳꇬꄉꒀꉴ

ꀂꏾꋌꇽꇫꎭꇈ，28ꀂꏾꂶꌠꄻꎸꀺ

ꇬꊐꄉꌌꀋꃋꂶꌠꁵꇁ；ꀋꃋꂶꌠꄻ

人。18约翰曾对希律说：“你娶
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
19于是希罗底怀恨他，想要杀
他，只是不能；20因为希律知道
约翰是义人，是圣人，所以敬
畏他，保护他，当希律听约翰
讲论的时候，就非常不安，但
还是乐意听他的讲论。21有一
天，恰巧是希律的生日，希律
摆设筵席，请了大臣和千夫
长，并加利利作首领的。22希罗
底的女儿进来跳舞，使希律和
同席的人都欢喜。王就对女子
说：“你随意向我求什么，我必
给你；”23又对她起誓说：“随你
向我求什么，就是我国的一
半，我也必给你。”24她就出去
对她母亲说：“我可以求什么
呢？”她母亲说：“施洗约翰的
头。”25她就急忙进去见王，求
他说：“我愿王立时把施洗约翰
的头放在盘子里给我。”26王就
甚忧愁；但因他所起的誓，又
因同席的人，就不肯推辞，27随
即差一个护卫兵，吩咐拿约翰
的头来。护卫兵就去在监里斩
了约翰，28把头放在盘子里，拿
来给女子；女子就给她母亲。
29约翰的门徒听见了，就来把他
的尸首领去，葬在坟墓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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ꋍꀉꂿꁵꀐ。29ꌤꋌꐘꒀꉴꌶꌺꈧꌠ

ꈨꈬꐨꆏ，ꊿꂿꋀꒃꌊꄃꁧꇬꄃꇫ

ꎭ。 
 

ꊿꉬꄙꑹꑳꌠꇱꍈꂊ 耶稣给五千人吃饱 
30ꁆꄻꊩꌺꑳꌠꄷꏓꄉ，ꌤꋀꈀ

ꃅꌠ、ꇗꅉꋀꈁꁊꌠꉬꇮꉉꋋꇰ。

31ꋌꋀꏭ：“ꆍꉡꐊꇁ，ꉪꊇꀋꌋꀕ

ꃅꇈꈬꇉꃪꄉꊼꇅꑬꆏꁧꂿ”ꄷ。

ꋍꑠꆹ，ꊿꆏꒉꉢꇁꃅꀉꑌꇨꄉ，ꋀꋚ

ꂯꋠꀋꆷꐛꅹ。32ꋀꊇꇉꑌꄉꀋꌋꀕ

ꃅꇈꈬꇉꃪꇬꉜꄉꁧ。33ꋀꊇꁧꌠꉹ

ꁌꊌꂿꄉ，ꊿꋀꌥꌠꈍꑋꈨ，ꇓꈓꈀ

ꐥꈧꌠꇬꄉꈛꎼꇁ，ꐯꇯꀥꇁꀊꄶꑟ，

ꄷꀋꁧ，ꊿꈧꌠꄈꂴꑟ。34ꑳꌠꅐꇁ

ꇈ，ꊿꈍꑋꈍꑋꃅꋌꂿꇬꆏ，ꋌꋀꎭ

ꃅꉈꇁ，ꑞꃅꆏ，ꋀꊇꆹꆫꊿꀋꐥꌠꑾ

ꊈꌡ；ꄚꄉꈌꋊꄉꇗꅉꈍꑋꋌꄻꋀ

ꂘ。35ꂿꃅꈊꀐ，ꌶꌺꇁꌊꑳꌠꂾ

ꄉ：“ꄚꇬꆹꇈꈬꇉꃪꉬ，ꃅꈊꀐ，

36ꆏꉹꁌꏭꁭꁘꌊꀊꈫꀊꇋꁡꇤꇬꄉ

ꊨꏦꋠꅍꃻꋠꁧꄷꉉ”ꄷ。37ꑳꌠꆏ

ꌶꌺꏭ：“ꆍꊇꋚꄻꋀꊇꍈ”ꄷ。

ꌶꌺꈧꌠꆏ：“ꉪꊇꎬꁱꐎꑍꊏꑾꁌ

ꃼꋀꍈꄎꑴꅀ？”ꄷ。38ꑳꌠꆏ：

“ꆍꊇꎬꁱꈍꑋꐥ，ꇬꊼꇅꉜꒉ”
ꄷ。ꋀꅉꐚꈭꐨꆏ，ꋀꊇ：“ꎬꁱꉬ

ꂷ，ꉛꑍꏢ”ꄷꉉ。39ꑳꌠꋀꏭ：

“ꊿꈧꌠꏭꋍꁥꋍꁥꃅꁬꏂꇬꑌꄉ

ꄷ”ꄷ。40ꊿꈧꌠꋍꎆꋍꎆꃅꇫꑌ，

ꋍꉐꑹꋍꎆꃅꑌꌠꐥ，ꉬꊰꑹꋍꎆꃅ

ꑌꌠꐥ。41ꎬꁱꉬꂷꌠꌋꆀꉛꑍꏢꌠ

30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将
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全告
诉他。31他就说：“你们来，同
我暗暗地到旷野地方去歇一
歇。”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他
们连吃饭也没有工夫。32他们就
坐船，暗暗地往旷野地方去。
33众人看见他们去，有许多认识
他们的，就从各城步行，一同
跑到那里，比他们先赶到了。
34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
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
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
们许多道理。35天已经晚了，门
徒进前来，说：“这是野地，天
已经晚了，36请叫众人散开，他
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自己买
什么吃。”37耶稣回答说：“你们
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可
以去买二十两银子的饼，给他
们吃吗？”38耶稣说：“你们有多
少饼，可以去看看。”他们知道
了，就说：“五个饼，两条鱼。”
39耶稣吩咐他们，叫众人一帮一
帮地坐在青草地上。40众人就一
排一排地坐下，有一百一排
的，有五十一排的。41耶稣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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ꑳꌠꐕꌊꂿꃅꇬꉜꄉꋬꇖꈨꂟꇈ，ꎬ

ꁱꋌꏼꌶꌺꁵ，ꋀꄻꊿꈧꌠꂴꆽꅞ

ꄉ，ꉈꑴꉛꑍꏢꌠꑌꁸꉹꁌꁵ。42ꋀ

ꊇꐯꇯꋠ，ꄷꀋꁧꋠꂊꀐ。43ꌶꌺꈧ

ꌠꉚꌋꆀꎬꁱꎄꀕꃀꀕꈧꌠꋀꏓꐯꇯ

ꎼꇁꇬ，ꊮꇁꊰꑋꂷꇬꐛ。44ꁦꋠꎬ

ꁱꋠꌠꐯꇯꉬꄙꑹꀑꂪꐥ。 

这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
福，掰开饼，递给门徒，摆在
众人面前，也把那两条鱼分给
众人。42他们都吃，并且吃饱
了。43门徒就把碎饼碎鱼收拾起
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44吃饼
的男人，共有五千。 

 

ꑳꌠꈛꎼꒉꄩꈴꐺ 耶稣在水面上行走 
45ꑳꌠꋋꇅꃅꋍꌶꌺꈧꌠꋌꇤꅷ

ꂴꇉꑌꎿꅶꁉꀨꌏꄊꉜꄉꁧꎻ，ꋋꆏ

ꉹꁌꈧꌠꁳꁭꁘꂱꑱꅉꁧꎻꑲꆀꇁꂿ

ꄷ。46ꋌꋀꏭꐞꅇꄜꇈ，ꉘꁌꇬꄉꈼ

ꂟꁧ。47ꈊꃀꆏ，ꇈꆹꎿꇬꁮꐺ，ꑳꌠ

ꆏꋍꊨꏦꃅꎿꋮꐺ；48ꃅꆳꁏꐛꅹ，ꌶ

ꌺꇉꇳꇬꊋꋠꐯꊋꋠꌠꋌꊌꂿ；ꌋꐓ

ꃬꀮꇳꄮꇬꆏ，ꋌꈛꎼꎿꄩꈴꄉꋀꄷ

ꉜꄉꆹ，ꀋꇊꆏꋀꂾꈴꁧꌠꑌꌡ。

49ꄚ，ꋌꈛꎼꎿꄩꈴꐺꌠꌶꌺꊌꂿꇬ

ꆏ，ꋀꊇꉪꇬꑊꋌꂷꉬꎼꈀꄉ，ꋀꋌ

ꎼꀒꏅꑟ；50ꑞꃅꆏ，ꋀꊇꈀꄸꑌꂿ

ꀐ，ꄷꀋꁧ，ꐯꇯꃨꆰꌦꄉꏽ。ꑳꌠ

ꋋꇅꃅꋀꏭ：“ꆍꐒꄻꀋꅐ！ꉢꄹ！

ꏸꏦꌋꀋꌸ”ꄷ，51ꄚꄉꋌꐂꋀꇉꇶ

ꌠꇬꑌꇬꆏ，ꃅꆳꆏꀐ；ꋀꊇꀊꅰꃅꋌ

ꇰꀐ。52ꑠꆹꌤꎬꁱꁸꐘꌠꋀꇫꐞꀋ

ꉅ，ꉌꂵꄡꇗꆸꉂꑴꌦꒉꄸ。 

45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
渡到那边伯赛大去，等他叫众
人散开。46他既辞别了他们，就
往山上去祷告。47到了晚上，船
在海中，耶稣独自在岸上；48看
见门徒因风不顺，摇橹甚苦；
夜里约有四更天，就在海面上
走，往他们那里去，意思要走
过他们去。49但门徒看见他在海
面上走，以为是鬼怪，就喊叫
起来；50因为他们都看见了他，
且甚惊慌。耶稣连忙对他们
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
怕！”51于是到他们那里上了
船，风就住了；他们心里十分
惊奇。52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
分饼的事，心里还是愚顽。 

 

ꇱꆀꌒꇍꊿꆅꂷꋌꉂꌒ 治好革尼撒勒的病人 
53ꎿꂶꌠꈳꅐꈭꐨꆏ，ꋀꊇꇁꌊ

ꇱꆀꌒꇍꃅꄷꑟꄉꅔꇬꊫ。54ꇉꇬꄉ

ꐂꅔꅜꄷꌦꆏ，ꑳꌠꉬꌠꉹꁌꌧꅜ；

53既渡过去，来到革尼撒勒
地方，就靠了岸。54一下船，众
人认得是耶稣；55就跑遍那一带



ꂶꈌꌒꅇ  7 127 马可福音  7 

 

55ꀊꋨꈚꃅꋀꀥꈴ，ꑳꌠꇿꐥꌠꊿꈨ

ꆏ，ꊿꆅꌠꈈꇉꄟꄉꊿꐔꌊꇿꇁ。

56ꃅꄷꑳꌠꈀꑟꅉꇬ，ꑲꇽꇬꉬꄿꂿ，

ꇓꈓꇬꉬꄿꂿ，ꑘꃅꁡꇤꇬꉬꄿꂿ，

ꊿꆅꌠꊿꐔꌊꏦꎫꇬꄉ，ꑳꌠꏭꊿꆅ

ꈧꌠꁳꋍꃢꈜꏾꂪꇬꊼꇅꉩꎻꄷꇖ

ꂟ；ꊿꇬꈀꉩꈧꌠꃅꌒꌐꀐ。 

地方，听见他在何处，便将有
病的人用褥子抬到那里。56凡耶
稣所到的地方，或村中、或城
里、或乡间，他们都将病人放
在街市上，求耶稣只容他们摸
他的衣裳繸子；凡摸着的人就
都好了。 

 

ꀊꆨꋊꃅꏦꃤ 古人的习俗 

7 ꃔꆀꌏꊿꌋꆀꁱꂷꌤꃅꊿꈍꑋ

ꑼꑳꇊꌒꇌꄉꇁꌊꑳꌠꄷꏓ。 
7 有法利赛人和几个文士从耶

路撒冷来，到耶稣那里聚 
2ꋀꊇꆹꑳꌠꌶꌺꈬꄔꋍꈨꇇꁧꀋꎴꌠ

ꋀꂿꋺ，ꌶꌺꇇꒉꀋꋌꃅꋙꋠ。（3ꊇ

ꅉꃅꇬꆹ，ꃔꆀꌏꊿꌋꆀꒀꄠꊾꆹꀊ

ꆨꋊꃅꏦꃤꍬꄉꎔꎗꃅꇇꒉꀋꋌꑲ

ꆏ，ꋚꀋꋠꌠꉬ；4ꇤꍤꅉꇬꄉꀱꇁꇬ

ꑌꂴꇭꀧꒉꀋꋌꑲꆏ，ꋚꀋꋠ；ꉈꑴꀉ

ꁁꃷꋪꑠꑌ，ꋀꋍꋏꇈꋍꋏꃅꇬꍪꅷ

ꇁ，ꃷꋪꆹꀞꍗ、ꄢꌺ、ꐯꌬꀮꌬꀏ

ꒈꋌꃅꑠꉬ。）5ꃔꆀꌏꊿꌋꆀꁱꂷ

ꌤꃅꊿꑳꌠꏭ：“ꅽꌶꌺꑞꃅꀊꆨꋊ

ꃅꏦꃤꇬꀋꍬꃅ，ꇇꁧꀋꎴꃅꌌꋙꋠ

ꌠꉬ？”ꄷꅲ。 

集。2他们曾看见他的门徒中有
人用俗手，就是没有洗的手，
吃饭。（3原来法利赛人和犹太
人，都拘守古人的遗传，若不
仔细洗手就不吃饭；4从市上
来，若不洗浴也不吃饭；还有
好些别的规矩，他们历代拘
守，就是洗杯、罐、铜器等
物。）5法利赛人和文士问他说：
“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照古人的遗
传，用俗手吃饭呢？” 

6ꑳꌠꄹꇬ：“ꑱꌏꑸꌐꄉꆍꊿ

ꀋꂄꀕꎴꀕꃅꋋꈨꏭꈀꉉꌠꅉꄜꅇꆹ

ꀕꀋꑽꌠꉬ。ꑠꆹꏂꀨꇬꈁꉉꌠꌋꆀ

ꐯꌟ： 

6耶稣说：“以赛亚指着你们
假冒为善之人所说的预言是不
错的。如经上说： 

‘ꉹꁌꋋꈨꂱꑆꌌꉡꁌꒉ，ꉌꃀꆏ

ꉡꌋꆀꈍꎳꃅꇢ。 
7ꋀꊇꆹꃰꊿꏦꃤꌌꇗꅉꃅꊿꂘ，

ꑠꅹ，ꋀꉠꏯꀍꃈꄚꑌꀈꈥ

‘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 
心却远离我。 

7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
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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ꄚ’ꄷ。 然。’ 
8ꆍꊇꆹꏃꃅꌋꏥꏦꆍꍞꇫꎭ，ꃰ

ꊿꋊꃅꏦꃤꑠꆏꆍꇬꍪ”ꄷ。 
8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拘守
人的遗传。” 

9ꋌꉈꑴ：“ꆍꊇꆹꇯꍝꃅꏃꃅꌋꏥꏦ

ꆍꀜꋊꇫꎭꄉꊨꏦꋊꃅꏦꃤꇬꍬ。

10ꃀꑭꄹꇬ：‘ꀿꃀꁌꒉꄣꅼꄡꑟ’

ꄷ；ꋌꉈꑴ：‘ꊿꀿꃀꊨꏿꌠꆏ，ꀋ

ꎪꃅꀞꌦꇫꎭ’ꄷ。11ꆍꊇꆏꀱꌊ：

‘ꀋꄸꄷꊿꀿꃀꏭ：ꉢꌞꆏꁳꄡꑟ

ꌠ，ꉢꌌꇱꇖꀠꃅꀐ’ꃅꉉꑲꆏ

（‘ꇱꇖꀠ’ꆹꌞꏃꃅꌋꁵꅍꄜ），

12ꋌꊂꆏ，ꆍꊇꋌꁳꉈꑴꀿꃀꀨꎹꀋꎽ

ꀐ。13ꋍꑠꆹꆍꋊꃅꏦꃤꇬꍬꇈ，ꏃꃅ

ꌋꇗꅉꆏꆍꇱꀜꋊꇫꎭꀐꌠꉬ。ꆍꊇ

ꉈꑴꌤꋋꈨꌡꑠꈍꑋꃅꀕ”ꄷ。 

9又说：“你们诚然是废弃神的诫
命，要守自己的遗传。10摩西
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
父母的，必治死他。’11你们倒
说：‘人若对父母说：我所当奉
给你的，已经作了各耳板’（各
耳板，就是供献的意思），12以
后你们就不容他再奉养父母。
13这就是你们承接遗传，废了神
的道。你们还做许多这样的
事。” 

14ꑳꌠꉈꑴꉹꁌꋌꇴꌊꄉ，ꋀꏭ：

“ꆍꊇꐯꇯꉠꅇꅱꑌꅲ，ꐝꑌꐝꉅ

ꌶ。15ꉈꏭꄉꈐꏭꃹꌠꆹꊿꍍꊿꅾꀋ

ꄐ，ꄸꈐꇬꄉꅐꇁꌠꀉꄂꊿꍍꊿꅾ

ꄎ”ꄷ。（ꀊꆨ꒰ꀨꋍꈨꆏ“16ꅺꅑꈨꉆꌠꆏ，

ꇫꅲꄡꑟ”ꃅꅑ）。 

14耶稣又叫众人来，对他们
说：“你们都要听我的话，也要
明白。15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
秽人，唯有从里面出来的，乃
能污秽人。”（有古卷在此有“16 有耳

可听的，就应当听。”） 
17ꑳꌠꉹꁌꄷꄉꐞꇁꇈꑲꂷꇬ

ꃹ，ꌶꌺꋍꏭꅺꌡꅇꋋꇬꑞꄜꄷꅲ。

18ꑳꌠꋀꏭ：“ꆍꊇꑌꄡꇗꑠꃅꐞꀋ

ꉅꅀ？ꉈꏭꄉꈐꏭꈀꃹꌠꆹꊿꍍꊿꅾ

ꀋꄐꌠꆍꋋꅉꀋꐚꅀ？19ꑞꃅꆏ，ꋍꉌ

ꃀꇬꃹꌠꀋꉬꃅ，ꋍꀃꃀꇬꃹꌠ，ꊁꆏ

ꊰꅊꁧꒈꅉꇬꃹꁧ”ꄷ。（ꋍꑠꆹꋠ

ꅍꅝꒉꋍꑞꋍꑵꐯꇯꁦꎴꌠꄷꌠ

ꄜ。）20ꋌꉈꑴ：“ꊿꈐꏭꄉꅐꇁꌠ

ꑲꆀꊿꍍꊿꅾꄎ，21ꑞꃅꆏ，ꈐꏭꄉꇁ

17耶稣离开众人，进了屋
子，门徒就问他这比喻的意
思。18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也
是这样不明白吗？岂不晓得凡
从外面进入的，不能污秽人，
19因为不是入他的心，乃是入他
的肚腹，又落到茅厕里。”（这
是说，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
的。）20又说：“从人里面出来
的，那才能污秽人，21因为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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ꌠꆹꉌꃀꇬꄉꅐꇁꌠꉬ，ꇫꅐꇁꌠꆹꉪ

ꇐꄷꅠꌠ、ꎼꃅꃏꑽ、22ꈏꈱ、ꊿ

ꌉꊾꆳ、ꌞꃆꍯꒆꍯ、ꎆꇢꋚꇢ、

ꃴꆉꉘꉩ、ꐈꋓ、ꃆꎹꆗꈹ、ꉌꈻ

ꃴꆅ、ꊂꀠꅇ、ꆺꒉꄇꒉ、ꄇꀋꉆ

ꃅꑠꉬ。23ꄷꅠꌠꋋꈨꈀꐥꃅꈐꏭꄉ

ꅐꇁꌐꌠ，ꄷꀋꁧꊿꍍꊿꅾꄎ”

ꄷ。 

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
念、苟合、22偷盗、凶杀、奸
淫、贪婪、邪恶、诡诈、淫
荡、嫉妒、谤讟、骄傲、狂
妄。23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
出来，且能污秽人。” 

 

ꑪꆀ•ꃏꆀꏸꌋꅪꑇꐨꉌꊋ 叙利•腓尼基妇人的信心 
24ꑳꌠꀊꄶꄉꑭꄑꌊꄫꇊ、ꑭꄓ

ꃅꈋꁧ；ꋌꇁꌊꊾꑷꅍꃹ，ꋌꊿꁳꋋ

ꅉꐚꎻꀋꏾ，ꄚ，ꂁꄉꁿꄉꀋꄐ。

25ꀊꋨꄮꇬ，ꌋꅪꂷꋍꀋꃋꀄꊭꍇꌠ

ꑊꋌꀋꎴꀋꈻꌠꐊꄉ，ꑳꌠꃆꂮꌤꋌ

ꊌꈨꇈ，ꋌꇁꌊꇇꑭꃃꇵꀕꑳꌠꏸꑭ

ꂾꅞ。26ꌋꅪꋋꂷꆏꑝꇂꊾꂷ，ꋌꑪ

ꆀ•ꃏꆀꏸꄉꒆꌠ。ꋌꑳꌠꏭꋍꀋꃋ

ꇭꀧꇬꑊꋌꂶꌠꈹꇫꎭꄷꇖꂟ。27ꑳ

ꌠꋍꏭ：“ꂴꀉꑳꈧꌠꁳꂊꃅꋠꎻ，

ꀉꑳꎬꁱꇑꌊꇵꈌꍈꇬꆹꀋꍑꌠꉬ”

ꄷ。28ꌋꅪꂶꌠꆏ：“ꌌꁈꀋ！ꑠꉬ

ꑴ；ꄚ，ꈌꋠꄜꇂꃴꄉꀉꑳꋟꀜꑌ

ꋠ”ꄷ。29ꑳꌠꇬꏭ：“ꅽꅇꋋꇬꒉ

ꄸꃅ，ꆏꀱꀁꇬꁧꌶ；ꑊꋌꅽꀋꃋꇭ

ꀧꇬꄉꐞꁧꀐ”ꄷ。30ꄚꄉꋌꀱꀁ

ꇬꁧꇈ，ꀉꑳꀀꈤꇬꀀꌠꋌꂿ，ꑊꋌꆹ

ꇭꀧꇬꄉꅐꁧꀐ。” 

24耶稣从那里起身，往推
罗、西顿的境内去；进了一
家，不愿意人知道，却隐藏不
住。25当下，有一个妇人，她的
小女儿被污鬼附着，听见耶稣
的事，就来俯伏在他脚前。26这
妇人是希腊人，属叙利•腓尼基
族。她求耶稣赶出那鬼，离开
她的女儿。27耶稣对她说：“让
儿女们先吃饱，不好拿儿女的
饼丢给狗吃。”28妇人回答说：
“主啊，不错；但是狗在桌子底
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儿。”29耶
稣对她说：“因这句话，你回去
吧；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
30她就回家去，见小孩子躺在床
上，鬼已经出去了。 

 

ꊿꑶꀠꇉꁧꌠꋌꉃꌒ 治好聋哑人 
31ꑳꌠꄫꇊꃅꋮꇬꄉꑭꄓꈴꇈ，ꉈ

ꑴꇁꌊꄂꏦꀧꆀꃅꄷꏤꆀꀕꎿꇬ

31耶稣又离了推罗的境界，
经过西顿，又从低加波利境内



ꂶꈌꌒꅇ  8 130 马可福音  8 
 

ꑟ。32ꊿꇉꁧꇈꁱꐭꇬꉏꄂꑠꂷꊿꇱ

ꏃꑳꌠꂿꇁꄉ，ꊿꑳꌠꏭꇇꄻꋍꇭꀧ

ꇬꐛꄷꇖꂟꌠꐥ。33ꋌꑳꌠꏃꌊꉹꁌ

ꈧꌠꐞꇈ，ꀉꁁꋍꈚꇬꁧ，ꑳꌠꇇꏸ

ꄹꋍꅳꀧꇬꊐꄉꌌꉪ，ꊫꃺꁐꌌꋍꉐ

ꆂꇬꌎ，34ꀑꐕꂿꃅꇬꉜꄉꌗꏿꇈ，ꋍ

ꏭ：“ꑱꃔꄊ！”ꄷꉉ。ꑠꆹ：“ꁉ

ꌶꀞ！”ꄷꌠꄜ。35ꄚꄉꋍꅳꀧꋋꇅ

ꃅꈨꉆꀐ，ꉐꆂꑌꐛꀕꀐ，ꅇꉉꇬꑌ

ꐝꉅꀐ。36ꑳꌠꋀꏭꉉꊿꄡꇰꄷ；

ꄚ，ꋌꀊꅰꃅꋀꏭꄡꉉꄷꇬ，ꋀꊇꆏ

ꀊꅰꃅꋀꌌꄜꈴꀐ。37ꉹꁌꀊꅰꃅꋌ

ꇰꄉ，ꑠꃅꉉ：“ꌤꋌꈀꃅꌠꃅꉾꃪ

ꌐ，ꋌꇉꁧꌠꁳꑌꈨꉆꎻ，ꑶꀠꌠꁳ

ꑌꁱꐭꉆꎻ”ꄷ。 

来到加利利海。32有人带着一个
耳聋舌结的人来见耶稣，求他
按手在他身上。33耶稣领他离开
众人，到一边去，就用指头探
他的耳朵，吐唾沫抹他的舌
头，34望天叹息，对他说：“以
法大！”就是说：“开了吧！”35他
的耳朵就开了，舌结也解了，
说话也清楚了。36耶稣嘱咐他们
不要告诉人；但他越发嘱咐，
他们越发传扬开了。37众人分外
希奇，说：“他所做的事都好，
他连耳聋的人也叫他们听见，
哑巴也叫他们说话。” 

 

ꊿꇖꄙꑹꑳꌠꍈꂊ 耶稣给四千人吃饱 

8 ꀊꋨꄮꇬ，ꉈꑴꊿꈍꑋꃅꐯꏑ，

ꄚ，ꋠꅍꑞꑌꀋꐥ。ꑳꌠꋍꌶꌺ 8 那时，又有许多人聚集，并
没有什么吃的。耶稣叫门徒 

ꈧꌠꋌꇴꌊꄉ，ꋀꊇꏯ：2“ꉢꉹꁌꋋ

ꈨꎭꃅꉈ，ꑞꃅꆏ，ꋀꊇꉢꈽꄚꇬꃅꐎ

ꌕꑍꐥꀐ，ꋠꅍꑌꀋꊌꀐ。3ꀋꄸꄷ，

ꉢꋀꁳꀃꃀꂮꄉꀁꇬꁧꎻꇬꆹ，ꀋꎪ

ꃅꈝꃀꇬꄉꐚꇬꅜꁧꌠꉬ，ꑞꃅꆏ，ꋀ

ꈬꄔꊿꈜꎴꃅꄷꄉꇀꈨꐊ”ꄷ。4ꌶ

ꌺꈧꌠꆏ：“ꄚꇈꈬꇉꃪꑠꇬ，ꇿꇬ

ꄉꎬꁱꎹꌊꂊꃅꄻꊿꋋꈨꍈꇁꂯ？”
ꄷꅇꀱ。5ꑳꌠꋀꏭ：“ꆍꊇꎬꁱꈍ

ꑋꐥ？”ꄷꅲ。ꋀꊇꆏ：“ꏃꂷ”
ꄷ。6ꑳꌠꉹꁌꈧꌠꏭꇫꑌꄉꄷ，ꎬ

ꁱꏃꂷꌠꋌꌌꈀꎭꀕꅇꉉꇈ，ꋌꏼꌶ

ꌺꁵꄉ，ꋀꏭꄻꇬꅜꄉꄷ，ꄚꄉꌶꌺ

来，说：2“我怜悯这众人，因为
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也
没有吃的了。3我若打发他们饿
着回家，就必在路上困乏，因
为其中有从远处来的。”4门徒回
答说：“在这野地，从哪里能得
饼，叫这些人吃饱呢？”5耶稣问
他们说：“你们有多少饼？”他们
说：“七个。”6他吩咐众人坐在
地上，就拿着这七个饼祝谢
了，掰开，递给门徒，叫他们
摆开，门徒就摆在众人面前。
7又有几条小鱼；耶稣祝了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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ꄻꉹꁌꈧꌠꂴꆽꅞꄉ。7ꉈꑴꉜꌺꈍ

ꑋꏢꐥ；ꑳꌠꈀꎭꀕꅇꉉꈭꐨꆏ，ꌶ

ꌺꈧꌠꏭꄌꉹꁌꈧꌠꂴꆽꅞꄉꄷ。

8ꉹꁌꐯꇯꋠꀐ，ꄷꀋꁧꋠꂊꀐ，ꇫꋒ

ꌠꎄꀕꃀꀕꈧꌠꏓꐯꇯꎼꇁꇬꏃꈄꀕ

ꐛ。9ꊻꂷꇖꄙꑹꀑꂪꐥ。ꋀꑳꌠꇱ

ꇤꅷꁧꀐ。10ꋍꈬꐨꆏ，ꑳꌠꌋꆀꌶ

ꌺꈧꌠꋋꇅꃅꐂꇉꇬꑌꄉ，ꇁꌊꄊꂷ

ꇊꄣꃅꋮꇬꑟ。 

就吩咐也摆在众人面前。8众人
都吃，并且吃饱了，收拾剩下
的零碎，有七筐子。9人数约有
四千。耶稣打发他们走了，10随
即同门徒上船，来到大玛努他
境内。 

 

ꃔꆀꌏꊿꌋꃅꐪꑽꑌꇖꂟ 法利赛人求神迹 
11ꃔꆀꌏꊿꈧꌠꅐꉈꏭꄉꑳꌠꏭ

ꅔꀥꇁ，ꋀꊇꆹꑳꌠꌌꉪꏢꉨꄉ，ꑳꌠ

ꏭꉬꉎꇬꄉꌋꃅꐪꑽꑌꑵꃅꋀꀨꄷꇖ

ꂟ。12ꑳꌠꉌꃀꄸꈐꌗꈍꎳꃅꑠꄲꏿ

ꄉꋀꏭ：“ꃅꋊꋋꋏꑞꃅꌋꃅꐪꑽꑌ

ꇖꂟꌠꉬꂯ？ꉢꇯꍝꃅꉉꆍꇰ，ꌋꃅꐪ

ꑽꑌꄻꃅꋊꋋꋏꀨꅍꀋꐥꀐ”ꄷ。

13ꄚꄉꋌꋀꊇꄷꄉꐞꁧꇈ，ꉈꑴꇉꑌ

ꎿꅶꁉꁧꀐ。 

11法利赛人出来盘问耶稣，
求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
看，想要试探他。12耶稣心里深
深地叹息说：“这世代为什么求
神迹呢？我实在告诉你们：没
有神迹给这世代看。”13他就离
开他们，又上船往海那边去
了。 

 

ꃔꆀꌏꊿꌋꆀꑝꇊꃤꃔꋌ 法利赛人与希律的酵 
14ꌶꌺꀋꎺꃅꎬꁱꌌꀋꇁꀐ；ꇉꇬ

ꆹꎬꁱꂷꀉꄂꑲꆏ，ꀉꁁꋠꅍꑞꑌꀋ

ꐥ。15ꑳꌠꋀꏭ：“ꆍꊇꋓꉪꁨꄉ，

ꃔꆀꌏꊿꃔꋌꌋꆀꑝꇊꃔꋌꑠꄴꏮ

ꌶ”ꄷꉉ。16ꌶꌺꈧꌠꆏꐮꏯ：“ꑠ

ꆹꉪꊇꎬꁱꀋꐥꒉꄸꉬꀞ”ꃅꍣ

ꐺ。17ꑠꑳꌠꉜꅐꇁꄉ，ꋀꏭ：“ꆍ

ꑞꃅꎬꁱꀋꐥꒉꄸꃅꈋꍣꌠꉬ？ꆍꊇ

ꀋꃅꆸꈐꄡꇗꉪꀋꐛ、ꐞꀋꉅꑴꌦ

ꅀ？ꆍꉌꃀꄡꇗꆸꉂꑴꌦꅀ？18ꆍꊇꑓ

14门徒忘了带饼；在船上除
了一个饼，没有别的食物。15耶
稣嘱咐他们说：“你们要谨慎，
防备法利赛人的酵和希律的
酵。”16他们彼此议论说：“这是
因为我们没有饼吧。”17耶稣看
出来，就说：“你们为什么因为
没有饼就议论呢？你们还不省
悟，还不明白吗？你们的心还
是愚顽吗？18你们有眼睛，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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ꋪꅑꇬ，ꂿꀋꉆꅀ？ꅳꀧꅑꇬ，ꈨꀋꉆ

ꅀ？ꎺꑌꀋꎺꀐꅀ？19ꎬꁱꉬꂷꌠꉢꏼ

ꌌꁸꊿꉬꄙꑹꍈꈭꐨ，ꎄꀕꃀꀕꈧꌠ

ꆍꏓꎼꇁꇬꊮꇁꈍꑍꂷꇬꐛꇅ？”

ꄷ。ꋀꄹꇬ：“ꊮꇁꊰꑋꂷ”ꄷ。

20ꋌꉈꑴꋀꏭ：“ꎬꁱꏃꂷꌠꉢꁸꊿ

ꇖꄙꑹꍈꈭꐨ，ꎄꀕꃀꀕꈧꌠꆍꏓꎼ

ꇁꇬ，ꈄꀕꈍꑍꂷꇬꐛ？”ꄷꅲ。ꋀ

ꄹꇬ：“ꏃꂷ”ꄷ。21ꑳꌠꆏ：

“ꆍꊇꄡꇗꐞꀋꉅꑴꌦꅀ？”ꄷ。 

见吗？有耳朵，听不见吗？也
不记得吗？19我掰开那五个饼分
给五千人，你们收拾的零碎装
满了多少篮子呢？”他们说：“十
二个。”20“又掰开那七个饼分给
四千人，你们收拾的零碎，装
满了多少筐子呢？”他们说：“七
个。”21耶稣说：“你们还是不明
白吗？” 

 

ꀨꌏꄊꄉꊿꑓꋩꂷꋌꉃꌒ 在伯赛大治好盲人 
22ꋀꊇꇁꀨꌏꄊꑟ，ꊿꑓꋩꂷꊿ

ꇱꏃꇁ，ꑳꌠꏭꇇꌌꋋꉩꄷꇖꂟ。

23ꊿꑓꋩꂶꌠꇇꁉꄷꄉꑳꌠꈻꌊꑲꇽ

ꁡꇤꂶꌠꉈꏭꄉ，ꊫꃺꋌꁐꊿꂶꌠꑓ

ꋪꇬꉖꇈ，ꇇꋌꄻꊿꂶꌠꇭꀧꇬꐛꄉ

ꇬꏭ：“ꑞꆏꂿꀐ？”ꄷꅲ。24ꊿꂶ

ꌠꀑꐕꄉꉜꇈ，ꑠꃅꉉ：“ꊿꉢꂿ

ꀐ。ꋀꊇꌩꁧꌡ，ꄷꀋꁧꈛꎼꐺ”
ꄷ。25ꋍꈭꐨ，ꉈꑴꇇꋌꄻꊿꂶꌠꑓ

ꋪꇬꉱꄉ，ꊿꂶꌠꑓꌬꀕꃅꉜꄷꌦ

ꆏ，ꋍꑓꋪꌒꐛꅉꐛꀐ，ꑞꑌꂿꐚꌐ

ꀐ。26ꊿꂶꌠꑳꌠꇤꅷꀁꇬꁧꎻ，ꑳ

ꌠꇬꏭ：“ꆏꁡꇤꋋꂷꇬꇯꄡꃹ”

ꄷ。 

22他们来到伯赛大，有人带
一个盲人来，求耶稣摸他。23耶
稣拉着盲人的手，领他到村
外，就吐唾沫在他眼睛上，按
手在他身上，问他说：“你看见
什么了？”24他就抬头一看，
说：“我看见人了。他们好像树
木，并且行走。”25随后又按手
在他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
复了原，样样都看得清楚了。
26耶稣打发他回家，说：“连这
村子你也不要进去。” 

 

ꀺꄮꄹꇬꑳꌠꆹꏢꄖꉬꄷ 彼得认耶稣为基督 
27ꑳꌠꌋꆀꌶꌺꐯꇯꅐꇁꇈꇽꌒ

ꆀꑸ•ꃏꆀꀘꁡꇤꉜꄉꁧ。ꈝꂾꇬꄉ

ꑳꌠꋍꌶꌺꈧꌠꏭ：“ꊿꄹꇬꉢꈀꄸ

ꉬꄷ？”ꃅꅲ。28ꋀꊇꆏ：“ꊿꋍꈨ

27耶稣和门徒出去，往凯撒
利亚•腓立比的村庄去。在路上
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28他
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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ꄹꇬꆹꋋꑣꊿꒀꉴꉬꄷ；ꋍꈨꄹꇬꆹ

ꑱꆀꑸꉬꄷ；ꉈꑴꋍꈨꄹꇬꆹꅉꄜꊿ

ꈧꌠꈬꄔꇬꋍꂷꉬꄷ”ꄷ。29ꑳꌠꉈ

ꑴꋀꏭ：“ꆍꄹꇬꉢꈀꄸꉬ？”ꄷ

ꅲ。ꀺꄮꆏꇬꏭ：“ꆎꆹꏢꄖꉬ”ꄷ

ꅇꀱ。30ꄚꄉꑳꌠꋀꏭꑠꉉꊿꄡꇰꄷ

ꏢꇋ。 

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
先知里的一位。”29又问他们
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
说：“你是基督。”30耶稣就禁戒
他们，不要告诉人。 

 

ꑳꌠꋍꌦꌠꌋꆀꀱꐥꇁꌠꃆꂮꅉꄜ 耶稣预言他的死和复活 
31ꋍꈭꐨꆏ，ꋌꋀꏭ：“ꊾꌺꆹꀋ

ꎪꃅꎭꃤꅧꃤꈍꑋꃅꊝ，ꅡꈭꌟꒉ、

ꆦꑝꌟꒉꌋꆀꁱꂷꌤꃅꊿꇱꇵꇫꎭ，

ꄷꀋꁧꋀꇱꌉꇫꎭꇈ，ꌕꑍꐛꈭꐨꆏ

ꀱꐥꇁ”ꄷꉙꂘ。32ꑳꌠꐝꉅꐯꐝ

ꉅꃅꅇꂷꋋꈨꉉ，ꀺꄮꆏꑳꌠꋌꈻꌊ

ꋍꁁꏯꄉ，ꑳꌠꏭꇫꑣ。33ꑳꌠꏮꇁ

ꌶꌺꈧꌠꉜꄉ，ꀺꄮꏭꊨꏈ：“ꌑ

ꄉ，ꎞꉠꊂꒉꌶ！ꑞꃅꆏ，ꆎꆹꏃꃅꌋ

ꉪꐨꉈꀋꇬꃅ，ꃰꊿꉪꐨꀉꄂꉈꇬ”

ꄷ。34ꄚꄉꉹꁌꌋꆀꌶꌺꋌꇴꌊꇁ

ꇈ，ꋀꏭꑠꃅꉉ：“ꀋꄸꄷ，ꊿꉠꊂ

ꈹꏾꌠꐥꑲꆏ，ꋍꊨꏦꂶꌠꇤꇫꎭ

ꄉ，ꋍꌩꏍꀵꌊꉠꊂꈹꇁꄡꑟ。35ꑞ

ꃅꆏ，ꊿꋍꊨꏦꀑꇬ（“ꀑꇬ”ꅀ“ꒌ

ꆠ”，ꄚꐰꑌꐯꌟ）ꈀꈭꋏꌠꆏ，ꀋꎪꃅꀑ

ꇬꁮ；ꉠꎁꌋꆀꌒꅇꎁꃅꀑꇬꈀꁮꌠ

ꆏ，ꀋꎪꃅꀑꇬꈭꋏꊌꌠꉬ。36ꊾꆹ

ꋧꃅꋋꂷꃅꋌꍍꅜꄷꑲꑌ，ꊨꏦꀑꇬ

ꄚꄉꁮꑲꆏ，ꈲꏣꑞꂷꐥꂯ？37ꊿꑞꌌ

ꀑꇬꀠꉆꑴꌦꂯ？38ꃅꋊꎼꃅꃏꑽ、

ꄷꅠꋋꋏꇬ，ꊿꉡꌋꆀꉠꇗꅉꋀꌌꎲ

ꄏꑊꏦꅍꃅꄉꌠꆏ，ꊾꌺꋍꀉꄉꀑꑊ

31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
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
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
过三天复活。”32耶稣明明地说
这话，彼得就拉着他劝他。33耶
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
彼得说：“撒但，退我后边去
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
只体贴人的意思。”34于是叫众
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
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
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35因为
凡要救自己生命的（“生命”或作“灵

魂”。下同），必丧掉生命；凡为我
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
命。36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
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
37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38凡
在这淫乱罪恶的世代，把我和
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
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
时候，也要把那人当做可耻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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ꁤꇅꀕꌠꇬꄉ，ꌃꎔꉬꉎꊩꌺꌋꆀꐯ

ꇯꀁꋌꐛꇁꄮꇬꆏ，ꄡꇗꊿꀊꋨꂷꋌ

ꌌꎲꄏꑊꏦꅍꃅꄉꌠꉬ”ꄷ。 

9 ꑳꌠꉈꑴꋀꏭ：“ꉢꇯꍝꃅꉉꆍ

ꊇꇰ，ꊿꄚꉆꌠꋍꈨꆹꌦꃤꋀꇫ 9 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在
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 

ꈌꑟꀋꋻꑴꌦꇯꆐ，ꏃꃅꌋꇩꊋꒉꌗ

ꒉꃅꇁꇫꑟꌠꀋꎪꃅꋀꊌꂿꌠꉬ”

ꄷ。 

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要看见
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 

 

ꑳꌠꇴꉻꐛꐈ 耶稣改变形象 
2ꃘꑍꐛꈭꐨꆏ，ꑳꌠꆏꀺꄮ、ꑸ

ꇱ、ꒀꉴꋌꏃꌊꀋꌋꀕꃅꉘꁌꀊꂥꅉ

ꇬꁧꇈ，ꋀꂾꄉꇴꐈꉻꐈ；3ꋍꃢꈜꏷ

ꌬꀕ，ꐎꃅꐍꊭꀕ，ꃄꅉꇬꂪꌦꉙꌠ，

ꉙꌊꋌꌟꃅꀊꐎꄎꌠꀋꐥ。4ꋋꇅꃅ，

ꑱꆀꑸꌋꆀꃀꑭꑋꋀꂾꅐꇁ，ꄷꀋꁧ

ꑳꌠꏭꅇꉉ。5ꀺꄮꆏꑳꌠꏭ：“ꆿ

ꀘ(“ꆿꀘ”ꆏ“ꂘꃀ”ꄜ)，ꉪꊇꄚꇬꐥꇬꃪꐯ

ꃪ！ꄚꇬꁁꑳꌕꂷꄵꄉꉆ，ꋍꂷꄻꆏ

ꁳ，ꋍꂷꄻꃀꑭꁵ，ꋍꂷꄻꑱꆀꑸ

ꁵ”ꄷ。6ꀺꄮꆹꑞꉉꑲꆀꍑꌠꋌꇬ

ꀋꌧ，ꑞꃅꆏ，ꋀꊇꐯꇯꏸꏦꌦꄉ

ꏽ。7ꃅꄂꌅꇁꌊꋀꄩꉱ，ꃚꋒꑵꑌꃅ

ꄂꇬꄉ，ꑠꃅꉉ：“ꋋꆹꉠꌺꉢꇫꉂ

ꂶꌠꉬ，ꆍꐯꇯꋍꅇꃅ”ꄷ。8ꌶꌺ

ꈧꌠꋋꇅꃅꏮꋀꈭꋀꇍꉜꇬꆏ，ꊾꂷ

ꑋꑗꀋꂿꃅꑳꌠꀉꄂꋀꈽꀊꄶꐥꌠꋀ

ꊌꂿ。 

2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
得、雅各、约翰暗暗地上了高
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
3衣服放光，极其洁白，地上漂
布的，没有一个能漂得那样
白。4忽然有以利亚同摩西向他
们显现，并且和耶稣说话。5彼
得对耶稣说：“拉比（“拉比”就是“夫

子”），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
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
西，一座为以利亚。”6彼得不知
道说什么才好，因为他们甚是
惧怕。7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
们，也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
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
他。”8门徒忽然周围一看，不再
见一人，只见耶稣同他们在那
里。 

9ꉘꁌꇬꄉꀱꀁꋌꇀꄮꇬ，ꑳꌠꋀ

ꊇꏯ：“ꊾꌺꌦꈬꇬꄉꀱꐥꀋꇁꌦ

ꂾ，ꆍꑴꌠꆍꈀꂿꋋꈨꉉꊿꄡꇰ”ꄷ

ꉉ。10ꅇꂷꋋꇬꌶꌺꈧꌠꎺꉌꂵꇬꊐ

9下山的时候，耶稣嘱咐他
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
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
人。”10门徒将这话存记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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ꄉ，ꋀꊇꐮꏯ“ꌦꈬꇬꄉꀱꐥꇁ”

ꃅꑠꑞꄜꌠꉬꂯꃅꈋꍣꐺ。11ꋀꊇꑳ

ꌠꏭ：“ꁱꂷꌤꃅꊿꑞꃅꑱꆀꑸꀋꎪ

ꃅꂴꇁꃅꉉꌠꉬ？”ꄷꅲ。12ꑳꌠ

ꆏ：“ꑱꆀꑸꆹꇯꍝꃅꂴꇁꄉ，ꌤꆿ

ꈀꐥꃅꋌꄺꀱꌊꂴꐛꅉꐛꌐ。꒰ꀨ

ꇬꊾꌺꏭꄐꄉ，‘ꋋꆹꎬꅧꈁꄽꊝ，

ꊾꑌꋌꉚꄸ’ꃅꀋꉉꅀ？13ꉢꉉꆍ

ꇰ，ꑱꆀꑸꇁꀐ，ꋀꊇꑌꈁꏾꃅꋋꊝ，

ꑠꆹꏂꀨꇬꌐꄉꋍꏭꉉꌠꅇꂷꌋꆀꐯ

ꌟ”ꄷ。 

彼此议论“从死里复活”是什么意
思。11他们就问耶稣说：“文士
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
12耶稣说：“以利亚固然先来，
复兴万事。经上不是指着人子
说：他要受许多的苦，被人轻
慢呢？13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
经来了，他们也任意待他，正
如经上所指着他的话。” 

 

ꀉꑳꑊꋌꐊꌠꋌꉃꌒ 治好鬼附的孩子 
14ꑳꌠꇁꌊꌶꌺꄷꑟꇬꆏ，ꊿꈍꑋ

ꃅꋀꈭꋀꇍꉆ，ꉈꑴꁱꂷꌤꃅꊿꌋꆀ

ꋀꐮꈌꀥꐺꌠꋌꊌꂿ。15ꉹꁌꑳꌠꋀ

ꊌꂿꄷꆏ，ꋀꐯꇯꋌꇰꌐ，ꄚꄉꀥꌌ

ꇫꅇꄜꆹ。16ꑳꌠꋀꏭ：“ꆍꊇꌋꆀ

ꋀꑞꈨꌌꐮꈌꀥ？”ꄷꅲ。17ꉹꁌꈧ

ꌠꈬꄔꊾꂷ：“ꌧꃀꀋ！ꉠꌺꉢꏃꌊ

ꄚꅽꄹꇁꀐ，ꑶꀠꑊꋌꑠꂷꋋꐊ。

18ꇿꇬꉬꄿꂿ，ꑊꋌꋍꏭꇁꄉ，ꋌꑊꋌ

ꇱꇵꃄꅉꇬꄚꑲꆏ，ꋌꈂꀸꃴꁮꃴꍔ

ꃅꐙ，ꎐ꒰ꃴꆀꀕ，ꇭꀧꂶꌠꀉꇨꀉ

ꏦꇬꎷ。ꉢꅽꌶꌺꏭꑊꋌꋋꂷꈹꇫ

ꎭꄷꇖꂟꋺ，ꄚ，ꋀꊇꇬꈹꀋꄐ”

ꄷ。19ꑳꌠꆏ：“ꀊꑴ！ꀋꑇꌠꃅꋊ

ꀋ！ꉢꆍꄚꇬꐥꅷꈍꄮꑟꂯꇆ？ꉢꆍ

ꂾꄉꋰꄉꅷꈍꄮꇬꑟꂯꇆ？ꋌꏁꌌꉠ

ꄹꇁ！”ꄷ。20ꄚꄉꌺꂶꌠꋀꏃꇁ。

ꑳꌠꋌꊌꂿꄷꆏ，ꋌꑊꋌꇱꎼꑬꀜꇇ

ꏾꀙꐯꀙꃅꐚꃄꅉꇬꅞꄉꂃꐺꇈ，ꈂ

14耶稣到了门徒那里，看见
有许多人围着他们，又有文士
和他们辩论。15众人一见耶稣，
都甚希奇，就跑上去问他的
安。16耶稣问他们说：“你们和
他们辩论的是什么？”17众人中
间有一个人回答说：“夫子，我
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他
被哑巴鬼附着。18无论在哪里，
鬼捉弄他，把他摔倒，他就口
中流沫，咬牙切齿，身体枯
干。我请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
去，他们却是不能。”19耶稣
说：“嗳！不信的世代啊，我在
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
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
这里来吧。”20他们就带了他
来。他一见耶稣，鬼便叫他重
重地抽风，倒在地上，翻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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ꀸꃴꁮꃴꍔꃅꐙ。21ꑳꌠꋍꀉꄉꏭ：

“ꋌꑠꃅꆅꈍꉗꏢꐛꀐ？”ꄷꅲ。

ꀉꄉꂶꌠꆏ：“ꀄꊭꄮꇬꇯꆐꑠꃅꐙ

ꅷꇁ。22ꋌꈍꑋꃢꃅꑊꋌꇱꇵꃆꄔꇬ

ꊐ、ꒊꄝꇬꊐ，ꑠꃅꋋꈔꋏꏢꉨ。ꀋ

ꄸꄷ，ꆏꊵꑵꆹꃅꄐꑲꆏ，ꈧꊰꀕꃅꉪ

ꊼꇅꎭꃅꉈꄉꉪꇇꀤ”ꄷ。23ꑳꌠꋍ

ꏭ：“ꀋꄸꄷ，ꆏꑇꄎꑲꆏ，ꊿꑇꌠ

ꆹ，ꌤꑞꑌꃅꄎ”ꄷ。24ꀉꑳꀉꄉꋋ

ꇅꃅꏅꄉꑠꃅꉉ：“ꉢꑇ，ꄚ，ꉠꉌꊋ

ꀋꇎ，ꌌꁈꀋ！ꆏꉠꇇꀤ”ꄷ。（ꀊꆨ

꒰ꀨꋍꈨꇬꆏ“ꋋꇅꃅꑓꁴꅐꄉꏅ”ꃅꅑꌠꐥ）。

25ꉹꁌꈧꌠꀥꉎꇁꌠꑳꌠꊌꂿꇬꆏ，

ꋌ：“ꇉꁧꑶꀠꑊꋌꀋ！ꉢꅽꏯꋍꈐ

ꏭꄉꅐꇁ，ꀱꉈꑴꃹꄡꆹꀐ！”ꄷꃅ

ꑊꋌꀋꎴꀋꈻꂶꌠꏭꊨꀖ。26ꑊꋌꂶ

ꌠꏄꅉꃅ，ꀉꑳꂶꌠꋌꎼꋍꏿꑬꀜꇇ

ꏾꇈꅐꇁꀐ。ꀉꑳꂶꌠꆹꌦꀐꌠꌡ

ꄉ，ꊿꊋꒉꄹꁆꌠ：“ꋋꆹꌦꀐ”ꃅ

ꉉꌐ。27ꄚ，ꑳꌠꇁꌊꀉꑳꂶꌠꇇꈻ

ꄉ，ꋌꄏꀍꉀꉆꇬꆏ，ꀉꑳꂶꌠꄓꀍ

ꉀꉆꀐ。28ꑳꌠꇁꌊꑳꈐꏭꃹꇬꆏ，

ꌶꌺꈧꌠꀋꌋꀕꃅꇬꏭ：“ꉪꊇꑞꃅ

ꑊꋌꋋꂷꉪꋌꈹꇫꎭꀋꄐꌠꉬ？”ꃅ

ꅲ。29ꑳꌠꄹꇬ：“ꈼꂟꌠꀋꉬꑲꆏ

（ꀊꆨ꒰ꀨꋍꈨꆏꁱꂷ“ꋚꈻ”ꃅꑠꄸꇬꇯꄉꌠꐥ），

ꑊꋌꀕꑵꆹꈍꃅꑌꈹꉈꏭꅐꇁꀋꄐ”

ꄷ。 

去，口中流沫。21耶稣问他父亲
说：“他得这病有多少日子呢？”
回答说：“从小的时候。22鬼屡
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
他。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
我们，帮助我们。”23耶稣对他
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
事都能。”24孩子的父亲立时喊
着说（有古卷作“立时流泪地喊着说”）：
“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
助！”25耶稣看见众人都跑上
来，就斥责那污鬼，说：“你这
聋哑的鬼，我吩咐你从他里头
出来，再不要进去！”26那鬼喊
叫，使孩子大大地抽了一阵
风，就出来了。孩子好像死了
一般，以致众人多半说：“他是
死了。”27但耶稣拉着他的手，
扶他起来，他就站起来了。28耶
稣进了屋子，门徒就暗暗地问
他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他
去呢？”29耶稣说：“非用祷告
（有古卷在此有“禁食”二字），这一类
的鬼，总不能出来（或作“不能赶他

出来”）。” 

 

ꑳꌠꉈꑴꋍꌦꌠꌋꆀꀱꐥꇁꌠꅉꄛꌦ 耶稣再次预言他的死和复活 
30ꋀꊇꀊꋩꈚꐞꄉ，ꏤꆀꀕꃅꄷ

ꈴꁧ。ꑳꌠꆹꊿꁳꅉꐚꎻꀋꏾ；31ꄚ

30他们离开那地方，经过加
利利。耶稣不愿意人知道；31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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ꄉꋌꋍꌶꌺꈧꌠꏭ：“ꊾꌺꊿꇱꏮꌞ

ꊿꇇꈐꊐꂯꄉꀐ，ꋋꆹꋀꌉꇫꎭ；ꊿ

ꌉꇫꎭꇈꌕꑍꐛꈭꐨꆏ，ꋌꀱꐥꇁ”
ꄷꉙꂘ。32ꌶꌺꈧꌠꆹꅇꋋꇬꋀꋋꐞ

ꀋꉅ，ꀱꉈꑴꋋꅲꑌꀋꀬ。 

是教训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
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被
杀以后，过三天他要复活。”
32门徒却不明白这话，又不敢问
他。 

 

ꉬꉎꇩꇬꀉꒉꇊꀉꒉꌠ 天国中最大的 
33ꋀꊇꇁꌊꏦꀘꇊꑟ。ꑳꇬꄉꑳ

ꌠꋍꌶꌺꈧꌠꏭ：“ꆍꈝꃀꇬꇁꇬꑞ

ꈨꌌꈋꍣꐺ？”ꄷꅲ。34ꌶꌺꈧꌠꆏ

ꋀꈝꃀꇬꄉꈀꄸꂷꄈꀉꒉꌐꌠꌌꐮꈌ

ꀥꐛꅹ，ꁱꀋꐭ。35ꑳꌠꇫꑌꄉ，ꁆ

ꄻꊩꌺꊰꑋꑼꌠꋌꇴꎼꇁ，ꑠꃅꋀꏭ

ꉉ：“ꀋꄸꄷ，ꊾꂷꇬꂾꂶꌠꄻꏾꑲ

ꆏ，ꋌꀋꎪꃅꉹꁌꈬꇬꄽꂫꂶꌠꄻ，

ꉹꁌꇤꑭꄻꑲꆀꍑ”ꄷ。36ꄚꄉꀉ

ꑳꍈꑳꌠꏃꌊꇁꇈ，ꋋꄻꌶꌺꈧꌠꈬ

ꄔꇬꉆꄉꎻ；ꉈꑴꋋꄌꌊꄉ，ꋀꏭ：

37“ꊿꉠꂓꎁꃅꀉꑳꋋꂷꌡꑠꂷꈀꋩ

ꈀꏦꌠꆏ，ꉡꋩꉡꏦꌠꉬ，ꉡꈀꋩꈀ

ꏦꌠꆏ，ꉡꋩꉡꏦꌠꀋꉬꃅ，ꉢꋌꊪꎼ

ꇁꂶꌠꋨꏦꌠꉬ”ꄷ。 

33他们来到迦百农。耶稣在
屋里问门徒说：“你们在路上议
论的是什么？”34门徒不作声，
因为他们在路上彼此争论谁为
大。35耶稣坐下，叫十二个门徒
来，说：“若有人愿意作首先
的，他必作众人末后的，作众
人的用人。”36于是领过一个小
孩子来，叫他站在门徒中间；
又抱起他来，对他们说：37“凡
为我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
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
的，不是接待我，乃是接待那
差我来的。” 

 

ꉪꏭꀋꄙꀋꑣꌠꆏꉪꇇꀤꌠꉬ 不敌挡我们就是帮助我们 
38ꒀꉴꆏꑳꌠꏭ：“ꂘꃀꀋ！ꊾ

ꂷꅽꂓꄜꄉꑊꋌꈹꌠꉪꊌꂿꇈ，ꉪꋋ

ꏢꋌꇋ，ꑞꃅꆏ，ꋌꉪꊂꀋꈹ”ꄷ。

39ꑳꌠꆏ：“ꋋꄡꏢꄡꇍ，ꑞꃅꆏ，ꊿ

ꉠꂓꄜꄉꄐꐨꇣꋲꌠꃅꇈ，ꀱꌊꈝꐮ

ꃅꉡꍍꋉꄸꄀꌠꀋꐥ”ꄷ。40ꉪꊇ

ꀋꄙꀋꑣꌠꆏ，ꉪꇇꀤꌠꉬ。41ꉢꇯ

ꍝꃅꉉꆍꇰ，ꆍꊇꏢꄖꃤꉬꐛꅹ，ꊿ

38约翰对耶稣说：“夫子，我
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
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跟从
我们。”39耶稣说：“不要禁止
他，因为没有人奉我名行异
能，反倒轻易毁谤我。40不敌挡
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41凡
因你们是属基督，给你们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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ꀆꐒꋍꍔꄻꆍꄎꌠꆹ，ꋌꈁꁠꀋꊌꀋ

ꉆ”ꄷ。 
水喝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他
不能不得赏赐。” 

 

ꑽꃤꊾꌌꉪ 罪的试探 
42“ꊿꉢꑅꌠꄿꏀꍈꋌꇱꎼꑇꐨ

ꇬꄉꅞꌠꆹ，ꐂꇓꀋꃀꂷꐒꋌꇵꆹꇬꄀ

ꄉꅝꎿꃀꇬꊐꇫꎭꇬꄈꍑ。43ꀋꄸ

ꄷ，ꅽꇇꋍꁆꆏꋌꎼꑇꐨꇬꄉꅞꑲ

ꆏ，ꇇꁆꌠꇽꇫꎭ；44ꆏꇇꋍꁆꀋꅑꃅ

ꐩꋊꐩꍂꀑꇬꊌꌠꆹ，ꈍꃅꑌꇇꑍꁆ

ꅑꄉꊰꅉꃴꏦꑳꆈꇬꀋꌦꀋꑍꌠꃆꄔ

ꇬꊐꌠꏭꀋꋌ。45ꀋꄸꄷ，ꅽꏸꑭꁆ

ꆏꋌꎼꑇꐨꇬꄉꅞꑲꆏ，ꏸꑭꁆꌠꇽ

ꇫꎭ；46ꆏꐂꀜꄉꐩꋊꐩꍂꀑꇬꊌꌠ

ꆹ，ꈍꃅꑌꏸꑭꑍꁆꅑꄉꋌꇱꇵꅉꃴ

ꏦꑳꆈꇬꊐꌠꏭꀋꋌ。47ꀋꄸꄷ，ꅽ

ꑓꋪꁆꆏꋌꎼꑇꐨꇬꄉꅞꑲꆏ，ꅽꑓ

ꋪꁆꌠꃹꇫꎭ；ꆏꑓꋪꋍꁆꀉꄂꅑꄉ

ꏃꃅꌋꇩꇬꃹꌠꆹ，ꈍꃅꑌꑓꋪꑍꁆ

ꅑꄉꋌꇱꇵꅉꃴꏦꑳꆈꇬꊐꌠꏭꀋ

ꋌ。48ꀊꄶꇬ，ꁯꄸꆹꀋꌦꌠ，ꃆꄔꆹ

ꀋꑍꌠ。49ꑞꃅꆏ，ꀋꎪꃅꃆꄔꌌꋂ

ꃅꄉꊿꋍꂷꈀꐥꌠꃅꇱ（ꀊꆨ꒰ꀨꋍꈨꄚꇬ

“ꆦꋚꈀꐥꃅꀋꎪꃅꋂꌌꏀꏿ”ꃅꅑ）。50ꋂꑴ

ꅉꆹꃪꑵꉬ，ꄚ，ꀋꄸꄷ，ꋂꉩꑲꆏ，

ꑞꌌꋌꁳꉈꑴꋂꐔꇁꎻꉆꂯ？ꆍꈐꏭ

ꋂꑌꄉ，ꐮꄮꐮꄻꃅꐥꄡꑟ”ꄷ。 

42“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
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
人的颈项上，扔在海里。43倘若
你一只手叫你跌倒，就把它砍
下来；44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
强如有两只手落到地狱，入那
不灭的火里去。45倘若你一只脚
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46你
瘸腿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脚
被丢在地狱里。47倘若你一只眼
叫你跌倒，就去掉它；你只有
一只眼进入神的国，强如有两
只眼被丢在地狱里。48在那里，
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49因
为必用火当盐腌各人（有古卷在此

有“凡祭物必用盐腌”）。50“盐本是好
的，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
再咸呢？你们里头应当有盐，
彼此和睦。” 

 

ꃜꁏꃆꂮ 论离婚 

10 ꑳꌠꀊꄶꇬꄉꑭꄑꄉ，ꇁꌊꒀ

ꄠꃅꋮꇬꑻꄉꒊꃀꅶꁉ 
10 耶稣从那里起身，来到

犹太的境界并约旦河 
ꑟ。ꉹꁌꉈꑴꇁꌊꋍꄷꏓꄉ，ꋌꑍꃀ 外。众人又聚集到他那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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ꑍꌟꃅꋀꊇꉙꂘ。 又照常教训他们。 
2ꃔꆀꌏꊿꆹꑳꌠꌌꉪꏢꉨꄉ，ꇬ

ꏭ：“ꊿꑮꃀꊐꇬꍑꀕ？”ꄷꅲꌠ

ꐥ。3ꑳꌠꆏ：“ꃀꑭꉉꆍꇰꌠꆹꑞ

ꉬ？”ꄷꅇꀱ。4ꋀꆏ：“ꃀꑭꆹꊿ

ꃜꁏꄯꒉꁱꄉꑲꆏ，ꊿꑮꃀꊐꇫꎭꉆ

ꃅꈌꁧꄉ”ꄷ。5ꑳꌠꆏ：“ꃀꑭꆹ

ꆍꊇꉌꂵꆸꉂꐛꅹ，ꃷꋪꋋꏢꋌꁱꆍ

ꁳꄉꇈꌠ；6ꄚ，ꀊꆨꇬꂾꁍꄻꏃꄻꄮ

ꇬ，ꏃꃅꌋꊾꄻꇬꆹꌺꃰꄻꌋꅪꄻ。

7ꑠꅹ，ꊿꀿꃀꄷꄉꐞꌊꑮꃀꌋꆀꐯꈽ

ꄉ，ꊿꑍꂷꇁꇭꀧꋍꂷꐛ。8ꑠꉬꑲ

ꆏ，ꀋꁧꀋꃀꑍꂷꌠꆹꊿꑍꂷꀋꉬꃅꇭ

ꀧꋍꂷꉬꀐ。9ꑠꅹ，ꏃꃅꌋꄻꐯꇯꄉ

ꌠꆏ，ꊿꋋꇽꑍꄷꎭꀋꉆ”ꄷ。 

2有法利赛人来问他说：“人
休妻可以不可以？”意思要试探
他。3耶稣回答说：“摩西吩咐你
们的是什么？”4他们说：“摩西
许人写了休书便可以休妻。”5耶
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
所以写这条例给你们；6但从起
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
造女。7因此，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
8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
人，乃是一体的了。9所以，神
配合的，人不可分开。” 

10ꑳꇬꑞꄮꇬꆏ，ꌶꌺꋍꏭꌤꋌꐘ

ꃆꂮꅲ。11ꑳꌠꋀꏭ：“ꋍꑮꃀꋌꊐ

ꇫꎭꄉ，ꑮꃀꀉꁁꂷꈀꒃꌠꆏ，ꋌꋍ

ꑮꃀꂾꈴꀋꄿꃅ，ꑽꃤꌞꃆꍯꒆꍯꌠ

ꑠꃅꀐꌠꉬ；12ꀋꄸꄷ，ꑮꃀꂷꋍꁦꋠ

ꋌꊐꇫꎭꇈꁦꋠꀉꁁꂷꄷꐛꁧꇬ，ꋋ

ꑌꑽꃤꌞꃆꍯꒆꍯꌠꑠꃅꀐꌠꉬ”
ꄷ。 

10到了屋里，门徒就问他这
事。11耶稣对他们说：“凡休妻
另娶的，就是犯奸淫，辜负他
的妻子；12妻子若离弃丈夫另
嫁，也是犯奸淫了。” 

 

ꋬꂻꄻꀉꑳꌺꁵ 祝福小孩子 
13ꊾꈨꀉꑳꌺꋀꇱꏃꌊꑳꌠꂿꇁ

ꇈ，ꑳꌠꁳꇇꐛꋀꀉꑳꇬꄀꎻ，ꄚꄉ

ꊿꈧꌠꌶꌺꌌꊨꀖ。14ꌤꋌꐘꑳꌠꊌ

ꂿꇬꆏ，ꋌꇨꇅꃃꄉ，ꋍꌶꌺꏭꑠꃅ

ꉉ：“ꋀꄡꏢꄡꇍꃅ，ꀉꑳꁳꉠꄹꇁ

ꎻ；ꑞꃅꆏ，ꏃꃅꌋꇩꇬꐥꌠꆹ，ꊿꑠ

ꃅꐙꌠꉬ。15ꉢꇯꍝꃅꉉꆍꇰ，ꊿꏃ

13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
稣，要耶稣摸他们，门徒便责
备那些人。14耶稣看见就恼怒，
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
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
国的，正是这样的人。15我实在
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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ꃅꌋꇩꈀꊪꏾꌠꆹ，ꀋꄸꄷꋀꊇꀉꑳ

ꌟꃅꀋꐛꑲꆏ，ꈍꃅꑌꇫꃹꆹꀋꄐꌠ

ꉬ”ꄷ。16ꄚꄉꀉꑳꋌꄌꌊ，ꇇꐛꋀ

ꄀꄉ，ꋬꂻꄻꋀꁳ。 

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
16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
手，为他们祝福。 

 

ꌣꈚꊿ 富人 
17ꑳꌠꅐꇁꇈꈛꎼꐹꄮꇬꆏ，ꊾꂷ

ꀥꌌꁡꊭꃄꇴꄂꋍꂾꅞꄉ，ꋍꏭ：

“ꉌꎔꑌꌠꌧꃀꀋ，ꉢꌤꑞꑵꃅꑲꆀ

ꐩꋊꐩꍂꀑꇬꊪꊊꄐ？”ꄷꅲ。18ꑳ

ꌠꆏꇬꏭ：“ꆏꑞꃅꉠꏯꉌꎔꑌꃅ

ꇴ？ꏃꃅꌋꀉꄂꑲꆏ，ꀉꁁꉌꎔꑌꌠ

ꀋꐥ。19ꏥꏦꆏꅉꐚ：‘ꊿꌉꀋꉆ，

ꌞꃆꍯꒆꍯꀋꉆ，ꊾꈐꊾꈱꀋꉆ，ꅇ

ꊪꃶꀋꐚꌠꌬꀋꉆ，ꊾꊏꊾꋠꀋꉆ，

ꀿꃀꁌꒉꄣꅼꄡꑟ’ꄷ”ꄷ。20ꋌ

ꑳꌠꏭ：“ꌧꃀꀋ，ꋍꑠꈀꐥꌠꃅꉢ

ꀄꊭꃅꇬꇯꆐꍬꅷꇁꀐ”ꄷ。21ꑳꌠ

ꏮꇬꉚꇈ，ꊿꂶꌠꋍꉌꃹꄉ，ꇬꏭ：

“ꆏꋍꑵꃅꀋꇎꑴꌦ，ꅽꁨꇐꈀꐥꃅ

ꃷꌊꁸꌢꎭꌠꁵ，ꑠꃅꑲꆏ，ꀋꎪꃅꁨ

ꇐꉬꉎꇬꎍꌠꉬ；ꆏꉈꑴꉠꊂꈹꇁ”

ꄷ。22ꅇꂷꋋꇬꈨꇬꆏ，ꊿꂶꌠꑊꑍ

ꁏꌊꉌꐒꇁꎭꄉꁧꀐ，ꑞꃅꆏ，ꋍꁨ

ꇐꆹꀉꑌꐯꀉꑌ。23ꑳꌠꏮꀊꈫꀊꇋ

ꉜꇈ，ꌶꌺꈧꌠꏭꑠꃅꉉ：“ꊿꎆꁨ

ꋚꁦꌠꏃꃅꌋꇩꇬꃹꆹꇬꈍꃅꊋꋠ

ꉏ！”ꄷ。24ꌶꌺꉜꇬꋍꅇꂷꋋꇬꇣ

ꋲꏭꃅꐙ。ꑳꌠꉈꑴꋀꏭ：“ꀉꑳ

ꊈꀋ！ꊿꎆꋚꉈꊪꌠꆹ，ꏃꃅꌋꇩꇬꃹ

ꆹꇬꈍꃅꊋꋠꉏ！25ꎆꁨꊾꂷꏃꃅꌋꇩ

ꇬꃹꆹꌠꉬꑎꆹ，ꁖꅖꉼꃀꏢꑱꅳꁖꑆ

17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
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
他说：“善良的夫子，我当做什
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18耶
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善
良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
有善良的。19诫命你是晓得的，
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
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亏负
人，当孝敬父母。”20他对耶稣
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
守了。”21耶稣看着他，就爱
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
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
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
跟从我。”22他听见这话，脸上
就变了色，忧忧愁愁地走了，
因为他的产业很多。23耶稣周围
一看，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
进神的国是何等地难哪！”24门
徒希奇他的话。耶稣又对他们
说：“小子，倚靠钱财的人进神
的国，是何等地难哪！25骆驼穿
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
容易呢。”26门徒就分外希奇，
对他说：“这样谁能得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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ꌠꄈꂯꈝꐮꑴꌦ！”ꄷ。26ꌶꌺꈧꌠ

ꋌꎼꀊꅰꃅꋌꇰꄉ，ꋍꏭ：“ꑠꉬꑲ

ꆏ，ꈀꄸꂷꈭꋏꊌꄎ？”ꄷ。27ꑳꌠ

ꏮꋀꉚꄉ：“ꊾꆹꇫꃅꀋꄐꌠ，ꄚ，

ꏃꃅꌋꆹꃅꄎꌠꉬ，ꑞꃅꆏ，ꏃꃅꌋꆹ

ꑞꑌꋌꃅꄎ”ꄷ。28ꀺꄮꋍꏭ：

“ꉜꉏ！ꉪꊇꆹꉪꈁꁨꅍꃅꉪꇤꇫꎭ

ꇈꀕꅽꊂꈹꇁꀐ”ꄷ。29ꑳꌠꆏ：

“ꉢꇯꍝꃅꉉꆍꇰ，ꊿꉡꌋꆀꌒꅇꎁ

ꃅꑳꇤ、ꅀꃺꃶꀁꑳ、ꅫꃀ、ꀿ

ꃀ、ꌳꃈꅮ、ꃄꅉꊁꅉꑠꋀꇤꇫꎭ

ꇈꌠꆹ，30ꀋꃅꋋꐥꍂꇬꑳꇤ、ꃺꃶ

ꀁꑳ、ꅫꃀ、ꀉꂿ、ꌳꃈꅮ、ꃄ

ꅉꑠꋍꉐꁧꁦꎆꃅꀋꊌꌠꀋꐥ，ꄷꀋ

ꁧꊿꌌꆼꍅꆹꆋ，ꊁꍂꌠꇬꆏꀋꎪꃅ

ꐩꋊꐩꍂꀑꇬꊌ。31ꄚ，ꀋꃅꂴꃅꐙ

ꌠꈍꑋ，ꊁꇁꋍꑍꆏꊁꃅꐙ；ꀋꃅꊁ

ꃅꐙꌠ，ꊁꇁꋍꑍꆏꂴꃅꐙ”ꄷ。 

27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
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
事都能。”28彼得就对他说：“看
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
你了。”29耶稣说：“我实在告诉
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
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
儿女、田地，30没有不在今世得
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
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
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
31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
后；在后的，将要在前。” 

 

ꑳꌠꌕꃢꀕꌠꋍꌦꌠꌋꆀꀱꐥꌠꅉꄜ 耶稣第三次预言他的死和复活 
32ꋀꊇꈛꎼꑳꇊꌒꇌꁧ。ꑳꌠꂴ

ꅑꁧꄉ，ꌶꌺꈧꌠꋌꎼꇣꋲꏭꃅꐙ，

ꊿꇫꊂꈹꈧꌠꑌꏸꏦ。ꑳꌠꋍꁆꄻ

ꊩꌺꊰꑋꑼꌠꉈꑴꋌꇴꌊꌤꊨꏦꋒꇁ

ꂯꈧꌠꋌꉉꋀꇯꌦ，33ꋌꋀꏭ：“ꆍ

ꉜꉏ！ꉪꊇꆹꑳꇊꌒꇌꁧ，ꊾꌺꆹꊿꏮ

ꆦꑝꌟꒉꌋꆀꁱꂷꌤꃅꊿꁵꄉ，ꌦꃤ

ꋀꏤꋌꁳ，ꏮꉇꉻꊿꁵ。34ꋌꋀꊇꌌ

ꒊꈧ，ꊫꃺꋀꁐꋍꈁꑓꇬꉖ，ꋀꌌꅥ

ꏶꇈꋀꌉꇫꎭ。ꌕꑍꐛꈭꐨꆏ，ꋌꀱ

ꐥꇁ”ꄷ。 

32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
耶稣在前头走，门徒就希奇，
跟从的人也害怕。耶稣又叫过
十二个门徒来，把自己将要遭
遇的事告诉他们说：33“看哪！
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将要
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
定他死罪，交给外邦人。34他们
要戏弄他，吐唾沫在他脸上，
鞭打他，杀害他。过了三天，
他要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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ꑸꇱꌋꆀꒀꉴꑋꇖꂟꐨ 雅各和约翰的要求 
35ꑭꀺꄠꌺꑸꇱ、ꒀꉴꑋꇁꌊꑳ

ꌠꂴꆽꄉꑳꌠꏭ：“ꂘꃀꀋ，ꉪꅽꏯ

ꑞꇖꂟꆏ，ꆏꉪꎁꃅꀕꅊꇈ”ꄷ。

36ꑳꌠꆏ：“ꆍꉢꁳꆍꎁꃅꑞꃅ

ꏾ？”ꄷꅲ。37ꋍꑊꆏ：“ꉣꑊꁳꅽ

ꀑꒉꑊꒉꅉꇬꐥꎻ，ꋍꂷꄻꅽꇀꑳꏯ

ꑍꄉ，ꋍꂷꄻꅽꇀꃼꏯꑍꄉ”ꄷ。

38ꑳꌠꆏ：“ꆐꑊꈀꇖꈁꂟꌠꑞꉬꌠ

ꆐꑊꋋꅉꀋꐚ，ꉢꈀꅝꌠꀞꍗꏡꌠꆐ

ꑊꇫꅝꄎꑴꅀ？ꉢꈀꊪꌠꋋꑣꆹꆐꑊ

ꇫꊪꄎꑴꅀ？”ꄷ。39ꋍꑊꆏ：“ꉣ

ꑊꄐꑴ”ꄷ。ꑳꌠꆏ：“ꉢꈀꅝꌠ

ꀞꍗꏡꌠꆐꑊꑌꅝ，ꉢꈀꊪꌠꋋꑣꆹ

ꆐꑊꑌꊪ；40ꄚ，ꈀꄸꉠꇀꃼꇀꑳꑌꌠ

ꆏ，ꉢꄻꆐꑊꇖꄎꌠꀋꉬꃅ，ꈀꄸꎁꃅ

ꄐꏤꄉꌠꉫꆏ，ꄻꈀꄸꇖꌠꉬ”ꄷ。

41ꌶꌺꀊꋨꊯꑻꋍꑠꋀꈨꇬꆏ，ꋀꃃꑸ

ꇱ、ꒀꉴꑋꊝ。42ꋀꊇꑳꌠꇴꌊꇁ

ꇈ，ꋀꏭ：“ꉇꉻꊾꆹꃰꃅꋀꏲꂠꌠ

ꐥ，ꃰꃅꇛꌺꉘꉩꃅꋀꄩꌅꈌꌬꌠꐥ，

ꑠꆹꆍꅉꐚ。43ꄚ，ꆍꊇꈬꄔꆏ，ꑠꃅ

ꀋꐛ；ꆍꊇꈬꄔꈀꄸꂷꀉꒉꂶꌠꄻꏾ

ꆏ，ꈀꄸꂷꀋꎪꃅꆍꇤꑭꄻꑲꆀꍑ；

44ꆍꈬꄔꇬꈀꄸꂷꌟꒉꄻꏾꆏ，ꈀꄸ

ꂷꀋꎪꃅꉹꁌꁏꐚꄻꑲꆀꍑ。45ꑞꃅ

ꆏ，ꊾꌺꇁꌠꆹꊿꁳꌌꀨꎹꇁꎻꌠꀋꉬ

ꃅ，ꊾꀨꎹꇁꌠꉬ，ꄷꀋꁧ，ꀑꇬꁮꄉ

ꊿꀉꑌꈨꋊꁌꃅ”ꄷ。 

35西庇太的儿子雅各、约翰
进前来，对耶稣说：“夫子，我
们无论求你什么，愿你给我们
做。”36耶稣说：“要我给你们做
什么？”37他们说：“赐我们在你
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右边，
一个坐在你左边。”38耶稣说：
“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
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
受的洗，你们能受吗？”39他们
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
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
的洗，你们也要受；40只是坐在
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
乃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
41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雅
各、约翰。42耶稣叫他们来，对
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
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
臣操权管束他们。43只是在你们
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
谁愿为大，就必作你们的用
人；44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
就必作众人的仆人。45因为人子
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
是要服事人，并且要舍命，作
多人的赎价。” 

 



ꂶꈌꌒꅇ  11 143 马可福音  11 

 

ꑓꋩꌠꀠꄂꂴꋌꇱꉂꌒ 治好盲人巴底买 
46ꑳꆀꇬꑟꀐ；ꑳꌠꌋꆀꋍꌶ

ꌺ、ꉹꁌꈍꑋꑠꈨꐯꇯꑳꆀꇬꄉꅐꇁ

ꄮꇬ，ꋚꂟꊿꑓꋩꑠꂷꈛꁧꇬꑌ，ꋋꆹ

ꄂꂴꌺꀠꄂꂴꉬ。47ꇂꌒꇍꊿꑳꌠꉬ

ꌠꋌꊌꈧꄮꇬꆏ，ꋌ：“ꄊꃥꌺꇖꑳ

ꌠꀋ！ꉡꎭꃅꉈꀞ！”ꃅꏅ。48ꊿꈍ

ꑋꃅꇁꋍꏭꊨꄉ，ꁱꐭꀋꉆꄷ。ꄚ，

ꋋꆏꃚꐕꉐꐓꄉꀊꅰꃅ：“ꄊꃥꌺꇖ

ꇆ！ꉡꎭꃅꉈꀞ！”ꃅꏅ。49ꑳꌠꆏ

ꇬꉆꄉ，ꊿꏭ：“ꋋꇴꌊꋍꏮꇁ”

ꄷ。ꋀꊇꊿꑓꋩꂶꌠꇴꄉꇬꏭ：

“ꐒꄻꀋꅐ，ꄓꇁ！ꋌꆎꇴꀐ”ꄷ。

50ꑓꋩꂶꌠꋍꃢꈜꋌꇤꇫꎭꇈꀕ，ꐂ

ꄓꏿꄉ，ꇁꑳꌠꄷꑟ。51ꑳꌠꇬꏭ：

“ꆏꉢꁳꅽꎁꃅꑞꃅꎻꏾ？”ꄷ。

ꑓꋩꂶꌠꆏ：“ꇁꀧꆀꀋ，（“ꇁꀧꆀ”

ꆹ“ꂘꃀ”ꄜ）ꉢꁳꑓꂿꉆꎻ”ꄷ。52ꑳ

ꌠꆏ：“ꆏꁧꌶ！ꅽꉌꊋꆎꈭꋏꀐ”

ꄷ。ꑓꋩꂶꌠꋋꇅꃅꂿꉆꇬꅜꄉ，ꈝ

ꃀꇬꄉꑳꌠꊂꈹꐺ。 

46到了耶利哥；耶稣同门徒
并许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有
一个讨饭的盲人，是底买的儿
子巴底买，坐在路旁。47他听见
是拿撒勒的耶稣，就喊着说：
“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
吧！”48有许多人责备他，不许
他作声。他却越发大声喊着
说：“大卫的子孙哪，可怜我
吧！”49耶稣就站住，说：“叫过
他来。”他们就叫那盲人，对他
说：“放心，起来！他叫你啦。”
50盲人就丢下衣服，跳起来，走
到耶稣那里。51耶稣说：“要我
为你做什么？”盲人说：“拉波
尼，我要能看见（“拉波尼”就是“夫

子”）。”52耶稣说：“你去吧！你的
信救了你了。”盲人立刻看见
了，就在路上跟随耶稣。 

 

ꊋꐛꄉꑳꇊꌒꇌꃹ 凯旋入耶路撒冷 

11 ꑳꌠꌋꆀꌶꌺꑳꇊꌒꇌꑟꆹꂯ

ꄉꀐ，ꋀꇁꌊꀨꃔꐕꌋꆀꀨꄊ 11 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
冷，到了伯法其和伯大 

ꆀꃅꄷꑟ；ꏝꃴꀋꍯꁧꇬꄉꌶꌺꑍꂷ

ꑳꌠꇤꅷꁧ，2ꋌꋍꑊꏯ：“ꆐꑊꀊꄶ

ꅶꁉꁡꇤꀊꋨꂷꇬꉜꄉꆹ，ꆐꑊꁡꇤ

ꇬꃹꆹꄮꇬ，ꑾꃅꏷꀕꃆꐱꌺꂴꏭꊿ

ꇫꋩꀋꋻꑠꂷꊿꄀꀊꄶꁍꄉꌠꀋꎪꃅ

ꆐꑊꂿꌠꉬ，ꆐꑊꑴꌠꏦꀨꁌꄉꈻꌊ

尼，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
发两个门徒，2对他们说：“你们
往对面村子里去，一进去的时
候，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
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
以解开牵来。3若有人对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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ꇁ。3ꀋꄸꄷ，ꊿꆐꑊꏯ：‘ꑞꃅꌤꑠ

ꃅꌠꉬ？’ꃅꅲꌠꐥꑲꆏ，ꆐꑊꇬꏭ：

‘ꌋꃅꋋꂷꌬꈇ，ꌬꈭꐨꆏ，ꋋꇅꃅ

ꈻꌊꉈꑴꇁꌠꉬ’ꄷꉉ”ꄷ。4ꋀꁧ

ꇈ，ꑾꃅꏷꀕꃆꐱꌹꍈꏣꄀꀃꈈꉈꏭ

ꏦꈜꇬꁍꄉꌠꋍꑊꂿꇈ，ꋍꑊꇱꁌꌊ

ꇁ。5ꊿꀊꄶꉆꌠꈍꑍꑹꆏ：“ꆍꑾ

ꃅꏷꀕꁌꌊꑞꃅꁧ？”ꄷꅲ。6ꌶꌺ

ꑍꂷꌠꑳꌠꈁꉉꈧꌠꇬꍬꄉꋀꏭꅇꀱ

ꇬꆏ，ꊿꈧꌠꋍꑍꁵꃅꂶꌠꈁꏾꃅꈻ

ꌊꁧꎻꀐ。7ꑾꃅꏷꀕꃆꐱꌺꋍꑍꈻ

ꌊꑳꌠꄷꑟꇁ，ꊨꏦꃢꈜꋀꄻꇫꊀꄅ

ꄉꑳꌠꁳꋩꎻ。8ꊿꈍꑋꃅꃢꈜꋀꇔ

ꈝꃀꇬꈈꄉ，ꃄꅉꇬꄉꌩꇪꊿꇽꌊꈜ

ꃀꇬꈈꄉꌠꑌꐥ。 

说：‘为什么做这事？’你们就
说：‘主要用它，用完后一定立
刻还回来。’”4他们去了，便看
见一匹驴驹拴在门外街道上，
就把它解开。5在那里站着的
人，有几个说：“你们解驴驹做
什么？”6门徒照着耶稣所说的回
答，那些人就任凭他们牵去
了。7他们把驴驹牵到耶稣那
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
耶稣就骑上。8有许多人把衣服
铺在路上，也有人把田间的树
枝砍下来，铺在路上。 

9ꊿꂴꐊꊁꈹꐺꈧꌠꃅꑠꃅꏅꄉ

ꉉ： 
“ꉻꌒꇂ（“ꉻꌒꇂ”ꊇꅉꆹꈭꋏꇁꄷꌠꄜ，

ꄚꇬꆏꀮꄑꅇ）！ 
ꌋꂓꄜꄉꇁꌠꆹꌌꀮꄑꄡꑟꌠ

ꉬ！ 
10ꑟꇁꂯꀐꌠꉪꁍꁈꄊꃥꇩꆹꌌꀮ

ꄑꄡꑟꌠ！ 
ꄩꇊꄩꏯꐥꌠꉻꌒꇂ！”ꄷ。 

9前行后随的人都喊着说： 
“和散那（“和散那”原有“求救”的意

思，在此乃是称颂的话）！ 
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10那将要来的我祖大卫之国， 
是应当称颂的！ 
高高在上和散那！” 

11ꑳꌠꑳꇊꌒꇌꃹꇈ，ꌃꎔꑷꂿꈐꏭ

ꑟ，ꋌꏮꋍꈭꋍꇍꎊꈬꈧꌠꉜ。ꃅꈊ

ꀐꄉ，ꋌꁆꄻꊩꌺꊰꑋꑼꌠꐊꇓꈓꇬ

ꄉꅐꇁꇈ，ꀨꄊꆀꉜꄉꁧꀐ。 

11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入了圣
殿，周围看了各样物件。天色
已晚，就和十二个门徒出城，
往伯大尼去了。 

 

ꀋꃨꂶꂷꌩꁧꏭꍃꏽ 咒诅无花果树 
12ꊁꄹꉇꆏ，ꋀꊇꀨꄊꆀꄉꅐꇁ， 12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



ꂶꈌꌒꅇ  11 145 马可福音  11 

 

ꑳꌠꀃꃀꂮꀐ。13ꈍꎳꅉꇬꄉ，ꀋꃨ

ꂶꂷꌩꁧꀕꇫꋦꌠꋌꊌꂿ，ꌩꁧꇬꏽ

ꏾꇬꅑꄉ，ꋌꀊꄶꇬꌩꁧꁦꌠꋠꅍꅑ

ꀕꂿꄷꇬꉚꒉ。ꋌꇁꌩꁧꁦꌠꇂꃴꑟ

ꇬꆏ，ꑞꑌꋌꀕꎷꀋꊌ，ꄚ，ꌩꏾꆹꇬ

ꅑ，ꑞꃅꆏ，ꑠꄮꇬꀋꃨꂶꂷꑢꄮꀋ

ꉬ。14ꄚꄉꑳꌠꌩꁧꁦꌠꏭ：“ꀃꑍ

ꇈꉈꆏ，ꐩꋊꐩꍂꃅꊿꅽꂶꀕꋠꌠꀋ

ꐥꀐ”ꄷ。ꋍꌶꌺꈧꌠꑌꅇꂷꋋꇬ

ꋀꈨꀐ。 

来，耶稣饿了。13远远地看见一
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
往那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
着什么。到了树下，竟找不着
什么，不过有叶子，因为不是
收无花果的时候。14耶稣就对树
说：“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
的果子。”他的门徒也听见了。 

 

ꌃꎔꑷꂿꌩꎳ 洁净圣殿 
15ꋀꊇꇁꑳꇊꌒꇌꑟ。ꑳꌠꆹꌊ

ꌃꎔꑷꂿꇬꃹ，ꊿꑷꂿꇬꄉꃼꇇꃅꈧ

ꌠꋌꈹꇫꎭꌐ，ꎆꆦꊿꎆꄉꅉꋌꇱꆷ

ꇫꎭ，ꄤꆳꃷꊿꑋꅉꋌꀜꇫꎭ；16ꊿꁳ

ꊐꅍꑠꑌꄌꌊꑷꂿꇬꈴꐺꀋꎽ。17ꄚ

ꄉꋌꑠꃅꋀꏭꊨꂘ：“꒰ꀨꇬ： 

15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耶稣
进入圣殿，赶出殿里做买卖的
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
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16也不许
人拿着器具从殿里经过。17便教
训他们说：“经上不是记着说： 

‘ꉠꑷꂿꆹꀋꎪꃅꌌꄙꀕꃪꀕꇩ

ꎁꃅꈼꂟꌠꑷꂿꂓꄉ’ꄷꁱꇬ

ꄀꀋꄉꅀ？ 
ꆍꊇꆏꀱꌊꋌꈚꆍꌌꏄꍿꀀꈌ

ꂷꐛꀐ”ꄷ。 

‘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
吗？ 

 
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 

18ꆦꑝꌟꒉꌋꆀꁱꂷꌤꃅꊿꅇꋋꇬꈨ

ꇬꆏ，ꏡꁈ꒰ꄉꑳꌠꋋꂷꈔꋏꇫꎭꏢ

ꉨ，ꄚ，ꋀꋋꏦ，ꑞꃅꆏ，ꋍꉙꅇꂘꅇ

ꈧꌠꉹꁌꃅꋌꇰꌐ。19ꃅꈊꄮꇬꆏ，

ꑳꌠꌋꆀꌶꌺꈧꌠꐯꇯꅐꇓꈓꉈꏭꁧ

ꀐ。 

18祭司长和文士听见这话，就想
法子要除灭耶稣，却又怕他，
因为众人都希奇他的教训。19傍
晚，耶稣和门徒出城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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ꀋꃨꂶꂷꌩꁧꈬꐙꌠꊨꂘꅇ 无花果树枯干的教训 
20ꃅꄜꄮꇬ，ꋀꀊꄶꇬꈴꒈꄮꇬ

ꆏ，ꀋꃨꂶꀕꌩꁧꁦꌠꐴꑭꇯꆎꈬꐙ

ꀐꌠꋀꂿ。21ꀺꄮꉪꇁꑳꌠꅇꂷꄀ

ꄉ，ꋌꑳꌠꏭ：“ꆿꀘ，ꇬꉚ！ꆏꇫꈁ

ꍃꈁꏿꌠꀋꃨꂶꀕꌩꁧꁦꌠꈬꐙ

ꀐ”ꄷ。22ꑳꌠꑠꃅꅇꀱ：“ꆍꊇꏃ

ꃅꌋꑇꄉꇫꅇꃅꄡꑟ。23ꉢꇯꍝꃅꉉ

ꆍꇰ，ꊿꈀꄸꂷꁧꋋꂷꏭ：‘ꆏꄚꇬ

ꄉꊈꌊꎿꇬꃹꁧ！’ꄷꇬ，ꀋꄸꄷ，

ꋍꉌꂵꉪꀋꄅꃅ，ꋌꉉꌠꈍꃅꑌꃅꐛ

ꌠꀉꄂꑇꑲꆏ，ꀋꎪꃅꋌꁳꃅꐛꎻꌠ

ꉬ。24ꑠꅹ，ꉢꉉꆍꇰ，ꆍꊇꈼꂟꇬ，

ꈀꇖꈁꂟꌠꆹ，ꑞꉬꄿꂿ，ꊌꄎꌠꆍꇬ

ꑅꑲꆏ，ꀋꎪꃅꊌꌠꉬ。25ꆍꇬꉆꄉ

ꈼꂟꄮꇬ，ꀋꄸꄷ，ꊿꈀꄸꂷꆍꂾꈴ

ꀋꄿꌠꆍꎺꇁꑲꆏ，ꆍꑽꃤꄻꋌꏆꄡ

ꑟ，ꑠꃅꄉ，ꆍꉬꉎꀉꄉꁳꑌꆍꑽꃤꄻ

ꆍꊇꏆꎻ。26ꀋꄸꄷ，ꆍꑽꃤꄻꊿꀋ

ꏆꑲꆏ，ꆍꉬꉎꇬꐥꌠꀉꄉꑌꑽꃤꄻ

ꆍꀋꏆꌠꉬ（ꀊꆨ꒰ꀨꋍꈨꇬꋋꊭꇬꀋꐊ）”

ꄷ。 

20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
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
21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就对他
说：“拉比，请看！你所咒诅的
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22耶
稣回答说：“你们当信服神。
23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
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
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
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
了。24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
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
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25你
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
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
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
们的过犯。26你们若不饶恕人，
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
们的过犯（有古卷无此节）。” 

 

ꊿꑳꌠꌅꈌꃆꂮꅲꍮ 质问耶稣的权柄 
27ꋀꊇꇁꑳꇊꌒꇌꑞꌦ，ꑳꌠꌃ

ꎔꑷꂿꇬꏮꐺꄮꇬꆏ，ꆦꑝꌟꒉ、ꁱ

ꂷꌤꃅꊿꌋꆀꅡꈭꌟꒉꐯꇯꇁꌊꁨꏭ

ꄉ，28ꑳꌠꏭ：“ꆏꌅꈌꑞꑵꌌꄉꌤꋋ

ꈨꃅꌠꉬ？ꌅꈌꋌꑵꄻꆏꁳꂶꌠꆹꈀ

ꄸꉬ？”ꃅꅲ。29ꑳꌠꆏꋀꊇꏯ：

“ꉢꅇꂷꇬꆍꅲ，ꆍꉠꅇꀱꑲꆏ，ꉢ

27他们又来到耶路撒冷。耶
稣在殿里行走的时候，祭司长
和文士并长老进前来，28问他
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
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
29耶稣对他们说：“我要问你们
一句话，你们回答我，我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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ꌅꈌꑞꑵꌌꌤꋋꈨꃅꌠꉢꉉꆍꇰꂿ。

30ꒀꉴꋋꑣꏦꃤꆹꉬꉎꄉꇁꌠꅀꉬꐮ

ꄉꇁꌠꉬ？ꆍꉠꅇꀱ”ꄷ。31ꋀꊇꑠ

ꃅꐮꇖꐮꄟ：“ꀋꄸꄷ，ꉪꊇ：‘ꉬ

ꉎꄉꇁꌠ’ꄷꇬꆹ，ꋌꀋꎪꃅ：‘ꑠ

ꉬꑲꆏ，ꆍꑞꃅꇬꀋꑇ？’ꄷꌠꉬ。

32ꀋꄸꄷ，ꉪꊇ：‘ꉬꐮꄉꇁꌠ’ꄷ

ꇬꆹ，ꉈꑴꉹꁌꈧꌠꏦ，ꑞꃅꆏ，ꉹꁌ

ꇯꍝꃅꒀꉴꋀꌌꅉꄜꊾꂷꃅꄉ”
ꄷ。33ꄚꄉꋀꑳꌠꏭ：“ꉪꋋꅉꀋ

ꐚ”ꄷꅇꀱ。ꑳꌠꑌꋀꏭ：“ꉡꑌ

ꉢꑞꌅꈌꌌꄉꌤꋋꈨꃅꌠꉉꆍꀋꇰ”
ꄷ。 

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
些事。30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
的？是从人间来的呢？你们可
以回答我。”31他们彼此商议
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他
必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
他呢？’32若说：‘从人间来’，却
又怕百姓，因为众人真以约翰
为先知。”33于是回答耶稣说：
“我们不知道。”耶稣说：“我也
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
做这些事。” 

 

ꑌꃀꌧꃰꉻꈫꀧꊿꅺꌡꁮꅉ 葡萄园户的比喻 

12 ꑳꌠꄚꄉꅺꌡꁮꅉꂷꋌꉉꋀ

ꊇꇰ：“ꊾꂷꑌꃀꌧꃰꏬꋌ 
12 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

说：“有人栽了一个葡萄 
ꊪꄉ，ꈭꇍꆏꉲꌩꋌꇭꄉ，ꎧꋎꅉꂷ

ꋌꅤꄉ，ꐏꑳꀊꂥꂷꋌꋉꄉꈭꐨꆏ，

ꑌꃀꌧꃰꏬꌠꋌꀧꉻꈫꀧꊿꈨꁵꇈ，

ꋌꎼꉇꄅꇩꏤꉜꄉꁧꀐ。2ꃅꑍꑞꄮ

ꇬꆏ，ꁏꐚꂷꋌꇤꅷꉻꈫꀧꊿꈧꌠꄷ

ꄉꑌꃀꌧꃰꎴꒉꎻ。3ꊿꉻꈫꀧꈧꌠ

ꁏꐚꂶꌠꋀꇱꒃꌊꅥꇈ，ꋌꁳꀈꈥꀕ

ꃅꀱꁧꎻ。4ꉈꑴꁏꐚꂷꋌꇤꅷꋀꄷ

ꒈꌦ。ꋍꀂꏾꋀꅥꂷꊂꌸ，ꄷꀋꁧ，

ꋌꋀꌌꍍꋉꄸꄀ。5ꉈꑴꁏꐚꀉꁁꂷ

ꋌꇤꅷꒉꌦꇈ，ꁏꐚꂶꌠꋀꌉꇫꎭ。

ꊁꁏꐚꈍꑋꈨꋌꇤꅷꒉꇬ，ꋀꇱꌌꅥ

ꌠꐥ，ꋀꇱꌉꇫꎭꌠꐥ。6ꉻꈫꌌꁈꆹ

ꀉꁁꋍꂷꐥꑴꌦ，ꋌꇫꉁꅉꌠꌺꂶꌠ

ꉬ；ꄽꂫꆏꋍꌺꋌꇤꅷꒉ，ꋍꉌꂵꇬ：

园，周围圈上篱笆，挖了一个
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
户，就往外国去了。2到了时
候，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
里，要从园户收葡萄园的果
子。3园户拿住他，打了他，叫
他空手回去。4再打发一个仆人
到他们那里。他们打伤他的
头，并且凌辱他。5又打发一个
仆人去，他们就杀了他。后又
打发好些仆人去，有被他们打
的，有被他们杀的。6园主还有
一位，是他的爱子；末后又打
发他去，意思说：‘他们必尊敬
我的儿子。’7不料，那些园户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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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ꋀꊇꀋꎪꃅꉠꌺꁌꒉꑴꀞ’ꉂꃅ

ꉪ。7ꉘꀋꇉꌠꆏ，ꉻꈫꀧꊿꈧꌠꐮ

ꏯ：‘ꋋꆹꍸꇐꊪꊿꂶꌠꉬ，ꁨꇁ！ꉪ

ꊿꋋꂷꌉꇫꎭꂿ！ꑠꃅꑲꆏ，ꁨꇐꄉ

ꇐꉪꊇꃤꐛꀐ’ꄷ。8ꄚꄉꋌꋀꊇꇱ

ꒃꌊꌉꇫꎭꇈ，ꋀꇵꉻꈫꉈꏭꎭ。

9ꑠꃅꑲꆏ，ꉻꈫꌌꁈꂶꌠꈍꃅꂯ？ꋌ

ꇁꌊꉻꈫꀧꊿꈧꌠꋌꈔꋏꇫꎭꇈ，ꑌ

ꃀꌧꃰꉻꈫꂶꌠꋌꀧꌞꊿꀉꁁꁵꌠ

ꉬ。10꒰ꀨꇬꑠꃅꁱꇬꄀꄉ： 

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
吧，我们杀他！产业就归我们
了。’8于是拿住他，杀了他，把
他丢在园外。9这样，葡萄园的
主人要怎么办呢？他要来除灭
那些园户，将葡萄园转给别
人。10经上写着说： 

‘ꑲꋉꇎꇷꇵꇫꎭꌠꇓꂵꂶꌠꆹ，

ꑳꎏꄅꇓꇬꂾꂶꌠꐛꀐ。 
11ꑠꆹꌋꈀꃅꌠꉬ，ꉪꉜꇬꆹꊿꋌ

ꇰꌠꉬ’ꄷ。꒰ꀨꋋꊱꆍꇫꀘ

ꀋꋻꅀ？”ꄷ。 

‘匠人所弃的石头，已作了房
角的头块石头。 

11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
看为希奇。’这经你们没有念
过吗？” 

12ꅺꌡꁮꅉꋋꂷꆹꌌꋀꏭꄐꄉꉉꌠꉬ

ꌠꋀꉜꅐꇁꄉ，ꋀꊇꑳꌠꒂꏢꉨ，ꄚ，

ꋀꉹꁌꈧꌠꏥ；ꋍꈭꐨꆏ，ꋀꊇꋍꄷ

ꄉꐞꁧꀐ。 

12他们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
的，就想要捉拿他，只是惧怕
百姓；于是离开他走了。 

 

ꇗꏸꏮꇽꌒꁵ 纳税给凯撒 
13ꊁꆏ，ꃔꆀꌏꊿꌋꆀꑝꇊꁥꌠ

ꊿꈍꑍꑹꋀꇤꅷꑳꌠꄷꄉ，ꑳꌠꅇꂷ

ꌌꑳꌠꊂꊧꆏꎹꏢꉨ。14ꋀꊇꇁꌊꑳ

ꌠꏭ：“ꌧꃀꀋ，ꉪꊇꆹꆏꊿꀋꎪꀋ

ꑴꂷꉬꌠꉪꅉꐚ，ꆎꆹꈀꄸꀑꑊꑌꀋ

ꉜ，ꑞꃅꆏ，ꆎꆹꊾꇴꊾꉻꀋꉜꃅ，ꀋ

ꎪꀋꑴꃅꏃꃅꌋꇗꅉꁊ。ꇗꏸꏮꇽ

ꌒꁵꇬꍑꅀꀋꍑ？15ꉪꊇꇗꏸꏮꋭ

ꀕ？”ꄷꅲ。ꋀꉪꐨꀋꉾꌠꑳꌠꅉ

ꐚꄉ，ꋌꋀꊇꏯ：“ꆍꊇꑞꃅꉡꌌꉪ

13后来，他们打发几个法利
赛人和几个希律党的人到耶稣
那里，要就着他的话陷害他。
14他们来了，就对他说：“夫
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什
么人你都不徇情面，因为你不
看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传
神的道。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
以？15我们该纳不该纳？”耶稣
知道他们的假意，就对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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ꇁ？ꐎꎆꃀꂷꌌꉢꀦꇁ！”ꄷ。16ꋀꊇ

ꄻꇬꁳꇈ，ꑳꌠꋀꏭ：“ꁰꒌꋋꂷꌋ

ꆀꁱꂷꋋꈨꈀꄸꃤꉬ？”ꄷꅲ。ꋀ

ꊇꆏ：“ꇽꌒꃤ”ꄷ。17ꑳꌠꆏ：

“ꋍꑞꋍꑵꇽꌒꃤꆏꄻꇽꌒꁵꄡꑟ，

ꏃꃅꌋꃤꆏꄻꏃꃅꌋꁵꄡꑟ”ꄷ。

ꄚꄉꋀꊇꋌꇰꈌꉛꀕ。 

说：“你们为什么试探我？拿一
个银钱来给我看！”16他们就拿
了来。耶稣说：“这像和这号是
谁的？”他们说：“是凯撒的。”
17耶稣说：“凯撒的物当归给凯
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他们就
很希奇他。 

 

ꀱꐥꇁꌠꃆꂮ 复活的问题 
18ꌑꄖꇠꊾꆹꅉꀕꃅꀱꐥꇁꌠꌤ

ꑠꀋꐥꃅꉉꇬꎷ。ꋀꊇꇁꌊꑳꌠꏭꅲ

ꄉꑠꃅꉉ：19“ꌧꃀꀋ！ꃀꑭꁱꉪꁳꄉ

ꇬ：‘ꀋꄸꄷꁦꋠꂷꌦꄉ，ꑮꃀꂶꌠ

ꇫꋒꇈ，ꀉꑳꀋꐥꑲꆏ，ꋍꀁꑳꋍꑮꃀ

ꏃꄉ，ꃺꃶꎁꃅꌺꉘꐴꊛꄡꑟ’

ꄷ。20ꊿꃺꃶꀁꑳꏃꑹꐥꑠꑷ，ꌺꒉ

ꂶꌠꑮꃀꑮꄉꇈ，ꀉꑳꀋꉘꃅꌦꀐ。

21ꌺꇢꂶꌠꑮꃀꋋꂷꏃꇈꄡꇗꌺꀋꉘ

ꇖꀋꉘꃅꌦ。ꌺꆜꂶꌠꑌꑠꃅꐙ。

22ꃺꃶꀁꑳꋋꏃꑹꐯꇯꀉꑳꌺꇫꍸꀋ

ꇊ；ꄽꂫꆏ，ꑮꃀꂶꌠꑌꌦꀐ。23ꀱ

ꐥꇀꄮꇬꆏ，ꋋꆹꈀꄸꑮꃀꉬ？ꑞꃅ

ꆏ，ꋀꊇꏃꑹꐯꇯꋌꏁꋻ”ꄷ。24ꑳ

ꌠꆏꋀꏭꑠꃅꉉ：“ꆍꊇꆹꑽꀐ；ꑠꆹ

ꌃꎔꏂꀨꆍꋋꐞꀋꉅ，ꏃꃅꌋꊋꃤꀉ

ꒉꌠꆍꋋꅉꀋꐚꒉꄸꀋꉬꅀ？25ꊿꌦ

ꈬꇬꄉꀱꐥꇀꄮꇬꆏ，ꋀꉬꉎꊩꌺꌋ

ꆀꐯꌟꃅꒂꑌꀋꒃ，ꑮꑌꀋꑮ。26ꉉ

ꅷꌦꊿꀱꐥꇁꌠꃆꂮꑟꇬꆏ，ꆍꅇꂷ

ꃀꑭꄯꒉꍲꏪꁮꅉꊱꌠꇬꈁꅑꌠꆍꇫ

ꀘꀋꋻꅀ？ꏃꃅꌋꃀꑭꏭ：‘ꉡꆹꑸ

ꀨꇁꉴꏃꃅꌋ，ꑱꌒꏃꃅꌋ，ꑸꇱꏃꃅ

18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
事。他们来问耶稣说：19“夫
子，摩西为我们写着说：‘人若
死了，撇下妻子，没有孩子，
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
子立后。’20有弟兄七人，第一
个娶了妻，死了，没有留下孩
子。21第二个娶了她，也死了，
没有留下孩子。第三个也是这
样。22那七个人都没有留下孩
子；末了，那妇人也死了。23当
复活的时候，她是哪一个的妻
子呢？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
她。”24耶稣说：“你们所以错
了；岂不是因为不明白圣经，
不晓得神的大能吗？25人从死里
复活，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
上的使者一样。26论到死人复
活，你们没有念过摩西的书荆
棘篇上所载的吗？神对摩西
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
的神，雅各的神。’27神不是死
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你们



ꂶꈌꌒꅇ  12 150 马可福音  12 
 

ꌋꉬ’ꄷ。27ꏃꃅꌋꆹꊿꌦꀐꌠꏃꃅ

ꌋꀋꉬꃅ，ꊿꇫꐥꌠꏃꃅꌋꉬ。ꆍꊇ

ꆹꑽꐯꆹꑽꀐ”ꄷ。 

是大错了。” 

 

ꏥꏦꀉꒉꇊꀉꒉꏡꌠ 最大的诫命 
28ꁱꂷꌤꃅꊿꑠꂷꇁꌊꋀꈌꀥꅇ

ꈧꌠꋌꈨꅜ，ꑳꌠꅇꀱꋒꌠꋌꅉꐚ

ꄉ，ꋌꑳꌠꏭ：“ꏥꏦꇢꊭꇬꑞꏢꄈ

ꀨꇊꀨꇬꎍꌐ？”ꄷꅲ。29ꑳꌠꆏ：

“ꀨꇊꀨꇬꎍꏡꌠꆏ：‘ꑱꌝꆀꀋ！

ꆏꅲꄉ，ꌋꉪꏃꃅꌋ，ꋋꆹꀉꄂꀕꌠꌋ

ꂶꌠꉬ。30ꆎꆹꉪꇤꏡꇤꄉ、ꒌꇤꆟ

ꇤꄉ、ꌧꇤꂾꇤꄉ、ꊋꇤꌗꇤꄉꌋ

ꅽꏃꃅꌋꉂꌶ’ꄷ。31ꋍꊂꏡꌠꆏ：

‘ꃷꇎꉂꇬꊨꏦꉂꌠꌡ’ꄷ。ꏥꏦ

ꀉꁁꆹꋋꑍꏢꒊꀋꋌꌠꀋꐥꀐ”
ꄷ。32ꁱꂷꌤꃅꊿꂶꌠꑳꌠꏭ：“ꂘ

ꃀꄹꇬ，ꏃꃅꌋꆹꋍꂷꀉꄂꄷꌠꉬꐯ

ꉬ；ꋌꀉꄂꑲꆏ，ꏃꃅꌋꀉꁁꀋꐥ；

33ꄷꀋꁧ，ꉪꇤꏡꇤꄉ、ꌧꇤꂾꇤ

ꄉ、ꊋꇤꌗꇤꄉꋋꉂ，ꉈꑴꃷꇎꉂꇬ

ꊨꏦꉂꌠꌡꑲꆏ，ꑠꆹꐔꄀꆦꑝꅍꌋ

ꆀꆦꑝꅍꋍꑞꋍꑵꏭꀋꋌꃅꉾꌠ

ꉬ”ꄷ。34ꋌꅇꀱꇬꌧꅍꂿꅍꐥꌠꑳ

ꌠꊌꂿꇬꆏ，ꑳꌠꇬꏭ：“ꆎꆹꏃꃅꌋ

ꇩꌋꆀꀊꎴꃅꀋꇢꀐ”ꄷ。ꋍꈭꐨ

ꆏ，ꊿꋍꏭꅇꅲꀬꌠꀋꐥꀐ。 

28有一个文士来，听见他们
辩论，晓得耶稣回答得好，就
问他说：“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
的呢？”29耶稣回答说：“第一要
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
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
主。30你要尽心、尽性、尽意、
尽力爱主你的神。’31其次就是
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
两条诫命更大的了。”32那文士
对耶稣说：“夫子说，神是一
位，实在不错；除了他以外，
再没有别的神；33并且尽心、尽
智、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己，
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祭祀好得
多。”34耶稣见他回答得有智
慧，就对他说：“你离神的国不
远了。”从此以后，没有人敢再
问他什么。 

 

ꄊꃥꌺꇖꃆꂮ 大卫子孙的问题 
35ꑳꌠꌃꎔꑷꂿꇬꄉꊿꉗꊿꂘ，

ꋌꋀꊇꏯ：“ꁱꂷꌤꃅꊿꈍꃅꉉ，ꏢ

ꄖꆹꄊꃥꌺꇖꉬꄷꅀ？ 

35耶稣在殿里教训人，就问
他们说：“文士怎么说基督是大
卫的子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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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ꄊꃥꌃꎔꒌꇱꌵꄉꉌꐡꌊꑠꃅ

ꉉ： 
‘ꌋꉠꌋꏭ： 

ꆏꉠꇀꑳꏭꑌꄉ， 
ꅽꁮꐚꈧꌠꉢꄻꅽꑬꊙꅉꄻꄉ

ꌠꇁꉚꄉ’ꄷ。 

36大卫被圣灵感动，说： 
 

‘主对我主说： 
你坐在我的右边， 
等我使你仇敌作你的脚凳。’ 

37ꄊꃥꊨꏦꂯꋍꏭꌋꄷꇴꑲꆏ，ꋌꈍ

ꃅꄉꄊꃥꌺꇖꉬꑴꌦ？”ꄷꅲ。ꉹ

ꁌꃅꋍꅇꅲꏾꌐ。 

37大卫既自己称他为主，他怎么
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众人都喜
欢听他。 

 

ꁱꂷꌤꃅꊿꏭꊨꀖ 文士被责备 
38ꑳꌠꊾꉙꂘꄮꇬ，ꑠꃅꉉ：“ꁱ

ꂷꌤꃅꊿꈧꌠꆍꇫꄴꏮꌶ，ꋀꊇꆹꃢ

ꈜꀊꎴꌠꈚꏦꈫꏦꈜꇬꐺꇈ，ꇤꍤꅉ

ꇬꊿꋀꏭꋬꂻꄜꌠꉌꃹ；39ꉈꑴꉻꏑ

ꅉꇬꑋꅉꀊꂥꂶꌠꇬꑌꏾ，ꃥꆦꃥꌵ

ꅉꇬꑋꅉꉎꇊꉎꂶꌠꇬꑌꏾ。40ꋀꊇ

ꆹꃆꍸꃀꁨꇐꄉꇐꋀꇑꋠꇈ，ꊵꑵꀋ

ꉬꎴꀕꃅꈍꉗꏢꃅꈼꂟ。ꊿꋋꈨꆹꑗ

ꉘꀊꅰꃅꀉꒉꌠꊝꇁꌠꉬ”ꄷ。 

38耶稣在教训之间，说：“你
们要防备文士，他们好穿长衣
游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
的安；39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
筵席上的首座。40他们侵吞寡妇
的家产，假意作很长的祷告。
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 

 

ꃆꍸꃀꌞꁵꅍ 寡妇的奉献 
41ꑳꌠꏮꑷꂿꇬꎆꊐꅉꂶꌠꏭꉜ

ꑌꄉ，ꉹꁌꈍꃅꎆꃀꄻꎆꊐꅉꇬꊐꌠꋌ

ꊌꂿ。ꎆꁦꊿꑠꈍꑍꑹꎆꀉꑌꈨꋀꄻ

ꎆꊐꅉꇬꊐ。42ꃆꍸꃀꌢꎭꑠꂷꇁꌊ

ꐯꎆꃀꑍꍈꋌꄻꈐꏭꊐ，ꑠꆹꐎꋍ

ꍀ。43ꌶꌺꈧꌠꑳꌠꇴꌊꇁꇈ，ꋀꏭ

ꑠꃅꉉ：“ꉢꇯꍝꃅꉉꆍꇰ，ꎆꃀꃆꍸ

ꃀꌢꎭꋋꂷꄻꎆꊐꅉꇬꊐꌠꆹꎆꃀꉹ

ꁌꄻꇬꊎꌠꑋꀋꋌ。44ꑞꃅꆏ，ꋀꊇ

ꆹꋀꁨꇐꄉꇐꁦꎆꌠꋀꄻꎆꊐꅉꇬ

41耶稣对银库坐着，看众人
怎样投钱入库。有好些财主往
里投了若干的钱。42有一个穷寡
妇来，往里投了两个小钱，就
是一个大钱。43耶稣叫门徒来，
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
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
更多。44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
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
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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ꊐ，ꄚ，ꃆꍸꃀꋋꂷꆹꋍꑴꅉꌢꎭꑴ

ꇬ，ꋍꋠꁌꅜꁌꉬꇮꋌꄻꇬꊎꀐ”
ꄷ。 

的都投上了。” 

 

ꌃꎔꑷꂿꊿꇱꐆꇫꎭꌠꅉꄜ 预言圣殿被毁 

13 ꑳꌠꌃꎔꑷꂿꇬꄉꅐꇀꄮꇬ，

ꌶꌺꂷꋍꏭ：“ꂘꃀꀋ，ꇬ 13 耶稣从殿里出来的时
候，有一个门徒对他 

ꉚ！ꑠꆹꇓꂵꈍꃅꐙꌠꉬꉏ！ꑷꂿꐛꐪ

ꈍꃅꐙꌠꉬꉏ！”ꄷ。2ꑳꌠꋍꏭ：

“ꑷꂿꐛꐪꀉꒉꋋꂷꆏꂿꀐꀞ？ꊁꇁ

ꋍꑍꆏ，ꄚꇬꊿꇱꐆꇬꀋꎭꃅꇓꂵꑍ

ꂷꐮꄩꄅꎍꌠꀋꐥ”ꄷ。 

说：“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
石头！何等的殿宇！”2耶稣对他
说：“你看见这大殿宇吗？将来
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
上，不被拆毁了。” 

 

ꉮꃤꇬꂾ 灾难的开始 
3ꑳꌠꏝꃴꀋꍯꁧꇬꄉꏮꌃꎔꑷ

ꂿꏭꉜꄉꑌ，ꀺꄮ、ꑸꇱ、ꒀꉴꌋ

ꆀꉢꄓꆺꀋꌋꀕꃅꋍꏭꑠꃅꅲ：4“ꆏ

ꑴꌠꉉꉪꇰ，ꌤꋋꈨꈍꄮꇬꇫꅐꇁ？ꌤ

ꈀꐥꋋꈨꃅꐛꇁꄮꇬ，ꐛꐪꐛꊀꂴꑞ

ꇫꅐꇁ？”ꄷ。5ꑳꌠꆏ：“ꆍꊇꋓ

ꉪꁨꄉ，ꑠꀋꉬꑲꆏ，ꊿꆍꊇꁍꃕꇁꌠ

ꐥꂵ。6ꊁꇁꋍꑍꆏ，ꊿꀉꑌꈨꉠꂓꎃ

ꊐꄉꇁꌊ：‘ꉡꆹꏢꄖꉬ’ꃅꉉ。

ꄷꀋꁧ，ꊿꀉꑌꈨꋀꁍꃕꅜ。7ꌉꆳ

ꌋꆀꌉꆳꌠꅇꌐꑠꑌꆍꈨꇁꌠꉬ，ꆍ

ꊇꃨꄡꆰ。ꌤꆿꋋꈨꆹꀋꎪꃅꇫꅐꇁ

ꌠ，ꄚ，ꋧꃅꌐꂫꆹꇫꑟꀋꇁꑴꌦ。

8ꊿꋅꊿꋅꇁꐮꏯꄉ，ꇩꏤꇩꏤꇁꐮ

ꏯꄉ，ꃅꄷꀉꑌꈚꇬꀋꎪꃅꃄ꒚、ꃱ

ꉩꄸꌋꑠꇫꅐ，ꋋꈨꐯꇯꉮꃤꇬꂾꉬ

（“ꉮꃤ”ꑝꇂꉙꆏ“ꀉꑳꒆꊋꋠꐨ”ꃅꅑ）。 

3耶稣在橄榄山上对圣殿而
坐，彼得、雅各、约翰和安得
烈暗暗地问他说：4“请告诉我
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这
一切事将成的时候，有什么预
兆呢？”5耶稣说：“你们要谨
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6将来
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
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
7你们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
不要惊慌。这些事是必须有
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8民要
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
有地震、饥荒，这都是灾难的
起头（“灾难”原文作“生产之难”）。 

9ꄚ，ꆍꊇꋓꉪꁨꌶ，ꑞꃅꆏ，ꆍ 9但你们要谨慎，因为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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ꊇꊿꇱꏮꌟꒉꌠꂾꃀꈿꅉꁵ，ꄷꀋꁧ

ꆍꉻꏑꅉꇬꄉꊿꌌꅥꏶ；ꆍꊇꉈꑴꉡ

ꒉꄸꃅꃰꃅꌋꆀꍤꆫꇛꌺꂾꉆꄉꋀꏭ

ꅇꊪꌬ。10ꄚ，ꌒꅇꆹꀋꎪꃅꂴꁊꊿ

ꋅꇬꈀꐥꌠꃅꇰꑲꆀꍑ。11ꆍꊿꈻꌊ

ꇛꌺꁵꆹꄮꇬ，ꂴꇯꆐꑞꉉꌠꄡꐒꄡ

ꊀ；ꀊꋨꄮꑟꇬꆏ，ꅇꂷꑞꄻꆍꇖꆏ，

ꆍꑞꉉ；ꑞꃅꆏ，ꅇꉉꌠꆹꆍꊇꀋꉬꃅ

ꌃꎔꒌꉬ。12ꃺꑌꆹꋍꃺꑌꋌꏃꌊꌥ

ꅉꇬꎭ，ꀋꁧꆹꌺꋌꏃꌊꌥꅉꇬꎭ；ꌺ

ꇖꀱꌊꀿꃀꐚꄉ，ꀿꃀꋀꉮꌦ。13ꄷ

ꀋꁧ，ꆍꊇꆹꉠꂓꒉꄸꃅꉹꁌꆍꌂꆍ

ꑷ；ꋰꄉꅷꄽꂫꇬꑟꈧꌠꀉꄂꀋꎪꃅ

ꈭꋏꊊ”ꄷ。 

把你们交给公会，并且你们在
会堂里要受鞭打；又为我的缘
故，站在诸侯与君王面前，对
他们作见证。10然而，福音必须
先传给万民。11人把你们拉去交
官的时候，不要预先思虑说什
么；到那时候，赐给你们什么
话，你们就说什么；因为说话
的不是你们，乃是圣灵。12弟兄
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
到死地；儿女要起来与父母为
敌，害死他们。13并且你们要为
我的名被众人憎恶；惟有忍耐
到底的必然得救。” 

 

ꉮꃤꀉꒉꌠ 大灾难 
14“ꀜꐆꌠꌋꆀꊿꋋꌂꌠꃅꀊꋨ

ꂷ，ꉆꀋꋭꅉꇬꉆꌠꆍꊌꂿ（ꊿ꒰ꀨ

ꋋꊭꀘꌠꆹꐝꉅꄻꅐ）。ꀊꋨꄮꇬ，

ꒀꄠꃅꄷꐥꌠꆏ，ꁈꉘꁌꇬꁧꄡꑟ；

15ꑲꏾꐺꌠꆏ，ꀱꀏꏯꄡꇁ，ꀱꑳꇬꃹ

ꄉꊵꑵꑌꒃꄡꆹ。16ꃄꅉꇬꐺꌠꑌꀱ

ꀁꇬꃢꈜꒃꄡꁧ。17ꃅꑍꀊꋨꄮꇬ

ꆏ，ꀉꑳꁨꌠꌋꆀꀉꑳꑍꄐꌠꆹꉮꃤ

ꐥꀐ！18ꆍꊇꆹꌤꋋꈨꃅꋆꄮꐰꇬꄡꅐ

ꄷꈼꂟꄡꑟ。19ꑞꃅꆏ，ꀊꋨꄮꇬꀋ

ꎪꃅꉮꃤꇫꅐꇁ，ꏃꃅꌋꁍꄻꏃꄻꄑ

ꅑꅸꀃꑍꋋꄮꑟꌠ，ꉮꃤꑠꃅꐙꑠꐥꀋ

ꋻ，ꋌꊂꑌꀋꎪꃅꑠꀋꐥ。20ꀋꄸꄷ，

ꃅꑍꈧꌠꌋꄻꀁꑌꃅꀋꄉꑲꆏ，ꌦꑌ

ꌗꑌꇫꐥꌠꃅꈭꋏꊊꂷꇬꀋꐥ；ꄚ，ꏃ

ꃅꌋꆹꊿꋌꌋꄉꈧꌠꎁꃅ，ꃅꑍꈧꌠ

14“你们看见那行毁坏可憎
的，站在不当站的地方（读这
经的人须要会意）。那时，在犹
太的，应当逃到山上；15在房上
的，不要下来，也不要进去拿
家里的东西；16在田里的，也不
要回去取衣裳。17当那些日子，
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18你
们应当祈求，叫这些事不在冬
天临到。19因为在那些日子必有
灾难，自从神创造万物直到如
今，并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
也必没有。20若不是主减少那日
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
得救的；只是为主的选民，他
将那日子减少了。21那时若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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ꋌꇱꄻꀁꑌꃅꄉꀐ。21ꀊꋨꄮꇬ，ꀋ

ꄸꄷ，ꊿꆍꏭ：‘ꇬꉚ！ꏢꄖꄚꇬ

ꐥ’ꄷ，ꅀ‘ꏢꄖꀊꄶꇬꐥ’ꃅꑠ

ꉉꇬ，ꆍꊇꇬꄡꑇ。22ꑞꃅꆏ，ꏢꄖꃶ

ꀋꐚꌠꌋꆀꅉꄜꊿꃶꀋꐚꌠꄓꌊꌋꃅ

ꐪꑽꑌ、ꌤꂵꌦꂵꌋꌠꃅꇁ；ꀋꄸꄷ

ꇫꅐꉆꑲꆏ，ꊿꌋꄉꈧꌠꋀꇱꁍꃕꅜ

ꌠꉬ。23ꆍꊇꋓꉪꁨꌶ。ꇬꉚ！ꌤꆹ

ꈀꐥꃅꂴꇯꆐꉢꉉꆍꇰꄉꌐꀐ”

ꄷ。 

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这
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
不要信。22因为假基督、假先知
将要起来，显神迹奇事；倘若
能行，就把选民迷惑了。23你们
要谨慎。看哪！凡事我都预先
告诉你们了。” 

 

ꊾꌺꀁꋌꇁ 人子降临 
24“ꃅꑍꀊꋨꄮ， 

ꉮꃤꀊꋩꃢꈭꐨ， 
ꉘꁮꐈꌌꆈꏸꀕ， 
ꆧꁨꑌꁨꑭꀋꐥꀐ， 

25ꃅꏸꈧꌠꃅꃴꇬꄉꊰꇁ， 
ꃅꃴꃅ꒚ꈴꌐ。 

26ꀊꋨꄮꇬ，ꊾꌺꊋꃤꀉꇨ、ꀑꑊꁤ

ꇅꀕꄉ，ꃅꄂꋩꀁꋌꇁꌠꋀꊇ（ꂷꄠꌒꅇ

ꑍꊎꇖꊱꌕꊰꊭꇬꆏ“ꋧꃅꊿꋅꇬꈀꐥꌠꃅ”ꃅꅑ）

ꊌꂿ。27ꉬꉎꊩꌺꋌꁆꌌꊿꋌꌋꄉꌠ

ꃄꇖꄹꊂ、ꃅꋮꇬꄉꅑꅸꃅꑆꃄꎸ

ꈪꅉꄉꋌꏓꌊꋍꈜꇁꌐ”ꄷ。 

24“在那些日子， 
那灾难以后， 
日头要变黑了， 
月亮也不放光， 

25众星要从天上坠落， 
天势都要震动。 

26那时，他们（马太二十四章三十节

作“地上的万族”）要看见人子有大能
力、大荣耀，驾云降临。27他要
差遣天使，把他的选民从四
方、从地极直到天边，都招聚
了来（“方”原文作“风”）。” 

 

ꀋꃨꂶꂷꌩꁧꂴꄜꐨ 无花果树的预兆 
28“ꆍꊇꆹꀋꃨꂶꂷꌩꁧꇬꄉꅺ

ꌡꑵꌷꉆ：ꌩꇇꅿꁮꇙꇈꌩꏾꌺꅿꇀ

ꄮꇬꆏ，ꃅꑌꇫꑟꇁꂯꀐꌠꆍꅉꐚ。

29ꑠꃅꄉ，ꌤꆿꋋꈨꈍꄮꇬꇫꅐꌠꆍꊇ

ꊌꂿꄮꇬꆏ，ꊾꌺ（“ꊾꌺ”ꅀ“ꏃꃅꌋ

ꇩ”ꃄꑌꍑ）ꇫꑟꇁꂯꀐ，ꄷꀋꁧꀃꈈꁭ

28“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
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
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29这
样，你们几时看见这些事成
就，也该知道人子近了（“人子”或

作“神的国”），正在门口了。30我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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ꑭꉆꐺꀐꌠꑌꆍꅉꐚꄡꑟ。30ꉢꇯꍝ

ꃅꉉꆍꇰ，ꃅꋊꋋꋏꇫꈴꀋꁧꑴꌦꇯ

ꆐ，ꌤꋋꈨꐯꇯꇫꅐꇁꌐꌠꉬ。31ꃅ

ꃴꃄꅉꑍꈤꁧꉆꑲꑌ，ꉠꅇꂷꆹꑍꈤꁧ

ꀋꉆ”ꄷ。 

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
去，这些事都要成就。31天地要
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 

 

ꃅꑍꑞꑍꃅꄡꑞꄡꉬꌠꊿꇫꅉꀋꐚ 无人知那日那时 
32“ꄚ，ꃅꑍꀊꋨꄹꉇ、ꃅꄡꀊ

ꋨꄡꊿꇫꅉꐚꌠꀋꐥ，ꉬꉎꇬꊩꌺꂯ

ꇫꅉꀋꐚ，ꌺꂶꌠꑌꇫꅉꀋꐚ，ꀋꁧ

ꂶꌠꀉꄂꅉꐚ。33ꆍꊇꋓꉪꁨꄉ，ꀀ

ꐚꑓꄧꃅꈼꂟ，ꑞꃅꆏ，ꃅꑍꋋꑍꈍꄮ

ꇫꑟꇁꌠꆍꋋꅉꀋꐚ。34ꌤꋌꐘꆹꊾ

ꂷꊨꏦꃅꄷꄉꐞꌊꉇꉻꃅꄷꀀꁧꌠꌋ

ꆀꐯꌟ，ꌅꈌꋌꏮꁏꐚꁵꇈ，ꈀꄸꑞ

ꑵꃅꋭꌠꋌꁸꋀꁵꄉ，ꉈꑴꀃꈈꐏꌠ

ꏭꀀꐚꑓꄧꃅꄉꄷꉉ。35ꑠꅹ，ꆍꊇ

ꀀꐚꑓꄧꃅꄉ，ꑞꃅꆏ，ꌌꁈꈍꄮꇫ

ꑟꇁꌠꆍꋋꅉꀋꐚ，ꋌꃅꈊꄮꇬ、ꅀ

ꌋꐓꌊꁁꄮꇬ、ꅀꃬꀮꇳꄮꇬ、ꅀ

ꃅꄜꇬꇁꌠꆍꇫꅉꀋꐚ。36ꋌꋋꇅꄷ

ꇫꑟꇁꄉ，ꆍꀀꑌꇴꌠꋌꂿꂵ。37ꉢ

ꆍꏭꈁꉉꌠꅇꂷꆹ，ꊿꈀꐥꌠꏭꑌꉉ

ꌠꉬ：ꀀꐚꑓꄧꃅꄉ”ꄷ。 

32“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
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
道，子也不知道，惟有父知
道。33你们要谨慎，警醒祈祷，
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期几时来
到。34这事正如一个人离开本
家，寄居外邦，把权柄交给仆
人，分派各人当做的工，又吩
咐看门的警醒。35所以你们要警
醒，因为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
时候来，或晚上、或半夜、或
鸡叫、或早晨；36恐怕他忽然来
到，看见你们睡着了。37我对你
们所说的话，也是对众人说：
要警醒。” 

 

ꑳꌠꌉꂿꄷꏂꇫ 谋杀耶稣 

14 ꋌꊂꑍꀕꄮꇬꆏ，ꐂꈴꎺꄅꋩ

ꑍꉬꀐ，ꉈꑴꃔꋌꀋꇱꎺꄅꋩ 
14 过两天是逾越节，又是

除酵节。祭司长和文士 
ꑍꑌꉬ。ꆦꑝꌟꒉꌋꆀꁱꂷꌤꃅꊿ

ꈧꌠꈍꃅꑳꌠꒃꌊꌉꇫꎭꌠꏂꇫ。

2ꄚ，ꋀꊇꆏ：“ꎺꄅꋩꑍꋨꏦꇄꌠꑠ

ꃅꀋꉆ，ꉹꁌꆼꁏꇁꂵ”ꃅꉉ。 

想法子怎么用诡计捉拿耶稣，
杀他；2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
可，恐怕百姓生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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ꑳꌠꀨꄊꆀꄉꌌꅿꉗꌒꋌꉖ 耶稣在伯大尼被膏抹 
3ꑳꌠꀨꄊꆀꇓꈓꊿꆓꒈꉘꐛꌠꑭ

ꂱꏤꅍꑌꄉꋙꋠꄮꇬ，ꌋꅪꂷꁌꇨꐯ

ꁌꇨꌠꇁꄊꅿꉗꌒꋌꃶꐚꌠꄻꑽꏃꃴ

ꍚꀕꌠꇬꊐꄉꑠꏢꋌꌌꇁ，ꑽꏃꃴꍚ

ꀕꏡꌠꋌꐷꇫꎭꇈ，ꅿꉗꌒꋌꈧꌠꋌ

ꉷꑳꌠꀂꏾꇬꉖ。4ꊿꇫꐥꌠꈍꑍꑹ

ꉌꂵꇬꄻꀋꈴꌦꄉꏽꄉ，ꑠꃅꉉ：

“ꑞꃅꅿꉗꌒꋌꌌꑠꃅꁧꈿꆿꈿꌠ

ꉬ？5ꅿꉗꌒꋌꋋꈨꃷꎼꇁꇬꐎꌕꊰꎖ

ꑾꊌ，ꌌꊿꌢꎭꌠꇇꀤꉆ”ꄷ。ꋀ

ꌋꅪꂶꌠꏭꇨꇅꃃ。6ꑳꌠꆏ：“ꋍ

ꄿꐨꃅꀕꎻ！ꑞꃅꋋꆼꄙꌠꉬ？ꋌꉠ

ꇭꀧꇬꃅꌠꆹꌤꎔꐘꉬ。7ꑞꃅꆏ，ꊿ

ꌢꎭꌠꆹꅉꀕꃅꆍꈽꐥ，ꆍꊇꋀꏭꂄ

ꃅꎔꏿꏾꑲꆏ，ꈍꄮꑌꂄꃅꎔꏿꉆ；

ꄚ，ꉡꆹꅉꀕꃅꆍꈽꐥꇬꎷꌠꀋꉬ。

8ꋌꈀꃅꌠꆹ，ꋌꋍꈀꃅꄎꅍꃅꀐꌠ；

ꋋꆹꉡꐗꄁꌠꌤꒉꄸꃅ，ꅿꉗꌒꋌꂴ

ꇯꆐꋌꉷꉠꇭꀧꇬꎭꌠꉬ。9ꉢꇯꍝ

ꃅꉉꆍꇰ，ꃅꑆꋌꁬꇂꃴ，ꇿꇬꄉꌒ

ꅇꋋꈨꁊꄿꂿ，ꌋꅪꋋꂷꈀꃅꌠꑌꉉ

ꄜꄉ，ꌌꎺꄅꌠꉬ”ꄷ。 

3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
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
女人拿着一玉瓶至贵的真哪哒
香膏来，打破玉瓶，把膏浇在
耶稣的头上。4有几个人心中很
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香
膏呢？5这香膏可以卖三十多两
银子周济穷人。”他们就向那女
人生气。6耶稣说：“由她吧！为
什么难为她呢？她在我身上做
的是一件美事。7因为常有穷人
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
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
我。8她所做的，是尽她所能
的；她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
膏预先浇在我身上。9我实在告
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
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
女人所做的，以为记念。” 

 

ꒀꄊꑳꌠꃷ 犹大出卖耶稣 
10ꁆꄻꊩꌺꊰꑋꑹꈬꄔꇬ，ꏤꇊ

ꊿꒀꄊꅐꌊꆦꑝꌟꒉꂿꁧꄉ，ꑳꌠꏮ

ꋀꁳꂿꄷ。11ꋀꈨꇬꆏ，ꋀꇿꌦꄉ

ꏽ，ꉈꑴꎆꃀꄻꋌꁳꐮꄉ；ꋋꆏꈍꃅꑲ

ꆀꊜꋽꃅꑳꌠꏮꋀꊇꁵꌠꎹ。 

10十二门徒之中，有一个加
略人犹大去见祭司长，要把耶
稣交给他们。11他们听见就欢
喜，又应许给他银子；他就寻
思如何得便把耶稣交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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ꌶꌺꌋꆀꐯꇯꐂꈴꎺꄅꋩꑍꋩ 和门徒同过逾越节 
12ꃔꋌꀋꇱꎺꄅꋩꑍꉘꃀꄹꉇ，ꐂ

ꈴꎺꄅꑾꌺꌉꄮꇬꆏ，ꌶꌺꑳꌠꏭ：

“ꆏꐂꈴꎺꄅꋩꑍꋚꐙꌠꋠꇬ，ꉪꁳ

ꇿꇬꄉꊨꄐꁧꎻ？”ꄷꅲ。13ꑳꌠꌶ

ꌺꑍꂷꋌꇤꅷꁧꇈ，ꇬꏭꑠꃅꉉ：

“ꆐꑊꇓꈓꃹꆹꇬ，ꀋꎪꃅꊾꂷꀆꐒ

ꏢꌌꆍꏭꉜꄉꇁꌠꉬ，ꆐꑊꑴꌠꋍꊂ

ꈹꁧ。14ꋌꑞꑷꅍꃸꆏ，ꆐꑊꊿꀊꋨ

ꑷꃥꌋꏭ：‘ꌧꃀꄹꇬ：ꄹꃥꀀꅉꇿ

ꐛ？ꉡꌋꆀꉠꌶꌺꐯꇯꀊꄶꇬꄉꐂꈴ

ꎺꄅꋩꑍꋚꐙꌠꋠꂿꄷ’ꄷꉉ。15ꋋ

ꆹꀋꎪꃅꆸꄜꑳꀉꒉꄻꎳꁟꑻꃅꄉꑠ

ꁨꋌꄐꆐꑊꀨꌠꉬ，ꆐꑊꀊꄶꄉꉪꎁ

ꃅꊨꄐ”ꄷ。16ꌶꌺꅐꁧꇈ，ꇁꇓꈓ

ꇬꃹꇬꆏ，ꋍꑊꈀꋒꈧꌠꆹꑳꌠꉉꌠꌋ

ꆀꐯꃅꐯꌟꌡ。ꄚꄉꐂꈴꎺꄅꋩꑍ

ꋚꐙꌠꋍꑊꊨꄐꄉꀐ。17ꃅꈊꄮꇬ

ꆏ，ꑳꌠꌋꆀꁆꄻꊩꌺꊰꑋꑼꌠꐯꇯ

ꇁꀐ。18ꋀꊇꇫꑌꄉꋙꋠꐹꄮꇬꆏ，

ꑳꌠꑠꃅꉉ：“ꉢꇯꍝꃅꉉꆍꇰ，ꆍ

ꈬꄔꊿꉡꌋꆀꐯꈽꋙꋠꑠꂷꉢꃵꂯ

ꀐ”ꄷ。19ꋀꉌꐒꇁꎭꄉ，ꋍꂷꋍꂷ

ꃅꇬꏭ：“ꉢꉫꀕ？”ꃅꅲꌐ。20ꑳ

ꌠꆏꋀꏭ：“ꁆꄻꊩꌺꊰꑋꑹꈬꄔ

ꇬ，ꉢꈽꄉꇇꌌꎸꀺꇬꍀꂶꌠꆹꊿꀊ

ꋨꂷꉬ。21ꊾꌺꆹꀋꎪꃅꌦ，ꑠꆹꏂꀨ

ꇬꋍꏭꄐꌐꄉꁱꄉꌠꌋꆀꐯꌟ；ꄚ，

ꊿꊾꌺꃷꂶꌠꆹꉮꃤꐥꀐ！ꊿꀊꋨꂷ

ꆹꒆꋧꃅꎼꀋꇁꇬꄈꍑꌠ”ꄷ。 

12除酵节的第一天，就是宰
逾越羊羔的那一天，门徒对耶
稣说：“你吃逾越节的筵席，要
我们往哪里去预备呢？”13耶稣
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
“你们进城去，必有人拿着一瓶
水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
14他进哪家去，你们就对那家的
主人说：‘夫子说：客房在哪
里？我与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
节的筵席。’15他必指给你们摆
设整齐的一间大楼，你们就在
那里为我们预备。”16门徒出
去，进了城，所遇见的，正如
耶稣所说的。他们就预备了逾
越节的筵席。17到了晚上，耶稣
和十二个门徒都来了。18他们坐
席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
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
与我同吃的人要卖我了。”19他
们就忧愁起来，一个一个地问
他说：“是我吗？”20耶稣对他们
说：“是十二个门徒中，同我蘸
手在盘子里的那个人。21人子必
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
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
人不生在世上倒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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ꌋꈊꋚꐙꌠꄻ 设立主的晚餐 
22ꋀꊇꋙꋠꄮꇬ，ꎬꁱꑳꌠꒃꌊ

ꋬꇖꈨꂟꇈ，ꋌꏼꋀꊇꁵꄉ，ꋀꏭ：

“ꆍꒃꄉꋠ，ꋋꆹꉠꇭꀧꉬ”ꄷ

ꉉ。23ꉈꑴꀞꍗꋌꒃꌊꈀꎭꀕꅇꉉ

ꇈ，ꋌꄻꋀꊇꁵ；ꋀꊇꐯꇯꅝꀐ。

24ꑳꌠꄹꇬ：“ꋋꆹꉢꌌꏤꐪꒃꌠꉠ

ꌦꅪꉬ，ꊿꀉꑌꈨꎁꃅꅐꇁꌠꉬ。

25ꉢꇯꍝꃅꉉꆍꊇꇰ，ꉢꉈꑴꑌꃀꌧꃰ

ꒉꋋꈨꀋꅝꅷ，ꉢꏃꃅꌋꇩꇬꄉꀊꏀ

ꌠꅝꄹꉇꑟ”ꄷ。26ꋀꊇꍖꀴꑵꉙ

ꀕꈭꐨꆏ，ꅐꇁꇈꏝꃴꀋꍯꁧꇬꉜꄉ

ꁧ。 

22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
饼来，祝了福，就掰开，递给
他们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
的身体。”23又拿起杯来，祝谢
了，递给他们；他们都喝了。
24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
为多人流出来的。25我实在告诉
你们：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
到我在神的国里喝新的那日
子。”26他们唱了诗，就出来，
往橄榄山去。 

 

ꀺꄮꀂꌋꀋꌧꄷꉉꌠꂴꅇꇰ 预告彼得不认主 
27ꑳꌠꋀꏭ：“ꆍꊇꐯꇯꑇꐨꀂ

ꏽꄉꅞꂯꀐ，ꑞꃅꆏ，꒰ꀨꇬ： 
‘ꑿꆫꊿꉢꌌꅥꏶꇈ， 

ꑿꁗꏒꁧꀐ’ꃅꁱꇬꄀꄉ。 

27耶稣对他们说：“你们都要
跌倒了，因为经上记着说： 

‘我要击打牧人， 
羊就分散了。’ 

28ꄚ，ꉢꀱꐥꇁꈭꐨꆏ，ꉢꆍꊇꂴꆽꅑ

ꏤꆀꀕꉜꄉꁧ”ꄷ。29ꀺꄮꆏ：

“ꉹꁌꑇꐨꀂꏽꄉꅞꌐꑲꑌ，ꉡꆹꈍ

ꃅꑌꀋꅞ”ꄷ。30ꑳꌠꆏꋍꏭ：“ꉢ

ꇯꍝꃅꉉꆎꇰ，ꀃꂰꃬꀮꑍꊱꇴꂾ（ꂷ

ꄠꌒꅇꑍꊎꃘꊱꌕꊯꇖꊭꇬꆏ“ꑍꊱ”ꃅꋋꈨꇬꀋ

ꐊ），ꆏꀂꉢꀋꌧꄷꑠꌕꃢꉉꌠꉬ”

ꄷ。31ꀺꄮꆏꋍꊋꈀꑌꃅ：“ꉡꆹꀋ

ꎪꃅꆏꈽꌦꄷꑲꑌ，ꈍꃅꑌꉢꆏꀋꌧ

ꃅꑠꀋꉉ”ꄷ。ꌶꌺꈧꌠꐯꇯꑠꃅꉉ

ꌐ。 

28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
往加利利去。”29彼得说：“众人
虽然跌倒，我总不能。”30耶稣
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就在
今天夜里，鸡叫两遍以前，你
要三次不认我。”31彼得却极力
地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
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
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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ꈍꑟꂷꆀꄉꈼꂟ 在客西马尼祷告 
32ꋀꇁꃅꄷꈍꑟꂷꆀꂓꑠꈚꇬ

ꑟ。ꑳꌠꌶꌺꈧꌠꏭ：“ꆍꄚꑌꄉꇁ

ꉚꄉ，ꉢꈼꂟꒉꂿ”ꄷ。33ꄚꄉꀺ

ꄮ、ꑸꇱ、ꒀꉴꋌꏃꋋꐊꒉ，ꋌꀕ

ꎼꏸꏦꃨꆰꇁ、ꐒꊀꌦꄉꏽ；34ꋌꋀ

ꊇꏯ：“ꉢꉌꐒꇁꎭꌦꄉꏽꀐ，ꆍꄚ

ꇬꄉꀀꐚꑓꄧꃅꉡꇁꉚꄉ”ꄷ。35ꋌ

ꁨꈍꑍꁘꒉꇈ，ꇇꑭꃃꇵꀕꃄꅉꇬꅞ

ꄉꑠꃅꈼꂟ：“ꀋꄸꄷꍑꑲꆏ，ꀊꋨ

ꄮꁳꇫꈴꁧꎻ”ꄷ。36ꋌ：“ꀋꁧ

ꀉꄉꀋ！ꌤꈀꐥꌠꃅꆏꃅꄎ；ꆏꑴꌠꀞ

ꍗꋋꏢꎞꌊꁧꅊꇈ；ꄚ，ꉠꉪꐨꇬꈴ

ꄉꄡꃅꀕ，ꅽꉪꐨꇬꀉꄂꈴꄉꃅ”

ꄷ。37ꑳꌠꀱꇁꇬꆏ，ꋀꀀꑌꇴꀐꌠ

ꋌꊌꂿꄉ，ꋌꀺꄮꏭ：“ꑭꂱꀋ！ꆏ

ꀀꑌꇴꅀ？ꀂꉗꌹꍈꑋꀀꐚꑓꄧꃅꑌ

ꀋꄐꀐꅀ？38ꀀꐚꑓꄧꃅꈼꂟꇬꎷ，ꑠ

ꀋꉬꑲꆏ，ꁍꃕꈬꇬꃹꂵ；ꆍꉌꂵꆹꉬ

ꅲꑴꇬ，ꆍꇭꀧꆹꊋꀋꑌꀐ”ꄷ。

39ꑳꌠꉈꑴꈼꂟꁦꌦ，ꈼꂟꅇꂷꆏꂴ

ꃢꌠꌋꆀꐯꌟ。40ꋌꀱꇁꄮꇬ，ꋀꑓ

ꐴꊋꀋꑌꐛꅹ，ꀀꑌꇴꌠꋌꊌꂾꌦ

ꀐ，ꌶꌺꈧꌠꑌꈍꃅꅇꀱꌠꋀꋌꀋ

ꌧ。41ꌕꃢꀕꌠꈼꂟꇈꀱꇁꄮꇬꆏ，

ꋌꋀꏭ：“ꆍꀋꃅꆸꈐꄡꇗꀀꑌꇴꄉ

ꑬꆏꑴꌦꅀ（ꅇꂷꋋꇬꌌ“ꆍꀋꃅꑌꄡꇗꀀꑌꇴ

ꄉꑬꆏꄈꌦ”ꃄꑌꍑ）？ꍑꀐ！ꄮꈉꑟꀐ。

ꇬꉚ！ꊾꌺꊿꇱꃷꑽꊿꇇꈐꊐꄉꀐ。

42ꄓꇁ！ꉪꊇꁧꌶꂿ。ꇬꉚ！ꊿꉢꃵ

ꂶꌠꇫꑟꇁꀐ”ꄷ。 

32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名叫
客西马尼。耶稣对门徒说：“你
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33于
是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同
去，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
34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
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
候警醒。”35他就稍往前走，俯
伏在地，祷告说：“倘若可行，
便叫那时候过去。”36他说：“阿
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
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
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
37耶稣回来，见他们睡着了，就
对彼得说：“西门，你睡觉吗？
不能警醒片时吗？38总要警醒祷
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
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
39耶稣又去祷告，说的话还是与
先前一样；40又来，见他们睡着
了，因为他们的眼睛甚是困
倦，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
41第三次来，对他们说：“现在
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吧”或作

“吗”）？够了，时候到了。看
哪！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
42起来！我们走吧。看哪！那卖
我的人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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ꑳꌠꊿꇱꒃꌊꁧ 耶稣被捕 
43ꅇꉉꑌꃅꄉꇬꆏ，ꁆꄻꊩꌺꊰ

ꑋꑼꌠꈬꄔꒀꄊꂶꌠꇁꀐ，ꄷꀋꁧ，

ꊿꈍꑋꈨꂗꍵ﹑ꄯꁯꌌꋋꐊꇁ，ꋀ

ꊇꐯꇯꆦꑝꌟꒉ、ꁱꂷꌤꃅꊿꌋꆀ

ꅡꈭꌟꒉꄷꄉꇁꌠ。44ꑳꌠꃷꂶꌠꍩ

ꉙꑵꄻꋀꁳꄉ，ꋌꄹꇬ：“ꉢꈀꄸꂷ

ꁧꇉꇬꁬꆏ，ꈀꄸꉬ，ꆍꑴꌠꒃꄉꐒ

ꋒꐏꋒꃅꌌꁧ”ꄷ。45ꒀꄊꇁꌊꑳꌠ

ꂾꄉ：“ꂘꃀ”ꄷꇈ，ꋍꁧꇉꇬ

ꁬ。46ꄚꄉꋀꇇꐛꄉꑳꌠꋀꇱꒃ

ꄉ。47ꌶꌺꏢꁮꉆꑠꂷꂗꍵꋌꈻꌊ，

ꆦꑝꌌꁈꁏꐚꂷꋌꐡꋍꇅꁳꇈ，ꅳꀧ

ꁆꋌꑉꇫꎭ。48ꑳꌠꆏꋀꏭ：“ꆍꂗ

ꍵ﹑ꄯꁯꌌꏄꍿꒃꌠꌟꃅꉡꒃꇁꅀ？

49ꉢꋍꑍꋑꀋꋒꊿꉗꊿꂘ，ꆍꈽꌃꎔ

ꑷꂿꇬꐥꇬ，ꆍꊇꉢꀋꒃ；ꄚ，ꌤꋌꐘ

ꑠꃅꇫꅐꌠꆹ，꒰ꀨꇬꅇꂷꈧꌠꁳꅇꅐ

ꎻꂿꄷꌠ”ꄷ。50ꌶꌺꈧꌠꋍꄷꄉꁈ

ꁧꌐꀐ。 

43说话之间，忽然那十二个
门徒里的犹大来了，并有许多
人带着刀棒，从祭司长和文士
并长老那里与他同来。44卖耶稣
的人曾给他们一个暗号，说：
“我与谁亲脸，谁就是他。你们
把他拿住，牢牢靠靠地带去。”
45犹大来了，随即到耶稣跟前
说：“拉比，”便与他亲脸。46他
们就下手拿住他。47旁边站着的
人，有一个拔出刀剑来，将大
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
他一个耳朵。48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
拿强盗吗？49我天天教训人，同
你们在殿里，你们并没有拿
我；但这事成就，为要应验经
上的话。”50门徒都离开他逃走
了。 

 

ꁈꁧꌠꀊꉘꄿꏀꂷ 逃走的少年人 
51ꀊꉘꄿꏀꅩꀧꍓꃅꃆꁁꂷꄻꈚ

ꑠꂷꑳꌠꊂꈹꐺ，ꉹꁌꋌꈹꋋꒃꇁ。

52ꄚ，ꋋꆹꃆꁁꂶꌠꋌꍞꇫꎭꇈꀕ，ꅩ

ꀧꍓꃅꋌꁈꁧꀐ。 

51有一个少年人，赤身披着
一块麻布，跟随耶稣，众人就
捉拿他。52他却丢了麻布，赤身
逃走了。 

 

ꌟꒉꌠꂾꃀꈿꅉꂾꄉꀞꇽ 在公会前受审 
53ꑳꌠꋀꊇꈻꌊꆦꑝꌌꁈꄷꑟ，

ꉈꑴꆦꑝꌟꒉ、ꅡꈭꌟꒉꌋꆀꁱꂷꌤ

ꃅꊿꐯꇯꇁꌊꆦꑝꌌꁈꄷꏓ。54ꀺꄮ

ꆏꈍꎳꃅꇢꄉꑳꌠꊂꈹꐺ，ꋌꇁꌊꆦ

53他们把耶稣带到大祭司那
里，又有众祭司长和长老并文
士都来和大祭司一同聚集。54彼
得远远地跟着耶稣，一直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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ꑝꌌꁈꏤꐷꈭꇬꑟꄉ，ꇤꑭꈧꌠꌋꆀ

ꐯꇯꃆꄔꇬꇫꑌ。55ꆦꑝꌟꒉꌋꆀꌟ

ꒉꌠꂾꃀꈿꅉꋋꂷꃅꅇꊪꌬꊿꎹꌊꑳ

ꌠꊂꅇꎹꄉ，ꋋꀞꌦꏭꄐ，ꄚ，ꅇꊪꌬ

ꊿꋀꋌꎷꀋꊌ。56ꑞꃅꆏ，ꊿꈍꑋꈨ

ꅇꊪꃶꀋꐚꌠꌬꄉꋍꊂꅇꎹ，ꄚ，ꋀ

ꈀꌬꌠꅇꊪꆹꐯꄎꌠꀋꐥ。57ꉈꑴꊿ

ꈍꑍꑹꄓꇬꉆꄉ，ꅇꊪꃶꀋꐚꌠꌬꄉ

ꑠꃅꋍꊂꅇꎹ：58“ꋌꑠꃅꉉꉪꈨ：

‘ꉢꑷꂿꊿꇇꌌꋉꄉꋋꂷꐆꇫꎭꇈ，

ꌕꑍꈍꈐꃅꀉꁁꊿꇇꌌꋉꄉꌠꀋꉬꑠ

ꂷꋉꇬꅜ’ꄷ”ꄷ。59ꋀꊇꑠꃅꅇ

ꊪꌬꄷꑌ，ꄡꇗꑍꂷꑋꐯꄎꌠꀋꐥ。

60ꆦꑝꌌꁈꂶꌠꄓꊾꈬꇬꉆꄉ，ꑳꌠ

ꏭ：“ꆏꑞꑌꅇꀋꀱꅀ？ꊿꋋꈨꅇꊪ

ꌬꄉꅽꊂꅇꑞꎹ？”ꄷ。61ꄚ，ꑳꌠ

ꆏꁱꀋꐭ，ꋍꇬꑋꅇꀋꀱ。ꆦꑝꌌꁈ

ꂶꌠꉈꑴꇬꏭ：“ꆎꆹꌌꍖꀴꄡꑟꂶ

ꌠꌺꏢꄖꉫꀕ？”ꄷꅲ。62ꑳꌠꆏ：

“ꉢꉬꑴ。ꊾꌺꆹꌅꈌꐥꂶꌠꇀꑳ

ꏯꑌ，ꊾꌺꃅꃴꃅꄂꋩꄉꀁꋌꐛꇁ

ꌠ，ꆍꊇꀋꎪꃅꂿꇁꌠꉬ”ꄷ。63ꆦ

ꑝꌌꁈꂶꌠꄚꄉꋍꃢꈜꋌꐞꏅꇫꎭ

ꇈ：“ꉪꊇꉈꑴꅇꊪꌬꊿꈨꈀꄻꅐꑴ

ꌦꅀ？64ꋍꅇꂷꏃꃅꌋꏭꍍꋉꄸꄀꈧ

ꌠꆍꊇꈨꀐ？ꆍꉜꇬꈍꃅꋭ？”ꄷ。

ꋀꊇꐯꇯꌦꄡꑟꌠꑽꃤꏤꋌꁳꌐ。

65ꄚꄉꊿꊫꃺꁐꋍꈁꑓꇬꉖ，ꉈꑴꋍ

ꈁꑓꋀꉱꄉ，ꇵꊫꌌꋌꁶ，ꋍꏭ：

“ꆏꅉꄜꉏ！”ꃅꉉ，ꋌꈿꌬꂽꈻꌊ

ꇁꄉ，ꇇꁮꌊꋌꏶ。 

大祭司的院里，和差役一同坐
在火光里烤火。55祭司长和全公
会寻找见证控告耶稣，要治死
他，却寻不着。56因为有好些人
作假见证告他，只是他们的见
证各不相合。57又有几个人站起
来，作假见证告他说：58“我们
听见他说：‘我要拆毁这人手所
造的殿，三日内就另造一座不
是人手所造的。’”59他们就是这
么作见证，也是各不相合。60大
祭司起来站在中间，问耶稣
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
人作见证告你的是什么
呢？”61耶稣却不言语，一句也
不回答。大祭司又问他说：“你
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
是？”62耶稣说：“我是。你们必
看见人子，坐在那权能者的右
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63大
祭司就撕开衣服，说：“我们何
必再用见证人呢？64你们已经听
见他这僭妄的话了。你们的意
见如何？”他们都定他该死的
罪。65就有人吐唾沫在他脸上，
又蒙着他的脸，用拳头打他，
对他说：“你说预言吧！”差役接
过他来，用手掌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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ꀺꄮꀂꑳꌠꀋꌧꄷ 彼得不认耶稣 
66ꀺꄮꐰꐷꈭꇬꑌ；ꆦꑝꌌꁈꁏ

ꃀꂷꇫꅐꇁ，67ꀺꄮꃆꄔꇬꌠꋌꂿꇬ

ꆏ，ꋌꍻꇬꀳꄉꇬꏭ：“ꆎꑌꑍꃀꑍꇯ

ꆐꇂꌒꇍꊿꑳꌠꌋꆀꋍꁥꉬ”ꄷ。

68ꄚ，ꀺꄮꆹꇫꉉꀋꏚ，ꋌ：“ꉢꇫꅉ

ꀋꐚ，ꅽꅇꂷꑠꑞꄜꌠꑌꉢꋌꀋꌧ”
ꄷ。ꄚꄉꋌꁖꇁ，ꐷꈭꀃꈈꁭꑭꑟꇬ

ꆏ，ꃬꀮꇴꀐ。69ꋌꁏꃀꂶꌠꊌꂾꌦ

ꇈ，ꁏꃀꂶꌠꉈꑴꊿꋍꏢꁮꉆꈧꌠ

ꏭ：“ꋋꑌꋀꌋꆀꋍꁥꉬ”ꄷ。

70ꀺꄮꆏꉈꑴꇫꉉꀋꏚ。ꀊꉗꀋꐛ

ꃅ，ꊿꋍꏢꁮꉆꌠꀺꄮꏭ：“ꆏꇯꍝ

ꃅꋀꌋꆀꋍꁥꉬ！ꑞꃅꆏ，ꆎꆹꏤꆀꀕ

ꊿꉬ”ꄷꌦ。71ꀺꄮꆏꍃꅇꏿꅇꉉ，

ꏤꅇꒃꄉ：“ꊿꆍꉉꋋꂷꉢꇬꀋ

ꌧ”ꄷ。72ꋋꇅꃅꃬꀮꑍꊱꀕꌠꇴ

ꀐ。ꀺꄮꆹꄚꄉꑳꌠꋍꏭꈁꉉꌠꅇ

ꂷ：“ꃬꀮꑍꊱꇴꂾ，ꆏꀂꉢꀋꌧꄷ

ꑠꌕꃢꉉ”ꄷꈧꌠꋌꎺꇁ。ꋌꉪꋋ

ꈨꄀꇬꆏ，ꑳꉨꀐ。 

66彼得在下边院子里；来了
大祭司的一个使女，67见彼得烤
火，就看着他，说：“你素来也
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
68彼得却不承认，说：“我不知
道，也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
于是出来，到了前院，鸡就叫
了。69那使女看见他，又对旁边
站着的人说：“这也是他们一党
的。”70彼得又不承认。过了不
多的时候，旁边站着的人又对
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
因为你是加利利人。”71彼得就
发咒起誓地说：“我不认得你们
说的这个人。”72立时鸡叫了第
二遍。彼得想起耶稣对他所说
的话：“鸡叫两遍以前，你要三
次不认我。”思想起来，就哭
了。 

 

ꑳꌠꀙꇁꄏꂾꉆ 耶稣在彼拉多面前 

15 ꃅꄜꄮꇬꆏ，ꆦꑝꌟꒉ、ꅡ

ꈭꌟꒉ、ꁱꂷꌤꃅꊿꌋꆀꌟ

ꒉ 

15 一到早晨，祭司长和长
老、文士、全公会的人 

ꌠꂾꃀꈿꅉꇬꊿꋍꏅꃅꐮꇖꄉ，ꑳꌠ

ꋀꐒꄉ，ꈻꌊꏮꀙꇁꄏꁵꁧ。2ꀙꇁꄏ

ꇬꏭ：“ꆏꒀꄠꊿꃰꃅꉫꀕ？”ꄷ

ꅲ。ꑳꌠꆏ：“ꆏꉉꌠꉬ”ꄷꅇ

ꀱ。3ꆦꑝꌟꒉꌤꈍꑋꈨꌌꋍꊂꅇ

大家商议，就把耶稣捆绑解
去，交给彼拉多。2彼拉多问他
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
回答说：“你说的是。”3祭司长
告他许多的事。4彼拉多又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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ꎹ。4ꀙꇁꄏꉈꑴꋍꏭ：“ꆏꉜꉏ！ꋀ

ꊇꌤꋍꑋꑍꃅꌌꅽꊂꅇꎹꇬ，ꆏꑞꑌ

ꅇꀋꀱꅀ？”ꄷ。5ꑳꌠꄡꇗꇫꅇꀋ

ꀱ，ꀙꇁꄏꋌꎼꉌꋲꀕꃅꐙ。 

说：“你看，他们告你这么多的
事，你什么都不回答吗？”5耶稣
仍不回答，以致彼拉多觉得希
奇。 

 

ꑳꌠꋌꀞꌦꃤꊌ 耶稣被判死刑 
6ꋍꃢꋑꀋꋒꋩꑍꋋꊭꇬꆏ，ꍤꆫ

ꇛꌺꆏ，ꉹꁌꈀꇖꈁꂟꌠꇬꍬꄉ，ꊾꇬ

ꂷꋊꃑꋀꁳ。7ꊿꀠꇓꀠꂓꑠꂷꐥ，

ꋋꆹꊿꁎꆽꈧꌠꈽꄉꊿꐒꌌꇁꂷ

ꉬ。ꋀꁎꆽꄮꇬ，ꊿꌉꋻ。8ꉹꁌꆹ

ꌊꍤꆫꇛꌺꄷꄉ，ꋍꃷꋪꇬꈴꄉꀞꋀ

ꁳꄷꇖꂟ。9ꀙꇁꄏꄹꇬ：“ꆍꊇꉢ

ꁳꒀꄠꊿꃰꃅꂶꌠꋊꃑꆍꁳꎻꌠꉫ

ꀕ？”ꄷ。10ꋍꑴꅉꆹꆦꑝꌟꒉꉌꈻ

ꃴꆅꐛꅹ，ꑳꌠꋀꐒꌌꇁꌠꋌꅉꐚ。

11ꄚ，ꆦꑝꌟꒉꆏꇁꉹꁌꈧꌠꊢꂖꄉ，

ꀠꇓꀠꋊꃑꋀꁳꑟꉂ。12ꀙꇁꄏꉈ

ꑴ：“ꑠꉬꑲꆏ，ꆍꄹꇬꒀꄠꊿꃰꃅ

ꉬꄷꂶꌠꉢꌌꈍꃅꂯ？”ꄷꅲ。13ꋀ

ꉈꑴ：“ꋋꋯꌩꏍꇬꄀ”ꃅꏅ。

14ꀙꇁꄏꄹꇬ：“ꑞꒉꄸꉬ？ꋌꌤꄷꅠ

ꌠꑟꑵꃅꀐ？”ꄷ。ꋀꊇꆏꀊꅰꃅ

ꄉ：“ꋋꋯꌩꏍꇬꄀ”ꃅꏅ。15ꀙ

ꇁꄏꆏꉹꁌꈧꌠꉌꇿꅍꃅꄉ，ꀠꇓꀠ

ꋌꋊꃑꋀꁳ，ꑳꌠꆏꌌꅥꏶꇈ，ꏮꊿ

ꁳꋯꌩꏍꇬꄀꁧꎻ。 

6每逢这节期，巡抚照众人
所求的，释放一个囚犯给他
们。7有一个人名叫巴拉巴，和
作乱的人一同捆绑。他们作乱
的时候，曾杀过人。8众人上去
求巡抚，照常例给他们办。9彼
拉多说：“你们要我释放犹太人
的王给你们吗？”10他原晓得，
祭司长是因为嫉妒才把耶稣解
了来。11只是祭司长挑唆众人，
宁可释放巴拉巴给他们。12彼拉
多又说：“那么样，你们所称为
犹太人的王，我怎么办他呢？”
13他们又喊着说：“把他钉十字
架！”14彼拉多说：“为什么呢？
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便极
力地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
15彼拉多要叫众人喜悦，就释放
巴拉巴给他们，将耶稣鞭打
了，交给人钉十字架。 

 

ꂽꈧꌠꑳꌠꒊꈧ 兵丁戏弄耶稣 
16ꂽꈧꌠꑳꌠꋀꈻꌊꇜꃛꑷꂿꐷ

ꈭꇬꑟ，ꂽꁥꌠꃅꐮꇴꌊꋍꈜꏓꌐ。

17ꀂꄁꊪꅪꀊꎴꑠꈬꋀꄻꋌꇢꄉ，ꉈ

16兵丁把耶稣带进衙门院
里，叫齐了全营的兵。17他们给
他穿上紫袍，又用荆棘编做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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ꑴꍲꌌꄂꌆꀍꄟꂷꋀꄻꑳꌠꄀꄉ，

18ꋌꏭ：“ꒀꄠꊿꃰꃅꀋ！ꃪꈎ！”

ꃅꉉ。19ꉈꑴꄯꁯꏢꌊꋍꀂꏾꇬꅥ，

ꊫꃺꁐꋍꈁꑓꇬꉖꇈ，ꁡꊭꃄꇴꄂꄉ

ꋍꏭꀍꃈꄚ。20ꒊꈧꌐꈭꐨꆏ，ꀂꄁ

ꊪꅪꀊꎴꈫꌠꋀꇔꇫꎭꇈ，ꄡꇗꋍꊨ

ꏦꃢꈜꋀꄻꇬꇢꄉ，ꋀꈻꌊꉈꏭꄉꋯ

ꌩꏍꇬꄀꁧꂿꄷ。 

冕给他戴上，18就庆贺他说：
“恭喜，犹太人的王啊！”19又拿
一根苇子打他的头，吐唾沫在
他脸上，屈膝拜他。20戏弄完
了，就给他脱了紫袍，仍穿上
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
钉十字架。 

 

ꑳꌠꋀꋯꌩꏍꇬꄀ 耶稣被钉十字架 
21ꇴꆀꆾꊿꑭꂱꂒꂷꐥ，ꋋꆹꑸꆀ

ꎭꄊꌋꆀꇊꃛꑋꀉꄉꉬ，ꋌꑘꃅꁡꇤ

ꄉꇁꌊꃅꄷꀊꋩꈚꇬꈴꇁ，ꋌꋀꄀꇗ

ꌊꋀꐊꄉꑳꌠꌩꏍꀵꁧ。22ꑳꌠꋀ

ꈻꌊꃄꅉꈥꀕꄣꇬꑟ（ꈥꀕꄣꁏꎼꇁ

ꇬꆹ‘ꀒꈤꃄꅉ’ꄜ）。23ꃀꒀꁬꋌ

ꉔꄉꌠꎧꋀꌌꑳꌠꄐ，ꄚ，ꋌꇫꅝꀋ

ꅲ。24ꄚꄉꋌꋀꋯꌩꏍꇬꄀ，ꑳꌠꃢ

ꈜꋀꌌꌐꈻꄉꁸꇈ，ꈀꄸꑞꊌꋭꌠꑞ

ꊌ。 

21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就
是亚历山大和鲁孚的父亲，从
乡下来，经过那地方，他们就
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
字架。22他们带耶稣到了各各他
地方（各各他翻出来，就是髑
髅地）；23拿没药调和的酒给耶
稣，他却不受。24于是将他钉在
十字架上，拈阄分他的衣服，
看是谁得什么。 

25ꋌꊿꋯꌩꏍꇬꄀꄮꆹꉘꁮꅐꇁ

ꈭꐨꉬ。26ꄩꆏ：“ꒀꄠꊿꃰꃅ”ꄷ

ꋍꊂꑽꃤꎹꌠꅇꂷꑠꇬꁱꇬꄀꄉ。

27ꉈꑴꏄꍿꑍꂷꑌꋀꋯꑳꌠꈽꌩꏍꇬ

ꄀꄉ，ꋍꂷꇀꑳꏭ，ꋍꂷꇀꃼꏭ，（ꀊꆨ

꒰ꀨꋍꈨꇬꆏ：“28ꋋꆹꌃꎔ꒰ꀨꇬ‘ꋌꊿꇱꄻꑽꊿꈬ

ꄔꇱꄉ’ꄷꇫꌠꅇꅐꌠꉬ”ꄷꅑ）。29ꊿꀊꄶꈴ

ꐺꈧꌠꋍꏭꊨꀖ，ꀒꆺꇤꄉꑠꃅꉉ：

“ꀊꑴ！ꆏꌃꎔꑷꂿꆏꐆꇫꎭꇈꌕꑍ

ꈐꃅꆏꋈꀱꄉꄎꋋꂷ，30ꅽꊨꏦꈭꋏ

ꄉ，ꌩꏍꇬꄉꀏꇁꉏ！”ꄷ。31ꆦꑝ

ꌟꒉꌋꆀꁱꂷꌤꃅꊿꑌꑠꃅꋋꒊꈧ，

25钉他在十字架上是上午九
点的时候。26在上面有他的罪
状，写的是：“犹太人的王。”
27他们又把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
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
边（有古卷在此有“28 这就应了经上的话

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29从那
里经过的人辱骂他，摇着头，
说：“咳！你这拆毁圣殿，三日
又建造起来的，30可以救自己，
从十字架上下来吧！”31祭司长
和文士也是这样戏弄他，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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ꐮꏯꑠꃅꉉ：“ꋌꌞꊿꆏꈭꋏꄎ，ꊨ

ꏦꆏꈭꋏꀋꄐ。32ꑱꌝꆀꃰꃅꏢꄖ

ꀋ！ꆏꀋꃅꌩꏍꇬꄉꀏꇁꄉ，ꉪꁳꊌꂿ

ꎻꑲꆏ，ꉪꑇꀐ”ꄷ。ꊿꋌꈽꋯꇬ

ꄀꄉꌠꑌꋋꁒꋌꐀ。 

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
己。32以色列的王基督，现在可
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叫我们看
见，就信了。”那和他同钉的人
也是讥诮他。 

 

ꑳꌠꌦꐪ 耶稣的死 
33ꂵꆤꄮꇬꄉꅑꅸꁯꋒꐯꉐꑟ

ꌠ，ꋧꃅꋋꂷꃅꆈꋧꋪꀐ。34ꁯꋒꐯ

ꉐꄮꇬꆏ，ꑳꌠꃚꐕꉐꐓꄉ：“ꑱꇊ

ꑳ！ꑱꇊꑳ！ꇁꂷꌒꀠꇱꄊꆀ？”ꃅ

ꏅ（ꁏꎼꇁꇬꆏꑠꄜ：ꉠꏃꃅꌋ！ꉠꏃ

ꃅꌋ！ꆏꑞꃅꉢꆏꇤꇫꎭꌠꉬ？）35ꊿ

ꏢꁮꉆꌠꅇꂷꋀꈨꇈ：“ꇬꉚ！ꋌꑱ

ꆀꑸꇴꀋꆺ！”ꃅꉉꌠꐥ。36ꊾꂷꀥ

ꌌꀨꁮꋄꒉꍀꈴꃅꑠꂷꐒꄯꁯꇬꄀ

ꄉ，ꄻꋌꄎꄉꑠꃅꉉ：“ꇁꉚꄉ，ꑱ

ꆀꑸꋋꁌꀁꋌꎼꇀꀕꉚꉏꂿ？”
ꄷ。37ꑳꌠꃚꐕꉐꐓꄉꏅꇈ，ꌗꊰ

ꀐ。38ꌃꎔꑷꂿꇬꂪꌦꁬꌠꑌꄩꄉꅑ

ꀏꑟꃅꐞꏅꑍꄷꈴꁧ。39ꅶꁉꉆꌠꂽ

ꉐꏃꌋꂷꑳꌠꑠꃅꏅꈭꐨꌗꊰꌠ（ꀊꆨꏂ

ꀨꋍꈨꇬ“ꏅ”ꇬꀋꐊꌠꐥ）ꋌꂿꇬꆏ，ꋌ：

“ꊿꋋꂷꇯꍝꃅꏃꃅꌋꌺꉬ！”ꃅ

ꉉ。40ꉈꑴꌋꅪꈨꈜꎴꃅꉆꄉꉜ；ꌋ

ꅪꋋꈨꇢꊭꇬꃀꄊꇁꄉꇁꌠꂷꆀꑸ，

ꉈꑴꑸꇱꀄꊭꌋꆀꒀꑭꑋꀉꂿꂷꆀꑸ

ꇫꐊ，ꌒꇊꂰꑌꇫꐊ。41ꋀꊇꆹꑳꌠ

ꏤꆀꀕꐤꄮꇬ，ꑳꌠꊂꈹ、ꑳꌠꀨꎹ

ꆽꃴꈧꌠꉬ，ꉇꑴꑳꌠꐊꑳꇊꌒꇌꇁ

ꌠꌋꅪꈍꑋꑌꀊꄶꉆꄉꉜ。 

33从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三
点，遍地都黑暗了。34下午三点
的时候，耶稣大声喊着说：“以
罗伊！以罗伊！拉马撒巴各大
尼？”（翻出来就是：我的神！
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35旁
边站着的人，有的听见就说：
“看哪，他叫以利亚呢！”36有一
个人跑去，把海绒蘸满了醋，
绑在苇子上，送给他喝，说：
“且等着，看以利亚来不来把他
取下。”37耶稣大声喊叫，气就
断了。38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
为两半。39对面站着的百夫长看
见耶稣这样喊叫断气（有古卷无“喊

叫”二字），就说：“这人真是神的
儿子！”40还有些妇女远远地观
看；内中有抹大拉的马利亚，
又有小雅各和约西的母亲马利
亚，并有撒罗米，41就是耶稣在
加利利的时候，跟随他，服事
他的那些人，还有同耶稣上耶
路撒冷的好些妇女在那里观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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ꑳꌠꊿꌌꇬꄁ 耶稣被埋葬 
42ꃅꈊꄮꇬꆏ，ꋋꆹꊨꄐꄹꉇꉬ，

ꑬꆏꄹꉇꑟꇁꂴꆽꄹꉇꌠꑌꉬꄉ，43ꑸ

ꆀꂷꄠꀀꌠꒀꌝꇫꑟꇁ，ꒀꌝꆹꌟꒉ

ꌠꂾꃀꈿꅉꇬꐉꂷꉬ，ꏃꃅꌋꇩꇁꉚ

ꂷꑌꉬ。ꋌꉌꂵꀉꒉꃅꈐꏭꀙꇁꄏꂿ

ꆹꄉ，ꑳꌠꂿꂶꌠꇖꂟꆹ；44ꑳꌠꌦꀐ

ꌠꀙꇁꄏꋌꇰ，ꂽꉐꏃꌋꋌꇴꌊꑳꌠ

ꌦꀊꉗꏢꐛꀕꀐꄷꅲ。45ꂽꉐꏃꌋꄷ

ꄉꅇꐚꋌꈨꈭꐨꆏ，ꑳꌠꂿꂶꌠꋌꄻ

ꒀꌝꇖ。46ꒀꌝꃆꁁꀊꌤꌠꋌꃼꄉꈭ

ꐨꆏ，ꑳꌠꂿꋌꌵꀏꅞꄉ，ꃆꁁꀊꌤ

ꌠꌌꋌꇙꄉꇈ，ꋌꄻꁶꇓꆈꀋꃀꈐꏭ

ꐛꄉꌠꄃꁧꂷꇬꄃꄉ，ꉈꑴꇓꂵꀉꒉ

ꂷꑌꀨꄃꁧꀃꈈꇬꋍꄉꇈ。47ꃀꄊꇁ

ꄉꇁꌠꂷꆀꑸꌋꆀꒀꑭꀉꂿꂷꆀꑸꑋ

ꐯꇯꋋꄉꅉꈚꌠꋀꊌꂿ。 

42到了晚上，因为这是预备
日，就是安息日的前一日，43有
亚利马太的约瑟前来，他是尊
贵的议士，也是等候神国的。
他放胆进去见彼拉多，求耶稣
的身体；44彼拉多诧异耶稣已经
死了，便叫百夫长来，问他耶
稣死了久不久。45既从百夫长得
知实情，就把耶稣的尸首赐给
约瑟。46约瑟买了细麻布，把耶
稣取下来，用细麻布裹好，安
放在磐石中凿出来的坟墓里，
又滚过一块石头来挡住墓门。
47抹大拉的马利亚和约西的母亲
马利亚都看见安放他的地方。 

 

ꑳꌠꀱꐥꇁ 耶稣复活 

16 ꑬꆏꄹꉇꈭꐨꆏ，ꃀꄊꇁꄉꇁ

ꌠꂷꆀꑸ、ꑸꇱꀉꂿꂷꆀ 
16 过了安息日，抹大拉的

马利亚和雅各的母亲马 
ꑸꌋꆀꌒꇊꂰꐯꇯꅿꉗꌒꋌꋀꃼꌊꑳ

ꌠꂿꇬꎭꆹꂿꄷ。2ꏃꑍꌠꇬꉘꃀꄹꉇ

ꌠ，ꃅꄜꉘꁮꅐꇁꄮꇬ，ꋀꊇꇁꌊꄃꁧ

ꑭꑟ。3ꋀꐮꏯ：“ꈀꄸꂷꉪꎁꃅꄃ

ꁧꀃꈈꇬꇓꂵꀉꒉꂶꌠꀨꂯꀋꆾ？”
ꃅꉉ。4ꇓꂵꀊꋨꂷꆹꀉꒉꐯꀉꒉꂷ

ꉬ，ꋀꀑꐕꄉꉜꇬꆏ，ꇓꂵꀉꒉꂶꌠꂃ

ꏢꁮꏭꎍꀐꌠꋀꂿ。5ꋀꇁꄃꁧꈐꏭ

ꃹꇬꆏ，ꀊꉘꄿꏀꂷꇀꑳꏯꑌꋀꂿ，

ꀂꄁꀊꐎꇈꀊꎴꑠꈬꈚꐺ，ꋀꋌꇷꃨ

利亚，并撒罗米，买了香膏，
要去膏耶稣的身体。2七日的第
一日清早，出太阳的时候，她
们来到坟墓那里，3彼此说：“谁
给我们把石头从墓门滚开呢？”
4那石头原来很大，她们抬头一
看，却见石头已经滚开了。5她
们进了坟墓，看见一个少年人
坐在右边，穿着白袍，就甚惊
恐。6那少年人对她们说：“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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ꆰꌦꄉꏽ。6ꀊꉘꄿꏀꂶꌠꋀꏭ：

“ꏸꄡꏦ！ꆍꊇꆹꊿꋯꌩꏍꇬꄀꌠꇂ

ꌒꇍꊿꑳꌠꎹ；ꋌꀱꐥꇁꀐ，ꋌꄚꇬ

ꀋꐥ，ꆍꊇꋍꄈꅉꈚꌠꇬꊼꇅꉜꉏ！

7ꆍꑴꌠꉉꋍꌶꌺꌋꆀꀺꄮꇰꒉ：‘ꋌ

ꆍꂴꆽꅑꄉꏤꆀꀕꁧ。ꀊꄶꇬꄉꋌ

ꆍꊇꊌꂿꇁꌠꉬ，ꑠꆹꋌꀕꃀꉉꆍꈀꇰ

ꌠꌋꆀꐯꌟ’ꄷ”ꄷ。8ꋀꅐꇁꇈ，

ꄃꁧꑭꄉꁈꁧ，ꏽꑌꏾꌌꀕ，ꇯꑌꋌ

ꇰ，ꑞꑌꉉꊿꀋꇰ，ꑞꃅꆏ，ꋀꏸꏦꌦ

ꄉꏽ。（ꀊꆨꏂꀨꋍꈨꇬꆏꈬꊭꅑꊯꈬꊭꇬꀋꐊꌠ

ꐥ。） 

惊恐！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
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
了，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
地方。7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
徒和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先往
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
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
的。’”8她们就出来，从坟墓那
里逃跑，又发抖，又惊奇，什
么也不告诉人，因为她们害
怕。（下列 9-19 节在一些古卷中没有记

载。） 
 

ꑳꌠꃀꄊꇁꄉꇁꌠꂷꆀꑸꂾꅐꇁ 向抹大拉的马利亚显现 
9ꃅꐎꏃꑍꌠꇬꉘꃀꄹꉇꌠꃅꄜ

ꆏ，ꑳꌠꀱꐥꇁꀐ，ꂴꆏꋌꃀꄊꇁꄉꇁ

ꌠꂷꆀꑸꂾꅐꇁ；ꂷꆀꑸꇭꀧꇬꄉꑊ

ꋌꏃꂷꑳꌠꈹꇫꎭꋺ。10ꋋꆹꌤꋌꐘ

ꋌꉉꊿꅉꀕꃅꑳꌠꊂꈹꐺꈧꌠꇰ；ꀊ

ꋨꄮꇬꋀꉨꑰꒈꁴꏿꇰ。11ꑳꌠꀱꐥ

ꇁꄉꂷꆀꑸꇱꊌꂿꅜꀐꄷꌠꋀꈨꇬ，

ꋀꇬꀋꑇ。 

9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耶
稣复活了，就先向抹大拉的马
利亚显现；耶稣从她身上曾赶
出七个鬼。10她去告诉那向来跟
随耶稣的人；那时他们正哀恸
哭泣。11他们听见耶稣活了，被
马利亚看见，却是不信。 

 

ꑳꌠꌶꌺꑍꂷꂾꅐꇁ 向两个门徒显现 
12ꌤꋌꐘꈭꐨ，ꌶꌺꈬꄔꇬꑍꂷꆏ

ꑘꃅꁡꇤꇬꉜꄉꁧ。ꋍꑊꈛꎼꐹꄮꇬ

ꆏ，ꑳꌠꇴꐈꉻꐈꌊꋍꑊꂾꅐꇁ。

13ꄚꄉꋍꑊꉉꌶꌺꀉꁁꈧꌠꇰꁧ，ꄚ，

ꌶꌺꀉꁁꈧꌠꑌꇬꀋꑇ。 

12这事以后，门徒中间有两
个人往乡下去。走路的时候，
耶稣变了形象，向他们显现。
13他们就去告诉其余的门徒；其
余的门徒也是不信。 

 

ꋌꌶꌺꈧꌠꊪ 门徒奉差遣 
14ꊁꁆꄻꊩꌺꊯꊪꑹꌠꋙꋠꄮꇬ 14后来十一个门徒坐席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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ꆏ，ꑳꌠꋀꂾꅐꇁ，ꋌꋀꀋꑇꀋꄻ、

ꉌꂵꆸꉂꄷꋀꏭꊨꀖ。ꑞꃅꆏ，ꋀꊇ

ꆹꋌꀱꐥꇁꈭꐨꊿꋋꂿꈧꌠꈁꉉꌠꋀ

ꇬꀋꑇ。15ꋌꉈꑴꋀꏭ：“ꆍꃅꑆꋌ

ꁬꇂꃴꃅꏮꄉ，ꌒꅇꁊꃰꊿꇫꐥꌠ

（“ꃰꊿꇫꐥꌠ”ꑝꇂꉙꇬꆏ“ꈀꄻꄉꌠ”ꃅꅑ）ꇰ

ꁧ。16ꑇꇈꋋꑣꊪꌠꆏꀋꎪꃅꈭꋏ

ꊌ，ꀋꑇꌠꆏꀋꎪꃅꌌꑽꃤꏤ。17ꊿ

ꑇꌠꆏꀋꎪꃅꌋꃅꐪꑽꑌꋀꐊ，ꋀꉠ

ꂓꄜꄉꑊꋌꈹ，ꃅꄷꉙꀊꏀꌠꉉ；18ꇇ

ꐛꁮ꒰ꒃꉆ；ꀋꄸꄷ，ꅋꊿꇣꅝꑲꑌ，

ꅋꋀꉮꀋꄐ；ꇇꐛꊿꆅꇭꀧꄀ，ꊿꆅ

ꀋꎪꃅꌒꌠꉬ”ꄷ。 

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责备他
们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他们
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
的人。15他又对他们说：“你们
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
（“万民”原文作“凡受造的”）。16信而受
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
罪。17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
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
方言；18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
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
人，病人就必好了。” 

 

ꑳꌠꉬꉎꁧ 耶稣升天 
19ꌋꑳꌠꋀꏭꅇꂷꉉꌐꇈ，ꊁꆏ，

ꏃꃅꌋꇱꋩꌊꉬꉎꁧꄉ，ꏃꃅꌋꇀꑳ

ꏭꑌ。20ꌶꌺꅐꁧꇈ，ꃄꇖꄹꊂꄉꌒ

ꅇꁊ。ꌋꋀꈽꄉꌤꃅ，ꌋꃅꐪꑽꑌꌌ

ꋀꈁꁊꌠꇗꅉꊩꀽꀐ。ꀊꂱ。 

19主耶稣和他们说完了话，
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
边。20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
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
着，证实所传的道。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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ꇊꏦꌒꅇ 

路加福音 

 
ꌞꄝꀊꃏꇊꁵ 献给提阿非罗 

1 ꄝꀊꃏꇊꌟꒉꀋ！ꊿꈍꑋꈨꂷꋶ

ꌌꄯꒉꁱꄉ，ꌤꆿꉪꈬꄔꄉꈀꃅ 1 提阿非罗大人哪，有好些人
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 

ꐛꈧꌠꉉꁱ，2ꑠꆹꇗꅉꁊꊿꈧꌠꉘꃀ

ꇊꉘꃀꋀꈀꂿꈀꈨꇈ，ꉈꑴꁊꉪꁳꌠ

ꇬꈴꄉꁱꌠꉬ。3ꌤꋋꈨꇬꂾꄉꑭꀕ

ꋧꀕꃅꉢꌌꍤꅲꀐ，ꑠꅹ，ꉢꉪꄉꏤ

ꄉꌤꋌꐘꂴꊁꈍꃅꐙꌠꇬꈴꄉꁱꆏ

ꁳ，ꑠꃅꄉ，4ꆏꁳꇗꅉꈀꌷꌠꆹꃶꐚ

ꌐꌠꉬꌠꅉꐚꎻ。 

所成就的事，2是照传道的人从
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
的。3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
考察了，就定意要按着次序写
给你，4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
确实的。 

 

ꋋꑣꒀꉴꒆꇁꌠꂴꅇꇰ 预告施洗约翰降生 
5ꑝꇊꒀꄠꌅꃀꄺꄮꇬ，ꑸꀘꑸꁥ

ꌠꇬꆦꑝꊿꌒꏦꆀꑸꂒꂷꐥ；ꌒꏦꆀ

ꑸꑮꃀꑱꆀꎭꀙꂓꂶꌠꆹꑸꇍꏤꊂꋊ

ꂷꉬ。6ꏃꃅꌋꂾꄉꇬꆹ，ꋍꑊꐯꇯꑖ

ꊿꑍꂷꉬ，ꋍꑊꌋꏥꏦꃷꋪꈀꐥꌠꇬ

ꍬꄉꃅ，ꊨꀖꉆꅍꍈꀋꐥ。7ꄚ，ꋍꑊ

ꌳꃈꅭꍈꀋꐥ，ꑞꃅꆏ，ꑱꆀꎭꀙꀉ

ꑳꁨꀋꉆ，ꋍꑊꆹꈎꄜꇁꀐ。 

5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亚
比雅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
迦利亚；他妻子是亚伦的后
人，名叫伊利莎白。6他们二人
在神面前都是义人，遵行主的
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责
的；7只是没有孩子，因为伊利
莎白不生育，两个人又年纪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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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ꌒꏦꆀꑸꇫꐊꁥꌠꏃꃅꌋꂾꄉ

ꆦꑝꊿꌅꅍꃅꎁꃄꄮꑟꇬꆏ，9ꆦꑝꃷ

ꋪꏦꃤꇬꈴꄉꌐꈻꇈ，ꌒꏦꆀꑸꊝ

ꄉ，ꋌꌋꑷꂿꇬꃹꄉꅿꉗꌒꋌꄀꆹ。

10ꋌꅿꉗꌒꋌꄀꄮꇬ，ꉹꁌꈀꐥꃅꉈꏭ

ꄉꈼꂟ。11ꋋꇅꇬꆏ，ꌋꊩꌺꂷꇁꌊ

ꅿꉗꌒꋌꄀꇮꊙꂶꌠꇀꑳꏯꉆꄉ，ꌒ

ꏦꆀꑸꂾꅐꇁ。12ꌋꊩꌺꂶꌠꌒꏦꆀ

ꑸꊌꂿꄮꇬꆏ，ꌒꏦꆀꑸꋌꇷꃨꆰꌦ

ꄉꏽ。13ꄚ，ꉬꉎꊩꌺꂶꌠꆏꋍꏭ：

“ꌒꏦꆀꑸꀋ，ꏸꄡꏦ，ꑞꃅꆏ，ꅽ

ꈼꅇꂟꅇꆹꌋꊌꈨꀐ，ꅽꑮꃀꑱꆀꎭ

ꀙꌹꂷꁨꇁꂿꄷ，ꆏꑴꌠꋋꄻꒀꉴ

ꂓ。14ꆎꆹꀋꎪꃅꉌꇿꑓꇿ；ꊿꈍꑋ

ꈨꑌꀋꎪꃅꋌꒆꐛꅹꃅꉌꇿꑓꇿ。

15ꋋꆹꌋꂾꄉꊿꇰꀋꃀꂷꐛꇁ，ꋌꎧꐎ

ꎦꆈꐯꇯꀋꅝ，ꋌꋍꀉꂿꀃꃀꇬꀀꑴ

ꌦꄮꇬꇯꆐꌃꎔꒌꇱꌵꈴꀐ。16ꋌꑱ

ꌝꆀꊿꈍꑋꈨꁳꀱꏮꇁꄉꌋꋀꏃꃅꌋ

ꇂꃴꐥꇁꎻ。17ꋌꀋꎪꃅꑱꆀꑸꉪꐪ

ꌋꆀꊋꃤꑌ，ꋌꌋꂴꆽꐊꄉꃅ，ꀉꄉ

ꄻꌠꁳꉌꂵꏮꇁꌳꃈꅮꇬꉜꅲꎻ，ꊿ

ꌊꃅꌋꑽꈧꌠꁳꏮꑖꊿꌧꅍꂿꅍꇬꈴ

ꇁꎻ，ꉈꑴꌋꎁꃅꌌꌫꄻꉆꌠꉹꁌꄐ

ꏤꄉ”ꄷ。18ꌒꏦꆀꑸꆏꉬꉎꊩꌺ

ꏭ：“ꉢꑞꇬꈴꄉꌤꋌꐘꅉꐚꉆꂯ？

ꉢꃀꌠꀐ，ꉠꑮꃀꑌꈎꄜꇁꀐ”ꄷ。

19ꉬꉎꊩꌺꂶꌠꆏ：“ꉡꆹꏃꃅꌋꂾ

ꉆꌠꏦꀙꆀꉬ，ꉡꆹꊩꌺꃅꁆꌌꅇꃅ

ꋋꇬꉉꆎꇰꇁꌠ。20ꃅꑍꃅꉖꑞꄮꇬ

ꆏ，ꑠꆹꀋꎪꃅꇫꅐꇁ；ꆏꇬꀋꑇꐛ

迈了。8撒迦利亚按班次在神面
前供祭司的职分，9照祭司的规
矩掣签，得进主殿烧香。10烧香
的时候，众百姓在外面祷告。
11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
向他显现。12撒迦利亚看见，就
惊慌害怕。13天使对他说：“撒
迦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
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
伊利莎白要给你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14你必欢
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
必喜乐。15他在主面前将要为
大，淡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
里就被圣灵充满了。16他要使许
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
的神。17他必有以利亚的心志能
力，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
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
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合用
的百姓。”18撒迦利亚对天使
说：“我凭着什么可知道这事
呢？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
年纪老迈了。”19天使回答说：
“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奉
差而来对你说话，将这好信息
报给你。20到了时候，这话必然
应验；只因你不信，你必哑巴
不能说话，直到这事成就的日
子。”21百姓等候撒迦利亚，诧
异他许久在殿里。22及至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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ꅹ，ꆏꀋꎪꃅꑶꀠ，ꅇꉉꀋꉆꃅꅷꌤ

ꋌꐘꇫꅐꄹꉇꑟ”ꄷ。21ꋋꄮꇬ，ꉹ

ꁌꈧꌠꉈꏭꄉꌒꏦꆀꑸꇁꉚꐺ，ꋌꌃ

ꎔꑷꂿꇬꀊꉗꏢꐛꄉ，ꋀꊇꐯꇯꉌꋲ

ꀕꌐ。22ꌒꏦꆀꑸꅐꇁꄮꇬꆏ，ꋀꏭ

ꁱꐭꀋꉆꄉ，ꋀꊇꆹꋌꑷꂿꇬꄉꐛꒌ

ꇣꋲꌠꋌꂿꀐꌠꋀꅉꐚꀐ，ꑞꃅꆏ，

ꋋꆹꋀꏭꇇꏸꄖꇇꃀꂖ，ꁱꐭꀋꉆꃅ

ꑶꀠꂷꐛꀐ。23ꋍꆦꑝꊿꃅꅍꃅꎁꋌ

ꃅꌐꈭꐨꆏ，ꋌꀁꇬꁧꀐ。24ꊁꆏ，ꋍ

ꑮꃀꑱꆀꎭꀙꀉꑳꁨꀐ，ꑱꆀꎭꀙꃅ

ꐎꉬꁮꆪꂷꂁꄉꐥ，25ꋌꄹꇬ：“ꌋ

ꉢꉚꉡꅲꄮꇬ，ꑠꃅꉡꂄꃅꄉ，ꋧꃅꃰ

ꊿꈬꇬꉠꎲꃤꈧꌠꋌꌩꎳꇫꎭꀐ”

ꄷ。 

来，不能和他们说话，他们就
知道他在殿里见了异象，因为
他直向他们打手式，竟成了哑
巴。23他供职的日子已满，就回
家去了。24这些日子以后，他的
妻子伊利莎白怀了孕，就隐藏
了五个月，25说：“主在眷顾我
的日子，这样看待我，要把我
在人间的羞耻除掉。” 

 

ꑳꌠꒆꇁꌠꂴꅇꇰ 预告耶稣降生 
26ꑱꆀꎭꀙꀉꑳꁨꃘꁮꆪꐛꄮꇬ

ꆏ，ꉬꉎꊩꌺꏦꀙꆀꏃꃅꌋꇱꊪꌊꏤ

ꆀꀕꃅꄷꇓꈓꂷꇬꆹꎻ，ꇓꈓꋋꂷꆹꇂ

ꌒꇍꂓ；27ꋌꇁꌊꑮꆜꁦꋠꅿꀋꋻꑴꌦ

ꑠꂷꄷꑟ，ꑮꆜꋋꂷꆹꄊꃥꁯꌠꇬꁦ

ꋠꒀꌝꂓꑠꂷꄷꐛꐮꄉꀐ；

ꑮꆜꁦꋠꅿ ꀋꋻꋋꂷꆹꂷꆀꑸꂓ。

28ꉬꉎꊩꌺꈐꏭꃹꄉ，ꋍꏭ：“ꑆꊋꀉ

ꒉꃅꊌꌠꌋꅪꀋ！ꉢꅽꏯꋬꂻꄜ，ꌋ

ꆏꈽꐥꀐ！”ꄷ。29ꂷꆀꑸꆹꅇꂷꋋ

ꈨꐛꅹꃅꃨꆰꌦꄉꏽ，ꉈꑴꀱꒊꀱꇁ

ꃅꋬꂻꄜꅇꋋꈨꑞꄜꌠꉪꐺ。30ꉬꉎ

ꊩꌺꂷꆀꑸꏭ：“ꂷꆀꑸ，ꏸꄡꏦ，

ꆏꏃꃅꌋꂾꄉꑆꊋꊌꀐ。31ꆎꆹꀉꑳ

ꁨꄉꌹꂷꒆꇁꌠꉬ，ꆏꑴꌠꋋꄻꑳꌠ

26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
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
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27到
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
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
女名字叫马利亚。28天使进去，
对她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
你安，主和你同在了！”29马利
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
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30天使
对她说：“马利亚，不要怕，你
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31你要怀
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
稣。32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
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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ꂓꄉ。32ꋋꆹꐤꒉꂷꉬ，ꋋꆹꋍꉎꀋꐥ

ꂶꌠꌺꉬꄷ；ꌋꏃꃅꌋꆹꋍꀋꁌꀋꁧ

ꄊꃥꑋꅉꄻꋌꁳꂿꄷ。33ꋋꆹꐩꋊꐩ

ꍂꃅꑸꇱꏤꃰꃅꄻ，ꋍꇩꏤꑌꑞꅉꐛ

ꅉꀋꐥ”ꄷ。34ꂷꆀꑸꆏꉬꉎꊩꌺ

ꏭ：“ꉢꑮꂯꀋꑮꑴꌦꇬ，ꌤꑠꈍꃅ

ꇫꅐꂯ？”ꄷꉉ。35ꉬꉎꊩꌺꆏꇬ

ꏭ：“ꌃꎔꒌꇁꅽꇭꀧꇬꌵꇁ，ꋍꉎ

ꀋꐥꂶꌠꊋꃤꇁꅽꄩꌐꒉꐛꇁ，ꑠꅹ，

ꆏꈀꒆꌠꌃꎔꂶꌠꆹꀋꎪꃅꌌꏃꃅꌋ

ꌺꉬꄷꇴ。36ꄷꀋꁧ，ꅽꏣꑟꑱꆀꎭ

ꀙꑌꃀꌠꄮꇬ，ꌹꂷꁨꀐ；ꈍꄮꑌꀉꑳ

ꁨꀋꉆꀐꄷꂶꌠꀋꃉꌺꁨꇈꃘꁮꆪꐛ

ꀐ。37ꑞꃅꆏ，ꏃꃅꌋꄷꅐꇁꌠꅇꂷ

ꆹ，ꊋꃤꀋꐊꌠꋍꇬꑋꀋꐥ”ꄷꅇ

ꀱ。38ꂷꆀꑸꆏ：“ꉡꆹꌋꁏꃀꉬ，

ꅇꂷꆏꈁꉉꌠꇁꉠꇭꀧꇬꄉꃅꐛꅊ

ꇈ”ꄷꉉ。ꋍꈭꐨꆏ，ꉬꉎꊩꌺꂶꌠ

ꋍꄷꄉꐞꁧꀐ。 

给他。33他要作雅各家的王，直
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
34马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
嫁，怎么有这事呢？”35天使回
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
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
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
（或作“所要生的，必称为圣，称为神的

儿子。”）。36况且你的亲戚伊利莎
白，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
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
的，现在有孕六个月了。37因为
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
力的。”38马利亚说：“我是主的
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
身上。”天使就离开她去了。 

 

ꂷꆀꑸꑱꆀꎭꀙꂿꆹ 马利亚看望伊利莎白 
39ꀊꋨꄮꇬ，ꂷꆀꑸꇨꆰꇨꊸꃅ

ꑭꄑꄉꁧꐙꃅꄷꉜꄉꁧ，ꋌꇁꌊꒀꄊ

ꃅꄷꇓꈓꂷꇬꑟ。40ꋌꌒꏦꆀꑸꏤꅍ

ꃹꄉ，ꑱꆀꎭꀙꏭꋬꂻꄜ。41ꂷꆀꑸ

ꋬꂻꄜꅇꑱꆀꎭꀙꊌꈨꄷꌦꆏ，ꑱꆀ

ꎭꀙꀃꃀꇬꀉꑳꋋꇅꃅꐂꐺ；ꌃꎔꒌ

ꇁꑱꆀꎭꀙꌵꈴꄉ，42ꋌꃚꐕꉐꐓꄉ

ꑠꃅꏅꄉꉉ：“ꆎꆹꌋꅪꈬꄔꌒꃤꐥ

ꂶꌠꉬ！ꀉꑳꆏꁨꂶꌠꑌꌒꃤꐥꌠ

ꉬ！43ꉠꌋꀉꂿꉠꄹꑟꇁ，ꈍꃅꌤꊿꇿ

ꑠꇫꅐꇁꌠꉬꂯ！44ꑞꃅꆏ，ꆏꉠꏯꋬ

39那时候，马利亚起身，急
忙往山地里去，来到犹大的一
座城；40进了撒迦利亚的家，问
伊利莎白安。41伊利莎白一听马
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就在腹里
跳动；伊利莎白且被圣灵充
满，42高声喊着说：“你在妇女
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
有福的！43我主的母到我这里
来，这是从哪里得的呢！44因为
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我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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ꂻꄜꌠꅇꉠꅳꀧꇬꃹꄷꆏ，ꉠꀃꃀꇬ

ꀉꑳꂶꌠꇿꌌꐂꐺ。45ꌋꅪꑇꋋꂷꆹ

ꌒꃤꐥꌠꉬ！ꑞꃅꆏ，ꌋꋍꏭꈁꉉꌠꅇ

ꂷꈧꌠꉬꇮꅇꅐꇁꌠꉬ”ꄷ。 

里的胎就欢喜跳动。45这相信的
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
说的话都要应验。” 

 

ꂷꆀꑸꉙꇐ 马利亚的诗歌 
46ꂷꆀꑸꄹꇬ： 

“ꉠꉌꃀꆹꌋꋌꌌꀉꒉꃅꄉ， 
47ꉠꒌꆹꏃꃅꌋꉠꈭꋏꌋꂶꌠꋌ

ꌌꇿꅍꃅꄉ。 
48ꌊꆹꋍꁏꃀꈧꊰꀕꍇꌠꉜꁨꐛ

ꅹ，ꀃꑍꇈꉈꆏ，ꊿꄙꇁꃪꋊꃅ

ꉢꌒꃤꐥꄷꉉ。 
49ꌅꈌꊋꃤꐥꂶꌠ，ꉠꎁꃅꌤꀉꒉ

ꌠꋌꃅꐛꀐ， 
ꋍꂓꆹꌃꎔꄷ。 

50ꋌꊿꋋꏦꋌꃪꌠꎭꃅꉈꅷꄙꋊ

ꃪꋊꇬꑟ。 
51ꋍꆧꁨꇬꄉꊋꃤꈍꒈꌠꇫꅐꇁ； 

ꊿꄇꀋꉆꀊꋨꈨꉌꂵꂸꉪꇐꉨ

ꄮꇬꆏ，ꋌꇱꈹꂱꑱꅉꎭꀐ。 
52ꋌꊿꌅꈌꐥꌠꁳꑋꅉꇬꄉꀁꋌ

ꊰꎻ，ꐭꃅꐭꌠꆏꋌꐕꄩꄉ。 
53ꋌꂮꐚꌠꁳꋚꎔꒉꎔꊌꋠꎻ，ꌣ

ꈚꌠꁳꇇꆹꈥꇤꀕꃅꀱꁧꎻ。 
54ꋍꁏꐚꑱꌝꆀꆹꋌꇫꇇꀤꀐ。 
55ꋌꑸꀨꇁꉴꌋꆀꋍꊂꋊꈧꌠꎺꄅ

ꂿꄷꐛꅹ， 
ꊾꎭꃅꉈꅷꐩꋊꐩꍂꄮꇬꑟ， 
ꋍꑠꀋꉊꉪꁍꁈꏭꈁꉉꌠꌡ”

ꄷ。 
56ꂷꆀꑸꆹꑱꆀꎭꀙꈽꃅꐎꌘꁮ

46马利亚说： 
“我心尊主为大， 

47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 
 

48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
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
福。 

49那有权能的，为我成就了大
事， 
他的名为圣。 

50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
世代代。 

51他用膀臂施展大能； 
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 
就被他赶散了。 

52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
的升高； 

53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
的空手回去。 

54他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 
55为要记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
裔， 
施怜悯直到永远， 
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
话。” 

56马利亚和伊利莎白同住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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ꆪꂷꐥꇈ，ꀱꀁꇬꁧꀐ。 三个月，就回家去了。 
 

ꋋꑣꒀꉴꒆ 施洗约翰出生 
57ꑱꆀꎭꀙꀉꑳꒅꄮꑟꀐꄉ，ꌹ

ꂷꒆꀐ。58ꃷꇎꃷꇤꌋꆀꏣꃀꏣꑟꈧ

ꌠꌋꈍꃅꑱꆀꎭꀙꉈꁒꑗꉘꌠꋀꊌꈨ

ꇬꆏ，ꑱꆀꎭꀙꈽꄉꉌꇿꑓꇿ。59ꀉ

ꑳꒆꉆꑍꐛꄹꉇꆏ，ꋀꊇꇁꌊꀉꑳꇭ

ꀧꇬꌐꍓꏦꃤꃅ，ꄷꀋꁧ，ꋍꀉꄉꂓ

ꇬꈴꄉꋋꄻꌒꏦꆀꑸꂓꂿꄷ。60ꄚ，

ꀉꑳꀉꂿꄹꇬꆏ：“ꀋꍑ！ꋋꄻꒀꉴ

ꂓ”ꄷ。61ꋀꆏꇬꏭ：“ꆍꋊꃤꈬꇬ

ꊿꑠꂓꌠꀋꐥ”ꄷ。62ꋀꊇꀉꑳꀉ

ꄉꂶꌠꏭꇇꏸꄖꇇꃀꂖꄉ，ꋍꏭꀉꑳ

ꋋꂷꌌꑞꂓꄷꅲ。63ꋌꌩꀻꌌꁱꂷꁱ

ꑠꀻꋌꇖꌊ，“ꋍꂓꆹꒀꉴ”ꃅꋌꁱ

ꇬꄀꄉ，ꋀꊇꉬꇮꃅꋌꇰꌐ。64ꋋꇅ

ꃅ，ꌒꏦꆀꑸꈂꀸꁉꀐ，ꉐꆂꑌꎇꉆ

ꀐ，ꅇꉉꅐꇁꄉꏃꃅꌋꏭꀮꄑ。65ꊿ

ꀊꈫꀊꇋꀀꈧꌠꐯꇯꏸꏦꌐ，ꌤꋋꈨ

ꉬꇮꒀꄠꃅꄷꁦꀑꁧꄩꀋꈨꅉꀋꐥ。

66ꊿꈀꈨꌠꃅꌤꋌꐘꋀꄻꉌꂵꇬꊐ

ꄉ，ꑠꃅꉉ：“ꀉꑳꋋꂷꊁꈍꃅꐙꇁ

ꂯ？”ꄷ。ꑞꃅꆏ，ꌋꋌꈽꐥ。 

57伊利莎白的产期到了，就
生了一个儿子。58邻里亲族听见
主向她大施怜悯，就和她一同
欢乐。59到了第八日，他们来要
给孩子行割礼；并要照他父亲
的名字叫他撒迦利亚。60他母亲
说：“不可！要叫他约翰。”61他
们说：“你亲族中没有叫这名字
的。”62他们就向他父亲打手
式，问他要叫这孩子什么名
字。63他要了一块写字的板，就
写上说：“他的名字是约翰。”他
们便都希奇。64撒迦利亚的口立
时开了，舌头也舒展了，就说
出话来，称颂神。65周围居住的
人都惧怕，这一切的事就传遍
了犹太的山地。66凡听见的人都
将这事放在心里，说：“这个孩
子将来怎么样呢？”因为有主与
他同在。 

 

ꌒꏦꆀꑸꅉꄜꅇ 撒迦利亚的预言 
67ꋍꀉꄉꌒꏦꆀꑸꌃꎔꒌꇱꌵꈴ

ꀐ，ꋌꅉꄜꄉꑠꃅꉉ： 
68“ꌋꑱꌝꆀꏃꃅꌋꆹꌌꀮꄑꄡꑟ

ꌠ！ 
ꑞꃅꆏ，ꋌꋍꉹꁌꉜꁨ， 
ꋀꎁꃅꀑꇬꋊꄉꈭꋏ； 

67他父亲撒迦利亚被圣灵充满
了，就预言说： 

68“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
的！ 
因他眷顾他的百姓， 
为他们施行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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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ꋍꁏꐚꄊꃥꏤꅍꄉ， 
ꉪꎁꃅꈭꋏꀑꉻꋌꐕꄉꀐ； 

70ꑠꆹꁍꄻꏃꄻꈭꐨ，ꌋꌃꎔꅉꄜ

ꊿꈧꌠꈌꇬꈴꄉꈁꉉꌠꌋꆀꐯ

ꌟ。 
71ꁮꐚꌋꆀꊿꉪꈀꌂꈀꑷꌠꇇꇬ

ꄉ，ꉪꊇꋌꈭꋏꎼꇁ； 
72ꋌꉪꁍꁈꏭꉈꁒꑗꉘꄉ，ꋍꌃꎔ

ꏤꐪꈧꌠꎺꄅ。 
73ꑠꆹꋌꉪꀋꁌꀋꁧꑸꀨꇁꉴꏭꈀ

ꒃꌠꅇꏤꉬ， 
74ꉪꁮꐚꇇꇬꄉꋌꇱꈭꋏꎼꇁꑲ

ꆏ， 
75ꐥꋊꐥꍂꃅꋍꂾꉆꄉ， 

ꏦꃅꏦꅍꀋꐥꃅꌃꎔꌠ、ꑖꉬ

ꌠꌌꋍꎁꃅꌤꃅ。 
76ꀉꑳꀋ！ꆎꆹꌌꋍꉎꀋꐥꂶꌠꃤ

ꅉꄜꊿꂓꄉ； 
ꑞꃅꆏ，ꆎꆹꌋꂴꆽꐊꄉ， 
ꋍꎁꃅꈜꄐꈜꏤ， 

77ꋍꉹꁌꁳꑽꃤꆹꏆꃤꊌꐛꅹ，ꈭ

ꋏꑆꊋꅉꐚꎻ； 
78ꉪꏃꃅꌋꆹꉈꁒꑗꉘꉌꃀꑌꐛ

ꅹ， 
ꎹꄓꈨꑭꁳꃅꃴꇬꄉꇁꉪꌶꎽ， 

79ꊿꆈꋧꋪꅉꇬꌋꆀꌦꈔꌐꒉꇂ

ꃴꑌꈧꌠꋌꁨꁤꇅꀕ； 
ꉪꊇꋌꏃꌊꋬꂻꈜꃀꇬꍬ”

ꄷ。 
80ꀉꑳꂶꌠꋍꑍꋍꉙꃅꒆꀉꒉ，ꉌ

ꂵꉪꇐꇷꄙꀕ，ꋌꇈꈬꇉꃪꀀ

69在他仆人大卫家中， 
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角； 

70正如主借着从创世以来，圣
先知的口所说的话。 

 
71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
恨我们之人的手； 

72向我们列祖施怜悯，记念他
的圣约， 

73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
所起的誓， 

74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
来， 

75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 
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事
奉他。 

76孩子啊！你要称为至高者的
先知； 
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 
预备他的道路， 

77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 
就知道救恩； 

78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 
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
们， 

79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
人， 
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
上。” 

80那孩子渐渐长大，心灵强
健，住在旷野，直到他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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ꅸꅐꑱꌝꆀꊿꂾꑟꇁꄹꉇꑟ。 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 
 

ꑳꌠꒆ 耶稣降生 

2 ꀊꋨꄮꇬ，ꇊꂷꇽꌒ（“ꇽꌒ”ꆹꇊ

ꂷꃰꃅꄜ）ꀎꇴꌦꄖꅇꁵꎼꇁꇬ，ꐧ 
2 当那些日子，凯撒奥古斯都

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 
ꇁꃰꊿꃅꂓꁱꄉꊿꂷꃷꁨꌗꑲꆀꍑ

ꄷ。2ꋋꆹꏲꅿꑘꑪꆀꑸꍤꆫꇛꌺꄺ

ꄮꇬ，ꂓꁱꄉꊿꂷꃷꁨꌗꌠꉘꃀꃢꌠ

ꉬ。3ꉹꁌꈀꄸꑌꀱꂱꑱꇓꈓꇬꄉ，

ꂓꁱꄉꊿꂷꃷꁨꌗꁧꌐ。4ꑠꅹ，ꒀ

ꌝꑌꏤꆀꀕꃅꄷꇂꌒꇍꇓꈓꄉꒀꄠꃅ

ꄷꁧ，ꇁꌊꇓꈓꀨꆀꉿꂓꑠꂷꇬꑟ，ꇓ

ꈓꋋꂷꆹꄊꃥꇓꈓꉬ，ꒀꌝꆹꄊꃥꏤ

ꑭꊂꂷꉬꐛꅹꀱꉈꑴꀊꄶꇬꁧ。5ꋍ

ꄷꐛꐮꌠꂷꆀꑸꑌꋋꐊꀊꄶꄉ，ꂓꁱ

ꄉꊿꂷꃷꁨꌗꁧ，ꀊꋨꄮꇬ，ꂷꆀꑸ

ꆹꀉꑳꁨꀐ。6ꋀꊇꇁꌊꀊꄶꇬꑟꇬ

ꆏ，ꂷꆀꑸꀉꑳꒅꄮꑟꀐꄉ，7ꌺꇬꂾ

ꂶꌠꒆ。ꀉꑳꂶꌠꂪꌦꌌ꒚ꄉꇈ，ꄻ

ꃅꇍꄳꇬꏀꄉꀐ，ꑞꃅꆏ，ꃥꈿꅉꇬꀀ

ꅉꀋꐥꀐ。 

报名上册。2这是居里扭作叙利
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
上册的事。3众人各归各城，报
名上册。4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
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
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
卫一族一家的人，5要和他所聘
之妻马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
时马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6他
们在那里的时候，马利亚的产
期到了，7就生了头胎的儿子，
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
为客店里没有地方。 

 

ꉬꉎꊩꌺꌋꆀꑿꆫꊿ 牧羊人与天使 
8ꀨꆀꉿꇈꈬꇬꑿꆫꊾꈨꇫꐥ，ꋀ

ꈊꃀꆏꆦꄉꑿꐍ。9ꋋꇅꇬꆏ，ꌋꉬꉎ

ꊩꌺꂷꇁꌊꋀꏢꁮꇬꉆ，ꌋꁨꑭꁤꇅ

ꀕꃅꇁꋀꈭꋀꇍꁨꄉ，ꑿꆫꊿꈧꌠꋌ

ꇷꈌꉛꀕꌐ。10ꉬꉎꊩꌺꋀꊇꏯꑠꃅ

ꉉ：“ꏸꄡꏦ！ꉢꇿꐯꇿꌠꅇꃅꅇꌒ

ꇬꄜꆍꊇꇰꇁ，ꋋꆹꌌꐧꇁꃰꊿꃅꇰꇁ

ꌠꉬ；11ꑞꃅꆏ，ꀃꑍꄊꃥꇓꈓꂶꌠꇬ

ꄉ，ꈭꋏꌋꂶꌠꆍꎁꃅꒆꀐ，ꋋꆹꌋ

8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
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
群。9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
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
牧羊的人就甚惧怕。10那天使对
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
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
的；11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
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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ꏢꄖꉬ。12ꀉꑳꌹꍈꂪꌦꌊꇙꄉꇈꄻ

ꃅꇍꄳꇬꏀꄉꌠꆍꂿꌠꉬ，ꑠꆹꌐꂷ

ꉬ”ꄷ。13ꋋꇅꃅ，ꉬꉎꌋꂽꈍꒈꑠ

ꁥꌋꆀꉬꉎꊩꌺꐯꇯꏃꃅꌋꏭꍖꀴꄉ

ꑠꃅꉉ： 

12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
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
了。”13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
那天使赞美神说： 

14“ꋍꉎꀋꐥꅉꇬꄉꀑꒉꑊꒉꏮꏃ

ꃅꌋꄀ！ 
ꋬꂻꄻꋧꃅꃰꊿꋌꇫꉌꈀꃹꌠ

ꇖ！”ꄷ 
（ꀊꆨꏂꀨꋍꈨꇬꆏ“ꉌꃹꅍꊿꊌ”ꃅꅑꌠ

ꐥ）。 

14“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与神！ 
 
在地上平安归与他所喜悦的
人 
（有古卷作“喜悦归与人”）！” 

15ꋍꈭꐨꆏ，ꉬꉎꊩꌺꋀꐞꇈꀱꉈꑴꃅ

ꃴꇬꃹꁧꀐ，ꑿꆫꊿꈧꌠꐮꏯ：“ꉪ

ꊇꀨꆀꉿꉜꄉꁧꑲꆀ，ꌤꆿꌋꄹꇬꇫ

ꅐꀐꄷꄐꌐꉪꇰꈧꌠꊼꇅꉜꁧꅀ”

ꄷ。16ꄚꄉꑿꆫꊿꈧꌠꇨꆰꇨꊸꃅꁧ

ꀐ，ꇁꀊꄶꑟꇈ，ꂷꆀꑸꌋꆀꒀꌝꑋ

ꋀꎹꊊ，ꃅꇍꄳꇬꀀꌠꀉꑳꍇꌠꑌꋀ

ꊌꂿ；17ꀉꑳꍇꌠꋀꊌꂿꈭꐨꆏ，ꉬꉎ

ꊩꌺꈁꉉꌠꀉꑳꋋꍈꃆꂮꋀꉉꋍꏅꇰ

ꈴꀐ。18ꑿꆫꊿꅇꂷꆹꊿꇫꈀꈨꌠꃅ

ꋌꇰꌐ。19ꄚ，ꂷꆀꑸꆏꌤꆿꋋꈨꉬ

ꇮꋌꄻꉌꂵꇬꊐꄉ，ꋌꌌꀱꒊꀱꇁꃅ

ꉪꏡꇬꎷ。20ꑿꆫꊿꈧꌠꀱꁧꈭꐨ

ꆏ，ꌤꋀꈀꂿꈀꈨꌠꆹꉬꉎꊩꌺꋀꏭ

ꈁꉉꌠꌋꆀꐯꌟꄉ，ꀑꒉꑊꒉꋀꏮꏃ

ꃅꌋꄀ，ꋋꍗꋋꀴ。21ꀉꑳꒆꊂꉆꑍ

ꐛꄹꉇꆏ，ꋀꌌꌐꍓꏦꃤꃅꇈ，ꄻꑳ

ꌠꂓꄉ，ꂓꋋꂷꆹꂷꆀꑸꀉꑳꀋꁨꑴ

ꌦꇬꇯꆐ，ꉬꉎꊩꌺꂓꄉꇈꌠꉬ。 

15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
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
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
指示我们的。”16他们急忙去
了，就寻见马利亚和约瑟，又
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17既然看
见，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
开了。18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
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19马利亚
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
复思想。20牧羊的人回去了，因
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
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
耀与神，赞美他。21满了八天，
就给孩子行割礼，与他起名叫
耶稣；这就是没有成胎以前，
天使所起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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ꌃꎔꑷꂿꇬꄉꑳꌠꌞꏃꃅꌋꁵ 殿中奉献耶稣 
22ꃀꑭꄹꏦꇬꈴꄉꁦꎴꅐꌠꃅꑍ

ꌐꄮꆏ，ꀉꑳꋀꊇꏃꌊꑳꇊꌒꇌꄉ，

ꋌꋀꌞꏃꃅꌋꁵꂿꄷ。（23ꑠꆹꌋꄹ

ꏦꇬꈁꅑꌠ：“ꌺꒉꂶꌠꆹꀋꎪꃅꌃ

ꎔꄷꇈꏮꌋꁵ”ꄷꌠꌋꆀꐯꌟ。）

24ꌋꄹꏦꇬ：“ꈍꃅꑌꄤꆳꀉꌙꋒꅀ

ꄤꆳꌺꀊꐎꑍꂷꌌꆦꑝꑲꆀꍑ”ꃅ

ꅑ，ꋀꊇꉈꑴꄹꏦꇬꈴꄉꃅꀐ。25ꑳ

ꇊꌒꇌꇓꈓꇬꆏ，ꊿꑭꂴꂒꂷꐥ，ꊿ

ꋋꂷꆹꑖꉬꇈꈏꇤꊋꇤꄉꑇꑠꂷꉬ，

ꋌꈍꄮꇬꇯꆐꑱꌝꆀꉌꌒꄀꇁꂶꌠꇁ

ꉚ，ꉈꑴꌃꎔꒌꋍꇭꀧꇬꌵ。26ꌃꎔ

ꒌꀖꀨꅍꋌꊌꄉ，ꋍꊨꏦꀋꌦꀕꂾꀋ

ꎪꃅꏃꃅꌋꌊꄻꄉꌠꏢꄖꋌꊌꂿꇁꌠ

ꋌꅉꐚ。27ꋌꌃꎔꒌꇱꌵꉌꐡꄉ，ꌃ

ꎔꑷꂿꇬꃹꆹ，ꄧꀕꃅꑳꌠꀉꂿꀉꄉ

ꑋꀉꑳꋀꄌꌊꈐꏭꃹꇁꄉꋋꊝ，ꋍꑊ

ꆹꄹꏦꇬꏤꄉꌠꃷꋪꈧꌠꇬꍬꄉꃅꂿ

ꄷꌠ。28ꑭꂴꀉꑳꍇꌠꋌꄌꂣꈐꇬꊐ

ꄉ，ꌋꏭꀮꄑꄉꑠꃅꉉ：29“ꌋꀋ！ꀃ

ꑍꋋꄮꆏ，ꅽꅇꂷꇬꍬꄉ，ꅽꁏꐚꁳ

ꉈꇬꅍꀋꐥꃅꃀꐚꎻ；30ꑞꃅꆏ，ꅽꈭ

ꋏꑆꊋꆹꉠꑓꋪꊌꂿꀐ，31ꋋꆹꉹꁌꇬ

ꈀꐥꌠꂴꆽꄉꆏꊨꆏꄐꄉꌠ；32ꋋꆹꉇ

ꉻꊿꋌꁨꌬꌠꁨꑭꉬ，ꉈꑴꅽꃰꊿꑱ

ꌝꆀꀑꒉꑊꒉꉬ”ꄷ。33ꀉꑳꀉꂿ

ꀉꄉꑋꆹꅇꂷꑳꌠꃆꂮꉉꈧꌠꋍꑊꈨ

ꇬꆏ，ꋍꑊꋌꇰ。34ꑭꂴꉈꑴꋬꂻꄻ

ꋀꁳ，ꄷꀋꁧ，ꂷꆀꑸꏭ：“ꀉꑳꋋ

ꂷꆹꏃꃅꌋꄕꄻꌊꑱꌝꆀꈬꇬꊿꈍꑋ

22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
子，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
去，要把他献与主。（23正如主
的律法上所记：“凡头生的男子
必称圣归主；”）24又要照主的
律法上所说，或用一对斑鸠，
或用两只雏鸽献祭。25在耶路撒
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
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
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
他身上。26他得了圣灵的启示，
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
所立的基督。27他受了圣灵的感
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
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
的规矩办理。28西面就用手接过
他来，称颂神说：29“主啊！如
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
然去世；30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
见你的救恩，31就是你在万民面
前所预备的；32是照亮外邦人的
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
33孩子的父母因这论耶稣的话就
希奇。34西面给他们祝福，又对
孩子的母亲马利亚说：“这孩子
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
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作毁
谤的话柄，35叫许多人心里的意
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
被刀剑刺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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ꈨꁳꑇꇐꇬꄉꅞꎻ，ꈍꑋꈨꁳꌄꆣꎻ

ꌠ；ꉈꑴꊿꇱꌌꍍꋉꅇꀨꃅꄉ，35ꊿꈍ

ꑋꈨꁳꉌꃀꄸꈐꉪꐨꃅꅔꁖꇁꎻ，ꅽ

ꊨꏦꉌꃀꑌꂗꍵꇱꉀꀒꈴꊁꅐꌠ

ꉬ”ꄷ。 
36ꀊꋨꄮꇬ，ꌋꅪꅉꄜꊿꑸꆆꂓ

ꑠꂷꐥ，ꋋꆹꑸꎹꁯꌠꇬꃔꆺꆀꀋꃋ

ꉬ，ꑸꆆꀋꃉꆏꃀꌠꀐ，ꋌꑮꆜꌺꃅꑮ

ꈭꐨ，ꋍꁦꋠꌋꆀꏃꈓꐯꈽꐥꇈꃆꍸ

ꃀꅐ，37ꋌꀋꃅꉆꊰꇖꈎꀐ（ꅀ“ꃆꍸꃀꃅ

ꉆꊰꇖꈎꀀꀐ”ꃄꑌꄿ）；ꋌꌃꎔꑷꂿꇬꀋ

ꐞ，ꋚꈻꄉꈼꂟ，ꑍꇁꌋꀋꐥꃅꏃꃅ

ꌋꀨꎹ。38ꀊꋨꇅꇬꆏ，ꑸꆆꇁꌊꂴ

ꄉꏃꃅꌋꏭꈀꎭꀕꅇꉉ，ꄷꀋꁧ，ꌤ

ꆿꀉꑳꍇꌠꃆꂮꋌꉉꊿꇬꈀꐥꌠꇰ，

ꊿꋋꈨꆹꑳꇊꌒꇌꄉꈭꋏꊌꌠꇁꉚ

ꐺ。 

36又有女先知，名叫亚拿，
是亚设支派法内力的女儿，年
纪已经老迈，从作童女出嫁的
时候，同丈夫住了七年就寡居
了，37现在已经八十四岁（或作

“就寡居了八十四年”）；并不离开圣
殿，禁食祈求，昼夜事奉神。
38正当那时，她进前来称谢神，
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
冷得救赎的人讲说。 

 

ꀱꇂꌒꇍꁧ 回拿撒勒 
39ꒀꌝꌋꆀꂷꆀꑸꑋꆹꌋꄹꏦꇬ

ꍬꄉꌤꈧꌠꋍꑊꃅꌐꈭꐨꆏ，ꀱꉈꑴ

ꏤꆀꀕꃅꄷꋀꇓꈓꇂꌒꇍꂶꌠꇬꁧ

ꀐ。40ꀉꑳꀊꄶꇬꄉꋍꑍꋍꉙꃅꒆꀉ

ꒉ，ꋌꇭꀧꈮꑆ，ꌧꅍꂿꅍꐥ，ꉈꑴꏃ

ꃅꌋꑆꊋꋍꇭꀧꇬꑌ。 

39约瑟和马利亚照主的律法
办完了一切的事，就回加利
利，到自己的城拿撒勒去了。
40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
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
上。 

 

ꀊꉘꑳꌠꌃꎔꑷꂿꇬꐥ 童子耶稣在殿中 
41ꋍꈓꋑꀋꋒ，ꐂꈴꎺꄅꋩꑍꑞꄮ

ꇬꆏ，ꋍꀉꂿꀉꄉꆏꑳꇊꌒꇌꁧꇬ

ꎷ。42ꋌꊰꑋꈓꄮꇬ，ꋀꎺꄅꋩꑍꏦ

ꃤꈴꄉꀊꄶꁧ。43ꎺꄅꃅꑍꌐꇈ，ꋀ

ꊇꀱꀁꇬꁧ，ꄚ，ꀊꉘꑳꌠꆹꄡꇗꑳꇊ

41每年到逾越节，他父母就
上耶路撒冷去。42当他十二岁的
时候，他们按着节期的规矩上
去。43守满了节期，他们回去，
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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ꌒꇌꐥꇈꑴꌦ。ꋍꀉꂿꀉꄉꇫꅉꀋ

ꐚ，44ꋍꑊꆹꑳꌠꊿꋀꐮꐊꌠꐊꐺꎼ

ꈀ，ꋀꊇꃅꐎꋍꑍꂷꈛꎼꈭꐨꑲꆀ，

ꋀꏣꃀꏣꑟꌋꆀꐋꀨꈬꇬꄉꑳꌠ

ꎹ。45ꑳꌠꋀꊇꋌꎷꀋꊌꄉ，ꋍꑊꀱ

ꑳꇊꌒꇌꄉꑳꌠꎹꁧ。46ꌕꑍꐛꈭꐨ

ꑲꆀ，ꌃꎔꑷꂿꇬꄉꑳꌠꋍꑊꎹꊊ，

ꀊꋨꄮꇬ，ꑳꌠꆹꂘꃀꈨꈬꄔꑌꄉ，ꋍ

ꁁꏯꆏꋀꅇꅲ，ꋍꁁꏯꆏꋀꏭꅲ。

47ꊿꋍꅇꈀꈨꌠꃅ，ꋍꀑꁮꅺꐳꐨꌋ

ꆀꋍꅇꀱꉏꅲꄟꃆꂮꋀꋌꇰꌐ。48ꋍ

ꑠꋍꀉꂿꀉꄉꑋꊌꂿꇬꆏ，ꋍꑊꋌꇰ

ꐯꋌꇰ，ꋍꀉꂿꋍꏭ：“ꀉꑳꀋ，ꆏ

ꑞꃅꑠꃅꉪꊝꌠꉬ？ꆏꉜꉏ！ꅽꀉꄉꉣ

ꑊꐒꌦꄉꏽꃅꆏꎷꅗꀐꂼ”ꄷ。

49ꑳꌠꆏꑠꃅꉉ：“ꆍꊇꑞꃅꉢꎷꌠ

ꉬ？ꉢꉠꀉꄉꌤꆿꈧꌠꉈꇬꄡꑟꌠꆍ

ꋋꅉꀋꐚꅀ？（ꅀ“ꉢꉠꀉꄉꏤꀁꇬꐥꄡꑟꌠꆍ

ꋋꅉꀋꐚꅀ？”ꄷꑌꍑ）”ꄷ。50ꋌꈁꉉꌠ

ꅇꂷꋋꇬꆹꋀꇫꐞꀋꉅ。51ꋌꋍꀉꂿ

ꀉꄉꐊꄉꀱꇂꌒꇍꁧ，ꄷꀋꁧꋀꅇ

ꃅ。ꂷꆀꑸꆏꌤꋋꈨꉬꇮꃅꋌꎺꋍꉌ

ꂵꇬꊐꄉꌐ。52ꑳꌠꌧꅍꂿꅍꎆ，ꇭ

ꀧꈯꄿꒆ（“ꇭꀧꈯꄿ”ꅀ“ꈎꄜ”ꄷꑌꍑ），

ꄷꀋꁧ，ꏃꃅꌋꀕꆀꃰꊿꐯꇯꐤꅉꋋ

ꉌꃹꅉꑟꀐ。 

的父母并不知道，44以为他在同
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的路
程，就在亲族和熟识的人中找
他。45既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
去找他。46过了三天，就遇见他
在殿里，坐在教师中间，一面
听，一面问。47凡听见他的，都
希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48他
父母看见就很希奇。他母亲对
他说：“我儿！为什么向我们这
样行呢？看哪！你父亲和我伤
心来找你！”49耶稣说：“为什么
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
的事为念吗？（或作“岂不知我应当在

我父的家里吗？”）”50他所说的这
话，他们不明白。51他就同他们
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
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
存在心里。52耶稣的智慧和身量
（“身量”或作“年纪”），并神和人喜爱
他的心，都一齐增长。 

 

ꋋꑣꒀꉴꇗꅉꁊ 施洗约翰传道 

3 ꇽꌒꄝꀘꑘꃰꃅꌅꈌꌬꊯꉬꈎꐛ

ꄮꇬ，ꀘꄂ•ꀙꇁꄏꒀꄠꍤꆫꇛ 3 凯撒提庇留在位第十五年，
本丢•彼拉多作犹太巡抚，  

ꌺꄻ，ꑝꇊꆹꏤꆀꀕꏱꅉꀁꐯꌠꌅꃀ

ꄻ，ꑝꇊꀁꑳꃏꆀꆹꑱꄲꆀꑸꌋꆀꄯ

希律作加利利分封的王，他兄
弟腓力作以土利亚和特拉可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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ꇁꈌꆀꃅꄷꏱꅉꀁꐯꌠꌅꃀꄻ，ꑗꌒ

ꆃꆏꑸꀖꅿꆀꏱꅉꀁꐯꌠꌅꃀꄻ，2ꑸ

ꇁꌋꆀꇠꑸꃔꑋꆦꑝꌌꁈꄻ；ꀊꋨꄮ

ꇬ，ꌒꏦꆀꑸꌺꒀꉴꂶꌠꇈꈬꇉꃪ

ꐥ，ꏃꃅꌋꅇꂷꋌꌵꇁ。3ꋌꇁꌊꑻ

ꄉꒊꃀꒉꋮꃅꄷꑟꄉ，ꉪꁏꄺꀱꌠꋋ

ꑣꏦꃤꃅꄉ，ꑽꃤꁳꏆꃤꊌꎻꃅꄜ

ꁊ。4ꑠꆹꁱꅉꄜꊿꑱꌏꑸꄯꒉꇬꄀ

ꄉꌠꌋꆀꐯꌟ，ꑠꃅꉉ： 

地方分封的王，吕撒聂作亚比
利尼分封的王，2亚那和该亚法
作大祭司；那时，撒迦利亚的
儿子约翰在旷野里，神的话临
到他。3他就来到约旦河一带地
方，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
赦。4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
的话，说： 

“ꇈꈬꇉꃪꇬ，ꊾꂷꏅꄉꉉ： 
‘ꌋꈭꈜꄐꏤꄉ， 

ꋍꈝꃀꄻꌊꎃꊒꃅꄉ！ 
5ꇉꈫꇁꄿꈀꐥꌠꃅꐽꐯꊯ， 
ꁦꌺꀁꂥꀊꂥꌠꃅꑷꊱꆺꀮꃅꄉ

ꌐ！ 
ꇂꈪꇂꍰꅉꆏꄻꌊꊒꆽꀕꃅ

ꄉ， 
ꈝꃀꀋꐽꌠꆏꄻꌊꐼꇉꀕꃅꄉ！ 

6ꌦꑌꌗꑌꈀꐥꌠꃅꏃꃅꌋꈭꋏ

ꑆꊋꋀꊌꂿꇁꌠꉬ！’ꄷ”

ꄷ。 

“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 
‘预备主的道， 
修直他的路！ 

5一切山洼都要填满， 
大小山冈都要削平！ 
 
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
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
平坦！ 

6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
恩！’” 

7ꒀꉴꆏꊿꅐꌊꋍꋋꑣꊪꇁꀊꋨꈨꏭ：

“ꅋꑌꁮꏂꌡꌠꊿꀋ！ꈀꄸꂷꆍꊇꏯ

ꑟꇁꂯꀐꌠꏃꃅꌋꇨꇅꃃꐨꂾꁈꄷꄐ

ꌐꌠꉬ？8ꆍꊇꆹꂶꂷꆍꉪꁏꄺꀱꌠꉌ

ꂵꌋꆀꐯꋭꌠꑠꅑꇁꄡꑟ。ꆍꊨꏦꉌ

ꂵꇬ：‘ꑸꀨꇁꉴꆹꉪꊇꀋꁌꀋꁧ

ꉬ’ꃅꄡꉪ。ꉢꉉꆍꇰ，ꏃꃅꌋꆹꇓ

ꂵꋋꈨꈬꇬꄉꑸꀨꇁꉴꌺꇖꋌꇱꄕꄻ

ꎼꇁꄎ。9ꀋꃉꌩꇽꃤꃀꆹꄐꏤꌩꐴ

ꑭꇬꄉꀐ，ꌩꁧꌩꋚꇓꂷꂄꌠꀋꅑꌠ

7约翰对那出来要受他洗的众人
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
逃避将来的忿怒呢？8你们要结
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
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
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
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
兴起子孙来。9现在斧子已经放
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
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10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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ꆏ，ꇽꌊꇵꃆꄔꇬꊐ”ꄷ。10ꊿꈧꌠ

ꒀꉴꏭ：“ꑠꉬꑲꆏ，ꉪꊇꑞꃅꄡ

ꑟ？”ꄷꅲ。11ꒀꉴꆏꋀꏭ：“ꃢꈜ

ꑍꈬꁨꌠ，ꋍꈬꄻꈚꅍꀋꊌꌠꇢ；ꋠꅍ

ꅝꒉꁨꈧꌠꑌꑠꃅꀕꄡꑟ”ꄷ。12ꉈ

ꑴꇗꏸꎴꊿꑠꈨꑌꇁꌊꒀꉴꄷꄉꋋꑣ

ꊪꇁ，ꋀꊇꒀꉴꏭ：“ꂘꃀꀋ！ꉪꊇ

ꑞꃅꄡꑟ？”ꄷꅲ。13ꒀꉴꆏꋀꊇ

ꏯ：“ꇗꏸꃷꁨꄹꏦꇬꏤꄉꈧꌠꀉꄂ

ꎴ，ꁦꎆꄡꎴ”ꄷ。14ꉈꑴꂽꑼꈨꑌ

ꇁꌊꒀꉴꏭ：“ꉪꊇꑞꃅꋭ？”ꄷ

ꅲ。ꒀꉴꋀꊇꏯ：“ꊋꃷꇱꄉꊿꄡ

ꊝ，ꊿꄡꀸꄡꋠ，ꊨꏦꎆꋚꐥꑲꆏꇎ

ꀐꃅꉪꄡꑟ”ꄷ。 
15ꉹꁌꈀꐥꌠꃅꏢꄖꇁꇫꑟꌠꀉ

ꄂꇁꉚꌐꄉ，ꋀꊇꐯꇯꉌꂵꇬꒀꉴꆹ

ꏢꄖꉬꏭꐛꃅꉪꌐ。16ꄚꄉꒀꉴꆏꑠ

ꃅꋀꊇꏯꉉ：“ꉡꆹꀆꐒꌌꆍꊇꋋ

ꑣ，ꄚ，ꊋꃤꉢꒈꀋꋌꑠꂷꇁꂯꀐ，ꉡ

ꆹꋍꑬꅮꌦꏣꈌꌠꂯꄻꀋꋭ，ꋋꆹꌃꎔ

ꒌꌋꆀꃆꄔꌌꆍꋋꑣꇁ。17ꋌꑷꍣꌌ

ꄉꄸꉺꂕꑣ，ꎭꂷꆹꋌꎴꋙꄉꑳꇬ

ꊐ，ꎬꁌꆏꃆꄔꀋꑍꀋꈤꌠꌌꋌꐔꄀ

ꇫꎭꌐ”ꄷ。18ꒀꉴꉈꑴꅇꂷꑠꈍꑋ

ꌌꊿꉗꊿꂘꄉꋀꏭꌒꅇꁊ。19ꄚ，ꏱ

ꅉꀁꐯꌠꌅꃀꑝꇊꆹꋍꀁꑳꑮꂿꑝꇊ

ꄂꃆꂮꌋꆀꋌꈀꃅꌠꌤꄷꅠꌠꐛꅹꃅ

ꄉ，ꒀꉴꇱꌌꊨꀖ；20ꑝꇊꆏꉈꑴꑽꈜ

ꍬꄉꋍꐘꋌꃅꇬꇯꌦꀐ，ꒀꉴꋌꈻꏦ

ꑳꇬꈢ。 

人问他说：“这样，我们当做什
么呢？”11约翰回答说：“有两件
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有
食物的，也当这样行。”12又有
税吏来要受洗，问他说：“夫
子，我们当做什么呢？”13约翰
说：“除了例定的数目，不要多
取。”14又有兵丁问他说：“我们
当做什么呢？”约翰说：“不要以
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自
己有钱粮就当知足。” 

 

 
15百姓指望基督来的时候，

人都心里猜疑，或者约翰是基
督。16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
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
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
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
们施洗。17他手里拿着簸箕，要
扬净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
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
18约翰又用许多别的话劝百姓，
向他们传福音。19只是分封的王
希律，因他兄弟之妻希罗底的
缘故，并因他所行的一切恶
事，受了约翰的责备；20又另外
添了一件，就是把约翰收在监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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ꑳꌠꋋꑣꏦꃤ 耶稣的洗礼 
21ꉹꁌꈧꌠꃅꋋꑣꊪꌐꀐ，ꑳꌠ

ꑌꋋꑣꊪꀐ。ꋌꈼꂟꑌꃅꄉꇬꆏ，ꂿ

ꃅꁉꄉꀐ，22ꌃꎔꒌꐛꐪꄤꆳꂷꌡꃅ

ꇁꌊꋍꆼꁠꇬꐛ；ꉈꑴꂿꃅꇬ：“ꆎꆹ

ꉠꌺꉢꇫꉂꂶꌠꉬ，ꉢꆎꉌꃹꑓꐛ”

ꃅꃚꋒꑠꇫꈌꐚ。 

21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
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
开了，22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
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
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
悦你。” 

 

ꑳꌠꋊ 耶稣的家谱 
23ꑳꌠꇬꂾꇗꅉꁊꄮꇬ，ꈎꄜꌕꊰ

ꈎꀑꂪꐥ。ꊿꉜꇬꆹ，ꋌꒀꌝꌺ，ꒀ

ꌝꆏꑝꆀꌺ；24ꑝꆀꆏꂸꄤꌺ；ꂸꄤꆏ

ꆺꃥꌺ；ꆺꃥꆏꂴꏸꌺ；ꂴꏸꆏꑷꇂ

ꌺ；ꑷꇂꆏꒀꌝꌺ；25ꒀꌝꆏꂸꄣꄝꑸ

ꌺ；ꂸꄣꄝꑸꆏꀊꃀꌦꌺ；ꀊꃀꌦꆏꇂ

ꉻꌺ；ꇂꉻꆏꑱꌦꆺꌺ；ꑱꌦꆺꆏꇂ

ꇠꌺ；26ꇂꇠꆏꂸꑷꌺ；ꂸꑷꆏꂸꄣꄝ

ꑸꌺ；ꂸꄣꄝꑸꆏꑭꂮꌺ；ꑭꂮꆏꒀꌝ

ꌺ；ꒀꌝꆏꒀꄊꌺ；ꒀꄊꆏꒀꑸꇂꌺ；

27ꒀꑸꇂꆏꆺꌒꌺ；ꆺꌒꆏꌙꇊꀠꀨ

ꌺ；ꌙꇊꀠꀨꆏꌒꇁꄝꌺ；ꌒꇁꄝꆏꆀ

ꆺꌺ；ꆀꆺꆏꂴꏸꌺ；28ꂴꏸꆏꑷꄂ

ꌺ；ꑷꄂꆏꇰꌒꌺ；ꇰꌒꆏꑱꃀꄉꌺ；

ꑱꃀꄉꆏꇓꌺ，ꇓꆏꑿꑭꌺ；29ꑿꑭꆏ

ꑱꆀꑱꑠꌺ；ꑱꆀꑱꑠꆏꑿꆺꌺ，ꑿꆺ

ꆏꂸꄤꌺ；ꂸꄤꆏꆺꃥꌺ；30ꆺꃥꆏꑭ

ꂴꌺ；ꑭꂴꆏꒀꄊꌺ；ꒀꄊꆏꒀꌝꌺ；

ꒀꌝꆏꑿꇂꌺ；ꑿꇂꆏꑱꆀꑸꏣꌺ；

31ꑱꆀꑸꏣꆏꂰꆺꑸꌺ；ꂰꆺꑸꆏꂳꇂ

ꌺ；ꂳꇂꆏꂷꄊꄣꌺ；ꂷꄊꄣꆏꇂꄉ

ꌺ；ꇂꄉꆏꄊꃥꌺ；32ꄊꃥꆏꑳꑭꌺ；

23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
三十岁。依人看来，他是约瑟
的儿子；约瑟是希里的儿子；
24希里是玛塔的儿子；玛塔是利
未的儿子；利未是麦基的儿
子；麦基是雅拿的儿子；雅拿
是约瑟的儿子；25约瑟是玛他提
亚的儿子；玛他提亚是阿摩司
的儿子；阿摩司是拿鸿的儿
子；拿鸿是以斯利的儿子；以
斯利是拿该的儿子；26拿该是玛
押的儿子；玛押是玛他提亚的
儿子；玛他提亚是西美的儿
子；西美是约瑟的儿子；约瑟
是犹大的儿子；犹大是约亚拿
的儿子；27约亚拿是利撒的儿
子；利撒是所罗巴伯的儿子；
所罗巴伯是撒拉铁的儿子；撒
拉铁是尼利的儿子；尼利是麦
基的儿子；28麦基是亚底的儿
子；亚底是哥桑的儿子；哥桑
是以摩当的儿子；以摩当是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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ꑳꑭꆏꀒꀙꄓꌺ；ꀒꀙꄓꆏꀧꀊꌦꌺ；

ꀧꀊꌦꆏꌒꂱꌺ；ꌒꂱꆏꇁꑪꌺ；33ꇁ

ꑪꆏꑸꂰꇂꄊꌺ；ꑸꂰꇂꄊꆏꑸꇂꌺ；

ꑸꇂꆏꑝꌦꇍꌺ；ꑝꌦꇍꆏꃔꇍꌦꌺ；

ꃔꇍꌦꆏꒀꄊꌺ；34ꒀꄊꆏꑸꇱꌺ；ꑸ

ꇱꆏꑱꌒꌺ；ꑱꌒꆏꑸꀨꇁꉴꌺ；ꑸꀨ

ꇁꉴꆏꄣꇁꌺ；ꄣꇁꆏꇂꉼꌺ；35ꇂꉼ

ꆏꑭꇊꌺ；ꑭꇊꆏꇁꃶꌺ；ꇁꃶꆏꃔꇍ

ꌺ；ꃔꇍꆏꑝꀨꌺ；ꑝꀨꆏꎭꇁꌺ；

36ꎭꇁꆏꇠꇂꌺ；ꇠꇂꆏꑸꃔꌒꌺ；ꑸ

ꃔꌒꆏꎫꌺ；ꎫꆏꇊꑸꌺ；ꇊꑸꆏꇁꂴ

ꌺ；37ꇁꂴꆏꂷꄲꌒꇁꌺ，ꂷꄲꌒꇁꆏ

ꑱꆍꌺ；ꑱꆍꆏꑷꆺꌺ；ꑷꆺꆏꂸꇍꆺ

ꌺ；ꂸꇍꆺꆏꇠꇂꌺ，ꇠꇂꆏꑱꆍꏃ

ꌺ；38ꑱꆍꏃꆏꌎꄯꌺ；ꌎꄯꆏꑸꄉ

ꌺ；ꑸꄉꆏꏃꃅꌋꌺ。 

的儿子；珥是约细的儿子；29约
细是以利以谢的儿子；以利以
谢是约令的儿子；约令是玛塔
的儿子；玛塔是利未的儿子；
30利未是西缅的儿子；西缅是犹
大的儿子；犹大是约瑟的儿
子；约瑟是约南的儿子；约南
是以利亚敬的儿子；31以利亚敬
是米利亚的儿子；米利亚是买
南的儿子；买南是玛达他的儿
子；玛达他是拿单的儿子；拿
单是大卫的儿子；32大卫是耶西
的儿子；耶西是俄备得的儿
子；俄备得是波阿斯的儿子；
波阿斯是撒门的儿子；撒门是
拿顺的儿子；33拿顺是亚米拿达
的儿子；亚米拿达是亚兰的儿
子；亚兰是希斯仑的儿子；希
斯仑是法勒斯的儿子；法勒斯
是犹大的儿子；34犹大是雅各的
儿子；雅各是以撒的儿子；以
撒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亚伯拉
罕是他拉的儿子；他拉是拿鹤
的儿子；35拿鹤是西鹿的儿子；
西鹿是拉吴的儿子；拉吴是法
勒的儿子；法勒是希伯的儿
子；希伯是沙拉的儿子；36沙拉
是该南的儿子；该南是亚法撒
的儿子；亚法撒是闪的儿子；
闪是挪亚的儿子；挪亚是拉麦
的儿子；37拉麦是玛土撒拉的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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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玛土撒拉是以诺的儿子；
以诺是雅列的儿子；雅列是玛
勒列的儿子；玛勒列是该南的
儿子；该南是以挪士的儿子；
38以挪士是塞特的儿子；塞特是
亚当的儿子；亚当是神的儿
子。 

 

ꑳꌠꌌꉪꌠꊝ 耶稣受试探 

4 ꑳꌠꌃꎔꒌꇱꌵꈴꇈ，ꑻꄉꒊꃀ

ꇬꄉꀱꇁꈭꐨꆏ，ꌃꎔꒌꇱꏃꌊ 
4 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

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 
ꇈꈬꇉꃪꑟ，ꋌꀊꄶꇬꄉꃅꐎꇖꊰꑋ

ꂷꑊꋌꌌꁈꇁꋋꌌꉪ。2ꃅꐎꀊꋨꇖ

ꊰꑋꋌꑞꍈꑌꀋꋠ；ꃅꑍꇎꈭꐨꆏ，ꋌ

ꀃꃀꂮꀐ。3ꑊꋌꌌꁈꋍꏭꑠꃅꉉ：

“ꀋꄸꄷ，ꆎꆹꏃꃅꌋꌺꉬꑲꆏ，ꆏꇓ

ꂵꋋꂷꏭꐈꌌꋠꅍꐛꄷꉆ！”ꄷ。

4ꑳꌠꆏ：“꒰ꀨꇬꅑꇬ：‘ꊿꇫꐥꌠ

ꋚꒉꀉꄂꉘꇉꄉꐥꌠꀋꉬꃅ，ꏃꃅꌋ

ꈌꇬꈀꅐꇁꌠꅇꂷꈧꌠꉘꇉꄉꐥꌠ

ꉬ’”ꄷꅇꀱ。5ꋌꉈꑴꑊꋌꌌꁈ

ꇱꏃꌊꁦꌺꀊꂥꂷꄩꑟ，ꋋꇅꀉꄂꃅ

ꀕꑆꋌꁬꇂꃴꇩꏤꈧꌠꉬꇮꃅꑊꋌꌌ

ꁈꄐꋌꀦꌐ，6ꋍꏭ：“ꌄꈌꃀꈌꌋꆀ

ꁨꇐꄉꇐꋋꈨꉬꇮꃅꉢꄻꆏꁳꌐꉆ，

ꑞꃅꆏ，ꑠꆹꂴꏭꏮꉢꇯꄉꇈꌠ，ꋋꈨ

ꆹꉢꄻꈀꄸꁵꏾꆏꈀꄸꁵꌠꉬ。7ꀋꄸ

ꄷ，ꆏꉠꂴꆽꄉꀍꃈꄚꑲꆏ，ꉢꋋꈨꈀ

ꐥꃅꏮꆏꁳꄉꅽꃤꐛꌐꎻꂿ”ꄷ。 

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2那些日
子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
就饿了。3魔鬼对他说：“你若是
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
变成食物。”4耶稣回答说：“经
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
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
话。’”5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
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
看，6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
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
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
谁。7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
要归你。” 

8ꑳꌠꆏ：“꒰ꀨꇬ：‘ꌋꅽꏃꃅ

ꌋꏭꀍꃈꄚꄡꑟ，ꋌꀉꄂꀨꎹꉆ’ꃅ

ꅑ”ꄷ。 

8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
拜主你的神，单要事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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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ꊁꆏ，ꋌꑊꋌꌌꁈꇱꏃꌊꑳꇊꌒ

ꇌꁧ，ꋌꁳꌃꎔꑷꂿꑳꋾꇬꉆꄉꎻ

ꇈ，ꋍꏭꑠꃅꉉ：“ꀋꄸꄷ，ꆎꆹꏃꃅ

ꌋꌺꉬꑲꆏ，ꄚꇬꄉꐂꀏꒉꉆ； 

9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
去，叫他站在殿顶上（“顶”原文作

“翅”），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
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 

10ꑞꃅꆏ，꒰ꀨꇬ：‘ꌋꆹꉬꉎꊩ

ꌺꋌꁆꌊꆎꀧꌋꃅꇁꌠꉬ；11ꉬꉎꊩꌺ

ꈧꌠꇇꌌꆏꋀꄏꄉꀕ，ꅽꏸꑭꁳꇁꇓ

ꂵꇬꋖꀋꎽ’ꃅꅑ”ꄷ。 

10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
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11他们
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
在石头上。’” 

12ꑳꌠꆏꇬꏭ：“꒰ꀨꇬꑌ：

‘ꌋꅽꏃꃅꌋꏭꌌꉪꀋꉆ’ꃅꅑ”

ꄷ。13ꑊꋌꌌꁈꌌꉪꏡꁈꋍꑞꋍꑵꌬ

ꌐꈭꐨꆏ，ꋌꑳꌠꄷꄉꐞꁧꄉꊁꊜꋽ

ꄮꇁꉚ。 

12耶稣对他说：“经上说：
‘不可试探主你的神。’”13魔鬼用
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
耶稣。 

 

ꇬꂾꇬꏤꆀꀕꄉꇗꅉꁊ 开始在加利利传道 
14ꑳꌠꇭꀧꇬꌃꎔꒌꊋꃤꐛꃅ

ꑌ，ꋌꀱꏤꆀꀕꑟꇁ，ꂓꌗꆹꃄꇖꄹꊂ

ꃅꈨꈴꌐꀐ。15ꑳꌠꉻꏑꅉꋍꂷꇫꈁ

ꐛꅉꃅꏮꈴꄉꊿꉗꊿꂘ，ꉹꁌꃅꋍꏭ

ꀮꄑꌐ。 

14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
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
四方。15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
众人都称赞他。 

 

ꇂꌒꇍꊿꑳꌠꑁꈋ 拿撒勒人厌弃耶稣 
16ꋍꈭꐨꆏ，ꋌꇁꌊꋌꀊꄶꄉꀉꒉ

ꌠꇂꌒꇍꃅꄷꑟ，ꑬꆏꄹꉇꆏ，ꑍꃀꑍ

ꌋꆀꐯꌟꃅꋌꉻꏑꅉꇬꆹ，ꋌꄓꇬꉆ

ꄉꌃꎔ꒰ꀨꀘ。17ꅉꄜꊿꑱꌏꑸꄯꒉ

ꎭꆱꋐꌠꊿꄻꋌꁳꀘꎻ，ꄯꒉꋌꁉꎼ

ꇁꏽꌠꇬꑠꃅꅑ： 

16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
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
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
要念圣经。17有人把先知以赛亚
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
一处写着说： 

18“ꌋꒌꉠꇭꀧꇬꐊ， 
ꑞꃅꆏ，ꋌꅿꉗꌒꋌꌊꉢꋌꌐꋉ

ꄉ， 
ꉢꁳꌒꅇꁊꌢꎭꌠꇰꎻ； 

18“主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他用膏膏我， 
 
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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ꉢꋌꁆꌌꑠꃅꄛꇰ：ꒃꄉꈢꄉꌠ

ꁳꋊꅐꇁꎻ， 
ꑓꁖꌠꁳꂿꉆꎻ， 
ꆼꍅꄉꌠꁳꊨꏦꄿꐨꌠꊌꎻ， 

19ꉢꁳꏃꃅꌋꑆꊋꄹꈎꌠꄛꇰ

ꎻ”ꄷ。 

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
放， 
瞎眼的得看见， 
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 

19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 

20ꋍꈭꐨꆏ，ꄯꒉꎭꆱꑳꌠꇙꄉ，ꋌꀱ

ꉻꏑꅉꏲꌋꃅꊿꁵꇈ，ꋌꅞꇫꑌ。ꊿ

ꉻꏑꅉꇬꈀꑌꌠꃅꍻꋌꀳꄉꌐ。21ꑳ

ꌠꆏꋀꏭ：“ꀃꑍꆏ，ꏂꀨꅇꂷꆍꈀ

ꈨꋋꈨꅇꅐꀐ！”ꄷ。22ꊿꉻꏑꅉꇬ

ꈀꑌꌠꃅꑳꌠꍖꀴꌐ，ꄷꀋꁧꋍꈌꇬ

ꅐꇁꌠꑆꊋꅇꂷꊿꃅꋌꇰꌐ。ꊿꈧ

ꌠ：“ꋋꆹꒀꌝꌺꀋꉬꅀ？”ꃅꉉ。

23ꑳꌠꉈꑴꋀꊇꏯ：“ꆍꊇꆹꀋꎪꃅ

ꅇꂷ：‘ꆅꉁꊿꀋ，ꆏꅽꊨꏦꆅꉁ

ꀞ！ꌤꆏꏦꀙꇊꄉꈀꃅꈁꑽꌠꉪꈨ

ꀐ，ꆏꅽꊨꏦꃅꄷꄉꑌꌤꋋꈨꃅꄡ

ꑟ’ꃅꋋꈨꆍꈻꌊꉠꏯꉉꌠꉬ”

ꄷ。24ꑳꌠꉈꑴ：“ꉢꇯꍝꃅꉉꆍ

ꇰ，ꅉꄜꊿꆹꊨꏦꃅꄷꊿꇫꊪꅲꌠꋍ

ꂷꑋꀋꐥ。25ꉢꅇꂷꇯꍝꌠꉉꆍꇰ，

ꅉꄜꊿꑱꆀꑸꋎꌠꇬ，ꃅꐎꌕꈎꀉꁁ

ꂷꊛꄉꂷꉐꀋꐛ，ꇿꇬꑌꃱꉩꄸꌋ

ꌐ，ꀊꋨꄮꇬ，ꑱꌝꆀꃅꄷꆹꃆꍸꃀꈍ

ꑋꃅꐥ。26ꄚꑠꃅꑴꇬ，ꑱꆀꑸꏃꃅ

ꌋꇱꁆꌌꃆꍸꃀꀉꁁꈧꌠꏭꅲꇫꀋꆹ

ꃅ，ꑭꄓꃅꄷꌒꇍꃔꇓꈓꃆꍸꃀꂷꏭ

ꀉꄂꅲꇫꆹ。27ꅉꄜꊿꑱꆀꎭꋎꌠ

ꇬ，ꑱꌝꆀꃅꄷꊿꆓꒈꉘꐛꌠꈍꑋꃅ

ꐥ，ꄚ，ꑪꆀꑸꊿꆽꂸꀉꄂꑲꆏ，ꀉꁁ

20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
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
他。21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
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22众人
都称赞他，并希奇他口中所出
的恩言。又说：“这不是约瑟的
儿子吗？”23耶稣对他们说：“你
们必引这俗语向我说：‘医生，
你医治自己吧！我们听见你在
迦百农所行的事，也当行在你
自己家乡里。’”24又说：“我实在
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
乡被人悦纳的。25我对你们说实
话，当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
了三年零六个月，遍地有大饥
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
妇；26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往她们
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往西顿
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27先
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
许多长大麻风的，但内中除了
叙利亚国的乃缦，没有一个得
洁净的。”28会堂里的人听见这
话，都怒气满胸，29就起来撵他
出城（他们的城造在山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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ꈧꌠꆏꋍꂷꑋꁦꎴꅐꌠꀋꐥ”ꄷ。

28ꉻꏑꅉꇬꊿꈧꌠꅇꋍꑠꈨꇬꆏ，ꐯꇯ

ꇨꇅꃃꌊꃵꐔꈾꌐ，29ꄚꄉꋌꋀꇱꈹ

ꇓꈓꉈꏭꎭ（ꋀꇓꈓꆹꄻꉘꁌꇬꋉ

ꄉ）；ꋌꋀꇱꏃꃪꊭꂷꇬꄉ，ꆷꃪꇬꊐ

ꏢꉨ。30ꄚ，ꑳꌠꆹꋀꈬꄔꇬꄉꋌꎼ

ꇫꈴꁧꀐ。 

们带他到山崖，要把他推下
去。30他却从他们中间直行，过
去了。 

 

ꊿꑊꋌꐉꂷ 被鬼附的人 
31ꑳꌠꇁꏦꀙꇊꑟ，ꋋꆹꏤꆀꀕꃅ

ꄷꇓꈓꂷꉬ，ꑬꆏꄹꉇ，ꋌꊿꉗꊿ

ꂘ。32ꋍꉙꅇꂘꅇꋀꋌꇰꌐ，ꑞꃅ

ꆏ，ꋍꉙꅇꂘꅇꈧꌠꌄꈌꃀꈌꐊ。

33ꉻꏑꅉꇬꊿꑊꋌꒌꀋꎴꀋꈻꐊꑠ

ꂷ，ꃚꐕꉐꐓꄉꑠꃅꏅ：34“ꇂꌒꇍ

ꇓꈓꄉꇁꌠꑳꌠꀋ！ꉪꋋꈨꅽꃴꅐꅍ

ꑟꑵꐥ？ꆏꉪꊇꈔꋏꇁꌠꅀ？ꉡꆹꆏꈀ

ꄸꉬꌠꉢꅉꐚ，ꆎꆹꏃꃅꌋꃤꌃꎔꂶ

ꌠꉬ！”ꄷ。35ꑳꌠꇬꏭꊨꀖꄉ：

“ꆏꄡꁵꍃꃅꄉ，ꊿꋋꂷꇭꀧꇬꄉꅐ

ꇁ！”ꄷ，ꑊꋋꂷꌠꊿꂶꌠꋌꇵꊿꈧ

ꌠꈬꄔꇬꄚꇈ，ꅐꇁꀐ，ꄚ，ꊿꂶꌠꏭ

ꑌꀋꉮ。36ꉹꁌꈧꌠꋌꇰꈌꉛꀕꄉ：

“ꑠꆹꑞꇗꅉꉬꂯ？ꑞꃅꆏ，ꋌꌅꈌꌋ

ꆀꊋꃤꌌꑊꋌꀋꎴꀋꈻꌠꏭꅐꇁꄷ

ꇈ，ꑊꋌꅐꀒꇁꑟ”ꃅꐮꏯꅲ。37ꄚ

ꄉꑳꌠꂓꌗꀊꋩꈚꀊꈫꀊꇋꃅꈨꈴꌐ

ꀐ。 

31耶稣下到迦百农，就是加
利利的一座城，在安息日教训
众人。32他们很希奇他的教训，
因为他的话里有权柄。33在会堂
里有一个人，被污鬼的精气附
着，大声喊叫说：34“唉！拿撒
勒的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
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
是谁，乃是神的圣者。”35耶稣
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
身上出来吧！”鬼把那人摔倒在
众人中间，就出来了，却也没
有害他。36众人都惊讶，彼此对
问说：“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
他用权柄能力吩咐污鬼，污鬼
就出来。”37于是耶稣的名声传
遍了周围地方。 

 

ꊿꈍꑋꃅꑳꌠꉃꌒ 耶稣治好许多人 
38ꑳꌠꉻꏑꅉꇬꄉꅐꇁꇈ，ꇁꌊꑭ

ꂱꏤꅍꃹ，ꑭꂱꀀꃀꆹꑅꎸꊸꄉꆅꀙ

38耶稣出了会堂，进了西门
的家。西门的岳母害热病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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ꐯꀙ，ꊿꑳꌠꏭꋍꆅꉁꄷꇖꂟꌠꐥ。

39ꑳꌠꇁꋍꏢꁮꉆꄉ，ꑅꎸꊸꆅꏭꊨ

ꀖꇬꆏ，ꋍꑅꎸꊸꌠꆏꀐ，ꋌꋋꇅꃅꄓ

ꌊꋀꊇꀨꎹꇁ。40ꉘꁮꈞꆈꃸꄮꇬ

ꆏ，ꊿꆄꈻꌠ，ꆅꑞꊌꌠꉬꄿꂿ，ꐯꇯ

ꊿꇱꏃꌊꑳꌠꄷꇁꌐ。ꑳꌠꋍꇇꋌꐛ

ꋀꈀꄸꇭꀧꇬꑌꄀꄉ，ꋀꊇꆅꋌꉃꌒ

ꌐꀐ。41ꉈꑴꑊꋌꊿꈍꑋꈨꇭꀧꇬꄉ

ꅐꇁꇈ：“ꆎꆹꏃꃅꌋꌺꉬ！”ꃅ

ꏅ。ꄚ，ꑳꌠꋀꏭꊨꀖꄉ，ꋀꁳꅇꉉ

ꀋꎽ，ꑞꃅꆏ，ꑊꋌꈧꌠꆹꋌꏢꄖꉬꌠ

ꋀꅉꐚ。 

重，有人为她求耶稣。39耶稣站
在她旁边，斥责那热病，热就
退了。她立刻起来服事他们。
40日落的时候，凡有病人的，不
论害什么病，都带到耶稣那
里。耶稣按手在他们各人身
上，医好他们。41又有鬼从好些
人身上出来，喊着说：“你是神
的儿子。”耶稣斥责他们，不许
他们说话，因为他们知道他是
基督。 

 

ꉻꏑꅉꈀꐥꌠꇬꄉꇗꅉꄜ 在各会堂讲道 
42ꃅꄜꄮꇬꆏ，ꑳꌠꅐꇁꇈ，ꈛꎼ

ꇈꈬꂷꇬꁧ。ꉹꁌꋌꎷꐺ，ꋀꇁꑳꌠ

ꄷꑟꇈ，ꋀꑳꌠꏭꋀꊇꐞꄡꁧꄷꇫ

ꑣ。43ꄚ，ꑳꌠꋀꏭ：“ꉢꈍꃅꑌꇓ

ꈓꀉꁁꑠꇬꄉꏃꃅꌋꇩꌒꅇꁊꁧꑲꆀ

ꍑ，ꑞꃅꆏ，ꉡꆹꑠꒉꄸꃅꄉꋌꇱꊪꎼ

ꇁꌠ”ꄷ。44ꄚꄉꑳꌠꏤꆀꀕꉻꏑ

ꅉꈀꐥꌠꇬꄉꇗꅉꄜ。 

42天亮的时候，耶稣出来，
走到旷野地方。众人去找他，
到了他那里，要留住他，不要
他离开他们。43但耶稣对他们
说：“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
福音，因我奉差原是为此。”
44于是耶稣在加利利的各会堂传
道。 

 

ꌶꌺꉘꃀꁥꌠꎹ 呼召首批门徒 

5 ꑳꌠꇱꆀꌒꇍꎿꋮꇬꉆ，ꉹꁌꋋ

ꆼꑐꄉ，ꋍꄷꏃꃅꌋꇗꅉꅲꇁ。 5 耶稣站在革尼撒勒湖边，众
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 

2ꇉꑍꇷꎿꋮꆏꌠꋌꊌꂿ；ꉛꈹꊿꈧꌠ

ꇉꇬꀋꑌꃅꉛꐱꒈꋌꁧꀐ。3ꇉꋍꇷ

ꆏꑭꂱꃤ，ꑳꌠꐂꇉꇬꑌꄉ，ꑭꂱꁳ

ꇉꇳꌊꎿꇬꒉꎻ，ꎿꋮꌋꆀꀊꎴꀋꇢ

ꅉꇬꆏ，ꑳꌠꇉꇬꑌꄉꉹꁌꈧꌠꏭꉙ

ꂘ。4ꉉꌐꈭꐨꆏ，ꑳꌠꑟꂱꏭ：

2他见有两只船湾在湖边；打鱼
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3有一
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
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
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4讲完
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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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ꇉꇳꌊꒉꀊꂥꅉꇬꄉꉛꐱꑷ！”

ꄷ。5ꑭꂱꆏꑳꌠꏭ：“ꂘꃀꀋ！ꉪꊇ

ꃅꉖꋋꉔꃅꐱꇬ，ꑞꍈꑋꐱꀋꊌ，ꄚ，

ꆏꑠꃅꉉꑲꆏ，ꉢꉛꐱꇵꀁꋌꊐꂿ”

ꄷ。6ꉛꐱꋀꇵꎿꇬꊐꇈ，ꉛꐱꐞꏅ

ꄉꏽꃅꉛꈍꑋꃅꋀꈜꌊꇁꀐ。7ꋀꊇ

ꇉꀉꁁꇶꌠꇬꐋꀨꈧꌠꏭꋀꇇꀤꇁꄷ

ꇴ。ꐋꀨꈧꌠꋀꇇꀤꇁ，ꉛꇉꑍꇷꇬ

ꐛꄉ，ꇉꋌꎼꑘꁧꄉꏽ。8ꌤꋌꐘꑭ

ꂱ•ꀺꄮꂿꇬꆏ，ꋌꇇꑭꃃꇵꀕꑳꌠ

ꂾꅞꄉ，ꑳꌠꏭ：“ꌋꀋ！ꉠꄹꄉꐞ

ꁧ，ꉡꆹꑽꊿꂷꉬ！”ꄷ。9ꋋꌋꆀ

ꊿꋋꐊꈧꌠꃅꉛꋌꐱꇱꇷꈌꉛꀕ

ꌐ。10ꑭꂱꐋꀨꑭꀺꄠꌺꑸꇱꌋꆀꒀ

ꉴꑋꑌꑠꃅꐙ。ꑳꌠꑟꂱꏭ：“ꏸ

ꄡꏦ！ꀃꑍꇈꉈꆏ，ꆏꊿꊊꀐ”ꄷ。

11ꇉꑍꇷꌠꋀꇵꌊꎿꋮꑟꇈ，ꑞꑌꋀ

ꇤꇫꎭꇈꄉ，ꑳꌠꊂꈹꁧꀐ。 

之处，下网打鱼。”5西门说：
“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
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
就下网。”6他们下了网，就圈住
许多鱼，网险些裂开，7便招呼
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
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
至船要沉下去。8西门•彼得看
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
“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
9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
网所打的鱼。10他的伙伴西庇太
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
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
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11他
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
有的，跟从了耶稣。 

 

ꊿꆓꂷꁦꎴꅐ 洁净麻风病人 
12ꋍꃢꆏ，ꑳꌠꇓꈓꂷꇬꐥꇬꆏ，

ꊿꆓꒈꉘꐛꑠꂷꑳꌠꋌꊌꂿꄉ，ꇇꑭ

ꃃꇵꀕꃅꑳꌠꏭ：“ꀋꄸꄷꌋꉬꅲꑲ

ꆏ，ꆏꀋꎪꃅꉢꁳꁦꎴꅐꎻꄎ”ꄷꇖ

ꂟ。13ꑳꌠꋍꇇꋌꎇꊿꆓꂶꌠꉩꄉ，

ꇬꏭ：“ꉢꉬꅲꑴ，ꆏꁦꎴꅐꀐ

ꀞ！”ꄷꇈ，ꆓꌋꂶꌠꋋꇅꃅꋍꇭꀧ

ꇬꄉꐞꁧꀐ。14ꑳꌠꇬꏭꉉ：“ꆏꌤ

ꋌꐘꉉꊾꇰꀋꉆ，ꆏꅽꇭꀧꀉꄂꄻꆦ

ꑝꊿꁳꍤꉚꎻ，ꆏꁦꎴꅐꀐꐛꅹꃅ，

ꃀꑭꈁꉉꌠꇬꍬꄉ，ꈁꁠꈧꌠꄻꇬꏽ

ꄉ，ꌌꊫꄲꃅꄉꄻꉹꁌꀨ”ꄷ。

12有一回，耶稣在一个城
里，有人满身长了大麻风，看
见他，就俯伏在地求他说：“主
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13耶
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
净了吧！”大麻风立刻就离了他
的身。14耶稣嘱咐他：“你切不
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
司察看，又要为你得了洁净，
照摩西所吩咐的，献上礼物，
对众人作证据。”15但耶稣的名
声越发传扬出去。有极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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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ꄚ，ꑳꌠꂒꆏꀱꌊꀊꅰꃅꊿꈨꈴꀐ，

ꊿꈍꑋꃅꏓꌊꋍꈜꄉꋍꉙꅇꂘꅇꅲ

ꇁ，ꉈꑴꋌꁳꋀꆅꉁꎻꌠꑌꉘꇉ。

16ꄚ，ꑳꌠꆹꎞꌊꇈꈬꇉꃪꄉꈼꂟ

ꁧ。 

聚集来听道，也指望医治他们
的病。16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
告。 

 

ꊾꄣꅐꂷꑳꌠꉃꌒ 治愈瘫痪病人 
17ꋍꑍꆏ，ꑳꌠꊿꉗꊿꂘ，ꃔꆀꌏ

ꊿꌋꆀꄹꏦꂘꃀꈨꑌꏢꁮꏭꑌ，ꋀꊇ

ꆹꏤꆀꀕꁡꇤꈧꌠ、ꒀꄠꃅꄷꌋꆀ

ꑳꇊꌒꇌꄉꇁꌠ。ꌋꊋꃤꑳꌠꐊꄉ，

ꊿꆅꋌꉃꌒꄎ。18ꊾꈨꈈꇉꌌꊾꄣ

ꅐꑠꂷꋀꐔꌊꑳꌠꂴꆽꄉꆹꎻꏢꉨ。

19ꄚ，ꊿꀉꑌꇨꄉ，ꊿꂶꌠꋀꋋꐔꌊ

ꈏꃹꆹꀋꄐ，ꑠꅹ，ꋀꊇꆹꌊꑲꏾꄉ，

ꉄꇓꋀꃺꄉꇈ，ꊾꄣꂶꌠꌋꆀꋍꈈꇉ

ꃅꋀꄻꑳꁭꇬꎿꎼꒉꄉ，ꊝꀕꃅꑳꌠ

ꂾꅞ。20ꋀꊇꑇꐨꉌꊋꑌꌠꑳꌠꊌꂿ

ꇬꆏ，ꋌꊾꄣꅐꂶꌠꏭ：“ꅽꑽꃤꆹ

ꏆꃤꊌꀐ”ꄷ。21ꁱꂷꌤꃅꊿꌋꆀ

ꃔꆀꌏꊿꈧꌠꆏꈋꍣꄉ：“ꍍꋉꄸꄀ

ꅇꉉꂶꌠꈀꄸꂷꉬ，ꏃꃅꌋꀉꄂꑲ

ꆏ，ꀉꁁꈀꄸꂷꑽꃤꄻꊿꏆꄎ？”ꃅ

ꉉꌐ。22ꋀꊇꈀꈋꍣꌠꑳꌠꅉꐚꄉ，

ꋌꋀꏭ：“ꆍꉌꂵꇬꈋꍣꌠꆹꑞꉬ？

23ꊿꆅꏭ：‘ꅽꑽꃤꆹꏆꃤꊌꀐ’ꄷ

ꅀ，‘ꆏꄓꄉꈛꎼ’ꄷꇬ，ꑟꑵꄈꈝ

ꐮ？24ꄚ，ꆍꁳꊾꌺꆹꃄꅉꇬꄉꑽꃤꏆ

ꌅꈌꐥꌠꅉꐚꎻ”ꄷ，ꑠꃅꄉ，ꋌꊾ

ꄣꅐꂶꌠꏭ：“ꉢꅽꏯꉉ，ꄓꇁ！ꅽ

ꈈꇉꏓꌊꀁꇬꁧꌶ”ꄷ。25ꊿꀊꋨ

ꂷꊿꈧꌠꂾꄉꋋꇅꃅꄓꇬꉆꇈ，ꈈꇉ

17有一天，耶稣教训人，有
法利赛人和教法师在旁边坐
着，他们是从加利利各乡村和
犹太并耶路撒冷来的。主的能
力与耶稣同在，使他能医治病
人。18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瘫痪
病人，要抬进去放在耶稣面
前，19却因人多，寻不出法子抬
进去，就上了房顶，从瓦间把
他连褥子缒到当中，正在耶稣
面前。20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
对瘫痪病人说：“你的罪赦了。”
21文士和法利赛人就议论说：
“这说僭妄话的是谁？除了神以
外，谁能赦罪呢？”22耶稣知道
他们所议论的，就说：“你们心
里议论的是什么呢？23或说：
‘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
走’，哪一样容易呢？24但要叫
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
权柄，”就对瘫痪病人说：“我吩
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
去吧。”25那人当众人面前立刻
起来，拿着他所躺卧的褥子回
家去，归荣耀与神。26众人都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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ꋌꏓꌊꀁꇬꁧꀐ，ꀑꒉꑊꒉꋌꏮꏃꃅ

ꌋꄀ。26ꉹꁌꃅꋌꇰꈌꉛꀕꌐꄉ，ꋀ

ꊇꑌꀑꒉꑊꒉꋀꏮꏃꃅꌋꄀ，ꄷꀋ

ꁧ，ꐯꇯꃨꆰꌊ：“ꀃꑍꆏꌤꇣꋲꌠ

ꉪꊇꊌꂿꀐ”ꃅꉉ。 

奇，也归荣耀与神，并且满心
惧怕说：“我们今日看见非常的
事了。” 

 

ꆺꃥꎹ 召利未 
27ꌤꋌꐘꈭꐨꆏ，ꑳꌠꅐꉈꏭꁧ，

ꇗꏸꎴꊿꆺꃥꂓꑠꂷꇗꏸꎳꈌꇬꑌꌠ

ꋌꂿꇈ，ꋌꇬꏭ：“ꆏꉠꊂꈹꇁ”

ꄷ。28ꆺꃥꆏꇇꈤꃅꑞꑌꋌꇤꇫꎭꇈ

ꀕ，ꋌꄓꑳꌠꊂꈹꇁꀐ。29ꆺꃥꆹꊨ

ꏦꀁꇬꄉꎧꀞꎸꀞꑳꌠꌵ，ꇗꏸꎴꊿ

ꈍꑋꈨꌋꆀꊿꀉꁁꈨꑌꋀꊇꈿꄉꋙ

ꋠ。30ꃔꆀꌏꊿꌋꆀꁱꂷꌤꃅꊿꈧ

ꌠꑳꌠꌶꌺꏭ：“ꆍꊇꑞꃅꇗꏸꎴꊿ

ꌋꆀꑽꊿꈿꄉꋟꅝꌠꉬ？”ꃅꅫꏒꅇ

ꉉ。31ꑳꌠꆏꋀꊇꏯ：“ꊿꀋꆅꌠꆹ

ꆅꉁꊿꈀꄻꀋꅐ，ꊿꆅꐥꈻꐥꌠꀉꄂ

ꆅꉁꊿꈀꄻꅐ。32ꉢꇁꌠꊇꅉꆹꑖꊿ

ꇳꍝꄉꉪꁏꄺꀱꎻꌠꀋꉬꃅ；ꑽꊿꇳ

ꍝꄉꉪꁏꄺꀱꎻꌠꉬ”ꄷ。 

27这事以后，耶稣出去，看
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坐在
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
来。”28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
跟从了耶稣。29利未在自己家里
为耶稣大摆筵席，有许多税吏
和别人与他们一同坐席。30法利
赛人和文士就向耶稣的门徒发
怨言说：“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
罪人一同吃喝呢？”31耶稣对他
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
有病的人才用得着。32我来本不
是召义人悔改；乃是召罪人悔
改。” 

 

ꋚꈻꃆꂮ 禁食的问题 
33ꊿꀊꋨꈨꉈꑴꑠꃅꉉ：“ꒀꉴ

ꌶꌺꈍꑋꃢꃅꋚꈻꄉꈼꂟ，ꃔꆀꌏꊿ

ꌶꌺꑌꑠꃅꐙ；ꅽꌶꌺꀉꄂꋟꑌꋠ、

ꅜꑌꅝꇬꎷ”ꄷ。34ꑳꌠꋀꊇꏯ：

“ꌐꊈꀊꏀꌋꆀꋍꐊꑭꐯꈽꐥꑴꌦ

ꄮꇬ，ꈍꃅꋍꐊꑭꈧꌠꁳꋚꈻꎻꉆ

ꂯ？35ꄚ，ꃅꑌꑟꇁꂯꄮꆏ，ꌐꊈꀊꏀ

ꋀꐞꁧ，ꀊꋨꄹꉇꆏ，ꋀꊇꋚꈻꌠ

33他们说：“约翰的门徒屡次
禁食祈祷，法利赛人的门徒也
是这样；惟独你的门徒又吃又
喝。”34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
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岂能叫
陪伴之人禁食呢？35但日子将
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
们就要禁食了。”36耶稣又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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ꉬ”ꄷ。36ꑳꌠꉈꑴꅺꌡꁮꅉꂷꋌ

ꉉꋀꊇꇰ：“ꊿꃢꈜꀊꏀꌠꇬꄉꋍꂷ

ꏅꌊꃢꈜꀉꆹꌠꇬꅋꁁꏿꌠꐥꀋꇮ；

ꀋꄸꄷꑠꃅꑲꆏ，ꃢꈜꀊꏀꈫꌠꐞꏅ

ꀐꌠꀉꄂꀋꉬꃅ，ꅋꁁꀊꏀꂶꌠꌋꆀ

ꃢꈜꀉꆹꈫꌠꑌꐯꀋꋭ；37ꊿꎧꏸꀊꏀ

ꌠꌌꑷꆱꀉꆹꌠꇬꊐꌠꑌꐥꀋꇮ；ꀋ

ꄸꄷꑠꃅꑲꆏ，ꑷꆱꎧꏀꇱꂨꐞꏅꇈ，

ꎦꑌꒉꇫꈴꁧ，ꑷꆱꑌꆿꐛꌠꉬ。

38ꑠꅹ，ꎧꀊꏀꌠꆏ，ꀋꎪꃅꄻꑷꆱꀊ

ꏀꌠꇬꊐꄉ。39ꊿꎦꆹꅝꈭꐨꎧꏀꅝ

ꏾꌠꑌꐥꀋꇮ，ꋌꅉꀕꃅꎦꆹꄈꂄꃅ

ꉉꇬꎷ”ꄷ。 

个比喻，对他们说：“没有人把
新衣服撕下一块来，补在旧衣
服上；若是这样，就把新的撕
破了，并且所撕下来的那块新
的和旧的也不相称。37也没有人
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
样，新酒必将皮袋裂开，酒便
漏出来，皮袋也就坏了。38但新
酒必须装在新皮袋里。39没有人
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他总说
陈的好。” 

 

ꑬꆏꄹꉇꎭꅪꊴ 安息日掐麦穗 

6 ꑬꆏꄹꉇꑠꑍ，ꑳꌠꎭꃅꇬꈴ

ꒉ。ꋍꌶꌺꈧꌠꎭꅪꋀꊴꌊ，ꇇ 
6 有一个安息日，耶稣从麦地

经过。他的门徒掐了麦穗， 
ꌌꍀꄉꋠ。2ꃔꆀꌏꊿꈍꑋꑼꑠꃅ

ꉉ：“ꆍꊇꑞꃅꌤꑬꆏꄹꉇꃅꀋꉆꌠ

ꃅ？”ꄷ。3ꑳꌠꆏꋀꊇꏯ：“ꄊꃥ

ꌋꆀꋋꐊꈧꌠꀃꃀꂮꄮꇬꈀꃅꈁꑽꌠ

ꌤꁱꏂꀨꇬꄀꄉ，ꋍꑠꇯꆍꇫꀘꀋꋻ

ꅀ？4ꋌꈍꃅꏃꃅꌋꑷꂿꇬꃹꆹꇈ，ꄻ

ꇫꎆꄉꌠꎬꁱꈧꌠꋌꒃꌊꋠ，ꉈꑴꋌ

ꁸꊿꋋꐊꈧꌠꍈꌠꉬ？ꎬꁱꋋꈨꆹꆦ

ꑝꊿꀉꄂꑲꆏ，ꀉꁁꊿꈀꄸꑌꇫꋠꀋ

ꉆꌠ”ꄷ。5ꋌꉈꑴꋀꏭ：“ꊾꌺꆹ

ꑬꆏꄹꉇꌌꁈꉬ”ꄷ。 

用手搓着吃。2有几个法利赛人
说：“你们为什么做安息日不可
做的事呢？”3耶稣对他们说：
“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
饿之时所做的事，连这个你们
也没有念过吗？4他怎么进了神
的殿，拿陈设饼吃，又给跟从
的人吃？这饼除了祭司以外，
别人都不可吃。”5又对他们说：
“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ꊿꇇꈬꐙꂷ 萎缩手的人 
6ꉈꑴꑬꆏꄹꉇꀉꁁꑠꑍ，ꑳꌠꉻ

ꏑꅉꇬꃹꄉꊿꉗꊿꂘ，ꀊꄶꇬ，ꊿꇇ

6又有一个安息日，耶稣进
了会堂教训人，在那里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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ꇀꑳꁆꌠꈬꐙꑠꂷꇫꐥ。7ꃔꆀꌏꊿ

ꌋꆀꁱꂷꌤꃅꊿꆏ，ꑳꌠꑬꆏꄹꉇꊿ

ꆅꉁꅀꀋꉃꌠꆈꍮ，ꋀꊇꆹꊧꅍꎹꄉ

ꋍꊂꅇꎹꏢꉨ。8ꄚ，ꋀꊇꉌꂵꑞꉪ

ꌠꑳꌠꅉꐚꄉ，ꋌꊿꇇꋍꁆꈬꐙꂶꌠ

ꏭ：“ꄓꇁ，ꄚꇢꊭꇬꉆꄉ！”ꄷ。

ꊿꂶꌠꄓꇁꇈ，ꇬꉆ。9ꑳꌠꑠꃅꋀꏭ

ꉉ：“ꉢꅇꂷꇬꆍꊇꅲ，ꑬꆏꄹꉇꌤ

ꂄꌠꌋꆀꀋꂄꌠ、ꀑꇬꈭꋏꌠꌋꆀ

ꀑꇬꈔꋏꌠ，ꑞꑵꃅꇬꄈꍑꌠꉬ？”

ꄷ。10ꋌꏮꋍꈭꋍꇍꉹꁌꈧꌠꉜꄉ，

ꊿꂶꌠꏭ：“ꅽꇇꎇꎼꇁ！”ꄷꇈ，

ꊿꂶꌠꋍꇇꋌꎇꎼꇁꄷꆏ，ꋍꇇꁆꌠ

ꌒꐛꅉꐛꀐ。11ꄚꄉꋀꊇꆏꇨꇅꃃꌦ

ꄉꏽꌌ，ꋀꊇꐯꇯꈍꃅꑳꌠꉻꏂꌠꇕ

ꄟꐺ。 

人右手枯干了。7文士和法利赛
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治病不
治病，要得把柄去告他。8耶稣
却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那枯
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
当中。”那人就起来站着。9耶稣
对他们说：“我问你们，在安息
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
是可以的呢？”10他就周围看着
他们众人，对那人说：“伸出手
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
原。11他们就满心大怒，彼此商
议怎样处治耶稣。 

 

ꁆꄻꊩꌺꊰꑋꑼꌊꄻ 拣选十二使徒 
12ꀊꋨꄮꇬ，ꑳꌠꅐꁧꇈ，ꉘꁌꇬ

ꄉꈼꂟꁧ，ꋌꃅꉖꋋꉔꃅꏃꃅꌋꏭꈼ

ꂟ；13ꃅꄜꄮꇬꆏ，ꌶꌺꈧꌠꋌꇴꌊꋍ

ꈜꄉ，ꋀꈬꄔꊿꊰꑋꑼꋌꌋꄉ，ꋀꏭ

ꁆꄻꊩꌺꄷ。14ꊿꋋꊰꑋꑼꆏ，ꑭ

ꂱ，ꋌꉈꑴꑳꌠꄻꀺꄮꑌꂓꄉ，ꑭꂱ

ꀁꑳꉢꄓꆺ；ꑸꇱꌋꆀꒀꉴ；ꃏꆀꌋ

ꆀꀠꄏꇊꂴ；15ꂷꄠꌋꆀꄏꂷ；ꑸꇍ

ꃏꌺꑸꇱꌋꆀꈁꁏꁥꌠꑭꂱ；16ꑸꇱꌺ

ꒀꄊꌋꆀꌋꃷꌠꏤꇊꊿꒀꄊ。 

12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
告，整夜祷告神；13到了天亮，
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
挑选十二个人，称他们为使
徒。14这十二个人有西门，耶稣
又给他起名叫彼得，还有他兄
弟安得烈；又有雅各和约翰；
腓力和巴多罗买；15马太和多
马；亚勒腓的儿子雅各和奋锐
党的西门；16雅各的儿子犹大
（“儿子”或作“兄弟”），和卖主的加略
人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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ꉹꁌꏭꇗꅉꁊ 向众人传道 
17ꑳꌠꌋꆀꋀꊇꐯꇯꉘꁌꇬꄉꀱ

ꇁ，ꋀꇁꌊꐦꀞꂷꇬꉆ；ꌶꌺꀉꁁꈍꑋ

ꈨꋀꈽꇬꉆ，ꉈꑴꉹꁌꈍꑋꈨꑌꋀꈽ

ꇬꉆ，ꊿꋋꈨꆹꒀꄠꑭꊂ、ꑳꇊꌒ

ꇌ、ꄫꇊꌋꆀꑭꄓꎿꋮꑠꇬꄉꇁꌠ，

ꋀꊇꐯꇯꑳꌠꉙꅇꂘꅇꅲꇁꌐ，ꑳꌠ

ꋀꆅꉁꌠꑌꋀꇫꉘꇉ；18ꉈꑴꊿꑊꋌ

ꀋꎴꀋꈻꌠꇱꐒꈄꄉꌠꑌꑳꌠꇱꉃꌒ

ꌐ。19ꋀꈀꄸꑌꑳꌠꇭꀧꉩꏾ，ꑞꃅ

ꆏ，ꊋꃤꑠꑳꌠꇭꀧꇬꄉꅐꇁꄉ，ꋀꊇ

ꋌꉃꌒꀐ。 

17耶稣和他们下了山，站在
一块平地上；同站的有许多门
徒，又有许多百姓，从犹太全
地和耶路撒冷，并推罗、西顿
的海边来，都要听他讲道，又
指望医治他们的病；18还有被污
鬼缠磨的，也得了医治。19众人
都想要摸他，因为有能力从他
身上发出来，医好了他们。 

 

ꌒꃤꌋꆀꉮꃤ 福和祸 
20ꑳꌠꀑꐕꌶꌺꈧꌠꉜꄉ，ꋀꏭ： 

“ꆍꊇꌢꎭꈧꌠꌒꃤꐥꀐ！ 
ꑞꃅꆏ，ꏃꃅꌋꇩꆹꆍꃤꉬ。 

20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 
“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 
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 

21ꆍꊇꊿꂮꐚꈧꌠꌒꃤꐥꀐ！ 
ꑞꃅꆏ，ꆍꊇꂊꅗꇁꂯꀐ。 
ꆍꊇꊿꐒꉩꈧꌠꌒꃤꐥꀐ！ 
ꑞꃅꆏ，ꆍꊇꆹꇿꒉꏽꇁꂯꀐ。 

21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 
因为你们将要饱足。 
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 
因为你们将要喜笑。 

22ꊾꌺꐛꅹꃅ，ꊿꆍꌁꑷ，ꆍꄘꑣ，ꆍ

ꏭꊨꏈ，ꄷꀋꁧ，ꆍꂓꌗꀋꂄꀋꎔꄷ

ꄉꊿꇵꇫꎭ，ꑠꃅꑲꆏ，ꆍꊇꆹꌒꃤꐥ

ꀐ。 

22人为人子憎恶你们，拒绝你
们，辱骂你们，弃掉你们的
名，以为是恶，你们就有福
了！ 

23ꀊꋨꄹꉇꆏ，ꆍꊇꉬꉎꇬꄉꊌꂯ

ꌠꈁꁠꀉꒉꐛꅹ，ꆍꊇꇿꌌꐂꇫꏮꐺ

ꌠꉬ；ꀋꉊꋀꀋꁌꀋꁧꑌꑠꃅꅉꄜꊿ

ꏭꊝ。 

23当那日，你们要欢喜跳
跃，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
大的；他们的祖宗待先知也是
这样。 

24ꄚ，ꆍꊿꌣꈚꈧꌠꆹꉮꃤꐥꀐ！ 
ꑞꃅꆏ，ꀋꉊꆍꉌꌒꄀꅍꆍꊌꋺ

24但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 
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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ꀐ。 
25ꆍꊿꂊꅗꈧꌠꉮꃤꐥꀐ！ 

ꑞꃅꆏ，ꆍꊇꆹꂮꐚꇁꂯꀐ。 
ꆍꊿꇿꒉꏽꈧꌠꉮꃤꐥꀐ！ 
ꑞꃅꆏ，ꆍꊇꉌꐒꄉꉩꇁꂯ

ꀐ。 

25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 
因为你们将要饥饿。 
你们喜笑的人有祸了！ 
因为你们将要哀恸哭泣。 

26ꊿꈀꄸꑌꆍꉾꃪꃅꉉꄮꇬꆏ，ꆍꊇꆹ

ꉮꃤꐥꀐ！ꑞꃅꆏ，ꋀꀋꁌꀋꁧꑌꑠꃅ

ꅉꄜꊿꃶꀋꐚꌠꊝ”ꄷ。 

26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
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祖宗待假
先知也是这样。” 

 

ꁮꐚꉂ 爱仇敌 
27“ꄚ，ꉢꉉꆍꊿꇗꅉꅲꋋꈨ

ꇰ，ꆍꁮꐚꆍꊇꇫꉂꌶ！ꊿꆍꌂꆍꑷ

ꌠ，ꆍꊇꂄꃅꇫꊝ！28ꊿꆍꊇꍃꏽꈧ

ꌠ，ꆍꋬꂻꄻꇬꁳ！ꊿꆍꏭꍍꋉꈧꌠ

ꆏ，ꆍꊇꋀꎁꃅꈼꂟ！29ꊿꏶꅽꁧꇉ

ꋋꁁꏯꄀꑲꆏ，ꀊꋨꁁꏯꑌꄻꇬꁳꏶ

ꎻ；ꊿꅽꃢꈜꉈꏭꈫꌠꇑꑲꆏ，ꀂꄁ

ꈏꆏꈫꌠꑌꄻꋌꁳꌌꁧꎻ。30ꊿꅽꏯ

ꇖꂟꇁꌠꆏ，ꄻꇬꁳ；ꅽꃤꋍꑵꊿꇑ

ꌊꁧꇬ，ꎹꈹꌌꉈꑴꇁꄻꀋꅐ。31ꆍ

ꊇꌞꊿꁳꈍꃅꆍꊝꎻꏾꆏ，ꆍꊇꑌꈍ

ꃅꌞꊿꊝꌶ。32ꀋꄸꄷ，ꆍꊇꊿꆍꉂ

ꈧꌠꀉꄂꉂꑲꆏ，ꈁꁠꊌꋭꅍꑞꂷꐥ

ꂯ？ꊿꑽꃤꐥꌠꑌꄡꇗꊿꋀꉂꈧꌠ

ꉂ。33ꆍꊇꊿꆍꏭꂄꃅꈧꌠꏭꀉꄂꂄ

ꃅꑲꆏ，ꈁꁠꊌꋭꅍꑞꂷꐥ？ꊿꑽꃤ

ꐥꌠꑌꑠꃅꀕꄎ。34ꀋꄸꄷ，ꆍꊇꋍ

ꑞꋍꑵꄻꊾꉛꇬ，ꊿꌌꆍꌣꇁꌠꉘꇉ

ꑲꆏ，ꈁꁠꊌꋭꅍꑞꂷꐥ？ꑽꊿꑌꊵ

ꑵꄻꑽꊿꉛꄉ，ꋍꍈꑋꀋꑍꃅꎹꌊꇁ

27“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
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
你们的，要待他好！28咒诅你们
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
的，要为他祷告！29有人打你这
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
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
也由他拿去。30凡求你的，就给
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
再要回来。31你们愿意人怎样待
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32你
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
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爱
那爱他们的人。33你们若善待那
善待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
的呢？就是罪人也是这样行。
34你们若借给人，指望从他收
回，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
罪人也借给罪人，要如数收
回。35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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ꄎ！35ꆍꊇꀱꌊꆍꁮꐚꉂꌶ，ꂄꃅꋀ

ꊝ；ꎆꄻꊾꉛꑲꆏ，ꌌꀱꉈꑴꌣꇁꌠꑠ

ꉘꄡꇉ；ꑠꃅꑲꆏ，ꆍꊇꆹꀋꎪꃅꈁꁠ

ꀉꒉꌠꊌꌠꉬ，ꆍꊇꑌꀋꎪꃅꋍꉎꀋ

ꐥꂶꌠꌺꄻꌠꉬ；ꑞꃅꆏ，ꋌꂄꃅꄉ

ꊿꈌꋙꍈꀀꇇꑝꈧꌠꌋꆀꊿꄸꃅꅠꑽ

ꈧꌠꊝ。36ꆍꊇꐯꇯꆍꉬꉎꀉꄉꌡꃅ

ꉌꆓꑌꌶ”ꄷ。 

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
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
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
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36你
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
样。” 

 

ꊾꍆꇽ 论断人 
37“ꌞꊿꊂꄡꍆꄡꇽ，ꑠꃅꑲ

ꆏ，ꆍꊇꑌꊿꇱꌌꍆꀋꇽ；ꆍꊇꌞꊂ

ꑽꃤꀋꏤꑲꆏ，ꆍꊇꑌꊿꇱꌌꑽꃤꀋ

ꏤ；ꆍꊇꑽꃤꄻꊿꏆꑲꆏ，ꆍꑽꃤꆹꀋ

ꎪꃅꏆꃤꊌꌠꉬ。38ꆍꊇꄻꊿꁳꑲ

ꆏ，ꀋꎪꃅꄻꆍꁳꌠꐥ，ꄷꀋꁧ，ꂶꇉ

ꇎꐯꇎꌠꌌꍑꅉꇱꅉꃅ、ꐛꃅꐛꂨ

ꀕꃅꉷꆍꂣꈐꇬꊐ；ꑞꃅꆏ，ꆍꎖꅍ

ꑞꑵꌌꎖꌞꊿꁵꆏ，ꌞꊿꑌꀋꎪꃅꎖ

ꅍꑞꑵꌌꎖꆍꁳꇁꌠꉬ”ꄷ。 

37“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
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
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
必蒙饶恕（“饶恕”原文作“释放”）；
38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
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
带按、上尖下流地倒在你们怀
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
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
们。” 

39ꑳꌠꉈꑴꅺꌡꅇꂷꌌꋀꏭꉉ：

“ꊿꑓꋩꑍꂷꐮꈜꏁꄎꑴꅀ？ꋍꑊꐯ

ꇯꊰꃅꐬꇬꃹꁧꌠꀋꉬꅀ？40ꌶꌺꂘꃀ

ꏭꀋꋌꀋꉆ，ꌷꐛꈧꌠꑌ，ꂘꃀꌋꆀ

ꐯꀉꄂꌡ。41ꑞꃅꅽꊿꋅꃺꑌꑓꋪ

ꇬꁉꍰꆏꀕꂿꇈ，ꅽꊨꏦꑓꋪꇬꀀꌠ

ꌩꄹꆏꀕꇬꀋꉪꌠꉬ？42ꅽꊨꏦꑓꋪꇬ

ꀀꌠꌩꄹꆏꋌꀋꂿꑲꆏ，ꆏꈍꃅꅽꊿ

ꋅꃺꑌꏭ：‘ꉢꁳꅽꑓꋪꇬꁉꍰꀖꇫ

ꎭꎻ’ꃅꉉꉆ？ꆏꀋꂄꀕꎴꀕꃅꌠꊿ

ꋋꂷꇆ！ꂴꊨꏦꑓꋪꇬꌩꄹꀖꇫꎭꑲ

ꆀ，ꊁꉜꐚꑓꄧꃅꅽꊿꋅꃺꑌꑓꋪꇬ

39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
“盲人岂能领盲人，两个人不是
都要掉在坑里吗？40学生不能高
过先生；凡学成了的不过和先
生一样。41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
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
木呢？42你不见自己眼中有梁
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
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
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
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
你弟兄眼中的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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ꁉꍰꀖꇫꎭ”ꄷ。 
 

ꌩꁧꌋꆀꋍꌩꋚꇓꂷ 树与其果 
43“ꑞꃅꆏ，ꌩꁧꉾꃪꌠꌩꋚꇓ

ꂷꀋꉾꀋꃪꌠꅑꌠꀋꐥ；ꌩꁧꀋꉾꀋ

ꃪꌠꌩꋚꇓꂷꉾꃪꌠꅑꌠꑌꀋꐥ。

44ꌩꁧꈍꃅꐙꌠ，ꋍꌩꋚꇓꂷꇬꄉꌧ

ꅐꇁꉆ，ꊿꍲꁧꇬꄉꀋꃨꂶꂷꑣꌠꀋ

ꉬ，ꏹꆺꁬꇬꄉꑌꃀꌧꃰꑣꌠꑌꀋ

ꉬ。45ꊿꂂꌠꆏ，ꋍꉌꃀꄸꈐꂄꎔꌠ

ꑌꄉ，ꂄꎔꌠꇫꅐꇁ；ꊿꄸꌠꆏ，ꋍꉌ

ꃀꄸꈐꄷꅠꌠꑌꄉ，ꄷꅠꌠꇫꅐꇁ；ꑞ

ꃅꆏ，ꊿꉌꃀꄸꈐꑞꐛꃅꑋꆏ，ꈂꀸꑌ

ꑞꐭꎼꇁꌠ”ꄷ。 

43“因为没有好树结坏果子；
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44凡树木
看果子，就可以认出它来。人
不是从荆棘上摘无花果，也不
是从蒺藜里摘葡萄。45善人从他
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
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
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
就说出来。” 

 

ꅉꃀꑍꑵ 两种基础 
46“ꆍꊇꑞꃅꉠꏯ‘ꌋꀋ！ꌋ

ꀋ！’ꃅꇴꇈ，ꉠꅇꇬꈴꄉꆏꀋꃅꌠ

ꉬ？47ꊿꉠꄹꇁꄉꉠꅇꈨꇈ，ꇬꍪꄉꈀ

ꃅꌠꆏ，ꉢꋌꊿꈍꃅꐙꂷꌡꌠꉉꆍꇰ：

48ꋋꆹꊿꑲꋉꂷꌡ，ꋌꂴꆏꑲꅉꀊꅼ

ꃅꅤꄉ，ꑲꅉꋌꄻꇓꆈꀋꃀꂷꄩꋉ

ꄉ；ꒈꅐꄮꇬꆏ，ꒉꇁꑳꂶꌠꅸꇬ，ꑲ

ꆹꇙꋏꄷꀋꄹ，ꑞꃅꆏ，ꑲꅉꆹꋉꇓꆈ

ꀋꃀꄩꄉ（ꀊꆨꏂꀨꋍꈨꇬ“ꑞꃅꆏ，ꋈꄻꌊꉾ”

ꃅꅑꌠꐥ）。49ꄚ，ꊿꉠꅇꈨꇈ，ꇬꍪꄉ

ꀋꃅꌠꆏ，ꊿꑳꋌꄻꃄꅉꄩꋉꄉꑠꂷ

ꌡ，ꑲꅉꀋꈬ；ꒉꇁꅸꄷꌦꆏ，ꑳꂶꌠ

ꋋꇅꃅꐡ，ꄷꀋꁧ，ꀉꒉꐯꀉꒉꃅꐡ

ꁧ”ꄷ。 

46“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
主啊！’却不遵我的话行呢？ 
47凡到我这里来，听见我的话就
去行的，我要告诉你们他像什
么人：48他像一个人盖房子，深
深地挖地，把根基安在磐石
上；到发大水的时候，水冲那
房子，房子总不能摇动，因为
根基立在磐石上（有古卷作“因为盖

造得好”）。49惟有听见不去行的，
就像一个人在土地上盖房子，
没有根基；水一冲，随即倒塌
了，并且那房子坏得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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ꂽꉐꏃꌋꁏꐚꂷꋌꉃꌒ 治好百夫长的仆人 

7 ꑳꌠꉹꁌꏭꅇꂷꋋꈨꉉꌐꈭꐨ

ꆏ，ꇁꏦꀙꇊꃹꀐ。2ꀊꄶꇬꂽ 7 耶稣对百姓讲完了这一切的
话，就进了迦百农。2有一 

ꉐꏃꌋꂷꁏꐚꋌꇫꁌꒉꑠꂷꆅꌊꀋꇊ

ꌦꃅꇫꎍ。3ꑠꅹ，ꑳꌠꃆꂮꂽꉐꏃ

ꌋꂶꌠꈧꄮꇬꆏ，ꒀꄠꅡꈭꌟꒉꈍꑍ

ꑹꋌꊂꎭꌊꑳꌠꂿꆹꄉ，ꑳꌠꏭꋍꁏ

ꐚꀑꇬꈭꋏꇁꄷꇖꂟ。4ꋀꊇꇁꑳꌠ

ꄷꑞꄮꇬꆏ，ꋀꏟꈯꀕꃅꇬꏭ：“ꊿ

ꋋꂷꆹꆏꇫꇇꀤꋭꂷꉬ，5ꑞꃅꆏ，ꊿ

ꋋꂷꆹꉪꊇꉹꁌꈧꌠꉂ，ꉪꎁꃅꉻꏑ

ꅉꋌꄻꄉ”ꄷꇖꂟ。6ꄚꄉꑳꌠꋀꐊ

ꁧ。ꋀꇁꌊꊿꑶꌠꄰꑳꋒꑟꇬꆏ，ꂽ

ꉐꏃꌋꂶꌠꋍꐋꀨꈍꑋꑼꋌꇤꅷꑳꌠ

ꂿꆹꄉ，ꇬꏭ：“ꌌꁈꀋ！ꆏꎭꏿꄻꀋ

ꅐꀐ；ꑞꃅꆏ，ꉡꆹꆏꏁꉠꀁꇬꆹꀋ

ꀬ；7ꉢꉜꇬꉠꑴꅉꑌꆎꂿꆹꀋꇎ，ꆏ

ꅇꂷꇬꀉꄂꉉꑲꆏ，ꉠꁏꐚꆹꀋꎪꃅ

ꌒꌠꉬ。8ꑞꃅꆏ，ꉡꆹꌞꌅꈌꇂꃴ

ꐥ，ꉠꇂꃴꑌꂽꇫꐥ；ꉢꂽꋋꂷꏭ：

‘ꁨꒉ’ꄷꇬ，ꋌꒉꌠ；ꉢꂽꀊꋨꂷ

ꏭ：‘ꄚꇁ’ꄷꇬ，ꋌꇁꌠ；ꉢꉠꁏ

ꐚꏭ：‘ꆏꌤꋌꐘꃅ’ꄷꇬ，ꋌꇫꃅ

ꒉꌠꉬ”ꄷ。9ꅇꂷꋋꈨꑳꌠꈨꇈ，

ꑳꌠꋌꇰꏭꃅꐙꄉ，ꋌꏮꇁꊿꋍꊂꈹ

ꐺꈧꌠꏭꑠꃅꉉ：“ꉢꉉꆍꇰ，ꑱꌝ

ꆀꈬꇬꑋꊿꑇꐨꉌꊋꋍꒈꒊꑠꑌꌠꉢ

ꋋꂿꀋꋻ”ꄷ。10ꊿꇤꅷꑳꌠꎹꆹꈧ

ꌠꀱꀁꇬꑞꄮꇬꆏ，ꁏꐚꂶꌠꌒꃅꅍ

ꀋꐥꌠꋀꂿꀐ。 

个百夫长所宝贵的仆人害病快
要死了。3百夫长风闻耶稣的
事，就托犹太人的几个长老去
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4他们到
了耶稣那里，就切切地求他
说：“你给他行这事是他所配得
的。5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给
我们建造会堂。”6耶稣就和他们
同去。离那家不远，百夫长托
几个朋友去见耶稣，对他说：
“主啊！不要劳动；因你到我舍
下，我不敢当；7我也自以为不
配去见你，只要你说一句话，
我的仆人就必好了。8因为我在
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
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
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
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
9耶稣听见这话，就希奇他，转
身对跟随的众人说：“我告诉你
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
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
10那托来的人回到百夫长家里，
看见仆人已经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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ꇂꑱꄉꃆꍸꃀꂷꌺꁳꀱꇫꐥꇁꎻ 在拿因使寡妇之子复活 
11ꊂꄹꉇꆏ，ꑳꌠꇓꈓꇂꑱꂓꑠꂷ

ꇬꁧ，ꋍꌶꌺꌋꆀꊿꈍꒈꑠꁥꑌꋋꐊ

ꐺ。12ꑳꌠꇁꌊꇓꈓꄇꂿꑭꑟꇬꆏ，

ꊾꈨꇓꈓꇬꄉꊿꂿꂷꋀꐔꌊꇁ，ꌦꊿ

ꂶꌠꆹꋍꀉꂿꌺꄂꉬ，ꋍꀉꂿꆹꃆꍸꃀ

ꂷ；ꀊꋨꄮꇬ，ꇓꈓꂶꌠꇬꊿꈍꑋꃅ

ꃆꍸꃀꂶꌠꈿꄉꊿꂿꎭꇁ。13ꃆꍸꃀ

ꂶꌠꌋꊌꂿꇬꆏ，ꋌꇫꎭꃅꉈꇁꄉ，ꋌ

ꃆꍸꃀꂶꌠꏭ：“ꄡꉩꀐ”ꄷ。

14ꄚꄉꋌꀒꁨꄉꋌꉩꈾꁮꏡꌠꇬꄀ，

ꊿꈾꁮꐔꈧꌠꆹꆏꇬꉆꄉꀐ，ꑳꌠꆏ：

“ꄿꏀꀋ！ꉢꅽꏯꄓꇁꄷ”ꃅꉉ。

15ꄚꄉꌦꊿꂶꌠꄓꇫꑌ，ꄷꀋꁧꁱꐭ

ꇈ，ꋌꑳꌠꇱꏮꋍꀉꂿꁵꀐ。16ꊿꈧ

ꌠꃅꋌꇰꌐꄉ，ꋀꊇꏃꃅꌋꏭꀑꒉꑊ

ꒉꄀꄉ，ꑠꃅꉉ：“ꇰꀋꃀꌠꅉꄜꊿ

ꉪꊇꈬꄔꄉꒆꇁꀐ！”ꄷ。ꉈꑴ：

“ꏃꃅꌋꋍꉹꁌꉜꅲꇁꀐ！”ꃅꑌ

ꉉ。17ꋌꌤꋌꐘꃅꌠꃆꂮꆏꒀꄠꑭꊂ

ꌋꆀꀊꈫꀊꇋꑠꇬꀋꈨꅉꀋꐥ。 

11过了不多时（有古卷作“次

日”），耶稣往一座城去，这城名
叫拿因，他的门徒和极多的人
与他同行。12将近城门，有一个
死人被抬出来；这人是他母亲
独生的儿子，他母亲又是寡
妇；有城里的许多人同着寡妇
送殡。13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
她，对她说：“不要哭。”14于是
进前按着杠，抬的人就站住
了。耶稣说：“少年人，我吩咐
你，起来！”15那死人就坐起，
并且说话。耶稣便把他交给他
母亲。16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
神说：“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
起来了！”又说：“神眷顾了他的
百姓！”17他这事的风声就传遍
了犹太和周围地方。 

 

ꋋꑣꒀꉴꄷꄉꇁꌠꊪꑭ 来自施洗约翰的差使 
18ꒀꉴꌶꌺꈧꌠꌤꋋꈨꋀꉉꒀꉴ

ꇰ。19ꌶꌺꑍꂷꒀꉴꇴꌊꇁ，ꋀꊇꋌ

ꇱꇤꅷꌋꄷꁧꄉ：“ꊿꇁꂯꀐꄷꂶꌠ

ꆏꉫꀕ？ꅀꉪꊇꊿꀉꁁꂷꇁꉚꑴꌦꌠ

ꉬ？”ꃅꅲꆹꎻ。20ꒀꉴꌶꌺꑍꂷꌠ

ꇁꌊꑳꌠꄷꄉ：“ꋋꑣꒀꉴꉪꊇꋌꇤ

ꅷ‘ꊿꇁꂯꀐꄷꂶꌠꆏꉫꀕ？ꅀꉪꊇ

ꊿꀉꁁꂷꇁꉚꑴꌦꌠꉬ？’ꃅꆎꅲ

18约翰的门徒把这些事都告
诉约翰。19他便叫了两个门徒
来，打发他们到主那里去，
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
我们等候别人呢？”20那两个人
来到耶稣那里，说：“施洗的约
翰打发我们来问你：‘那将要来
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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ꇁ”ꄷ。21ꀊꋨꄮꇬ，ꑳꌠꆹꊿꆄꈻ

ꌠ，ꊿꉮꌸꌠ，ꊿꑊꋌꐊꌠꑠꈍꑋꃅ

ꋌꉃꌒꌐ，ꋌꉈꑴꂄꃅꄉ，ꑓꋩꌠꈍ

ꑋꁳꑓꂿꉆꎻ。22ꑳꌠꑠꃅꋀꅇꀱ：

“ꆍꊇꁨꒉ，ꆍꈀꂿꈀꈨꌠꌤꈧꌠꃅ

ꉉꒀꉴꇰ：ꊿꑓꋩꌠꑓꂿ，ꐂꀜꌠꈛ

ꎼ，ꊿꆓꒈꉘꐛꌠꁦꎴꅐꀐ，ꊿꇉꁧ

ꌠꈨꉆ，ꊿꌦꌠꀱꐥꇁ，ꌢꎭꌠꌒꅇ

ꊿꁊꇫꇰ。23ꊿꉡꒉꄸꃅꑇꐨꇬꄉꀋ

ꅞꌠꆹꌒꃤꐥꀐ！”ꄷ。 

呢？’”21正当那时候，耶稣治好
了许多有疾病的，受灾患的，
被恶鬼附着的，又开恩叫好些
盲人能看见。22耶稣回答说：
“你们去，把所看见、所听见的
事告诉约翰，就是盲人看见，
瘸者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
耳聋的人听见，死人复活，穷
人有福音传给他们。23凡不因我
跌倒的，就有福了！” 

24ꊿꒀꉴꁆꌌꇁꈧꌠꁧꈭꐨꆏ，

ꌤꆿꒀꉴꃆꂮꑠꑳꌠꉉꉹꁌꇰ，ꋌꑠ

ꃅꉉ：“ꆍꊇꀋꉊꂴꏭꅐꌊꇈꈬꇉꃪ

ꄉꑞꉜꆹ？ꃅꆳꌌꁏꐺꌠꒉꀟꏜꉜꆹꌠ

ꅀ？25ꆍꊇꅐꌊꉈꏭꄉꇯꍝꃅꑞꉜꆹꌠ

ꉬ？ꊿꃢꈜꊫꇵꏦꍠꈚꌠꉜꆹꅀ？ꊿ

ꃢꎔꈚꎔꈚ、ꋚꎔꒉꎔꋠꌠꆹꃰꃅꑷ

ꂿꇬꐥ。26ꆍꊇꅐꌊꉈꏭꃶꐚꃅꑞꉜ

ꆹ？ꅉꄜꊿꉜꆹꌠꉫꀕ？ꉢꉉꆍꇰ，ꉬ

ꑴ，ꋋꆹꅉꄜꊿꏭꀋꋌꃅꀉꒉ。27ꏂ

ꀨꇬꅇꂷ： 
‘ꉢꉠꊩꌺꁆꌌꅽꂴꆽꄉꈜꊨꈜ

ꄐ’ 
ꄷꇫꌠꈁꉉꌠꆹꊿꋋꂷꃆꂮ

ꉬ。 
28ꉢꉉꆍꇰ，ꊿꌋꅪꈀꒆꌠꃅꒀꉴ

ꒊꀋꋌꌠꋍꂷꑋꀋꐥ，ꄚ，ꏃꃅꌋꇩ

ꇬꀄꊭꇊꀄꊭꂶꌠꑋꋌꒈꀋꋌ”

ꄷ。29ꉹꁌꈧꌠꌋꆀꇗꏸꎴꊿꆹꒀꉴ

ꃤꋋꑣꋀꇫꊪꋺꄉ，ꅇꂷꋋꈨꋀꈨꇬ

ꆏ，ꏃꃅꌋꋀꌌꑖꉬꃅꄉ；30ꄚ，ꃔꆀ

24约翰所差来的人既走了，
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你
们从前出去到旷野，是要看什
么呢？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
25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
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穿
华丽衣服、宴乐度日的人是在
王宫里。26你们出去，究竟是要
看什么？要看先知吗？我告诉
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
了。27经上记着说： 

‘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
预备道路。’ 
所说的就是这个人。 
 

28我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
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然
而神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
29众百姓和税吏既受过约翰的
洗，听见这话，就以神为义；
30但法利赛人和律法师没有受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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ꌏꊿꌋꆀꄹꏦꂘꃀꆏ，ꒀꉴꋋꑣꋀꇬ

ꀋꊪꄉ，ꊨꏦꎁꃅꏃꃅꌋꉪꐪꋀꇤꇫ

ꎭꀐ。 

约翰的洗，竟为自己废弃了神
的旨意。 

31ꌋꉈꑴꑠꃅꉉ：“ꑠꉬꑲꆏ，ꉢ

ꑞꌌꃅꋊꋋꋏꊿꅺꌡꉆꂯ？ꋀꊇꆹꑞ

ꌡꀋ？32ꀋꇊꆏꀉꑳꌺꏦꈜꇬꑌꄉ，ꐮ

ꏯ： 
‘ꉪꊇꆍꏭꐪꆮꂢꇬ，ꆍꊇꀜꀋ

ꐂ； 
ꉪꊇꆍꏭꉙꉩꏽꇬ， 
ꆍꊇꀋꉩ’ꃅꏄꈨꌡ。 

33ꋋꑣꌠꒀꉴꇁꇈ，ꋌꋙꑌꀋꋠ，

ꎦꑌꀋꅝꇬꆏ，ꆍꄹꇬ，‘ꋌꑊꋌ

ꐊ’ꄷ。34ꊾꌺꇁꇈ，ꋌꋟꑌꋠ，ꅜ

ꑌꅝꇬꆏ，ꆍꄹꇬ‘ꋋꆹꋚꇢꎧꇢ

ꂷ，ꇗꏸꎴꊿꌋꆀꑽꊿꐋꀨꂷꉬ’

ꄷ。35ꄚ，ꌧꅍꂿꅍꆹꊿꌧꅍꂿꅍꐥ

ꌠꌌꉬꌠꃅꄉ”ꄷ。 

31主又说：“这样，我可用什
么比这世代的人呢？他们好像
什么呢？32好像孩童坐在街市
上，彼此呼叫说： 

‘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
舞； 
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啼
哭。’ 

33施洗的约翰来，不吃饼，
不喝酒，你们说他是被鬼附着
的。34人子来，也吃也喝，你们
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
和罪人的朋友。35但智慧之子都
以智慧为是。” 

 

ꌋꅪꑽꃤꐤꂷꏆꃤꊌ 有罪妇人蒙赦免 
36ꃔꆀꌏꊾꂷꑳꌠꋌꇴꌊꋀꏤꁹ

ꁧ；ꄚꄉꑳꌠꋍꏤꋙꋠꁧ。37ꇓꈓꀊ

ꋨꂷꇬꌋꅪꑽꃤꐥꑠꂷꐥ，ꑳꌠꃔꆀ

ꌏꊾꑷꅍꁹꇁꌠꋌꅉꐚꈭꐨꆏ，ꅿꉗ

ꌒꋌꊐꄉꌠꑽꏃꃴꍚꀕꑠꏢꋌꌌꇁ，

38ꋌꇁꑳꌠꊂꆈꉆꇈ，ꊁꆏꑳꌠꏸꑭꏢ

ꁮꑌꄉꑳꉨ，ꋍꑓꁴꊰꑳꌠꑭꁆꇬꉖ

ꇬꆏ，ꋍꀍꑐꌊꋌꌩꀊꃶꇫꎭ，ꄷꀋ

ꁧ，ꈂꀸꌌꀋꆏꃅꑳꌠꏸꑭꇬꁬ，ꉈꑴ

ꅿꉗꌒꋌꀕꉷꌊꑳꌠꏸꑭꇬꌎ。39ꑳ

ꌠꌵꌠꃔꆀꌏꊿꂶꌠꌤꋍꑠꋌꊌꂿꇬ

36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
他吃饭；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
里去坐席。37那城里有一个女
人，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
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盛香
膏的玉瓶，38站在耶稣背后，挨
着他的脚哭，眼泪湿了耶稣的
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
用嘴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
上。39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
事，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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ꆏ，ꋍꄸꈐꇬ：“ꀋꄸꄷ，ꊿꋋꂷꅉ

ꄜꊾꂷꉬꑲꆏ，ꌋꅪꇇꌌꋌꐙꋋꂷꆹ

ꈀꄸꉬ、ꊿꈍꃅꐙꂷꉬꌠꀋꎪꃅꋌ

ꅉꐚꄡꑟ，ꌋꅪꋋꂷꆹꑽꊿꂷꉬꌠꑌ

ꋌꅉꐚꄡꑟ”ꉂꃅꉪ。40ꑳꌠꇬꏭ：

“ꑭꂱ，ꉢꅇꂷꆏꉇꅍꐥ”ꄷ。ꑭ

ꂱꆏꇬꏭ：“ꂘꃀꀋ！ꁨꉉ”ꄷ。

41ꑳꌠꇬꏭ：“ꊿꑍꂷꎆꌌꁈꎝꁯ，ꋍ

ꂷꆏꐎꉬꊰꑾꁯ；ꉈꑴꋍꂷꆏꐎꉬꒀ

ꁯ；42ꊿꋋꑍꂷꐯꇯꎝꊒꀋꄐꐛꅹꃅ，

ꎆꌌꁈꂶꌠꂄꃅꄉꎝꈧꌠꄖꋍꑊꏆꇫ

ꎭ。ꆏꉜꇬꊿꋋꑍꂷꈀꄸꂶꌠꄈꀊ

ꅰꃅꎆꌌꁈꂶꌠꉂ？”ꄷ。43ꑭꂱ

ꆏ：“ꉢꉜꇬꎝꀉꑌꃅꄻꇬꏆꂶꌠ”

ꄷ。ꑳꌠꆏꇬꏭ：“ꅽꉉꅇꉬ”

ꄷ。44ꋍꈭꐨꆏ，ꋌꏮꇁꌋꅪꂶꌠꉜ

ꄉ，ꑭꂱꏭꑠꃅꉉ：“ꌋꅪꋋꂷꆏꂿ

ꀐꀞ？ꉢꆍꏤꃹꇁꇬ，ꆏꀆꐒꂯꌌꉠꏸ

ꑭꒉꀋꋌ；ꄚ，ꌋꅪꋋꂷꆹꋍꑓꁴꌌꉠ

ꏸꑭꊭꇈꋍꀍꑐꌊꌩꀊꃶ。45ꆏꉠꁧ

ꇉꂯꀋꁬ；ꄚ，ꌋꅪꋋꂷꆹꉢꑳꇬꃹꇁ

ꄷꆏ，ꀋꆏꃅꉠꏸꑭꇬꁬ。46ꆏꒀꋌ

ꂯꌌꉠꀂꏾꇬꀋꌎ，ꄚ，ꌋꅪꋋꂷꆹꅿ

ꉗꌒꋌꌌꉠꏸꑭꇬꌎ。47ꑠꅹ，ꉢꉉ

ꆎꇰ，ꋍꑽꃤꈍꑋꈍꑋꃅꄻꋌꏆꀐ，

ꑞꃅꆏ，ꋍꉂꐪꀊꅼꐯꀊꅼ，ꑽꃤꀁ

ꑌꃅꏆꌠꆹꉂꐪꑌꀁꑌꌠ”ꄷ。48ꄚ

ꄉꑳꌠꆏꌋꅪꂶꌠꏭ：“ꅽꑽꃤꄻꆏ

ꏆꀐ”ꄷ。49ꊿꑳꌠꈿꄉꋙꋠꈧꌠ

ꆏꄸꈐꇬ：“ꊿꋋꂷꆹꈀꄸꉥ，ꑽꃤ

ꇯꄻꊿꏆꄎꌠꉬꂯ？”ꃅꉪ。50ꑳꌠ

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
的女人，乃是个罪人。”40耶稣
对他说：“西门！我有句话要对
你说。”西门说：“夫子，请
说。”41耶稣说：“一个债主有两
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五十两
银子，一个欠五两银子；42因为
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
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
哪一个更爱他呢？”43西门回答
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
耶稣说：“你断得不错。”44于是
转过来向着那女人，便对西门
说：“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了
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
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
用头发擦干。45你没有与我亲
脸；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
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
46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
人用香膏抹我的脚。47所以我告
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
因为她的爱多；但那赦免少
的，他的爱就少。”48于是对那
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49同
席的人心里说：“这是什么人，
竟赦免人的罪呢？”50耶稣对那
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
安安地回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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ꆏꌋꅪꂶꌠꏭ：“ꅽꑇꐨꆎꈭꋏꀐ，

ꋬꂻꈨꅪꃅꀱꁧꌶ！”ꄷ。 
 

ꑳꌠꊂꈹꌠꌋꅪꊈ 跟从耶稣的妇女们 

8 ꊁꀊꉗꀋꐛꃅ，ꑳꌠꆹꇓꈓꌋꆀ

ꑲꇽꋍꂷꇫꈁꐛꌠꃅꏮꈴꄉꇗ 8 过了不多日，耶稣周游各城
各乡传道，宣讲神国的福 

ꅉꁊ，ꏃꃅꌋꇩꃆꂮꌒꅇꄜꊾꇰ，ꁆ

ꄻꊩꌺꊰꑋꑼꌠꋋꐊꐺ，2ꉈꑴꌋꅪꂴ

ꏭꑊꋌꄷꅠꌠꐊꇈ，ꆄꈻꇱꐒꈄꄉꑳ

ꌠꇱꉃꌒꀐꑠꈍꑍꑹꑌꋋꐊꐺ，ꋀꈬ

ꄔꃀꄊꇁꄉꇁꌠꂷꆀꑸꄷꂶꌠꇫꐊ，

ꋍꇭꀧꇬꄉꑊꋌꏃꂷꑳꌠꇱꈹꇫꎭ

ꋺ；3ꉈꑴꑝꇊꌅꃀꏤꂱꈈꈐꌒꑮꃀꒀ

ꑸꇂꇫꐊ，ꉈꑴꌠꌒꇂꌋꆀꌋꅪꀉꁁ

ꈍꑋꑠꈨꑌꇫꐊ，ꋀꊇꐯꇯꊨꏦꎆꋚ

ꑠꌌꑳꌠꌋꆀꑳꌠꌶꌺꈧꌠꇇꀤ。 

音。和他同去的有十二个门
徒，2还有被恶鬼所附、被疾病
所累、已经治好的几个妇女，
内中有称为抹大拉的马利亚，
曾有七个鬼从她身上赶出来；
3又有希律的家宰苦撒的妻子约
亚拿，并苏撒拿，和好些别的
妇女，都是用自己的财物供给
耶稣和门徒。 

 

ꋚꇕꇗꌠꅺꌡꁮꅉ 撒种的比喻 
4ꊿꈍꑋꈍꑋꃅꇁꌊꋍꈜꏓ，ꉈꑴ

ꊿꀋꆏꃅꇓꈓꈧꌠꇬꄉꇁꌊꑳꌠꂿꇁ

ꄮꇬ，ꑳꌠꅺꌡꁮꅉꌌꉉꋀꊇꇰ，ꋌ

ꄹꇬ：5“ꊿꋚꇕꇗꑠꂷꅐꌊꋚꇕꇗ

ꁧ；ꇗꄮꇬ，ꇗꂷꀜꈛꁧꎍꌠꐥ，ꊿꈝ

ꂾꇬꈴꌠꇱꌌꄔꈻꇈ，ꃅꃴꇬꉌꊭꉌ

ꇓꇱꉄꅝꇫꎭꌐ。6ꀜꇓꆈꀋꃀꄩꎍ

ꌠꐥ，ꅿꇁꄷꌦꆏ，ꈬꐙꀐ，ꑞꃅꆏ，

ꃅꆊꀋꑌꄉꈲꋌꀋꊌ。7ꀜꍲꏪꇬꃹ

ꌠꐥ，ꍱꌋꆀꐯꈽꒆꇈ，ꊁꆏꍲꇱꆼ

ꒆꄉꀐ。8ꉈꑴꀜꃄꅉꆊꑌꅉꇬꃹꌠ

ꐥ，ꁦꒆꇁꇈ，ꂶꂷꉏꁧꁦꎆꃅꅑ”

ꄷ。ꑳꌠꉉꅷꄚꑟꇬꆏ，ꋌꃚꐕꉐꐓ

ꄉꊿꈧꌠꏭ：“ꅺꅑꈨꉆꌠꆏ，ꇫꅲ

4当许多人聚集，又有人从
各城里出来见耶稣的时候，耶
稣就用比喻说：5“有一个撒种的
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
路旁的，被人践踏，天上的飞
鸟又来吃尽了。6有落在磐石上
的，一出来就枯干了，因为得
不着滋润。7有落在荆棘里的，
荆棘一同生长，把它挤住了。
8又有落在好土里的，生长起
来，结实百倍。”耶稣说了这些
话，就大声说：“有耳可听的，
就应当听。” 



ꇊꏦꌒꅇ  8 205 路加福音  8 

 

ꄡꑟ！”ꄷ。 
 

ꅺꌡꁮꅉꉉꌠꒉꄸ 比喻的目的 
9ꌶꌺꈧꌠꆏꑳꌠꏭꅺꌡꁮꅉꋋꂷ

ꑞꄜꄷꅲ。10ꑳꌠꋀꏭ：“ꏃꃅꌋꇩ

ꌧꊋꂾꊋꌠꂁꌤꆹꄻꆍꁳꀉꄂꅉꐚ

ꎻ；ꊿꀉꁁꈧꌠꆏ，ꅺꌡꅇꌌꉉꄉ， 
ꋀꊇꁳꉜꇬꊌꀋꂿ， 
ꅲꇬꐞꀋꉅꎻ”ꄷ。 

9门徒问耶稣说：“这比喻是
什么意思呢？”10他说：“神国的
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至于别
人，就用比喻， 

叫他们看也看不见， 
听也听不明。” 

 

ꋚꇕꇗꌠꅺꌡꁮꅉꉉꀽ 解释撒种的比喻 
11“ꅺꌡꁮꅉꋋꂷꄜꐨꆏꋍꑠ：

ꇗꂷꆹꏃꃅꌋꇗꅉꉬ。12ꇗꂷꀜꈛꁧ

ꎍꈧꌠꆏ，ꊿꇗꅉꈨꈭꐨ，ꊁꀊꉗꀋ

ꐛꃅ，ꋀꑇꇈꈭꋏꊌꏦꄉ，ꑊꋌꌌꁈ

ꇁꌊꋀꉌꂵꇬꄉꇗꅉꋋꈨꋌꇑꌊ

ꁧ。13ꀜꇓꆈꀋꃀꄩꎍꈧꌠꆏ，ꊿꇗ

ꅉꈨꈭꐨ，ꉌꇿꑓꇿꃅꇗꅉꊪ，ꄚ，ꉌ

ꂵꇬꐴꀋꑌꄉ，ꋀꊇꋍꇅꇬꀉꄂꑇ，ꊁ

ꎖꉺꌠꊝꇈꎞꁧꀐ；14ꇗꂷꀜꍲꏪꇬ

ꃹꈧꌠꆏ，ꊿꇗꅉꈨꈭꐨ，ꋋꍂꇬꐒ

ꊀꐨ、ꎆꋚ、ꋟꅝꈩꌒꌠꇱꆼꒆꄉ，

ꂶꂷꈯꌠꅑꇁꀋꄐ。15ꇗꂷꀜꃄꅉꆊ

ꑌꅉꇬꃹꈧꌠꆏ，ꊿꇗꅉꈨꈭꐨꆏ，

ꇗꅉꋀꄻꀋꎪꀋꑴꌠ、ꂄꎔꌠꉌꂵ

ꇬꊐꄉ，ꄷꀋꁧ，ꋰꄉꂶꂷꅑ”ꄷ。 

11“这比喻乃是这样：种子就
是神的道。12那些在路旁的，就
是人听了道，随后魔鬼来，从
他们心里把道夺去，恐怕他们
信了得救。13那些在磐石上的，
就是人听道，欢喜领受，但心
中没有根，不过暂时相信，及
至遇见试炼就退后了。14那落在
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走
开以后，被今生的思虑、钱
财、宴乐挤住了，便结不出成
熟的子粒来。15那落在好土里
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
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
结实。” 

 

ꌬꅍꇂꃴꂷꇭ 器皿下的灯 
16“ꊿꂷꇭꄔꄉꇈꌬꅍꌌꉱꄉꅀ

ꄻꀀꈤꇂꃴꊐꄉꌠꐥꀋꇮ；ꀱꌊꂷꇭ

ꄻꂷꇭꄈꅉꇬꄉꇈ，ꊿꈏꃹꇁꈧꌠꁳ

ꊌꂿꉆꎻ。17ꑞꃅꆏ，ꌤꆿꂁꄉꌠꆹ

16“没有人点灯用器皿盖上，
或放在床底下，乃是放在灯台
上，叫进来的人看见亮光。17因
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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ꅔꅐꀋꇁꌠꀋꐥ；ꌤꆿꉱꄉꌠꆹꅔꁖ

ꀋꇁꌠꀋꐥ。18ꑠꅹ，ꆍꊇꆹꈍꃅꄉꅇ

ꅲꌠꋓꉪꁨꄡꑟ，ꑞꃅꆏ，ꐥꈧꌠꆏ，

ꉈꑴꁦꎆꇱꋌꁳ；ꀋꐥꈧꌠꆏ，ꋍꊨꏦ

ꉪꇬꐥꑴꉂꍇꌠꂯꇑꌊꁧ”ꄷ。 

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被人知
道的。18所以，你们应当小心怎
样听；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
他；凡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
的，也要夺去。” 

 

ꑳꌠꀉꂿꌋꆀꀁꑳ 耶稣的母亲和弟兄 
19ꑳꌠꀉꂿꌋꆀꋍꀁꑳꈧꌠꇁ

ꀐ，ꊿꀉꑌꇨꄉ，ꋀꊇꑳꌠꄷꆹꀋ

ꄐ。20ꊿꑳꌠꏭ：“ꅽꀉꂿꌋꆀꅽ

ꀁꑳꈧꌠꀊꄶꉈꏭꉆ，ꋀꊇꆎꂿꏾ

ꄷ”ꃅꉉꌠꐥ。21ꄚ，ꑳꌠꆏ：“ꏃ

ꃅꌋꇗꅉꅲꇈꇬꍪꄉꃅꈧꌠꆏ，ꉠꀉ

ꂿ、ꉠꃺꃶꀁꑳꉬꀐ”ꄷꇬꏭꅇ

ꀱ。 

19耶稣的母亲和他弟兄来
了，因为人多，不得到他跟
前。20有人告诉他说：“你母亲
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见你。”
21耶稣回答说：“听了神之道而
遵行的人，就是我的母亲、我
的弟兄了。” 

 

ꒈꂃꒊꆱꆏ 平静风浪 
22ꋍꑍꆏ，ꑳꌠꌋꆀꋍꌶꌺꐂꇁꇉ

ꇬꑌꇈ，ꌶꌺꈧꌠꏭ：“ꉪꊇꇉꑌꎿ

ꅶꁉꁧꂿ”ꄷ。ꋀꊇꇉꋀꇵꌊꁧ。

23ꋀꊇꎿꇬꈴꐺꄮꇬꆏ，ꑳꌠꆹꀀꑌꇴ

ꀐ。ꎿꇬꋋꇅꃅꆲꇨꁏꇁꄉ，ꇉꇶꌠ

ꈐꏭꎿꒉꐛꀐ，ꋀꊇꆽꀠꂯꄉꀐ。

24ꋌꋍꌶꌺꇱꀀꄖꎼꇁꄉ，ꋍꏭ：“ꂘ

ꃀꀋ，ꂘꃀꀋ，ꉪꊇꀑꇬꁮꂯꄉꀐ”

ꄷ。ꑳꌠꀀꑌꇁꇈ，ꆲꇨꌋꆀꒈꂃꒊ

ꆱꈧꌠꏭꊨꀖ；ꒈꂃꒊꆱꆏꄉ，ꂱꀕ

ꏵꀕꀐ。25ꑳꌠꋀꏭ：“ꆍꊇꑇꐨꉌ

ꊋꇿꃹꁧꌠꉬ？”ꃅꉉ。ꋀꊇꆏꏷ

ꑌꋀꏸꏦ、ꇯꑌꋀꋌꇰꄉ：“ꊿꋋ

ꂷꇯꍝꃅꈀꄸꂷꉬꂯ？ꋌꃅꆳꌋꆀꒈ

ꂃꏭꉉꇬ，ꃅꆳꌋꆀꒈꂃꂯꋍꅇꃅ

22有一天，耶稣和门徒上了
船，对门徒说：“我们可以渡到
湖那边去。”他们就开了船。
23正行的时候，耶稣睡着了。湖
上忽然起了暴风，船将满了
水，甚是危险。24门徒来叫醒了
他，说：“夫子，夫子，我们丧
命啦！”耶稣醒了，斥责那狂风
大浪；风浪就止住，平静了。
25耶稣对他们说：“你们的信心
在哪里呢？”他们又惧怕，又希
奇，彼此说：“这到底是谁？他
吩咐风和水，连风和水也听从
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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ꅲ”ꃅꐮꏯꉉ。 
 

ꇱꇁꌜꊿꑊꋌꐊꌠꑳꌠꉃꌒ 治好格拉森被污鬼附的人 
26ꋀꊇꇁꌊꇱꇁꌜ（ꀊꆨꏂꀨꋍꈨꇬꆏ

“ꏦꄊꇁ”ꃅꅑ）ꊿꀀꅉꇬꑟ，ꃅꄷꋌꈚꆏ

ꏤꆀꀕꅶꁉꐛ。27ꑳꌠꐂꅔꇬꅜꄷ

ꆏ，ꇓꈓꇬꊿꑊꋌꐊꑠꂷꋍꏭꉜꄉ

ꇁ。ꊿꋋꂷꈍꉗꏢꃢꈜꀋꈚ，ꑳꇬꀋ

ꀀꃅꄃꁧꇬꀉꄂꀀꀐ。28ꑳꌠꋌꊌꂿ

ꇬꆏ，ꋌꎼꑳꌠꂾꄉ，ꇇꑭꃃꇵꀕꃅ

ꃚꐕꉐꐓꄉꑠꃅꏅ：“ꋍꉎꀋꐥꌠꏃ

ꃅꌋꌺꑳꌠꀋ！ꉢꋋꂷꅽꃴꅐꅍꑞ

ꐥ？ꆏꑴꌠꈧꊰꀕꃅꉢꁳꎬꅧꄡ

ꎽ！”ꄷ。29ꑞꃅꆏ，ꑳꌠꆹꀋꎴꀋ

ꈻꑊꋌꏭꊿꂶꌠꇭꀧꇬꄉꅐꇁꄷꉉ

ꋺ。ꊿꋋꂷꆹꈍꑋꃢꃅꑊꋌꇱꅸꐺ

ꄉ，ꊿꌌꎸꉗꌋꆀꑬꎤꊐꄉ，ꊿꇱꐏ

ꄉꇬꎷ，ꄚ，ꎸꉗꋌꇽꆼꈘꇫꎭꇈ，ꋌ

ꑊꋌꇱꅸꇈꈬꇉꃪꏹꐺ。30ꑳꌠꇬ

ꏭ：“ꆏꑞꂓ？”ꄷꅲ，ꋌꄹꇬ：

“ꉡꆹꊈꂓ”ꄷ，ꑠꆹꑊꋌꈍꑋꈍꑋ

ꃅꋍꇭꀧꇬꀀꒉꄸ。31ꑊꋌꈧꌠꑳꌠ

ꏭ，ꋀꁳꃅꐬꉱꀋꅑꅉꇬꃹꁧꄡꎽꄷ

ꇖꂟ。32ꉘꁌꇬꆏ，ꃮꈍꒈꊈꀊꄶ

ꐥ。ꑊꋌꑳꌠꏭꋀꁳꃮꊇꌠꇬꃹꆹꎻ

ꄷꇖꂟꄉ，ꑳꌠꈌꁧꀐ。33ꑊꋌꈧꌠ

ꊿꂶꌠꇭꀧꄉꅐꌊꃮꊇꌠꇬꃹꁧꌐ

ꀐ。ꄚꄉꃮꊇꌠꑇꃪꇬꊐꄉ，ꊰꎿꇬ

ꃹꇈ，ꒉꅜꌦꌐꀐ。34ꃮꆫꊿꈧꌠꌤ

ꋌꐘꋀꊇꊌꂿꄉꁈꁧꀐ，ꋀꀥꇓꈓꌋ

ꆀꑘꃅꁡꇤꇬꄉ，ꌤꋌꐘꋀꉉꊾꇰ

ꁧ。35ꉹꁌꇁꌊꌤꑞꇫꅐꌠꉜꇁ，ꑳ

26他们到了格拉森（有古卷作

“加大拉”）人的地方，就是加利利
的对面。27耶稣上了岸，就有城
里一个被鬼附着的人迎面而
来。这个人许久不穿衣服，不
住房子，只住在坟茔里。28他见
了耶稣，就俯伏在他面前，大
声喊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
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求你
不要叫我受苦！”29是因耶稣曾
吩咐污鬼从那人身上出来。原
来这鬼屡次抓住他；他常被人
看守，又被铁链和脚镣捆锁，
他竟把锁链挣断，被鬼赶到旷
野去。30耶稣问他说：“你名叫
什么？”他说：“我名叫群。”这
是因为附着他的鬼多，31鬼就央
求耶稣，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
坑里去。32那里有一大群猪在山
上吃食。鬼央求耶稣，准他们
进入猪里去；耶稣准了他们。
33鬼就从那人出来，进入猪里
去。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
在湖里，淹死了。34放猪的看见
这事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
乡下的人。35众人出来要看是什
么事；到了耶稣那里，看见鬼
所离开的那人，坐在耶稣脚
前，穿着衣服，心里明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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ꌠꄷꑟꈭꐨꆏ，ꊿꑊꋌꋋꐞꁧꀐꂶꌠ

ꑳꌠꂾꑌ，ꃢꈜꑌꈚꐺ，ꉌꂵꑌꃱꐚ

ꀐꌠꋀꊌꂿꇬꆏ，ꋀꊇꏸꏦꀐ。36ꊿ

ꌤꋌꐘꂿꌠꆏ，ꊿꑊꋌꐊꂶꌠꈍꃅꑳ

ꌠꇱꈭꋏꎼꇁꌠꉉꋀꊇꇰ。37ꄚꄉ，

ꇱꇁꌜꀊꈫꀊꇋꀀꌠꊿꃅꌤꋌꐘꋀꋌ

ꇷꄉ，ꑳꌠꏭꈧꊰꀕꃅꋀꃅꄷꄡꐥꃅ

ꁧꄷꇖꂟ；ꑠꃅꄉ，ꑳꌠꐂꇉꇬꑌꄉꀱ

ꁧꀐ。38ꊿꑊꋌꋋꐞꁧꀐꂶꌠꀂꑳꌠ

ꐊꁧꄷꈧꊰꀕꃅꇖꂟ；ꄚ，ꋌꑳꌠꇱ

ꇤꅷꀁꇬꁧꎻ，ꑳꌠꇬꏭ：39“ꆏꀱ

ꀁꇬꁧꄉ，ꏃꃅꌋꈍꃅꅽꇭꀧꇬꌤꇰ

ꀋꃀꌠꃅꌠꄜꁊꁧ”ꄷ。ꊿꂶꌠꁧ

ꀐ，ꑳꌠꈍꃅꋍꇭꀧꇬꌤꇰꀋꃀꌠꃅ

ꌠꋌꌌꇓꈓꋋꂷꇬꄉꄜꉺꈴ。 

来，他们就害怕。36看见这事
的，便将被鬼附着的人怎么得
救告诉他们。37格拉森四围的
人，因为害怕得很，都求耶稣
离开他们；耶稣就上船回去
了。38鬼所离开的那人恳求和耶
稣同在；耶稣却打发他回去，
39说：“你回家去，传说神为你
做了何等大的事。”他就去，满
城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
的事。 

 

ꑸꇇꀋꃋꌋꆀꌋꅪꌦꒉꆄꂷꑳꌠꉃꌒ 治好睚鲁女儿和血漏妇女 
40ꑳꌠꀱꏤꆀꀕꇀꄮꇬꆏ，ꉹꁌꈧ

ꌠꋋꇁꉚꄉ，ꄓꌊꋋꋩꇁꌐ。41ꊿꉻ

ꏑꅉꇬꏲꂠꌠꑸꇇꂓꑠꂷꇁꌊꇇꑭꃃ

ꇵꀕꑳꌠꂾꅞ，ꑳꌠꏭꋍꏤꁧꄷꇖ

ꂟ。42ꑞꃅꆏ，ꋍꀋꃋꄂꊰꑋꈓꍇꌠ

ꌦꂯꄉꀐ。ꑳꌠꋀꏤꁦꄮꇬ，ꉹꁌꋋ

ꆼꑐꐺ。 

40耶稣回来的时候，众人迎
接他，因为他们都等候他。41有
一个管会堂的，名叫睚鲁，来
俯伏在耶稣脚前，求耶稣到他
家里去；42因他有一个独生女
儿，约有十二岁，快要死了。
耶稣去的时候，众人拥挤他。 

43ꌋꅪꃅꐎꊰꑋꈓꌦꒉꆅꊌꀐꑠ

ꂷꇫꐊ，ꋍꎆꃀꈁꁨꈀꇤꃅꋌꌌꆅꉁ

ꊿꄷꆅꉚꄉꃸꅐꌐꀐꇬ，ꊿꋍꆅꉃꌒ

ꄎꌠꋍꂷꑋꀋꐥ。44ꋌꇁꌊꑳꌠꊂꆈ

ꄉ，ꋌꉩꑳꌠꃢꈜꏾꂪꇬꄀꇬꆏ，ꋍ

ꌦꒉꆅꌠꋋꇅꃅꌒꀐ。45ꑳꌠꆏ：

“ꊿꉡꉩꂶꌠꈀꄸꉬ？”ꃅꅲ。ꊿ

ꈧꌠꀂꉬꄷꑠꂷꇬꀋꐥ；ꀺꄮꌋꆀꊿ

43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
的血漏，在医生手里花尽了她
一切养生的，并没有一人能医
好她。44她来到耶稣背后，摸他
的衣裳繸子，血漏立刻就止住
了。45耶稣说：“摸我的是谁？”
众人都不承认；彼得和同行的
人都说：“夫子，众人拥拥挤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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ꋋꐊꐺꈧꌠꃅ：“ꂘꃀꀋ！ꉹꁌꆼ

ꃹꎬꑐꇨꄉ，ꊿꈷꆏꄀꌠꉬꀞ”ꄷ（ꀊ

ꆨ꒰ꀨꋍꈨꆏꄚꇬ“ꆏꊿꉡꉩꂶꌠꈀꄸꃅꅲꑴꌦꅀ？”

ꃅꅑ）。46ꑳꌠꆏ：“ꊿꉡꉩꌠꐥꀐ，

ꑞꃅꆏ，ꊋꃤꈨꉠꇭꀧꇬꄉꅐꁧꌠꉢ

ꌌꉪꀐ”ꄷ。47ꌋꅪꂶꌠꋌꑳꌠꂾ

ꂁꀋꄐꌠꋌꅉꐚꇬꆏ，ꑑꃹꏾꌌꀕꃅ

ꇁꌊꇇꑭꃃꇵꀕꑳꌠꂾꅞꄉ，ꋌꑞꃅ

ꑳꌠꉩꌠ，ꋍꆅꈍꃅꇇꈤꃅꌒꀐꌠꑠ

ꉹꁌꂾꄉꋌꉉꎼꇁꌐ。48ꑳꌠꋍꏭ：

“ꀋꃋꀋ！ꅽꑇꐨꆎꈭꋏꀐ，ꋬꂻꈨ

ꅪꃅꀱꁧꌶ”ꄷ。 

紧靠着你（有古卷在此有“你还问摸我

的是谁吗？”）。”46耶稣说：“总有人
摸我，因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
上出去。”47那女人知道不能隐
藏，就战战兢兢地来俯伏在耶
稣脚前，把摸他的缘故和怎样
立刻得好了，当着众人都说出
来。48耶稣对她说：“女儿，你
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去
吧！” 

49ꅇꉉꑌꃅꄉꄮꇬꆏ，ꊾꈨꉻꏑ

ꅉꏲꊿꂶꌠꏤꅍꄉꇁꌊꑠꃅꉉ：“ꅽ

ꀋꃋꌦꀐ，ꌧꃀꎭꄡꏿꀐ”ꄷ。50ꑳ

ꌠꆹꅇꂷꋋꇬꋌꈨꇈ，ꋌꉻꏑꅉꏲꊿ

ꂶꌠꏭ：“ꏸꏦꌋꀋꌸ，ꆏꑇꌦꐥ，

ꅽꀋꃋꆹꀋꎪꃅꈭꋏꊊꌠꉬ”ꄷ。

51ꑳꌠꇁꌊꋍꏤꑟꇬꆏ，ꀺꄮ、ꒀ

ꉴ、ꑸꇱꌋꆀꀉꑳꍇꌠꀉꂿꀉꄉꀉ

ꄂꑲꆏ，ꊿꀉꁁꈧꌠꁳꋋꐊꈏꃹꆹꀋ

ꎽ。52ꋋꇅꇬ，ꊿꈧꌠꃅꀉꑳꍇꌠꐛ

ꅹꃅꄸꅣꄉꉩꌐ，ꑳꌠꋀꊇꏯ：“ꄡ

ꉩꀐ，ꋌꌦꀐꌠꀋꉬ，ꋌꀀꑌꇴꌠ”

ꄷ。53ꊿꈧꌠꆹꀉꑳꍇꌠꌦꀐꌠꋀꅉ

ꐚꄉ，ꀱꌊꑳꌠꒊ。54ꀉꑳꍇꌠꇇꑳ

ꌠꌭꄉ：“ꀋꃋꀋ，ꄓꇁꌶ！”ꃅ

ꇴ。55ꀉꑳꍇꌠꒌꆠꀱꉈꑴꋍꇭꀧꇬ

ꃹꇁꄉ，ꋋꇅꃅꋌꄓꇁꀐ，ꋍꈭꐨꆏ，

ꑳꌠꊿꈧꌠꏭꊵꑵꍈꎹꋋꍈꄷꉉ。

56ꋍꀉꂿꀉꄉꑋꆹꋌꇰꈌꉛꀕ；ꑳꌠꆹ

49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
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
死了，不要劳动夫子。”50耶稣
听见就对他说：“不要怕，只要
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51耶
稣到了他的家，除了彼得、约
翰、雅各，和女儿的父母，不
许别人同他进去。52众人都为这
女儿哀哭捶胸。耶稣说：“不要
哭，她不是死了，是睡着了。”
53他们晓得女儿已经死了，就嗤
笑耶稣，54耶稣拉着她的手，呼
叫说：“女儿，起来吧！”55她的
灵魂便回来，她就立刻起来
了。耶稣吩咐给她东西吃。56她
的父母惊奇得很；耶稣嘱咐他
们，不要把所做的事告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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ꋀꊇꏯꌤꋌꐘꉉꊿꄡꇰꄷ。 
 

ꌶꌺꊰꑋꑼꌠꊪꎼꁧ 差遣十二门徒 

9 ꁆꄻꊩꌺꊰꑋꑼꌠꑳꌠꇱꇴꌊꋍ

ꈜꄉ，ꌅꈌꊋꃤꑊꋌꈀꐥꌠꄩꊋ 
9 耶稣叫齐了十二个门徒，给

他们能力、权柄，制伏一切 
ꌠꌋꆀꆄꈻꊰꑋꑟꌠꉃꄻꄎꌠꋌꄻꋀ

ꊇꁵꇈ，2ꋀꊇꋌꁆꌌꏃꃅꌋꇩꇗꅉꄜ

ꁊ、ꊿꆅꉁꁧꎻ；3ꑳꌠꋀꊇꏯ：“ꈛ

ꎼꈜꈴꐹꄮꇬ，ꄯꁯꌋꆀꐣꁙꄡꌌ，

ꋠꅍꌋꆀꐎꎆꃀꑠꄡꌌ，ꀂꄁꑍꈬꑌꄡ

ꌌ。4ꆍꊇꊿꑞꑷꅍꃹꄿꂿ，ꀊꄶꇬ

ꀀꅸꆍꁦꄮꑟ。5ꀋꄸꄷ，ꀊꋨꈚꇬ

ꊿꆍꋨꏦꀋꅲꑲꆏ，ꆍꊇꇓꈓꀊꋨꂷ

ꇬꐞꁦꄮꇬꆏ，ꆍꏸꑭꄚꄉꈑꋍꈧꌠ

ꇤꇫꎭꄉ，ꋀꊇꆹꑽꌠꅇꊪꌬꋀꀦ”

ꄷ。6ꌶꌺꈧꌠꉈꏭꁧꀐ，ꋀꊇꇁꌊꑲ

ꇽꁡꇤꈧꌠꏮꈴꃅꌒꅇꄜꁊ，ꊿꆅ

ꉁ。 

的鬼，医治各样的病，2又差遣
他们去宣传神国的道，医治病
人；3对他们说：“行路的时候，
不要带拐杖和口袋，不要带食
物和银子，也不要带两件褂
子。4无论进哪一家，就住在那
里，也从那里起行。5凡不接待
你们的，你们离开那城的时
候，要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
见证他们的不是。”6门徒就出
去，走遍各乡宣传福音，到处
治病。 

 

ꑝꇊꐒꊀꐨ 希律的忧虑 
7ꏱꅉꀁꐯꌠꌅꃀꑝꇊꆹ，ꌤꑳꌠ

ꈀꃅꌠꋌꊌꈨꇬꆏ，ꋍꉌꂵꎍꀋꐽ，

ꑞꃅꆏ，ꊾꈨꄹꇬ：“ꋋꆹꒀꉴꌦꈬ

ꇬꄉꀱꐥꇁꌠ”ꄷ；8ꉈꑴꊾꈨꄹꇬ：

“ꋋꆹꑱꆀꑸꇫꅐꇁꌠ”ꄷ；ꊿꉈꑴ

ꋍꈨꄹꇬꆏ：“ꋋꆹꅉꄜꊿꀋꉊꂴꇫ

ꐥꋺꑠꂷꀱꐥꇁꌠꉬ”ꄷ。9ꑝꇊꆏ

ꑠꃅꉉ：“ꒀꉴꀂꏾꉢꇱꇽꇫꎭꀐ，

ꊿꋋꂷꈀꄸꂷꉥ，ꋍꌤꑠꃅꐙꑠꉢꊌ

ꈨꌠꉬꂯ？”ꄷ。ꑠꅹ，ꑝꇊꌅꃀꑳ

ꌠꂿꏾ。 

7分封的王希律听见耶稣所
做的一切事，就游移不定；因
为有人说：“是约翰从死里复
活；”8又有人说：“是以利亚显
现；”还有人说：“是古时的一个
先知又活了。”9希律说：“约翰
我已经斩了，这却是什么人？
我竟听见他这样的事呢？”就想
要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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ꊿꉬꄙꑹꋠꂊ 给五千人吃饱 
10ꁆꄻꊩꌺꀱꇁꀐ，ꌤꋀꈀꃅꌠ

ꋀꉉꑳꌠꇰ；ꄚꄉꋀꊇꀋꌋꀕꃅꑳꌠ

ꏃꀊꄶꄉꐞꇁꇈ，ꇓꈓꂷꇬꉜꄉꁧ，

ꇓꈓꀊꋨꂷꆹꀨꌏꄊꂓ。11ꄚ，ꉹꁌ

ꅉꐚꄉ，ꋀꊇꑳꌠꊂꈹꁧ；ꑳꌠꋀꊇ

ꋨꏦ，ꏃꃅꌋꇩꇗꅉꋌꉉꋀꊇꇰ，ꊿ

ꆅꉁꄻꅐꈧꌠꑌꋌꇱꉃꌒ。12ꉘꁮꈢ

ꆈꃹꂯꄮꇬꆏ，ꁆꄻꊩꌺꊰꑋꑼꌠꇁ

ꌊꑳꌠꏭ：“ꉹꁌꏭꁭꁘꌊꀊꈫꀊꇋ

ꁡꇤꇬꄉꀀꅉꑋꅉꌋꆀꋠꅍꎹꁧꄷ，

ꑞꃅꆏ，ꉪꄚꇬꆹꇈꈬꇉꃪꉬ”ꄷ。

13ꑳꌠꆏꌶꌺꏭ：“ꆍꊇꋚꄻꋀꊇ

ꍈ”ꄷ。ꌶꌺꈧꌠꆏ：“ꉪꊇꎬꁱ

ꉬꂷꌋꆀꉛꑍꏢꀉꄂꐥ，ꉪꊇꋠꅍꃼ

ꌊꊿꋋꈨꍈꇁꌠꀋꉬꑲꆏ，ꋠꀋꇎ

ꀐ”ꄷ。14ꀊꋨꄮꇬ，ꊻꂷꁦꋠꀉꄂ

ꇬ，ꉬꄙꑹꀑꂪꐥ。ꑳꌠꆏꁆꄻꊩꌺ

ꈧꌠꏭ：“ꋀꏭꋍꎆꋍꎆꃅꇫꑌꄉ

ꄷ，ꀑꐱꃅꉬꊰꑹꋍꎆꃅꄉ”ꄷ。

15ꌶꌺꈧꌠꑠꃅꀕꄉ，ꊿꈧꌠꁳꇫꑌ

ꄉꎻ。16ꎬꁱꉬꂷꌠꌋꆀꉛꑍꏢꌠꑳ

ꌠꐕꌊꂿꃅꇬꉜꄉꋬꇖꈨꂟꇈ，ꋌꏼ

ꄉꄻꌶꌺꁵ，ꋀꄻꊿꈧꌠꂴꆽꅞꄉ。

17ꋀꊇꐯꇯꋠ，ꄷꀋꁧꋠꂊꀐ；ꇫꋒꌠ

ꎄꀕꃀꀕꈧꌠꋀꏓꐯꇯꎼꇁꇬ，ꊮꇁ

ꊰꑋꂷꇬꐛ。 

10使徒回来，将所做的事告
诉耶稣；耶稣就带他们暗暗地
离开那里，往一坐城去，那城
名叫伯赛大。11但众人知道了，
就跟着他去；耶稣便接待他
们，对他们讲论神国的道，医
治那些需医的人。12日头快要平
西，十二个门徒来对他说：“请
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乡
村里去借宿，找吃的，因为我
们这里是野地。”13耶稣说：“你
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
不过有五个饼、两条鱼，若不
去为这许多人买食物，就不
够。”14那时，人数约有五千。
耶稣对门徒说：“叫他们一排一
排地坐下，每排大约五十个
人。”15门徒就如此行，叫众人
都坐下。16耶稣拿着这五个饼、
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掰开，
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17他们
就吃，并且都吃饱了；把剩下
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
篮子。 

 

ꀺꄮꄹꇬꑳꌠꆹꏢꄖꉬꄷ 彼得认耶稣为基督 
18ꑳꌠꊨꏦꃅꈼꂟꄮꇬ，ꌶꌺꈧꌠ

ꑌꋌꈽꀊꄶꐥ，ꑳꌠꋀꊇꏯ：“ꉹꁌ

18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门
徒也同他在那里。耶稣问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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ꄹꇬꉢꈀꄸꉬꄷ？”ꄷꅲ。19ꋀꊇ

ꆏ：“ꊿꋍꈨꄹꇬꆹ，ꋋꑣꒀꉴꉬꄷ；

ꋍꈨꄹꇬꆹ，ꑱꆀꑸꉬꄷ；ꉈꑴꋍꈨꄹ

ꇬꆹ，ꀊꆨꅉꄜꊿꀱꐥꇀꂷꉬꄷ”ꄷ

ꉉ。20ꑳꌠꆏ：“ꆍꄹꇬꉢꈀꄸ

ꉬ？”ꄷꅲ。ꀺꄮꆏꇬꏭ：“ꆎꆹꏃ

ꃅꌋꌊꄻꄉꌠꏢꄖꉬ”ꄷꅇꀱ。 

说：“众人说我是谁？”19他们
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
人说是以利亚；还有人说是古
时的一个先知又活了。”20耶稣
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
说：“是神所立的基督。” 

 

ꑳꌠꋍꉮꃤꌋꆀꀱꐥꇁꌠꃆꂮꅉꄜ 耶稣预言受难和复活 
21ꑳꌠꏟꈯꀕꃅꋀꊇꏯꌤꋌꐘꉉ

ꈀꄸꑌꄡꇰꄷ；22ꋌꉈꑴ：“ꊾꌺꆹꀋ

ꎪꃅꎭꃤꅧꃤꈍꑋꃅꊝ，ꋋꆹꅡꈭꌟ

ꒉ、ꆦꑝꌟꒉꌋꆀꁱꂷꌤꃅꊿꈧꌠ

ꇱꍞꇫꎭ，ꄷꀋꁧ，ꊿꇱꌉꇫꎭ，ꄚ，

ꌕꑍꐛꄹꉇꆏꀱꐥꇁ”ꄷꉉ。23ꋍꈭ

ꐨꆏ，ꑳꌠꉹꁌꏭꑠꃅꉉ：“ꀋꄸꄷ，

ꊿꉠꊂꈹꏾꌠꐥꑲꆏ，ꋌꋍꊨꏦꂶꌠ

ꇤꇫꎭꄉ，ꋍꑍꋑꀋꋒꋍꌩꏍꀵꌊꉠ

ꊂꈹꇁꄡꑟ。24ꑞꃅꆏ，ꊿꋍꊨꏦꀑ

ꇬ（“ꀑꇬ”ꅀ“ꒌꆠ”，ꄚꐰꑌꐯꌟ）ꈀꈭꋏ

ꂿꄷꌠꆏ，ꀋꎪꃅꀑꇬꁮ；ꉠꎁꃅꀑꇬ

ꈀꁮꆏ，ꀋꎪꃅꀑꇬꈭꋏꊊꌠꉬ。

25ꀋꄸꄷ，ꊾꂷꋧꃅꋋꂷꃅꋌꍍꅜ

ꇈ，ꊨꏦꀑꇬꆏꄚꁠ，ꊨꏦꀑꇬꁮꑲ

ꆏ，ꈲꏣꑞꂷꐥꂯ？26ꊿꉡꌋꆀꉠꇗꅉ

ꋀꌌꎲꄏꑊꏦꅍꃅꄉꈧꌠꆏ，ꊾꌺꋍ

ꊨꏦꀑꑊꁤꇅꀕꌠꌋꆀꉬꉎꀉꄉ、

ꌃꎔꉬꉎꊩꌺꀑꑊꁤꇅꀕꌠꇬꄉꀁꋌ

ꐛꇁꄮꇬꆏ，ꄡꇗꊿꀊꋨꂷꋌꌌꎲꄏ

ꑊꏦꅍꃅꄉ。27ꉢꇯꍝꃅꉉꆍꊇꇰ，

ꊿꄚꉆꌠꋍꈨꆹꌦꃤꋀꇫꈌꑟꀋꋻꑴ

ꌦꇯꆐ，ꏃꃅꌋꇩꀋꎪꃅꋀꊌꂿꌠ

21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不
可将这事告诉人；22又说：“人
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
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
杀，第三日复活。”23耶稣又对
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
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
来跟从我。24因为凡要救自己生
命的（“生命”或作“灵魂”。下同），必
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
的，必救了生命。25人若赚得全
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
己，有什么益处呢？26凡把我和
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自
己的荣耀里，并天父与圣天使
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把
那人当作可耻的。27我实在告诉
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
尝死味以前必看见神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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ꉬ”ꄷ。 
 

ꑳꌠꇴꐈꉻꐈ 耶稣改变形象 
28ꅇꂷꋋꈨꉉꈭꐨꉆꑍꀊꇈꐛꇬ

ꆏ，ꀺꄮ、ꒀꉴꌋꆀꑸꇱꑳꌠꇱꏃꉘ

ꁌꇬꄉꈼꂟꁧ。29ꈼꂟꑌꃅꄉꄮꇬ

ꆏ，ꋍꀑꑊꐛꐈꀐ，ꃢꈜꈧꌠꐈꌌꐍꊭ

ꀕ、ꏁꌬꀕ。30ꋋꇅꃅ，ꃀꑭꌋꆀꑱ

ꆀꑸꑋꇁꌊꑳꌠꏭꅇꉉ；31ꋀꊇꁨꑭ

ꁤꇅꀕꌠꈬꇬꄉꅐꇁ，ꌤꑳꌠꌦꌠꃆ

ꂮꌧꍣ，ꑠꆹꑳꌠꑳꇊꌒꇌꄉꈀꃅꐛꇁ

ꌠꌤꈧꌠꉬ。32ꀺꄮꌋꆀꋍꐋꀨꈧꌠ

ꉞꃅꀀꑌꇴꀐ，ꋀꊇꀀꑌꇀꄮꇬꆏ，ꑳ

ꌠꁨꑭꁤꇅꀕꌠꋀꊌꂿ，ꄷꀋꁧꊿꑳ

ꌠꈿꇬꉆꑍꂷꌠꑌꋀꊌꂿ。33ꊿꋋꑍ

ꂷꑳꌠꄷꄉꁦꄮꇬꆏ，ꀺꄮꑳꌠꏭ：

“ꂘꃀꀋ！ꉪꊇꄚꇬꐥꇬꃪꐯꃪ，ꄚ

ꇬꁁꑳꌕꂷꄵꄉꉆ，ꋍꂷꄻꆏꁳ，ꋍ

ꂷꄻꃀꑭꁵ，ꋍꂷꄻꑱꆀꑸꁵ”ꄷ。

ꄚ，ꀺꄮꆹꊨꏦꑞꉉꌠꋌꇬꀋꌧ。

34ꀺꄮꅇꂷꋋꈨꉉꄮꇬ，ꃅꄂꌅꇁꌊꋀ

ꄩꉱ；ꋀꊇꃅꄂꇬꃹꄉ，ꋀꏸꏦ。

35ꃅꄂꇬꃚꋒꑵꇫꅐꇁꄉ，ꑠꃅꉉ：

“ꋋꆹꉠꌺꉬ，ꉢꈀꌋꄉꌠ（ꏂꀨꄯꒉꋍꈨ

ꇬꆏ“ꋋꆹꉠꌺꉢꇫꉂꂶꌠꉬ”ꃅꅑ），ꆍꊇꐯꇯ

ꋍꅇꃅ”ꄷ。36ꃚꋒꆏꀐ，ꑳꌠꀉꄂ

ꀊꄶꐥꌠꋀꊌꂿ。ꀊꋨꄮꇬ，ꌶꌺꆹ

ꌤꋀꈀꂿꌠꋀꇬꀋꉉ，ꋍꑵꑋꉉꊿꀋ

ꇰ。 

28说了这话以后约有八天，
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
山去祷告。29正祷告的时候，他
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
光。30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
人同耶稣说话；31他们在荣光里
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
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
32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盹，既清
醒了，就看见耶稣的荣光，并
同他站着的那两个人。33二人正
要和耶稣分离的时候，彼得对
耶稣说：“夫子，我们在这里真
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
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
亚。”他却不知道所说的是什
么。34说这话的时候，有一朵云
彩来遮盖他们；他们进入云彩
里就惧怕。35有声音从云彩里出
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
拣选的（有古卷作“这是我的爱子”），
你们要听他。”36声音住了，只
见耶稣一人在那里。当那些日
子，门徒不提所看见的事，一
样也不告诉人。 

 

ꀉꑳꑊꋌꐉꂷꋌꉃꌒ 治好被污鬼附的孩子 
37ꊁꄹꉇ，ꋀꊇꉘꁌꇬꄉꀁꋌꇁꇬ 37第二天，他们下了山，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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ꆏ，ꊿꈍꑋꇁꌊꑳꌠꋩꇁ。38ꊿꈧꌠ

ꈬꇬꊾꂷ：“ꌧꃀꀋ！ꈧꊰꀕꃅꉠ

ꌺꊼꇅꉜꇁ，ꑞꃅꆏ，ꋋꆹꉠꌺꄂꍈ

ꉬ！39ꋌꑊꋌꇱꒃꅜꄉꋋꇅꃅꏅ；ꑊꋌ

ꉈꑴꋌꁳꑬꀜꇇꏾ、ꈂꀸꃴꁮꃴꍔ

ꃅꐙꎻ，ꄷꀋꁧꃛꐯꃛꃅꋌꉮ，ꋍꄷ

ꐞꇬꊋꐯꊋ。40ꉢꅽꌶꌺꏭꑊꋌꋋꂷ

ꈹꇫꎭꄷꇖꂟꋺ，ꄚ，ꋀꊇꇬꈹꀋ

ꄐ”ꄷ。41ꑳꌠꆏ：“ꀊꑴ！ꃅꋊꑇ

ꑌꀋꑇ、ꑽꈜꇬꑌꍬꋋꋏ，ꉢꆍꄚꇬ

ꐥꄉ，ꆍꋋꈨꂾꋰꄉꅷꈍꄮꇬꑟꂯ

ꇆ？ꅽꌺꏃꌊꉠꄹꇁꌶ！”ꄷ。42ꀉ

ꑳꂶꌠꇀꄮꇬꆏ，ꑊꋌꇱꇵꇬꄚꄉ，ꀉ

ꑳꂶꌠꋌꎼꑬꀜꇇꏾꀙꐯꀙ。ꑳꌠ

ꑊꋌꀋꎴꀋꈻꂶꌠꏭꊨꀖꄉ，ꀉꑳꂷ

ꌠꋌꉃꌒꇈ，ꋌꏮꀉꑳꀉꄉꇱꀐ。

43ꉹꁌꈧꌠꃅꏃꃅꌋꄐꐨꀉꒉꌠꋀꋌ

ꇰꌐ（“ꄐꐨꀉꒉ”ꅀ“ꀑꑊꏦꒉꋦ”ꃄꑌ

ꍑ）。 

有许多人迎见耶稣。38其中有一
人喊叫说：“夫子！求你看顾我
的儿子，因为他是我的独生
子。39他被鬼抓住，就忽然喊
叫；鬼又叫他抽风，口中流
沫，并且重重地伤害他，难以
离开他。40我求过你的门徒，把
鬼赶出去，他们却是不能。”
41耶稣说：“嗳！这又不信又悖
谬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
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将你
的儿子带到这里来吧！”42正来
的时候，鬼把他摔倒，叫他重
重地抽风。耶稣就斥责那污
鬼，把孩子治好了，交给他父
亲。43众人都诧异神的大能（“大

能”或作“威荣”）。 

 

ꑳꌠꉈꑴꋍꊨꏦꌦꌠꃆꂮꅉꄜ 耶稣再次预言他的死 
ꊿꈧꌠꑳꌠꃅꐪꑽꑌꈧꌠꋀꋌꇰ

ꄮꇬꆏ，ꑳꌠꋍꌶꌺꏭ：44“ꉢꉉꆍꇰ

ꌠꅇꂷꋋꈨꅲꅳꀧꇬꊐꄉ，ꑞꃅꆏ，

ꊾꌺꊿꇱꏮꊿꇇꈐꊐꂯꄉꀐ”ꄷ

ꉉ。45ꄚ，ꋀꊇꆹꅇꂷꋋꇬꋀꋋꐞꀋ

ꉅ，ꑞꃅꆏ，ꅇꂷꋋꇬꄜꐨꆹꂁꉱꄉꌠ

ꉬ，ꋀꁳꇫꐝꉅꀋꄐꎻ，ꋀꊇꑌꅇꂷ

ꋋꇬꑞꄜꌠꅲꀋꀬ。 

耶稣所做的一切事，众人正
希奇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
44“你们要把这些话存在耳中，
因为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
45他们不明白这话，意思乃是隐
藏的，叫他们不能明白，他们
也不敢问这话的意思。 

 

ꈀꄸꄈꀉꒉꌐ？ 谁将是最大的？ 
46ꌶꌺꈧꌠꈬꄔꇬꈀꄸꄈꀉꒉꌐ 46门徒中间起了议论，谁将



ꇊꏦꌒꅇ  9 215 路加福音  9 

 

ꂯꃅꑠꈋꍣꐺ。47ꑳꌠꆹꋀꉌꂵꄸꈐ

ꑞꉪꌠꋌꉜꅐꇁꄉ，ꀉꑳꍈꋌꏃꇁꇈ，

ꀉꑳꍇꌠꁳꋍꏢꁮꇬꉆꄉꎻ，48ꋀꏭꑠ

ꃅꉉ：“ꊿꉠꂓꎁꃅꀉꑳꋋꂷꈀꋩꈀ

ꏦꌠꆏ，ꉡꋩꉡꏦꌠꉬ；ꉡꈀꋩꈀꏦꌠ

ꆏ，ꉢꋌꊪꎼꇁꂶꌠꋨꏦꌠꉬ。ꆍꊇ

ꈬꄔꀄꊭꐯꀄꊭꂶꌠꆹꇰꀋꃀꂶꌠ

ꉬ”ꄷ。 

为大。47耶稣看出他们心中的议
论，就领一个小孩子来，叫他
站在自己旁边，48对他们说：
“凡为我名接待这小孩子的，就
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就是
接待那差我来的。你们中间最
小的，他便为大。” 

 

ꀋꄙꀋꑣꌠꆏꇇꀤꌠꉬ 不敌挡就是帮助 
49ꒀꉴꑳꌠꏭꑠꃅꉉ：“ꂘꃀꀋ！

ꊾꂷꅽꂓꄜꄉꑊꋌꈹꌠꉪꊌꂿꇈ，ꉪ

ꋋꏢꋌꇋ；ꑞꃅꆏ，ꋌꉪꊇꌋꆀꐮꐊ

ꄉꅽꊂꀋꈹ”ꄷ。50ꑳꌠꆏ：“ꋍ

ꏭꄡꏢꄡꇍ，ꑞꃅꆏ，ꆍꊇꀋꄙꀋꑣ

ꌠꆏ，ꆍꇇꀤꌠꉬ”ꄷ。 

49约翰说：“夫子，我们看见
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
禁止他；因为他不与我们一同
跟从你。”50耶稣说：“不要禁止
他；因为不敌挡你们的，就是
帮助你们的。” 

 

ꌒꂷꆀꑸꊿꆹꌋꋨꏦꀋꋻ 撒玛利亚人不接待主 
51ꑳꌠꏃꃅꌋꇱꋩꌊꄩꁧꄮꑟꇁ

ꂯꄉꀐ，ꋌꉪꄉꏤꄉꑳꇊꌒꇌꉜꄉ

ꁧ，52ꋍꊩꌺꈨꋌꇱꇤꅷꂴꁧꎻ。ꊩ

ꌺꈧꌠꇁꌊꌒꂷꆀꑸꑲꇽꂷꇬꑟꄉꋍ

ꎁꃅꊨꄐ。53ꄚ，ꑳꌠꑳꇊꌒꇌꉜꄉ

ꁧꌠꉬꐛꅹ，ꌒꂷꆀꑸꊿꑳꌠꋨꏦꀋ

ꅲ。54ꋍꌶꌺꑸꇱꌋꆀꒀꉴꑋꌤꋌꐘ

ꋍꑊꂾꄮꇬꆏ，ꑠꃅꉉ：“ꌋꀋ！ꆏꉪ

ꁳꃆꄔꏭꃅꃴꇬꄉꊰꇁꄉ，ꑱꆀꑸꈀ

ꃅꋺꌠꌟꃅ，ꊿꋋꈨꐗꇫꎭꄷꎻꅀ（ꀊ

ꆨꏂꀨꋍꈨꇬꆏꁱꂷ“ꑱꆀꑸꈀꃅꌠꌟꃅ”ꋋꈨꇬꀋ

ꅑ）？”ꄷ。55ꑳꌠꏮꇁꌶꌺꑍꂷꌠꏭ

ꊨꄉ：“ꆍꉌꃀꈍꃅꐙꌠꆍꋋꅉꀋ

ꐚ，56ꊾꌺꇁꌠꆹ，ꊿꀑꇬꈔꋏꇁꌠꀋ

51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
到，他就定意向耶路撒冷去，
52便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他们
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
为他预备。53那里的人不接待
他，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54他
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
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
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
利亚所做的吗（有古卷无“像以利亚所

作的”数字）？”55耶稣转身责备两
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
你们并不知道。56人子来不是要
灭人的性命（“性命”或作“灵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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ꉬꃅ，ꊿꀑꇬꈭꋏꇁꌠꉬ”ꄷ。ꉉꅉ

ꃅꋀꊇꆹꑲꇽꀉꁁꑠꏭꉜꄉꁧꀐ（ꀊꆨꏂ

ꀨꋍꈨꇬꆏ“ꑳꌠꏮꇁꌶꌺꑍꂷꌠꏭꊨꇈ，ꑲꇽꀉꁁꑠ

ꇬꉜꄉꁧꀐ”ꃅꀉꄂꅑ）。 

同），是要救人的性命。”说着就
往别的村庄去了（有古卷只有五十五

节首句，五十六节末句。）。 

 

ꑳꌠꊂꈹꌠꄐꏤꐨ 跟随耶稣的准备 
57ꋀꊇꈛꎼꐹꄮꇬꆏ，ꊿꑳꌠꏭ：

“ꆏꇿꁧꄿꂿ，ꉢꅽꊂꈹꀐ”ꃅꉉ

ꂷꐥ。58ꑳꌠꆏ：“ꀉꐩꃅꐬꀀꅉ

ꁨ，ꃅꃴꉌꊭꉌꇓꈋꀧꁨ，ꄚ，ꊾꌺꆹ

ꀂꏾꄈꅉꂷꇯꀋꊌ”ꄷ。59ꋌꉈꑴ

ꊿꀉꁁꂷꏭ：“ꉠꊂꈹꇁ”ꄷ。

ꄚ，ꊿꂶꌠꆏ：“ꌋꀋ！ꉢꁳꂴꀁꇬ

ꄉꉠꀉꄉꐗꄁꇫꎭꁧꎻ”ꄷ。60ꑳ

ꌠꋍꏭ：“ꌦꌠ（ꊿꑳꌠꀋꑇꄉꊿꒌꆠꌦꀐꌠꌗ

ꈧꌠꄜ）ꁳꄿꐨꃅꋀꌦꊿ（ꊿꇭꀧꌦꀐꈧꌠꄜ）

ꐗꄁꎻ，ꆎꆹꏃꃅꌋꇗꅉꁊꁦꌦꐥ”

ꄷ。61ꉈꑴꊿ：“ꌋꀋ！ꉡꆹꅽꊂꈹ

ꂯ，ꄚ，ꂴꉢꁳꄉꉠꀁꇬꊿꈧꌠꏭꐞ

ꅇꄜꁧꎻ”ꄷꉉꂷꑌꐥ。62ꑳꌠꑠꃅ

ꉉ：“ꇇꄻꌩꈪꇬꌭꄉꑲꆀ，ꏮꉈꑴ

ꉜꑠꆹ，ꏃꃅꌋꇩꇬꃹꀋꋭꌠꉬ”

ꄷ。 

57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人
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
我要跟从你。”58耶稣说：“狐狸
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
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59又对
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人
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
父亲。”60耶稣说：“任凭死人埋
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
神国的道。”61又有一人说：
“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
辞别我家里的人。”62耶稣说：
“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
的国。” 

 

ꊿꏃꊰꑹꑳꌠꊪꎼꁧ 耶稣差遣七十人 

10 ꋍꈭꐨꆏ，ꌋꉈꑴꊿꏃꊰꑹꋌ

ꌋꄉ，ꋀꊇꑍꂷꑍꂷꋍꁥꃅ 10 这事以后，主又设立七
十个人，差遣他们两个 

ꋌꁆꌊꂴꏭꄉ，ꇓꈓꌋꆀꃅꄷꋌꇫꈀ

ꁧꂿꄷꈧꌠꇬꁧꎻ；2ꋌꋀꊇꏯꑠꃅ

ꉉ：“ꋚꁧꎳꄻꅐꌠꆹꀉꑌꃅꐥ，ꄚ，

ꊾꑭꊿꇇꆹꀁꑌꇨ，ꑠꅹ，ꋚꁧꌌꁈ

ꏭꇖꂟꄉ，ꋌꁳꊿꀉꑌꃅꇤꅷꋚꁧꎴ

两个地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
到的各城各地方去；2就对他们
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
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
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3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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ꁧꎻꄡꑟ。3ꆍꊇꁨꁧꌶ！ꆍꊇꉢꊪ

ꎼꁧꇬ，ꑾꌺꆿꈬꃹꌠꌡ。4ꆍꊇꎆꃀ

ꊐꅍꄡꌌ，ꁀꎿꄡꌌ，ꑬꅮꑌꄡꌌ；ꈝ

ꃀꇬꑌꌞꊿꏭꅇꄡꄜ。5ꆍꊇꑞꑷꅍ

ꃹꄿꂿ，ꂴꇬꏭ：‘ꆍꋋꑷꃅꋬꂻꈨ

ꅪꅊꇈ’ꄷ。6ꀋꄸꄷ，ꀊꄶꇬꊿꋬ

ꂻꊌꋭꌠꇬꀀꑲꆏ（“ꊿꋬꂻꊌꋭꌠ”ꑝꇂꉙ

ꇬꆏ“ꋬꂻꌺ”ꃅꅑ），ꆍꊇꈀꇖꈁꂟꌠꋬ

ꂻꆹꀋꎪꃅꇁꊿꀊꋨꑷꅍꌵꌠꉬ；ꑠꀋ

ꉬꑲꆏ，ꋬꂻꆹꀱꆍꃤꐛꀐ。7ꆍꊇꊿ

ꀊꋨꑷꅍꀀꄉ，ꋀꑞꄻꆍꍈꆍꄎꆏ，

ꆍꑞꋠꑞꅝ，ꑞꃅꆏ，ꑘꃅꊿꆹꃄꁌꊌ

ꄡꑟꌠꉬ，ꊿꋋꑷꅍꄉꄓꌊꀊꋨꑷꅍ

ꀀꁧꃅꄡꃅ。8ꆍꊇꇓꈓꑞꂷꇬꃹꄿ

ꂿ，ꀋꄸꄷꊿꆍꊇꋨꏦꑲꆏ，ꑟꑵꄻ

ꆍꂾꅞꆏ，ꆍꊇꑞꋠꇬꎷ。9ꇓꈓꂶꌠ

ꇬꊿꆅꌠꉃꄻꄉ，ꋀꏭ：‘ꏃꃅꌋꇩ

ꆍꌋꆀꀊꎴꃅꀋꇢꀐ’ꄷꉉ。10ꆍ

ꊇꇓꈓꑞꂷꇬꃹꄿꂿ，ꀋꄸꄷ，ꀊꄶ

ꇬꊿꆍꊇꀋꋩꀋꏦꑲꆏ，ꆍꐯꇯꏦ꓀

ꇬꄉꑠꃅꉉ：11‘ꆍꇓꈓꇬꈑꋍꉪꏸ

ꑭꇬꅑꌠꇯꆍꂾꄉꉪꇤꇫꎭ；ꑠꃅꑴ

ꇬ，ꆍꊇꆹꏃꃅꌋꇩꀊꎴꃅꀋꇢꀐꌠ

ꆍꅉꐚꄡꑟ’ꄷ。12ꉢꉉꆍꇰ，ꀞꇽ

ꄹꉇꆏ，ꌙꄏꂷꈀꊝꌠꑗꉘꆹꇓꈓꀊ

ꋨꂷꈀꊝꌠꏭꀋꋌꃅꈝꐮꌠꉬ！”

ꄷ。 

们去吧！我差你们出去，如同
羊羔进入狼群。4不要带钱囊，
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在路
上也不要问人的安。5无论进哪
一家，先要说：‘愿这一家平
安。’6那里若有当得平安的人
（“当得平安的人”原文作“平安之子”），
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
家；不然，就归与你们了。 
7你们要住在那家，吃喝他们所
供给的，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
当的；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 
8无论进哪一城，人若接待你
们，给你们摆上什么，你们就
吃什么。9要医治那城里的病
人，对他们说：‘神的国临近你
们了。’10无论进哪一城，人若
不接待你们，你们就到街上
去，11说：‘就是你们城里的尘
土粘在我们的脚上，我们也当
着你们擦去；虽然如此，你们
该知道神的国临近了。’12我告
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所多
玛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
呢！” 

 

ꇓꈓꉪꁏꀋꇁꌠꏭꊨꀖ 责备不醒悟的城 
13“ꇰꇁꑪꀋ！ꆏꉮꃤꐥꀐ！ꀨꌏ

ꄊꀋ！ꆏꉮꃤꐥꀐ！ꑞꃅꆏ，ꉢꆍꈬꄔ

ꄉꈀꃅꌠꄐꐨꇣꋲꈧꌠ，ꀋꄸꄷ，ꌌ

13“哥拉汛哪，你有祸了！伯
赛大啊，你有祸了！因为在你
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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ꄫꇊꌋꆀꑭꄓꄉꃅꑲꆏ，ꋀꊇꆹꈍꄮ

ꇬꇯꆐꇭꀧꃆꁁꈚ、ꀂꏾꈑꆠꏃꄉ，

ꃄꅉꇬꑌꄉꉪꁏꄺꀱꀐ。14ꀞꇽꄹꉇ

ꆏ，ꄫꇊꌋꆀꑭꄓꈀꊝꌠꑗꉘꆹꆍꑗ

ꉘꏭꀋꋌꃅꊝꈝꐮ。15ꏦꀙꇊꀋ！ꆏ

ꐕꌊꉬꉎꇬꆹꂯꄉꀐꅀ（ꅀ“ꆏꉬꉎꇬꑟ

ꀐ”ꃄꑌꍑ）？ꄚ，ꆎꆹꊁꇁꋍꑍꆏꀋꎪꃅ

ꆷꅉꃴꏦꑳꐎꇬꊐꌠꉬ”ꄷ。16ꋌꉈ

ꑴꌶꌺꏭ：“ꊿꆍꊇꅇꃅꌠꆹꉠꅇꃅ

ꌠꉬ；ꊿꆍꊇꄘꑣꌠꆹꉡꄘꑣꌠꉬ；ꉡ

ꄘꑣꌠꆏ，ꉢꋌꁆꎼꇁꂶꌠꏭꄘꑣꌠ

ꉬ”ꄷ。 

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
坐在地上悔改了。14当审判的日
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
们还容易受呢！15迦百农啊，你
将要升到天上吗（或作“你已经升到

天上。”）？将来必推下阴间。”
16又对门徒说：“听从你们的就
是听从我；弃绝你们的就是弃
绝我；弃绝我的就是弃绝那差
我来的。” 

 

ꊿꏃꊰꑹꌠꀱꇁ 七十个人回来 
17ꊿꀊꋨꏃꊰꑹꉌꇿꑓꇿꃅꀱꇁ

ꄉ，ꑠꃅꉉ：“ꌋꀋ！ꅽꂓꐛꅹꃅ，ꑊ

ꋌꑋꉪꅇꃅꀐ”ꄷ。18ꑳꌠꋀꊇꏯ：

“ꌑꄉꃅꆗꌠꌟꃅꀕꃴꇬꄉꊰꇁꌠꉢ

ꊌꂿꋺ。19ꁮ꒰ꌋꆀꁮꇥꑑꄩꄔꈻꄎ

ꌠ、ꁮꐚꈀꐥꌠꊋꃤꄩꊋꄎꌠꌅꈌꆹ

ꉢꏮꆍꁳꄉꀐ，ꆍꉮꄎꌠꑞꑌꀋꐥ。

20ꄚ，ꆍꊇꆹꑊꋌꆍꅇꃅꅲꀐꒉꄸꃅꉌ

ꄡꇿꃅ，ꆍꂓꁱꉬꉎꇬꄀꄉꌠꒉꄸꃅ

ꉌꇿꄡꑟ”ꄷ。 

17那七十个人欢欢喜喜地回
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
是鬼也服了我们。”18耶稣对他
们说：“我曾看见撒但从天上坠
落，像闪电一样。19我已经给你
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
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
什么能害你们。20然而，不要因
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
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 

 

ꑳꌠꉌꇿꐨ 耶稣的欢乐 
21ꀊꋨꇬꆏ，ꑳꌠꌃꎔꒌꇱꌵꉌ

ꐡꄉꇿꐯꇿꌊꑠꃅꉉ：“ꀉꄉꀋ！ꉬ

ꉎꉬꐮꌋꀋ！ꉢꅽꏯꈀꎭꀕ！ꑞꃅꆏ，

ꌤꋋꈨꆏꄻꊿꀑꁮꅺꐳ、ꌧꈴꂿꈴ

ꌠꂾꂁꄉ，ꀉꑳꀿꏂꏭꆹꌤꋋꈨꄇꇖ

ꀕꃅꇫꅐꇁ。ꀉꄉꀋ！ꉬꑴ，ꑞꃅꆏ，

21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
动就欢乐，说：“父啊，天地的
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
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
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
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22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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ꅽꉪꇐꎔꃨꌠꊇꅉꇯꆐꑠꃅꐙꌠꉬ。

22ꈀꐥꌠꃅꐯꇯꉠꀉꄉꏮꉢꁳꌠ；ꀉ

ꄉꀉꄂꑲꆏ，ꌹꆹꈀꄸꉬꌠꊿꇫꅉꐚ

ꌠꀋꐥ；ꌺꌋꆀꌺꄐꌐꇬꀦꏾꈧꌠꀉ

ꄂꑲꆏ，ꀉꄉꆹꈀꄸꉬꌠꊿꇫꅉꐚꌠ

ꀋꐥ”ꄷ。23ꑳꌠꏮꌊꀋꌋꀕꃅꌶ

ꌺꏭꉉ：“ꊿꆍꈀꂿꈧꌠꂿꌠꆹ，ꋀ

ꑓꋪꌒꃤꐥꀐ。24ꉢꉉꆍꇰ，ꀋꉊꃀ

ꅉꄜꊿꌋꆀꃰꃅꈍꑋꃅꆍꊇꈀꂿꋋꈨ

ꂿꏾ，ꄚ，ꋀꇬꊊꀋꂿ，ꋀꊇꆍꈀꈨꋋ

ꈨꀕꏾ，ꄚ，ꋀꇬꊊꀋꈨ”ꄷ。 

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
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是谁；
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
有人知道父是谁。”23耶稣转身
暗暗地对门徒说：“看见你们所
看见的，那眼睛就有福了。24我
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
君王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
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
有听见。” 

 

ꌒꂷꆀꑸꊿꂂꂷ 好撒玛利亚人 
25ꄹꏦꂘꃀꂷꄓꌊꑳꌠꏭꌌꉪꄉ

ꑠꃅꉉ：“ꂘꃀꀋ！ꉢꑞꃅꑲꆀꐩꋊ

ꐩꍂꀑꇬꊌꄎ？”ꄷ。26ꑳꌠꆏꇬ

ꏭ：“ꄹꏦꇬꈍꃅꁱꇬꄀꄉ？ꆏꀘꌠ

ꆹꈍꃅꐙꌠꉬ？”ꄷ。27ꊿꂶꌠꆏ：

“ꆎꆹꉪꇤꏡꇤꄉ、ꒌꇤꆟꇤꄉ、

ꊋꇤꌗꇤꄉ、ꌧꇤꂾꇤꄉꌋꅽꏃꃅ

ꌋꉂꌶ；ꉈꑴꃷꇎꉂꇬꊨꏦꉂꌠꌡ

ꌶ”ꄷ。28ꑳꌠꆏꇬꏭ：“ꆏꉉꌠꆹ

ꉬ；ꆏꑠꃅꀕꑲꆏ，ꀋꎪꃅꐩꋊꐩꍂꀑ

ꇬꊌꌠꉬ”ꄷ。29ꄚ，ꊿꀊꋨꂷꆹꋍ

ꊨꏦꉉꌊꇗꅉꊒꌠꑠꉜꅐꇁꉆꎻꂿꄷ

ꄉ，ꑳꌠꏭ：“ꈀꄸꆹꉠꃷꇎꉬ？”

ꄷꅲ。30ꑳꌠꆏꑠꃅꅇꀱ：“ꊾꂷꑳ

ꇊꌒꇌꄉꑳꆀꇬꁧꇈ，ꈝꃀꇬꄉꏄꍿ

ꇇꈐꃹ。ꋍꃢꈜꏄꍿꇱꇔꌌꁧ，ꋌꏄ

ꍿꇱꄃꀋꇊꌦꃅꋀꍞꈛꁧꄉꇈ，ꏄꍿ

ꈧꌠꎼꇫꈴꁧꀐ。31ꄧꀕꃅꆦꑝꊿꂷ

ꈝꃀꋋꏢꇬꈴꇁ，ꊿꂶꌠꋌꊌꂿꇬꆏ，

25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
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
可以承受永生？”26耶稣对他
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
的是怎样呢？”27他回答说：“你
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
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
己。”28耶稣说：“你回答的是；
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29那
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
说：“谁是我的邻舍呢？”30耶稣
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
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
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
半死，就丢下他走了。31偶然有
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
他，就从那边过去了。32又有一
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
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33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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ꋌꈜꏆꀊꋨꁁꏯꈴꁧ。32ꊁꆏ，ꆺꃥ

ꊾꂷꇁꌊꋌꈚꇬꑟꇀꌦ，ꊿꂶꌠꋌꊌ

ꂿꇈ，ꄡꇗꋌꎼꈝꃀꏢꁮꏭꏆꄉꇫꈴ

ꁦꌦ。33ꊁꆏ，ꌒꂷꆀꑸꊾꂷꈛꎼꈜ

ꈴꅷꀊꄶꑟꇁ，ꊿꂶꌠꋌꊌꂿꇬꆏ，

ꋍꎭꃅꉈꇁꄉ，34ꋌꇁꌊꊿꂶꌠꏢꁮ

ꄉ，ꎦꈨꌋꆀꒀꈨꋌꄻꊿꂶꌠꂷꊂꇬ

ꉖꇈ，ꂷꊂꋌꄟꄉꈭꐨꆏ，ꊿꂶꌠꋌ

ꇱꄖꋍꃆꀞꄩꏦꌊꃥꈿꅉꑠꈚꄉꀨꎹ

ꆽꃴ。35ꊁꄹꉇꆏ，ꐎꑍꑭꋌꀖꃥꈿ

ꅉꌌꁈꂶꌠꁵꄉꇬꏭ：‘ꆏꑴꌠꎔꃅ

ꊿꋋꂷꀨꎹꄉ；ꀉꁁꈀꃹꈀꅐꈧꌠ

ꆏ，ꉢꀱꇁꄮꇬꀋꎪꃅꄻꆎꊒꂿ’

ꄷ。36ꆏꉜꇬꊿꋋꌕꑻꈀꄸꂷꄈꊿꏄ

ꍿꇇꈐꃹꂶꌠꃷꇎꉬ？”ꄷ。37ꋋ

ꆏ：“ꊿꋋꎭꃅꉈꂶꌠ”ꄷ，ꑳꌠꇬ

ꏭ：“ꑠꉬꑲꆏ，ꆎꑌꑠꃅꄉꃅ

ꁧ！”ꄷ。 

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
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34上
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
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
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35第二
天，拿出二钱银子来，交给店
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
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36你
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
盗手中的邻舍呢？”37他说：“是
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
行吧。” 

 

ꂷꄊꌋꆀꂷꆀꑸꑋꏯꅲꇫ 访问马大与马利亚 
38ꋀꊇꈛꎼꐹꄮꇬ，ꑳꌠꇁꌊꑲꇽ

ꁡꇤꂷꇬꃹ。ꌋꅪꂷꄊꂓꑠꂷꑳꌠ

ꋌꋩꋌꏦꌊꋀꏤꁹꁧ。39ꋌꑌꂵꂷ

ꆀꑸꂓꑠꂷꐥ，ꂷꆀꑸꆹꑳꌠꂾꑌꄉ

ꋍꇗꅉꅲ。40ꄚ，ꂷꄊꆏꃅꅍꀉꑌ

ꇨ，ꇇꀋꆷꌌꉌꂵꆰꇁꄉ，ꋌꑳꌠꏭ：

“ꌋꀋ！ꉠꑌꂵꉢꀉꄂꋌꇤꌤꑠꑋꃅ

ꎻꇬ，ꆏꋌꀋꇝꅀ？ꆏꋌꁳꉡꊼꇅꇇꀤ

ꇁꎻꀞ！”ꄷ。41ꑳꌠꆏꇬꏭ：“ꂷ

ꄊꇆ！ꂷꄊ！ꆏꌤꉪꑣꅍ、ꉈꇬꅍꀉ

ꑌꃅꐥ；42ꄚ，ꌤꀋꃅꀋꉆꌠꆹꋍꐘꀉ

ꄂꐥ；ꂷꆀꑸꆹꌒꃤꉾꃪꌠꋌꌋꄉ

38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
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
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39她
有一个妹子，名叫马利亚，在
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40马大
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
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
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
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41耶
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
许多的事思虑烦扰；42但是不可
少的只有一件；马利亚已经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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ꀐ，ꑠꆹꇑꌊꁧꀋꉆꌠ”ꄷ。 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
的。” 

 

ꈼꂟꃆꂮꇬ꒿ꅇꂘꅇ 对祷告的教训 

11 ꑳꌠꋍꈚꇬꄉꈼꂟ；ꈼꂟꌐꈭ

ꐨꆏ，ꌶꌺꂷꋍꏭ：“ꌋꀋ！ 11 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
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 

ꒀꉴꋍꌶꌺꂘꌠꌟꃅ，ꆏꈼꂟꌠꄻꉪ

ꂘꀞ”ꄷ。 
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
约翰教导他的门徒。” 

2ꑳꌠꆏꋀꊇꏯ：“ꆍꊇꈼꂟꄮ

ꇬꑠꃅꉉ： 
‘ꉪꊇꉬꉎꇬꐥꌠꀉꄉꀋ（ꀊꆨꏂꀨꋍ

ꈨꇬꆏ“ꀉꄉꀋ”ꃅꀉꄂꅑ）！ 
ꊿꇬꈀꐥꌠꃅꅽꂓꋀꌌꌃꎔꃅ

ꄉꌐꅊꇈ； 
ꅽꇩꏤꇫꑟꇁꅊꇈ； 
ꅽꉪꐨꉬꉎꇬꄉꉌꂵꉪꅉꐛꌠ

ꌟꃅ，ꉬꐮꇬꄉꉌꂵꉪꅉꐛꇁꅊ

ꇈ（ꀊꆨꏂꀨꋍꈨꇬ“ꅽꉪꐨꉬꉎꇬꄉꉌꂵꉪ

ꅉꐛꌠꌟꃅ，ꉬꐮꄉꉌꂵꉪꅉꐛꇁꅊꇈ”ꃅꋋ

ꇬꀕꀋꐊꌠꐥ）。 
3ꉪꋍꑍꋑꀋꋒꈁꈉꌠꋠꇐꅝꒉ

ꆹ，ꋍꑍꋑꀋꋒꄻꉪꁳ。 
4ꆏꉪꑽꃤꄻꉪꊇꏆ， 
ꑞꃅꆏ，ꉪꊇꑌꄻꊿꉪꎝꁯꈧꌠ

ꏆꀐ， 
ꉪꁳꌌꉪꌠꊝꄡꎽ；ꉪꈭꋏꄉꉪ

ꁳꄷꅠꌠꐞꎻ’”（ꀊꆨꏂꀨꋍꈨꇬ

ꆏ，ꄽꂫꇫꌠꇬꀋꐊ）ꄷ。 

2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
候，要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有古卷只作

“父啊”）：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
行在天上（有古卷无“愿你的旨意

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3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
我们。 

4赦免我们的罪， 
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
的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
脱离凶恶（有古卷无末句）。’” 

5ꑳꌠꉈꑴꑠꃅꋀꏭꉉ：“ꀋꄸꄷ，ꆍ

ꊇꈬꄔꊾꂷꐋꀨꂷꐥ，ꋍꐋꀨꌋꐓꌊ

ꁁꄮꇬꇁꌊꋍꄷꄉ：‘ꐋꀨꀋ！ꆏꎬ

5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
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
友！请借给我三个饼，6因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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ꁱꌕꂷꄻꉡꉛꀞ！6ꑞꃅꆏ，ꉠꐋꀨꂷ

ꀃꂰꉪꏤꑟꇁꇈ，ꉢꇫꍈꅍꀋꊌꀐ’

ꃅꉉꇬ。7ꊿꀊꋨꂷꈐꏭꄉ：‘ꉡꀀ

ꄡꄖꑋꄡꊴ，ꀃꈈꏮꄉꀐ，ꉢꀉꑳꈽ

ꀀꈤꇬꀀꀐ，ꉢꄓꌊꎬꁱꒃꆏꁳꇁꀋ

ꉆꀐ’ꄷꅇꀱ。8ꉢꉉꆍꇰ，ꋋꆹꐋ

ꀨꂷꉬꄷꄉꊿꀊꋨꂷꄓꌊꎬꁱꄻꋌꁳ

ꀋꇁꑴꇬ，ꄚ，ꋌꀱꇊꀱꃅꇫꇖꂟꇬꎷ

ꐛꅹ，ꊿꀊꋨꂷꀋꎪꃅꄓꌊꋍꈁꈉꐨ

ꃅꄻꋌꁳꌠꉬ。9ꉢꉈꑴꉉꆍꊇꇯꌦ，

ꆍꊇꇖꂟꑲꆏ，ꄻꆍꁳ；ꎹꈹꑲꆏ，ꈍ

ꃅꑌꆍꎹꊊ；ꀃꈈꅥꑲꆏ，ꀃꈈꁉꆍ

ꁳ。10ꑞꃅꆏ，ꈀꇖꈁꂟꌠꆏ，ꇖꂟ

ꊊ；ꎹꈹꌠꆏ，ꎹꊊ；ꀃꈈꅥꌠꆏ，ꀃ

ꈈꁉꋌꁳ。11ꆍꊇꈬꄔꇬꀉꄉꄻꌠ，

ꈀꄸꂷꌺꋍꄷꎬꁱꇖꇬ，ꀱꌊꇓꂵꄻ

ꇬꁳ？ꉛꇖꇬ，ꀱꌊꁮꏂꌌꉛꃅꄻꇬ

ꁳ？12ꃬꏿꇖꇬ，ꀱꌊꁮꇥꑑꄻꇬꁳ？

13ꆍꊇꀋꉾꀋꃪꑴꇬ，ꄡꇗꋍꑞꋍꑵ

ꉾꃪꌠꄻꌳꃈꅮꁵꌠꆍꌧꑠ，ꉬꉎꀉ

ꄉꆹꀊꅰꃅꌃꎔꒌꋌꄻꊿꋍꏭꇖꌠꁵ

ꌠꀋꉬꅀ？”ꄷ。 

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
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7那
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
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
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
你。’8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
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词迫
切地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
用的给他。9我又告诉你们：你
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
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10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
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
开门。11你们中间作父亲的，谁
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
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12求
鸡蛋，反给他蝎子呢？13你们虽
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
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
灵给求他的人吗？” 

 

ꑳꌠꌋꆀꀙꑟꀮ 耶稣与别西卜 
14ꑊꋌꊿꋌꎼꑶꀠꑠꂷꊾꂷꇭꀧ

ꇬꄉꑳꌠꈹꇫꎭ，ꑊꋌꂶꌠꅐꇁꈭꐨ

ꆏ，ꑶꀠꂶꌠꁱꐭꉆꀐ；ꉹꁌꈧꌠꃅ

ꋌꇰꌐ。15ꄚ，ꊿ：“ꋋꆹꑊꋌꃰꃅ

ꀙꑟꀮꉘꇉꄉꑊꋌꈹꌠꉬ！”ꃅꉉꌠ

ꐥ。16ꉈꑴꊿꀉꁁꈨꆏ，ꑳꌠꏭꌌꉪ

ꄉ，ꋍꏭꂿꃅꇬꄉꇁꌠꌋꃅꐪꑽꑌꑵ

ꇖꂟ。17ꋀꉌꃀꑞꉪꌠꆹꑳꌠꅉꐚ，

14耶稣赶出一个叫人哑巴的
鬼；鬼就出去了，哑巴就说出
话来；众人都希奇。15内中却有
人说：“他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
鬼。”16又有人试探耶稣，向他
求从天上来的神迹。17他晓得他
们的意念，便对他们说：“凡一
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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ꄚꄉꋌꋀꊇꏯꑠꃅꉉ：“ꇩꏤꂷꈏꇓ

ꇁꐮꏯꄉꇬꆹ，ꇩꏤꋋꂷꀜꐡꆿꉢꁧ

ꌠꉬ，ꊿꋍꑷꈏꇓꇁꐮꏯꄉꌠꑌꀋꎪ

ꃅꑱꐢꌠꉬ。18ꀋꄸꄷ，ꌑꄉꊨꏦꀱ

ꊨꏦꏭꄉꑲꆏ，ꋍꇩꏤꈍꃅꄉꇫꋦꄎ

ꂯ？ꑞꃅꆏ，ꆍꊇꄹꇬ，ꉡꆹꀙꑟꀮꉘ

ꇉꄉꑊꋌꈹꌠꉬꄷ。19ꀋꄸꄷ，ꉢꀙ

ꑟꀮꉘꇉꄉꑊꋌꈹꌠꉬꑲꆏ，ꆍꌺꇖ

ꑊꋌꈹꇬꈀꄸꉘꇉꄉꈹꌠꉬ？ꑠꃅꄉ，

ꆍꉬꀋꉬꌠꆹꋀꊇꇫꊨꇽꇁꌠꉬ。

20ꀋꄸꄷ，ꉢꏃꃅꌋꊋꃤꉘꇉꄉꑊꋌ

ꈹꑲꆏ，ꑠꆹꏃꃅꌋꇩꏤꇁꆍꊇꈬꇬꐛ

ꇁꌠꉬꀐ。21ꊾꇨꑠꂷꇇꌭꊭꄎꌊꋍ

ꑳꐍꇤꐍꇬꆹ，ꋍꈀꐥꌠꃅꀋꁮꀋꑍ；

22ꄚ，ꊿꀊꅰꃅꋍꏭꀋꋌꃅꀉꇨꑠꂷꇁ

ꇬꆏ，ꋌꇬꀋꄿꀐ，ꑠꃅꄉ，ꋌꇫꉘꇉ

ꌠꑣꃢꑣꈚ、ꇇꌭꈧꌠꐯꇯꊿꇱꇑ

ꌊꁧ，ꉈꑴ，ꋍꁨꇐꀋꎴꀋꈻꈧꌠꊿ

ꇱꇑꌊꁸꀐ。23ꉢꀋꐋꌠꆏ，ꉡꁏꌠ

ꉬ；ꉡꌋꆀꐯꀋꏓꌠꆏ，ꁗꏒꌠꉬ”

ꄷ。 

一家自相纷争，就必败落。18若
撒但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
得住呢？因为你们说我是靠着
别西卜赶鬼。19我若靠着别西卜
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
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
你们的是非。20我若靠着神的能
力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
们了。21壮士披挂整齐，看守自
己的住宅，他所有的都平安无
事；22但有一个比他更壮的来，
胜过他，就夺去他所倚靠的盔
甲、兵器，又分了他的赃。23不
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
同我收聚的，就是分散的。” 

 

ꑊꋌꀋꎴꀋꈻꂶꌠꀱꇁ 污鬼返回 
24“ꑊꋌꀋꎴꀋꈻꂶꌠꊿꇭꀧꇬ

ꄉꅐꁧꈭꐨꆏ，ꃄꅉꀊꃶꅉꇬꄉꀱꒊ

ꀱꇁꃅꀀꅉꑋꅉꎹꐺ；ꎹꀋꊌꄉ，ꋌꑠ

ꃅꉉ：‘ꉢꄡꇗꀱꑳꂴꀀꅉꂶꌠꇬꀀ

ꁧ’ꄷ。25ꄚꄉꋌꀱꁧꇈ，ꑳꂶꌠꌨ

ꑻꌊꁦꎴꃅꄉ，ꄻꎳꌊꉾꃪꃅꄉꌠꋌ

ꊌꂿ；26ꄚꄉꑊꋌꀊꅰꃅꋍꏭꀋꋌꃅ

ꄷꅠꑠꏃꂷꋌꏃꌊꋌꈽꄉꀊꄶꈐꏭꀀ

ꁧ。ꑠꅹ，ꊿꂶꌠꐥꐨꆹꂴꏭꀋꋌꃅ

24“污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
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
处；既寻不着，便说：‘我要回
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25到
了，就看见里面打扫干净，修
饰好了；26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
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
里。那人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
不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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ꀋꉾꀋꃪꀐ”ꄷ。 
 

ꌒꃤꇯꍝꌠ 真正的福 
27ꑳꌠꅇꂷꋋꈨꉉꐺꄮꇬꆏ，ꊾ

ꈬꇬꌋꅪꂷꃚꐕꉐꐓꄉꋍꏭ：“ꆎꒆ

ꇈꀉꆂꄻꆏꄎꂶꌠꆹꌒꃤꐥꀐ！”ꄷ

ꉉ。28ꑳꌠꆏꇬꏭ：“ꉬꑴ，ꄚꋍꌒ

ꃤꆹꊿꏃꃅꌋꇗꅉꅲꇈꇗꅉꇬꍬꈧꌠ

ꃤꀋꒊ”ꄷ。 

27耶稣正说这话的时候，众
人中间，有一个女人大声说：
“怀你胎的和乳养你的有福了！” 
28耶稣说：“是，却还不如听神
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 

 

ꌋꃅꐪꑽꑌꑵꇖꂟ 求神迹 
29ꉹꁌꐯꏑꄮꇬ，ꑳꌠꈌꋊꄉꑠꃅ

ꇗꅉꉉ：“ꃅꋊꋋꋏꆹꄷꅠꋏꉬ；ꋀ

ꊇꆹꌋꃅꐪꑽꑌꉜꏾꄷꇖꂟ，ꒀꆆꈀ

ꃅꌠꌋꃅꐪꑽꑌꀉꄂꑲꆏ，ꀉꁁꌋꃅ

ꐪꑽꑌꄻꋀꊇꀨꅍꀋꐥꀐ。30ꒀꆆꈍ

ꃅꄉꆀꀕꃥꊿꒉꄸꃅꌋꃅꐪꑽꑌꐛ

ꆏ，ꊾꌺꑌꐯꌟꃅꊿꋋꋏꒉꄸꃅꌋꃅ

ꐪꑽꑌꐛ。31ꀞꇽꄮꇬꆏ，ꒈꂪꏭꌋ

ꅪꃰꃅꂶꌠꄓꌊꃅꋊꋋꋏꑽꃤꏤꇁ；

ꑞꃅꆏ，ꋋꆹꃅꋮꆸꈈꄉꇁꌊꌙꇊꂱꌧ

ꅍꂿꅍꅇꂷꅲꇁ。ꇬꉚ！ꄚꇬꊿꌙꇊ

ꂱꏭꀋꋌꃅꇰꀋꃀꂷꇫꐥ。32ꀞꇽꄮ

ꇬꆏ，ꆀꀕꃥꊿꄓꌊꃅꋊꋋꋏꑽꃤꏤ

ꇁ，ꑞꃅꆏ，ꆀꀕꃥꊿꆹꒀꆆꈁꁊꌠꈨ

ꈭꐨꆏ，ꉪꁏꄺꀱꀐ。ꇬꉚ！ꄚꇬꊿ

ꀊꅰꃅꒀꆆꏭꀋꋌꃅꇰꀋꃀꂷꇫ

ꐥ。 

29当众人聚集的时候，耶稣
开讲说：“这世代是一个邪恶的
世代；他们求看神迹，除了约
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
他们看。30约拿怎样为尼尼微人
成了神迹，人子也要照样为这
世代的人成了神迹。31当审判的
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
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
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
哪！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
大。32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
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
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
了。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约
拿更大。” 

 

ꇭꀧꂷꇭꌡꃅꁤꇅꀕ 身明如灯 
33“ꊿꂷꇭꄔꄉꈭꐨꂁꃅꐬꇬꊐ

ꄉꅀꄻꂶꇉꇂꃴꉱꄉꌠꀋꐥ，ꊾꆹꈍ

33“没有人点灯放在地窨子
里，或是斗底下，总是放在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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ꃅꑌꂷꇭꄻꋍꄈꅉꇬꄉꇈ，ꊿꑳꇬꈀ

ꃹꇁꈧꌠꁳꁨꑭꂿꎻꌠꉬ。34ꅽꑓꋪ

ꆹꇭꀧꂷꇭꉬ，ꀋꄸꄷ，ꅽꑓꋪꂿꐚꑲ

ꆏ，ꅽꇭꀧꋋꂷꃅꁤꇅꀕ；ꀋꄸꄷ，ꅽ

ꑓꋪꏂꇙꁱꋓꑲꆏ，ꅽꇭꀧꋋꂷꃅꆈ

ꋧꋪ。35ꑠꅹ，ꆏꋓꉪꁨꄉ，ꑠꀋꉬꑲ

ꆏ，ꅽꈐꏭꁨꑭꐈꌌꆈꋧꋪꃅꐙꂵ。

36ꀋꄸꄷ，ꅽꇭꀧꋋꂷꃅꁤꇅꀕꇈ，ꆈ

ꋧꋪꅉꋍꍈꑋꀋꐥꑲꆏ，ꆎꆹꂷꇭꁤ

ꇅꀕꌠꅽꇭꀧꇬꌸꌠꌟꃅ，ꀋꎪꃅꁤ

ꃅꁤꇅꀕꌠꉬ”ꄷ。 

台上，使进来的人得见亮光。
34你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
睛若亮了，全身就光明；眼睛
若昏花了，全身就黑暗。35所
以，你要省察，恐怕你里头的
光或者黑暗了。36若是你全身光
明，毫无黑暗，就必全然光
明，如同灯的明光照亮你。” 

 

ꃔꆀꌏꊿꌋꆀꁱꂷꌤꃅꊿꏭꊨꏈ 谴责法利赛人和文士 
37ꑳꌠꅇꂷꋋꈨꉉꄮꇬ，ꋌꃔꆀ

ꌏꊾꂷꇱꇴꌊꋍꏤꁹꁧ；ꑳꌠꇁꌊꋍ

ꏤꃹꄉꋙꋠꅉꇬꑌ。38ꑳꌠꋙꋠꂾꇇ

ꒉꀋꋌꌠꃔꆀꌏꊿꂶꌠꊌꂿꇬꆏ，ꋌ

ꀕꇰ。39ꌋꋍꏭ：“ꆍꊇꃔꆀꌏꊿꋋ

ꈨ，ꀞꍗꌋꆀꎸꀺꉈꏭꆏꆍꒈꋌꌊꁦ

ꎴꃅꄉ，ꆍꈐꏭꆏꎆꇢꋚꇢꌠꌋꆀꄷ

ꅠꌠꐛꃅꀀ。40ꆍꊇꊿꌧꅍꀋꐥꋋꈨ

ꇆ！ꉈꏭꋌꄻꄉꂶꌠꈐꏭꑌꋌꄻꀋꄉ

ꅀ？41ꑠꅹ，ꈐꏭꈧꌠꄻꊿꌢꎭꌠꁵꑲ

ꆏ，ꆍꃅꄉꇬꆹ，ꐥꇐꑞꑌꁦꎴꌐ

ꀐ。 

37说话的时候，有一个法利
赛人请耶稣同他吃饭；耶稣就
进去坐席。38这法利赛人看见耶
稣饭前不洗手便诧异。39主对他
说：“如今你们法利赛人洗净杯
盘的外面，你们里面却满了勒
索和邪恶。40无知的人哪！造外
面的，不也造里面吗？41只要把
里面的施舍给人，凡物于你们
就都洁净了。 

42ꆍꊇꃔꆀꌏꊿꆹꉮꃤꐥꀐ！ꑞ

ꃅꆏ，ꆍꊇꀨꉼꁬ、ꁮꇤꋌꌋꆀꉐꀖ

ꉐꇁꋍꑞꋍꑵꑠꆏ，ꊯꁧꋊꋍꁧꆍꌞꎼ

ꇁ，ꄚ，ꋍꏅꑖꉬꌋꆀꏃꃅꌋꉂꌠꌤꀊ

ꋨꈨꆏ，ꆍꀱꌊꇬꀋꃅ，ꋋꈨꆹꑴꅉꇬ

ꆍꇫꃅꄡꑟꌠ，ꀊꋨꈨꑌꀋꃅꀋꉆꌠ

ꉬ。43ꆍꊇꃔꆀꌏꊿꋋꈨꉮꃤꐥꀐ！

42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
为你们将薄荷、芸香并各样蔬
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公义和爱
神的事反倒不行了。这原是你
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
的。43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
为你们喜爱会堂里的首位，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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ꑞꃅꆏ，ꆍꊇꉻꏑꅉꇬꑋꅉꉎꇊꉎꂶ

ꌠꑌꏾ，ꉈꑴꇤꍤꅉꇬꊿꆍꏭꋬꂻꄜ

ꌠꉌꃹ。44ꆍꊇꉮꃤꐥꀐ！ꑞꃅꆏ，

ꆍꊇꆹꅔꀋꁖꌠꄃꁧꌡ，ꊿꋍꄩꈴꐺ

ꇬꋍꍈꂯꋀꋋꅉꀋꐚ”ꄷ。 

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你们的安。
44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如同不
显露的坟墓，走在上面的人并
不知道。” 

45ꄹꏦꂘꃀꈬꇬꋍꂷꑳꌠꏭ：

“ꂘꃀꀋ！ꆏꑠꃅꉉꇬꆹ，ꉪꊇꑌꆏꌌ

ꍍꋉꀐꌠꉬ”ꄷ。46ꑳꌠꆏ：“ꆍ

ꊇꄹꏦꂘꃀꋋꈨꑌꉮꃤꐥꀐ！ꑞꃅ

ꆏ，ꆍꊇꃣꁧꀵꊋꈧꌠꆍꄻꌞꆼꁠꇬ

ꅞ，ꄚ，ꊨꏦꆏꇇꏸꏢꇯꇙꀋꅲ。

47ꆍꊇꉮꃤꐥꀐ，ꑞꃅꆏ，ꅉꄜꊿꄃꁧ

ꆍꋈꄻꄉ，ꅉꄜꊿꈧꌠꆹꆍꀋꁌꀋꁧ

ꇱꌉꇫꎭꌠꉬ。48ꑠꅹ，ꌤꆍꀋꁌꀋ

ꁧꈀꃅꈁꑽꈧꌠ，ꆍꊇꊩꑌꇫꊩꀽ，

ꉋꑌꇫꉌꃹ；ꑞꃅꆏ，ꋀꊇꆹꅉꄜꊿ

ꋀꌉꇫꎭ，ꆍꊇꆏꅉꄜꊿꄃꁧꋈꄻ。

49ꑠꅹ，ꏃꃅꌋꌧꅍꂿꅍꌌꑠꃅꉉꋺ：

‘ꅉꄜꊿꌋꆀꁆꄻꊩꌺꉢꁆꌊꋀꄷ

ꒉꇬ，ꋍꈨꆏꋀꇱꌉꇫꎭ，ꋍꈨꆏꋀꇱ

ꌌꆼꍅꆹꆋ’ꄷ。50ꑠꃅꄉ，ꁍꄻꏃ

ꄻꈭꐨꅑꅸꇁꌠ，ꅉꄜꊿꌦꅪꈀꅐꌠ

ꑽꃤꆹꉬꇮꃅꀕꋊꋋꋏꊿꀂꏽꎍꌐ；

51ꑠꆹꑸꀨꌦꅪꅏꄮꇬꄉꅑꅸꆦꑝꇮꊙ

ꌋꆀꌃꎔꑷꂿꇢꊭꄉꋀꌉꇫꎭꌠꌒꏦ

ꆀꑸꇬꑟ。ꉢꇯꍝꃅꉉꆍꇰ，ꋋꈨꆹ

ꉬꇮꃅꀕꋊꋋꋏꊿꀂꏽꎍꌐ。52ꆍꊇ

ꄹꏦꂘꃀꋋꈨꉮꃤꐥꀐ！ꑞꃅꆏ，ꌧ

ꇐꂿꇐꎤꁉꆍꇑꌊꁧ，ꆍꊇꊨꏦꇫꃹ

ꀋꆹ，ꊿꇫꃹꆹꏾꈧꌠꑌꆍꇱꇊꄉ”

ꄷ。53ꑳꌠꀊꄶꇬꄉꅐꇁ，ꁱꂷꌤꃅ

45律法师中有一个回答耶稣
说：“夫子！你这样说也把我们
糟蹋了。”46耶稣说：“你们律法
师也有祸了！因为你们把难担
的担子放在人身上，自己一个
指头却不肯动。47你们有祸了！
因为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那
先知正是你们的祖宗所杀的。
48可见你们祖宗所做的事，你们
又证明、又喜欢；因为他们杀
了先知，你们修造先知的坟
墓。49所以，神用智慧曾说（“用

智慧”或作“的智者”）：‘我要差遣先知
和使徒到他们那里去，有的他
们要杀害，有的他们要逼迫。’
50使创世以来，所流众先知血的
罪，都要问在这世代的人身
上；51就是从亚伯的血起，直到
被杀在坛和殿中间撒迦利亚的
血为止。我实在告诉你们：这
都要问在这世代的人身上。52你
们律法师有祸了！因为你们把
知识的钥匙夺了去，自己不进
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阻
挡他们。”53耶稣从那里出来，
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极力地催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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ꊿꌋꆀꃔꆀꌏꊿꈧꌠꆏ，ꀊꅰꃅꑳꌠ

ꄀꇗꄀꑣꄉꈌꈻꉏꑣ，ꑳꌠꁳꅇꀉꑌ

ꃅꉉꎻ，54ꀏꐱꄉꀋꎴꀕꃅꅲꄉꑲꆀ，

ꋋꊧꅇꎹꏢꉨ。 

他，引动他多说话，54私下窥
听，要拿他的话柄。 

 

ꊿꀋꂄꀕꎴꀕꃅꌠꄴꏮ 防备假冒为善 

12 ꋋꇅꇬꆏ，ꊿꄙꇁꃪꃅꀊꄶꇬ

ꏓꌐꄉ，ꀊꄶꇬꊿꐯꄔꐮꈻ

ꇫ 

12 这时，有几万人聚集，
甚至彼此践踏。耶稣开 

ꎍ。ꑳꌠꈌꋊꄉꅇꉉ，ꂴꋍꌶꌺꈧꌠ

ꏭ：“ꆍꊇꑴꌠꃔꆀꌏꊿꃔꋌꑠꄴ

ꏮ，ꑠꆹꀋꂄꀕꎴꀕꃅꌠꋓꉪꁨꄷꌠ

ꄜ。2ꌤꆿꂁꉱꄉꌠ，ꅔꁖꀋꇁꌠꀋ

ꐥ；ꌤꆿꂁꁿꄉꌠ，ꊿꇫꅉꐚꀋꇁꌠ

ꀋꐥ。3ꑠꅹ，ꆍꈞꆈꄉꈁꉉꌠꅇꂷ

ꆹ，ꑓꂿꅉꇬꄉꊿꇱꈨꅜꌠꉬ；ꆍꊇꑳ

ꈐꏭꄉꌕꐮꇰꌠꅇꂷꆹ，ꊿꇱꌌꑲꏾ

ꄉꄜꉺꌠꉬ”ꄷ。 

讲，先对门徒说：“你们要防备
法利赛人的酵，就是假冒为
善。2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
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
道的。3因此，你们在暗中所说
的，将要在明处被人听见；在
内室附耳所说的，将要在房上
被人宣扬。” 

 

ꈀꄸꏦꄡꑟ？ 应该怕谁？ 
4“ꐋꀨꊈꀋ！ꉢꆍꏭꉉ，ꇭꀧꀉꄂ

ꌉꄐꇈꀉꁁꆏꑞꑌꃅꀋꄐꀊꋨꈨꆹ，

ꆍꇬꄡꏦ。5ꆍꈀꄸꏦꄡꑟꌠꉢꉉꆍ

ꇰꂿ；ꊿꋌꌉꇫꎭꇈꊿꋌꇵꅉꃴꏦꑳ

ꆈꇬꊐꌠꌅꈌꐥꂶꌠꆏ，ꆍꇫꏦꄡꑟ

ꌠꉬ。ꉢꇯꍝꃅꉉꆍꇰ，ꆍꊇꇫꏦꄡ

ꑟꌠꆹꋌꉬꑴ。6ꈌꍽꉬꂷꌠꌌꐎꑍꍀ

ꃅꃷꌠꀋꉬꅀ？ꄚ，ꏃꃅꌋꂾꄉꈌꍽ

ꋍꂷꋑꀊꋒꋌꎺꄉꌠꉬ。7ꆍꀍꑐꂯ

ꋌꌌꃷꋺꀐ。ꆍꊇꏸꄡꏦ，ꆍꊇꆹꈌ

ꍽꈍꑋꏭꀋꋌꃅꁌꐥꌠꉬ”ꄷ。 

4“我的朋友，我对你们说，
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
的，不要怕他们。5我要指示你
们当怕的是谁；当怕那杀了以
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我
实在告诉你们：正要怕他。6五
个麻雀不是卖二分银子吗？但
在神面前，一个也不忘记；7就
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
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
贵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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ꊿꂾꄉꏢꄖꉉꏚ 在人面前承认基督 
8“ꉢꉉꆍꇯꌦ，ꊿꂾꄉꉡꉉꏚ

ꌠꆏ，ꊾꌺꑌꏃꃅꌋꊩꌺꂾꄉꀋꎪꃅ

ꋋꉉꏚꌠꉬ；9ꊿꂾꄉꉢꀋꉉꉢꀋꏚꌠ

ꆏ，ꊾꌺꏃꃅꌋꊩꌺꂾꄉꑌꀋꎪꃅꋌ

ꀋꉉꋌꀋꏚꌠꉬ。10ꊾꌺꊂꀠꌠꆹꑽ

ꃤꄻꇬꏆꉆ；ꌃꎔꒌꏭꍍꋉꄸꄀꌠꀉ

ꄂ，ꈍꃅꑌꑽꃤꄻꇬꏆꀋꉆ。11ꆍꊇ

ꊿꈻꌊꉻꏑꅉꇬꅀꏲꂠꊿꌋꆀꊿꌅꈌ

ꐥꌠꂾꑞꄮꇬ，ꈍꃅꊨꏦꎁꃅꑖꉬꄜ，

ꈍꃅꅇꉉꌠꐒꊀꌋꀋꌸ。12ꑞꃅꆏ，

ꀊꋨꇅꇬꆏ，ꈍꃅꉉꄡꑟꌠꌃꎔꒌꆍ

ꄐꆍꂘꇁꌠꉬ”ꄷ。 

8“我又告诉你们：凡在人面
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
前也必认他；9在人面前不认我
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
不认他。10凡说话干犯人子的，
还可得赦免；惟独亵渎圣灵
的，总不得赦免。11人带你们到
会堂并官府和有权柄的人面
前，不要思虑怎么分诉，说什
么话；12因为正在那时候，圣灵
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 

 

ꎆꁦꊿꌧꅍꀋꐥꂷꅺꌡꁮꅉ 无知财主的比喻 
13ꉹꁌꈬꇬꊾꂷꑳꌠꏭ：“ꂘꃀ

ꀋ！ꆏꉠꃺꃶꏭꉉꄉ，ꋌꁳꉢꈽꄉꍸ

ꇐꁨꇐꁸꑍꄷꎭꎻꀞ”ꄷꉉ。14ꄚ，

ꑳꌠꆏꇬꏭ：“ꅽꑠꀕꂷ！ꈀꄸꉢꁳ

ꆍꃆꉉꑘꉉꊾꂷꄻꄉꆍꎆꁸꋙꁸ

ꎻ？”ꄷ。15ꑳꌠꄚꄉꉹꁌꏭ：“ꆍ

ꊇꀋꎪꃅꊨꏦꋓꉪꁨꄉ，ꎆꇢꋚꇢꉪ

ꐨꑠꇤꇫꎭ，ꑞꃅꆏ，ꊿꀑꇬꆹꑷꈓꁨ

ꇐꀉꑌꌠꇬꅑꀋꎍ”ꄷ。16ꑳꌠꉈ

ꑴꅺꌡꁮꅉꑠꂷꉉꋀꊇꇰ：“ꎆꁦꊿ

ꌣꈚꑠꂷꁍꑗꀉꒉꄉ，ꋚꒉꀉꑌꐯꀉ

ꑌꃅꊌ；17ꋍꉌꃀꇬ：‘ꉠꋚꒉꋋꈨꎴ

ꌊꊐꅉꀋꊌꀐ，ꈍꃅꂯ？’ꃅꉪ。

18ꊁꆏꋌꄷ：‘ꉡꆹꑠꃅꀕꂯ：ꉢꉠꋙ

ꄉꑳꂴꂶꌠꐆꇫꎭꄉ，ꀉꁁꋍꏭꀋꋌ

ꃅꀉꒉꑠꂷꋉ，ꑠꃅꑲꆏ，ꉢꉠꋚꒉꌋ

13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
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
和我分开家业。”14耶稣说：“你
这个人！谁立我作你们断事的
官，给你们分家业呢？”15于是
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
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
命不在乎家道丰富。”16就用比
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
丰盛；17自己心里思想说：‘我
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
呢？’18又说：‘我要这么办：要
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
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
食和财物。19然后要对我的灵魂
说：灵魂哪！你有许多财物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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ꆀꋍꑞꋍꑵꁌꐥꈧꌠꈀꐥꃅꄻꀊꄶꇬ

ꊐꄉꉆꀐ。19ꋍꈭꐨꆏ，ꉢꉠꒌꆠ

ꏭ：ꒌꆠꀋ！ꆏꎆꋚꈍꑋꃅꊭꄉ，ꃅꐎ

ꈍꑋꈎꃅꌬꈧꇎꀐ，ꆎꆹꐥꌒꄻꌒ、

ꈩꌒꀜꌒ、ꋠꌒꅝꌒꃅꐥꄹꌶꀐ！’

ꄷ。20ꄚ，ꏃꃅꌋꆏꋍꏭ：‘ꊿꌧꅍ

ꀋꐥꌠꇆ！ꀃꂰꆏꀋꎪꃅꅽꒌꆠꒃ，

ꆏꈀꊭꈁꄎꄉꈧꌠꆹꈀꄸꊌꁧꂯ

ꀋ？’ꄷ。21ꊿꊨꏦꎁꃅꎆꊭꋚꄎꑲ

ꆀꏃꃅꌋꂾꆏꌣꀋꈚꈧꌠꑌꄡꇗꑠꃅ

ꐙꌠꉬ”ꄷ。 

存，可作多年的费用，只管安
安逸逸地吃喝快乐吧。’20神却
对他说：‘无知的人哪！今夜必
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
谁呢？’21凡为自己积财，在神
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 

 

ꄡꐒꄡꊀ 不要忧虑 
22ꑳꌠꉈꑴꌶꌺꈧꌠꏭꑠꃅꉉ：

“ꑠꅹ，ꉢꉉꆍꇰ，ꆍꊇꆹꀑꇬꐥꍂꇬ

ꑞꋠꌠꄡꐒꄡꊀ，ꇭꀧꑞꈚꌠꄡꐒꄡ

ꊀ；23ꑞꃅꆏ，ꀑꇬꆹꋠꇐꅝꒉꃆꂮꀉ

ꄂꀋꉬ，ꇭꀧꆹꃢꈜꃆꂮꀉꄂꀋꉬ。

24ꆏꊼꇅꉪꉚꉏ，ꀉꐚꆹꊩꑌꀋꊪ，ꎳ

ꑌꀋꎴ，ꋙꄉꑳꑌꀋꁨ，ꋚꊐꅉꑌꀋ

ꐥ，ꄚ，ꏃꃅꌋꇯꋀꊇꉘꉚ。ꆍꊇꆹ

ꉌꊭꉌꇓꏭꀋꋌꃅꀊꅰꃅꁌꇐꈤꌠ

ꉬ！25ꆍꊇꈬꄔꈀꄸꂷꐒꊀꄉꊨꏦꀑ

ꇬꁳꊼꇅꀂꉗꌹꍈꁦꎆꃅꐥꎻꄎ？26ꀋ

ꄸꄷ，ꌤꑠꒈꌺꑠꍈꂯꆍꋋꃅꀋꄐꑲ

ꆏ，ꑞꃅꌤꀉꁁꈧꌠꐒꊀꑴꌦ？27ꆍꊇ

ꀙꉼꁬꃨꈍꃅꒆꇁꌠꉪꉚꉏ：ꋀꑘꑌ

ꀋꁨ，ꎬꑌꀋꋩ。ꄚ，ꉢꉉꆍꊇꇰ，

ꌙꇊꂱꃰꃅꌣꈚꐞꄿꐯꐞꄿꄮꇬ，ꋌ

ꈁꅑꈁꈚꌠꑋ，ꁬꃨꋋꈨꈬꄔꋍꀮꌟ

ꃅꀋꋽ。28ꆍꊇꊿꑇꐨꉌꊋꀄꊭꋋꈨ

ꇆ！ꅔꏁꁬꆰꀃꑍꆹꇫꋦꑴꌦ，ꃆ꒰ꄑ

22耶稣又对门徒说：“所以我
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
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23因
为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
裳。24你想乌鸦：也不种，也不
收，又没有仓，又没有库，神
尚且养活它。你们比飞鸟是何
等地贵重呢！25你们哪一个能用
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或作“使

身量多加一肘呢”）？26这最小的
事，你们尚且不能做，为什么
还忧虑其余的事呢？27你想百合
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
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
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
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
一朵呢！28你们这小信的人哪！
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
丢在炉里，神还给它这样的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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ꆏꊿꇵꇤꄸꇬꏦꇫꎭꃅꑠꇯꆎ，ꏃꃅ

ꌋꑠꃅꇫꋽꄻꎔꇱꇬ，ꆍꊇꆹꑞꂷꉉꄻ

ꅐꑴꌦꂯ？29ꆍꊇꅉꀕꃅꑞꋠꂯ、ꑞ

ꅝꂯꌠꎹꈹꇬꄡꎹ，ꌤꋍꑠꎁꃅꑌꄡ

ꐒ。30ꋍꑠꆹꉇꉻꊿꈀꇖꈁꂟꌠ；ꆍ

ꊇꀋꎪꃅꋍꑞꋍꑵꋋꈨꈉꄻ，ꋍꑠꆍ

ꀉꄉꅉꐚꌠꉬ。31ꆍꊇꏃꃅꌋꇩꇖꂟ

ꑲꆏ，ꐥꇐꋋꈨꈀꐥꃅꀋꎪꃅꄻꇬꇯ

ꄉꆍꁳꌠꉬ。32ꆍꊇꊿꀁꑌꋌꁥ，ꏸ

ꄡꏦ，ꑞꃅꆏ，ꏃꃅꌋꆹꋍꇩꏤꄖꆍꊇ

ꇖꏾ。33ꑠꅹ，ꆍꊇꐯꇯꊨꏦꁨꇐꄉ

ꇐꃅꃷꇫꎭꌐꄉ，ꌌꌢꎭꌠꇇꀤꇇ

ꄻ，ꊨꏦꎁꃅꎆꃀꊐꅍꐩꋊꐩꍂꃅꐞ

ꀋꏅꑠꂷꄻꄉ，ꎆꋚꌬꈤꇁꀋꉆꌠꑠꊭ

ꉬꉎꇬꊐꄉ，ꀊꄶꇬꆹꏄꍿꇫꈐꀋꄐ，

ꁯꄸꇫꋠꀋꄏꑠꈚꉬ。34ꑞꃅꆏ，ꆍꎆ

ꋚꇿꎍꆏ，ꆍꉌꃀꑌꇿꎍꌠꉬ”

ꄷ。 

饰，何况你们呢！29你们不要求
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
心。30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
们必须用这些东西，你们的父
是知道的。31你们只要求他的
国，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
了。32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
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
们。33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
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
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
是贼不能近，虫不能蛀的地
方。34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
你们的心也在哪里。” 

 

ꁏꐚꀀꐚꑓꄧꂷ 警醒的仆人 
35“ꆍꊇꐧꃬꅑꄉ，ꂷꇭꑌꄔ

ꄉ，36ꊨꏦꆏꁏꐚꌌꁈꑮꋚꋟꅉꄉꀱ

ꇁꌠꇁꉚꂷꌡꃅꄉ。ꌌꁈꂶꌠꀱꇁꄉ

ꀃꈈꇬꅥꄷꆏ，ꋋꇅꃅꀃꈈꁉꋌꁳ。

37ꌌꁈꂶꌠꇀꄮꇬ，ꋍꁏꐚꀀꐚꑓꄧ

ꃅꄐꏤꄉꋋꇁꉚꌠꋌꊌꂿꇬꆹ，ꁏꐚ

ꂶꌠꌒꃤꐥꀐ。ꉢꇯꍝꃅꉉꆍꇰ，ꌌ

ꁈꀋꎪꃅꁏꐚꈧꌠꁳꋙꋠꅉꑌꄉꎻ，

ꊨꏦꆏꐧꃬꋌꉊꅑꄉꋀꊇꀨꎹꌠꉬ。

38ꌌꁈꊿꀀꋍꃅꑋꄮꇁꅀꊿꀀꑍꃅꑋ

ꄮꇁꄿꂿ，ꁏꐚꑠꃅꋋꇁꉚꌠꋌꊌꂿ

ꑲꆏ，ꁏꐚꆹꌒꃤꐥꀐ。39ꀋꄸꄷ，ꃥ

35“你们腰里要束上带，灯也
要点着，36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
人从婚姻的筵席上回来。他来
到，叩门，就立刻给他开门。 
37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
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
们：主人必叫他们坐席，自己
束上带，进前伺候他们。38或是
二更天来，或是三更天来，看
见仆人这样，那仆人就有福
了。39家主若知道贼什么时候
来，就必警醒，不容贼挖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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ꌋꀋꁧꂶꌠꏄꍿꈍꄮꋋꈐꇁꌠꋌꅉꐚ

ꑲꆏ，ꋌꀋꎪꃅꀀꐚꑓꄧꃅꄉ，ꏄꍿ

ꁳꑲꅤꇣꅤꄉꈐꀋꎽ，ꋍꑠꆹꆍꅉꐚ

ꌠꉬ。40ꆍꊇꑌꄐꏤꄉꌶ，ꑞꃅꆏ，

ꊾꌺꆹꆍꊇꇫꉘꀋꇉꑠꇅꇬꆏ，ꇫꑟꇁ

ꌠꉬ”ꄷ。41ꀺꄮꆏꑳꌠꏭ：“ꌋ

ꀋ！ꅽꅺꌡꁮꅉꋋꂷꆹꌌꉪꏭꉉꌠꅀ

ꌌꉹꁌꏭꉉꌠꉬ？”ꄷꅲ。42ꌋꑠꃅ

ꉉ：“ꂱꈈꀋꎪꀋꎙ、ꂿꇐꈨꇐꐥꑠ

ꂷꉬꄉ，ꌌꁈꇱꁆꌌꀕꁈꏤꊿꈧꌠꏲ

ꂠꇈ，ꄮꈉꑞꄮꇬꆏ，ꋙꁸꁏꐚꍈꀊ

ꋨꂷꆹꈀꄸꉬ？43ꌌꁈꂶꌠꀱꇁꄉ，ꁏ

ꐚꂶꌠꑠꃅꀕꌠꋌꂿꇬꆹ，ꁏꐚꂶꌠ

ꌒꃤꐥꀐ。44ꉢꇯꍝꃅꉉꆍꇰ，ꌌꁈ

ꆹꁏꐚꋋꂷꋌꁆꌊꋍꁨꇐꄉꇐꈀꐥꌠ

ꏲꂠꎻ。45ꀋꄸꄷ，ꁏꐚꂶꌠꉌꂵ

ꇬ：‘ꉠꌌꁈꆹꈍꃅꑌꑎꃅꀱꇁ’ꉂ

ꃅꉪꄉ，ꇇꐛꄉꁏꐚꌋꆀꁏꃀꅥꄁ，

ꄷꀋꁧ，ꋙꋠꒉꅝ、ꎧꅝꎧꑱꇬꆹ；

46ꃅꑍꁏꐚꂶꌠꇫꉘꀋꇉꑠꑍ，ꃅꄡꁏ

ꐚꂶꌠꇫꅉꀋꐚꑠꄡ，ꌌꁈꂶꌠꀱꇁ

ꄉ，ꁏꐚꂶꌠꋌꌌꎭꃚꇨꐯꇨꌠꍈ

（“ꋍꐧꌧꇽꇫꎭ”ꄷꑌꄿ）ꇈ，ꌌꊿꎩꎙꈧ

ꌠꈽꄉꑽꃤꏤ。47ꁏꐚꆹꌌꁈꉪꐪꋌ

ꅉꐚ，ꄚ，ꀋꄐꀋꏤ，ꉈꑴꌌꁈꉪꐪꇬ

ꈴꄉꑌꀋꃅ，ꑠꅹ，ꁏꐚꂶꌠꀋꎪꃅ

ꌌꀊꅰꃅꅥꄁ。48ꄚ，ꀋꄸꄷ，ꌌꁈꉪ

ꐪꋌꋋꅉꀋꐚꃅꄉ，ꌤꆿꌌꅥꄁꋭꌠ

ꋌꃅꇬꅜꇬꆹ，ꀋꎪꃅꌌꄉꄐꀕꃅꅥ

ꄁ，ꑞꃅꆏ，ꀉꑌꃅꄻꈀꄸꁵꆏ，ꈀꄸ

ꏭꀉꑌꃅꎹ，ꀉꑌꃅꏮꈀꄸꇱꄉꆏ，

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40你们
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
时候，人子就来了。”41彼得
说：“主啊，这比喻是为我们说
的呢？还是为众人呢？”42主
说：“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
家，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
按时分粮给他们呢？43主人来
到，看见仆人这样行，那仆人
就有福了。44我实在告诉你们：
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 
45那仆人若心里说：‘我的主人
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仆人和使
女，并且吃喝醉酒；46在他想不
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
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地处治
他（或作“把他腰斩了”），定他和不
忠心的人同罪。47仆人知道主人
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他
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
打；48惟有那不知道的，做了当
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因
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
谁，就向谁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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ꈀꄸꄷꀉꑌꃅꇖ”ꄷ。 
 

ꑍꄷꐞꌠꒉꄸ 分裂的原因 
49“ꉢꇁꌊꃆꄔꉢꍞꃄꅉꇬꎭ；

ꀋꄸꄷ，ꃆꄔꐞꀐꑲꆏ，ꉠꉪꐨꐛꌠꑌ

ꀋꉬꅀ？50ꉢꈀꊪꋭꌠꋋꑣꆹꃅꀋꐛꑴ

ꌦ，ꉡꆹꈍꃅꉌꊸꉏ！51ꆍꊇꉂꆏ，ꉢ

ꇁꌠꆹꋧꃅꁳꄮꐽꎻꌠꉬꎼꈀꅀ？ꉢꉉ

ꆍꇰ，ꉡꆹꋧꃅꁳꄮꐽꎻꌠꀋꉬꃅ，ꋧ

ꃅꊿꁳꐮꋦꐮꑣꎻꌠ。52ꀃꑍꇈꉈ

ꆏ，ꋍꑷꊿꇬꉬꃀꌠꇁꐯꀋꄮ：ꌕꑻꇁ

ꑍꂷꇬꀋꄮ，ꑍꂷꇁꌕꑻꇬꀋꄮ。 

49“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倘
若已经着起来，不也是我所愿
意的吗？50我有当受的洗还没有
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呢？51你
们以为我来，是叫地上太平
吗？我告诉你们：不是，乃是
叫人纷争。52从今以后，一家五
个人将要纷争：三个人和两个
人相争，两个人和三个人相
争； 

53ꀋꁧꇁꌺꀋꄮ，ꌺꇁꀋꁧꀋꄮ；

ꀋꃀꇁꀋꃋꀋꄮ，ꀋꃋꇁꀋꃀꀋꄮ；ꀉ

ꁧꇁꑮꃀꀋꄮ，ꑮꃀꇁꀉꁧꀋꄮ”

ꄷ。 

53父亲和儿子相争，儿子和
父亲相争；母亲和女儿相争，
女儿和母亲相争；婆婆和媳妇
相争，媳妇和婆婆相争。” 

 

ꄮꈉꊨꄅ 分辨时候 
54ꑳꌠꉈꑴꉹꁌꏭꑠꃅꉉ：“ꁮ

ꐚꏭꃅꄂꇬꏑꇁꌠꆍꂾꄮꇬꆏ，ꆍꋋ

ꇅꃅ：‘ꂷꉐꄲꐛꇁ’ꄷ；ꇯꍝꃅꇬ

ꑌꑠꃅꐙ。55ꆀꆳꁎꄮꇬꆏ，ꆍꊇꄹ

ꇬ‘ꂿꃅꊷꇨꇁꀐ’ꄷ，ꇯꍝꃅꇬꑌ

ꑠꃅꐙ。56ꊿꀋꂄꀕꎴꀕꃅꈧꌠꀋ！

ꆍꊇꆹꃄꀑꃅꑊꈍꃅꐛꐈꌠꆍꇫꊨꄅ

ꑲꌧ，ꄚ，ꆍꊇꑞꃅꀃꑍꋋꄮꆍꇫꊨꄅ

ꑲꀋꌧꌠꉬ？”ꄷ。 

54耶稣又对众人说：“你们看
见西边起了云彩，就说：‘要下
一阵雨’；果然就有。55起了南
风，就说：‘将要燥热’；也就有
了。56假冒为善的人哪！你们知
道分辨天地的气色，怎么不知
道分辨这时候呢？” 

 

ꐮꐚꌠꐮꄮ 同对头和解 
57“ꆍꊇꑞꃅꊨꏦꑭꄑꄉꑞꑵꆏ

ꋭꋽꌠꎖꉺꀋꉜ？58ꆎꌋꆀꊿꅽꊂꅇ

57“你们又为何不自己审量，
什么是合理的呢？58你同告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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ꎹꌠꆐꑊꐮꐚꀊꋨꂷꐯꇯꀞꇽꊿꂿꆹ

ꇬ，ꈝꂾꇬꐺꑴꌦꄮꇬꇯꆐ，ꄾꌦꋩꋋ

ꌋꆀꈏꇓꃅꀞꇫꎭ，ꑠꀋꉬꑲꆏ，ꆏꋌ

ꈻꌊꀞꇽꌟꒉꂾꑟꄉ，ꀞꇽꌟꒉꇱꏮ

ꈿꌬꂽꁵꇈ，ꆏꈿꌬꂽꈢꏦꑳꇬꊐ

ꂵ。59ꉢꉉꆎꇰ，ꆏꎆꃀꄽꂫꍄꌠꊒꀋ

ꌐꌦꋩꃅ，ꏦꑳꇬꄉꁖꇁꀋꄐꌠꉬ”

ꄷ。 

对头去见官，还在路上，务要
尽力地和他了结；恐怕他拉你
到官面前，官交付差役，差役
把你下在监里。59我告诉你，若
有半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
从那里出来。” 

 

ꉪꁏꄺꀱꅀꈔꑍ 悔改或灭亡 

13 ꀊꋨꄮꇬ，ꊿꀊꄶꐥꑠꈨꏤꆀ

ꀕꊿꃆꂮꋀꉉꑳꌠꇰ，ꋀꄹ 13 正当那时，有人将彼拉
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搀杂 

ꇬ，ꏤꆀꀕꊾꈨꏃꃅꌋꆦꑝꄮꇬꀙꇁ

ꄏꇱꌉꇫꎭꇈ，ꋀꌦꅪꌌꆦꑝꌦꅪꇬ

ꇱꄷ。2ꑳꌠꋀꏭꑠꃅꉉ：“ꆍꊇꉂ

ꆏꏤꆀꀕꊿꋋꈨꏤꆀꀕꊿꀉꁁꇬꈀ

ꐥꈧꌠꏭꀋꋌꃅꑽꃤꐥꄉ，ꉮꃤꑠꊝ

ꌠꉬꎼꈀꅀ？3ꉢꉉꆍꇰ，ꀋꉬ！ꀋꄸ

ꄷ，ꆍꊇꉪꀋꁏꄻꀋꀱꇬꆹ，ꆍꊇꑌꑠ

ꃅꈔꑍꌠꉬ。4ꀋꉊꑭꇊꑸꇓꈓꇬꑳ

ꀊꂥꂷꐡꇁꄉꊿꊰꉆꑼꋌꍑꌦ；ꆍꉂ

ꆏꊿꀊꋨꈨꊿꑳꇊꌒꇌꈁꀀꈧꌠꏭꀋ

ꋌꃅꑽꃤꀉꒉꌠꉬꎼꈀꅀ？5ꉢꉉꆍ

ꇰ，ꀋꉬ！ꀋꄸꄷ，ꆍꊇꉪꀋꁏꄻꀋꀱ

ꇬꆹ，ꐯꇯꑠꃅꈔꑍꌠꉬ”ꄷ。 

在他们祭物中事，告诉耶稣。
2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
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
受这害吗？3我告诉你们，不是
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
灭亡！4从前西罗亚楼倒塌了，
压死十八个人；你们以为那些
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
有罪吗？5我告诉你们，不是
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
灭亡！” 

 

ꀋꃨꂶꂷꌩꁧꂷꀋꅑ 不结果的无花果树 
6ꄚꄉꑳꌠꅺꌡꁮꅉꌌꑠꃅꉉ：

“ꊾꂷꀋꃨꂶꂷꌩꁧꀕꋌꄻꋍꑌꃀ

ꌧꃰꉻꈫꇬꊪꄉ，ꋍꑍꆏ，ꋌꇁꌊꌩꁧ

ꁦꌠꇬꂶꂷꑣꇁꇈ，ꂶꂷꋍꂷꑋꎹꀋ

ꊌ，7ꄚꄉꋌꉻꈫꏲꊿꂶꌠꏭ：‘ꆏꄚ

6于是用比喻说：“一个人有
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
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
不着，7就对管园的说：‘看哪！
我这三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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ꉜꉏ！ꋋꌕꈎꅑꅸꇁꇬ，ꉢꀋꃨꂶꂷ

ꌩꁧꋋꁧꇬꂶꂷꑣꇁꇬ，ꂶꂷꀕꉢꋌ

ꎷꀋꊌ。ꈂꌐꇽꇫꎭ，ꀈꈥꀕꃅꃄꅉ

ꀉꄂꍆ！’ꄷ。8ꉻꈫꏲꂶꌠꆏ：

‘ꌌꁈꀋ！ꀋꃅꎼꈎꇤꇫꋉꄈꌦ，ꉢ

ꋍꈫꋍꇋꊼꇅꊨꑣꄉ，ꑭꄻꇬꇯꂿ，

9ꑎꄹꈎꂶꆹꂷꅑꑲꆏ，ꄻꇫꋉꄉ；ꂶ

ꆹꂷꀋꅑꑲꆏ，ꇽꇫꎭꂿ’”ꄷ。 

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
吧，何必白占地土呢！’8管园的
说：‘主啊，今日且留着，等我
周围掘开土，加上粪；9以后若
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
了。’” 

 

ꑬꆏꄹꉇꌋꅪꐧꈯꂷꑳꌠꉃꌒ 安息日治驼背的妇人 
10ꑬꆏꄹꉇꆏ，ꑳꌠꉻꏑꅉꇬꄉꊿ

ꉗꊿꂘ。11ꌋꅪꑠꂷꑊꋌꐊꄉꃅꐎꊰ

ꉆꈓꆅꀐ，ꐧꈯꄉꐧꌧꎇꌊꊒꆽꀕꉆ

ꀋꇁ。12ꋌꑳꌠꊌꂿꇈ，ꑳꌠꇴꌊꋍ

ꏢꁮꄉꇬꏭ：“ꌋꅪꀋ！ꆏꆄꈻꐨꋍ

ꑠꇬꄉꐞꇁꀐ！”ꄷ。13ꄚꄉꋍꇇꑍ

ꁆꌠꋌꐛꌋꅪꂶꌠꇭꀧꇬꄀꄷꆏ，ꌋ

ꅪꂶꌠꐧꌧꋋꇅꃅꎇꊒꆽꀕꃅꇬꉆ

ꄉ，ꀑꒉꑊꒉꋌꏮꏃꃅꌋꄀ。14ꄚ，

ꉻꏑꅉꏲꂶꌠꆏ，ꑳꌠꑬꆏꄹꉇꊿꆅ

ꉃꐛꅹ，ꇨꇅꃃꌦꄉꏽ，ꋌꊿꈧꌠꏭ

ꑠꃅꉉ：“ꃅꑍꃘꑍꆏꌤꃅꄡꑟ；ꑠꅹ

ꆍꊇꀊꋨꃘꑍꈐꆏꆅꉁꇁꉆ，ꑬꆏꄹꉇ

ꆏꆅꉁꇁꀋꉆ”ꄷ。15ꌋꑠꃅꉉ：

“ꊿꀋꂄꀕꎴꀕꃅꌠꇆ！ꆍꊇꈬꄔꈀ

ꄸꂷꑬꆏꄹꉇꇌꌋꆀꑾꃅꏷꏸꎆꉻꇬ

ꄉꁌꌊꒉꄎꀋꁧꇆ？16ꌋꅪꋋꂷꆹꑸꀨ

ꇁꉴꊂꋊꂷꉬ，ꋌꌑꄉꇱꌌꃅꐎꊰꉆ

ꈓꂷꐒꈄꄉꀐꇬ，ꑬꆏꄹꉇꋋꁌꎼꇁ

ꄡꀋꑟꅀ？”ꄷ。17ꑳꌠꅇꋋꈨꉉꇬ

ꆏ，ꋍꁮꐚꈧꌠꐯꇯꋌꎼꑊꏦꌐꀐ；

ꉹꁌꆹꑳꌠꈀꃅꌠꌤꀑꒉꑊꒉꈧꌠꐛ

10安息日，耶稣在会堂里教
训人。11有一个女人被鬼附着，
病了十八年，腰弯得一点直不
起来。12耶稣看见，便叫过她
来，对她说：“女人，你脱离这
病了！”13于是用两只手按着
她，她立刻直起腰来，就归荣
耀与神。14管会堂的因为耶稣在
安息日治病，就气忿忿地对众
人说：“有六日应当做工；那六
日之内可以来求医，在安息日
却不可。”15主说：“假冒为善的
人哪！难道你们各人在安息日
不解开槽上的牛驴，牵去饮
吗？16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
的后裔，被撒但捆绑了这十八
年，不当在安息日解开她的绑
吗？”17耶稣说这话，他的敌人
都惭愧了；众人因他所行一切
荣耀的事，就都欢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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ꅹꃅꉌꇿꑓꇿꌐ。 
 

ꃆꇖꇗꂷꌋꆀꃔꋌꌌꅺꌡ 芥菜种与酵的比喻 
18ꑳꌠꑠꃅꉉ：“ꏃꃅꌋꇩꆹꑞ

ꌡꀋ？ꉢꑞꌌꇫꅺꌡꂯ？19ꋋꆹꀋꇊꆏ

ꃆꇗꂷꌡ，ꊿꌌꉻꈫꇬꊪꄉꁧꇈ，ꋍ

ꑍꋍꉙꃅꒆꀉꒉ，ꒆꌊꌩꁧꐛꄉ，ꃅꃴ

ꇬꉌꊭꉌꇓꇯꌩꇇꇬꄉꈌꏑꇁ”

ꄷ。20ꑳꌠꉈꑴ：“ꉢꑞꌌꏃꃅꌋꇩ

ꌡꉚꂯ？21ꋋꆹꃔꋌꌡ，ꃔꋌꌋꅪꂷꇱ

ꂁꎭꂾꌕꂻꇬꊐꄉꅷ，ꊁꎭꅫꋋꂷꃅ

ꃔꇁꄮꇬꑟ”ꄷ。 

18耶稣说：“神的国好像什
么？我拿什么来比较呢？19好像
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园
子里，长大成树，天上的飞鸟
宿在它的枝上。”20又说：“我拿
什么来比神的国呢？21好比面
酵，有妇人拿来藏在三斗面
里，直等全团都发起来。” 

 

ꀃꈈꀁꐯꐬ 窄门 
22ꑳꌠꑳꇊꌒꇌꁦꄮꇬ，ꈝꃀꈢꇁ

ꌊꇓꈓꌋꆀꑲꇽꑞꂷꇬꑞꆏ，ꑞꂷꇬ

ꄉꊿꉗꊿꂘ。23ꊾꂷꋍꏭ：“ꌋꀋ，

ꊿꈭꋏꊌꌠꀁꑌꅀ？”ꄷꅲ。24ꑳꌠ

ꋀꊇꏯꑠꃅꉉ：“ꆍꊇꐯꇯꊋꈀꑌꃅ

ꇤꄉꀃꈈꀁꐯꐫꌠꇬꃹꆹ，ꉢꉉꆍꇰ，

ꊁꇁꋍꑍꊿꈍꑋꃅꇫꃹꆹꏾꇬ，ꇫꃹꆹ

ꀋꄐ。25ꑳꌌꁈꄓꌊꀃꈈꋌꈢꐯꇯꄮ

ꇬꆏ，ꆍꊇ：‘ꌌꁈꀋ！ꀃꈈꊼꇅꁉꇁ

ꉏ！’ꃅꉈꏭꉆꄉꀃꈈꅥꌠꉬ；ꋋꆹ

ꆍꊇꏯ：‘ꉢꆍꊇꀋꌧ，ꆍꊇꇿꄉꇀ

ꈨꉬꌠꉢꋋꅉꀋꐚ’ꄷꅇꀱꌠꉬ。

26ꀊꋨꄮꇬꆏ，ꆍꊇꆹ：‘ꉪꊇꅽꂴꆽ

ꄉꋙꋠꒉꅝꋺ，ꆎꑌꉪꏦꎫꇬꄉꊿꉗ

ꊿꂘꋺ’ꃅꉉꇁꌠꉬ。27ꄚ，ꋌꆍꊇ

ꏯ：‘ꉢꉉꆍꇰ，ꆍꊇꆹꊿꇿꇬꄉꇀ

ꈨꉬꌠꉢꇫꅉꀋꐚ，ꆍꊇꊿꄸꃅꅠꑽ

ꋋꈨꉬꇮꃅꉠꄹꄡꐥꃅꁧ’ꄷꉉꌠ

22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在所
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23有一
个人问他说：“主啊！得救的人
少吗？”24耶稣对众人说：“你们
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
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
不能。25及至家主起来关了门，
你们站在外面叩门，说：‘主
啊，给我们开门！’他就回答
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
们是哪里来的！’26那时，你们
要说：‘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
过，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
人。’27他要说：‘我告诉你们，
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你
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
吧！’28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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ꉬ。28ꀊꋨꄮꇬꆏ，ꑸꀨꇁꉴ、ꑱ

ꌒ、ꑸꇱꌋꆀꅉꄜꊿꈀꐥꈧꌠꐯꇯ

ꏃꃅꌋꇩꇬꐥꌠꆍꊌꂿꇁ，ꄚ，ꆍꊇꆏ

ꋌꇱꈹꉈꏭꎭ，ꀊꄶꇬꄉꀋꎪꃅꎐ꒰

ꃴꆀꀕꃅꉩꌠꉬ。29ꊿꁭꅐ、ꁮ

ꐚ、ꒈꀑ、ꒈꂪꄉꇁꌠꏃꃅꌋꇩꇬ

ꌵꋠꇁ。30ꄚ，ꀋꃅꊁꃅꐙꌠꆏ，ꊁꇁ

ꋍꑍꆏꂴꃅꐙ；ꀋꃅꂴꃅꐙꌠꆏ，ꊁ

ꇁꋍꑍꆏꊁꃅꐙ”ꄷ。 

国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在
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29从东、
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
在神的国里坐席。30只是有在后
的，将要在前；有在前的，将
要在后。” 

 

ꑳꌠꆹꑳꇊꌒꇌꎁꃅꉌꐒꇁꎭ 为耶路撒冷悲哀 
31ꀊꋨꇅꇬꆏ，ꃔꆀꌏꊿꈍꑍꑹꇁ

ꌊꑳꌠꏭ：“ꄚꄡꐥꃅꁧ，ꑞꃅꆏ，

ꑝꇊꆏꌉꏢꉨ”ꄷꉉ。32ꑳꌠꆏꊿ

ꈧꌠꏭꑠꃅꉉ：“ꆍꊇꑠꃅꉉꀉꐩꂶ

ꌠꇰꆹ：‘ꀃꑍꃆ꒰ꑍꆹ，ꉢꑊꋌꈹ，

ꆅꉁꆄꄻ，ꌕꑍꄹꉇꆏ，ꉠꌤꐛꒆꌠ

ꉬ’ꄷ。33ꑠꃅꑴꇬ，ꀃꑍ、ꃆꏂꄑ

ꌋꆀꊸꁆꑍꆹꉢꀋꎪꃅꁨꉜꄉꁧ；ꑞ

ꃅꆏ，ꅉꄜꊿꆹꑳꇊꌒꇌꀋꉬꃅꀉꁁ

ꃅꄷꄉꀑꇬꁮꀋꉆꌠ。34ꑳꇊꌒꇌ

ꀋ！ꑳꇊꌒꇌꀋ！ꆎꆹꅉꀕꃅꅉꄜꊿꆏ

ꌉꇫꎭ，ꉈꑴꇓꂵꌊꊩꌺꏃꃅꌋꊪꅽ

ꄹꎼꇁꌠꆏꅥꌦꇫꎭ！ꉢꈍꑍꃢꃅꃬꊭ

ꌺꃬꂵꇱꏓꌊꋍꅏꊭꇂꃴꏀꄉꌠꌟ

ꃅ，ꅽꌺꇖꈧꌠꏓꌊꋍꈜꇁꏾ，ꄚ，ꆍ

ꊇꇫꉬꀋꅲ。35ꉜꉏ！ꊏꆍꁳꄉꇈꌠ

ꆹꀀꅉꊿꀋꋦꃮꀋꀆꅉꑠꂷꉬ。ꉢꉉ

ꆍꇰ，ꀃꑍꇈꉈꆏ，ꉢꆍꊇꋌꊊꂿꀋꄐ

ꀐ，ꅑꅸꆍꊇ：‘ꌋꂓꄜꄉꇁꂶꌠꆹ

ꌌꀮꄑꄡꑟꌠꉬ’ꃅꉉꄮꇬꑟ”

ꄷ。 

31正当那时，有几个法利赛
人来对耶稣说：“离开这里去
吧，因为希律想要杀你。”32耶
稣说：“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
说：‘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
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33虽
然这样，今天、明天、后天我
必须前行；因为先知在耶路撒
冷之外丧命是不能的。34耶路撒
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
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
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
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
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
不愿意。35看哪！你们的家成为
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
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
直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
是应当称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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ꊿꒉꏂꆅꊌꂷꋌꉃꌒ 治好患水臌的人 

14 ꑬꆏꄹꉇ，ꑳꌠꇁꌊꃔꆀꌏꊿ

ꌟꒉꑷꅍꁹ，ꋀꊇꆏꀏꐱꄉꋋ 14 安息日，耶稣到一个法
利赛人的首领家里去吃 

ꆈ。2ꊿꒉ꒰ꆅꊌꑠꂷꑳꌠꂾꐥ。3ꑳ

ꌠꃔꆀꌏꊿꌋꆀꄹꏦꂘꃀꈧꌠꏭ：

“ꑬꆏꄹꉇꊿꆅꉁꇬꍑꀕ？”ꄷ

ꅲ。4ꄚ，ꋀꊇꁰꇬꐭꂷꀋꐥ。ꊿꀊ

ꋨꂷꑳꌠꇱꉃꌒꄉ，ꋌꁳꁧꎻꀐ；5ꄚ

ꄉꑳꌠꆏꊿꈧꌠꏭ：“ꆍꊇꈀꄸꂷꃄ

ꂷꅀꇋꏢꑬꆏꄹꉇꊰꃅꐬꇬꃹꁧꇬ，

ꋋꇅꃅꈻꄩꏯꎼꀋꇁ？”ꄷꅲ。6ꋀ

ꊇꅇꀱꅍꎷꀋꊌ。 

饭，他们就窥探他。2在他面前
有一个患水臌的人。3耶稣对律
法师和法利赛人说：“安息日治
病，可以不可以？”4他们却不言
语。耶稣就治好那人，叫他走
了；5便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
有驴或有牛在安息日掉在井
里，不立时拉它上来呢？”6他们
不能对答这话。 

 

ꄹꃥꌋꆀꃥꌋꏭꉉꌠꉙꅇꂘꅇ 对客人和主人的教导 
7ꄹꃥꈧꌠꑋꅉꉎꂶꌠꋀꌋꄉꑌ

ꌠꑳꌠꊌꂿꇬꆏ，ꑳꌠꅺꌡꁮꅉꂷꌊ

ꑠꃅꋀꏭꉉ：8“ꆏꊿꇴꌊꑮꋚꋟꅉꇬ

ꁦꄮꇬ，ꄹꃥꑋꅉꉎꇊꉎꂶꌠꇬꄡ

ꑌ，ꑞꃅꆏ，ꄹꃥꅽꏭꀋꋌꃅꐤꒉꌠ

ꃥꌋꄰꇴꄉꀐꂵ；9ꃥꌋꆎꇴꂶꌠꆹꇁ

ꌊꀒꁨꄉꅽꏯ：‘ꅽꑋꅉꏆꊿꋋꂷ

ꑍꀞ’ꃅꇁꌠꉬ。ꑠꄮꇬꆏ，ꆎꆹꆏ

ꋌꐙꀋꇮꏭꃅꄓꌊꑋꅉꐰꂶꌠꇬꑌꁧ

ꀐ。10ꆏꊿꇴꄈꄮꇬ，ꆏꑋꅉꐰꂶꌠ

ꇬꑌꑲꆏ，ꃥꌋꇁꌊꅽꏯ：‘ꐋꀨꂶ

ꌠ，ꆏꉎꑌ’ꃄꄮꇬꆏ，ꆎꆹꄹꃥꇬꈀ

ꇁꈧꌠꂾꄉꀑꑊꊌꀐ。11ꑞꃅꆏ，ꊨ

ꏦꑴꅉꉜꒉꌠꆏ，ꀋꎪꃅꌠꐭꌠꐛ；ꊨ

ꏦꌌꌠꐭꃅꄉꌠꆏ，ꀋꎪꃅꐕꄩꄉꌠ

ꉬ”ꄷ。 

7耶稣见所请的客拣择首
位，就用比喻对他们说：8“你被
人请去赴婚姻的筵席，不要坐
在首位上，恐怕有比你尊贵的
客被他请来；9那请你们的人前
来对你说：‘让座给这一位吧。’
你就羞羞惭惭地退到末位上去
了。10你被请的时候，就去坐在
末位上，好叫那请你的人来对
你说：‘朋友，请上座。’那时，
你在同席的人面前就有光彩
了。11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
卑；自卑的，必升为高。” 

12ꉈꑴꆏ，ꑳꌠꋍꃥꌋꂶꌠꏭꑠꃅ 12耶稣又对请他的人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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ꉉ：“ꆏꂵꆤꌋꆀꈊꄮꃀꊿꌵꄮꇬ，

ꅽꐋꀨ、ꃺꑌ、ꏣꃀꏣꑟꌋꆀꃷꇎ

ꃷꇤꌣꈚꌠꄡꇴ，ꑞꃅꆏ，ꊿꋋꈨꑌ

ꉈꑴꆎꇴꌊꋀꅍꌵꋠꁧꄉ，ꅽꑆꊋꀱ

ꂵ。13ꆏꄻꎳꄉꎧꀞꎸꀞꄮꇬ，ꀱꌊ

ꊿꌢꎭꌠ、ꑬꏮꇇꏮꌠ、ꐂꀜꌠꌋ

ꆀꑓꋩꌠꇴꑲꆏ，ꆎꆹꌒꃤꐥꀐ！14ꑞ

ꃅꆏ，ꋀꊇꆹꊵꑵꌌꅽꑆꊋꀱꅍꀋ

ꊌ。ꊁꑖꉬꊿꀱꐥꇀꄮꆏ，ꆎꆹꅽꑆ

ꊋꀱꌠꊌꌠꉬ”ꄷ。 

摆设午饭或晚饭，不要请你的
朋友、弟兄、亲属和富足的邻
舍，恐怕他们也请你，你就得
了报答。13你摆设筵席，倒要请
那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
瞎眼的，你就有福了！14因为他
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到义人
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 

 

ꀉꇨꃅꎧꀞꎸꀞꄉꃥꌵꌠꅺꌡꁮꅉ 大筵席的比喻 
15ꊿꋌꈽꋙꋠꑠꂷꅇꂷꋋꇬꈨꇬ

ꆏ，ꑳꌠꏭ：“ꏃꃅꌋꇩꇬꄉꋙꋠꌠ

ꆹꌒꃤꐥꀐ！”ꄷ。16ꑳꌠꋍꏭꑠꃅ

ꉉ：“ꊾꂷꇨꐯꇨꃅꎧꀞꎸꀞꄉꃥ

ꌵ，ꄹꃥꈍꑋꈨꋌꇴꄉꀐ。17ꋙꋠꄮ

ꑟꇬꆏ，ꋍꁏꐚꋌꇤꅷꊿꋌꇴꄉꈧꌠ

ꏭ：‘ꇁꌶ！ꋠꅍꅝꒉꑞꑌꄐꏤꄉꌐ

ꀐ！’ꄷꉉꁧꎻ，18ꄚ，ꊿꈧꌠꆏꈁꉬ

ꋍꅇꉉꄉꇬꀋꇁꌐ。ꉘꃀꂶꌠꆏ：

‘ꃄꅉꏬꉢꃼꄉꀐ，ꉢꈍꃅꑌꇬꉚꁧ

ꑲꆀꍑ，ꅽꃀꈴꀋꄿ，ꉢꇫꇁꀋꄏ

ꀐ’ꄷ。19ꉈꑴꋍꂷꆏ：‘ꇌꉬꋒꉢ

ꃼꄉꀐ，ꉢꇬꉚꁧꈇ，ꅽꃀꈴꀋꄿ，ꉢ

ꇫꇁꀋꄐꀐ’ꄷ。20ꉈꑴꀉꁁꋍꂷ

ꆏ：‘ꉢꀋꑍꊂꑲꆀꑮꃀꂷꑮꄉꀕ，

ꇫꇁꀋꄐꀐ’ꄷ。21ꁏꐚꂶꌠꀱꇁ

ꇈ，ꋋꈨꋌꉉꋍꌌꁈꇰ。ꌌꁈꂶꌠꇨ

ꇅꃃꐯꃃ，ꋌꁏꐚꂶꌠꏭ：‘ꉆꐥꃅ

ꁨꒉ，ꇓꈓꏦꈫꏦꈜꑠꇬꄉ，ꊿꌢꎭ

ꌠ、ꑬꏮꇇꏮꌠ、ꑓꋩꌠꌋꆀꐂꀜ

15同席的有一人听见这话，
就对耶稣说：“在神国里吃饭的
有福了！”16耶稣对他说：“有一
人摆设大筵席，请了许多客。
17到了坐席的时候，打发仆人去
对所请的人说：‘请来吧！样样
都齐备了。’18众人一口同声地
推辞。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
地，必须去看看。请你准我辞
了。’19又有一个说：‘我买了五
对牛，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
辞了。’20又有一个说：‘我才娶
了妻，所以不能去。’21那仆人
回来，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
家主就动怒，对仆人说：‘快出
去，到城里大街小巷，领那贫
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
的来。’22仆人说：‘主啊，你所
吩咐的已经办了，还有空座。’
23主人对仆人说：‘你出去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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ꌠꏃꌊꇁ’ꄷ。22ꊁꆏ，ꁏꐚꂶꌠꌌ

ꁈꏭ：‘ꌌꁈꀋ！ꉢꅽꅇꇬꈴꄉꃅ

ꀐ，ꄚ，ꑋꅉꀈꈥꀕꇫꎍꑠꐥꑴꌦ’

ꄷ。23ꌌꁈꂶꌠꁏꐚꏭ：‘ꆏꀊꄶꉈ

ꏭꈜꃀꍬ、ꉻꈫꉼꑴꏮꄉ，ꊿꆏꈀꋒ

ꌠꃅꄀꇗꌊꉠꑳꋋꂷꇬꃅꐛꃅꑌꄉ

ꇁ。24ꉢꉉꆍꇰ，ꊿꂴꉢꈀꇴꄉꈧ

ꌠ，ꉠꋚꋋꐚꋠꄎꌠꋍꂷꑋꀋꐥ’

ꄷ”ꄷ。 

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
坐满我的屋子。24我告诉你们：
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尝
我的筵席。’” 

 

ꌶꌺꄻꌠꁌꏤ 做门徒的代价 
25ꊿꈍꑋꃅꑳꌠꐊꐺ，ꋌꏮꌊꉈ

ꑴꋀꊇꏯꑠꃅꉉ：26“ꊿꉠꄹꇁꌠ，ꀋ

ꄸꄷ，ꉡꉂꇬꋌꋍꀉꂿꀉꄉ、ꀋꃀꀉ

ꑳ、ꃺꃶꀁꑳ、ꅫꃀꌋꆀꊨꏦꀑꇬ

ꉂꌠꏭꀋꋌꃅꀋꐛꑲꆏ，ꋌꉠꌶꌺꄻ

ꀋꉆ；27ꊿꊨꏦꌩꏍꀋꀵꃅꉠꊂꈹꐺ

ꌠꑌꉠꌶꌺꄻꀋꉆ。28ꆍꊇꈬꄔꊿꈀ

ꄸꂷꑳꀊꂥꂷꋉꇬ，ꂴꆏꇫꑌꄉꑳꋋ

ꂷꋉꇬꎆꋚꈍꑋꑟ，ꎆꋚꌌꋉꇎꅀꀋ

ꇎꃅꑠꃅꀋꌗꀋꏢꌠꉬ？29ꑠꀋꉬꑲ

ꆏ，ꑲꅉꀉꄂꋌꅤꄉꇈ，ꑲꆏꋌꋋꋉ

ꐛꀋꄐ，ꊿꇬꈀꂿꌠꃅꋋꒊꈧꄉ，30ꑠ

ꃅꉉ：‘ꊿꋋꂷꇫꆏꇬꄎ，ꌐꆏꌐꀋ

ꄐ’ꄷ。31ꀋꄸꄷ，ꃰꃅꂷꂽꄓꌊꃰ

ꃅꀉꁁꂷꌋꆀꐯꌉꇬ，ꋌꂴꆏꇫꑌꄉ

ꋍꂽꋍꃪꌞꂽꑍꃪꇬꄙꄎꅀꀋꄐꌠꀋ

ꉪꀋꎖꅀ？32ꀋꄸꄷꄙꀋꄐꏭꐛꑲꆏ，

ꋋꆹꁮꐚꈜꎴꃅꄷꐥꑴꌦꄮꇬꇯꆐ，

ꊩꌺꇤꅷꐮꄮꌠꏤꐪꏥꏦꑠꇕꄟꆹꄡ

ꑟ。33ꑠꃅꄉ，ꆍꈀꄸꉬꄿꂿ，ꀋꄸꄷ

ꋍꈀꐥꈧꌠꃅꋌꇤꇫꎭꇈꌠꀋꉬꑲ

25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
他转过来对他们说：26“人到我
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
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
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
我的门徒（“爱我胜过爱”原文作

“恨”）；27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
从我的，也不能作我的门徒。
28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
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
呢？29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
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30说：
‘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
31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
仗，岂不先坐下酌量，能用一
万兵去敌那领二万兵来攻打他
的吗？32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
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和息的
条款。33这样，你们无论什么
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
不能作我的门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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ꆏ，ꋋꆹꉠꌶꌺꄻꀋꉆ”ꄷ。 
 

ꋂꉩꀐꌠ 失味的盐 
34“ꋂꑴꅉꆹꃪꑵꉬ；ꄚ，ꀋꄸ

ꄷ，ꋂꉩꑲꆏ，ꑞꌌꋌꁳꉈꑴꋂꐔꇁꎻ

ꂯ？35ꌌꃄꅉꇱꀋꉆ，ꌌꑭꄻꀖꄻꑌꀋ

ꉆꄉ，ꃅꅍꎷꀋꊌꃅꍞꇫꎭ。ꅺꅑꈨ

ꉆꌠꆏ，ꇫꅲꄡꑟ”ꄷ。 

34“盐本是好的；盐若失了
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35或
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
合适，只好丢在外面。有耳可
听的，就应当听。” 

 

ꑿꆘꅝꌠꅺꌡꁮꅉ 迷羊的比喻 

15 ꇗꏸꎴꊿꈀꐥꌠꌋꆀꑽꊿꈧ

ꌠꇁꌊꑳꌠꏢꁮꑌꄉ，ꋍꉙꅇ 15 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
稣，要听他讲道。2法利 

ꂘꅇꅲ。2ꃔꆀꌏꊿꌋꆀꁱꂷꌤꃅꊿ

ꈧꌠꆏꈞꆈꄉ：“ꊿꋋꂷꑽꊿꈧꌠꋨ

ꏦ，ꄷꀋꁧ，ꋀꈽꄉꋙꋠ”ꃅꑳꌠꊂ

ꍣꐺ。 

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
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 

3ꑠꅹ，ꅺꌡꁮꅉꂷꑳꌠꉉꋀꊇ

ꇰ：4“ꀋꄸꄷ，ꆍꊇꈬꄔꊾꂷꑿꋍꉐ

ꂷꁨꇈꋍꂷꆘꅝꇬ，ꑿꀊꋨꈬꊯꈬꂷ

ꋌꇤꅔꈋꏪꄉꇈꀕ，ꑿꆘꅝꂶꌠꎹꀋ

ꊌꌦꋩꃅꎹꌠꀋꉬꅀ？5ꑿꂶꌠꎹꊊ

ꇈ，ꇿꌦꄉꏽꃅꄌꆼꁠꇬꄜꌊꀁꇬ

ꑟ，6ꋍꈭꐨꆏ，ꋍꃷꇎꌋꆀꐋꀨꋌꇴ

ꌊꇁꇈ，ꋀꏭ：‘ꉠꑿꆘꅝꂶꌠꉢꎹ

ꊊꀐ，ꆍꉢꈽꄉꉌꇿꇁꀞ’ꃅꉉꌠ

ꉬ。7ꉢꉉꆍꇰ，ꑽꊿꂷꉪꁏꄺꀱꇬ

ꆹ，ꉬꉎꇬꑌꑠꃅꄉꋍꎁꃅꉌꇿꌠꉬ，

ꑠꆹꑖꊿꉪꁏꄺꀱꄻꀋꅐꌠꈬꊯꈬꑻ

ꏭꀋꋌꃅꀊꅰꃅꉌꇿꐨꐥꌠꉬ”

ꄷ。 

3耶稣就用比喻说：4“你们中
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
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
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
5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
上，回到家里；6就请朋友邻舍
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
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
吧。’7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
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
喜，较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
的义人，欢喜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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ꎆꃀꆘꅝꌠꅺꌡꁮꅉ 失钱的比喻 
8“ꀋꄸꄷ，ꌋꅪꂷꐎꎆꃀꊰꂷ

ꁨꇈꋍꂷꆘꅝꇬ，ꋌꂷꇭꄔꌌꑲꌩꇣ

ꑻꄉ，ꑭꀕꋧꋪꃅꐎꎆꃀꂶꌠꀋꊌꌦ

ꋩꃅꎹꌠꀋꉬꅀ？9ꎆꃀꂶꌠꋌꎹꊊꈭ

ꐨꆏ，ꋍꃷꇎꌋꆀꐋꀨꋌꇴꌊꇁꇈ，

ꋀꏭ：‘ꉠꐎꎆꃀꆘꅝꂶꌠꉢꎹꊊ

ꀐ，ꆍꉢꈽꄉꉌꇿꇁꀞ’ꃅꉉꌠꉬ。

10ꉢꉉꆍꇰ，ꑽꊿꂷꉪꁏꄺꀱꇬꆹ，ꏃ

ꃅꌋꊩꌺꑌꑠꃅꋍꎁꃅꉌꇿꑓꇿꌠ

ꉬ”ꄷ。 

8“或是一个妇人有十块钱，
若失落一块，岂不点上灯，打
扫屋子，细细地找，直到找着
吗？9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
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
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
欢喜吧。’10我告诉你们：一个
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
也是这样为他欢喜。” 

 

ꊿꄁꃰꐹꂷꅺꌡꁮꅉ 浪子的比喻 
11ꑳꌠꉈꑴꑠꃅꉉ：“ꊾꂷꌺꑍ

ꂷꁨ；12ꌻꑘꂶꌠꋍꀉꄉꏭ：‘ꀉꄉ

ꀋ！ꎆꋚꉠꃤꈧꌠꁸꉢꁳꇁ’ꄷꉉ

ꄉ，ꀋꁧꂶꌠꋍꁨꇐꄉꇐꋌꁸꌺꑍꂷ

ꌠꁵ。13ꀉꑌꑍꀋꐛꃅ，ꌻꑘꂶꌠꋍ

ꈁꁨꌠꃅꋌꏣꏑꌊꃅꄷꈜꎴꅈꇬꐛꑠ

ꈚꉜꄉꁧꀐ。ꀊꄶꇬꄉ，ꋌꈁꏾꃅꀕ

ꑽ，ꎆꋚꋌꌌꁧꈿꆿꈿꇫꎭꌐ。14ꋍ

ꎆꋚꈀꐥꌠꃅꋌꆰꇫꎭꌐꈭꐨ，ꉈꑴ

ꃅꄷꀊꋩꈚꇬꃱꉩꄸꌋꇨꐯꇨꌠꑠꊝ

ꄉ，ꋋꆹꌢꎭꇤꅝꀕꀐ。15ꄚꄉꋌꃅ

ꅍꎷꀋꊌꃅꀊꋩꈚꇬꊾꂷꊫꄉꐥꁧ，

ꋌꊿꂶꌠꇱꇤꅷꃄꅉꇬꃮꆫꁧꎻ。

16ꋌꂮꌌꆖꏢꌌꃮꍈꈧꌠꂯꋌꇣꋠꄉ

ꏽ，ꄚ，ꊿꄻꇫꍈꌠꀋꊌ。17ꋋꇅꇬ

ꆏ，ꋌꉪꐚꏡꐚꇁꄉ，ꋧꁧꃅꑠꃅꉉ：

‘ꉠꀉꄉꆹꊋꃅꊿꈍꑋꃅꐥ，ꋚꒉꑌ

ꋠꌐꀋꉆ，ꉡꆏꀱꌊꄚꄉꂮꌦꂯꅀ？

11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
儿子；12小儿子对父亲说：‘父
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
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
们。13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
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
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
荡，浪费资财。14既耗尽了一切
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
荒，就穷苦起来。15于是去投靠
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
到田里去放猪。16他恨不得拿猪
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
他。17他醒悟过来，就说：‘我
父亲有多少的雇工，口粮有
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18我要
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
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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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ꉢꑭꄑꉠꀉꄉꄷꁧꄉ，ꇬꏭ：ꀉꄉ

ꀋ！ꉢꏃꃅꌋꀑꑊꐆꀐ，ꅽꀑꑊꑌꐆ

ꀐ；19ꀃꑍꇈꉈꆏ，ꉡꆹꅽꌺꄻꀋꋭ

ꀐ，ꆏꉡꄻꅽꊋꃅꊾꂷꃅꄉꄹꌶꄷꇬ

ꉇꁧꂿ’ꄷ。20ꄚꄉ，ꋌꄓꌊꋍꀉꄉ

ꄷꉜꄉꁧꀐ。ꌺꂶꌠꈍꎳꅉꇬꈴꇁꑴ

ꌦꇯꆐꋍꀉꄉꊌꂿꇬꆏ，ꋍꀉꄉꇫꎭ

ꃅꉈꄉ，ꀥꌌꋍꇵꆹꆼꃬꇁꇈ，ꀋꆏꃅ

ꋍꁧꇉꇬꁬ。21ꌺꂶꌠꑠꃅꉉ：‘ꀉ

ꄉꀋ，ꉢꏃꃅꌋꀑꑊꐆꀐ，ꅽꀑꑊꑌ

ꐆꀐ，ꑠꅹ，ꀃꑍꇈꉈꆏ，ꉡꆹꅽꌺꄻ

ꀋꋭꀐ’ꄷ。22ꄚ，ꀋꁧꂶꌠꆏ，ꋍ

ꁏꐚꈧꌠꏭ：‘ꆍꊇꐳꃅꀂꄁꀊꎴꈁ

ꎔꎗꈫꌠꌌꇬꇢꇁ，ꇇꀘꄻꋌꄀ，ꑬꅮ

ꄻꋍꄀꇁ；23ꉈꑴꇂꇤꌺꋆꐯꋆꏡꌠ

ꈻꌊꌉꇁ，ꉪꊇꐯꇯꇿꋚꇿꒉꐚꋠꄉ

ꈩꀜꂿ；24ꑞꃅꆏ，ꉠꌺꌦꈬꇬꄉꀱꐥ

ꇁ，ꆘꅝꇈꎹꊊꀐ’ꄷ，ꄚꄉ，ꈀꄸ

ꑌꇿꌐ。 

罪了你；19从今以后，我不配称
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
工吧。’20于是起来，往他父亲
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
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
的颈项，连连与他亲脸。21儿子
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
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
为你的儿子。’22父亲却吩咐仆
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
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
上，把鞋穿在他脚上；23把那肥
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
快乐；24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
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
乐起来。 

25ꀊꋨꄮꇬ，ꌺꒉꂶꌠꃄꅉꇬꐺ；

ꋌꈻꑳꋒꑟꇁꄮꇬꆏ，ꊿꑵꉙꑵ、ꀛ

ꐂꌠꋌꈨꄉ，26ꁏꐚꂷꋌꇴꌊꇬꏭꑞ

ꉬꌠꉬꄷꅲ。27ꁏꐚꂶꌠꇬꏭ：‘ꅽ

ꀁꑳꀱꇁꀐ，ꋌꀋꆅꀋꈻꃅꀱꇫꑟꇁ

ꐛꅹ，ꇂꇤꌺꋆꐯꋆꏡꌠꅽꀉꄉꇱꌉ

ꇬꊎꄉꀐ’ꄷ。28ꄚꄉꌺꒉꂶꌠꇨ

ꇅꃃꌌꀁꇬꆹꀋꅲ，ꋍꀉꄉꅐꌊꉈꏭ

ꄉꋌꅰꇁ；29ꋌꋍꀉꄉꏭꑠꃅꉉ：‘ꃅ

ꐎꋋꈍꑋꈓꉢꆎꀨꎹ，ꐥꅷꇁꅽꅇꀋ

ꃅꀋꋻꇬ，ꆏꍶꌺꍈꂯꄻꉢꁳꉠꐋꀨ

ꌋꆀꐯꇯꌉꋠꄉꈩꀜꀋꎽ。30ꄚ，ꅽ

25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
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
舞的声音，26便叫过一个仆人
来，问是什么事。27仆人说：
‘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
无灾无病地回来，把肥牛犊宰
了。’28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
去；29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
父亲说：‘我服事你这多年，从
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
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
友一同快乐。30但你这个儿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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ꌺꋋꂷꆹ，ꅽꎆꋚꃅꋌꌌꎲꃷꃆꅿꇇ

ꄧꄉꆰꇫꎭꌐꇈꀱꇁꄮꇬꆏ，ꆏꀱꌊ

ꋍꎁꃅꇂꇤꌺꋆꏡꌠꇯꆎꌉꑴꌦ’

ꄷ。31ꀋꁧꂶꌠꇬꏭ：‘ꀉꑳꀋ，ꆎ

ꆹꅉꀕꃅꉢꈽꐥ，ꉠꈁꁨꈀꄉꌠꃅꅽ

ꃤꉬꌐ；32ꄚ，ꅽꀁꑳꋋꂷꆹꌦꈬꇬꄉ

ꀱꐥꇁ，ꆘꅝꇈꎹꊊꂷꉬꐛꅹ，ꉪꊇꉌ

ꇿꑓꇿꄡꑟ’ꄷ”ꄷ。 

娼妓吞尽了你的产业，他一来
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
31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
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
的；32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
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
当欢喜快乐。’” 

 

ꀋꑗꀋꉬꌠꂱꈈꂷꅺꌡꁮꅉ 不义管家的比喻 

16 ꑳꌠꉈꑴꌶꌺꈧꌠꏭꑠꃅꉉ：

“ꎆꁦꊾꂷꂱꈈꂷꐥ，ꌞꊿ 16 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
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 

ꂱꈈꋋꂷꊂꄉꋌꈁꏾꃅꌌꁈꎆꁌꋙꀘ

ꑴꄷꅇꎹꌠꐥ。2ꄚꄉꌌꁈꆏꂱꈈꂶ

ꌠꋌꇴꌊ：‘ꌤꉢꈨꌠꈍꃅꐙꐘꉬ？

ꆏꈀꏲꈁꂠꈧꌠꐝꉅꃅꉉꎼꇁꌐ，ꑞ

ꃅꆏ，ꆏꉈꑴꉠꂱꈈꄻꀋꉆꀐ’ꄷ。

3ꂱꈈꂶꌠꄸꈐꇬꆏ：‘ꉢꌌꁈꇱꇤꇫ

ꎭꄉ，ꉢꁳꋍꂱꈉꄻꀋꎽꀐ，ꉢꋌꊂ

ꑞꃅꂯ？ꃅꊨꇬꑌꊋꀋꑌ；ꋚꂟꇬꑌ

ꑊꏦ。4ꉢꈍꃅꋭꌠꉢꅉꐚꀐ，ꑠꃅꑲ

ꆏ，ꉢꉠꌌꁈꏤꂱꈈꀋꄻꀐꇬꑌ，ꊿ

ꉢꋀꋩꌊꋀꏤꁧꌠꐥ’ꉂꃅꉪ。5ꄚ

ꄉꊿꋍꌌꁈꎝꁯꈧꌠꋍꂷꋍꂷꃅꋌꇴ

ꌊꇁ，ꋌꉘꃀꂶꌠꏭ：‘ꆏꉠꌌꁈꎝ

ꈍꑋꁯ？’ꄷꅲ。6ꊿꂶꌠꆏ：‘ꇤ

ꇁꒀꋌꋍꉐꄢꌺ（ꋍꄢꌺꌠꉬꊰꏡꅶꍯꐥ）’

ꄷ。ꄚꄉꂱꈈꂶꌠꇬꏭ：‘ꅽꎝꁯ

ꄯꒉꒃꄉ，ꉆꐥꃅꇫꑌꄉ，ꁱꌊꉬꊰ

ꄢꌺꃅꄉ’ꄷ。7ꋍꈭꐨꆏ，ꋌꎝꁭ

ꊿꀉꁁꂶꌠꏭ：‘ꆎꆹꈍꑋꁯ？’ꄷ

ꅲ。ꊿꂶꌠ：‘ꎭꂷꋍꉐꑳ’ꄷ。

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
2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
你这事怎么样呢？把你所经管
的交代明白，因你不能再作我
的管家。’3那管家心里说：‘主人
辞我，不用我再作管家，我将
来做什么？锄地呢？无力；讨
饭呢？怕羞。4我知道怎么行，
好叫人在我不作管家之后，接
我到他们家里去。’5于是把欠他
主人债的，一个一个地叫了
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
多少？’6他说：‘一百篓油（每篓约

五十斤）。’管家说：‘拿你的帐，
快坐下，写五十。’7又问一个
说：‘你欠多少？’他说：‘一百石
麦子。’管家说：‘拿你的帐，写
八十。’8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
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
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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ꂱꈈꂶꌠꆏ：‘ꅽꎝꁯꄯꒉꒃꄉ，ꁱ

ꌊꉆꊰꑳꃅꄉ’ꄷ。8ꌌꁈꂶꌠꂱꈈ

ꀋꑗꀋꉬꋋꂷꌤꃅꇬꀑꁮꅺꐳꄉꋌꇱ

ꌌꍖꀴ；ꑞꃅꆏ，ꋧꃅꌺꋧꃅꌤꑘꃅ

ꇬꆹ，ꁨꑭꌺꏭꀋꋌꃅꀑꁮꅺꐳ。9ꉢ

ꉈꑴꉉꆍꇰ，ꎆꋚꀋꎴꀋꈻꌠꌌꐋꎹ

ꊈꎷ，ꊁꎆꋚꌌꌬꍩꀋꐥꄮꇬꆏ，ꆍꊇ

ꆹꋀꇱꋩꌊꐩꋊꐩꍂꃅꇫꋦꌠꁁꑳꇬ

ꁧꉆꌠꉬ。 

加聪明。9我又告诉你们：要借
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
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
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 

10ꊿꌤꀄꊭꐯꀄꊭꌠꀂꏽꀋꎪꀋ

ꎙꌠꆏ，ꌤꀉꒉꌠꀂꏽꑌꀋꎪꀋꎙ；ꌤ

ꀄꊭꐯꀄꊭꌠꀂꏽꀋꑗꀋꉬꑲꆏ，ꌤ

ꀉꒉꌠꀂꏽꑌꀋꑗꀋꉬꌠꉬ。11ꀋꄸ

ꄷ，ꆍꊇꀋꎴꀋꈻꌠꎆꋚꀂꏽꇯꆏꎩ

ꎙꑲꆏ，ꈀꄸꂷꎆꋚꃶꐚꌠꏮꆍꊇꁵ

ꏲꎻꂯ？12ꀋꄸꄷ，ꆍꊇꌞꃤꋍꑞꋍꑵ

ꀂꏽꇯꆏꎩꎙꑲꆏ，ꈀꄸꂷꋍꑞꋍꑵ

ꆍꃤꈧꌠꄻꆍꁳꑴꌦꂯ？13ꁏꐚꂷꌌ

ꁈꑍꂷꀨꎹꀋꉆ；ꋋꂷꌂꀊꋨꂷꉂ，

ꀋꉬꀐꇬ，ꋋꂷꁌꒉꀊꋨꂷꉜꄸꌠ

ꉬ。ꆍꊇꆹꏃꃅꌋꑌꀨꎹ，ꎆꋚꑌꀨ

ꎹꃅꀋꉆ”ꄷ。 

10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
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
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11倘若
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
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
呢？12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
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
西给你们呢？13一个仆人不能事
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
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
不能又事奉神，又事奉玛门。” 

 

ꄹꏦꌋꆀꏃꃅꌋꇩ 律法和神的国 
14ꃔꆀꌏꊿꆹꎆꇢꋚꇢꌠꉬꄉ，ꅇ

ꋋꈨꋀꊇꊌꈨꇬꆏ，ꑳꌠꋀꌌꒊ。

15ꑳꌠꋀꊇꏯ：“ꆍꊇꆹꃰꊿꂴꆽꄉ

ꆍꊨꏦꆍꌌꑖꉬꌠꃅꄉ，ꄚ，ꏃꃅꌋꆹ

ꆍꊇꉌꃀꑞꉪꌠꋌꅉꐚ，ꑞꃅꆏ，ꃰ

ꊿꇬꉚꒉꌠꆏ，ꏃꃅꌋꇫꈀꌂꈀꑷꌠ

ꉬ。16ꄹꏦꌋꆀꅉꄜꊿꄯꒉꂿꄐꆹꅑ

ꅸꋋꑣꒀꉴꇬꄉꌐ，ꋍꈭꐨꆏ，ꏃꃅ

14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
他们听见这一切话，就嗤笑耶
稣。15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
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你们的
心，神却知道；因为人所尊贵
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16律法
和先知到约翰为止，从此神国
的福音传开了，人人努力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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ꌋꇩꌒꅇꆹꊿꌌꁊꈴꀐ，ꈀꄸꑌꊋꇤ

ꄉꁨꃹꆹꏾ。17ꂿꃅꃄꅉꑍꈤꁧꌠꆹ

ꄹꏦꇬꁱꂷꋍꂷꌐꂷꋍꍈꑍꈤꌠꏭꀋ

ꋌꃅꈝꐮ。18ꊿꑮꃀꋌꊐꇫꎭꄉꀉꁁ

ꒃꌠꆏ，ꑽꃤꌞꃆꍯꒆꍯꌠꃅꌠꉬ

ꀐ；ꁦꋠꌋꅪꊿꊐꇫꎭꂶꌠꒃꂶꌠ

ꑌ，ꑽꃤꌞꃆꍯꒆꍯꌠꃅꌠꉬꀐ”

ꄷ。 

去。17天地废去较比律法的一点
一画落空还容易。18凡休妻另娶
的，就是犯奸淫；娶被休之妻
的，也是犯奸淫。” 

 

ꎆꁦꊿꌋꆀꇁꌒꇊ 财主和拉撒路 
19“ꎆꁦꊿꑠꂷꐥ，ꋌꃢꈜꈁꎔ

ꎗꌠꈚ，ꋍꑍꋑꀋꋒꋠꌒꅝꌒ、ꈩꌒ

ꀜꌒꃅꇫꐥ。20ꋚꂟꊿꇁꌒꇊꂒꂷ

ꐥ，ꇭꀧꋋꂷꃅꀴꊪꀉꄂꌐ，ꋌꊿꇱ

ꄻꎆꁦꊿꋋꂷꀃꈈꁭꑭꏀꄉ，21ꋌꁳ

ꊿꌣꈚꂶꌠꋠꄜꇬꄉꊰꇁꌠꋙꀜꒉꇁ

ꈧꌠꉄꋠꎻ；ꉈꑴꈌꇯꆏꋍꀴꊪꂷꊂꑽ

ꇁ。22ꊁꆏꋚꂟꊿꋋꂷꌦꀐ，ꋌꉬꉎ

ꊩꌺꇱꏃꌊꁧꇈꄻꑸꀨꇁꉴꂣꈐꇬꊐ

ꄉ。ꎆꁦꊿꂶꌠꑌꌦꀐꄉ，ꊿꌌꇬꄁ

ꇫꎭꀐ。23ꋌꅉꃴꏦꑳꐎꇬꄉꐒꆅ

ꏽ，ꋌꀑꐕꄩꉜꇬꆏ，ꈍꎳꃅꄷꄉꑸꀨ

ꇁꉴꋌꊌꂿ，ꉈꑴꇁꌒꇊꑸꀨꇁꉴꂣ

ꈐꇬꐥꌠꑌꋌꊌꂿꇬꆏ，24ꋌ：‘ꉠꁍ

ꁈꑸꀨꇁꉴꀋ，ꉡꎭꃅꉈꀞ！ꆏꇁꌒꇊ

ꇤꅷꄉ，ꋍꇇꏸꌺꌌꒉꍀꄉꀆꐒꄩꊰ

ꉠꉐꆂꒈꊭꇁꎻ，ꉢꄚꇬꄉꃆꄔꇱꐗ

ꆅꇧꁠꀐ！’ꃅꏅꄉꉉ。25ꄚ，ꑸꀨ

ꇁꉴꆏꋍꏭ：‘ꀉꑳꀋ！ꆏꀱꋧꃅꐤ

ꄮꇬꐥꌒꄻꌒꌠꊼꇅꉪꄡꑟ，ꇁꌒꇊꆹ

ꎭꋺꅧꋺ，ꀋꃅꋋꆹꄚꄉꉌꌒꄀꅍꊌ，

ꆎꆏꀱꌊꎬꅧꈬꇬꃹ。26ꑠꀉꄂꇯꀋ

19“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
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
乐。20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
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
主门口，21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
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
的疮。22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
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
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
了。23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
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
撒路在他怀里，24就喊着说：
‘我祖亚伯拉罕哪！可怜我吧！
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蘸点
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
这火焰里，极其痛苦。’25亚伯
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
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
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
痛苦。26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
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
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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ꉬꃅ，ꄷꀋꁧꅽꉣꑊꇢꊭꇬꇁꄿꆈꉘ

ꀕꌠꇢꄉꊨꄅ，ꉪꊇꄚꇬꊾꑌꀋꏯꒉ

ꀋꄐ，ꆍꊇꀊꄶꇬꊾꑌꋍꏯꇁꀋꄐ’

ꄷ。27ꎆꁦꊿꂶꌠꑠꃅꉉ：‘ꉠꁍꁈ

ꀋ！ꑠꆹꉬꑲꆏ，ꆏꑴꌠꈧꊰꀕꃅꇁꌒ

ꇊꇤꅷꉠꀉꄉꏤꅍꒉꎻ；28ꑞꃅꆏ，ꉢ

ꃺꃶꀁꑳꉬꑻꁨ，ꇁꌒꇊꁳꋀꄷꅇꊪ

ꌬꒉꎻ，ꑠꀋꉬꑲꆏ，ꊁꋀꊇꑌꄚꐒꆅ

ꅉꋌꈚꇬꃹꇁꂵ’ꄷ。29ꄚ，ꑸꀨꇁ

ꉴꄹꇬ：‘ꋀꊇꆹꃀꑭꌋꆀꅉꄜꊿꅇ

ꂷꅲꄉꇫꅇꃅꉆ’ꄷ。30ꎆꁦꊿꂶ

ꌠꆏ：‘ꉠꁍꁈꑸꀨꇁꉴꀋ！ꑠꀋꉬ

ꌠ，ꀋꄸꄷ，ꊿꌦꈬꇬꄉꀱꐥꇁꑠꂷꋀ

ꄷꒉꇬꆹ，ꋀꊇꀋꎪꃅꉪꁏꄺꀱꌠ

ꉬ’ꄷ。31ꑸꀨꇁꉴꆏꇬꏭ：‘ꀋꄸ

ꄷ，ꋀꊇꃀꑭꌋꆀꅉꄜꊿꉙꅇꂘꅇꀋ

ꅲꑲꆏ，ꊿꌦꈬꇬꄉꀱꐥꇁꑠꂷꉬꇬ

ꑋ，ꋀꊇꇫꅇꃅꀋꅲꌠ’ꄷ”ꄷ。 

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
是不能的。’27财主说：‘我祖
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
路到我父家去；28因为我还有五
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作见
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
地方。’29亚伯拉罕说：‘他们有
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
30他说：‘我祖亚伯拉罕哪！不
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
的，到他们那里去的，他们必
要悔改。’31亚伯拉罕说：‘若不
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
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
不听劝。’” 

 

ꑳꌠꊾꉙꂘꐨ 耶稣的教导 

17 ꑳꌠꉈꑴꋍꌶꌺꈧꌠꏭꉉꌦ：

“ꌤꆿꋍꑞꋍꑵꊿꋌꎼꑇꐨ 17 耶稣又对门徒说：“绊倒
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 

ꇬꄉꅞꌠꆹꈍꃅꑌꐥꌠ；ꄚ，ꊿꌞꊿ

ꁳꑇꐨꇬꄉꅞꎻꂶꌠꆹꉮꃤꐥꀐ。

2ꋌꄿꏀꈧꌠꈬꇬꋍꂷꁳꑇꐨꇬꄉꅞꎻ

ꌠꑠꉬꑎꆹ，ꐂꇓꀋꃀꂷꐒꋍꇵꆹꇬꄀ

ꄉꅝꎿꃀꇬꊐꇫꎭꄈꂯꍑꑴꌦ。3ꆍ

ꊇꋓꉪꁨꄉ！ꀋꄸꄷ，ꅽꃺꑌꅽꀑꑊ

ꐆꑲꆏ，ꇬꏭꅇꈪꊐ；ꀋꄸꄷ，ꋌꉪꁏ

ꄺꀱꑲꆏ，ꄻꋌꏆ。4ꀋꄸꄷ，ꋌꃅꐎ

ꋍꑍꏃꃢꅽꀑꑊꐆꇬ，ꏃꃢꐯꇯꇁꅽ

ꏯ：‘ꉢꉪꁏꄺꀱꀐ’ꃅꉉꑲꆏ，ꆏ

那绊倒人的有祸了。2就是把磨
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丢在海
里，还强如他把这小子里的一
个绊倒了。3你们要谨慎！若是
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劝戒他；
他若懊悔，就饶恕他。4倘若他
一天七次得罪你，又七次回
转，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
恕他。”5使徒对主说：“求主加
增我们的信心。”6主说：“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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ꄡꇗꄻꋌꏆꇬꎷ”ꄷ。5ꁆꄻꊩꌺꉈ

ꑴꑳꌠꏭ：“ꌋꀋ！ꆏꉪꑇꐨꉌꊋꁳ

ꀊꅰꃅꁦꎆꎻꀞ！”ꄷ。6ꌋꑠꃅꉉ：

“ꀋꄸꄷ，ꆍꊇꑇꐨꉌꊋꃆꇖꂶꂷꌡ

ꑠꍈꑌꑲꆏ，ꆍꊇꀉꐚꁮꋚꋋꁧꏯ：

‘ꆏꄚꄉꐴꍠꌊꎿꇬꋦꁧ’ꄷꇬ，ꌩ

ꁧꋋꁧꀋꎪꃅꆍꅇꃅꅲꌠꉬ。7ꆍꈬ

ꄔꊿꈀꄸꂷ，ꋍꁏꐚꎆꆫꅀꃄꂿꁧ

ꇈ，ꈻꀁꇬꇁꑠꂷꏭ：‘ꉆꐥꃅꇫꑌ

ꄉꋙꋠꇁ’ꃅꉉꌠꐥ？8ꀱꌊꋍꏭ：

‘ꆏꉠꎁꃅꈊꋚꄐꏤ，ꅽꐧꃬꅑꄉꉡ

ꀨꎹꇁ；ꉢꋟꅝꌐꈭꐨꑲꆀꆏꋟꅝ

ꉆ’ꃅꀋꉉꅀ？9ꁏꐚꂶꌠꌌꁈꈁꉉ

ꄉꈧꌠꈴꄉꃅꇬ，ꌌꁈꋍꏭꈀꎭꀕ

ꅀ？10ꑠꃅꄉ，ꆍꏭꈁꉉꄉꈧꌠꉬꇮꃅ

ꆍꃅꌐꈭꐨꆏ，ꆍꊇꆹ：‘ꉪꊇꆹꁏ

ꐚꂿꄐꀋꐥꈨꉬ，ꉪꊇꈀꃅꈁꑽꌠꆹ

ꑴꅉꇬꇯꆐꉪꇫꃅꋭꌠ’ꄷꉉꄡ

ꑟ”ꄷ。 

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
对这棵桑树说：‘你要拔起根
来，栽在海里，’它也必听从你
们。7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
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
‘你快来坐下吃饭’呢？8岂不对他
说：‘你给我预备晚饭，束上带
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
才可以吃喝’吗？9仆人照所吩咐
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10这
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
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
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
的。’” 

 

ꊿꆓꒈꉘꐛꊯꑻꑳꌠꉃꌒ 治好十个麻风病人 
11ꑳꌠꑳꇊꌒꇌꉜꄉꁧ，ꋌꌒꂷ

ꆀꑸꌋꆀꏤꆀꀕꈴꁧ。12ꑲꇽꁡꇤ

ꂷꇬꃹꇬꆏ，ꊿꆓꒈꉘꐛꑠꊯꑻꋍꏭ

ꉜꄉꇁꇈ，ꈍꎳꃅꇢꅉꇬꉆꄉ，13ꃚꐕ

ꉐꐓꄉꑠꃅꉉ：“ꑳꌠꀋ！ꂘꃀꀋ！ꈧ

ꊰꀕꃅꉪꊇꎭꃅꉈ！”ꄷ。14ꑳꌠꆏ

ꋀꊇꋌꊌꂿꄷꆏ，ꋋꇅꃅꋀꏭ：“ꆍ

ꊇꁧꌶ，ꆍꇭꀧꄻꆦꑝꊿꈧꌠꁳꉜ

ꎻ”ꄷ，ꋀꊇꁦꄮꇬꆏ，ꁦꎴꅐꀐ。

15ꋀꈬꄔꋍꂷꆏꊨꏦꌒꌠꋌꂿꈭꐨ

ꆏ，ꀱꉈꑴꇁꄉ，ꃚꋒꀊꂥꃅꀑꒉꑊꒉ

11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
撒玛利亚和加利利。12进入一个
村子，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
而来，远远地站着，13高声说：
“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
14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
们去，把身体给祭司察看。”他
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15内中有
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
大声归荣耀与神，16又俯伏在耶
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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ꋌꄻꏃꃅꌋꄀ。16ꋌꉈꑴꇇꑭꃃꇵꀕ

ꃅꑳꌠꏸꑭꂾꄉꋍꏭꈀꎭꀕ。ꊿꋋ

ꂷꆹꌒꂷꆀꑸꊾꂷꉬ。17ꑳꌠꆏ：

“ꊿꁦꎴꅐꀐꌠꊯꑻꀋꉬꅀ？ꀊꋨꈬ

ꑻꇿꁧꀐ？18ꉇꉻꊿꋅꊿꋋꂷꀉꄂꑲ

ꆏ，ꀉꁁꊿꀱꌊꀑꒉꑊꒉꏮꏃꃅꌋꄀ

ꇁꌠꑌꀋꐥꀐꅀ？”ꄷ，19ꄚꄉꊿꂶ

ꌠꏭ：“ꄓꇁꄉꁧꌶ！ꅽꑇꐨꉌꊋꆎ

ꈭꋏꀐ”ꄷ。 

亚人。17耶稣说：“洁净了的不
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
呢？18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
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19就对
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
救了你了。” 

 

ꏃꃅꌋꇩꇬꐙꇁ 神国的降临 
20ꃔꆀꌏꊿꑳꌠꏭ：“ꏃꃅꌋꇩ

ꈍꄮꇬꇫꑟꇁ？”ꄷꅲ，ꑳꌠꆏꋀꏭ：

“ꏃꌋꇩꇀꄮꇬ，ꑓꋪꇫꂿꉆꌠꀋ

ꉬ。21ꊾꑌ：‘ꇬꉚ，ꄚꇬ’，‘ꇬ

ꉚ！ꀊꄶꇬ’ꃅꉉꀋꉆ，ꑞꃅꆏ，ꏃ

ꃅꌋꇩꆹꆍꉌꂵꇬꑌ（“ꉌꂵ”ꅀ“ꈬꄔ”

ꄷꑌꍑ）”ꄷ。22ꑳꌠꉈꑴꋍꌶꌺꏭ：

“ꃅꑍꇫꑟꇁꂯꄮꆏ，ꆍꊇꆹꊾꌺꃅ

ꑍꑠꑍꂿꏾꐯꂿꏾ，ꄚ，ꆍꇫꂿꀋ

ꄐ。23ꊿꆍꏭ：‘ꇬꉚ！ꀊꄶꇬ’，

‘ꇬꉚ！ꄚꇬ’ꃅꇬ，ꆍꊇꅐꉈꏭꄡ

ꒉ，ꋀꊂꑌꄡꈹ。24ꑞꃅꆏ，ꃅꑍꊾꌺ

ꇫꑟꇁꄹꉇꆹ，ꃅꆗꌠꌟꃅ，ꃅꑆꋋꁁ

ꏯꄉꆗꅷꀊꋨꁁꏯꑟ。25ꄚ，ꊾꌺꂴ

ꆏꀋꎪꃅꎭꇁꅧꌠꈍꑋꊝ，ꋌꉈꑴꃅ

ꋊꋋꋏꇬꊿꇱꇵꇫꎭ。 

20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
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
到，不是眼所能见的。21人也不
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
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
心里（“心里”或作“中间”）。”22他又对
门徒说：“日子将到，你们巴不
得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却不
得看见。23人将要对你们说：
‘看哪！在那里’；‘看哪！在这
里’；你们不要出去，也不要跟
随他们。24因为人子在他降临的
日子，好像闪电，从天这边一
闪，直照到天那边。25只是他必
须先受许多苦，又被这世代弃
绝。 

26ꇊꑸꐤꄮꃅꑍꈍꃅꐙꆏ，ꊾꌺꇀ

ꄮꃅꑍꑌꈍꃅꐙꌠꉬ；27ꀊꋨꄮꇬ，ꊿ

ꋟꑌꋠ，ꅜꑌꅝ，ꒂꑌꒃ，ꑮꑌꑮꃅꅷ

ꇊꑸꇖꁨꄜꇉꇶꌠꇬꃹꄹꉇꑟ，ꋍꈭ

ꐨꆏ，ꏃꃅꒊꊝꂋꇁꄉ，ꋀꊇꋌꇱꈔꋏ

26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
日子也要怎样；27那时候的人又
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
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
们全都灭了。28又好像罗得的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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ꇫꎭꌐꀐ。28ꉈꑴꇊꄓꐤꄮꃅꑍꑌꌡ；

ꊿꋟꑌꋠ，ꅜꑌꅝ，ꃻꑌꃼ，ꃷꑌꃷ，

ꋙꊪꒉꏽ，ꑲꋉꇣꄉ。29ꄚ，ꇊꄓꌙ

ꄏꂷꄉꅐꁧꄹꉇꆏ，ꃆꄔꌋꆀꃪꂱꑠ

ꂿꃅꇬꄉꊰꇁꄉ，ꋀꊇꋌꇱꈔꋏꇫꎭ

ꌐꀐ。30ꊾꌺꇫꅐꇁꄹꉇꑌꑠꃅꐙꌠ

ꉬ。31ꀊꋨꄹꉇꆏ，ꀋꄸꄷ，ꊾꂷꑲ

ꏾꐺ，ꊐꅍꌬꅍꑳꇬꎍꇬ，ꀱꀏꄉꋍ

ꑠꒃꄡꇁ；ꊿꃄꅉꇬꐺꌠꑌꀱꀁꇬꄡ

ꁧ。32ꇊꄓꑮꃀꄽꂫꈍꃅꐙꌠꆍꊇꎺ

ꉚ。33ꀑꇬꀧꌋꃄꏢꉨꌠꆏ，ꀋꎪꃅ

ꀑꇬꁮꁧꌠ；ꀑꇬꈀꁮꌠꆏ，ꀋꎪꃅꋍ

ꀑꇬꋌꈭꋏꊊ。34ꉢꉉꆍꇰ，ꀊꋨꄹ

ꉖꆏ，ꊿꑍꂷꀀꈤꋍꋬꇬꀀ，ꋍꂷꆏꏃ

ꁧ，ꋍꂷꆏꇤꇫꎭꇈ。35ꌋꅪꑍꂷꐯ

ꈽꄉꐂꇓꈻꇬ，ꋍꂷꆏꏃꁧ，ꋍꂷꆏ

ꇤꇫꎭꇈ”ꄷ。（ꀊꆨ꒰ꀨꋍꈨꇬꆏ，ꄚꇬ：

“36ꊿꑍꂷꐯꈽꃄꅉꇬꐺꇬ，ꋍꂷꆏꏃꁧ，ꋍꂷꆏꇤꇫ

ꎭꇈꌠꉬ”ꃅꅑ。）
37ꌶꌺꇬꏭ：“ꌋꀋ，

ꌤꋍꑠꇿꇬꄉꇫꅐꇁ？”ꄷꅲ，ꑳꌠ

ꆏ：“ꎆꂿꇿꎍꆏ，ꂿꅝꏬꑌꀋꎪꃅ

ꇁꇿꏓ”ꄷ。 

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
又耕种又盖造。29到罗得出所多
玛的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
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
30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
31当那日，人在房上，器具在屋
里，不要下来拿；人在田里，
也不要回家。32你们要回想罗得
的妻子。33凡想要保全生命的，
必丧掉生命；凡丧掉生命的，
必救活生命。34我对你们说：当
那一夜，两个人在一个床上；
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35两个
女人一同推磨；要取去一个，
撇下一个。（有古卷在此有：36 两个人

在田里；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37门
徒说：“主啊！在哪里有这事
呢？”耶稣说：“尸首在哪里，鹰
也必聚在哪里。” 

 

ꃆꍸꃀꌋꆀꀞꇽꊿꅺꌡꁮꅉ 寡妇和官的比喻 

18 ꑳꌠꉈꑴꅺꌡꁮꅉꂷꋌꉉꋍ

ꌶꌺꇰꄉ，ꋀꏭꅉꀕꃅꈼꂟꇬ 
18 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

人常常祷告，不可灰 
ꎷ，ꉌꄡꊰꑓꄡꊰꄷ。2ꋌꑠꃅꉉ：

“ꇓꈓꂷꇬꀞꇽꊿꏃꃅꌋꑌꀋꏦ﹑
ꉹꁌꑌꁌꀋꒉꑠꂷꐥ。3ꇓꈓꀊꋨꂷ

ꇬꃆꍸꃀꂷꇬꀀ，ꃆꍸꃀꂶꌠꅉꀕꃅ

ꋍꄷꄉ：‘ꊿꉡꌋꆀꐮꐚꂷꐥ，ꆏꈀ

ꎭꀕꃅꉠꑖꉬꎹꉢꁳ’ꃅꉉꇬꎷ。

心。2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
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3那城
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
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
伸冤。’4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
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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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ꋋꆹꈍꑋꑍꇫꉬꀋꅲ，ꄚ，ꊁꆏꉌꂵ

ꇬ：‘ꉢꏃꃅꌋꀋꏦ，ꉹꁌꑌꁌꀋꒉ

ꑴꇬ，5ꃆꍸꃀꋋꂷꅉꀕꃅꇁꇬꎷꄉꉠ

ꉌꂅ，ꋌꀋꆏꃅꉢꇕꇁꂵꌠꉥ，ꉢꋍꑖ

ꉬꎹꋌꁳꇫꎭꀞꐕꀐ’ꉂꃅꉪ”

ꄷ。6ꋍꈭꐨꆏ，ꌋꄹꇬ：“ꆍꊇꀋꑗ

ꀋꉬꌠꀞꇽꊿꋋꂷꈁꉉꌠꅇꂷꊼꇅ

ꅲ。7ꏃꃅꌋꈀꌋꄉꌠꉹꁌꑍꇁꌋꀋ

ꐥꃅꋍꏭꑗꇖꈨꂟꇬꎷ，ꋌꋀꊇꂾꄉ

ꈍꉗꏢꋰꄉꀐꑴꇬ，ꊁꄽꂫꆏꋀꎁꃅ

ꑖꉬꀋꎹꅀ？8ꉢꉉꆍꇰ，ꋋꆹꀋꎪꃅ

ꐳꃅꑖꉬꎹꋀꁳꌠꉬ。ꄚ，ꊾꌺꇀꄮ

ꇬꆏ，ꋌꋧꃅꋋꂷꇬꄉꊿꑇꐨꐥꑠꎹ

ꊊꄎꑴꌦꅀ？”ꄷ。 

世人，5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
就给她伸冤吧，免得她常来缠
磨我！’”6主说：“你们听这不义
之官所说的话。7神的选民昼夜
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
时，岂不终久给他们伸冤吗？
8我告诉你们：要快快地给他们
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
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 

 

ꃔꆀꌏꊿꌋꆀꇗꏸꎴꊿꅺꌡꁮꅉ 法利赛人和税吏的比喻 
9ꑳꌠꉈꑴꊿꊨꏦꆏꑖꊿꉬꄷꄉ

ꌞꊿꉜꄸꈧꌠꏭꌐꄉꅺꌡꁮꅉꂷꉉ

ꌦ，ꋌꄹꇬ：10“ꊿꑍꂷꌃꎔꑷꂿꇬ

ꄉꈼꂟꆹ，ꋍꂷꆏꃔꆀꌏꊾꂷ，ꋍꂷꆏ

ꇗꏸꎴꊿꂷ。11ꃔꆀꌏꊿꂶꌠꆏꀊꄶ

ꉆꄉꊨꏦꋧꁧꃅꑠꃅꈼꂟ：‘ꏃꃅꌋ

ꀋ！ꈀꎭꀕꀐ，ꉡꆹꌞꊿꌟꃅꎆꀸꋙ

ꊏ、ꀋꑗꀋꉬ、ꌞꃆꍯꒆꍯꑠꃅꀋ

ꐛ，ꉢꇗꏸꎴꊿꋋꂷꑌꀋꌡ。12ꉢꑬ

ꆏꋍꂷꌠꇬꋚꑍꐚꈻ，ꉢꀕꈁꊌꌠꇬ

ꊯꁧꋊꋍꁧꌞꆏꁳ’ꄷ。13ꇗꏸꎴ

ꊿꂶꌠꆏꈍꎳꃅꇢꅉꇬꉆꄉ，ꑓꋪꇯ

ꐕꄩꉜꀋꀬꃅ，ꄸꅣꊪꃅ：‘ꏃꃅꌋ

ꀋ！ꆏꈧꊰꀕꃅꉢꑽꊿꋋꂷꎭꃅꉈꅊ

ꇈ！’ꄷꉉ。14ꉢꉉꆍꇰ，ꊿꋋꂷꀱ

ꀁꇬꁧꈭꐨ，ꊿꀊꋨꂷꏭꀋꋌꃅꑖꉬ

9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
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
喻，10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
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
是税吏。11法利赛人站着，自言
自语地祷告说：‘神啊，我感谢
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
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12我一
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
的，都捐上十分之一。’13那税
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
不敢，只捶着胸说：‘神啊，开
恩可怜我这个罪人！’14我告诉
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
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
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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ꌠꌗꀐ；ꑞꃅꆏ，ꊿꊨꏦꀱꊨꏦꉜꒉ

ꌠꆹ，ꀋꎪꃅꇁꌠꐭꐛ，ꊨꏦꌌꌠꐭꃅ

ꉜꌠꆹ，ꀋꎪꃅꐕꄩꄉꌠꉬ”ꄷ。 
 

ꋬꂻꄻꀉꑳꌺꁵ 为小孩子祝福 
15ꊿꊨꏦꀉꑳꌺꋀꄌꌊꑳꌠꂿꇁ

ꇈ，ꋌꁳꇇꐛꋀꀉꑳꇬꄀꎻꌠꐥ；ꑠꌶ

ꌺꊌꂿꇬꆏ，ꋀꊿꈧꌠꏭꊨꀖ。

16ꄚ，ꑳꌠꆏꋀꋌꇴꌊꄉ，ꑠꃅꉉ：

“ꀉꑳꁳꉠꄹꇁꎻ，ꋀꄡꏢꄡꇍ；ꑞ

ꃅꆏ，ꏃꃅꌋꇩꇬꐥꌠꆹ，ꊿꑠꃅꐙꌠ

ꉬ。17ꉢꇯꍝꃅꉉꆍꇰ，ꊿꏃꃅꌋꇩ

ꈀꊪꏾꌠꆹ，ꀋꄸꄷꋀꊇꀉꑳꌟꃅꀋ

ꐛꑲꆏ，ꈍꃅꑌꇫꃹꆹꀋꄐꌠꉬ”

ꄷ。 

15有人抱着自己的婴孩来见
耶稣，要他摸他们；门徒看见
就责备那些人。16耶稣却叫他们
来，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
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
国的，正是这样的人。17我实在
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
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 

 

ꌟꒉꌣꈚꂷ 富有的官 
18ꌟꒉꑠꂷꑳꌠꏭ：“ꉌꎔꑌꌠ

ꌧꃀꀋ！ꉢꌤꑞꑵꃅꑲꆀꐩꋊꐩꍂꀑ

ꇬꊪꊊꄐ？”ꄷꅲ。19ꑳꌠꆏꇬꏭ：

“ꆏꑞꃅꉠꏯꉌꎔꑌꃅꇴꌠꉬ？ꏃꃅ

ꌋꀉꄂꑲꆏ，ꀉꁁꉌꎔꑌꌠꀋꐥ。

20ꏥꏦꆏꅉꐚ：‘ꌞꃆꍯꒆꍯꀋꉆ，

ꊿꌉꊾꆳꀋꉆ，ꊾꈐꊾꈱꀋꉆ，ꅇꊪ

ꃶꀋꐚꌠꌬꀋꉆ，ꀿꃀꁌꒉꄣꅼꄡ

ꑟ’”ꄷ。21ꊿꂶꌠꆏ：“ꋍꑠꈀ

ꐥꌠꃅꉢꀄꊭꃅꇬꇯꆐꍬꅷꇁꀐ”

ꄷ。22ꋌꑠꃅꉉꌠꑳꌠꈨꇬꆏ，ꑳꌠ

ꇬꏭ：“ꆏꋍꑵꃅꀋꇎꑴꌦ，ꅽꁨꇐ

ꈀꐥꃅꃷꌊꁸꌢꎭꌠꁵ，ꑠꃅꑲꆏ，ꀋ

ꎪꃅꁨꇐꉬꉎꇬꎍꌠꉬ；ꆏꉈꑴꉠꊂ

ꈹꇁ”ꄷ。23ꋌꅇꂷꋋꇬꈨꇬꆏ，ꉌ

18有一个官问耶稣说：“善良
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
承受永生？”19耶稣对他说：“你
为什么称我是善良的？除了神
一位之外，再没有善良的。20诫
命你是晓得的：‘不可奸淫，不
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作假
见证，当孝敬父母。’”21那人
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 
22耶稣听见了，就说：“你还缺
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
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
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23他
听见这话，就甚忧愁，因为他
很富足。24耶稣看见他，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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ꐒꇁꎭꌦꄉꏽ，ꑞꃅꆏ，ꋋꆹꌣꈚꐯꌣ

ꈚ。24ꋌꑳꌠꊌꂿꇬꆏ，ꑳꌠꑠꃅꉉ：

“ꊿꎆꁨꋚꁦꌠꏃꃅꌋꇩꇬꃹꆹꇬꈍ

ꃅꊋꋠꉏ！25ꎆꁨꊾꂷꏃꃅꌋꇩꇬꃹꆹ

ꌠꉬꑎꆹ，ꁖꅖꉼꃀꏢꑱꅳꁖꑆꌠꄈ

ꂯꈝꐮꑴꌦ！”ꄷ。26ꊿꅇꂷꋋꇬꈨ

ꈧꌠꃅ：“ꑠꉬꑲꆏ，ꈀꄸꂷꈭꋏꊌ

ꄎ？”ꄷ。27ꑳꌠꆏ：“ꌤꊿꇫꃅꀋ

ꄐꌠ，ꏃꃅꌋꆹꃅꄎꌠꉬ”ꄷ。28ꀺ

ꄮꋍꏭ：“ꉜꉏ！ꉪꊇꆹꉪꈁꁨꅍꃅ

ꉪꇤꇫꎭꇈꄉꅽꊂꈹꇁꀐ”ꄷ。

29ꑳꌠꆏ：“ꉢꇯꍝꃅꉉꆍꇰ，ꊿꏃ

ꃅꌋꇩꎁꃅꑳꇤ，ꅀꑮꃀ、ꃺꃶꀁ

ꑳ、ꀿꃀꌋꆀꌳꃈꅮꋀꇤꇫꎭꇈꌠ

ꆹ，30ꀋꃅꋋꐥꍂꇬꋍꉐꁧꁦꎆꃅꀋꊌ

ꌠꀋꐥ，ꊁꍂꌠꇬꐩꋊꐩꍂꀑꇬꀋꊌ

ꌠꀋꐥ”ꄷ。 

“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
难哪！25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
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26听见
的人说：“这样，谁能得救呢？”
27耶稣说：“在人所不能的事，
在神却能。”28彼得说：“看哪！
我们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跟从
你了。”29耶稣说：“我实在告诉
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
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儿
女，30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
来世不得永生的。” 

 

ꑳꌠꌕꃢꀕꌠꋍꌦꌠꌋꆀꀱꐥꌠꅉꄜ 耶稣第三次预言他的死和复活 
31ꋍꈭꐨꆏ，ꁆꄻꊩꌺꊰꑋꑼꌠ

ꑳꌠꇴꌊꏢꁮꏭꄉ，ꋀꊇꏯꑠꃅꉉ：

“ꉜꉏ！ꉪꊇꆹꑳꇊꌒꇌꁧ，ꅉꄜꊿ

ꈀꁱꄉꇈꌠꌤꆿꉬꇮꃅꊾꌺꇭꀧꇬꄉ

ꃅꐛꌐꌠꉬ。32ꋌꊿꇱꏮꉇꉻꊿꁵ

ꄉ，ꋀꊇꋋꒊꈧ，ꋋꍍꋉꄸꄀ，ꊫꃺ

ꁐꋍꈁꑓꇬꉖ；33ꄷꀋꁧ，ꋌꋀꌌꅥꏶ

ꇈꋀꌉꇫꎭ；ꄚ，ꌕꑍꐛꄹꉇꌠꆏ，ꋌ

ꀱꐥꇁ”ꄷ。34ꌤꋍꑠꌶꌺꈧꌠꋍꑵ

ꑋꋀꋌꀋꌧ，ꅇꂷꋋꈨꄜꐨꆹꂁꉱꄉ

ꌠꉬꄉ，ꑳꌠꈁꉉꌠꋀꊇꇬꀋꌧ。 

31耶稣带着十二个门徒，对
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
冷去，先知所写的一切事都要
成就在人子身上。32他将要被交
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凌
辱他，吐唾沫在他脸上；33并要
鞭打他，杀害他；第三日他要
复活。”34这些事门徒一样也不
懂得，意思乃是隐藏的，他们
不晓得所说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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ꑳꆀꇬꋚꂟꊿꑓꋩꂷꑓꂿ 耶利哥的盲丐得看见 
35ꑳꌠꇁꑳꆀꇬꑟꂯꄈꄮꇬꆏ，ꊿ

ꑓꋩꑠꂷꈛꁧꇬꑌꄉꋚꂟꐺ。36ꊿꈍ

ꑋꈨꇫꈴꒉꌠꋌꈨꇬꆏ，ꊿꏭꌤꑞꇫ

ꅐꄷꅲ。37ꋀꊇꇬꏭꇂꌒꇍꊿꑳꌠꄚ

ꈴꒉꄷ。38ꄚꄉꋌ：“ꄊꃥꌺꇖꑳꌠ

ꀋ！ꉡꎭꃅꉈꀞ！”ꃅꏅ。39ꊿꂴꐊ

ꐺꈧꌠꋋꊨꀖꄉ，ꋍꏭꁱꄡꐭꄷ；ꄚ，

ꋋꆏꀊꅰꃅ：“ꄊꃥꌺꇖꀋ！ꉡꎭꃅ

ꉈꇁꀞ！”ꃅꏅ。40ꑳꌠꆏꇬꉆꄉ，

ꊿꏭꋌꏁꋍꏯꇁꄷ，ꁨꑟꇁꈭꐨꆏ，ꑳ

ꌠꇬꏭ：41“ꆏꉢꁳꅽꎁꃅꑞꃅꎻ

ꏾ？”ꄷꅲ。ꑓꋩꂶꌠꆏ：“ꌋꀋ！

ꉢꁳꊌꂿꉆꎻ”ꄷ。42ꑳꌠꆏ：“ꆏ

ꊌꂿꉆ！ꅽꑇꐨꉌꊋꆎꈭꋏꀐ”

ꄷ。43ꑓꋩꂶꌠꋋꇅꃅꂿꉆꇬꅜꀐ，

ꄚꄉꋌꎼꑳꌠꊂꈹꐺ，ꋌꈜꃀꇬꄉꀋ

ꆏꃅꏃꃅꌋꏭꀑꒉꑊꒉꄀ。ꌤꋍꑠꉹ

ꁌꂿꇬꆏ，ꋀꊇꑌꏃꃅꌋꏭꍖꀴ。 

35耶稣将近耶利哥的时候，
有一个盲人坐在路旁讨饭。36听
见许多人经过，就问是什么
事。37他们告诉他，是拿撒勒人
耶稣经过。38他就呼叫说：“大
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
39在前头走的人就责备他，不许
他作声；他却越发喊叫说：“大
卫的子孙，可怜我吧！”40耶稣
站住，吩咐把他领过来。到了
跟前，就问他说：41“你要我为
你做什么？”他说：“主啊，我要
能看见。”42耶稣说：“你可以看
见！你的信救了你了。”43盲人
立刻看见了，就跟随耶稣，一
路归荣耀与神。众人看见这
事，也赞美神。 

 

ꇗꏸꎴꊿꌒꇠ 税吏撒该 

19 ꑳꌠꇁꑳꆀꇬꃹ，ꇓꈓꂶꌠꇬ

ꈴꒉꄮꇬꆏ，2ꀊꄶꇬꇗꏸꎴ 19 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
过的时候，2有一个人名 

ꊿꌟꒉꌒꇠꂓꑠꂷꐥ，ꋋꆹꎆꁦꊿꂷ

ꉬ。3ꋋꆹꑳꌠꊿꈍꃅꐙꂷꉬꌠꊼꇅ

ꉜꏢꉨ；ꄚ，ꊿꀉꑌꇨ，ꋍꇭꀧꑌꀄꊭ

ꄉ，ꑳꌠꋌꇬꊊꂿꀋꄐ。4ꄚꄉꋌꀥ

ꌌꊿꈧꌠꂲꆽꄉ，ꋌꅂꀉꐚꁮꋚꁧꄩ

ꑌꄉꑳꌠꉜꏢꉨ，ꑞꃅꆏ，ꑳꌠꆹꀋꎪ

ꃅꀊꄶꈴꇁ。5ꑳꌠꇁꌊꀊꄶꇬꑟꇬ

ꆏ，ꀑꐕꄩꉜꇈꇬꏭ：“ꌒꇠꀋ，ꉆꐥ

叫撒该，作税吏长，是个财
主。3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
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
矮，所以不得看见，4就跑到前
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
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5耶稣到
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
“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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ꃅꀏꇁ，ꉢꀃꂰꀋꎪꃅꆍꏤꀀꁧ”

ꄷ。6ꄚꄉꋌꇨꆰꇨꊸꃅꀏꇁꇈ，ꉌ

ꇿꑓꇿꃅꑳꌠꋨꏦꇁ。7ꉹꁌꈧꌠꋍ

ꑠꋀꊌꂿꇬꆏ，ꀏꐱꄉ：“ꋌꑽꊿꂷ

ꏤꅍꇯꆎꈿꁧ！”ꃅꈋꍣꌐ。8ꌒꇠ

ꇬꉆꄉꑳꌠꏭ：“ꌋꀋ，ꉢꉠꈁꁨꈀ

ꄉꌠꈫꁁꁸꌢꎭꌠꁵ；ꀋꄸꄷ，ꉢꈀ

ꄸꄷꎆꊏꋚꅰꋠꋺꆏ，ꉢꇖꁧꁦꎆꃅ

ꊒꉈꑴꁵ”ꄷ。9ꑳꌠꆏꇬꏭ：“ꀃ

ꑍꈭꋏꑆꊋꇁꊿꋋꁯꅍꑟꀐ，ꑞꃅ

ꆏ，ꋋꑌꑸꀨꇁꉴꊂꋊꂷꉬ。10ꊾꌺꇁ

ꌠꆹ，ꊿꈜꑽꆘꅝꈧꌠꎹꄉꈭꋏꇁꌠ

ꉬ”ꄷ。 

你家里。”6他就急忙下来，欢欢
喜喜地接待耶稣。7众人看见，
都私下议论说：“他竟到罪人家
里去住宿。”8撒该站着对主说：
“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
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
倍。”9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
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
子孙。10人子来，为要寻找、拯
救失丧的人。” 

 

ꐎꊰꂷꅺꌡꁮꅉ 十锭银的比喻 
11ꉹꁌꈧꌠꅇꂷꋋꈨꅲꐺꄮꇬ，

ꑳꌠꆹꋌꑳꇊꌒꇌꌋꆀꀊꎴꃅꀋꇢꀐ

ꐛꅹꃅ，ꉈꑴꋀꊇꏃꃅꌋꇩꉆꐥꃅꇫ

ꅐꇁꀐꉂꃅꉪꌠꐛꅹꑌꃅꄉ，ꁮꅉꀉ

ꁁꂷꌌꅺꌡꄉꑠꃅꉉ：12“ꄩꇴꄩꉻ

ꌺꑠꂷꈜꎴꃅꄷꄉ，ꄻꋌꁳꌠꃰꃅꑋ

ꅉꊪꁧꑲꆀ，ꀱꉈꑴꇁꂿꄷ。13ꄚꄉ

ꋍꁏꐚꊯꑻꋌꇴꌊꇁꇈ，ꊾꂿꐎꊰꂷ

（“ꂷ”ꑝꇂꉙꇬꆏ“ꂰꇂ”ꄷ，ꋍ“ꂰꇂ”ꆹꐎꊰ

ꑾꀑꂪꐥ）ꋌꄻꋀꁳ，ꋀꊇꏯ：“ꆍꊇꎆ

ꃀꌌꃼꇇꃅꁧ，ꃅꅷꉢꀱꉈꑴꇀꄮꇬ

ꑟ”ꄷ。14ꋍꏱꅉꇬꉹꁌꆹꋋꌂꌦꄉ

ꏽꄉ，ꊩꌺꋀꊇꇤꅷ：‘ꉪꊇꆹꊿꋋ

ꂷꁳꉪꃰꃅꄻꎻꀋꏾ！’ꄷꊁꉉꆹ。

15ꄚ，ꋌꄡꇗꃰꃅꌅꈌꋌꊌꄉ，ꀱꋍꃅ

ꄷꑟꇁꀐ，ꁏꐚꐎꋌꄻꇬꁳꄉꃼꇇꃅ

ꈧꌠꋌꇴꌊꎆꈍꑋꍍꊊꌠꅲ。16ꉘꃀ

11众人正在听见这些话的时
候，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
又因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
来，就另设一个比喻，说：
12“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得
国回来；13便叫了他的十个仆人
来，交给他们十锭银子（“锭”原文

作“弥拿”，一“弥拿”约银十两），说：
‘你们去做生意，直等我回来。’
14他本国的人却恨他，打发使者
随后去，说：‘我们不愿意这个
人作我们的王。’15他既得国回
来，就吩咐叫那领银子的仆人
来，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
少。16头一个上来，说：‘主
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十
锭。’17主人说：‘好，善良的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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ꂶꌠꆏ：‘ꌌꁈꀋ！ꅽꐎꂶꌠꉢꌌꐎ

ꊰꂷꍍꊌꀐ’ꄷ。17ꌌꁈꄹꇬ：

‘ꉾꑴ！ꉌꎔꑌꌠꁏꐚ，ꆏꌤꀄꊭꇊ

ꀄꊭꌠꇬꉌꂵꀋꎪꀋꎙ，ꌅꈌꄻꆏꁳ

ꄉꇓꈓꊰꂷꇬꏲꂠꎻꉆ’ꄷ。18ꑍꂷ

ꂶꌠꆏ：‘ꌌꁈꀋ！ꅽꐎꂶꌠꉢꌌꐎ

ꉬꂷꍍꊌꀐ’ꄷ。19ꌌꁈꆏꇬꏭ：

‘ꑠꃅꑲꆏ，ꆏꇓꈓꉬꂷꇬꏲꂠꉆ’

ꄷ。20ꉈꑴꋍꂷꆏ：‘ꌌꁈꀋ！ꇬꉚ！

ꅽꐎꂶꌠꆹꄚꇬꍰ，ꇇꌩꁁꂷꌊꉢꄟ

ꇬꊎꄉ。21ꉠꑴꅉꆹꆎꏦ，ꑞꃅꆏ，ꆎ

ꆹꊿꇧꊋꂷ；ꄻꇬꀋꄉꌠꑋꆏꇫꒃ，

ꊪꏽꀋꄉꌠꑋꆏꇫꎴ’ꄷ。22ꌌꁈ

ꂶꌠꆏꇬꏭ：‘ꐚꁘꐚꇁꅽꑠꏢ！ꉢ

ꅽꅇꂷꇬꈴꄉꑽꃤꏤꆏꁳ，ꉡꆹꊿꇧ

ꊋꂷ，ꄻꇬꀋꄉꌠꑋꒃ，ꊪꏽꀋꄉꌠ

ꑋꎴꌠꑠꆏꅉꐚꑲꆏ，23ꆏꑞꃅꉠꐎꄻ

ꎆꊭꅉꇬꊐꄉ，ꉢꀱꇁꄮꇬꆏ，ꇔꀨꇔ

ꊰꃅꐯꇯꒃꌊꉈꑴꇁꀋꎽꌠꉬ？’

ꄷ。24ꄚꄉꊿꋍꏢꁮꉆꈧꌠꏭ：‘ꋍ

ꐎꂶꌠꇑꌊꇁ，ꄻꐎꊰꂷꐥꀊꋨꂷ

ꁵ’ꄷ。25ꋀꊇꆏꋍꏭ：‘ꌌꁈꀋ！

ꋌꐎꊰꂷꐥꀐ’ꄷ。26ꌌꁈꂶꌠꆏ：

‘ꉢꆍꏭꉉ，ꐥꀐꈧꌠꆏ，ꉈꑴꄡꇗ

ꁦꎆꃅꄻꇬꇯꄉꋀꁳ；ꀋꐥꈧꌠꆏ，ꋌ

ꈁꁨꈧꌠꂯꇑꌊꇁ。27ꉠꁮꐚꈧꌠ

ꆏ，ꉢꁳꋀꃰꃅꄻꎻꀋꏾꌠꉥ，ꐯꇯ

ꈻꌊꉠꂴꆽꄉꌉꇫꎭꇁ’ꄷ”ꄷ。 

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
心，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
18第二个来，说：‘主啊，你的
一锭银子，已经赚了五锭。’ 
19主人说：‘你也可以管五座
城。’20又一个来说：‘主啊！看
哪，你的一锭银子在这里，我
把它包在手巾里存着。21我原是
怕你，因为你是严厉的人；没
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
下的，还要去收。’22主人对他
说：‘你这恶仆，我要凭你的口
定你的罪。你既知道我是严厉
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
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
23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
行，等我来的时候，连本带利
都可以要回来呢？’24就对旁边
站着的人说：‘夺过他这一锭
来，给那有十锭的。’25他们
说：‘主啊，他已经有十锭了。’
26主人说：‘我告诉你们：凡有
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
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27至于
我那些仇敌，不要我作他们王
的，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
了吧！’” 

 

ꊋꐛꃅꃰꃅꇓꈓꃹ 凯旋入耶路撒冷 
28ꅇꂷꋋꈨꉉꌐꈭꐨꆏ，ꑳꌠꂴ

ꐊꄉꑳꇊꌒꇌꉜꄉꁧ；29ꇁꌊꀨꃔꐕ

28耶稣说完了这话，就在前
面走，上耶路撒冷去；29将近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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ꌋꆀꀨꄊꆀꇓꈓꑟꂯꄮꇬꆏ，ꁧꏝꃴ

ꀋꍯꁧꂓꑠꂷꇬꄉ，ꌶꌺꑍꂷꋌꇤꅷ

ꁧ，ꋍꑊꏯꑠꃅꉉ：30“ꆐꑊꀊꄶꅶꁉ

ꁡꇤꀊꋨꂷꇬꉜꄉꆹ，ꁡꇤꇬꃹꆹꄮ

ꇬ，ꑾꃅꏷꏸꃆꐱꌺꂴꏭꊿꇫꋩꀋꋻ

ꑠꂷꊿꄀꀊꄶꁍꄉꌠꀋꎪꃅꆐꑊꂿꌠ

ꉬ，ꆐꑊꑴꌠꏦꀨꁌꄉꈻꌊꇁ。31ꀋ

ꄸꄷ，ꊿꆐꑊꏯ：‘ꑞꃅꀕꋋꂷꁌꌊ

ꁧꌠꉬ？’ꃅꅲꌠꐥꑲꆏ，ꆐꑊꇬꏭ：

‘ꌋꃅꋋꂷꌬꈇ’ꄷ”ꄷ。32ꇤꅷ

ꆹꑍꂷꌠꁧꇈ，ꈀꊝꈧꌠꃅꑳꌠꈁꉉ

ꌠꌋꆀꐯꃅꐯꌟ。33ꋍꑊꃆꐱꌺꂶꌠ

ꁌꐺꄮꇬꆏ，ꃅꌌꁈꋍꑊꏯ：“ꆍꑾ

ꃅꏷꏸꁌꌊꑞꃅꁧ？”ꄷꅲ。34ꋍꑊ

ꆏ：“ꌋꃅꋋꂷꌬꈇ”ꄷ。35ꄚꄉ

ꃅꂶꌠꋍꑊꈻꌊꑳꌠꄷꑟꇁ，ꊨꏦꃢ

ꈜꋀꄻꇫꊀꄅꄉꇈ，ꑳꌠꋀꄏꇫꋩ

ꎻ。36ꁦꄮꇬꆏ，ꉹꁌꈧꌠꆹꃢꈜꋀ

ꇔꈝꃀꇬꈈ。37ꑳꇊꌒꇌꌋꆀꀊꎴꃅ

ꀋꇢꀐ，ꏝꃴꀋꍯꁧꈴꒈꄮꇬ，ꌶꌺ

ꈧꌠꆹꄐꐨꇣꋲꋀꊇꈀꂿꈀꈨꋺꈧꌠ

ꒉꄸꃅꉌꇿꑓꇿꌐ，ꃚꐕꉐꐓꄉꏃꃅ

ꌋꏭꍖꀴꄉ，38ꑠꃅꉉ： 
“ꌋꂓꄜꄉꇁꌠꃰꃅꂶꌠꆹꌌꀮꄑ

ꄡꑟꌠꉬ！ 
ꉬꉎꇬꄮꐽ， 
ꋍꉎꀋꐥꅈꇬꁨꑭꁤꇅꀕ”

ꄷ。 
39ꉹꁌꈬꇬꃔꆀꌏꊿꈍꑋꑹꑳꌠꏭ：

“ꂘꃀꀋ，ꅽꌶꌺꈧꌠꏭꊼꇅꊨꀖ

ꉏ！”ꄷꉉ。40ꑳꌠꆏꋀꊇꏯ：

法其和伯大尼，在一座山名叫
橄榄山那里，就打发两个门
徒，说：30“你们往对面村子里
去，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匹
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
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31若有
人问为什么解它，你们就说：
‘主要用它。’”32打发的人去了，
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
33他们解驴驹的时候，主人问他
们说：“解驴驹做什么？”34他们
说：“主要用它。”35他们牵到耶
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
面，扶着耶稣骑上。36走的时
候，众人把衣服铺在路上。37将
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
候，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
能，都欢乐起来，大声赞美
神，38说： 

 
 
 
 

“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
的！ 
在天上有和平； 
在至高之处有荣光。” 
 

39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
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吧！”
40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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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ꉢꉉꆍꇰ，ꀋꄸꄷ，ꋀꊇꁱꀋꐭꑲ

ꆏ，ꇓꂵꋋꈨꀋꎪꃅꏅꇁꌠꉬ！”ꄷ

ꅇꀱ。 

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
呼叫起来。” 

41ꑳꌠꑳꇊꌒꇌꑟꆹꂯꄉꀐ，ꇓꈓ

ꂶꌠꋌꊌꂿꇬꆏ，ꋌꇓꈓꋋꂷꎁꃅꐒ

ꉩꏽ，42ꑠꃅꉉ：“ꆏꀃꑍꋋꄮꌤꅽꋬ

ꂻꃆꂮꑠꆏꅉꐚꑟꁈꀋꐥ；ꄚ，ꌤꋌꐘ

ꀋꃅꆹꂁꉱꄉ，ꅽꑓꋪꇬꉚꅐꇁꀋ

ꄐ。43ꑞꃅꆏ，ꃅꑍꑟꇀꄮꆏ，ꅽꁮꐚ

ꀋꎪꃅꁾꇓꋀꋉꄉ，ꈭꀕꇍꀕꃅꆏꋀ

ꇰꍐꄉ，ꇖꁁꏯꃅꆏꋀꇱꇊꄉ，44ꄷꀋ

ꁧ，ꆎꌋꆀꅽꈐꏭꌺꇖꃅꋀꈔꋏꇫ

ꎭ，ꅽꄹꆹꇓꂵꐮꄅꎍꑠꑍꂷꂯꀋꐥ；

ꑞꃅꆏ，ꏃꃅꌋꆎꅲꇫꇀꄮꆹ，ꆏꇫꅉ

ꀋꐚ”ꄷ。 

41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
城，就为他哀哭，42说：“巴不
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
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
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43因为
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
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
你，44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
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
头上；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
候。” 

 

ꌃꎔꑷꂿꌩꎳ 洁净圣殿 
45ꑳꌠꆹꌊꌃꎔꑷꂿꇬꃹ，ꊿꈐꏭ

ꄉꃼꇇꃅꈧꌠꋌꈹꇫꎭꌐ，46ꋌꋀꊇ

ꏯ：“꒰ꀨꇬ：‘ꉠꑷꂿꆹꀋꎪꃅꌌ

ꈼꂟꌠꑷꂿꄻꄉ’ꄷ；ꆍꊇꆏꀱꌊꋌ

ꈚꆍꌌꏄꍿꀀꈌꂷꐛꀐ”ꄷꉉ。 
47ꑳꌠꋍꑍꋑꀋꋒꌃꎔꑷꂿꇬꄉ

ꊿꉗꊿꂘ。ꆦꑝꌟꒉ、ꁱꂷꌤꃅꊿ

ꌋꆀꉹꁌꈬꄔꇬꅡꈭꈧꌠꃅꑳꌠꌉꏢ

ꉨ；48ꄚ，ꏡꁈꋀꊇꋋ꒰ꅐꇁꀋꄐ，ꑞ

ꃅꆏ，ꉹꁌꃅꅳꀧꍔꄉꑳꌠꅇꅲꐺ

ꌐ。 

45耶稣进了殿，赶出里头做
买卖的人，46对他们说：“经上
说：‘我的殿必作祷告的殿；’你
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 

 
47耶稣天天在殿里教训人。

祭司长和文士与百姓的尊长都
想要杀他；48但寻不出法子来，
因为百姓都侧耳听他。 

 

ꋀꊇꑳꌠꌅꈌꇁꀦꅲ 质问耶稣的权柄 

20 ꋍꑍꆏ，ꑳꌠꌃꎔꑷꂿꇬꄉꉹ

ꁌꉙꂘ，ꌒꅇꉉꐺꄮꇬꆏ， 20 有一天，耶稣在殿里教
训百姓，讲福音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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ꆦꑝꌟꒉ、ꁱꂷꌤꃅꊿꌋꆀꅡꈭꌟ

ꒉꐯꇯꇫꅐꇁ，2ꋍꏭ：“ꆏꉉꉪꇰ，ꆏ

ꌅꈌꑞꑵꌌꄉꌤꋋꈨꃅꌠꉬ？ꌅꈌꋌ

ꑵꄻꆏꁳꂶꌠꆹꈀꄸꉬ？”ꄷꅲ。

3ꑳꌠꑠꃅꅇꀱ：“ꉡꑌꅇꂷꇬꆍꏭ

ꅲ，ꆍꊇꉉꉡꇰ。4ꒀꉴꋋꑣꏦꃤꆹꉬ

ꉎꄉꇁꌠꅀꉬꐮꄉꇁꌠꉬ？”ꄷ。

5ꋀꊇꑠꃅꐮꇖꐮꄟ：“ꀋꄸꄷ，ꉪ

ꊇ：‘ꉬꉎꄉꇁꌠ’ꄷꇬꆹ，ꋌꀋꎪ

ꃅ：‘ꑠꉬꑲꆏ，ꆍꊇꑞꃅꇬꀋ

ꑇ？’ꄷꇁꌠ。6ꀋꄸꄷ，ꉪꊇ‘ꉬ

ꐮꄉꇁꌠ’ꄷꇬꆹ，ꉪꊇꇓꂵꌌꉹꁌ

ꇱꅥꌦꌠꉬ，ꑞꃅꆏ，ꋀꊇꆹꒀꉴꅉꄜ

ꊾꂷꉬꌠꋀꇬꑅ”ꄷ。7ꄚꄉꋀꊇꑳ

ꌠꏭ：“ꇿꇬꄉꇁꌠꉪꋋꀋꐚ”ꄷꅇ

ꀱ。8ꑳꌠꋀꏭ：“ꉡꑌꉢꑞꌅꈌꌌ

ꄉꌤꋋꈨꃅꌠꉉꆍꀋꇰ”ꄷ。 

候，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上前
来，2问他说：“你告诉我们，你
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
这权柄的是谁呢？”3耶稣回答
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
们且告诉我。4约翰的洗礼是从
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
5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
‘从天上来’，他必说：‘你们为什
么不信他呢？’6若说‘从人间
来’，百姓都要用石头打死我
们，因为他们信约翰是先知。”
7于是回答说：“不知道是从哪里
来的。”8耶稣说：“我也不告诉
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
事。” 

 

ꑌꃀꌧꃰꉻꈫꌋꆀꀧꊿꅺꌡꁮꅉ 葡萄园和佃户的比喻 
9ꑳꌠꄚꄉꅺꌡꁮꅉꂷꋌꉉꉹꁌ

ꇰ：“ꊾꂷꑌꃀꌧꃰꏬꋌꊪꄉ，ꑌꃀ

ꌧꃰꏬꌠꋌꀧꉻꈫꀧꊿꈨꁵꇈ，ꋌꎼ

ꉇꄅꇩꏤꈍꉗꏢꀀꁧ。10ꃅꑍꑞꄮꇬ

ꆏ，ꁏꐚꂷꋌꇤꅷꉻꈫꀧꊿꈧꌠꄷꁧ

ꄉ，ꋀꏭꉻꈬꇬꏮꄡꑟꌠꑌꃀꌧꃰꈧ

ꌠꏮꋌꁳꄷ；ꄚ，ꉻꈫꀧꊿꈧꌠꁏꐚ

ꂶꌠꋀꌌꄃꇈ，ꋌꁳꀈꈥꀕꃅꀱꁧ

ꎻ。11ꉈꑴꁏꐚꀉꁁꂷꋌꇤꅷꁧꌦ，

ꁏꐚꋋꂷꑌꋀꌌꄃ，ꄷꀋꁧ，ꋀꌌꍍ

ꋉꄸꄀꇈ，ꋌꁳꀈꈥꀕꃅꀱꁧꎻ。

12ꉈꑴꌕꃢꀕꌠꁏꐚꂷꋌꇤꅷꁧꌦ，

ꄚ，ꁏꐚꂶꌠꋀꇱꄃꂷꊂꌸꇈꋀꆷꉈ

9耶稣就设比喻对百姓说：
“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租给园
户，就往外国去住了许久。10到
了时候，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
那里去，叫他们把园中当纳的
果子交给他；园户竟打了他，
叫他空手回去。11又打发一个仆
人去，他们也打了他，并且凌
辱他，叫他空手回去。12又打发
第三个仆人去，他们也打伤了
他，把他推出去了。13园主说：
‘我怎么办呢？我要打发我的爱
子去，或者他们尊敬他。’14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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ꏭꎭꀐ。13ꉻꈫꌌꁈꂶꌠ：‘ꉢꈍꃅ

ꂯꀋꆾ？ꉢꉠꌺꉢꇫꉂꂶꌠꇤꅷꁧꇬ，

ꋀꊇꉠꌺꁌꒉꇬꌬꀋꄿ’ꄷ。14ꉘꀋ

ꇉꌠꆏ，ꋍꌺꂶꌠꉻꈫꀧꊿꈧꌠꊌꂿ

ꄷꆏ，ꋀꊇꐮꇖꐮꄟꄉ：‘ꋋꆹꍸꇐ

ꊪꊿꂶꌠꉬ，ꉪꊇꊿꋋꂷꌉꇫꎭꑲ

ꆏ，ꋍꁨꇐꄉꇐꉪꃤꐛꀐ’ꃅꉉ。

15ꄚꄉ，ꋌꋀꇱꈻꌊꑌꃀꌧꃰꉻꈫꉈ

ꏭꄉꌉꇫꎭꀐ。ꑠꃅꑲꆏ，ꑌꃀꌧꃰ

ꉻꈫꌌꁈꂶꌠꈍꃅꉻꈫꀧꊿꈧꌠꎭꃚ

ꍈꇁ？16ꋌꇁꌊꉻꈫꀧꊿꈧꌠꋌꇱꈔꋏ

ꇫꎭꌐꇈ，ꑌꃀꌧꃰꉻꈫꂶꌠꋌꀧꌞ

ꊿꀉꁁꁵ”ꄷ。ꊿꈀꈨꈧꌠꆏ：

“ꌤꑠꇬꄡꅐꅊꇈ！”ꄷ。 

料，园户看见他，就彼此商量
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我们杀
他吧，使产业归于我们！’15于
是把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这
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样处治
他们呢？16他要来除灭这些园
户，将葡萄园转给别人。”听见
的人说：“这是万不可的。” 

17ꄚ，ꑳꌠꏮꋀꉚꄉꑠꃅꉉ： 
“ꁱ꒰ꀨꇬꄀꄉꇬ： 
‘ꑲꋉꇎꇷꇵꇫꎭꌠꇓꂵꂶꌠꆹ， 

ꑳꎏꄅꇓꇬꂾꂶꌠꐛꀐ’ꄷ。 
ꅇꂷꋋꇬꑞꄜ？ 

17耶稣看着他们说： 
“经上记着： 
‘匠人所弃的石头 
已作了房角的头块石头。’ 
这是什么意思呢？ 

18ꈀꄸꊰꇓꂵꀊꋨꂷꇬꄚꆏ，ꈀꄸꀋ

ꎪꃅꋧꐛꃀꐛ；ꇓꂵꀊꋨꂷꊰꇁꈀꄸ

ꇭꀧꍑꆏ，ꈀꄸꋌꍑꀡꒇꐛ”ꄷ。

19ꁱꂷꌤꃅꊿꌋꆀꆦꑝꌟꒉꈧꌠꆹ，ꅺ

ꌡꁮꅉꋋꂷꌌꋀꏭꄐꄉꉉꌠꉬꌠꋀꉜ

ꅐꇁꄉ，ꇇꈤꃅꑳꌠꒂꏢꉨ，ꄚ，ꋀꊇ

ꉹꁌꈧꌠꏦ。 

18凡掉在那石头上的，必要跌
碎；那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
要把谁砸得稀烂。”19文士和祭
司长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
的，当时就想要下手拿他，只
是惧怕百姓。 

 

ꇗꏸꏮꇽꌒꁵ 纳税给凯撒 
20ꄚꄉꋀꑳꌠꊂꆈꐺ，ꂴꊙꋀꇤ

ꅷꊿꂂꉫꎴꀕꃅꑳꌠꅇꂷꇬꄉꊧꅍꎹ

ꄉꑲꆀ，ꋋꏮꍤꆫꇛꌺꁵꏢꉨ。21ꂴ

20于是窥探耶稣，打发奸细
装作好人，要在他的话上得把
柄，好将他交在巡抚的政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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ꊙꂶꌠꑳꌠꏭ：“ꌧꃀꀋ！ꆏꈀꄜꈁ

ꁊꋋꈨꐯꇯꎃꊒꌐꌠꉪꅉꐚ，ꆎꆹꊿ

ꀑꑊꇴꉻꀋꉜꃅ，ꀋꎪꀋꑴꃅꏃꃅꌋ

ꇗꅉꁊ。22ꉪꊇꇗꏸꏮꇽꌒꁵꇬꍑꅀ

ꀋꍑ？”ꄷꅲ。23ꋀꏂꇫꏡꁈꑳꌠꉜ

ꅐꇁꄉ，ꋌꋀꊇꏯ：24“ꐎꎆꃀꂷꌌꉢ

ꀦꇁ；ꁰꒌꋋꂷꌋꆀꁱꂷꋋꈨꈀꄸꃤ

ꉬ？”ꄷꅲ。ꋀꊇꆏ：“ꇽꌒꃤ”

ꄷ。25ꑳꌠꆏ：“ꑠꉬꑲꆏ，ꋍꑞꋍ

ꑵꇽꌒꃤꆏ，ꄻꇽꌒꁵꄡꑟ，ꏃꃅꌋ

ꃤꆏ，ꄻꏃꃅꌋꁵꄡꑟ！”ꄷ。26ꋀ

ꊇꆹꉹꁌꂾꄉ，ꅇꂷꋋꇬꀕꄉꊧꅍꋀ

ꋌꎷꊊꀋꄐ，ꉈꑴꑳꌠꀱꅇꑌꋀꋌꇰ

ꄉ，ꁱꀋꐭꀐ。 

下。21奸细就问耶稣说：“夫
子，我们晓得你所讲、所传都
是正道，也不取人的外貌，乃
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22我们纳
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23耶
稣看出他们的诡诈，就对他们
说：24“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
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
“是凯撒的。”25耶稣说：“这样，
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
当归给神。”26他们当着百姓，
在这话上得不着把柄，又希奇
他的应对，就闭口无言了。 

 

ꀱꐥꇁꌠꃆꂮ 复活的问题 
27ꌑꄖꇠꊾꆹꅉꀕꃅꀱꐥꇁꌠꌤ

ꑠꀋꐥꃅꉉꇬꎷ。ꊿꈍꑋꑹꇁꌊꑳꌠ

ꏭꅲ，ꋍꏭ：28“ꌧꃀꀋ！ꃀꑭꁱꉪꁳ

ꄉꇬ：‘ꀋꄸꄷ，ꁦꋠꂷꑮꃀꑮꄉꈭ

ꐨ，ꌺꀋꉘꃅꌦꑲꆏ，ꋍꀁꑳꋍꑮꃀꏃ

ꄉ，ꃺꃶꎁꃅꌺꉘꐴꊛꄡꑟ’ꄷ。

29ꊿꃺꃶꀁꑳꏃꑹꐥꑠꑷ，ꌺꒉꂶꌠ

ꑮꃀꑮꄉꈭꐨ，ꀉꑳꀋꉘꃅꌦꀐ；30ꊁ

ꆏꌺꇢ、ꌺꆜꑌꑮꃀꋋꂷꏃꋺ。31ꃺ

ꃶꀁꑳꋋꏃꑹꐯꇯꀉꑳꌺꇫꍸꀋꇊꃅ

ꌦꌐ。32ꊁꆏ，ꑮꃀꂶꌠꑌꌦꀐ。

33ꑠꃅꐙꇬ，ꀱꐥꇀꄮꆏ，ꋋꆹꈀꄸꑮ

ꃀꉬ？ꑞꃅꆏ，ꋀꊇꏃꑹꐯꇯꋌꏁ

ꋻ”ꄷꅲ。34ꑳꌠꋀꊇꏯ：“ꋧꃅ

ꋋꂷꇬꆹ，ꒂꑌꒃ，ꑮꑌꑮ；35ꄚ，ꊿ

ꋧꃅꀊꋨꂷꇬꐥꋭꇈ，ꌦꈬꇬꄉꀱꐥ

27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
事。有几个来问耶稣说：28“夫
子！摩西为我们写着说：‘人若
有妻无子就死了，他兄弟当娶
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
29有弟兄七人，第一个娶了妻，
没有孩子死了；30第二个、第三
个也娶过她；31那七个人都娶过
她，没有留下孩子就死了。32后
来妇人也死了。33这样，当复活
的时候，她是哪一个的妻子
呢？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
她。”34耶稣说：“这世界的人有
娶有嫁；35惟有算为配得那世
界，与从死里复活的人，也不
娶也不嫁；36因为他们不能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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ꇁꈧꌠꆹ，ꒂꑌꀋꒃ，ꑮꑌꀋꑮ。36ꑞ

ꃅꆏ，ꋀꊇꆹꉈꑴꌦꀋꉆꀐ，ꋀꊇꉬꉎ

ꊩꌺꌋꆀꐯꌟ；ꋀꊇꆹꌦꈬꇬꄉꀱꐥ

ꇁꌠꊿꉬ，ꋀꊇꏃꃅꌋꌺꇖꐛꀐ。

37ꌦꊿꀱꐥꇁꌠꃆꂮꆹ，ꃀꑭꍲꏪꁮꅉ

ꊱꌠꇬꄉ：ꌊꆹꑸꀨꇁꉴꏃꃅꌋ、ꑱ

ꌒꏃꃅꌋ、ꑸꇱꏃꃅꌋꄷꉉꄉ，ꐝꉅ

ꃅꋌꄐꌐꎼꇁꀐ。38ꏃꃅꌋꑴꅉꆹꊿ

ꌦꀐꌠꏃꃅꌋꀋꉬꃅ，ꊿꇫꐥꌠꏃꃅ

ꌋꉬ；ꑞꃅꆏ，ꋍꄷꆹꊿꐯꇯꇫꐥꌐꌠ

ꉬ”ꄷ（“ꋍꄷꆹ”ꅀ“ꋌꉜꇬꆹ”ꃄꑌꍑ）。

39ꁱꂷꌤꃅꊿꋍꈨ：“ꌧꃀꀋ，ꆏꉉ

ꋒꑴ！”ꄷ。40ꋍꈭꐨꆏ，ꋀꊇꉈꑴ

ꑳꌠꏭꅇꅲꀋꀬꀐ。 

死，和天使一样；既是复活的
人，就为神的儿子。37至于死人
复活，摩西在荆棘篇上，称主
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
雅各的神，就指示明白了。38神
原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
神；因为在他那里，人都是活
的（“那里”或作“看来”）。”39有几个文
士说：“夫子！你说得好。” 
40以后他们不敢再问他什么。 

 

ꄊꃥꌺꇖꃆꂮ 大卫子孙的问题 
41ꑳꌠꉈꑴꋀꊇꏯꉉ：“ꊿꈍꃅ

ꄉꏢꄖꆹꄊꃥꌺꇖꉬꃅꉉꉆ？42ꄊꃥꊨ

ꏦꉙꍗꄯꒉꇬꄉ，ꑠꃅꉉ： 

41耶稣对他们说：“人怎么说
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42诗篇上
大卫自己说： 

‘ꌋꉠꌋꏭ： 
ꆏꉠꇀꑳꏭꑌꄉ， 

43ꅽꁮꐚꈧꌠꉢꄻꅽꑬꊙꅉꄻꄉ

ꌠꇁꉚ’ꄷ。 

‘主对我主说： 
你坐在我的右边， 

43等我使你仇敌作你的脚凳。’ 

44ꄊꃥꂯꋍꏭꌋꄷꇴꑲꆏ，ꋌꈍꃅꄉ

ꄊꃥꌺꇖꉬꑴꌦ？”ꄷ。 
44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
大卫的子孙呢？” 

 

ꁱꂷꌤꃅꊿꏭꊨꏈ 谴责文士 
45ꉹꁌꃅꑳꌠꉙꅇꂘꅇꅱꄮꇬ，

ꑳꌠꋍꌶꌺꈧꌠꏭꑠꃅꉉ：46“ꁱꂷ

ꌤꃅꊿꈧꌠꆍꇫꋓꉪꁨꄉ，ꋀꊇꆹꃢ

ꈜꀊꎴꌠꈚꄉꄂꏷꐺꏾ，ꇤꍤꅉꇬꊿ

45众百姓听的时候，耶稣对
门徒说：46“你们要防备文士。
他们好穿长衣游行，喜爱人在
街市上问他们安，又喜爱会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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ꋀꏭꋬꂻꄜꌠꉌꃹ，ꉈꑴꉻꏑꅉꇬꑋ

ꅉꀊꂥꂶꌠꇬꑌꏾ，ꃥꆦꃥꌵꅉꇬꑋ

ꅉꉎꇊꉎꂶꌠꇬꑌꏾ。47ꋀꊇꆹꃆꍸ

ꃀꁨꇐꄉꇐꋀꑍꈌꊎꇈ，ꊵꑵꀋꉬꎴ

ꀕꃅꈍꉗꏢꃅꈼꂟ。ꊿꋋꈨꆹꑗꉘꀊ

ꅰꃅꀉꒉꌠꊝꇁꌠꉬ”ꄷ。 

里的高位，筵席上的首座；47他
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作很
长的祷告。这些人要受更重的
刑罚。” 

 

ꃆꍸꃀꂷꌞꁵꅍ 寡妇的奉献 

21 ꑳꌠꀑꐕꄉꉜꇬꆏ，ꎆꁦꊿꎆ

ꅐꌊꑷꂿꇬꎆꊐꅉꂶꌠꇬꊐ 21 耶稣抬头观看，见财主
把捐项投在库里；2又见
一个 

ꌠꋌꂿ；2ꃆꍸꃀꌢꎭꑠꂷꐯꎆꃀꑍꍈ

ꋌꄻꇬꊎꌠꑌꋌꊌꂿ；3ꄚꄉꑠꃅꉉ：

“ꉢꇯꍝꃅꉉꆍꇰ，ꎆꃀꃆꍸꃀꌢꎭ

ꋋꂷꄻꇬꊎꌠꆹꎆꃀꉹꁌꄻꇬꊎꌠꑋ

ꀋꋌ；4ꑞꃅꆏ，ꉹꁌꈧꌠꆹꋀꁨꇐꄉ

ꇐꁦꎆꌠꋀꄻꎆꊐꅉꇬꊐ，ꄚ，ꃆꍸꃀ

ꋋꂷꆹꋍꑴꅉꌢꎭꑴꇬ，ꋍꋠꁌꅜꁌ

ꉬꇮꋌꄻꇬꊎꀐ”ꄷ。 

穷寡妇，投了两个小钱；3就
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
妇所投的比众人还多；4因为众
人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
捐项里，但这寡妇是自己不
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
了。” 

 

ꌃꎔꑷꂿꀜꐆꐨꅉꄜ 预言圣殿被毁 
5ꊿꋍꈨꇫꄉꌧꍣꇬ，ꌃꎔꑷꂿꆹ

ꇓꂵꈀꋽꀕꌠꌋꆀꆦꑝꅍꈧꌠꌌꄻꎳ

ꄉꌠꉬꄷ；6ꄚꄉꑳꌠꑠꃅꉉ：“ꉉꅷ

ꋍꑞꋍꑵꆍꈀꂿꋋꈨꇬꑟꇬꆏ，ꊁꇁ

ꋍꑍꃅꑍꑞꄮꆏ，ꄚꇬꊿꇱꐆꇬꀋꎭ

ꃅꇓꂵꑍꂷꐮꄩꄅꎍꌠꀋꐥ”ꄷ。 

5有人谈论圣殿是用美石和
供物装饰的；6耶稣就说：“论到
你们所看见的这一切，将来日
子到了，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
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 

 

ꋧꃅꌐꂫꑟꇁꂾꐛꐪ 末世的预兆 
7ꋀꊇꑳꌠꏭ：“ꂘꃀꀋ！ꌤꋋꈨ

ꈍꄮꇬꇫꅐꇁ？ꌤꋌꐘꇫꑟꇁꂯꄮꇬ，

ꐛꐪꐛꊀꂴꑞꇫꅐ？”ꄷꅲ。8ꑳꌠ

7他们问他说：“夫子！什么
时候有这事呢？这事将到的时
候，有什么预兆呢？”8耶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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ꆏ：“ꆍꊇꋓꉪꁨꄉ，ꊨꏦꁳꁍꃕꌠ

ꊝꄡꎽ，ꑞꃅꆏ，ꊁꇁꋍꑍꆏ，ꊿꀉꑌ

ꈨꉠꂓꎃꊐꄉꇁꌊ：‘ꉡꆹꏢꄖꉬ’

ꃅꉉ；ꉈꑴ：‘ꃅꑍꑟꇁꂯꀐ’ꃅꑌ

ꉉꇁ。ꆍꊇꋀꊂꄡꈹ！9ꌉꆳꌠꌋꆀ

ꌽꂰꌠꌤꑠꆍꊇꈨꇬ，ꆍꊇꃨꄡꆰ；ꑞ

ꃅꆏ，ꌤꆿꋋꈨꆹꀋꎪꃅꂴꇫꅐꇁ，

ꄚ，ꋧꃅꌐꂫꆹꋋꇅꃅꇫꑟꀋꇁ”

ꄷ。10ꀊꋨꄮꇬ，ꑳꌠꉈꑴꋀꊇꏯꑠ

ꃅꉉ：“ꊿꋅꊿꋅꇁꐮꏯꄉ，ꇩꏤꇩ

ꏤꇁꐮꏯꄉ，11ꃄꅉꀉꇨꐯꀉꇨꃅꇙ，

ꃅꄷꀉꑌꈚꇬꀋꎪꃅꃱꉩꄸꌋ、ꇵ

ꆅꁠꆅꑠꐥ，ꉈꑴꐛꒌꇣꋲꌠꊽꐬꆠ

ꌠꌋꆀꌋꃅꐪꑽꑌꀉꒉꌠꂿꃅꇬꄉꇫ

ꅐꇁ。12ꄚ，ꌤꋋꈨꇫꅐꇁꂾ，ꊾꆹꇇ

ꐛꄉꆍꊇꋀꇱꒃꌊꁧ，ꋀꌌꆼꍅꆹ

ꆋ，ꆍꊇꋀꏮꉻꏑꅉꁵ，ꄷꀋꁧ，ꊿꈻ

ꏦꑳꇬꈢ，ꉈꑴꉠꂓꒉꄸꃅ，ꆍꊇꋀ

ꈻꌊꃰꃅꌋꆀꍤꆫꇛꌺꂾꉆꄉ。

13ꄚ，ꌤꋍꑠꆹꊁꄽꂫꆏꀋꎪꃅꆍꊇꈀ

ꌬꌠꅇꊪꐛꌠꉬ。14ꑠꅹ，ꆍꊇꉌꂵ

ꉪꄉꏤꄉꄡꑟ，ꂴꇯꆐꈍꃅꑖꉬꄜꂯ

ꌠꑠꄡꉪꄡꏣ；15ꑞꃅꆏ，ꉢꀋꎪꃅꈌ

ꉐꌋꆀꌧꅍꂿꅍꄻꆍꇖ，ꑠꆹꆍꁮꐚ

ꈀꐥꌠꃅꇫꄙꀋꄐ、ꇬꀥꀋꄐꌠ

ꉬ。16ꆍꀉꄉꀉꂿ、ꃺꃶꀁꑳ、ꏣ

ꃀꏣꑟꌋꆀꐋꀨꐥꊈꇯꆏ，ꆍꊇꋀꇱ

ꏮꇛꌺꁵ；ꆍꊇꋀꇱꉮꌦꇫꎭꌠꑌ

ꐥ。17ꆍꊇꆹꉠꂓꒉꄸꃅꉹꁌꆍꌂꆍ

ꑷ。18ꄚ，ꆍꊇꆹꀍꑐꏢꑋꀋꈘ。

19ꆍꊇꋰꃅꋰꄉꇬꎷꑲꆏ，ꈍꃅꑌꆍ

“你们要谨慎，不要受迷惑，因
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
说：‘我是基督，’又说：‘时候近
了！’你们不要跟从他们。 
9你们听见打仗和扰乱的事，不
要惊惶；因为这些事必须先
有，只是末期不能立时就到。”
10当时耶稣对他们说：“民要攻
打民，国要攻打国，11地要大大
震动，多处必有饥荒、瘟疫，
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
上显现。12但这一切的事以先，
人要下手拿住你们，逼迫你
们，把你们交给会堂，并且收
在监里，又为我的名拉你们到
君王诸侯面前。13但这些事终必
为你们的见证。14所以，你们当
立定心意，不要预先思想怎样
分诉；15因为我必赐你们口才智
慧，是你们一切敌人所敌不
住、驳不倒的。16连你们的父
母、弟兄、亲族、朋友也要把
你们交官；你们也有被他们害
死的。 
17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憎恶，
18然而，你们连一根头发也必不
损坏。19你们常存忍耐，就必保
全灵魂（或作“必得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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ꊨꏦꒌꆠꆍꀧꌋꃅꄉꄎ（ꅀ“ꀋꎪꃅꀑꇬ

ꊌ”ꄷꑌꍑ）。 
 

ꑳꇊꌒꇌꊿꐆꇫꎭꌠꅉꄜ 预言耶路撒冷被毁 
20“ꑳꇊꌒꇌꂽꇱꇊꄉꌠꆍꊌꂾ

ꄮꇬꆏ，ꋌꈚꊿꀋꋦꃮꀋꀆꅉꑠꈚꐛꇁ

ꄮꑟꂯꌠꆍꅉꐚꀐ。21ꀊꋨꄮꇬꆏ，

ꊿꒀꄠꃅꄷꀀꌠꁈꉘꁌꇬꁧꄡꑟ，ꊿ

ꇓꈓꇬꀀꌠꅐꇁꄡꑟ；ꊿꑘꃅꁡꇤꀀ

ꌠ，ꇓꈓꇬꄡꆹ；22ꑞꃅꆏ，ꃅꑍꃅꉖꋋ

ꈨꆹꑗꉘꊜꄮꉬ，ꑠꃅꄉ，ꌤꆿꁱ꒰ꀨ

ꇬꄀꈀꄉꈧꌠꁳꅇꅐꎻ。23ꃅꑍꀊꋨ

ꄮꇬꆏ，ꀉꑳꁨꌠꌋꆀꀉꑳꑍꄐꌠꆹꉮ

ꃤꐥꀐ！ꑞꃅꆏ，ꃄꅉꇬꉮꃤꀉꒉꃅꐥ

ꇁꂯꀐ，ꉈꑴꇨꇅꃃꐨꑌꇁꉹꁌꋋꈨ

ꇭꀧꇬꌸꇁ。24ꋀꊇꆹꂗꍵꑱꃀꈌꇬ

ꄉꐚꇬꅜꇈ，ꊿꒃꌊꇩꏤꈀꐥꌠꇬ

ꁧ。ꑳꇊꌒꇌꆹꉇꉻꊿꋅꇱꌌꄔꈻꅷ

ꉇꉻꊿꋅꃅꑍꇎꄮꇬꑟ”ꄷ。 

20“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
困，就可知道它成荒场的日子
近了。21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
到山上；在城里的应当出来；
在乡下的不要进城；22因为这是
报应的日子，使经上所写的都
得应验。23当那些日子，怀孕的
和奶孩子的有祸了！因为将有
大灾难降在这地方，也有震怒
临到这百姓。24他们要倒在刀剑
下，又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
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
人的日期满了。” 

 

ꊾꌺꇫꑟꇁ 人子降临 
25“ꉘꁮꆧꁨꌋꆀꃅꏸꇬꑌꐛꐪ

ꇣꋲꌠꑠꇫꅐꇁ，ꃄꅉꇬꇩꏤꇬꑌꎭꇁ

ꅧꅍꐥ；ꎿꇬꒈꂃꒊꆱꄓꃚꊿꈨꄉ，

ꊿꃨꆰꏸꈧ。26ꃅꃴꃅꇙꈴꌐ，ꊿꉪ

ꇁꌤꆿꋧꃅꋋꂷꇬꅐꇁꂯꌠꄀꇬꆏ，

ꋌꇷꌊꒌꈯꆟꈯꌐ。27ꀊꋨꄮꇬ，ꊾ

ꌺꊋꃤꐥ、ꀑꑊꁤꇅꀕꄉꃅꄂꋩꀁ

ꋌꇁꌠꋀꊇꊌꂿ。28ꌤꆿꋋꈨꇫꅐꄷ

ꌦꆏ，ꆍꀂꏾꄊꄉꊒꆽꃅꉆꄉꄡꑟ，

ꑞꃅꆏ，ꆍꊇꈭꋏꊌꌠꃅꑍꑟꇁꂯꄉ

ꀐ”ꄷ。 

25“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
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因海中波
浪的响声，就慌慌不定。26天势
都要震动，人想起那将要临到
世界的事，就都吓得魂不附
体。27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
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
28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
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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ꀋꃨꂶꂷꌩꁧꇬꉙꂘꐨ 无花果树的教导 
29ꑳꌠꉈꑴꅺꌡꁮꅉꂷꌌꋀꏭ

ꉉ：“ꆍꊇꆹꀋꃨꂶꂷꌩꁧꌋꆀꌩꁧ

ꀉꁁꈧꌠꉜ；30ꌩꋋꈨꌩꏾꇓꏾꅾꄮ

ꇬꆏ，ꃅꑌꇫꑟꇁꂯꀐꌠꆍꅉꐚꀐ。

31ꑠꃅꄉ，ꌤꆿꋋꈨꇫꅐꇁꌠꆍꊇꊌꂿ

ꄮꇬꆏ，ꏃꃅꌋꇩꇫꑟꇁꂯꀐꌠꑌꆍ

ꊇꅉꐚꄡꑟ。32ꉢꇯꍝꃅꉉꆍꇰ，ꃅ

ꋊꋋꋏꇫꈴꀋꁧꑴꌦꇯꆐ，ꌤꋋꈨꐯ

ꇯꇫꅐꇁꌐꌠꉬ。33ꃅꃴꃄꅉꑍꈤꁧ

ꄷꑲꑌ，ꉠꅇꂷꆹꑍꈤꁧꀋꉆ”ꄷ。 

29-30耶稣又设比喻对他们
说：“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
树；它发芽的时候，你们一看
见，自然晓得夏天近了。31这
样，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地成
就，也该晓得神的国近了。32我
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
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33天地
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 

 

ꌶꌺꏭꀀꐚꑓꄧꃅꄉꄷ 劝告门徒警醒 
34“ꆍꊇꋓꉪꁨꄉ，ꆍꊇꋚꇢꒉ

ꇢ、ꎧꅝꎧꑱ，ꉈꑴꋋꍂꇬꐒꊀꅍꑠ

ꆍꉌꂵꋌꎼꐙꄏꂵ，ꀊꋨꄹꉇꆹꐱꂦ

ꌟꃅꉘꀋꇉꄲꄷꇁꆍꊇꇭꀧꇬꌸꌠ

ꉬ；35ꑞꃅꆏ，ꃅꑍꀊꋨꄮꆹ，ꑠꃅꇁꌊ

ꊿꃄꅉꇬꈁꀀꌠꄷꑟꇁ！36ꑠꅹ，ꆍꊇ

ꋍꇅꋑꀋꋒꃅꋓꉪꁨ，ꅉꀕꃅꈼꂟꇬ

ꎷ，ꑠꃅꄉ，ꆍꁳꌤꆿꇬꈀꅐꇁꂯꋋꈨ

ꂾꁈꄉ，ꊾꌺꂾꉆꄐꎻ”ꄷ。37ꑳꌠ

ꋍꑍꋑꀋꋒꌃꎔꑷꂿꇬꄉꊿꉗꊿꂘ，

ꋍꉔꋑꀋꋒꇓꈓꇬꄉꀱꏝꃴꀋꍯꁧꇬ

ꀀꁧꇬꎷ。38ꉹꁌꈧꌠꃅꄜꄮꇬꆏ，

ꏛꀕꃅꄓꌊꌃꎔꑷꂿꇬꄉꑳꌠꇗꅉꄛ

ꅉꅲꇁ。 

34“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
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
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
忽然临到你们；35因为那日子要
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
人。36你们要时时警惕，常常祈
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
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
37耶稣每日在殿里教训人，每夜
出城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住
宿。38众百姓清早上圣殿，到耶
稣那里，要听他讲道。 

 

ꆦꑝꌟꒉꑳꌠꌉꌠꏂꇫ 祭司长谋杀耶稣 

22 ꃔꋌꀋꇱꎺꄅꋩꑍ，ꐂꈴꎺꄅ

ꋩꑍꄷꑌꄹ，ꇫꑟꇁꂯꄉ 22 除酵节，又名逾越节，
近了。2祭司长和文士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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ꀐ。2ꆦꑝꌟꒉꌋꆀꁱꂷꌤꃅꊿꈧꌠ

ꆏ，ꈍꃅꑲꆀꑳꌠꂶꌠꌉꇫꎭꉆꌠꏡ

ꁈꑠꎹꐺ，ꑠꆹꋀꊇꉹꁌꏥꒉꄸ。3ꋋ

ꄮꇬꆏ，ꌑꄉꇁꏤꇊꊿꒀꄊꄷꂶꌠꉌ

ꃀꇬꃹꀐ，ꋋꆹꑳꌠꁆꄻꊩꌺꊰꑋꑹ

ꈬꄔꋍꂷꉬ。4ꒀꄊꒉꌊꆦꑝꌟꒉꌋ

ꆀꌃꎔꑷꂿꐏꂽꌟꒉꈧꌠꄷꄉ，ꈍꃅ

ꑳꌠꏮꋀꇇꈐꊐꌠꇕꄟ。5ꋀꊇꇿꌦ

ꄉꏽ，ꄚꄉꐍꈨꄻꒀꄊꁵꐮꄉ。6ꒀ

ꄊꉬꅲꀐ，ꋍꈭꐨꆏ，ꋌꊜꋽꄮꎹꄉ，

ꉹꁌꇬꀋꐥꄮꇬꆏ，ꑳꌠꏮꋀꊇꁵꂿ

ꉂ。 

法子怎么才能杀害耶稣，是因
他们惧怕百姓。3这时，撒但入
了那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心，他
本是十二门徒里的一个。4他去
和祭司长并守殿官商量，怎么
可以把耶稣交给他们。5他们欢
喜，就约定给他银子。6他应允
了，就找机会，要趁众人不在
跟前的时候，把耶稣交给他
们。 

 

ꐂꈴꎺꄅꋩꑍꋚꐙꌠꊨꄐ 预备逾越节的筵席 
7ꃔꋌꀋꇱꎺꄅꋩꑍ，ꀋꎪꃅꑾꌺ

ꌌꌉꄉꆦꑝꌠꃅꑍꄹꉇꑟꀐ。8ꀺꄮ

ꌋꆀꒀꉴꑋꑳꌠꇱꇤꅷꁧ，ꋍꑊꏯ：

“ꆐꑊꂴꄉꉪꎁꃅꐂꈴꎺꄅꋩꑍꋚꒉ

ꊨꄐꁧꄉ，ꉪꁳꇫꋠꎻ”ꄷ。9ꋍꑊ

ꑳꌠꏭ：“ꆏꉣꑊꁳꇿꇬꄉꊨꄐꁧ

ꎻ？”ꄷ。10ꑳꌠꆏꇬꏭ：“ꆐꑊꇓ

ꈓꇬꃹꈭꐨꆏ，ꀋꎪꃅꊾꂷꀆꐒꏢꌌ

ꆐꑊꏯꉜꄉꇁꌠꉬ，ꆐꑊꋍꊂꈹꁧ，ꑳ

ꋌꇫꃹꆹꂶꌠꇬꆹ。11ꆐꑊꊿꀊꋨꑷ

ꃥꌋꏭ：‘ꂘꃀꄹꇬ：ꄹꃥꀀꅉꇿ

ꐛ？ꉡꌋꆀꉠꌶꌺꐯꇯꀊꄶꇬꄉꐂꈴ

ꎺꄅꋩꑍꋚꐙꌠꋠꂿꄷ’ꄷꉉ。12ꋋ

ꆹꀋꎪꃅꆸꄜꑳꀉꒉꄻꎳꁟꑻꃅꄉꑠ

ꁨꋌꄐꆐꑊꀨꌠꉬ，ꆐꑊꑴꌠꀊꄶꄉ

ꊨꄐ”ꄷ。13ꋍꑊꁧꀐ，ꈀꋒꈧꌠꑳ

ꌠꉉꌠꌋꆀꐯꃅꐯꌟꌡ。ꄚꄉꐂꈴ

ꎺꄅꋩꑍꋚꐙꌠꋍꑊꊨꄐꄉꀐ。 

7除酵节，须宰逾越羊羔的
那一天到了。8耶稣打发彼得、
约翰说：“你们去为我们预备逾
越节的筵席，好叫我们吃。”9他
们问他说：“要我们在哪里预
备？”10耶稣说：“你们进了城，
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
你们就跟着他，到他所进的房
子里去。11对那家的主人说：
‘夫子说：客房在哪里？我与门
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筵席。’
12他必指给你们摆设整齐的一间
大楼，你们就在那里预备。”
13他们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
所说的；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
的筵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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ꌋꈊꋚꐙꌠ 设立圣餐 
14ꄮꈉꑟꀐ，ꑳꌠꌋꆀꁆꄻꊩꌺ

ꈧꌠꐯꇯꋙꋠꅉꇬꑌ。15ꑳꌠꋀꊇ

ꏯ：“ꉢꎭꌶꉮꌸꂾ，ꆍꈽꄉꐂꈴꎺ

ꄅꋩꑍꋚꋋꐚꋠꏾꐯꋠꏾ。16ꉢꉉꆍ

ꇰ，ꉢꉈꑴꋚꋋꐚꀋꋠꃅꅷꏃꃅꌋꇩ

ꇬꄉꃅꐛꄮꇬꑟ”ꄷ。17ꄚꄉꀞꍗ

ꑳꌠꐕꌊꏃꃅꌋꏭꈀꎭꀕꅇꉉꈭꐨ

ꆏ，ꑠꃅꉉ：“ꆍꊇꋋꍔꊪꄉ，ꐯꇯꁸ

ꄉꅝ。18ꉢꉉꆍꊇꇰ，ꀃꑍꇈꉈꆏ，ꉢ

ꉈꑴꑌꃀꌧꃰꒉꋋꈨꀋꅝꅷꏃꃅꌋꇩ

ꇫꑟꇀꄮꑟ”ꄷ。19ꋍꈭꐨꆏ，ꎬꁱ

ꋌꒃꌊꏃꃅꌋꏭꈀꎭꀕꅇꉉꇈ，ꋌꏼ

ꄉꄻꋀꊇꁵꄉ，ꑠꃅꉉ：“ꑠꆹꆍꎁꃅ

ꁮꌠꉠꇭꀧꉬ，ꆍꊇꑌꑠꃅꀕꄉꉡꎺ

ꄅꄡꑟ”ꄷ。20ꋙꋠꈭꐨ，ꑳꌠꉈꑴ

ꀞꍗꋌꒃꌊꑠꃅꉉ：“ꀞꍗꋋꏢꆹꉠ

ꌦꅪꌊꒃꄉꌠꏤꐪꀊꏀꉬ，ꉠꌦꅪꆹ

ꆍꎁꃅꅐꌠ”ꄷ。21ꆍꇬꉚ！ꊿꉢꃵ

ꂶꌠꇇꌋꆀꉠꇇꐯꇯꄻꋠꄜꋋꂷꇬꄉ

ꀐ。22ꊾꌺꆹꂴꏭꈁꄐꈁꏤꄉꈧꌠꇬ

ꈴꄉꌦꁧꂯꑴꇬ，ꄚ，ꊿꊾꌺꃷꂶꌠ

ꆹꉮꃤꐥꀐ”ꄷ。23ꋀꊇꐮꏯꌤꑠꃅ

ꌠꆹꈀꄸꂷꉬꂯꃅꅲ。 

14时候到了，耶稣坐席，使
徒也和他同坐。15耶稣对他们
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前和你
们吃这逾越节的筵席。16我告诉
你们：我不再吃这筵席，直到
成就在神的国里。”17耶稣接过
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拿这
个，大家分着喝。18我告诉你
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
萄汁，直等神的国来到。”19又
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
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
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
如此行，为的是记念我。”20饭
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
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
们流出来的。21看哪！那卖我之
人的手与我一同在桌子上。22人
子固然要照所预定的去世，但
卖人子的人有祸了！”23他们就
彼此对问，是哪一个要做这
事。 

 

ꈀꄸꄈꀉꒉꌠꌌꐮꈌꀥ 争论谁为大 
24ꌶꌺꈧꌠꆏ，ꋀꊇꈬꄔꈀꄸꂷ

ꄈꀉꒉꌠꌌꐮꈌꀥ。25ꄚ，ꑳꌠꆏꋀ

ꊇꏯꑠꃅꉉ：“ꉇꉻꊾꆹꃰꃅꌌꁈꄻ

ꄉꋀꏲꂠꌠꐥ，ꌅꈌꌌꋀꏲꂠꂶꌠꆹ

ꊿꇬꏭꑆꊋꌌꁈꄷ。26ꄚ，ꆍꊇꆹꑠ

24门徒起了争论，他们中间
哪一个可算为大。25耶稣说：
“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
那掌权管他们的称为恩主。26但
你们不可这样；你们里头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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ꃅꐙꀋꉆ；ꆍꊇꈬꄔꀉꒉꇊꀉꒉꂶꌠ

ꆏ，ꀱꌊꈎꄜꀊꏀꂶꌠꌡꄡꑟ；ꏃꌋ

ꂠꌋꄻꌠꆏ，ꀱꌊꊾꀨꎹꌠꌡꄡꑟ。

27ꈀꄸꄈꀉꒉ？ꋙꋠꅉꑌꂶꌠꅀꊾꀨ

ꎹꂶꌠꉬ？ꋙꋠꅉꑌꂶꌠꀉꒉꌠꀋꉬ

ꅀ？ꄚ，ꉡꆹꆍꊇꈬꄔꐥꇬ，ꊾꀨꎹꂶ

ꌠꌡ。28ꉢꎖꉺꄜꎟꌠꊜꄮꇬ，ꊿꉡ

ꌋꆀꐮꐊꇬꎷꈧꌠꆹꆍꊇꉬ。29ꃰꃅ

ꇩꉠꀉꄉꄖꉡꇖꌠꌟꃅꉢꄖꆍꇖꄉ，

30ꆍꁳꉠꇩꇬꄉ，ꉢꈽꑌꄉꋟꅝꎻ；ꄷ

ꀋꁧ，ꃰꃅꑋꅉꂶꌠꑌꄉꑱꌝꆀꑭꊂ

ꊰꑋꁯꌠꀞꇽ”ꄷ。 

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领
的，倒要像服事人的。27是谁为
大？是坐席的呢？是服事人的
呢？不是坐席的大吗？然而我
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事人的。
28我在磨炼之中，常和我同在的
就是你们。29我将国赐给你们，
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30叫你们
在我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
喝；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
色列十二个支派。” 

 

ꀺꄮꀂꌋꀋꌧꄷꌠꅉꄜ 预言彼得不认主 
31ꌋꉈꑴ：“ꑭꂱ！ꑭꂱ！ꌑꄉꆹ

ꆍꊿꋋꈨꊌꏾ，ꋌꎭꂷꏢꌠꌟꃅꆍꏢ

ꐺ；32ꄚ，ꉢꅽꎁꃅꈼꂟꀐꄉ，ꆏꁳꑇ

ꐨꉌꊋꊰꀋꎽ，ꆏꏮꇁꈭꐨ，ꅽꃺꑌ

ꈧꌠꏭꈐꊟꊋꊡ”ꄷ。33ꄚ，ꀺꄮꆏ

ꑳꌠꏭ：“ꌋꀋ！ꉡꆹꆏꈽꏦꑳꃹ，ꆏ

ꈽꌦꄷꇬꑌꉬꅲꌠꉬ！”ꄷ。34ꑳꌠ

ꆏ：“ꀺꄮꀋ！ꉢꉉꆎꇰ，ꀃꂰꃬꀮꀋ

ꇴꌦꂾ，ꆎꆹꀂꉢꀋꌧꄷꑠꌕꃢꉉꌠ

ꉬ”ꄷ。 

31主又说：“西门！西门！撒
但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
筛麦子一样；32但我已经为你祈
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
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
33彼得说：“主啊！我就是同你
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
34耶稣说：“彼得，我告诉你，
今日鸡还没有叫，你要三次说
不认得我。” 

 

ꎆꃀꊐꅍ、ꐣꁙ、ꂗꍵ 钱囊、口袋、刀剑 
35ꑳꌠꉈꑴꋀꏭ：“ꆍꊇꉢꊪꉈ

ꏭꎼꁧꄮꇬ，ꎆꃀꊐꅍꀋꌌ，ꐣꁙꀋ

ꀵ，ꑬꅮꀋꅑ，ꆍꊇꋍꑞꋍꑵꀋꇎꅍ

ꐤꐥ？”ꄷꅲ。ꋀꊇꆏ：“ꀋꐥ”

ꄷ。36ꑳꌠꑠꃅꉉ：“ꄚ，ꀃꑍꋋꄮ

ꆏ，ꎆꃀꊐꅍꁨꌠꎆꃀꊐꅍꌌꐺꉆ，

35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差
你们出去的时候，没有钱囊、
没有口袋、没有鞋，你们缺少
什么没有？”他们说：“没有。”
36耶稣说：“但如今有钱囊的可
以带着，有口袋的也可以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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ꐣꁙꐥꌠꑌꐣꁙꀵꄉꉆ。ꂗꍵꑱꃀ

ꀋꁨꌠꆏ，ꃢꈜꃷꌊꂗꍵꑱꃀꃼ。

37ꉢꉉꆍꇰ，꒰ꀨꇬ：‘ꋋꆹꊿꇱꌌ

ꊾꇬꂷꃅꄉ’ꄷꁱꇬꄀꄉ，ꅇꋋꇬ

ꆹꀋꎪꃅꉠꇭꀧꇬꄉꅇꅐꇁ；ꑞꃅ

ꆏ，ꌤꉠꃆꂮꈧꌠꆏ，ꀋꎪꃅꀕꐛꌠ

ꉬ”ꄷ。38ꌶꌺꈧꌠꆏ：“ꌋꀋ！

ꆏꉜꉏ！ꄚꇬꂗꍵꑱꃀꑍꏼꐥ”

ꄷ。ꑳꌠꆏꋀꊇꏯ：“ꇎꀐ”

ꄷ。 

着，没有刀剑的要卖衣服买刀
剑。37我告诉你们，经上写着
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这
话必应验在我身上；因为那关
系我的事，必然成就。”38他们
说：“主啊，请看！这里有两把
刀剑。”耶稣说：“够了。” 

 

ꏝꃴꀋꍯꁧꇬꄉꈼꂟꁧ 上橄榄山祷告 
39ꑳꌠꅐꇁꇈ，ꑍꃀꑍꌟꃅꏝꃴ

ꀋꍯꁧꇬꉜꄉꁧ，ꌶꌺꈧꌠꑌꋍꊂꈹ

ꁧ。40ꋀꊇꇁꌊꀊꋩꈚꇬꑟꇬꆏ，ꑳ

ꌠꋀꊇꏯ：“ꁍꃕꈬꇬꃹꂵꌠꉥ，

ꆍꊇꈼꂟꇬꎷ！”ꄷ。41ꄚꄉꋌꇁ

ꌊꋀꊇꌋꆀꇓꅥꏥꅉꎴꑠꈚꇬꄉ，

ꁡꊭꃄꇴꄂꄉꑠꃅꈼꂟ：42“ꀉꄉ

ꀋ！ꀋꄸꄷ，ꆏꉬꅲꑲꆏ，ꀞꍗꋋꏢ

ꎞꌊꁧ；ꄚ，ꉠꉪꐪꇬꄡꍬꃅꅽꉪꐪ

ꇬꍬꄉꃅꐛ”ꄷ。43ꉬꉎꊩꌺꂷꉬ

ꉎꇬꄉꇁꌊꑳꌠꇬꊋꃤꁦꎆꇱꇁ。

44ꑳꌠꐒꆅꏽ，ꀊꅰꃅꏟꈯꀕꃅꈼ

ꂟ，ꋍꇵꂷꆏꌦꅪꌡꃅ，ꋍꄩꋍꄩꃅ

ꊰꃄꅉꇬꅞ（ꀊꆨ꒰ꀨꋍꈨꇬꆹ43-44ꊭꌠꇬꀋ

ꐊ）。45ꈼꂟꌐꈭꐨꆏ，ꋌꄓꌊꀱꌶ

ꌺꈧꌠꄷꇁ，ꋀꊇꐯꇯꉌꐒꄉꀀꑌꇴ

ꌐꀐꌠꋌꂿ。46ꄚꄉꋌꋀꊇꏯ：

“ꆍꊇꑞꃅꀀꑌꇴꌠꉬ？ꄓꄉꈼ

ꂟ！ꑠꀋꉬꑲꆏ，ꆍꁍꃕꈬꇬꃹꂵ”

ꄷ。 

39耶稣出来，照常往橄榄
山去，门徒也跟随他。40到了
那地方，就对他们说：“你们要
祷告，免得入了迷惑。”41于是
离开他们约有扔一块石头那么
远，跪下祷告，42说：“父啊！
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
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
就你的意思。”43有一位天使从
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
44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
切，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
（有些古卷在此无 43 和 44 节）。45祷
告完了，就起来到门徒那里，
见他们因为忧愁都睡着了，
46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睡
觉呢？起来祷告！免得入了迷
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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ꑳꌠꊿꒃꌊꁧ 耶稣被捉拿 
47ꅇꉉꑌꃅꄉꇬꆏ，ꊿꈍꑋꇫꅐꇁ

ꀐ。ꁆꄻꊩꌺꊰꑋꑼꌠꈬꄔꒀꄊꂓ

ꂶꌠꂴꇬꂾꐊꇁ，ꑳꌠꄷꑟꇁꇬꆏ，ꒀ

ꄊꇁꌊꑳꌠꁧꇉꁬ。48ꑳꌠꒀꄊꏭ：

“ꒀꄊꀋ，ꆏꊾꌺꁧꇉꇬꁬꌠꍩꉙꌊ

ꊾꌺꃷꌠꉫꀕ？”ꄷ。49ꌤꋌꐘꋍꈭ

ꋍꇍꊿꈧꌠꉜꇬꄐꀋꊒꏭꃅꐙꇬꆏ，

ꋀꊇ：“ꌋꀋ！ꉪꊇꂗꍵꈻꌊꐡꇬꍑ

ꀕ？”ꄷ。50ꋀꈬꄔꋍꂷꂗꍵꏼꌠꋌ

ꈻꌊꆦꑝꌌꁈꁏꐚꂷꋌꐡꋍꇅꁳꇈ，

ꅳꀧꇀꑳꁆꌠꋌꑉꇫꎭ。51ꄚ，ꑳꌠ

ꆏꇬꏭ：“ꑠꃅꐙꄮꇬꑟꑲꆏ，ꋀꁳ

ꈁꏾꃅꎻ！”ꄷ，ꄚꄉꇇꋌꐛꊿꂶꌠ

ꅳꀧꁆꌠꄀꇈ，ꊿꂶꌠꋌꇱꉃꌒ

ꀐ。52ꑳꌠꊿꋋꒃꇁꌠꆦꑝꌟꒉ、

ꑷꂿꐏꂽꌟꒉꌋꆀꅡꈭꌟꒉꈧꌠꏭꑠ

ꃅꉉ：“ꆍꊇꂗꍵ、ꄯꁯꌌꏄꍿꒃ

ꌠꌟꃅꉡꒃꇁꅀ？53ꉢꋍꑍꋑꀋꋒꆍꈽ

ꌃꎔꑷꂿꇬꐥꇬ，ꆍꊇꉢꀋꒃ。ꄚ，

ꀋꃉꆏ，ꄮꈉꆍꃤꇄꌠꇬꉬꀐ，ꆈꋧꋪ

ꌠꌅꈌꌬꀐ”ꄷ。 

47说话之间，来了许多人。
那十二个门徒里名叫犹大的，
走在前头，就近耶稣，要与他
亲脸。48耶稣对他说：“犹大！
你用亲脸的暗号卖人子吗？”
49左右的人见光景不好，就说：
“主啊！我们拿刀剑砍可以不可
以？”50内中有一个人把大祭司
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
右耳。51耶稣说：“到了这个地
步，由他们吧！”就摸那人的耳
朵，把他治好了。52耶稣对那些
来拿他的祭司长和守殿官并长
老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
我，如同拿强盗吗？53我天天同
你们在殿里，你们不下手拿
我。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黑
暗掌权了。” 

 

ꀺꄮꀂꑳꌠꀋꌧꃅꉉ 彼得不认耶稣 
54ꑳꌠꋀꒃꄉ，ꋀꈻꌊꆦꑝꌌꁈ

ꑳꇬꊐ，ꀺꄮꆏꈍꎳꃅꇢꄉꊁꈹꐺ。

55ꋀꊇꃆꄔꇤꋀꄻꐷꈭꇬꏦꄉꏓꋍꈜ

ꃆꄔꇬꐺ；ꀺꄮꑌꋀꈬꄔꑌ。56ꋋꇅ

ꇬꆏ，ꁏꃀꂷꀺꄮꃆꄔꁨꑭꇬꑌꌠꋌ

ꊌꂿ，ꋌꍻꀺꄮꀵꈭꐨꆏ，ꋌ：“ꊿ

ꋋꂷꑌꑍꃀꑍꇯꆐꊿꀊꋨꂷꌋꆀꋍꁥ

54他们拿住耶稣，把他带到
大祭司的宅里。彼得远远地跟
着。55他们在院子里生了火，一
同坐着；彼得也坐在他们中
间。56有一个使女看见彼得坐在
火光里，就定睛看他，说：“这
个人素来也是同那人一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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ꉬ”ꄷꉉ。57ꄚ，ꀺꄮꆹꇫꉉꀋꏚ，

ꋌ：“ꅫꃀꀋ！ꋌꉢꇬꀋꌧ”ꄷ。

58ꀂꉗꌹꍈꐛꈭꐨꆏ，ꋌꉈꑴꊿꀉꁁ

ꂷꊌꂿꇈ，ꊿꂶꌠꋍꏭ：“ꆎꑌꋀꌋ

ꆀꋍꁥꉬ”ꄷ。ꄚ，ꀺꄮꆏ：“ꆏꑞ

ꂷꉬ！ꉢꀋꉬ”ꄷꉉ。59ꄮꈉꋍꂷꀑ

ꂪꐛꈭꐨ，ꉈꑴꊾꂷꋍꊋꈀꑌꃅ：

“ꋌꇯꍝꃅꊿꀊꋨꂷꌋꆀꋍꁥꉬ，ꑞ

ꃅꆏ，ꋋꑌꏤꆀꀕꊿꉬ”ꄷꉉ。

60ꄚ，ꀺꄮꆏ：“ꆏꑞꂷꉬ！ꆏꑞꉉꌠ

ꉢꋌꀋꌧ！”ꄷ。ꅇꂷꋋꇬꉉꄷꌦ

ꆏ，ꃬꀮꇴꀐ。61ꌋꏮꀺꄮꉜꇈ，ꀺ

ꄮꎺꇁꌋꋍꏭꉉꌠꅇꂷ：“ꀃꂰꃬꀮ

ꇴꂾ，ꆏꀂꉢꀋꌧꄷꑠꌕꃢꉉ”ꄷꇫ

ꌠꄀ。62ꄚꄉꀺꄮꁖꉈꏭꄉꐒꐯꐒꃅ

ꉩꁧꀐ。 

57彼得却不承认，说：“女子，
我不认得他。”58过了不多的时
候，又有一个人看见他，说：
“你也是他们一党的。”彼得说：
“你这个人！我不是。”59约过了
一小时，又有一个人极力地
说：“他实在是同那人一伙的，
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60彼得
说：“你这个人！我不晓得你说
的是什么。”正说话之间，鸡就
叫了。61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
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今
日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
我。”62他就出去痛哭。 

 

ꑳꌠꊿꌌꒊꈧ、ꅥꏶ 戏弄和鞭打耶稣 
63ꊿꑳꌠꐏꈧꌠꋋꒊꈧ、ꅥꏶ，

ꉈꑴꑳꌠꑓꋪꋀꉱꄉꇬꏭ：64“ꆎꆹ

ꅉꄜꊿꉬ，ꈀꄸꂷꆏꅣꌠꉉꉪꊇ

ꇰ？”ꃅꅲ。65ꋀꊇꀉꁁꅇꂷꀉꑌꈨ

ꑌꌌꋍꏭꍍꋉꄸꄀ。 

63看守耶稣的人戏弄他，打
他，64又蒙着他的眼，问他说：
“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
谁？”65他们还用许多别的话辱
骂他。 

 

ꑳꌠꊿꌌꌟꒉꌠꂾꃀꈿꅉꄉꀞꇽ 耶稣在公会里受审 
66ꊁꄹꉇꃅꄜꇬꆏ，ꉹꁌꈬꇬꅡꈭ

ꌟꒉ、ꆦꑝꌟꒉꌋꆀꁱꂷꌤꃅꊿꈧ

ꌠꐯꇯꋍꈜꏓꄉ，ꑳꌠꋀꈻꌊꌟꒉꌠ

ꂾꃀꈿꅉꇬꑟ，67ꋀꇬꏭ：“ꀋꄸꄷ，

ꆎꆹꏢꄖꉬꑲꆏ，ꉉꉪꊇꇰ”ꄷ。ꑳ

ꌠꆏꋀꊇꏯ：“ꉢꉉꆍꇰꇬ，ꆍꊇꑌ

ꇬꀋꑇ；68ꀋꄸꄷ，ꉢꆍꏭꅲꇬ，ꆍꊇ

66天一亮，民间的众长老连
祭司长带文士都聚会，把耶稣
带到他们的公会里，67说：“你
若是基督，就告诉我们。”耶稣
说：“我若告诉你们，你们也不
信；68我若问你们，你们也不回
答。69从今以后，人子要坐在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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ꑌꉠꅇꀋꀱꌠ。69ꄚ，ꀃꑍꇈꉈꆏ，ꊾ

ꌺꆹꌅꈌꐥꂶꌠꇀꑳꏯꑌꌠꉬꀐ”

ꄷ。70ꋀꊇꉬꇮꃅ：“ꑠꉬꑲꆏ，ꆎꆹ

ꏃꃅꌋꌺꉬꑴꅀ？”ꄷꅲ。ꑳꌠꆏ：

“ꆍꄹꇬꉢꉬꑴꄷ”ꄷ。71ꋀꊇꆏ：

“ꋍꈌꇬꅐꇁꌠꅇꂷꉪꊇꊨꏦꈨꀐ，

ꉈꑴꊿꅇꊪꌫꈨꈀꄻꅐꑴꌦꅀ？”

ꄷ。 

权能的右边。”70他们都说：“这
样，你是神的儿子吗？”耶稣
说：“你们所说的是。”71他们
说：“何必再用见证呢？他亲口
所说的，我们都亲自听见了。” 

ꑳꌠꀙꇁꄏꂾꄉꀞꇽꊝ 耶稣在彼拉多前受审 

23 ꊁꆏ，ꊿꋌꁥꃅꄓꇁꇈ，ꑳꌠ

ꋀꈻꌊꀙꇁꄏꂾꑟ，2ꑠꃅꋍ 23 众人都起来，把耶稣解
到彼拉多面前，2就告他 

ꊂꅇꎹ：“ꊿꋋꂷꉹꁌꊏꅰꐺꌠꉪꊌ

ꂿ，ꋌꉹꁌꇗꏸꏮꇽꌒꁵꌠꇬꏢꇋ，ꋌ

ꉈꑴꊨꏦꆹꏢꄖꉬ，ꃰꃅꉬꃅꉉ”

ꄷ。3ꀙꇁꄏꑳꌠꏭ：“ꆏꒀꄠꊿꃰ

ꃅꉫꀕ？”ꄷꅲ。ꑳꌠꆏ：“ꆏꉉꌠ

ꉬ”ꄷꅇꀱ。4ꀙꇁꄏꆦꑝꌟꒉꌋꆀ

ꉹꁌꈧꌠꏭ：“ꊿꋋꂷꑽꃤꑞꐥꌠꉢ

ꋌꍢꅐꀋꇁ”ꄷ。5ꄚ，ꋀꊇꀊꅰꃅ

ꊋꇤꄉ：“ꋌꉹꁌꊢꂖꐺ，ꒀꄠꃅꄷ

ꈁꐛꅉꇬꄉꇗꅉꁊ，ꏤꆀꀕꃅꄷꄉꄚ

ꇬꑟꇁꀐ”ꃅꉉ。 

说：“我们见这人诱惑国民，禁
止纳税给凯撒，并说自己是基
督，是王。”3彼拉多问耶稣说：
“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
说：“你说的是。”4彼拉多对祭
司长和众人说：“我查不出这人
有什么罪来。”5但他们越发极力
地说：“他煽惑百姓，在犹太遍
地传道，从加利利起，直到这
里了。” 

 

ꑳꌠꑝꇊꂾꄉꀞꇽꊝ 耶稣在希律前受审 
6ꅇꂷꋋꇬꀙꇁꄏꈨꇬꆏ，ꋌ：

“ꊿꋋꂷꏤꆀꀕꊿꉫꀕ？”ꄷꅲ。

7ꑳꌠꆹꑝꇊꏲꂠꅉꇬꀀꌠꉬꌠꀙꇁꄏ

ꅉꐚꈭꐨꆏ，ꋌꇱꎭꌊꑝꇊꄷꒉ，ꀊ

ꋨꄮꇬ，ꑝꇊꆹꑳꇊꌒꇌꐥ。8ꑝꇊꑳ

ꌠꋌꊌꂾꄮꇬꆏ，ꋌꇿꐯꇿ，ꑞꃅꆏ，

ꋋꆹꑳꌠꃆꂮꌤꑠꋌꈨꋺꄉ，ꈍꄮꇯꆐ

6彼拉多一听见，就问：“这
人是加利利人吗？”7既晓得耶稣
属希律所管，就把他送到希律
那里去。那时希律正在耶路撒
冷。8希律看见耶稣，就很欢
喜，因为听见过他的事，久已
想要见他，并且指望看他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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ꇫꂿꏾ，ꄷꀋꁧ，ꋌꑳꌠꌋꃅꐪꑽꑌ

ꑵꃅꌠꉜꏾ。9ꄚꄉꑝꇊꑳꌠꏭꅇꂷ

ꈍꑋꅲ；ꄚ，ꑳꌠꅇꇬꑋꀋꀱ。10ꆦ

ꑝꌟꒉꌋꆀꁱꂷꌤꃅꊿꈧꌠꀊꄶꇬꉆ

ꄉꏟꈯꀕꃅꑳꌠꊂꅇꎹ。11ꑝꇊꌋꆀ

ꋍꇂꃴꂽꈧꌠꑌꑳꌠꉜꄸꄉ，ꑳꌠꒊ

ꈧ，ꀂꄁꌄꆣꑠꈬꋀꄻꑳꌠꇢꄉꈭꐨ

ꆏ，ꑳꌠꋀꎭꌊꉈꑴꀙꇁꄏꄷꊐ。

12ꂴꏭꑝꇊꌋꆀꀙꇁꄏꑋꐮꌂꐮꑷ，

ꄚ，ꀊꋨꄹꉇꆏ，ꋍꑊꐙꀱꐋꐛꀐ。 

件神迹。9于是问他许多的话；
耶稣却一言不答。10祭司长和文
士都站着，极力地告他。11希律
和他的兵丁就藐视耶稣，戏弄
他，给他穿上华丽衣服，把他
送回彼拉多那里去。12从前希律
和彼拉多彼此有仇，在那一天
就成了朋友。 

 

ꌦꃤꋌꀞꑳꌠꁵ 耶稣被判死刑 
13ꆦꑝꌟꒉ、ꏲꂠꌌꁈꌋꆀꉹꁌ

ꈧꌠꀙꇁꄏꇴꌊꋍꈜꄉ，14ꋀꊇꏯ：

“ꊿꋋꂷꆹꉹꁌꊏꅰꐺꄷꄉꆍꈻꌊ

ꄚꇁ。ꆍꉜꉏ！ꉢꆍꂾꄉꋋꇔꅲꋺ

ꀐ，ꄚ，ꊿꋋꂷꑽꃤꆍꎹꋍꊂꄉꈧꌠ

ꉢꋌꍢꅐꀋꇁ。15ꑝꇊꑌꊿꋋꂷꑽꃤ

ꋌꀕꍢꅐꇁꀋꄐ，ꑠꅹ，ꊿꋋꂷꋌꎭ

ꌊꉈꑴꇁ。ꑠꃅꉜꎼꇁꇬ，ꋌꑽꃤꌦ

ꄡꑟꑵꀋꃅ。16ꑠꅹ，ꉢꊿꁳꊿꋋꂷ

ꌌꊼꇅꅥꇈꋊꃑꇫꎭꎻ”ꄷ。（ꀊꆨꏂ

ꀨꋍꈨꄚꋌꈚꇬꆏ“17ꋍꈓꋑꀋꋒꋋꇅꇬꆏ，ꍤꆫꇛꌺ

ꊾꇬꂷꋊꃑꋀꁳꇬꎷ。”ꃅꅑꌠꐥ）18ꄚ，ꊿꈧ

ꌠꉬꇮꋓꃅ：“ꊿꋋꂷꈔꋏꇫꎭ！ꀠ

ꇓꀠꋊꃑꉪꁳ！”ꃅꏅꌐ。19ꀠꇓꀠ

ꆹꇓꈓꇬꄉꐧꋦꆼꁏꄉꊿꌉꇈ，ꈢꏦ

ꑳꇬꊐꄉꂷꉬ。20ꀙꇁꄏꆹꑳꌠꋊꃑ

ꇫꎭꏾꄉ，ꊿꈧꌠꏭꇖꂟꌦ。21ꄚ，

ꊿꈧꌠꄡꇗꀋꆏꃅ：“ꋋꋯꌩꏍꄀ！

ꋋꋯꌩꏍꄀ！”ꃅꏅ。22ꀙꇁꄏꊁꌕ

ꃢꀕꌠꊿꈧꌠꏭ：“ꑞꒉꄸꉬ？ꊿꋋ

13彼拉多传齐了祭司长和官
府并百姓，14就对他们说：“你
们解这人到我这里，说他是诱
惑百姓的。看哪！我也曾将你
们告他的事，在你们面前审问
他，并没有查出他什么罪来；
15就是希律也是如此，所以把他
送回来。可见他没有做什么该
死的事；16故此，我要责打他，
把他释放了。”（有古卷在此有“17 每

逢这节期，巡抚必须释放一个囚犯给他

们。”）18众人却一齐喊着说：“除
掉这个人！释放巴拉巴给我
们！”19这巴拉巴是因在城里作
乱杀人，下在监里的。20彼拉多
愿意释放耶稣，就又劝解他
们。21无奈他们喊着说：“钉他
十字架！钉他十字架！”22彼拉
多第三次对他们说：“为什么
呢？这人做了什么恶事呢？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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ꂷꌤꄷꅠꌠꑟꑵꃅꀐ？ꉡꆹꊿꋋꂷꑽ

ꃤꌦꋭꑵꃅꌠꉢꋌꍢꅐꀋꇁꐛꅹ，ꉢ

ꊿꋋꂷꌌꊼꇅꅥꇈꋊꃑꇫꎭꂿ”ꄷ

ꌦ。23ꄚ，ꊿꈧꌠꏅꌊꀙꇁꄏꄀꇗ

ꄉ，ꋍꏭꑳꌠꋯꌩꏍꇬꄀꇫꎭꄷꇖ

ꂟ；ꋀꃚꋒꊋꐛꀐ。24ꋍꈭꐨꑲꆀ，

ꀙꇁꄏꋀꈀꇖꈁꂟꈧꌠꇬꈴꄉꀞ，

25ꋀꈀꇖꈁꂟꌠꊾꇬꐧꋦꆼꁏꄉꊿꌉ

ꇈ，ꈢꏦꑳꊐꄉꂶꌠ，ꋌꇱꋊꃑꇫꎭ

ꀐ；ꑳꌠꆏꋌꏮꋀꊇꁵꄉꋀꁳꌌꈁꏾ

ꃅꎻ。 

并没有查出他什么该死的罪
来。所以，我要责打他，把他
释放了。”23他们大声催逼彼拉
多，求他把耶稣钉在十字架
上；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24彼
拉多这才照他们所求的定案，
25把他们所求的，那作乱杀人下
在监里的释放了；把耶稣交给
他们，任凭他们的意思行。 

 

ꑳꌠꊿꋯꌩꏍꇬꄀ 耶稣被钉十字架 
26ꑳꌠꂽꈧꌠꇱꈻꌊꁦꄮꇬ，ꑘꃅ

ꁡꇤꄉꇁꌠꇴꆀꆾꊿꑭꂱꂒꂷꇁꋀꊝ

ꇈ，ꋀꒃꌊꌩꏍꋀꄻꋍꇭꀧꇬꄉ，ꋌ

ꁳꀵꑳꌠꊂꐊꎻ。27ꊿꈍꑋꃅꑳꌠꊂ

ꈹꐺ，ꋀꊇꈬꄔꌋꅪꀉꑌꈨꇫꐊ；ꌋ

ꅪꈧꌠꑳꌠꒉꄸꃅꐒꉩꏽ。28ꑳꌠꏮ

ꉈꑴꋀꊇꏯꉜꄉꑠꃅꉉ：“ꑳꇊꌒꇌ

ꅫꃀꌱꃀꊈꀋ！ꉠꎁꃅꄡꉩꃅ，ꆍꊇ

ꊨꏦꌋꆀꆍꌳꃈꅮꎁꃅꉩ。29ꑞꃅ

ꆏ，ꃅꑍꑟꇁꇬꆏ，ꊿꀋꎪꃅ：‘ꌋꅪ

ꀉꑳꁨꀋꉆꌠ、ꀉꑳꁨꀋꋻꌠꌋꆀ

ꑍꄻꀉꑳꄐꀋꋻꌠꑠꆹꌒꃤꐥꀐ！’

ꄷꉉꌠꉬ，30ꀊꋨꄮꇬꆏ，ꊿꁦꀑꏭ：

‘ꐚꉪꇭꀧꇬꍑꇁ！’ꄷ。ꁦꌺꏭ：

‘ꉪꄩꉱꇁ’ꄷ。31ꑞꃅꆏ，ꌩꁧꀊ

ꃴꌠꇬꄉꌤꆿꑠꃅꑲꆏ，ꌩꁧꈬꐙꌠꆹ

ꋌꊂꈍꃅꐙꇁꂯ？”ꄷ。32ꉈꑴꊾꇬ

ꑍꂷꑌꈻꌊꑳꌠꇱꄉꋯꁧ。33ꇁꌊꃄ

ꅉ‘ꀒꈤꃄꅉ’ꂓꑠꈚꇬꑟꇬꆏ，ꑳ

26带耶稣去的时候，有一个
古利奈人西门，从乡下来；他
们就抓住他，把十字架搁在他
身上，叫他背着跟随耶稣。27有
许多百姓跟随耶稣，内中有好
些妇女；妇女们为他号啕痛
哭。28耶稣转身对她们说：“耶
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
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29因
为日子要到，人必说：‘不生育
的和未曾怀胎的，未曾乳养婴
孩的，有福了！’30那时，人要
向大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向
小山说：‘遮盖我们！’31这些事
既行在有汁水的树上，那枯干
的树将来怎么样呢？”32又有两
个犯人，和耶稣一同带来处
死。33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髑髅
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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ꌠꀊꄶꄉꋀꇱꋯꌩꏍꇬꄀ，ꉈꑴꊾꇬ

ꑍꂷꌠꑌꋀꋯꑳꌠꏢꁮꄀꄉ：ꋍꂷꆏ

ꇀꃼꏭ，ꋍꂷꆏꇀꑳꏭ。34ꋋꇅꇬꆏ，

ꑳꌠꑠꃅꉉ：“ꀉꄉꀋ！ꄻꋀꏆ，ꑞ

ꃅꆏ，ꋀꊇꈀꃅꌠꆹꋀꇫꅉꀋꐚ”

ꄷ。ꂽꈧꌠꌐꈻꄉ，ꑳꌠꃢꈜꋀꌌ

ꁸ。35ꉹꁌꐯꇯꀊꄶꉆꄉꉜ。ꏲꌋꂠ

ꌋꑌꑠꃅꑳꌠꒊꈧ：“ꋌꌞꊿꈭꋏ

ꀐ；ꀋꄸꄷꋋꆹꏢꄖꉬ，ꏃꃅꌋꈀꌋꄉ

ꂶꌠꉬꑲꆏ，ꋌꊨꏦꈭꋏꉆꑴꋭ！”

ꄷ。36ꂽꈧꌠꑌꋋꒊꈧ，ꋄꒉꋀꄻꑳ

ꌠꄐꄉꇬꏭ：37“ꀋꄸꄷ，ꆎꆹꒀꄠꊿ

ꃰꃅꉬꑲꆏ，ꅽꊨꏦꊼꇅꈭꋏꇆ！”

ꃅꉉ。38ꑳꌠꀂꏾꄩꆏ，ꌩꀻꏢꇬ（ꀉ

ꆩꏂꀨꋍꈨꇬꆏ“ꑝꇂ、ꇊꂷ、ꑝꀨꆾꁱꂷꌌ”ꃅꅑ

ꌠꐥ）ꁱꂷ：“ꋋꆹꒀꄠꊿꃰꃅꉬ”ꃅ

ꋀꁱꇬꄀꄉ。39ꐯꇯꋯꌩꏍꇬꄀꄉꌠ

ꊾꇬꑍꂷꌠꈬꄔꋍꂷꑌꑳꌠꏭ：“ꆏ

ꏢꄖꀋꉬꅀ？ꆏꅽꊨꏦꌋꆀꉪꊇꈭꀋ

ꋏꇆ！”ꃅꋍꏭꁒꐀ。40ꄚ，ꀉꁁꂶ

ꌠꆏꋋꇅꃅꇬꏭꊨꄉ：“ꆎꑌꐯꌟꃅ

ꌌꑽꃤꅓꄉꀐꇬ，ꆏꏃꃅꌋꀋꏦꑴꌦ

ꅀ？41ꉪꊇꆹꄡꑟꌠꉬ，ꑞꃅꆏ，ꉪꊇ

ꈀꊝꌠꆹ，ꉪꊇꈀꃅꌠꌋꆀꐯꋭꌠ；

ꄚ，ꊿꋋꂷꆹꌤꀋꉾꀋꃪꑠꐘꃅꀋ

ꋻ”ꄷ。42ꋌꑳꌠꏭ：“ꑳꌠꀋ！ꆏ

ꃰꃅꇩꊌꇈꀱꇁꄮꇬ，ꉢꆏꇬꀋꎺꂵ

ꂸ！”ꄷ。43ꑳꌠꆏꋍꏭ：“ꉢꇯꍝ

ꃅꉉꆎꇰ，ꀃꑍꆏ，ꆎꆹꉢꈽꐥꌒꅈꇬ

ꐥꀐ”ꄷ。 

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
在左边，一个在右边。34当下耶
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
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兵
丁就拈阄分他的衣服。35百姓站
在那里观看。官府也嗤笑他，
说：“他救了别人；他若是基
督，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
吧！”36兵丁也戏弄他，上前拿
醋送给他喝，37说：“你若是犹
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吧！”
38在耶稣以上有一个牌子（有古卷

在此有“用希腊、罗马、希伯来的文字”）

写着：“这是犹太人的王。”39那
同钉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诮
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
救自己和我们吧！”40那一个就
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
受刑的，还不怕神吗？41我们是
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
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
过一件不好的事；”42就说：“耶
稣啊！你得国降临的时候，求
你记念我。” 
43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
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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ꑳꌠꌦꐪ 耶稣的死 
44ꂵꆧꄮꇬꄉꅑꅸꁯꋒꐯꉐꑟ

ꌠ，ꋧꃅꋋꂷꃅꆈꋧꋪꀐ。45ꋋꇅꇬ

ꆏ，ꉘꁮꀉꆈꆘꅝꀐ；ꌃꎔꑷꂿꇬꂪ

ꌦꁬꌠꑌꈬꄔꄉꐞꏅꑍꄷꈴꁧ。46ꑳ

ꌠꃚꐕꉐꐓꄉ：“ꀉꄉꀋ！ꉠꒌꆠꉢ

ꏮꅽꇇꈐꊐꄉꀐ”ꃅꏅ。ꅇꂷꋋꇬ

ꉉꈭꐨꆏ，ꌗꊰꀐ。47ꀊꄶꇬꐥꌠꂽ

ꉐꏃꌋꂷꌤꋋꈨꋌꂿꈭꐨꆏ，ꀑꒉꑊ

ꒉꋌꏮꏃꃅꌋꄀꄉꑠꃅꉉ：“ꊿꋋꂷ

ꇯꍝꃅꑖꊿꂷꉬ！”。48ꊿꐯꏑꌊꀊ

ꄶꄉꉜꈧꌠꌤꇫꅐꋋꈨꋀꂿꈭꐨꆏ，

ꄸꅣꊪꃅꀱꁧꌐꀐ。49ꊿꑳꌠꌋꆀꐯ

ꌥꐮꂿꈧꌠ，ꉈꑴꌋꅪꏤꆀꀕꄉꑳꌠ

ꊂꈹꇁꈧꌠꐯꇯꈜꎴꃅꉆꄉ，ꌤꋋꈨ

ꉜ。 

44那时约是中午十二点，遍
地都黑暗了，直到下午三点，
45日头变黑了；殿里的幔子从当
中裂为两半。46耶稣大声喊着
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
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
了。47百夫长看见所成的事，就
归荣耀与神，说：“这真是个义
人！”48聚集观看的众人见了这
所成的事，都捶着胸回去了。
49还有一切与耶稣熟识的人，和
从加利利跟着他来的妇女们，
都远远地站着看这些事。 

 

ꑳꌠꌌꇬꄁ 耶稣被埋葬 
50ꊿꒀꌝꂒꂷꐥ，ꋋꆹꒀꄠꌟꒉꌠ

ꂾꃀꈿꅉꇬꐉꂷꉬ，ꊿꉌꎔꑌ、ꊒꆽ

ꀕꑠꂷ。51ꀉꁁꊿꈀꇖꈀꄟ、ꈀꃅ

ꈁꑽꌠ，ꋌꇫꊂꀋꈹ。ꋍꑴꅉꆹꒀꄠ

ꃅꄷꑸꆀꂷꄠꇓꈓꀀꌠꊿꏃꃅꌋꇩꇁ

ꉚꑠꂷ。52ꋌꀙꇁꄏꂿꆹꄉ，ꑳꌠꂿ

ꂶꌠꇖꂟꆹ；53ꑳꌠꂿꂶꌠꌩꏍꇬꄉꋌ

ꌵꌊꃆꁁꀊꌤꌠꌌꋌꇙꄉꈭꐨꆏ，ꋌ

ꄻꁶꇓꆈꀋꃀꈐꏭꐛꄉꌠ、ꌌꊿꄁꀋ

ꋻꌠꄃꁧꑠꂷꇬꊐꄉ。54ꀊꋨꄹꉇꆹ

ꄐꏤꄹꉇꉬ，ꑬꆏꄹꉇꑌꑟꇁꂯꄉ

ꀐ。55ꌋꅪꏤꆀꀕꄉꑳꌠꐊꇁꈧꌠꑌ

ꒀꌝꊂꈹꄚꑟꄉ，ꄃꁧꂶꌠꌋꆀꑳꌠ

50有一个名叫约瑟，是个议士，
为人善良公义；51众人所谋所
为，他并没有附从。他本是犹
太地亚利马太城里素常盼望神
国的人。52这人去见彼拉多，求
耶稣的身体；53就取下来用细麻
布裹好，安放在石头凿成的坟
墓里，那里头从来没有葬过
人。54那日是预备日，安息日也
快到了。55那些从加利利和耶稣
同来的妇女跟在后面，看见了
坟墓和他的身体怎样安放。56她
们就回去，预备了香料香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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ꂿꈍꃅꄻꇫꄉꌠꋀꊌꂿ。56ꋍꈭꐨ

ꆏ，ꋀꀱꀁꇬꄉꅿꉗꌒꃀꀕ、ꅿꉗꌒ

ꋌꑠꊨꄐꁧ，ꑬꆏꄹꉇꆏ，ꋀꊇꏥꏦꇬ

ꍬꄉꋍꑍꂷꑬꆏꀐ。 

她们在安息日，便遵着诫命安
息了。 

 

ꑳꌠꀱꐥꇁ 耶稣复活 

24 ꏃꑍꌠꇬꉘꃀꄹꉇꌠꃅꄜꄮꇬ

ꆏ，ꌋꅪꀊꋨꈨꅿꉗꌒꃀꀕꊨ 
24 七日的头一日，黎明的

时候，那些妇女带着所 
ꄐꄉꈧꌠꋀꌌꄃꁧꂾꑟꇁ，2ꄻꄃꁧꇬ

ꋍꄉꌠꇓꂵꀉꒉꂶꌠꂃꏢꁮꏭꎍꌠꋀ

ꊌꂿ，3ꋀꊇꈐꏭꃹꆹꇬꆏ，ꑳꌠꂿꋀ

ꊇꋌꊊꀋꂿ。4ꌤꋌꐘꋀꊇꋌꉨꀋꀽ

ꄮꇬꆏ，ꋋꇅꃅ，ꁦꋠꃢꈜꏸꃅꏷꌬꀕ

ꌠꈚꑠꑍꂷꇁꋀꊇꏢꁮꉆ。5ꋀꊇꏸ

ꏦꌦꄉꏽ，ꀂꏾꈎꌌꃄꅉꇬꂁ。ꊿꑍ

ꂷꌠꆏꋀꏭ：“ꆍꊇꑞꃅꌦꊿꈬꇬꐥ

ꊿꎹꑓꌠꉬ？6ꋌꄚꇬꀋꐥ，ꋌꀱꐥꇁ

ꀐ！ꋌꏤꆀꀕꐤꄮꇬꅇꂷꈍꃅꉉꆍꇰ

ꌠꆍꎺꄉꄡꑟ，7ꋌ：‘ꊾꌺꀋꎪꃅꊿ

ꏮꑽꊿꇇꈐꊐꄉ，ꊿꇱꋯꌩꏍꇬꄀꌦ

ꇫꎭ，ꌕꑍꐛꄹꉇꆏꀱꐥꇁ”ꄷꉉ

ꋺ。8ꋋꇅꇬꆏ，ꅇꂷꑳꌠꉉꋺꈧꌠꋀ

ꎺꇁꀐ。9ꄚꄉꌋꅪꈧꌠꄃꁧꇬꄉꀱ

ꁧ，ꌤꋋꈨꈀꐥꃅꋀꊇꉉꁆꄻꊩꌺꊯ

ꊪꑹꌠꌋꆀꊿꀉꁁꈧꌠꇰ。10ꅇꉉꁆ

ꄻꊩꌺꇰꈧꌠꆹ，ꃀꄊꇁꄉꇁꌠꂷꆀ

ꑸ、ꒀꑸꇂꌋꆀꑸꇱꀉꂿꂷꆀꑸ，ꉈ

ꑴꌋꅪꀉꁁꋀꐊꐺꈧꌠꉬ。11ꄚ，ꋀ

ꅇꂷꋋꈨꆹ，ꁆꄻꊩꌺꉪꇬꃶꅇꂿꅇ

ꉬꎼꈀꄉ，ꇬꀋꑇ。12ꀺꄮꄓꇬꉆꇈ，

ꋌꀥꌌꄃꁧꂾꄉꀂꏾꋌꈎꌌꈐꏭꆈꉚ

ꇬꆏ，ꃆꁁꀊꌤꈧꌠꀉꄂꀊꄶꇬꎍꌠ

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2看见
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3她们
就进去，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
体。4正在猜疑之间，忽然有两
个人站在旁边，衣服放光。5妇
女们惊怕，将脸伏地。那两个
人就对她们说：“为什么在死人
中找活人呢？6他不在这里，已
经复活了。当记念他还在加利
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
7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
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
活。’”8她们就想起耶稣的话
来。9便从坟墓那里回去，把这
一切事告诉十一个使徒和其余
的人。10那告诉使徒的，就是抹
大拉的马利亚和约亚拿，并雅
各的母亲马利亚，还有与她们
在一处的妇女。11她们这些话，
使徒以为是胡言，就不相信。
12彼得起来，跑到坟墓前，低头
往里看，见细麻布独在一处，
就回去了，心里希奇所成的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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ꋌꂿꇈ，ꋌꀱꁧꀐ，ꉌꂵꇬꆏꌤꈀꃅ

ꐛꌠꋌꀕꇰ。 
 

ꑱꂷꃶꌦꁦꅉꈝꃀꇬ 以马忤斯的路上 
13ꀊꋨꄹꉇ，ꌶꌺꈬꄔꇬꑍꂷꆏꑲ

ꇽꁡꇤꑱꂷꃶꌦꂒꂷꇬꉜꄉꁧ，ꑲꇽ

ꋋꂷꆹꑳꇊꌒꇌꌋꆀꆏꈉꑍꊎꉬꂷ

ꇢ。14ꋍꑊꌤꆿꇬꈀꅐꋋꈨꃆꂮꍢꅉ

ꃅꐺ。15ꋍꑊꍢꑌꃅꄉꄮꇬꆏ，ꑳꌠ

ꊨꏦꑴꅉꇁꋍꑊꄷꑟꄉ，ꋍꑊꌋꆀꐮ

ꐊꐺ；16ꄚ，ꋍꑊꑓꋪꂿꀋꐚꄉ，ꑳꌠ

ꋍꑊꇬꀋꌧ。17ꑳꌠꋍꑊꏯ：“ꆐꑊ

ꈛꎼꐺꇬꍣꌠꆹꑞꌤꉬ？”ꄷꅲ。ꄚ

ꄉꋍꑊꆏꇬꉆ，ꈁꑓꇬꉜꇬ，ꐒꅍꐤꀱ

ꋦ。18ꋍꑊꇢꊭꇰꑘꀠꂓꑠꂷꆏꑠꃅ

ꅇꀱ：“ꆏꑳꇊꌒꇌꄹꃥꄻꐺꇬ，ꌤ

ꆿꀋꑍꊂꇫꅐꋋꈨꆏꇫꅉꀋꐚꅀ？”

ꄷ。19ꑳꌠꆏ：“ꑞꌤꈨꇫꅐ？”ꄷ

ꅲ。ꋍꑊꆏ：“ꌤꆿꇂꌒꇍꊿꑳꌠ

ꃆꂮꈨ。ꋋꆹꅉꄜꊾꂷ，ꏃꃅꌋꀕꆀ

ꉹꁌꈧꌠꂾꄉ，ꅇꉉꌤꃅꇬꄐꅍꀉꒉ

ꃅꐥ。20ꆦꑝꌟꒉꌋꆀꉪꏲꂠꊿꈧꌠ

ꆹꌦꃤꋀꀞꋌꁳꄉ，ꋌꋀꋯꌩꏍꇬ

ꄀ。21ꄚ，ꉪꊇꅉꀕꃅꇫꇁꉚꌠꑱꌝ

ꆀꊿꋊꇁꂶꌠꆹꋌꉬ。ꑠꀉꄂꀋꉬ

ꃅ，ꄷꀋꁧꌤꑠꃅꀕꐛ，ꀃꑍꆏꌕꑍꐛ

ꀐ。22ꉈꑴꆏ，ꉪꊇꈬꄔꌋꅪꈨꉪꋌ

ꇷ；ꑞꃅꆏ，ꋀꊇꀃꌋꃅꄜꏛꀕꃅꄓ

ꌊꄃꁧꑭꑟꇈ，23ꊿꂿꂶꌠꋀꋌꊊꀋ

ꂿꄉ，ꋀꀱꇁꇈꑠꃅꉉꉪꇰ：‘ꉬꉎ

ꊩꌺꇫꅐꇁꌠꉪꂿ，ꉪꏭꋌꀱꇫꐥꇁꀐ

ꃅꉉ’ꄷ。24ꉈꑴꉪꊇꈬꄔꊾꈨꄃ

13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
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
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二
十五里。14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
的这一切事。15正谈论相问的时
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
们同行；16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
了，不认识他。17耶稣对他们
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
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
着愁容。18二人中有一个名叫革
流巴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
作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
所出的事吗？”19耶稣说：“什么
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
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
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
大能。20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
把他解去，定了死罪，钉在十
字架上。21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
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
如此，而且这事成就，现在已
经三天了。22再者，我们中间有
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她们清
早到了坟墓那里，23不见他的身
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
了天使显现，说他活了。’24又
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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ꁧꇬꉜꆹꇬꑌ，ꋀꊇꂿꌠꆹꌋꅪꈧꌠꉉ

ꌠꌋꆀꐯꌟ，ꑳꌠꂿꋀꊇꋌꊊꀋꂿ”

ꄷ。25ꑳꌠꋀꊇꏯ：“ꊿꌧꅍꀋꐥꌠ

ꇆ！ꅇꂷꅉꄜꊿꆍꏭꈁꉉꈧꌠꆍꉌꂵ

ꇬꑅꊋꐯꊋ。26ꏢꄖꑠꃅꊿꉮꇫꎭ，

ꉈꑴꋌꋍꀑꒉꑊꒉꇬꃹ，ꋍꑠꆹꀋꋭꌠ

ꅀ？”ꄷ。27ꄚꄉꃀꑭꌋꆀꅉꄜꊿꈧ

ꌠꇬꄉꅑꅸꇁꌠ，ꋍꊨꏦꃆꂮꁱ꒰ꀨ

ꇬꈁꄀꄉꈧꌠꉬꇮꃅꋌꉉꀽꐝꉅꃅꋀ

ꊇꇰꀐ。 

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
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25耶
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哪！先
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
得太迟钝了。26基督这样受害，
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
的吗？”27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
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
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 

28ꋀꊇꇁꌋꁡꇤꋀꇫꆹꅉꈚꌠꇬ

ꑟꂯꄈꄮꇬꆏ，ꑳꌠꆏꄡꇗꁨꏭꉜꄉ

ꁧꌠꌡ；29ꄚ，ꋍꑊꆏꇁꋋꇬꄉ：“ꃅ

ꈊꉘꁮꈞꆈꃹꀐ，ꀃꂰꉪꈽꄉꄚꀀ”

ꄷ，ꑠꃅꄉ，ꑳꌠꑌꁡꇤꂶꌠꇬꃹꇈ

ꋀꈽꀊꄶꀀ。30ꋙꋠꄮꇬꆏ，ꑳꌠꎬ

ꁱꋌꒃꌊꏃꃅꌋꏭꈀꎭꀕꅇꉉꈭꐨ

ꆏ，ꋌꏼꋍꑊꁵ。31ꋋꇅꇬꆏ，ꋍꑊꑓ

ꋪꌬꇬꅜꄉ，ꑳꌠꋍꑊꌧꅐꇁ；ꄚ，ꑳ

ꌠꆹꋋꇅꃅꐘꀋꈨꀐ。32ꋍꑊꐮꏯ：

“ꋌꈝꃀꇬꄉꉣꑊꏯꅇꉉ，ꌃꎔ꒰ꀨ

ꉉꀽꉣꑊꇯꄮꇬ，ꉣꑊꉌꂵꃆꄔꐞꌠ

ꌟꃅꇬꊎꀋꐞꅀ？”ꄷ。33ꋋꇅꃅꋍ

ꑊꀱꑳꇊꌒꇌꁧ，ꁆꄻꊩꌺꊯꊪꑹꌠ

ꌋꆀꊿꋀꐊꐺꈧꌠꐯꏑꌌꋍꈚꐥꌠꋍ

ꑊꊝ，34ꊿꈧꌠꑠꃅꉉ：“ꌋꇯꍝꃅ

ꀱꐥꇁꀐ，ꋌꑭꂱꂾꅐꇁꀐ”ꄷ。

35ꄚꄉꊿꑍꂷꌠꌤꆿꈝꃀꇬꄉꅐꈧꌠ

ꌋꆀꑳꌠꎬꁱꏼꄮꇬ，ꑳꌠꈍꃅꄉꋍ

ꑊꌧꅐꇁꌠꑠꋍꑊꉉꎼꇁꌐ。 

28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
稣好像还要往前行；29他们却强
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
平西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
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
30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
来，祝谢了，掰开，递给他
们。31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
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
32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
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
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
吗？”33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
撒冷去，正遇见十一个使徒和
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处，34说：
“主果然复活，已经显现给西门
看了。”35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
见的，和掰饼的时候怎么被他
们认出来的事，都述说了一
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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ꌶꌺꈧꌠꂾꅐꇁ 向门徒显现 
36ꋀꊇꑠꃅꉉꐺꄮꇬꆏ，ꑳꌠꇁꌊ

ꋀꊇꈬꄔꉆꄉ，ꋀꊇꏯ：“ꆍꊇꋬꂻ

ꅊꇈ”ꄷ。37ꄚ，ꋀꊇꆏꑊꋌꂷꋀꊌ

ꂿꎼꈀꄉ，ꃨꆰꏸꈧꌐ。38ꑳꌠꋀꊇ

ꏯ：“ꆍꊇꑞꃅꐒꊀꌠꉬ？ꑞꃅꆍꂿ

ꆍꈨꌠꆍꇬꉨꄅ？39ꆍꉠꇇꌋꆀꉠꏸꑭ

ꉜꇁꑲꆏ，ꇯꍝꃅꉢꉬꌠꆍꅉꐚ，ꉡꊼ

ꇅꉩꉚꇁ！ꑊꋌꆹꃷꅍꀋꑌ，ꆊꌧꀋ

ꑌ，ꆍꇬꉚ，ꉡꆹꑞꑌꀕ”ꄷ。40ꑳ

ꌠꅇꂷꉉꇈ，ꋍꇇꌋꆀꏸꑭꋌꄻꋀꊇ

ꀨ。41ꋀꇿꌌꇬꑅꀋꀬꏭꃅꐙ，ꈀꄸ

ꑌꋌꇰꈌꉛꀕꌐ；ꑳꌠꋀꊇꏯ：“ꆍ

ꄚꇬꋠꅍꐤꐥ？”ꄷ。42ꉛꎸꃚꄉꂷ

ꋀꄻꋌꁳ。43ꉛꎸꋌꊪꌊꋀꂾꄉꋌꇣ

ꋠꀐ。 

36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
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
平安。”37他们却惊慌害怕，以
为所看见的是魂。38耶稣说：“你
们为什么愁烦呢？为什么心里
起疑念呢？39你们看我的手，我
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
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
看，我是有的。”40说了这话，
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41他们正
喜得不敢信，并且希奇；耶稣
就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
有？”42他们便给他一片烧鱼。
43他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了。 

44ꑳꌠꋀꊇꏯ：“ꌤꆿꋋꈨꆹꉢ

ꂴꏭꆍꈽꐤꄮꇬ，ꉢꉉꆍꇰꋺꀐ，ꉢꆍ

ꏭ：‘ꃀꑭꄹꏦ、ꅉꄜꊿꄯꒉꌋꆀ

ꉙꍗꄯꒉꈐꏭꉠꃆꂮꁱꇬꄀꈀꄉꈧꌠ

ꀋꎪꃅꅇꅐ’ꄷ”ꄷꉉ。45ꄚꄉꑳ

ꌠꋀꊇꉌꃀꀃꈈꋌꁉꄉ，ꋀꁳꌃꎔ꒰

ꀨꈐꏭꅇꂷꈧꌠꐝꉅꎻ。46ꉈꑴꋀꊇ

ꏯ：“ꁱ꒰ꀨꇬꄀꄉꌠꌟꃅ，ꏢꄖꆹ

ꀋꎪꃅꊿꉮꌦ，ꌦꊂꌕꑍꐛꄹꉇꆏꌦ

ꈬꇬꄉꀱꐥꇁ，47ꄷꀋꁧ，ꊿꋍꂓꄜꄉ

ꇗꅉꉪꁏꄺꀱ、ꑽꃤꏆꌠꑠꄜꁊ，ꋍ

ꑠꑳꇊꌒꇌꄉꄜꁊꅸꊿꋅꇫꈁꀀꅉ

ꑟ。48ꆍꊇꆹꌤꆿꋋꈨꅇꊪꌬꊿꉬ。

49ꉡꆹꉠꀉꄉꈀꈌꁧꄉꌠꄻꆍꊇꇖꇁ，

ꆍꊇꑴꌠꇓꈓꇬꐥꄉꇁꉚꅷꄩꄉꇁꌠ

44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
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
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
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
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45于
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
能明白圣经；46又对他们说：
“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
第三日从死里复活，47并且人要
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
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48你
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49我要将
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
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
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 



ꇊꏦꌒꅇ  24 281 路加福音  24 

 

ꊋꃤꆍꊌꄮꇬꑟ”ꄷ。 
 

ꑳꌠꉬꉎꁧ 耶稣升天 
50ꋀꊇꑳꌠꇱꏃꀨꄊꆀꅶꁉꑟ，

ꄚꄉꋌꇇꎇꌊꋬꂻꄻꋀꁳ。51ꋌꋬꂻ

ꄻꋀꁳꄮꇬꆏ，ꋌꋀꊇꐞꁧꇈ，ꏃꃅ

ꌋꇱꋩꌊꉬꉎꁧꀐ。52ꄚꄉꋀꊇꋍꏭ

ꀍꃈꄚ，ꄷꀋꁧꉌꇿꑓꇿꃅꀱꑳꇊꌒ

ꇌꁧꀐ，53ꋍꈭꐨꆏ，ꋀꊇꅉꀕꃅꌃꎔ

ꑷꂿꇬꄉꏃꃅꌋꏭꀮꄑꇬꎷ。 

50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
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51正祝
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
带到天上去了。52他们就拜他，
大大地欢喜，回耶路撒冷去，
53常在殿里称颂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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ꒀꉴꌒꅇ 

约翰福音 

 
ꇗꅉꇁꇭꀧꐛ 道成肉身 

1 ꇗꅉꆹꁍꐛꏃꐛꂾꇯꆐꇫꐥ，ꇗ

ꅉꌋꆀꏃꃅꌋꐯꈽꐥ，ꇗꅉꆹꏃ 1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
就是神。2这道太初与神同 

ꃅꌋꉬ。2ꇗꅉꋋꏢꁍꐛꏃꐛꂾꇯꆐ

ꏃꃅꌋꀕꆀꐯꈽꐥ。3ꐥꇐꈀꐥꌠꃅ

ꇗꅉꇬꈴꄉꄻꅐꇁꌐꌠ，ꈀꄻꄉꈧꌠ

ꆹꇗꅉꇬꀋꈴꃅꄻꄉꌠꋍꑵꇯꀋꐥ。

4ꀑꇬꋍꈐꏭꑌ，ꀑꇬꋌꑵꆹꃰꊿꁨꑭ

ꉬ。5ꁨꑭꇁꆈꏸꏷꅉꇬꌸ，ꄚ，ꆈꏸ

ꏷꅉꆹꁨꑭꀋꊪ。 

在。3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
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
的。4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
是人的光。5光照在黑暗里，黑
暗却不接受光。 

6ꊿꒀꉴꂒꂷꏃꃅꌋꄷꄉꁆꎼ

ꇁ。7ꋋꆹꇁꌊꅇꊪꌬ，ꁨꑭꎁꃅꅇꊪ

ꌬꄉ，ꊿꇬꈀꐥꌠꁳꋍꇇꄧꈴꄉꑇ

ꎻ。8ꒀꉴꑴꅉꆹꁨꑭꂶꌠꀋꉬ，ꋋꆹ

ꁨꑭꂶꌠꎁꃅꅇꊪꌬꇁꌠ。9ꁨꑭꂶ

ꌠꆹꁨꑭꃶꐚꌠꉬ，ꊿꒆꇁꋧꃅꈀꐥ

ꌠꃅꋌꁨꈴꌐ。10ꋋꆹꋧꃅꂶꌠꇬꐥ

ꀐ，ꋧꃅꂶꌠꑌꋍꇇꄧꄉꄻꄉꌠ，ꄚ，

ꋧꃅꂶꌠꋌꀋꌧ。11ꋌꇁꌊꊨꏦꃅꄷ

ꑟꇁꇬ，ꊨꏦꃅꄷꊾꆏ，ꋌꀋꋩꋌꀋ

6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
来的，名叫约翰。7这人来，为
要作见证，就是为光作见证，
叫众人因他可以信。8他不是那
光，乃是要为光作见证。9那光
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
人。10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
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11他
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
不接待他。12凡接待他的，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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ꏦ。12ꊿꋋꈀꋩꈀꏦ、ꋍꂓꈁꑇꈧ

ꌠꆏ，ꋌꌅꈌꄻꋀꊇꁵꄉ，ꋀꁳꏃꃅꌋ

ꌳꃈꅮꄻꎻ。13ꊿꋋꈨꆹ，ꌦꑌꌗꑌ

ꌠꇭꀧꇬꄉꒆꎼꇁꌠꀋꉬ，ꇭꀧꏾꅍ

ꇬꄉꒆꎼꇁꌠꑌꀋꉬ，ꃰꊿꉪꐪꇬꈴ

ꄉꒆꎼꇁꌠꑌꀋꉬꃅ，ꏃꃅꌋꄷꄉꒆ

ꎼꇁꌠꉬ。 

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
柄，作神的儿女。13这等人不是
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
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
从神生的。 

14ꇗꅉꇁꇭꀧꐛꀐꄉ，ꉪꊇꈬꄔ

ꀀ，ꑆꊋꌋꆀꇗꅉꃶꐚꌠꇎꐯꇎꃅ

ꐥ。ꋍꀑꒉꑊꒉꆹꉪꑌꂿꋺ，ꑠꆹꀋ

ꁧꌺꄂꀑꒉꑊꒉꉬ。15ꒀꉴꆹꋍꎁꃅ

ꅇꊪꌬ，ꋌꏅꄉꉉꇬ：“ꊿꋋꂷꃆꂮ

ꆹꉢꉉꋺꀐ：‘ꊿꉠꊂꇁꂶꌠꆹꉠꂾ

ꇯꆐꇫꐥꀐ，ꑞꃅꆏ，ꋌꊇꅉꃅꇬꇯꆐ

ꉠꂴꆽꐥꀐꌠꉬ’ꄷ”ꄷ。16ꉪꊇ

ꐯꇯꋍꊋꄖꐯꊋꄖꌠꑆꊋꉪꊪꊊꀐ，

ꄷꀋꁧ，ꑆꊋꁦꎆꇱꄉꄻꉪꁳ。17ꄹ

ꏦꆹꃀꑭꇇꄧꈴꄉꄜꁊꌠ；ꑆꊋꌋꆀ

ꇗꅉꃶꐚꌠꆹꑳꌠꏢꄖꇬꄉꇁꌠ。

18ꐥꅷꇁꊿꏃꃅꌋꂿꋺꂷꀋꐥ，ꀉꄉ

ꂣꈐꇬꀀꌠꌺꄂꂶꌠꀉꄂꋍꀉꄉꃆꂮ

ꋌꇱꄜꋊꅐꇁ。 

14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
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
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
是父独生子的荣光。15约翰为他
作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
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
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
前。’”16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
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
17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
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18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
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ꋋꑣꒀꉴꅇꊪꌬ 施洗约翰的见证 
19ꒀꉴꈀꌬꌠꅇꊪꆹꑠꃅꁱꄚꐰ

ꄀꄉ：ꆦꑝꊿꌋꆀꆺꃥꊿꑳꇊꌒꇌꄉ

ꒀꄠꊿꇱꁆꌌꒀꉴꂿꆹꄉ，ꒀꉴꏭ：

“ꆏꈀꄸꉬ？”ꄷꅲ。20ꒀꉴꄇꇖ

ꀕꃅꉉ，ꀋꂁꀋꁿ；ꄇꇖꀕꃅꋀꏭ：

“ꉢꏢꄖꀋꉬ”ꄷ。21ꋀꊇꇬꏭ：

“ꑠꉬꑲꆏ，ꆎꆹꈀꄸꉬ？ꑱꆀꑸ

ꅀ？”ꄷꅲ。ꋌꄹꇬ：“ꉢꀋꉬ”

19约翰所作的见证记在下
面：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
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
说：“你是谁？”20他就明说，并
不隐瞒；明说：“我不是基督。”
21他们又问他说：“这样你是谁
呢？是以利亚吗？”他说：“我不
是。”“是那先知吗？”他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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ꄷ。ꋀꊇꉈꑴꋍꏭ：“ꆏꅉꄜꊿꀊ

ꋨꂷꉫꀕ？”ꄷꅱꌦ。ꋋꆏ：“ꀋ

ꉬ”ꄷ。22ꄚꄉ，ꋀꊇꋍꏭ：“ꆎꆹ

ꇯꍝꃅꈀꄸꉬ？ꆏꑴꌠꉉꉪꊇꇰꄉ，ꉪ

ꊇꁳꀱꉉꊿꉪꋀꁆꎼꇁꈧꌠꇰꁧ

ꎻ。ꅽꊨꏦꉉ，ꆏꈀꄸꉬ？”ꄷ。

23ꒀꉴꆏ：“ꉡꆹꇈꈬꇉꃪꇬꃚꋒꏅ

ꄉ：‘ꌋꈭꈜꄐꏤꄉ’ꄷꂶꌠꉬ；ꑠ

ꆹꅉꄜꊿꑱꌏꑸꈁꉉꌠꌡ”ꄷ。

24ꊿꀊꋨꈨꆏꃔꆀꌏꊿꇱꁆꎼꇁꌠ

ꉬ；25ꋀꊇꒀꉴꏭ：“ꀋꄸꄷ，ꆏꏢꄖ

ꀋꉬ，ꑱꆀꑸꀋꉬ，ꅉꄜꊿꀊꋨꂷꑌ

ꀋꉬꑲꆏ，ꆏꑞꃅꋋꑣꏦꃤꃅ？”ꄷ

ꅲ。26ꒀꉴꋀꊇꏭ：“ꉡꆹꀆꐒꌌꋋ

ꑣ，ꄚ，ꆍꈬꄔꊿꆍꇬꀋꌧꑠꂷꇬꉆ，

27ꋋꆹꊿꉠꊂꇁꂶꌠꉬ，ꉡꆹꋍꑬꅮꌦ

ꏣꁌꌠꂯꄻꀋꋭ”ꄷ。28ꌤꋋꈨꆹꑻ

ꄉꒊꃀꅶꁉꀨꄊꆀꄉꃅꌠꉬ，ꀊꋨꈚ

ꆹꒀꉴꋋꑣꏦꃤꃄꅉꈚꌠꉬ。 

说：“不是。”22于是他们说：“你
到底是谁？叫我们好回复差我
们来的人。你自己说，你是
谁？”23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
里有声音喊着说：‘修直主的道
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
24那些人是法利赛人差来的（或

作“那差来的是法利赛人”）；25他们就
问他说：“你既不是基督，不是
以利亚，也不是那先知，为什
么施洗呢？”26约翰回答说：“我
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
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27就
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
鞋带也不配。”28这是在约旦河
外伯大尼（有古卷作“伯大巴喇”），约
翰施洗的地方作的见证。 

 

ꏃꃅꌋꑾꌺ 神的羔羊 
29ꊁꄹꉇꆏ，ꑳꌠꋍꄷꉜꄉꇁꌠꒀ

ꉴꊌꂿꄉ，ꒀꉴꆏ：“ꇬꉚ！ꏃꃅꌋ

ꑾꌺ，ꋋꆹꋧꃅꋋꂷꇬꑽꃤꄸꃤꋌꌩ

ꎳꇫꎭꌐ（“ꌩꎳ”ꅀ“ꀵꄜ”ꄷꑌꍑ）。

30ꋍꃆꂮꆹꉢ：‘ꊿꉠꊂꇁꂶꌠꆹꉠꂾ

ꇯꆐꇫꐥꀐ，ꑞꃅꆏ，ꋌꊇꅉꃅꇬꇯꆐ

ꉠꂾꐥꀐꌠꉬ’ꃅꉉꋺ。31ꋌꃀꆹꋌ

ꉢꇬꀋꌧ，ꀃꑍꋋꄮꉢꀆꐒꌌꊿꋋꑣ

ꌠꆹꋍꂓꁳꑱꌝꆀꑭꊂꃅꈨꈴꎻꂿꄷ

ꌠ”ꄷ。32ꋍꈭꐨꆏ，ꒀꉴꉈꑴꅇꊪ

ꌬꄉ：“ꌃꎔꒌꄤꆳꂷꌡꃅꂿꃅꇬꄉ

29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
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
羊，除去（或作“背负”）世人罪孽
的。30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
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
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31我
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
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
人。”32约翰又作见证说：“我曾
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
住在他的身上。33我先前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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ꇁꋍꇭꀧꇬꐛꌠꉢꂿꀐ。33ꂴꏭꋌꉢ

ꇬꀋꌧꑴꇬ，ꄚ，ꉢꋌꁆꌊꀆꐒꌌꋋ

ꑣꃅꇁꂶꌠꉠꏯ：‘ꌃꎔꒌꇁꈀꄸꇭ

ꀧꇬꌵꆏ，ꈀꄸꆹꌃꎔꒌꌌꋋꑣꌠꃅ

ꂶꌠꉬ’ꃅꉉꋺ。34ꌤꋋꈨꈀꐥꃅ

ꉢꂿꀐ，ꋋꆹꏃꃅꌋꌺꉬꌠꉢꇫꊩ

ꀽ”ꄷ。 

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
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
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
圣灵施洗的。’34我看见了，就
证明这是神的儿子。” 

 

ꌶꌺꉘꃀꁥꌠ 首批门徒 
35ꊁꄹꉇꆏ，ꒀꉴꌋꆀꋍꌶꌺꑍꂷ

ꀊꄶꉆ。36ꑳꌠꀊꄶꈴꆹꌠꋌꂿꇬ

ꆏ，ꒀꉴꆏ：“ꇬꉚ！ꋋꆹꏃꃅꌋꑾꌺ

ꉬ”ꄷ。37ꋍꌶꌺꑍꂷꌠꅇꋋꇬꈨꇬ

ꆏ，ꋍꑊꎼꑳꌠꊂꈹꁧꀐ。38ꑳꌠꏮ

ꉈꑴꉜꄉ，ꋍꑊꋍꊂꈹꐺꌠꋌꂿꇬꆏ：

“ꆐꑊꑞꈁꏾ？”ꄷꅲ。ꋍꑊꑳꌠ

ꏭ：“ꆿꀘꀋ！ꆏꇿꇬꀀ？”ꄷ

（“ꆿꀘ”ꁏꎼꇁꇬꆏ“ꂘꃀ”ꄷ

ꌠꄜ）。39ꑳꌠꆏꋍꑊꏯ：“ꆐꑊꇬ

ꉚꇁ”ꄷ。ꄚꄉ，ꊿꑍꂷꌠꆹꌊꋍꀀ

ꅉꉜꆹ。ꀊꋨꄹꉇꋍꑊꑳꌠꄷꐥ，ꀊ

ꋨꇅꇬꆏ，ꁯꋒꐯꉐꇄꌠꉬꀐ。40ꊿ

ꒀꉴꅇꂷꈨꇈꑳꌠꊂꈹꁧꑍꂷꌠꇢꊭ

ꋍꂷꆏꑭꂱ•ꀺꄮꀁꑳꉢꄓꆺꉬ。

41ꋌꂴꆏꋍꃺꃶꑭꂱꎹꄉ，ꇬꏭ：

“ꂰꌏꑸꉪꊇꊌꂿꀐ（ꂰꌏꑸꁏꎼꇁ

ꇬꆹꏢꄖꄜ）”ꄷ。42ꄚꄉꑭꂱꋌꏃ

ꌊꑳꌠꂿꁧ。ꑳꌠꏮꑭꂱꉜꄉ，ꋍ

ꏭ：“ꆎꆹꒀꉴꌺꑭꂱꉬ（“ꒀꉴ”ꂷꄠ

ꌒꅇ16ꊱ17ꊭꇬꆏ“ꒀꆆ”ꃅꅑ），ꆏꋌꊂꆏꏢ

ꃔꂓ”ꄷ（ꏢꃔꁏꎼꇁꇬꆹꀺꄮ

ꄜ）。 

35再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
站在那里。36他见耶稣行走，就
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
37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
了耶稣。38耶稣转过身来，看见
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
要什么？”他们说：“拉比（“拉
比”翻出来就是“夫子”），在哪里
住？”39耶稣说：“你们来看。”他
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
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是下午四
点了。40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
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
的兄弟安得烈。41他先找着自己
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
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
来就是“基督”）42于是领他去见
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
约翰的儿子西门（“约翰”在马太十六

章十七节称“约拿”），你要称为矶
法。”（矶法翻出来就是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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ꌶꌺꑍꂷꇳꍝ 呼召腓力和拿但业 
43ꊁꄹꉇꆏ，ꑳꌠꏤꆀꀕꉜꄉꁧ

ꂿꄷꇬꆏ，ꃏꆀꋋꋒꄉ，ꋌꃏꆀꏭ：

“ꉠꊂꈹꇁ”ꄷ。44ꃏꆀꆹꀨꌏꄊ

ꊿ，ꋋꌋꆀꉢꄓꆺ、ꀺꄮꆹꈁꉬꇓꈓ

ꋍꂷꇬꀀꌠ。45ꃏꆀꆏꇂꄊꑴꋌꎹꊊ

ꄉ，ꇂꄊꑴꏭ：“ꊿꋍꃆꂮꁱꃀꑭꄹ

ꏦꌋꆀꅉꄜꊿꄯꒉꇬꄀꄉꂶꌠꉪꊇꊌ

ꂿꀐ，ꋋꆹꒀꌝꌺꇂꌒꇍꊿꑳꌠꉬ”

ꄷ。46ꇂꄊꑴꇬꏭ：“ꇂꌒꇍꃅꄷꉾ

ꃪꌠꑞꑵꅐꄎ？”ꄷ。ꃏꆀꆏꇬꏭ：

“ꆏꇬꉚꇁ”ꄷ。47ꇂꄊꑴꇫꇁꌠ

ꑳꌠꊌꂿꇬꆏ，ꑳꌠꋍꏭꄐꄉ：“ꇬ

ꉚ！ꊿꀊꋨꂷꆹꑱꌝꆀꊿꃶꐚꂷꉬ，

ꋍꉌꂵꇬꐈꋲꅍꀋꑌ”ꄷ。48ꇂꄊ

ꑴꆏꇬꏭ：“ꉠꃆꂮꈍꃅꆏꅉꐚ？”

ꄷ。ꑳꌠꆏ：“ꃏꆀꆎꇴꀋꆹꌦꂾꇯ

ꆐ，ꆏꀊꄶꀋꃨꂶꂷꌩꁧꁦꌠꇂꃴꐺ

ꌠꉢꂿꀐ”ꄷꅇꀱ。49ꇂꄊꑴꆏ：

“ꆿꀘ！ꆎꆹꏃꃅꌋꌺ，ꑱꌝꆀꃰꃅ

ꉬ”ꄷ。50ꑳꌠꆏꇬꏭ：“ꉢꆏꀊꄶ

ꀋꃨꂶꂷꌩꁧꁦꌠꇂꃴꐺꌠꉢꂿꃅꉉ

ꆎꇰꒉꄸꃅ，ꆏꑇꌠꅀ？ꌤꋌꐘꏭꀋꋌ

ꃅꇰꀋꃀꌠꆏꂿꇁꌠꉬ”ꄷ。51ꉈꑴ

ꋀꏭ：“ꉢꇯꍝꃅꉉꆍꇰ，ꂿꃅꀃꈈ

ꁉꄉ，ꉬꉎꊩꌺꊾꌺꇭꀧꇬꄉꀏꒉꄩ

ꇁꃅꐺꌠꆍꂿꇁꂯꀐ”ꄷ。 

43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
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
“来跟从我吧。”44这腓力是伯赛
大人，和安得烈、彼得同城。
45腓力找着拿但业，对他说：
“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
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
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
稣。”46拿但业对他说：“拿撒勒
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
“你来看。”47耶稣看到拿但业
来，就指着他说：“看哪！这是
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
诡诈的。”48拿但业对耶稣说：
“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
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
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
了。”49拿但业说：“拉比！你是
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
50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
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
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
事。”51又说：“我实实在在地告
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
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
身上。” 

 

ꈁꆆꇓꈓꄉꑮꃀꑮ 在迦拿的婚礼 

2 ꌕꑍꄹꉇꌠꆏ，ꊾꂷꏤꆀꀕꃅꄷ

ꈁꆆꇓꈓꄉꑮꃀꑮ，ꑳꌠꀉꂿꑌ 2 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
娶亲的筵席，耶稣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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ꀊꄶꇬꐥ。2ꑳꌠꌋꆀꑳꌠꌶꌺꈧꌠ

ꑌꊿꇴꌊꑮꃀꑮꅉꇬꆹ。3ꎧꈈꌐꀐ

ꄉ，ꑳꌠꀉꂿꑳꌠꏭ：“ꋀꊇꎧꀋꐥ

ꀐ”ꄷ。4ꑳꌠꆏ：“ꀉꂿꀋ（ꑝꇂꉙꇬ

ꆏ“ꌋꅪ”ꃅꅑ）！ꌤꋌꐘꆎꌋꆀꉢꋌꇛꅍ

ꑞꂷꐥ？ꉠꄮꈉꇫꑟꀋꇁꑴꌦ”ꄷ。

5ꋍꀉꂿꆏꁏꐚꈧꌠꏭ：“ꋌꆍꏭꑞ

ꄹꆏ，ꆍꊇꑞꃅ”ꄷ。6ꒀꄠꊿꁦꎴ

ꅐꏦꃤꇬꈴꄉ，ꒈꀮꄷꇉꇓꂵꌌꄻꄉ

ꌠꑠꃘꂷꎆꀊꄶꐕꄉ，ꒈꀮꄷꇉꋋꈨ

ꋍꂷꌠꆏꀆꐒꑍꀮꌘꀮꅓ。7ꑳꌠꆏ

ꁏꐚꈧꌠꏭ：“ꀆꐒꉷꒈꀮꄷꇉꈧꌠ

ꇬꐛꃅꄉ”ꄷꉉ，ꀆꐒꋀꉷꐛꈌꊱꃅꄉ

ꀐ。8ꑳꌠꉈꑴꁏꐚꈧꌠꏭ：“ꀋꃉ

ꆍꊇꋍꈨꄝꌊꑭꑟꅉꏲꂶꌠꁵꆹ”

ꄷ。ꄚꄉ，ꎧꋀꊇꄝꌊꇬꁳꆹꇈ，9ꑭ

ꑟꅉꏲꂶꌠꀆꐒꐈꎧꐛꀐꈧꌠꋌꌌꅝ

ꉚꇈ，ꌐꃶꂶꌠꋌꇴꌊꇁ，（ꋋꆹꎧꋋ

ꈨꇁꀦꋌꇫꅉꀋꐚ，ꁏꐚꎧꄝꈧꌠꀉ

ꄂꎧꋋꈨꇁꀦꋀꅉꐚ。）10ꋌꌐꃶꂶ

ꌠꏭ：“ꌞꊿꆹꎧꈁꎔꎗꌠꌌꂴꈈ

ꄉ，ꄹꃥꑱꄮꇬꑲꆀ，ꎧꊼꇅꀋꎔꌠ

ꈈꑵ，ꄚ，ꅽꆹꀱꌊꎧꈁꎔꎗꈧꌠꆏꊏ

ꌊꄽꂫꑲꆀꈈ”ꄷ。11ꑠꆹꑳꌠꈀꃅ

ꌠꌋꃅꐪꑽꑌꉘꃀꑵꌠꉬ，ꏤꆀꀕꃅ

ꄷꈁꆆꇓꈓꄉꃅꌠ，ꋍꀑꒉꑊꒉꇫꅐ

ꇁꄉ，ꋍꌶꌺꈧꌠꃅꋌꑅꌐꀐ。12ꌤ

ꋌꐘꈭꐨꆏ，ꑳꌠꌋꆀꋍꀉꂿ、ꀁꑳ

ꈧꌠ、ꌶꌺꈧꌠꐯꇯꏦꀙꇊꁧꀐ，ꋀ

ꊇꀊꄶꇬꃅꐎꈍꑍꀕꀀ。 

在那里。2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
请去赴席。3酒用尽了，耶稣的
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
4耶稣说：“母亲（原文作“妇人”），
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
还没有到。”5他母亲对用人说：
“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
么。”6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
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
盛两三桶水。7耶稣对用人说：
“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
了，直到缸口。8耶稣又说：“现
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筵席
的。”他们就送了去。9管筵席的
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
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用人知
道。管筵席的便叫新郎来，10对
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
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
把好酒留到如今！”11这是耶稣
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
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
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12这事
以后，耶稣与他的母亲、弟兄
和门徒都下迦百农去，在那里
住了不多几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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ꌃꎔꑷꂿꌩꎳ 洁净圣殿 
13ꒀꄠꊿꐂꈴꎺꄅꋩꑍꑟꇁꂯ

ꀐ，ꄚꄉꑳꌠꑳꇊꌒꇌꁧ。14ꊿꌃꎔ

ꑷꂿꇬꄉꇌ、ꑿꌋꆀꄤꆳꑠꃷ，ꉈꑴ

ꊿꎆꃀꆥꈨꀊꄶꑌꌠꋌꊌꂿ。15ꏦꀨ

ꏢꑳꌠꌌꏶꅍꈍꎳꃅꑠꏢꋌꄻꄉ，ꇌ

ꌋꆀꑿꈧꌠꐯꇯꋌꈹꉈꏭꎭ，ꎆꆦꊿ

ꎆꃀꋌꇱꁊꃄꅉꇬꎭꌐꇈ，ꎆꃀꄈꅉꈧ

ꌠꑌꋌꆷꇫꎭ；16ꋌꊿꄤꆳꃷꈧꌠꏭ：

“ꋍꑞꋍꑵꋋꈨꎞꌊꅊꁧꅐꌐ！ꉠꀉ

ꄉꑷꂿꌌꃼꇇꃄꅉꄡꄻ！”ꄷ。17ꄚ

ꄉꋍꌶꌺꉪꇁ꒰ꀨꇬꅇꂷ：“ꉢꅽꑷ

ꂿꎁꃅꉌꂵꇨꆰꇨꊸꌊꃆꄔꐞꃅ

ꐞ”ꄷꇫꌠꄀ。18ꑠꅹ，ꒀꄠꊿꈧꌠ

ꑳꌠꏭ：“ꆏꌤꋋꈨꃅꑲꆏ，ꉈꑴꌋ

ꃅꐪꑽꑌꑞꄻꉪꀦꑴꌦ？”ꄷꅲ。

19ꑳꌠꆏꋀꊇꏯ：“ꑷꂿꋋꂷꆍꐆꇫ

ꎭ，ꉢꌕꑍꈍꈐꃅ，ꉈꑴꋉꐛ”ꄷ。

20ꒀꄠꊾꆏꇬꏭ：“ꑷꂿꋋꂷꆹꃅꐎ

ꇖꊰꃘꈓꋉꑲꆀꋉꌐꇬ，ꈍꃅꀕꐎꌕ

ꑍꈐꀉꄂꃅꉈꑴꆏꋉꐛꂯ？”ꄷ。

21ꄚ，ꑳꌠꅇꂷꋍꑠꉉꌠꆹꋍꇭꀧꋌꌌ

ꑷꂿꃅꄉꌠꉬ。22ꑠꅹ，ꑳꌠꀱꐥꇁ

ꈭꐨ，ꌶꌺꈧꌠꉪꇁꅇꂷꋌꈁꉉꋺꋋ

ꈨꄀꄉ，ꋀꊇꆹꏂꀨꌋꆀꑳꌠꈁꉉꌠ

ꑇꀐ。 

13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
稣就上耶路撒冷去。14看见殿里
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
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15耶稣就
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
出殿去，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
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16又对
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
去！不要将我父的殿当做买卖
的地方。”17他的门徒就想起经
上记着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
急，如同火烧。”18因此犹太人
问他说：“你既做这些事，还显
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19耶稣
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
日内要再建立起来。”20犹太人
便说：“这殿是四十六年才造成
的，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
吗？”21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
体为殿。22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
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
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
的。 

 

ꑳꌠꆹꊿꉌꃀꋌꅉꐚ 耶稣知道人的心 
23ꑳꌠꑳꇊꌒꇌꄉꐂꈴꎺꄅꋩꑍ

ꋨꏦꄮꇬ，ꑳꌠꈀꃅꌠꌋꃅꐪꑽꑌꊿ

ꈍꑋꈨꊌꂿꄉ，ꋀꐯꇯꋍꂓꑇꌐꀐ。

23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
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
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24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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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ꄚ，ꑳꌠꉌꂵꆹꋀꀋꇱ；ꑞꃅꆏ，ꋋꆹ

ꃰꊿꉌꃀꋌꅉꐚ；25ꋌꊿꁳꃰꊿꌤꆿ

ꑠꉉꋋꇰꎻꄻꀋꅐ，ꑞꃅꆏ，ꃰꊿꉌꃀ

ꑞꑌꌠꋌꅉꐚ。 

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
他知道万人；25也用不着谁见证
人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
的。 

 

ꑳꌠꌋꆀꆀꇰꄂꃅ 耶稣和尼哥底母 

3 ꃔꆀꌏꊿꆀꇰꄂꃅꂒꂷꐥ，ꋋꆹ

ꒀꄠꊿꌟꒉꂷꉬ。2ꊿꋋꂷꌋꐓ 
3 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

底母，是犹太人的官。2这 
ꄮꇬꑳꌠꂿꇁꄉ，ꇬꏭ：“ꆿꀘ！ꆎꆹ

ꂘꃀꏃꃅꌋꄷꄉꇀꂷꉬꌠꉪꅉꐚ，ꑞ

ꃅꆏ，ꃅꐨꑽꑌꆏꈀꃅꌠꆹ，ꀋꄸꄷꏃ

ꃅꌋꊿꈽꀋꐥꑲꆏ，ꊿꇫꃅꄎꌠꀋ

ꐥ”ꄷ。3ꑳꌠꆏꋍꏭ：“ꉢꇯꍝꃅ

ꉉꆎꇰ，ꀋꄸꄷꊾꂷꒆꀋꀱꑲꆏ，ꏃ

ꃅꌋꇩꋌꋋꂿꀋꄐ”ꄷ。4ꆀꇰꄂꃅ

ꆏ：“ꊾꂷꀈꃀꈭꐨꆏ，ꈍꃅꒅꀱ

ꂯ？ꋌꀱꉈꑴꋍꀉꂿꀃꃀꇬꃹꄉꒅꀱ

ꉆꑴꅀ？”ꄷ。5ꑳꌠꆏꇬꏭ：“ꉢ

ꇯꍝꃅꉉꆎꇰ，ꀋꄸꄷꊾꂷꀆꐒꌋꆀ

ꌃꎔꒌꇬꄉꒆꌠꀋꉬꑲꆏ，ꋋꆹꏃꃅ

ꌋꇩꇬꃹꆹꀋꄐ。6ꇭꀧꇬꄉꒆꌠꆹꇭ

ꀧꉬ，ꒌꇬꄉꒆꌠꆹꒌꉬ。7ꑠꅹ，ꉢ

ꅽꏯ：‘ꆍꒅꀱꑲꆀꍑ’ꄷꄮꇬ，ꆏ

ꋌꇰꌋꀋꌸ。8ꃅꆳꊨꏦꈁꏾꃅꁏ，

ꃅꆳꁎꃚꆏꈨꇬ，ꋌꇿꄉꇁ，ꇿꇬꁧꌠ

ꆏꇫꅉꀋꐚ；ꊿꌃꎔꒌꇬꄉꈀꒆꌠꑌ

ꑠꃅꐙ”ꄷ。9ꆀꇰꄂꃅꆏꑳꌠꏭ：

“ꈍꃅꌤꑠꇫꐥꌠꉬ？”ꄷꅲ。10ꑳ

ꌠꆏ：“ꆎꆹꑱꌝꆀꊿꂘꃀꂷꉬꇬ，

ꌤꋌꐘꇯꆎꆏꇫꐞꀋꉅꅀ？ 

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
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作师
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
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3耶稣
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
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
的国。”4尼哥底母说：“人已经
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
进母腹生出来吗？”5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
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
神的国。6从肉身生的就是肉
身；从灵生的就是灵。7我说：
‘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希
奇。8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
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
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
是如此。”9尼哥底母问他说：
“怎能有这事呢？”10耶稣回答
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
不明白这事吗？ 

11ꉢꇯꍝꃅꉉꆎꇰ，ꉪꊇꈁꉉꌠꆹ

ꉪꊇꅉꐚꌠ；ꉪꅇꊪꈀꌬꌠꆹꉪꂿꋺ

11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我
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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ꌠꉬ；ꄚ，ꆍꊇꆏꉪꅇꊪꋋꈨꀋꊪ。

12ꌤꆿꋧꃅꇣꄧꐥꌠꉢꉉꆍꇰꇬꂯ，ꆍ

ꇬꀋꑇꑠ，ꀋꄸꄷꌤꆿꉬꉎꐥꌠꉢꉉ

ꆍꇰꇬ，ꆍꈍꃅꇬꑅꂯ？13ꉬꉎꄉꅉꌵ

ꇁꌠꊾꌺꀉꄂꑲꆏ，ꊿꉬꉎꆹꋺꂷꀋ

ꐥ。14ꃀꑭꇈꈬꇉꃪꄉꁮ꒰ꈍꃅꋌꐕ

ꌊꐺꆏ，ꊾꌺꑌꀋꎪꃅꈍꃅꊿꐕꌊꐺ

ꌠꉬ。15ꑠꃅꄉ，ꊿꋋꈁꑇꌠꁳꐩꋊ

ꐩꍂꀑꇬꊌꎻ。 

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
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12我对你
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
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
呢？13除了从天降下的人子，没
有人升过天。14摩西在旷野怎样
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
来。15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
（或作“叫一切信的人在他里面得永

生”）。 
16ꏃꃅꌋꆹꋧꃅꃰꊿꉂ，ꄷꀋꁧꋍ

ꌺꄂꂶꌠꇯꋌꄻꋀꊇꇖꄉ，ꊿꋋꈁꑇ

ꌠꁳꈔꑍꀋꎽꃅ，ꀱꌊꐩꋊꐩꍂꀑꇬ

ꊌꎻ。17ꑞꃅꆏ，ꏃꃅꌋꋍꌺꋌꁆꌊ

ꋧꃅꇁꌠꆹ，ꑽꃤꏤꃰꊿꁵꇁꌠꀋꉬ

ꃅ，ꋧꃅꃰꊿꁳꋍꇇꄧꈴꄉꈭꋏꊌꎻ

ꂿꄷꌠ。18ꊿꋌꑅꌠꆏ，ꋀꊇꆹꌌꑽ

ꃤꀋꏤ，ꄚ，ꊿꀋꑇꈧꌠꆏ，ꑽꃤꏤꋀ

ꁳꄉꀐ，ꑞꃅꆏ，ꏃꃅꌋꌺꄂꂶꌠꂓꆹ

ꋀꇬꀋꑇ。19ꁨꑭꇁꌊꋧꃅꋋꂷꇬ

ꑟ，ꋧꃅꃰꊿꆹꋀꊨꏦꃅꐨꑽꑌꄷꅠ

ꌠꉬꐛꅹ，ꋀꊇꁨꑭꀋꉂꃅ，ꀱꌊꃅ

ꒉꆈꏸꀕꌠꉂ，ꋀꏭꑽꃤꏤꌠꆹꑠꒉꄸ

ꉬ。20ꊿꌤꄷꅠꌠꈀꃅꌠꆹꁨꑭꌂ，

ꋌꋍꃅꐨꑽꑌꈧꌠꅔꁖꇀꏦꄉꁨꑭꇂ

ꃴꇁꀋꅲ。21ꄚ，ꊿꇗꅉꃶꐚꌠꇬꍬ

ꈧꌠꆏ，ꀋꎪꃅꁨꑭꇂꃴꐥꇁꄉ，ꋀ

ꈀꃅꌠꆹꏃꃅꌋꇇꄧꈴꄉꃅꌠꉬꌠꑠ

ꁳꄇꇖꀕꎻ”ꄷ。 

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
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
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17因
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
定世人的罪（或作“审判世人”。下

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18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
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
神独生子的名。19光来到世间，
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
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
就是在此。20凡作恶的便恨光，
并不来就光，恐怕他的行为受
责备。21但行真理的必来就光，
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 

 

ꑳꌠꌋꆀꋋꑣꒀꉴ 耶稣和施洗约翰 
22ꋋꈭꐨꆏ，ꑳꌠꌋꆀꌶꌺꈧꌠꇁ 22这事以后，耶稣和门徒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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ꌊꒀꄠꃅꄷꑟ，ꋌꀊꄶꇬꄉꋀꌋꆀꐯ

ꈽꐥ，ꋋꑣꏦꃤꃅ。23ꀊꄶꇬꀆꐒꀉ

ꑌꃅꐥꐛꅹ，ꒀꉴꑌꌒꇌꌋꆀꈜꎴꀋ

ꇢꌠꀄꆐꄉꊿꋋꑣ，ꉹꁌꈧꌠꀋꆏꃅ

ꇁꌊꋋꑣꊪ。24ꀊꋨꄮꇬꒀꉴꊿꈢꏦ

ꑳꇬꀋꊐꑴꌦ。 

了犹太地，在那里居住，施
洗。23约翰在靠近撒冷的哀嫩也
施洗，因为那里水多，众人都
去受洗。24那时约翰还没有下在
监里。 

25ꒀꉴꌶꌺꈧꌠꆹꒀꄠꊾꂷꌋꆀ

ꌤꁦꎴꅐꏦꃤꃆꂮꌌꐮꅔꀥ。26ꋀꊇ

ꇁꌊꒀꉴꄷꄉ，ꇬꏭ：“ꂘꃀ！ꊿꀋꉊ

ꑻꄉꒊꃀꅶꁉꄉꆎꌋꆀꐮꐊꐺ，ꆏꋍ

ꎁꃅꅇꊪꌬꂶꌠꑌꀊꄶꇬꄉꊾꋋꑣ

ꇰ，ꊿꈧꌠꐯꇯꋍꄷꉜꄉꁧꌐꀐ”

ꄷ。27ꒀꉴꆏ：“ꉬꉎꄻꊾꇖꌠꀋꉬ

ꑲꆏ，ꊾꆹꑞꑌꊌꀋꄐ。28ꉢ：‘ꉡ

ꆹꏢꄖꀋꉬ，ꉡꆹꁆꌌꋍꂲꆽꇁꌠ’
ꄷꉉꋺ，ꑠꆹꆍꊨꏦꉠꎁꃅꅇꊪꌬ

ꉆ。29ꑮꃀꑮꌠꆹꌐꃶꉬ；ꄚ，ꌐꃶꂶ

ꌠꐋꀨꆹꀊꄶꉆꄉ，ꌐꃶꂶꌠꃛꁙꋀ

ꈨꇬꆏ，ꋀꇿꌦꄉꏽ；ꑠꅹ，ꉠꉌꇿꅍ

ꑠꆹꇎꀐ。30ꋋꆹꀋꎪꃅꐤꅉꌄꆣꅉ

ꑟ，ꉡꆹꀋꎪꃅꐤꅉꊯꅉꑟ”ꄷ。 

25约翰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
辩论洁净的礼。26就来见约翰
说：“拉比，从前同你在约旦河
外，你所见证的那位，现在施
洗，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
27约翰说：“若不是从天上赐
的，人就不能得什么。28我曾
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
他前面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
作见证。29娶新妇的就是新郎；
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
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
乐满足了。30他必兴旺，我必衰
微。” 

 

ꉬꉎꄉꇁꌠꊿ 来自天上的人 
31“ꉬꉎꇬꄉꇁꌠꆹꐥꇐꊰꑋꑟ

ꌠꄩꐥꌠꉬ；ꉬꐮꇬꄉꇁꌠꆹꉬꐮꃤ

ꉬ，ꋌꈁꉉꌠꑌꉬꐮꄉꇁꌠ。ꄚ，ꉬ

ꉎꇬꄉꇁꌠꆹꐥꇐꊰꑋꑟꌠꄩꐥꌠ

ꉬ。32ꋌꋍꊨꏦꈀꂿꈀꈨꌠꇬꅇꊪꌬ

ꀐ，ꄚ，ꅇꊪꋌꈀꌬꈧꌠꆹꊿꇫꊪꌠꀋ

ꐥ。33ꊿꅇꊪꋌꈀꌬꌠꊪꌠꆏ，ꇇꌒ

ꍅꄉꏃꃅꌋꆹꃶꐚꌠꉬꌠꊩꀽꀐ。

34ꏃꃅꌋꁆꎼꇁꌠꆹꏃꃅꌋꅇꂷꉉ；ꑞ

31“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
上；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他
所说的也是属乎地。从天上来
的是在万有之上。32他将所见所
闻的见证出来，只是没有人领
受他的见证。33那领受他见证
的，就印上印，证明神是真
的。34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
话；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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ꃅꆏ，ꏃꃅꌋꄻꋋꇖꌠꌃꎔꒌꆹꑞꅉ

ꐛꅉꀋꐥꌠꉬ。35ꀋꁧꆹꋍꌺꉂꄉ，

ꑞꑌꋌꏮꋍꌺꇇꈐꊐꄉꌐꀐ。36ꌺꂶ

ꌠꑇꌠꆏ，ꐩꋊꐩꍂꀑꇬꊌ；ꌺꂶꌠꀋ

ꑇꌠꆏ，ꐩꋊꐩꍂꀑꇬꀋꊌ（ꑝꇂꉙꇬꆏ：

“ꐩꋊꐩꍂꀑꇬꂿꀋꄐ”ꃅꅑ），ꄷꀋꁧ，ꏃꃅ

ꌋꇨꇅꃃꐪꅉꀕꃅꋍꇭꀧꐊꇬꎷ”

ꄷ。 

有限量的。35父爱子，已将万有
交在他手里。36信子的人有永
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原

文作“不得见永生”），神的震怒常在
他身上。” 

 

ꑳꌠꌋꆀꌒꂷꆀꑸꌋꅪꂷ 耶稣与撒玛利亚妇人 

4 ꃔꆀꌏꊿꈧꌠꆹꑳꌠꒀꉴꑖꀋꋌ

ꃅꌶꌺꎹ、ꌶꌺꋋꑣꌠꋀꈨꀐ， 4 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
徒、施洗比约翰还多， 

ꋍꑠꑳꌠꅉꐚꇬꆏ，2（ꇯꍝꃅꇬꆹꑳꌠ

ꑭꄑꄉꋋꑣꌠꀋꉬꃅ，ꋍꌶꌺꈧꌠꋋ

ꑣꃅꌠ，）3ꋌꎼꒀꄠꐞꇈꀱꏤꆀꀕꉜ

ꄉꁧ。4ꋌꌒꂷꆀꑸꈴꀋꁧꀋꉆ；5ꑳ

ꌠꇁꌊꌒꂷꆀꑸꃅꄷꇓꈓꑪꏦꂓꑠꂷ

ꇬꑟ，ꇓꈓꋋꂷꆹꃄꅉꑸꇱꄻꋍꌺꒀ

ꌝꁵꀊꋩꏬꌠꌋꆀꀊꎴꃅꀋꇢ。6ꀊ

ꄶꇬ，ꑸꇱꒉꐬꐫꌠꇬꐙ。ꑳꌠꈛꎼ

ꄉꐙꄏꐛꅹ，ꋌꇁꒉꐬꐫꌠꏢꁮꑌ。

ꀊꋨꇅꇬꆹꂵꆤꄮꇬꉬ。 

2（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
是他的门徒施洗，）3他就离了犹
太，又往加利利去。4必须经过
撒玛利亚；5于是到了撒玛利亚
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
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6在
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
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是中
午十二点。 

7ꌒꂷꆀꑸꌋꅪꑠꂷꇁꌊꒉꐬꐫꌠ

ꇬꀆꐒꇸꇁ。ꑳꌠꇬꏭ：“ꀆꐒꑍꇯ

ꄻꉢꄎꀞ”ꄷ。8ꀊꋨꄮꇬ，ꌶꌺꈧ

ꌠꆹꉬꇮꇓꈓꇬꋠꅍꃼꁧꌐꀐ。9ꌒ

ꂷꆀꑸꌋꅪꂶꌠꑳꌠꏭ：“ꆎꆹꒀꄠ

ꊾꂷ，ꆏꑞꃅꌒꂷꆀꑸꌋꅪꂷꄷꀆꐒ

ꇕꅝꌠꉬ？”ꄷ，ꒀꄠꊿꌋꆀꌒꂷꆀ

ꑸꊾꆹꐮꄹꀋꒉꀋꇁꌠꉬꅊꇈ（ꀊꆨꏂꀨ

ꋍꈨꇬꆏ，ꅇꂷꄽꂫꋋꇬꀕꀋꐊꌠꐥ）。10ꑳꌠꆏ

ꀱꇬꏭ：“ꀋꄸꄷ，ꏃꃅꌋꄻꊾꇖꌠ

7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
打水。耶稣对她说：“请你给我
水喝。”8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
了。9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
“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
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
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
（有些古卷无“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

没有来往”）。10耶稣回答说：“你若
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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ꑆꊋꈁꁠꆹꑞꉬꌠꆏꅉꐚ，ꅽꏯ：

‘ꀆꐒꑍꇯꄻꉢꄎꇁ’ꃅꉉꋋꂷꈀ

ꄸꉬꌠꆏꅉꐚꑲꆏ，ꆏꈍꄮꇯꆐꋍꏭꇖ

ꂟꄉ，ꋋꑌꈍꄮꇯꆐꀆꐒꀑꇬꑌꌠꋌ

ꄻꆏꄎꀐ”ꄷ。11ꌋꅪꂶꌠꆏ：

“ꌌꁈꀋ！ꆏꀆꐒꄝꅍꑞꑌꀋꐥ，ꒉ

ꐬꑌꋍꂤꂦ，ꆏꇿꇬꄉꀆꐒꀑꇬꑌꌠ

ꆏꊌꂯ？12ꉪꀋꁌꀋꁧꑸꇱꆹꒉꐬꋋꐬ

ꋌꄻꉪꁳꇊ，ꋍꊨꏦꑴꅉ、ꋍꌺꌋꆀ

ꎇꃀꍅꑓꐯꇯꒉꐬꋋꐬꇬꀆꐒꅝꋺ，

ꆎꆹꋌꒈꀋꋌꅀ？”ꄷ。13ꑳꌠꆏꇬ

ꏭ：“ꊿꒉꐬꋋꐬꇬꀆꐒꈀꅝꌠꆹꄡ

ꇗꀆꐒꌤꑴꌦ；14ꄚ，ꊿꀆꐒꉢꄻꋀ

ꇖꌠꅝꌠꆹ，ꐩꋊꐩꍂꃅꀆꐒꀋꌤꀐ，

ꄷꀋꁧ，ꀆꐒꉢꄻꋋꇖꌠꆹꋍꇭꀧꇬ

ꄉꐈꌌꒉꐑꐛꄉꅐꅷꐩꋊꐩꍂꀑꇬꊌ

ꄮꇬꑟ”ꄷ。15ꌋꅪꂶꌠꑳꌠꏭ：

“ꌌꁈꀋ！ꀆꐒꀊꋩꑵꄻꉢꄎꄉ，ꉢ

ꁳꀆꐒꀋꌤꎻ，ꋍꎳꃅꀆꐒꇸꇁꄻꑌ

ꀋꅐꎻ”ꄷ。 

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
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11妇人
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
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
12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
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
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
大吗？”13耶稣回答说：“凡喝这
水的，还要再渴；14人若喝我所
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
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
直涌到永生。”15妇人说：“先
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
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 

16ꑳꌠꇬꏭ：“ꆏꅽꌐꃶꑌꇴꌊ

ꄚꇁ”ꄷ。17ꌋꅪꂶꌠꑳꌠꏭ：“ꉢ

ꌐꃶꀋꁨ”ꄷꅇꀱ。ꑳꌠꆏ：“ꆏ

ꅇꂷꇯꍝꌠꉉꑴ，ꆎꆹꌐꃶꀋꁨ。

18ꆏꌐꃶꉬꑻꁨꋺ，ꅽꁦꋠꀋꃅꋋꂷꆹ

ꅽꌐꃶꀋꉬ。ꅽꅇꂷꋋꇬꆹꇯꍝꌠ

ꉬ”ꄷ。19ꌋꅪꂶꌠꑳꌠꏭ：“ꌌ

ꁈꀋ！ꆎꆹꅉꄜꊾꂷꉬꌠꉢꉜꅐꇁ

ꀐ。20ꉪꊇꀋꁌꀋꁧꆹꉘꁌꋋꂷꇬꄉ

ꀍꃈꄚ，ꄚ，ꆍꊇꒀꄠꊿꄹꇬꆏ，ꑳꇊ

ꌒꇌꑲꆀꃅꄷꀍꃈꄚꄡꑟꈚꌠꉬꄷ”

16耶稣说：“你去叫你的丈夫
也到这里来。”17妇人说：“我没
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
夫，是不错的。18你已经有五个
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
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19妇
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
知。20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
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
方是在耶路撒冷。”21耶稣说：
“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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ꄷ。21ꑳꌠꆏꇬꏭ：“ꌋꅪꀋ！ꆏꉢ

ꑅꄡꑟ！ꆍꊇꉘꁌꋋꂷꇬꄉꀉꄉꏭꀍ

ꃈꀋꄚ，ꑳꇊꌒꇌꄉꑌꀉꄉꏭꀍꃈꀋ

ꄚꄮꑟꇁꂯꀐ。22ꆍꊇꇫꀍꃈꄚꌠꆹ

ꆍꇫꅉꀋꐚ，ꄚ，ꉪꊇꇫꀍꃈꄚꌠꆹꉪ

ꅉꐚ，ꑞꃅꆏ，ꈭꋏꑆꊋꆹꒀꄠꊿꄷ

ꄉꇁꌠ。23ꃅꑍꃅꉖꑟꇁꂯꀐ，ꄷꀋ

ꁧ，ꑟꇯꇫꑟꇁꀐ，ꊿꇯꍝꃅꀉꄉꏭ

ꀍꃈꄚꌠꆹ，ꉌꃀꄸꈐꌋꆀꀋꎪꀋꑴ

ꌠꌌꋍꏭꀍꃈꄚꌶ，ꑞꃅꆏ，ꀉꄉꆹꊿ

ꑠꃅꐙꌠꎹꄉ，ꋀꁳꋍꏭꀍꃈꄚꎻ。

24ꏃꃅꌋꆹꒋꂷꉬ，ꑠꅹ，ꊿꋍꏭꀍꃈ

ꄚꌠꑌꀋꎪꃅꉌꃀꄸꈐꌋꆀꀋꎪꀋꑴ

ꌠꌌꀍꃈꄚꑲꆀꍑ”ꄷ。25ꌋꅪꂶ

ꌠꋍꏭ：“ꉡꆹꂰꌏꑸ（ꏢꄖꄷꂶꌠ）

ꇁꂯꀐꌠꉢꅉꐚ。ꋌꇁꑲꆏ，ꀋꎪꃅ

ꌤꑞꑌꋌꉉꉪꇰꇁꌠꉬ”ꄷ。26ꑳꌠ

ꇬꏭ：“ꊿꅽꏯꉉꐺꂶꌠꆹꋌꉬ

ꀐ”ꄷ。 

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
不在耶路撒冷。22你们所拜的，
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
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
出来的。23时候将到，如今就是
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
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
人拜他。”24神是个灵（或无“个”

字），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
和诚实拜他。25妇人说：“我知
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
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
的事都告诉我们。”26耶稣说：
“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 

27ꋋꇅꇬꆏ，ꑳꌠꌶꌺꈧꌠꀱꇁ

ꀐ，ꋌꌋꅪꂷꌋꆀꐮꌧꈿꐺꌠꑠꋀꊇ

ꋌꇰ，ꄚ，ꈀꄸꑌꋍꏭ：“ꆏꑞꇖꂟ

ꌠꉬ？”ꅀ“ꆏꑞꃅꋍꏭꌧꈿ？”ꃅ

ꅲꌠꀋꐥ。28ꌋꅪꂶꌠꆹꋍꒈꀮꋌꄻ

ꇫꄉꇈꀕꀱꇓꈓꇬꁧꀐ，ꋌꉹꁌꏭ：

29“ꆍꊇꐯꇯꇬꉚꇁ，ꊾꂷꌤꆿꉢꈀ

ꃅꋺꈧꌠꃅꋌꉉꎼꇁꌐꀐ，ꋋꆹꏢꄖ

ꉬꌠꅀ？”ꃅꉉꁧ。30ꉹꁌꇓꈓꇬꄉ

ꅐꇁꇈ，ꑳꌠꄷꉜꄉꁧꌐ。31ꋋꄮꇬ，

ꌶꌺꈧꌠꑳꌠꏭ：“ꂘꃀꀋ！ꆏꊵꑵ

ꍈꋠꀞ”ꄷ。32ꑳꌠꆏꋀꊇꏯ：“ꉢ

27当下门徒回来，就希奇耶
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只是没有
人说：“你是要什么？”或说：
“你为什么和她说话？”28那妇人
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
众人说：29“你们来看！有一个
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
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
吗？”30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
里去。31这其间，门徒对耶稣
说：“拉比，请吃。”32耶稣说：
“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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ꋠꅍꐥ，ꄚ，ꋋꆹꆍꇫꅉꀋꐚꌠ”

ꄷ。33ꌶꌺꈧꌠꆏ：“ꊿꋠꅍꌌꋋꍈ

ꇁꌠꐥꀐꌠꅀ？”ꃅꐮꏯꅲ。34ꑳꌠ

ꆏꋀꊇꏯ：“ꉠꋠꅍꆹꉢꋌꁆꎼꇁꂶ

ꌠꉪꐪꇬꈴꄉꃅ，ꃅꅍꋌꏮꉢꁳꃅꎻ

ꈧꌠꃅꌐꌠꑠꉬ。35ꆍꊇꅉꀕꃅ：

‘ꒇꋩꇁꂯꇖꁮꆪꋒꑴꌦ’ꃅꀋꉉ

ꅀ？ꉢꉉꆍꇰ，ꆍꀑꐕꃄꅉꇬꊼꇅꉜ

ꉏ，ꋚꁧꒉꁧꂔꀐ（ꑝꇂꉙꆏ“ꐍꏪꀕ”ꃅ

ꅑ），ꒇꋩꉆꀐ。36ꒇꋩꊿꃄꁌꊌ，ꋌ

ꐩꋊꐩꍂꀑꇬꎁꃅꒇꋩ，ꑠꃅꄉ，ꋙ

ꊪꒉꏽꌠꌋꆀꋚꒇꒈꋩꌠꁳꐯꇯꉌꇿ

ꑓꇿꎻ。37ꇐꀳꇬ：‘ꀊꋨꂷꊪꏽ，

ꋋꂷꒇꋩ’ꄷ，ꅇꂷꋋꇬꀋꐯꐤꀋ

ꁨ。38ꆍꊇꉢꁆꌌꇫꎴꇫꏢꁧꌠꋚꒉ

ꆹ，ꆍꊇꎬꅧꄉꃅꀋꋻꌠꉬ；ꌞꊿꀉꄂ

ꎬꅧꄉꃅꇈ，ꆍꊇꆏꋀꎬꅧꄉꃅꄉꌠ

ꆍꊌ”ꄷ。 

的。”33门徒就彼此对问说：“莫
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34耶
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
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35你
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
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
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原

文作“发白”），可以收割了。36收割
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
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
乐。37俗语说：‘那人撒种，这
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
38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
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
所劳苦的。” 

39ꌋꅪꂶꌠ：“ꌤꆿꀋꉊꉢꈀꃅ

ꋺꌠꃅꋌꉉꅐꇁꌐꀐ”ꃅꅇꊪꌬꄉ，

ꌒꂷꆀꑸꊿꇓꈓꀊꋨꂷꇬꀀꌠꈍꑋꃅ

ꑳꌠꑇꀐ。40ꄚꄉ，ꌒꂷꆀꑸꊿꇁꌊ

ꑳꌠꂿꇁꇈꇬꏭꀊꄶꐥꄷꇖꂟꄉ，ꑳ

ꌠꀊꄶꇬꃅꐎꑍꀕꂷꐥ。41ꅇꂷꑳꌠ

ꉉꈧꌠꐛꅹꃅ，ꊿꋌꑅꌠꆹꀊꅰꃅꀉ

ꑌꀐ。42ꋀꊇꌋꅪꂶꌠꏭ：“ꉪꊇꀋ

ꃅꑇꌠꆹꅽꅇꂷꒉꄸꀋꉬꃅ，ꉪꊨꏦ

ꑓꂿꅺꈨꄉ，ꋋꆹꇯꍝꃅꋧꃅꈭꋏꌋ

ꉬꌠꉪꅉꐚꒉꄸ”ꄷ。 

39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
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作见
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
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40于是
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求他在
他们那里住下，他便在那里住
了两天。41因耶稣的话，信的人
就更多了。42便对妇人说：“现
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
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
是救世主。” 

 

ꃰꃅꇛꌺꌹꂷꑳꌠꇱꉃꌒ 耶稣治好大臣之子 
43ꑍꀕꐛꈭꐨꆏ，ꑳꌠꀊꄶꄉꀱ 43过了那两天，耶稣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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ꏤꆀꀕꁧ。44ꑳꌠꂴꏭ“ꅉꄜꊿꆹ

ꊨꏦꃅꄷꊿꇫꁌꀋꒉ”ꄷꉉꋺ。

45ꄚ，ꀋꃅꋌꃢꑳꌠꇁꌊꏤꆀꀕꑟꇬ

ꆏ，ꏤꆀꀕꊿꋋꋩꋋꏦ，ꑞꃅꆏ，ꋩꑍ

ꋨꏦꄮꇬ，ꋀꊇꑌꀊꄶꄉꋩꑍꋨꏦꆹ

ꄉ，ꑳꌠꑳꇊꌒꇌꄉꈀꃅꈁꑽꈧꌠꋀ

ꂿ。46ꑳꌠꀱꉈꑴꀋꉊꀆꐒꋌꐈꎧꐛ

ꋺꌠꏤꆀꀕꃅꄷꈁꆆꈚꌠꇬꁦꌦ；ꀊ

ꄶꇬꃰꃅꇛꌺꂷꐥ，ꋍꌺꂶꌠꏦꀙꇊ

ꄉꆅꌶꀐ。47ꑳꌠꒀꄠꄉꇁꌊꏤꆀꀕ

ꑟꇁꌠꋌꊌꈨꈭꐨꆏ，ꋌꇁꌊꑳꌠꄷ

ꑟ，ꑳꌠꏭꐰꏭꄉꋍꌺꉃꑷꄷꇖꂟ，

ꑞꃅꆏ，ꋍꌺꂶꌠꌦꂯꄉꀐ。48ꑳꌠ

ꋍꏭ：“ꆍꊇꆹꀋꄸꄷꌋꃅꐪꑽꑌꌋ

ꆀꌤꂵꌦꂵꌋꌠꆍꋌꀋꂿꑲꆏ，ꆍꇯ

ꍝꃅꇬꀋꑇꇬꎷ”ꄷ。49ꃰꃅꇛꌺꂶ

ꌠꑳꌠꏭ：“ꌌꁈꀋ！ꆏꉠꀉꑳꀋꌦ

ꀕꇯꆐ，ꊼꇅꇬꉚꒉꀞ”ꄷ。50ꑳꌠ

ꆏꇬꏭ：“ꀱꁧꌶ，ꅽꌺꆹꌒꀐ”

ꄷ。ꊿꀊꋨꂷꑳꌠꅇꑇꄉꁧꀐ。

51ꋌꈝꃀꇬꐺꑴꌦꄮꇬꆏ，ꋍꁏꐚꇁꌊ

ꋋꋩꇁꄉ，ꋍꌺꌒꀐꄷꉉꋋꇰꇁ。

52ꋌꋍꁏꐚꏭꀉꑳꈍꄮꇬꌒꌠꉬꄷꅲ，

ꁏꐚꈧꌠ：“ꀋꅓꉇꂵꆤꂶꌠꇬꆏ，

ꑅꎸꊸꌠꆏꀐ”ꄷ。53ꀉꑳꂶꌠꀉ

ꄉꆏ，ꀊꋨꇅꇬꆹꑳꌠꋍꏭ：“ꅽꌺꆹ

ꌒꀐ”ꄷꉉꇄꌠꉬꌠꋌꎺꇁꄉ，ꋍꊨ

ꏦꌋꆀꋀꏤꋋꑷꃅꑳꌠꑇꀐ。54ꋋꆹ

ꑳꌠꒀꄠꄉꀱꏤꆀꀕꇁꈭꐨꃅꌠꌋꃅ

ꐪꑽꑌꑍꑵꀕꌠꉬ。 

那地方，往加利利去。44耶稣以
前说过：“先知在他本地是没有
人尊敬的。”45但这次他回到加
利利，加利利人却接待他，因
为他们上耶路撒冷过节时，看
见他在那里所行的一切事。46耶
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就是
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有一
个大臣，他的儿子在迦百农患
病。47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
利利，就来见他，求他下去医
治他的儿子，因为他儿子快要
死了。48耶稣就对他说：“若不
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
信。”49那大臣说：“先生，求你
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
去。”50耶稣对他说：“回去吧，
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耶稣所
说的话，就回去了。51正下去的
时候，他的仆人迎见他，说他
的儿子活了。52他就问什么时候
见好的。他们说：“昨日下午一
点热就退了。”53他便知道这正
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
候；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
54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件
神迹，是他从犹太回去以后行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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ꒊꄝꏢꁮꄉꆅꉁꆄꄻ 池边医病 

5 ꌤꋌꐘꈭꐨꆏ，ꒀꄠꊿꋩꑍꎺꄅ

ꄮꑠꊭꑟꀐꄉ，ꑳꌠꑳꇊꌒꇌ 5 这事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
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 

ꁧ。2ꑳꇊꌒꇌꑿꉻꀃꈈꏢꁮꇬꆏꒊ

ꄝꂷꇬꐙ，ꒊꄝꋋꂷꑝꀨꆾꉙꃅꄉꇬ

ꆏꀙꏃꄊꄷ，ꒊꄝꋋꂷꈭꇍꇓꌬꉬꁧ

ꇫꋦ。3ꊿꑓꋩ、ꐂꀜꌠ、ꌦꀋꑌ

ꐳꀋꑌꌠ、ꆄꈻꌠꑠꈍꑋꃅꀊꄶꀀꄉ

ꒊꄝ꒚ꈧꇁꌠꇁꉚ，4ꋍꃢꋍꃢꆏ，ꉬ

ꉎꊩꌺꇁꌊꒊꄝꃸꆽꇁ，ꀆꐒꈧꌠꇙ

ꈧꐹꄮꇬ，ꈀꄸꂷꐂꂴꊐꆏ，ꈀꄸꂷ

ꆄꈻꈀꐥꃅꌒꌐ（ꀊꆨꏂꀨꋍꈨꇬꆏ4ꊭꊬꌠꇬ

ꀋꐊ）。5ꋀꈬꄔꊾꂷꆏ，ꃅꐎꌕꊰꉆꈓ

ꆅꀐ。6ꋌꀊꄶꀀꐺꌠꑳꌠꊌꂿ，ꄷ

ꀋꁧꋌꈍꉗꏢꆅꀐꌠꑳꌠꅉꐚꄉ，ꑳ

ꌠꇬꏭ：“ꆏꌒꁟꑻꀕꏽꀕ？”ꄷ

ꅲ。7ꊿꆅꂶꌠꆏ：“ꌌꁈꀋ！ꒊꄝ

꒚ꈧꄮꇬꆹ，ꊿꉡꄏꌊꒊꄝꂶꌠꇬꃹ

ꒉꌠꀋꊌ，ꉢꉠꊨꏦꊈꌊꒈꄮꇬꆏ，ꋍ

ꃢꋑꀋꋒꀉꁁꊿꐂꉠꂴꆽꃹꁧꇬꎷꌠ

ꐥ”ꄷ。8ꑳꌠꇬꏭ：“ꄓꇁꄉ，ꅽ

ꈈꇉꄌꌊꁧꌶ”ꄷꇬꆏ，9ꊿꂶꌠꋋ

ꇅꃅꌒꁟꑻꀕꄉ，ꋍꈈꇉꋌꄌꌊꁧ

ꀐ。 

去。2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
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作毕士
大，旁边有五个廊子。3里面躺
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
的许多病人。（有古卷在此有“等候水

动，4 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

水动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

愈了。”）5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
三十八年。6耶稣看见他躺着，
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
“你要痊愈吗？”7病人回答说：
“先生，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
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
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8耶
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
走吧！”9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
褥子来走了。 

10ꀊꋨꄹꉇꆹꑬꆏꄹꉇꉬꐛꅹ，ꒀ

ꄠꊿꆏꊿꑳꌠꉃꌒꂶꌠꏭ：“ꀃꑍꆹ

ꑬꆏꄹꉇꉬ，ꆏꅽꈈꇉꄌꌊꇫꐺꑠꆹꀋ

ꍑꌠꉬ”ꄷ。11ꋌꋀꊇꏯ：“ꉠꆅ

ꋌꉃꌒꂶꌠꉠꏯ‘ꅽꈈꇉꄌꌊꁧ

ꌶ’ꃅꉉ”ꄷ。12ꋀꊇꆏꋍꏭ：

“ꊿꅽꏯ：‘ꅽꈈꇉꄌꌊꁧꌶ’ꃅ

10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
人对那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
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的。”
11他却回答说：“那使我痊愈
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
吧。’”12他们问他说：“对你说‘拿
褥子走的’是什么人？”13那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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ꂶꌠꈀꄸꉬ？”ꄷꅲ。13ꊿꂶꌠꆏꊿ

ꋍꆅꉁꂶꌠꈀꄸꂷꉬꌠꋌꋋꅉꀋꐚ，

ꑞꃅꆏ，ꀊꄶꇬꊿꀉꑌꇨꄉ，ꑳꌠꐵ

ꁧꀐ。14ꊁꆏꊿꂶꌠꌃꎔꑷꂿꇬꄉꑳ

ꌠꌋꆀꐮꋒꇈ，ꑳꌠꇬꏭ：“ꆏꀋꃉ

ꌒꀐ，ꉈꑴꑽꃤꄡꃅꀐ，ꑠꀋꉬꑲꆏ，

ꊁꀊꅰꃅꉮꃤꋒꇁꂵ”ꄷ。15ꊿꂶ

ꌠꆏꊿꋍꆅꋌꉃꁟꑻꀕꂶꌠꆹꑳꌠꉬ

ꌠꋌꉉꒀꄠꊿꇰ。16ꑳꌠꑬꆏꄹꉇꌤ

ꋌꐘꃅꐛꅹ，ꒀꄠꊿꈧꌠꑳꌠꆼꍅ

ꇁ。17ꑳꌠꆏꋀꊇꏯ：“ꉠꀉꄉꇬꊎ

ꌤꃅꐺꑴꌦ，ꉡꑌꌤꃅꐺ”ꄷ。18ꄚ

ꄉ，ꒀꄠꊿꈧꌠꆏꀊꅰꃅꑳꌠꌉꏢ

ꉨ，ꑞꃅꆏ，ꋋꆹꑬꆏꄹꉇꏥꏦꇬꀜꐆ

ꌠꀉꄂꀋꉬꃅ，ꄷꀋꁧ，ꏃꃅꌋꋌꌌꋍ

ꀉꄉꃅꇴ，ꋍꊨꏦꋌꌌꏃꃅꌋꀕꆀꐯ

ꒈꃅꄉ。 

的人不知道是谁，因为那里的
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14后来
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
“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利害。”15那
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
的是耶稣。16所以犹太人逼迫耶
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
事。17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
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
18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
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
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
等。 

 

ꌃꎔꌺꌅꈌ 圣子的权柄 
19ꑳꌠꆏꑠꃅꋀꊇꏯꅇꀱ：“ꉢ

ꇯꍝꃅꉉꆍꇰ，ꌺꂶꌠꊨꏦꀉꄂꉘꇉ

ꇬꆹ，ꑞꑌꃅꀋꄐ，ꀉꄉꇫꃅꄉꌺꊌꂿ

ꌠꀉꄂ，ꌺꇫꃅꉆ；ꀉꄉꑞꃅꆏ，ꌹꑌ

ꇬꉚꄉꃅ。20ꀉꄉꆹꌺꉂ，ꋍꊨꏦꃅ

ꐨꈀꐥꃅꋌꄐꌐꌺꀨ，ꋌꉈꑴꌤꋌꐘ

ꏭꀋꋌꃅꇰꀋꃀꌠꋌꄐꌐꌺꀨꄉ，ꆍ

ꁳꋌꇰꎻ。21ꀉꄉꈍꃅꌦꊿꁳꄓꇁ

ꄉ，ꋀꁳꇫꐥꎻꆏ，ꌹꑌꐯꌟꃅꊨꏦ

ꉪꐨꈴꄉꊿꁳꇫꐥꎻ。22ꀉꄉꆹꊿꈀ

ꄸꂷꏭꑌꀞꀋꇽ，ꀞꇽꌠꌤꈀꐥꃅꋌ

ꏮꋍꌺꁵꄉ，23ꊿꁳꀉꄉꂶꌠꁌꒉꌠꌟ

ꃅꌺꂶꌠꁌꒉꎻꂿꄷꌠ。ꌺꏭꁌꀋꒉ

19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
在地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
能做什么，惟有看见父所做
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
子也照样做。20父爱子，将自己
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还要
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
你们希奇。21父怎样叫死人起
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
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22父不审
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
与子，23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
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



ꒀꉴꌒꅇ  5 299 约翰福音  5 

 

ꌠꆹ，ꌺꋌꇱꁆꎼꇁꌠꀉꄉꏭꁌꀋꒉꌠ

ꉬ。24ꉢꇯꍝꃅꉉꆍꇰ，ꊿꈀꄸꂷꉠ

ꅇꅲꇈ，ꉢꋌꁆꎼꇁꂶꌠꋌꇬꑅꆏ，

ꈀꄸꐩꋊꐩꍂꀑꇬꊌꄉ，ꑽꃤꏤꇬꀋ

ꁵ；ꋋꆹꌦꈜꇬꄉꈳꅐꇁꇈꐥꈜꇬꃹ

ꀐ。25ꉢꇯꍝꃅꉉꆍꇰ，ꄮꈉꇫꑟꇁ

ꂯꀐ，ꀋꃅꋋꇅꇬꉬꀐ，ꌦꊿꏃꃅꌋ

ꌺꃚꋒꋀꊇꈨꂯꄉꀐ，ꃚꋒꈀꈨꌠꃅ

ꐯꇯꇫꐥꇁꌐ。26ꑞꃅꆏ，ꏃꃅꌋꈍ

ꃅꊨꏦꀑꇬꑋꆏ，ꐯꌟꃅꈍꃅꊨꏦꀑ

ꇬꑌꌠꌅꈌꋌꄖꋍꌺꂶꌠꇖ，27ꄷꀋ

ꁧ，ꋋꆹꊾꌺꉬꐛꅹ，ꀞꇽꌠꌅꈌꋍꀉ

ꄉꄻꋌꁳ。28ꌤꋌꐘꆍꊇꋌꇰꄻꀋ

ꅐ，ꄮꈉꋋꇅꇬꑟꇁꂯꄉꀐ，ꊿꄃꁧ

ꇬꈁꀀꌠꃅꋍꃚꋒꋀꈨꇈꅐꇁ；29ꊿ

ꂄꃅꎔꏿꈧꌠꆏꀱꐥꇁꄉꀑꇬꊌ；ꊿ

ꄸꃅꅠꑽꈧꌠꆏꀱꐥꇁꈭꐨꆏꌌꑽꃤ

ꏤ。30ꉢꉠꊨꏦꀉꄂꉘꇉꇬꆹ，ꑞꑌ

ꃅꀋꄐ，ꉡꆹꈍꃅꈧꆏꈍꃅꄉꀞꇽ，ꉠ

ꀞꇽꐨꑌꊒꆽꀕꌠꉬ，ꑞꃅꆏ，ꉡꆹꉠ

ꊨꏦꉪꐨꇬꈴꄉꀋꃅꀕ，ꉢꋌꇱꁆꎼ

ꇁꂶꌠꉪꐪꇬꀉꄂꈴꄉꃅ”ꄷ。 

尊敬差子来的父。24我实实在在
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
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
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
25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时候
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
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
要活了。26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
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
自己有生命，27并且因为他是人
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
28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希奇，时
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
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29行善
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
罪。30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
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
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
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
的意思。” 

 

ꑳꌠꎁꃅꅇꊪꌬ 为耶稣作见证 
31“ꀋꄸꄷ，ꉢꉠꊨꏦꎁꃅꅇꊪ

ꌬꑲꆏ，ꉠꅇꊪꆹꃶꀋꐚꌠꉬ。32ꀉ

ꁁꑠꂷꉠꎁꃅꅇꊪꌬ，ꉡꑌꋌꉠꎁꃅ

ꌬꌠꅇꊪꆹꃶꐚꌠꉬꌠꉢꅉꐚ。33ꊿ

ꆍꇱꁆꌌꒀꉴꄷꆹꋺꀐ，ꋌꇗꅉꃶꐚ

ꌠꎁꃅꅇꊪꌬꋺ。34ꇯꍝꃅꇬꆹ，ꉠ

ꎁꃅꅇꊪꌬꌠꆹꊿꄷꄉꇁꌠꀋꉬ；ꄚ，

ꉢꑠꃅꉉꌠꆹꆍꁳꈭꋏꊌꎻꂿꄷꌠ。

31“我若为自己作见证，我的
见证就不真。32另有一位给我作
见证，我也知道他给我作的见
证是真的。33你们曾差人到约翰
那里，他为真理作过见证。34其
实，我所受的见证不是从人来
的；然而，我说这些话，为要
叫你们得救。35约翰是点着的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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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ꒀꉴꆹꄻꏷꌬꀕꃅꇬꄔꄉꌠꂷꇭꉬ，

ꆍꊇꆹꇇꈤꋋꇅꇬꋍꁨꑭꆍꇫꉌꃹ。

36ꄚ，ꉡꆹꅇꊪꒀꉴꈀꌬꌠꏭꀋꋌꃅꀉ

ꒉꌠꐥ，ꑠꆹꌤꉢꈀꃅꈧꌠꉬ；ꌤꋋꈨ

ꐯꇯꉬꇮꃅꀉꄉꄻꉢꁳꃅꎻꌠ，ꄚꄉ

ꉢꀉꄉꇱꁆꌌꇁꌠꉬꌠꊩꀽꀐ。37ꉢ

ꋌꇱꁆꎼꇁꌠꀉꄉꑌꉠꎁꃅꅇꊪꌬ

ꋺ。ꋍꃚꋒꆹꐥꅷꇁꆍꇫꈨꀋꋻ，ꋍ
ꇴꉻꑌꐥꅷꇁꆍꇫꂿꀋꋻ；38ꆍꊇꆹꊿ

ꋌꇱꁆꎼꇁꂶꌠꆍꇬꀋꑇꄉ，ꋍꉙꅇ

ꂘꅇꆍꋌꎺꉌꂵꇬꊐꀋꄉ。39ꆍꊇꆹ

ꌃꎔ꒰ꀨꈐꏭꐩꋊꐩꍂꀑꇬꑌꎼꈀ

ꄉ，꒰ꀨꎥꃪ；ꉠꎁꃅꅇꊪꌬꌠꆹꏂꀨ

ꋋꈨꉬ；40ꄚ，ꆍꊇꉠꄹꄉꀑꇬꊪꇁꀋ

ꅲ。41ꉢꀑꒉꑊꒉꊿꄷꄉꇁꌠꑠꀋ

ꊪ。42ꄚ，ꆍꊇꉌꂵꇬꏃꃅꌋꉂꐪꀋ

ꑌꌠꉢꅉꐚ。43ꉡꆹꉠꀉꄉꂓꄜꌗꄜ

ꄉꇁ，ꄚ，ꆍꊇꆹꉢꀋꋩꉢꀋꏦ；ꀋꄸ

ꄷꌞꀉꁁꊿꊨꏦꂓꄜꌗꄜꄉꇁꇬꆏ，

ꆍꊇꀱꌊꇫꋩꇫꏦ。44ꆍꊇꆹꀉꄂꀕ

ꌠꏃꃅꌋꂶꌠꄷꄉꇁꌠꀑꒉꑊꒉꀋꎹ

ꀋꈹꃅ，ꀱꌊꐮꏯꀉꄂꀑꒉꑊꒉꄀꑲ

ꆏ，ꆍꊇꈍꃅꉢꑅꉆꂯ？45ꆍꊇꉢꀉꄉ

ꂾꄉꆍꊂꅇꎹꉂꃅꑠꄡꉪ；ꆍꊂꅇꎹ

ꌠꋍꂷꐥ，ꋋꆹꆍꇫꉘꇉꌠꃀꑭꉬ。

46ꀋꄸꄷ，ꆍꊇꃶꐚꃅꃀꑭꑇꑲꆏ，ꆍ

ꀋꎪꃅꉡꑌꑇꌠꉬ；ꑞꃅꆏ，ꋍꄯꒉꇬ

ꅇꂷꉠꏯꄐꌐꄉꉉꌠꇬꅑ。47ꋌꁱꄉ

ꇈꌠꄯꒉꇯꆎꆍꇬꀋꑇꑲꆏ，ꅇꂷꉢ

ꉉꌠꈍꃅꆍꊇꋌꑅꂯ？”ꄷ。 

灯，你们情愿暂时喜欢他的
光。36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
证，就是我所做的事；这些都
是父要我做的，见证我是父所
差来的。37差我来的父也为我作
过见证。你们从来没有听见他
的声音，也没有看见他的形
象；38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
里，因为他所差来的，你们不
信。39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
为内中有永生；给我作见证的
就是这经；40然而，你们不肯到
我这里来得生命。41我不受从人
来的荣耀。42但我知道你们心里
没有神的爱。43我奉我父的名
来，你们并不接待我；若有别
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要接
待他。44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
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
信我呢？45不要想我在父面前要
告你们；有一位告你们的，就
是你们所仰赖的摩西。46你们如
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
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47你们若
不信他的书，怎能信我的话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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ꊿꉬꄙꑹꑳꌠꍈꂊ 耶稣给五千人吃饱 

6 ꌤꋌꐘꈭꐨꆏ，ꑳꌠꆹꄝꀘꅿꑸ

ꎿꃀꄷꑌꄹꌠꏤꆀꀕꎿꃀꇬꈳꅐ 6 这事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
海，就是提比哩亚海。2有 

ꁧ。2ꋌꊿꆅꌠꇭꀧꇬꄉꌋꃅꐪꑽꑌ

ꃅꌠꑠꊿꈍꑋꊌꂿꐛꅹ，ꋀꊇꐯꇯꋍ

ꊂꈹꐺꌐ。3ꑳꌠꉘꁌꇬꆹꇈꋍꌶꌺꈽ

ꀊꄶꑌ。4ꀊꋨꄮꇬꆏ，ꒀꄠꊿꐂꈴ

ꎺꄅꋩꑍꑟꇁꂯꄉꀐ。5ꑳꌠꀂꏾꐕ

ꄉꉜꇈ，ꊿꈍꒈꑠꁥꋀꉚꄉꇁꌠꋌꊌ

ꂿꇬꆏ，ꋌꃏꆀꏭ：“ꉪꊇꇿꇬꄉꎬ

ꁱꃼꌊꊿꋋꈨꍈꂯ？”ꄷꅲ。6ꑳꌠ

ꊨꏦꆹꈍꄮꇯꆐꈍꃅꀕꋭꌠꋌꅉꐚ

ꀐ，ꋌꑠꃅꇫꅲꌠꆹꃏꆀꏭꎖꉚꌠ。

7ꃏꆀꆏ：“ꎬꁱꐎꑍꊏꑾꁌꑋꊿꋋ

ꈨꊾꂿꋍꁠꆤꀋꊌ”ꄷꅇꀱ。8ꌶꌺ

ꂷꐥ，ꋋꆹꑭꂱ•ꀺꄮꀁꑳꉢꄓꆺꉬ，

ꋌꑳꌠꏭ：9“ꄚꀉꑳꍈꌿꃚꉬꂷꌋ

ꆀꉛꑍꏢꌌꐺꂷꐥ，ꄚ，ꊿꑠꑋꑍ，ꌌ

ꈀꄸꂷꈌꄀꂯ？”ꄷ。10ꑳꌠꆏ：

“ꆍꊇꊿꈧꌠꏭꇫꑌꄉꄷ”ꄷ。ꃅ

ꄷꀊꋩꈚꇬꆏꁬꏂꃅꐙꑠꈚꉬꄉ，ꊿ

ꈧꌠꅞꁬꏂꇬꑌꌐ，ꊻꂷꉬꄙꑹꀑꂪ

ꐥ。11ꌿꃚꑳꌠꒃꌊꈀꎭꀕꅇꉉꈭ

ꐨꆏ，ꌿꃚꋌꁸꊿꀊꄶꑌꈧꌠꍈ，ꉚ

ꑌꑠꃅꁸꋀꊇꍈ，ꋀꊇꈍꑋꋠꏾꆏꈍ

ꑋꋠ。12ꊿꈧꌠꐯꇯꋠꂊꀐ，ꑳꌠꌶ

ꌺꈧꌠꏭ：“ꋚꒉꄻꁧꄡꈿꃅ，ꎄꀕ

ꃀꀕꈧꌠꏓꐯꇯꄉ”ꄷ。13ꌿꃚꋋ

ꉬꂷꊿꑠꑋꑍꋠꈭꐨ，ꎄꀕꃀꀕꈧꌠ

ꋀꏓꐯꇯꎼꇁꇬ，ꊮꇁꊰꑋꂷꇬꐛ。

14ꑳꌠꈀꃅꌠꌋꃅꐪꑽꑌꑠꉹꁌꊌꂿ

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
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3耶稣
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
里。4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
了。5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
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
叫这些人吃呢？”6他说这话，是
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
怎样行。7腓力回答说：“就是二
十两银子的饼，叫他们各人吃
一点，也是不够的。”8有一个门
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得
烈，对耶稣说：9“在这里有一个
孩童，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
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
么呢？”10耶稣说：“你们叫众人
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
人就坐下，数目约有五千。11耶
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
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
都随着他们所要的。12他们吃饱
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
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
的。”13他们便将那五个大麦饼
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
的，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
篮子。14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
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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ꄉ，ꋀꊇ：“ꊿꋋꂷꆹꇯꍝꃅꅉꄜꊿ

ꋧꃅꇁꂿꄷꀊꋨꂷꉬ”ꄷꌐ。15ꑳꌠ

ꆹꊿꈧꌠꋋꄀꇗꄉꋌꁳꃰꃅꄻꎻꂯꌠ

ꋌꌧꄉ，ꋍꊨꏦꀉꄂꃅꋌꎞꉈꑴꉘꁌ

ꇬꁧꀐ。 

来的先知！”15耶稣既知道众人
要来强逼他作王，就独自又退
到山上去了。 

 

ꑳꌠꒉꄩꈴꐺ 耶稣在水面行走 
16ꈊꄮꃀꑞꄮꇬꆏ，ꋍꌶꌺꈧꌠꎿ

ꋮꉜꄉꒉ，17ꋀꐂꇉꇬꑌꇈꎿꂶꌠꈴ

ꄉꏦꀙꇊꉜꄉꁧ，ꃅꃤꀐꇬ，ꑳꌠꄡ

ꇗꋀꊇꄹꑟꀋꇁꌦ。18ꋋꇅꃅ，ꆲꇨ

ꁏꄉ，ꎿꇬꒈꂃꒊꆱꄓꇁ。19ꌶꌺꈧ

ꌠꇉꇵꌊꆏꈉꊯꎖꂷꈴꇈ，ꑳꌠꎿꄩ

ꈴꅷꇀꅉꇀꅉꇉꇶꌠꇬꊫꇁꌠꋀꊇꊌ

ꂿꇬꆏ，ꋀꊇꐬꆠꇁꀐ。20ꄚ，ꑳꌠ

ꋀꊇꏯ：“ꉢꄹ！ꏸꏦꌋꀋꌸ”

ꄷ。21ꄚꄉꌶꌺꈧꌠꉌꇿꃅꑳꌠꋀꊪ

ꇉꇬꑌ，ꇉꇶꌠꋋꇅꃅꀕꄷꋀꇫꁧꅉ

ꈚꌠꇬꑟꀐ。 

16到了晚上，他的门徒下海
边去，17上了船，要过海往迦百
农去。天已经黑了，耶稣还没
有来到他们那里。18忽然狂风大
作，海就翻腾起来。19门徒摇橹
约行了十里多路，看见耶稣在
海面上走，渐渐近了船，他们
就害怕。20耶稣对他们说：“是
我，不要怕！”21门徒就喜欢接
他上船，船立时到了他们所要
去的地方。 

 

ꑳꌠꆹꀑꇬꋚꉬ 耶稣是生命的粮 
22ꊁꄹꉇꆏ，ꉹꁌꎿꅶꁉꐥꇈꈧ

ꌠꀊꄶꇬꇉꀉꁁꀋꐥꃅꇉꀄꊭꑠꇷꀉ

ꄂꐥꌠꋀꅉꐚ，ꉈꑴꑳꌠꋍꌶꌺꐊꀋ

ꁧꃅꌶꌺꈧꌠꀉꄂꊨꏦꃅꁧꀐꌠꑌꋀ

ꅉꐚ。23ꄚ，ꇉꀄꊭꃅꑠꈍꑋꇷꄝꀘ

ꅿꑸꄉꇁꌊꃅꄷꌋꈀꎭꀕꅇꉉꇈꌿꃚ

ꋌꁸꊾꍈꈚꌠꇬꊫꇁ。24ꑳꌠꌋꆀꋍ

ꌶꌺꈧꌠꀊꄶꇬꀋꐥꌠꉹꁌꈧꌠꊌꂿ

ꇬꆏ，ꋀꊇꇉꑌꏦꀙꇊꏭꉜꄉꑳꌠꎹ

ꁧ。25ꎿꅶꁉꄉꑳꌠꋀꎹꊊꈭꐨꆏ，

ꋀꇬꏭ：“ꂘꃀꀋ！ꆏꈍꄮꇬꄚꇁꌠ

22第二日，站在海那边的众
人知道那里没有别的船，只有
一只小船，又知道耶稣没有同
他的门徒上船，乃是门徒自己
去的；23然而，有几只小船从提
比哩亚来，靠近主祝谢后分饼
给人吃的地方。24众人见耶稣和
门徒都不在那里，就上了船，
往迦百农去找耶稣。25既在海那
边找着了，就对他说：“拉比，
是几时到这里来的？”26耶稣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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ꉬ？”ꄷ。26ꑳꌠꆏꋀꊇꏯ：“ꉢꇯ

ꍝꃅꉉꆍꇰ，ꆍꊇꉢꎷꇁꌠꆹ，ꌋꃅꐪ

ꑽꑌꆍꊌꂿꀐꌠꒉꄸꀋꉬꃅ，ꆍꊇꌿ

ꃚꋠꄉꂊꌠꒉꄸꉬ。27ꋚꒉꈍꃅꑌꍹ

ꐛꆿꐛꉆꀊꋨꈨꎁꃅꑘꄡꁨꃅ，ꐩꋊ

ꐩꍂꃅꊭꄉꌠꀐꇬꋚꒉꀊꋨꈨꎁꃅꑘ

ꁨꌶ，ꋋꆹꊾꌺꄻꆍꇖꈧꌠꄜ；ꑞꃅ

ꆏ，ꊾꌺꆹꏃꃅꌋꀉꄉꋍꐪꌐꋌꄻꇬ

ꄀꄉꌠꉬ”ꄷ。28ꉹꁌꑳꌠꏭ：“ꉪ

ꊇꌤꑞꑵꃅꑲꆀꏃꃅꌋꌤꃅꌠꌗꄡ

ꑟ？”ꄷꅲ。29ꑳꌠꆏꋀꊇꏯ：“ꏃ

ꃅꌋꈁꁆꎼꇁꂶꌠꑇꌠꆹꌤꏃꃅꌋꃤ

ꃅꌠꉬ”ꄷ。30ꋀꊇꉈꑴꑳꌠꏭ：

“ꆏꌋꃅꐪꑽꑌꑞꑵꃅꉪꊇꀨꄉ，ꉪ

ꁳꊌꂿꄷꆏꆏꑅꎻꂯ？ꆏꇯꍝꃅꑞꑵ

ꃅꂯ？31ꉪꊇꀋꁌꀋꁧꆹꇈꈬꇉꃪꄉꂸ

ꇂꋠꋺ，ꑠꆹꁱꏂꀨꇬꄀꄉꌠꌋꆀꐯ

ꌟ：‘ꉬꉎꄉꇁꌠꋚꒉꋌꄻꋀꊇꍈ’

ꄷ”ꄷ。32ꑳꌠꉈꑴꋀꊇꏯ：“ꉢꇯ

ꍝꃅꉉꆍꊇꇰ，ꋚꒉꉬꉎꄉꇁꀊꋨꈨ

ꆹꃀꑭꄻꆍꊇꇖꌠꀋꉬꃅ，ꉬꉎꋚꒉ

ꃶꐚꌠꉠꀉꄉꄻꆍꇖꌠꉬ。33ꑞꃅ

ꆏ，ꏃꃅꌋꋚꒉꆹꉬꉎꄉꇁꇈꀑꇬꄻ

ꋧꃅꁵꌠꑠꉬ”ꄷ。 

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
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27不要
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
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
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
父神所印证的。”28众人问他
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
的工呢？”29耶稣回答说：“信神
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工。”
30他们又说：“你行什么神迹，
叫我们看见就信你？你到底做
什么事呢？31我们的祖宗在旷野
吃过吗哪，如经上写着说：‘他
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
32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
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
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
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33因为神
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
生命给世界的。” 

34ꋀꊇꆏ：“ꌌꁈ！ꅉꀕꃅꋚꒉ

ꋌꑵꄻꉪꊇꇖ”ꄷ。35ꑳꌠꆏ：“ꉡ

ꆹꀑꇬꋚꒉꉬ，ꊿꉠꄹꇁꌠꆹꀋꎪꃅꂮ

ꀋꐚ；ꊿꉢꑅꌠꆹꈍꃅꑌꐩꋊꐩꍂꃅ

ꒉꀋꌤ。36ꄚ，ꉢꉉꆍꇰꋺ，ꉢꆍꊌꂿ

ꀐꇬ，ꆍꄡꇗꉢꀋꑇ。37ꊿꀉꄉꄻꉢ

ꈀꇖꌠꆏ，ꀋꎪꃅꐯꇯꉠꄹꇁꌐꌠꉬ；

34他们说：“主啊，常将这粮
赐给我们。”35耶稣说：“我就是
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
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
36只是我对你们说过，你们已经
看见我，还是不信。37凡父所赐
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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ꉡꆹꈍꃅꑌꊿꉠꄹꇁꌠꉢꇵꇬꀋꎭ。

38ꑞꃅꆏ，ꉢꉬꉎꇬꄉꀁꋌꇁꌠꆹ，ꉠ

ꊨꏦꉪꐨꇬꈴꄉꃅꇁꌠꀋꉬꃅ，ꉢꋌ

ꇱꁆꎼꇁꂶꌠꉪꐨꇬꈴꄉꃅꇁꌠꉬ。

39ꉢꋌꇱꁆꎼꇁꂶꌠꉪꐨꆹꑠꉬ：ꊿꋌ

ꄻꉡꈀꇖꈧꌠ，ꉢꁳꋍꂷꑋꄝꆘꅝꀋ

ꎽ，ꄷꀋꁧꃅꋊꌐꂫꄹꉇꆏꋀꁳꀱꐥ

ꇁꎻ。40ꑞꃅꆏ，ꉠꀉꄉꉪꐨꆹ，ꊿꊾ

ꌺꋀꊌꂿꄉꑇꈧꌠꁳꐩꋊꐩꍂꀑꇬꊌ

ꎻ，ꄷꀋꁧ，ꃅꋊꌐꂫꄹꉇꆏ，ꉢꋀꁳ

ꀱꐥꇁꎻ”ꄷ。 

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
38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
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
差我来者的意思行。39差我来者
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
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
叫他复活。40因为我父的意思是
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
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 

41ꑳꌠ：“ꉡꆹꉬꉎꇬꄉꀁꋌꇁꌠ

ꋚꒉꉬ”ꄷꉉꐛꅹ，ꒀꄠꊾꆏꁠꆈꄉ

ꋍꊂꍣ，42ꋀꊇꆏ：“ꊿꋋꂷꆹꒀꌝꌺ

ꑳꌠꀋꉬꅀ？ꋍꀉꂿꀉꄉꉪꊇꇬꀋꌧ

ꅀ？ꋌꀋꃉꈍꃅ‘ꉡꆹꉬꉎꇬꄉꀁꋌ

ꇁꌠ’ꃅꉉꌠꉬ？”ꄷ。43ꑳꌠꋀꊇ

ꏯ：“ꆍꊇꐯꇯꄡꉉꄡꍣꀐ。44ꀋꄸ

ꄷ，ꉢꋌꇱꁆꎼꇁꌠꀉꄉꊾꅰꈻꌠꀋ

ꉬꑲꆏ，ꊿꉠꄹꇁꄎꌠꋍꂷꑋꀋꐥ；ꉡ

ꆹꃅꋊꌐꂫꄹꉇꆏ，ꊿꉠꄹꇁꌠꁳꀱꐥ

ꇁꎻ。45ꅉꄜꄯꒉꇬ：‘ꋀꊇꐯꇯꏃ

ꃅꌋꉙꅇꂘꅇꊌꇁꌐ’ꃅꁱꇬꄀ

ꄉ。ꊿꀉꄉꉙꅇꂘꅇꈀꅲ、ꈀꌷꌠ

ꃅꄚꉠꄹꇁꌐ。46ꑠꆹꊿꀉꄉꂿꋺꌠ

ꐥꄷꌠꀋꄜ；ꏃꃅꌋꄷꄉꇁꂶꌠꀉꄂ，

ꀉꄉꋌꊌꂿꋺ。47ꉢꇯꍝꃅꉉꆍꇰ，

ꊿꇬꑅꌠꆏꐩꋊꐩꍂꀑꇬꊌ。48ꉡꆹ

ꀑꇬꋚꒉꉬ。49ꆍꊇꀋꁌꀋꁧꆹꇈꈬ

ꇉꃪꄉꂸꇂꋠꋺꇬ，ꋀꊇꄡꇗꌦꀐ。

50ꑠꆹꉬꉎꄉꀁꋌꇁꌠꋚꒉꉬ，ꊿꁳꋠ

41犹太人因为耶稣说：“我是
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就私下议
论他，42说：“这不是约瑟的儿
子耶稣吗？他的父母我们岂不
认得吗？他如今怎么说‘我是从
天上降下来的’呢？”43耶稣回答
说：“你们不要大家议论。44若
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
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
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 
45在先知书上写着说：‘他们都
要蒙神的教训。’凡听见父之教
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
46这不是说有人看见过父；惟独
从神来的，他看见过父。47我实
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信的人有
永生。48我就是生命的粮。49你
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吗哪，还
是死了。50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
粮，叫人吃了就不死。51我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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ꈭꐨꆏꀋꌦꎻ。51ꉡꆹꉬꉎꄉꀁꋌꇁ

ꌠꀑꇬꋚꒉꉬ；ꀋꄸꄷ，ꊿꋚꒉꋌꑵꋠ

ꑲꆏ，ꀋꎪꃅꐩꋊꐩꍂꃅꇫꐥ。ꋚꒉ

ꉢꄖꊾꇖꌠꆹꉠꇭꀧꎸꉬ，ꋧꃅꃰꊿ

ꀑꇬꎁꃅꄖꊾꇖꌠꉬ”ꄷ。 

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
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
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
之生命所赐的。” 

52ꑠꅹ，ꒀꄠꊿꆏ：“ꊿꋋꂷꈍ

ꃅꋍꇭꀧꎸꄻꉪꊇꍈꂯ？”ꃅꐮꈌ

ꀥ。53ꑳꌠꄹꇬ：“ꉢꇯꍝꃅꉉꆍ

ꇰ，ꀋꄸꄷ，ꆍꊇꊾꌺꎸꀋꋠ，ꊾꌺꌦ

ꀋꅝꑲꆏ，ꆍꊇꆹꀑꇬꆍꇭꀧꇬꀋ

ꑌ。54ꉠꎸꋠ、ꉠꌦꅝꌠꆹꐩꋊꐩꍂ

ꀑꇬꊌ，ꄷꀋꁧ，ꃅꋊꌐꂫꄹꉇꆏ，ꉢ

ꋌꁳꀱꐥꇁꎻ。55ꉠꇭꀧꎷꆹꇯꍝꃅ

ꋠꉆꌠꉬ；ꉠꌦꆹꇯꍝꃅꅝꉆꌠꉬ。

56ꊿꉠꎸꋠꌠ、ꉠꌦꅝꌠꆹꅉꀕꃅꉠ

ꈐꏭꀀ，ꉡꑌꅉꀕꃅꋍꈐꏭꑌ。57ꐩ

ꋊꐩꍂꃅꇫꐥꌠꀉꄉꉢꋌꁆꎼꇁ，ꉡ

ꑌꋍꒉꄸꃅꇫꐥ；ꐯꌟꃅ，ꊿꉠꎸꋠꌠ

ꑌꉠꒉꄸꃅꇫꐥ。58ꑠꆹꉬꉎꄉꀁꋌ

ꇁꌠꋚꒉꉬ。ꊿꋚꒉꋌꑵꋠꌠꆏ，ꐩ

ꋊꐩꍂꃅꇫꐥꌠꉬ，ꑠꆹꆍꊇꀋꁌꀋꁧ

ꂸꇂꋠꈭꐨ，ꊁꆏꄡꇗꌦꀐꌠꌋꆀꐯ

ꀋꌡ”ꄷ。59ꅇꂷꋋꈨꆹꑳꌠꏦꀙꇊ

ꉻꏑꅉꇬꄉꊿꉗꊿꂘꄮꇬꉉꌠꉬ。 

52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
说：“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
们吃呢？”53耶稣说：“我实实在
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
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
有生命在你们里面。54吃我肉喝
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
要叫他复活。55我的肉真是可吃
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56吃我
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
也常在他里面。57永活的父怎样
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
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
着。58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
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
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吗哪还是
死了。”59这些话是耶稣在迦百
农会堂里教训人说的。 

 

ꐩꋊꐩꍂꀑꇬꇗꅉ 永生之道 
60ꋍꌶꌺꈍꑋꈨꅇꂷꋋꈨꋀꈨꈭ

ꐨꆏ，ꋀꑠꃅꉉ：“ꉙꅇꂘꅇꋋꈨꊋ

ꋠꇨ，ꈀꄸꂷꇫꅲꑲꌧ？”ꄷ。61ꑳ

ꌠꄸꈐꇬꆹꌶꌺꈧꌠꅇꂷꋋꈨꒉꄸꃅ

ꉉꍣꌠꋌꅉꐚꄉ，ꋌꋀꊇꏯ：“ꉙꅇ

ꂘꅇꋋꈨꆍꊇꋌꎼꉌꅧꑓꇤ（“ꉌꅧꑓ

60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
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
呢？”61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为这
话议论，就对他们说：“这话是
叫你们厌弃吗（“厌弃”原文作“跌

倒”）？62倘或你们看见人子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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ꇤ”ꑝꇂꉙꇬꆹ“ꐚꇬꅜ”ꃅꅑ）ꇁꅀ？62ꀋꄸ

ꄷ，ꊾꌺꐕꌊꂴꋍꈀꐥꅉꈚꌠꇬꐥꁧ

ꌠꆍꊌꂿꑲꆏ，ꈍꃅꐙꂯ？63ꊿꁳꇫꐥ

ꎻꌠꆹꌃꎔꒌꉬ，ꇭꀧꎷꆹꈲꏣꋍꍈ

ꑋꀋꐥꌠ。ꉢꆍꏭꈁꉉꌠꅇꂷꆹꌃꎔ

ꒌꉬ，ꀑꇬꉬ。64ꑠꃅꑴꇬ，ꆍꊇꈬꄔ

ꊿꋍꈨꆏꇬꀋꑇ”ꄷ。ꑳꌠꆹꂴꉘꃀ

ꇯꆐꈀꄸꋌꀋꑇ﹑ꈀꄸꋌꃵꇁꌠꋌꅉ

ꐚ。65ꋌꉈꑴ：“ꑠꅹ，ꉢꉉꆍꇰꋺ，

ꀋꄸꄷ，ꉠꀉꄉꑆꊋꈁꁠꋀꊌꌠꀋꉬ

ꑲꆏ，ꊿꉠꄹꇁꄎꌠꀋꐥ”ꄷ。 

他原来所在之处，怎么样呢？
63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
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
是灵，就是生命。64只是你们中
间有不信的人。”耶稣从起头就
知道谁不信他，谁要卖他。65耶
稣又说：“所以我对你们说过，
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
能到我这里来。” 

66ꄚꄉ，ꋍꌶꌺꈬꄔꈍꑋꈨꀱꁧ

ꄉ，ꉈꑴꋋꌋꆀꐮꐊꀋꐺꀐ。67ꑳꌠ

ꆏꁆꄻꊩꌺꊰꑋꑼꌠꏭ：“ꆍꊇꑌꁧ

ꑴꅀ？”ꄷꅲ。68ꑭꂱ•ꀺꄮꆏ：

“ꌋꀋ！ꆎꆹꐩꋊꐩꍂꀑꇬꇗꅉꆏ

ꐥ，ꉪꀱꈀꄸꐊꁧꑴꌦꂯ？69ꉪꊇꆹꆏ

ꑅꀐ，ꉈꑴꆎꆹꏃꃅꌋꃤꌃꎔꂶꌠꉬ

ꌠꉪꅉꐚ”ꄷꅇꀱ。70ꑳꌠꆏ：“ꆍ

ꊇꋋꊰꑋꑼꆹꉢꌋꄉꌠꀋꉬꅀ？ꄚ，ꆍ

ꊇꈬꄔꋍꂷꆹꑊꋌꌌꁈꉬ！”ꄷ。

71ꑳꌠꅇꂷꋋꇬꆹꏤꇊꊿꑭꂱꌺꒀꄊ

ꏭꌐꄉꉉꌠ，ꋌꊇꅉꃅꇬꆹꑳꌠꁆꄻ

ꊩꌺꊰꑋꑼꌠꈬꄔꋍꂷꉬ，ꊁꆏꑳꌠ

ꃷꂶꌠ。 

66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
的，不再和他同行。67耶稣就对
那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
吗？”68西门•彼得回答说：“主
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
从谁呢？69我们已经信了，又知
道你是神的圣者。”70耶稣说：
“我不是拣选了你们十二个门徒
吗？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
鬼。”71耶稣这话是指着加略人
西门的儿子犹大说的；他本是
十二个门徒里的一个，后来要
卖耶稣的。 

 

ꑳꌠꀁꑳꆹꑳꌠꀋꑇ 耶稣的弟兄不信 

7 ꌤꋌꐘꈭꐨꆏ，ꑳꌠꏤꆀꀕꃅꄷ

ꄂꏷꐺ；ꒀꄠꊿꋌꌉꏢꉨꐛꅹ， 
7 这事以后，耶稣在加利利游

行，不愿在犹太游行，因为 
ꋌꒀꄠꃅꄷꏮꐺꀋꏾ。2ꀊꋨꄮꇬ，

ꒀꄠꊿꁁꑳꅥꎺꄅꋩꑍꑟꇁꂯꄉꀐ。

3ꑳꌠꀁꑳꈧꌠꋍꏭ：“ꆏꄚꇬꄡꐥꃅ

犹太人想要杀他。2当时犹太人
的住棚节近了。3耶稣的弟兄就
对他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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ꒀꄠꃅꄷꁧꄉ，ꅽꌶꌺꈧꌠꁳꑌꌤꆏ

ꈀꃅꈧꌠꂿꎻ。4ꊾꂷꂓꅑꌗꅑꏾ

ꇬ，ꁠꆈꄉꌤꃅꌠꀋꐥ；ꀋꄸꄷꆏꌤꋋ

ꈨꃅꑲꆏ，ꅽꊨꏦꄇꇖꀕꃅꄻꋧꃅꃰ

ꊿꀨꄡꑟ”ꄷ。5ꋍꀁꑳꈧꌠꂯꋍꏭ

ꑠꃅꉉꌠꆹꋀꊇꋌꀋꑇꒉꄸ。6ꑳꌠꆏ

ꋀꊇꏯ：“ꉠꄮꈉꇫꑟꀋꇁꌦ；ꄚ，

ꆍꄮꈉꆹꈍꄮꑌꊜꋽꇬꎷ。7ꋧꃅꃰ

ꊿꆹꆍꌂꀋꄐ，ꄚ，ꉡꆹꋀꏭꋀꃅꐪꑽ

ꑌꆹꄷꅠꌠꉬꄷꄐꌐꄉ，ꋀꊇꉡꌂ。

8ꆍꊇꉎꏭꋩꑍꋨꏦꆹ！ꉡꆹꉠꄮꈉꀋ

ꑟꑴꌦꐛꅹꃅ，ꉢꀋꃅꉎꏭꋩꑍꋨꏦ

ꀋꆹ”ꄷ。9ꋌꅇꋋꈨꉉꈭꐨ，ꄡꇗ

ꏤꆀꀕꐥꑴꌦ。 

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
的事。4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
暗处行事的；你如果行这些
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
看。”5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
是因为不信他。6耶稣就对他们
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
的时候常是方便的。7世人不能
恨你们，却是恨我；因为我指
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8你们
上去过节吧！我现在不上去过
这节，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
满。”9耶稣说了这话，仍旧住在
加利利。 

 

ꑳꌠꁁꑳꅥꎺꄅꋩꑍꋨꏦ 耶稣过住棚节 
10ꄚ，ꋍꀁꑳꈧꌠꇫꆹꈭꐨꆏ，ꋋ

ꑌꉎꏭꋩꑍꋨꏦꆹ，ꋌꄇꄝꋊꄉꀋꆹꃅ

ꂁꄉꆹ。11ꋩꑍꋨꏦꇄꌠꇬ，ꒀꄠꊿ

ꀊꄶꇬꄉ：“ꋌꇿꐥ？”ꃅꑳꌠ

ꎹ。12ꉹꁌꈧꌠꎑꀕꎓꃅꑳꌠꊂꍣ

ꌐ，ꊿꋍꈨꄹꇬꆏ：“ꋋꆹꊿꂂꂷ

ꉬ”ꄷ，ꊿ：“ꇿꉬꂿꄷ！ꋋꆹꉹꁌ

ꁍꃕꐹꂷ”ꄷꌠꑌꐥ。13ꄚꑠꃅꑴ

ꇬ，ꊿꈧꌠꒀꄠꊿꏦꐛꅹ，ꄇꄝꋊꄉ

ꋍꃆꂮꉉꄜꂷꀋꐥ。 

10但他弟兄上去以后，他也
上去过节，不是明去，似乎是
暗去的。11正在节期，犹太人寻
找耶稣，说：“他在哪里？”12众
人为他纷纷议论，有的说：“他
是好人。”有的说：“不然，他是
迷惑众人的。”13只是没有人明
明地讲论他，因为怕犹太人。 

14ꋩꑍꋨꏦꄮꇬꆏ，ꑳꌠꌃꎔꑷꂿ

ꇬꄉꊿꉗꊿꂘꆹ。15ꒀꄠꊿꈧꌠꋌꇰ

ꌊ：“ꋌꄯꒉꌷꀋꋻꇬ，ꑞꃅꑠꃅꌧ

ꅍꐥꌠꉬꂯ？”ꃅꉉ。16ꑳꌠꆏꋀꊇ

ꏯ：“ꉠꉙꅇꂘꅇꆹꉠꊨꏦꃤꀋꉬ

ꃅ，ꉢꋌꁆꎼꇁꂶꌠꃤꉬ。17ꀋꄸꄷ，

14到了节期，耶稣上殿里去
教训人。15犹太人就希奇，说：
“这个人没有学过，怎么明白书
呢？”16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
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
的。17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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ꊾꂷꉪꄉꏤꄉꏃꃅꌋꉪꐨꃅꏾꑲꆏ，

ꀋꎪꃅꉠꉙꅇꂘꅇꋋꈨꆹ，ꏃꃅꌋꄷ

ꄉꅐꇁꌠꅀꉠꊨꏦꉪꅇꈨꉬꌠꋌꐝꉅ

ꌠꉬ。18ꊨꏦꉪꐨꇬꈴꄉꅇꉉꌠꆹ，

ꀑꒉꑊꒉꎹꊨꏦꄀꏢꉨꌠ；ꋌꀑꒉꑊ

ꒉꄻꋋꈁꁆꂶꌠꄀꌠꆏ，ꊿꋋꂷꆹꃶ

ꐚꌠꉬ，ꋍꉌꂵꇬꀋꑗꀋꉬꌠꋍꍈꑋ

ꀋꑌ。19ꃀꑭꄹꏦꋌꄜꁊꆍꊇꁵꌠꀋ

ꉬꅀ？ꄚ，ꆍꊇꄹꏦꇬꍬꂷꑋꀋꐥ，ꆍ

ꊇꑞꃅꉢꌉꏢꉨꌠꉬ？”ꄷ。20ꊿꈧ

ꌠꇬꏭ：“ꆎꆹꑊꋌꐉꂷꉬꀐ！ꈀꄸ

ꂷꆏꌉꏢꉨ？”ꄷ。21ꑳꌠꆏꋀꏭ：

“ꉢꌤꋍꐘꀉꄂꃅꇬ，ꆍꊇꋌꇰꈌꉛ

ꀕꌐ。22ꃀꑭꆹꌐꍓꏦꃤꋌꄻꆍꊇꁵ

（ꇯꍝꃅꇬ，ꌐꍓꏦꃤꆹꆍꀋꁌꀋꁧꄻ

ꆍꁳꇈꌠ，ꃀꑭꄻꆍꁳꇈꌠꀋꉬ），ꑠ

ꅹ，ꆍꊇꑌꑬꆏꄹꉇꊿꇭꀧꇬꌐꍓꏦ

ꃤꃅ。23ꊿꃀꑭꄹꏦꀜꀋꐆꂿꄷꄉ，

ꑬꆏꄹꉇꌐꍓꏦꃤꃅꑲꆏ，ꉢꑬꆏꄹ

ꉈꊾꂷꇭꀧꉢꉃꌒꁟꑻꀕꇬ，ꆍꊇꑞ

ꃅꉠꊂꃃꇁ？24ꉇꇴꉇꉻꇬꉜꄉꉬꀋꉬ

ꌠꀞꄡꇽꃅ，ꊒꆽꃅꉬꀋꉬꌠꀞꇽꇬ

ꎷ”ꄷ。 

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
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18人
凭着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
耀；惟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
耀，这人是真的，在他心里没
有不义。19摩西岂不是传律法给
你们吗？你们却没有一个人守
律法。为什么想要杀我呢？”
20众人回答说：“你是被鬼附着
了！谁想要杀你？”21耶稣说：
“我做了一件事，你们都以为希
奇。22摩西传割礼给你们（其实
不是从摩西起的，乃是从祖先
起的），因此你们也在安息日给
人行割礼。23人若在安息日受割
礼，免得违背摩西的律法，我
在安息日叫一个人全然好了，
你们就向我生气吗？24不可按外
貌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
是非。” 

 

ꋌꏢꄖꉫꀕ？ 这是基督吗？ 
25ꑳꇊꌒꇌꊿꈬꄔꋍꈨꆏ：“ꊿ

ꋋꂷꋀꊇꇬꌉꏢꉨꂶꌠꀋꉬꅀ？26ꇬ

ꉚ！ꋌꄇꄝꋊꄉꇗꅉꉉꇬ，ꋀꊇꋍꏭ

ꑞꑌꀋꉉ，ꌟꒉꈧꌠꋋꆹꏢꄖꉬꌠꇯ

ꍝꃅꋀꊇꅉꐚꌠꅀ？27ꄚ，ꊿꋋꂷꆹꇿ

ꇬꄉꇀꂷꉬꌠꉪꊇꅉꐚ，ꏢꄖꇀꄮꇬꆹ

ꋌꇿꇬꄉꇁꌠꊿꇫꅉꐚꌠꀋꐥ”ꄷ

25耶路撒冷人中有的说：“这
不是他们想要杀的人吗？26你看
他还明明地讲道，他们也不向
他说什么，难道官长真知道这
是基督吗？27然而，我们知道这
个人从哪里来；只是基督来的
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



ꒀꉴꌒꅇ  7 309 约翰福音  7 

 

ꉉ。28ꀊꋨꄮꇬ，ꑳꌠꌃꎔꑷꂿꇬꄉ

ꊿꉗꊿꂘ，ꋌꃚꐓꄉ：“ꆍꊇꆹꉢ

ꌥ，ꉢꇿꇬꄉꇁꌠꑌꆍꊇꅉꐚ，ꉡꆹꉠ

ꊨꏦꉪꐨꃅꄚꇬꇁꌠꀋꉬ，ꄚ，ꉢꋌꇱ

ꁆꎼꇁꂶꌠꆹꃶꐚꌠꉬ，ꋋꆹꆍꊇꇬꀋ

ꌧ。29ꉡꆹꋌꌥ，ꑞꃅꆏ，ꉡꆹꋍꄷꄉ

ꇁ，ꋌꇱꁆꎼꇁꌠꑌꉬ”ꄷ。30ꋀꊇ

ꆹꑳꌠꒂꏢꉨ，ꑠꃅꑴꇬ，ꊿꇇꐛꌠꀋ

ꐥ，ꑞꃅꆏ，ꋍꄮꈉꇬꀋꑟꑴꌦ。

31ꄚ，ꉹꁌꈬꇬꊿꋌꑅꌠꈍꑋꐥ，ꋀꊇ

ꄹꇬ：“ꏢꄖꇀꄮꇬ，ꋌꈀꃅꌠꌋꃅ

ꐪꑽꑌꊿꋋꂷꈀꃅꌠꏭꀋꋌꃅꀉꑌ

ꅀ？”ꄷ。 

来。”28那时，耶稣在殿里教训
人，大声说：“你们也知道我，
也知道我从哪里来；我来并不
是由于自己，但那差我来的是
真的，你们不认识他。29我却认
识他，因为我是从他来的，他
也是差了我来。”30他们就想要
捉拿耶稣；只是没有人下手，
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31但众
人中间有好些信他的，说：“基
督来的时候，他所行的神迹岂
能比这人所行的更多吗？” 

 

ꂽꈨꆦꑝꌟꒉꇱꇤꅷꑳꌠꒃꒉꎻ 祭司长差人捉拿耶稣 
32ꉹꁌꑠꃅꎑꀕꎓꃅꑳꌠꊂꍣꐺ

ꌠꃔꆀꌏꊿꈧꌠꈨꇬꆏ，ꂽꈨꆦꑝꌟ

ꒉꌋꆀꃔꆀꌏꊿꇱꇤꅷꑳꌠꒃꒉ

ꎻ。33ꑳꌠꆏꋀꏭ：“ꉢꆍꊇꌋꆀꐯ

ꈽꐥꌠꃅꑍꃅꉖꆹꀊꉗꏢꀋꋒꀐ，ꉢꀊ

ꉗꀋꐛꃅꀱꉢꋌꇱꁆꎼꇁꂶꌠꄷꁧ。

34ꆍꊇꆹꉢꎷꉢꈹ，ꄚ，ꎹꊊꀋꄐ，ꃅ

ꄷꉢꈀꐥꈚꌠꆹꆍꇫꑟꆹꀋꄐ”ꄷ。

35ꒀꄠꊿꐮꏯ：“ꋌꇿꇬꁧꄉꉪꁳꋌ

ꎷꊊꀋꄐꎻꌠꉬꂯ？ꋌꒀꄠꊿꁗꏒꌊ

ꑝꇂꇓꈓꀀꁧꈧꌠꄷꁧꄉ，ꑝꇂꊿꈧ

ꌠꉙꂘꁧꄷꌠꄜꅀ？36ꋌ：‘ꆍꊇꆹꉢ

ꎷꉢꈹ，ꄚ，ꎹꊊꀋꄐ；ꃅꄷꉢꈀꐥꈚ

ꌠꆹꆍꊇꇫꑟꆹꀋꄐ’ꃅꅇꂷꑠꑞꄜ

ꌠꉬꂯ？”ꄷ。 

32法利赛人听见众人为耶稣
这样纷纷议论，祭司长和法利
赛人就打发差役去捉拿他。33于
是耶稣说：“我还有不多的时候
和你们同在，以后就回到差我
来的那里去。34你们要找我，却
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
能到。”35犹太人就彼此对问
说：“这人要往哪里去，叫我们
找不着呢？难道他要往散住希
腊中的犹太人那里，去教训希
腊人吗？36他说：‘你们要找
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
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是什么
意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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ꀑꇬꑌꌠꒉꀕ 活水的江河 
37ꋩꑍꄽꂫꄹꉇꆹꃅꑍꋍꉎꀋꐥꑍ

ꌠꉬ，ꑳꌠꄓꇬꉆꄉ，ꃚꐓꄉꑠꃅꉉ：

“ꀋꄸꄷ，ꊿꈌꃶꒉꌤꌠꐥꑲꆏ，ꉠ

ꄹꄉꀆꐒꅝꇁ。38ꊿꉢꑅꌠꆏ，꒰ꀨ

ꄯꒉꇬꈁꉉꌠꌟꃅ：‘ꀑꇬꑌꌠꒉꀕ

ꒊꃀꋍꄸꈐꇬꄉꅐꇁ’ꄷ”ꄷ。

39ꑳꌠꅇꂷꋋꇬꆹꊿꋌꑅꈧꌠꌃꎔꒌ

ꊪꊊꄷꄐꌐꄉꉉꌠꉬ；ꀊꋨꄮꇬꆹ，ꑳ

ꌠꀑꒉꑊꒉꀋꊌꑴꌦꐛꅹ，ꌃꎔꒌꏃ

ꃅꌋꄻꊿꀋꇖꑴꌦ。 

37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
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
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38信我
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
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39耶
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
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
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 

 

ꉹꁌꈬꇬꐯꀥꐨ 在众人中的纷争 
40ꉹꁌꅇꂷꋋꈨꀕꈭꐨꆏ，ꊿꋍ

ꈨꆏ：“ꊿꋋꂷꆹꇯꍝꃅꅉꄜꊿꀊꋨ

ꂷꉬ”ꃅꉉ。41ꉈꑴꋍꈨꆏ：“ꊿ

ꋋꂷꆹꏢꄖꉬ”ꄷ。ꀉꁁꋍꈨꆏ：

“ꏢꄖꈍꃅꄉꏤꆀꀕꄉꅐꇁ？42꒰ꀨ

ꄯꒉꇬꏢꄖꆹꄊꃥꊂꋊ，ꄊꃥꇬꀀꋺ

ꌠꀨꆀꉿꁡꇤꄉꇁꃅꀋꉉꅀ？”ꄷꌠ

ꑌꐥ。43ꄚꄉꉹꁌꆹꑳꌠꒉꄸꃅꐯꀥ

ꄉꋯꀋꑌꀐ。44ꋀꈬꄔꋍꈨꑳꌠꒂꏢ

ꉨ，ꄚ，ꇇꐛꌠꆏꀋꐥ。 

40众人听见这话，有的说：
“这真是那先知。”41有的说：“这
是基督。”但也有的说：“基督岂
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42经上岂
不是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
从大卫本乡伯利恒出来的’吗？”
43于是众人因着耶稣起了纷争。
44其中有人要捉拿他，只是无人
下手。 

 

ꒀꄠꌟꒉꈧꌠꀋꑇ 犹太领袖们不信 
45ꄚꄉ，ꌋꑷꂿꐏꂽꀱꆦꑝꌟꒉ

ꌋꆀꃔꆀꌏꊿꈧꌠꄷꁧꀐ。ꋀꊇꂽ

ꈧꌠꏭ：“ꆍꊇꑞꃅꋋꒃꌊꀋꇁ？”

ꄷꅲ。46ꌋꑷꂿꐏꂽꈧꌠꆏ：“ꐥꅷ

ꇁꊿꋌꌟꃅꅇꂷꉉꋺꌠꀋꐥ！”ꄷꇬ

ꏭꅇꀱ。47ꃔꆀꌏꊿꆏ：“ꆍꊇꋌꇱ

ꁍꃕꅜꀐꌠꅀ？48ꏲꌋꂠꌋꅀꃔꆀꌏ

45差役回到祭司长和法利赛
人那里。他们对差役说：“你们
为什么没有带他来呢？”46差役
回答说：“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
话的！”47法利赛人说：“你们也
受了迷惑吗？48官长或是法利赛
人岂有信他的呢？49但这些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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ꊿꇬꑅꌠꐥꑴꅀ？49ꄚ，ꄹꏦꋀꋋꐞꀋ

ꉅꌠꉹꁌꋋꈨꆹꍃꊌꏿꊌꌠꉬ！”

ꄷ。50ꋀꈬꄔꆀꇰꄂꃅꇫꐊ，ꋋꆹꀋ

ꉊꑳꌠꂿꆹꋺꂶꌠꉬ，ꋌꋀꊇꏯ：

51“ꂴꊿꋋꂷꊨꏦꈌꄜꅇꀋꅲ，ꌤꋌ

ꈀꃅꌠꇯꅉꀋꐚꑲꆏ，ꉪꄹꏦꆹꄡꇗ

ꑽꃤꏤꋌꁳꑴꌦꅀ？”ꄷ。52ꋀꊇꆏ

ꇬꏭ：“ꆎꑌꏤꆀꀕꄉꇁꌠꀋꉬꅀ？

꒰ꀨꄯꒉꇬꊼꇅꁏꉚꆹꑲꆏ，ꏤꆀꀕ

ꃅꄷꆹꅉꄜꊿꒆꀋꋻꌠꆏꅉꐚꌠꉬ”
ꄷ。 

白律法的百姓是被咒诅的！”
50内中有尼哥底母，就是从前去
见耶稣的，对他们说：51“不先
听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做
的事，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
的罪吗？”52他们回答说：“你也
是出于加利利吗？你且去查
考，就可以知道加利利没有出
过先知。” 

 

ꌋꅪꎼꃅꃏꑽꂷ 行淫时被捉的女人 

8 53ꋍꈭꐨꆏ，ꊿꈧꌠꂱꑱꀁꇬꁧ

ꌐꀐ；1ꄚ，ꑳꌠꆏꏝꃴꀋꍯꁧꇬ 8 53于是各人都回家去了；
1耶稣却往橄榄山去，2清早 

ꉜꄉꁧ。2ꊁꄹꉇꃅꄜꀕꄷꋌꀱꉈꑴ

ꌃꎔꑷꂿꇬꇁ。ꉹꁌꈧꌠꋍꄷꇁꌐ

ꇈ，ꋌꇫꑌꄉꋀꉗꋀꂘ。3ꁱꂷꌤꃅ

ꊿꌋꆀꃔꆀꌏꊿꈧꌠꌋꅪꎼꃅꃏꑽ

ꑌꃅꄉꋀꒃꅜꑠꂷꋀꏃꇁ，ꌋꅪꂶꌠ

ꋀꄻꊾꈬꇬꉆꄉꈭꐨꆏ，4ꑳꌠꏭꑠꃅ

ꉉ：“ꌧꃀꀋ！ꌋꅪꋋꂷꎼꃅꃏꑽꑌ

ꃅꄉꉪꒃꅜꀐ。5ꃀꑭꆹꄹꏦꇬꈴꄉ

ꉉꉪꇰꋺ，ꉪꊇꆹꇓꂵꌌꌋꅪꑠꃅꐙꌠ

ꄃꌦꇫꎭꄡꑟꄷ，ꆏꉜꇬꌌꈍꃅ

ꋭ？”ꄷ。6ꋀꊇꑠꃅꉉꌠꆹꑳꌠꏭ

ꌌꉪꄉ，ꑳꌠꅇꂷꇬꄉꊧꅇꎹꏢꉨ

ꌠ。ꑳꌠꐧꌧꈎꄉ，ꇇꏸꌊꃄꅉꇬꁱ

ꂷꁱꐺ。7ꋀꊇꄡꇗꀋꆏꃅꋍꏭꅲ

ꇈ，ꋌꐧꎂꇬꉆꄉ，ꋀꏭ：“ꆍꊇꈬ

ꄔꈀꄸꑽꃤꀋꐥꌠꉫꆏ，ꈀꄸꂴꇓꂵ

ꌌꋌꅣꉆ”ꄷ。8ꋍꈭꐨꆏ，ꋌꄡꇗ

又回到殿里。众百姓都到他那
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
3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
时被拿的妇人来，叫她站在当
中，4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
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5摩西
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
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
怎么样呢？”6他们说这话，乃试
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
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
画字。7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
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
“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
可以先拿石头打她。”8于是又弯
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9他
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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ꐧꌧꈎꄉꇇꏸꌊꃄꅉꇬꁱꂷꁰꌦ。

9ꅇꂷꋋꇬꋀꈨꈭꐨꆏ，ꊿꈧꌠꀎꋏꅑ

ꊂꋊꃅꋍꂷꋍꂷꃅꇫꈴꁧꌐꀐ，ꄽꂫ

ꆏꑳꌠꌋꆀꋍꂾꉆꌠꌋꅪꂶꌠꑋꀉꄂ

ꇫꋒꇈꀐ。10ꑳꌠꐧꎂꇬꉆꄉ，ꋍ

ꏭ：“ꌋꅪꀋ！ꊿꈧꌠꇿꁧꀐ，ꊿꑽ

ꃤꏤꆏꁳꌠꀋꐥꅀ？”ꄷ。11ꌋꅪꂶ

ꌠꆏ：“ꌌꁈꀋ！ꀋꐥ”ꄷ。ꑳꌠꇬ

ꏭ：“ꉡꑌꑽꃤꏤꆏꀋꁵ。ꆏꁧꌶ！

ꋌꊂꆏꑽꃤꄡꃅꀐ”ꄷ（ꀊꆨꏂꀨꋍꈨꇬꆏ

7ꊱ53ꊭꅑ8ꊱ11ꊭꇬꀋꐊꌠꐥ）。 

一个地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
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
中。10耶稣就直起腰来，对她
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
没有人定你的罪吗？”11她说“主
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
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
罪了。”（有些古卷无 7 章 53 节至 8 章

11 节） 

 

ꑳꌠꆹꋧꃅꁨꑭꉬ 耶稣是世界的光 
12ꑳꌠꉈꑴꉹꁌꏭ：“ꉡꆹꋧꃅ

ꁨꑭꉬ。ꊿꉠꊂꈹꌠꆹꈍꃅꑌꈝꃀꃅ

ꒉꆈꏸꏷꅉꇬꈴꀋꐺꃅ，ꀋꎪꃅꀑꇬ

ꁨꑭꋌꊌꇁ”ꄷꉉ。13ꃔꆀꌏꊿꋍ

ꏭ：“ꆎꆹꅽꊨꏦꎁꃅꅇꊪꌬ，ꅽꅇ

ꊪꆹꃶꀋꐚꌠ”ꄷ。14ꑳꌠꋀꊇꏯ：

“ꉢꉠꊨꏦꎁꃅꅇꊪꌬꑴꇬ，ꉠꅇꊪ

ꆹꄡꇗꃶꐚꌠꉬ，ꑞꃅꆏ，ꉡꆹꉢꇿꇬ

ꄉꇁ，ꇿꇬꁧꌠꉢꅉꐚ。ꄚ，ꆍꊇꆹ

ꉢꇿꇬꄉꇁ，ꇿꇬꁧꌠꆍꊇꋋꅉꀋ

ꐚ。15ꆍꊇꆹꉇꇴꉇꉻꈴꄉ（ꑝꇂꉙꇬꆏ

“ꇭꀧꎸꇬꈴꄉ”ꃅꅑ）ꊾꊨꇽ，ꄚ，ꉡꆹꊾ

ꊨꀋꇽ。16ꉢꊾꊨꇽꄷꑌ，ꉠꊨꇽꆹ

ꃶꐚꌠꉬ，ꑞꃅꆏ，ꉡꆹꉠꊨꏦꀉꄂꃅ

ꄚꐥꌠꀋꉬꃅ，ꉈꑴꉢꋌꇱꁆꎼꇁꌠ

ꉠꀉꄉꑌꉢꈽꐥ。17ꆍꊇꄹꏦꇬꑌ：

‘ꊿꑍꂷꅇꊪꆹꃶꐚꌠ’ꃅꅑ。

18ꉢꉠꊨꏦꎁꃅꅇꊪꌬ，ꉈꑴꉢꋌꇱ

ꁆꎼꇁꌠꉠꀉꄉꑌꉠꎁꃅꅇꊪꌬ”

12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
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
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13法利赛人对他说：“你是为自
己作见证，你的见证不真。” 
14耶稣说：“我虽然为自己作见
证，我的见证还是真的，因我
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
你们却不知道我从哪里来，往
哪里去。15你们是以外貌（原文作

“凭肉身”）判断人，我却不判断
人。16就是判断人，我的判断也
是真的，因为不是我独自在这
里，还有差我来的父与我同
在。17你们的律法上也记着说：
‘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18我是
为自己作见证，还有差我来的
父也是为我作见证。”19他们就
问他说：“你的父在哪里？”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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ꄷ。19ꋀꊇꆏꋍꏭ：“ꅽꀉꄉꇿꇬ

ꐥ？”ꄷꅲ。ꑳꌠꆏ：“ꆍꊇꆹꉢꀋ

ꌧ，ꉠꀉꄉꑌꀋꌧ。ꀋꄸꄷ，ꆍꉢꌥ

ꑲꆏ，ꆍꉠꀉꄉꑌꌧꌠꉬ”ꄷꅇꀱ。

20ꅇꂷꋋꈨꆹꑳꌠꌃꎔꑷꂿꎆꊐꅉꇬ

ꄉꊿꉗꊿꂘꄮꇬꉉꌠꉬ。ꄚ，ꀊꋨꄮ

ꇬ，ꋍꄮꈉꇬꀋꑟꌦꄉ，ꊿꋋꒃꇁꌠ

ꀋꐥ。 

回答说：“你们不认识我，也不
认识我的父；若是认识我，也
就认识我的父。”20这些话是耶
稣在殿里的库房教训人时所说
的，也没有人拿他，因为他的
时候还没有到。 

 

ꉠꁦꅉꆍꇫꁧꀋꄐ 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 
21ꑳꌠꉈꑴꋀꊇꏯ：“ꉡꆹꁧꂯ

ꄉꀐ，ꆍꊇꉢꎷꇁꌠꉬ，ꄚ，ꆍꊇꆹꑽ

ꃤꈬꇬꄉꌦꁧ；ꃅꄷꉢꈀꁧꅉꈚꌠꆹ

ꆍꇫꑟꀋꄐ”ꄷ。22ꒀꄠꊿꈧꌠꆏ：

“ꋌ‘ꃅꄷꉢꈀꁧꅉꈚꌠꆹꆍꇫꑟ

ꀋꄐ’ꃅꑠ，ꋌꋍꊨꏦꇬꀺꌦꂿꄷꌠ

ꅀ？”ꄷ。23ꑳꌠꆏꋀꊇꏯꑠꃅꉉ：

“ꆍꊇꆹꀏꏯꄉꇁꌠ，ꉡꆹꄩꏭꄉꇁ

ꌠ；ꆍꊇꆹꋧꃅꋋꂷꃤꉬ，ꉡꆹꋧꃅꋋ

ꂷꃤꀋꉬ。24ꑠꅹ，ꉢꉉꆍꇰꋺ，ꆍꊇ

ꆹꑽꃤꈬꇬꄉꌦ。ꀋꄸꄷ，ꆍꊇꉡꆹ

ꏢꄖꉬꌠꆍꇬꀋꑇꑲꆏ，ꆍꊇꀋꎪꃅ

ꑽꃤꈬꇬꄉꌦꌠꉬ”ꄷ。25ꋀꊇꋍ

ꏭ：“ꆎꆹꈀꄸꉬ？”ꄷꅲ。ꑳꌠꋀ

ꏭ：“ꉢꉘꃀꇯꆐꉡꆹꈀꄸꉬꌠꉢꉉ

ꆍꇰꀐ（ꅀ“ꉢꑞꃅꆍꏭꉉꑴꌦꂯ？”ꄷꑌꍑ）。

26ꆍꃅꄉꇬꆹ，ꉢꉉꅍꈍꑋꐥ，ꊨꇽꅍ

ꈍꑋꐥ；ꄚ，ꉢꋌꇱꁆꎼꇁꂶꌠꆹꃶꐚ

ꌠ，ꉢꋍꄷꄉꈀꂿꈀꈨꌠ，ꉢꁊꋧꃅꃰ

ꊿꁵ”ꄷ。27ꋀꊇꆹꑳꌠꋍꀉꄉꃆꂮ

ꉉꐺꌠꋀꋋꐞꀋꉅ。28ꑠꅹ，ꑳꌠꋀ

ꊇꏯ：“ꊾꌺꆍꐕꌊꐺꈭꐨꆏ，ꉡꆹ

21耶稣又对他们说：“我要去
了，你们要找我，并且你们要
死在罪中；我所去的地方，你
们不能到。”22犹太人说：“他
说：‘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
到’；难道他要自尽吗？”23耶稣
对他们说：“你们是从下头来
的，我是从上头来的；你们是
属这世界的，我不是属这世界
的。24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
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
督，必要死在罪中。”25他们就
问他说：“你是谁？”耶稣对他们
说：“就是我从起初所告诉你们
的（或作“为什么我还回答你们”）。26我
有许多事讲论你们，判断你
们；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我
在他那里所听见的，我就传给
世人。”27他们不明白耶稣是指
着父说的。28所以耶稣说：“你
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
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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ꏢꄖꉬꌠꀋꎪꃅꆍꅉꐚꇁꌠꉬ，ꄷꀋ

ꁧ，ꌤꆿꉢꈀꃅꌠꉠꊨꏦꉪꐨꇬꈴꄉ

ꃅꑠꐘꇯꀋꐥꌠꆍꅉꐚꇁꌠꉬ。ꉢꅇ

ꂷꋋꈨꉉꌠꆹꉠꀉꄉꉡꈁꉙꈁꂘꄟꇬ

ꍬꄉꉉꌠꉬ，29ꉢꋌꇱꁆꎼꇁꂶꌠꆹꉢ

ꈽꐥ；ꉢꅉꀕꃅꌤꋌꈀꉌꃹꌠꃅꐛ

ꅹ，ꉢꋌꇤꊨꏦꀉꄂꃅꄚꎼꀋꄉ”
ꄷ。30ꑳꌠꅇꂷꋋꇬꉉꄮꇬꆏ，ꊿꈍ

ꑋꃅꋌꑅꀐ。 

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
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29那差
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
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
做他所喜悦的事。”30耶稣说这
话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信他。 

 

ꆍꊇꄿꐨꌠꊌ 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 
31ꑳꌠꒀꄠꊿꋌꑅꀐꈧꌠꏭꑠꃅ

ꉉ：“ꀋꄸꄷ，ꆍꊇꅉꀕꃅꉠꇗꅉꇬ

ꍬꑲꆏ，ꆍꆹꉠꌶꌺꃶꐚꌠꉬꀐ。

32ꆍꊇꆹꀋꎪꃅꇗꅉꃶꐚꌠꆍꌧꇁ，ꇗ

ꅉꃶꐚꌠꆹꀋꎪꃅꆍꁳꄿꐨꌠꊌꎻ”
ꄷ。33ꋀꊇꄹꇬ：“ꉪꊇꆹꑸꀨꇁꉴ

ꊂꋊꉬ，ꐥꅷꇁꇬꈀꄸꂷꁏꐚꑌꄻꀋ

ꋻ，ꆏꈍꃅ‘ꆍꀋꎪꃅꄿꐨꌠꊌ’ꃅ

ꉉꉆ？”ꄷ。34ꑳꌠꆏꋀꊇꏯ：“ꉢ

ꇯꍝꃅꉉꆍꇰ，ꊿꑽꃤꈀꐆꌠꃅꐯꇯ

ꑽꃤꁏꐚꉬꌐ。35ꁏꐚꆹꐩꋊꐩꍂꃅ

ꀁꇬꀀꀋꄐ，ꌹꆹꐩꋊꐩꍂꃅꀁꇬꀀ

ꄐ。36ꑠꅹ，ꀋꄸꄷꌺꆍꁳꄿꐨꌠꊌ

ꎻꑲꆏ，ꆍꇯꍝꃅꄿꐨꌠꊌꀐ。37ꆍ

ꊇꑸꀨꇁꉴꊂꋊꉬꌠꉢꅉꐚ；ꄚ，ꆍꉌ

ꂵꉠꇗꅉꀋꊪꐛꅹ，ꆍꉢꌉꉡꆳꏢ

ꉨ。38ꉢꈁꉉꌠꆹꉠꀉꄉꄷꄉꉢꂿꌠ

ꉬ；ꆍꊇꈀꃅꈁꑽꌠꆹꆍꊨꏦꀉꄉꄷ

ꄉꈀꈨꌠꉬ”ꄷ。 

31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
“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
是我的门徒；32你们必晓得真
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33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
罕的后裔，从来没有作过谁的
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以
自由’呢？”34耶稣回答说：“我实
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
的，就是罪的奴仆。35奴仆不能
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
在家里。36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
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
37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
孙；你们却想要杀我，因为你
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38我所说
的是在我父那里看见的；你们
所行的是在你们的父那里听见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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ꑊꋌꌌꁈꌺꇖ 魔鬼的子孙 
39ꋀꊇꆏ：“ꑸꀨꇁꉴꆹꉪꊇꀋ

ꁌꀋꁧꉬ”ꃅꅇꀱ。ꑳꌠꆏꋀꊇꏯ：

“ꆍꊇꀋꄸꄷꇯꍝꃅꑸꀨꇁꉴꌺꇖꊂ

ꋊꉬꑲꆏ，ꆍꀋꎪꃅꌤꑸꀨꇁꉴꈀꃅ

ꌠꃅꌠꉬ。40ꉡꆹꏃꃅꌋꄷꄉꈀꈨꌠ

ꇗꅉꃶꐚꌠꉢꉉꆍꇰꀐ，ꄚ，ꆍꊇꆏ

ꀱꌊꉢꌉꏢꉨ；ꋍꑠꆹꌤꑸꀨꇁꉴꈀꃅ

ꌠꀋꉬ。41ꌤꆍꊇꃅꌠꆹꆍꀉꄉꈀꃅ

ꌠꉬ”ꄷ。ꄚꄉꋀꊇꑳꌠꏭ：“ꉪ

ꊇꆹꃀꎹꌺꀋꉬ，ꉪꀉꄉꋍꂷꀉꄂꐥ，

ꋋꆹꏃꃅꌋꉬ！”ꄷ。42ꑳꌠꋀꊇ

ꏯ：“ꀋꄸꄷ，ꏃꃅꌋꆹꆍꀉꄉꉬꑲ

ꆏ，ꆍꊇꀋꎪꃅꉡꉂ，ꑞꃅꆏ，ꉠꑴꅉ

ꆹꅏꑌꏃꃅꌋꄷꄉꅐ，ꇀꑌꏃꃅꌋꄷ

ꄉꇁ，ꄷꀋꁧ，ꉡꆹꉠꊨꏦꇁꌠꀋꉬꃅ

ꋌꇱꁆꎼꇁꌠ。43ꆍꊇꑞꃅꉠꅇꂷꆍ

ꋋꐞꀋꉅꌠꉬ？ꑠꆹꆍꊇꉠꇗꅉꅲꀋ

ꄐꒉꄸ。44ꆍꊇꆹꆍꀉꄉꑊꋌꂶꌠꄷ

ꄉꅐꇁꌠ，ꆍꀉꄉꏾꅍꈧꌠꆍꊇꉇꉈ

ꃅꇬꍪꄉꃅ。ꋌꉘꃀꇯꆐꊿꌉ，ꇗꅉ

ꃶꐚꌠꇬꀋꍬ，ꑠꆹꋍꉌꂵꈐꏭꇗꅉꃶ

ꐚꌠꀋꑌꒉꄸ。ꋌꈰꏅꌠꆹꊨꏦꄷꄉ

ꅐꇁꌠ，ꑞꃅꆏ，ꋌꊇꅉꇯꆐꈰꏅꌠ，

ꋌꈰꏅꊿꀉꄉꑌꉬ。45ꄚ，ꉡꆹꇗꅉ

ꃶꐚꌠꉢꉉꆍꇰꀐ，ꆍꊇꆹꑠꐛꅹꃅꉠ

ꅇꀋꑇ。46ꆍꊇꈬꄔꈀꄸꂷꉢꑽꃤꐥ

ꄷꉠꊂꅇꎹꄎ？ꉢꇗꅉꃶꐚꌠꉉꑲ

ꆏ，ꆍꊇꑞꃅꉢꀋꑇꌠꉬ？47ꊿꏃꃅꌋ

ꄷꄉꇁꌠꆏ，ꀋꎪꃅꏃꃅꌋꅇꅲ；ꆍꊇ

ꋍꅇꀋꅲ，ꑞꃅꆏ，ꆍꊇꆹꏃꃅꌋꄷꄉ

39他们说：“我们的父就是亚
伯拉罕。”耶稣说：“你们若是亚
伯拉罕的儿子，就必行亚伯拉
罕所行的事。40我将在神那里所
听见的真理告诉了你们，现在
你们却想要杀我；这不是亚伯
拉罕所行的事。41你们是行你们
父所行的事。”他们说：“我们不
是从淫乱生的，我们只有一位
父，就是神。”42耶稣说：“倘若
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
我；因为我本是出于神，也是
从神而来，并不是由着自己
来，乃是他差我来。43你们为什
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因
你们不能听我的道。44你们是出
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
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
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
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
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
说谎之人的父。45我将真理告诉
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46你
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我
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为什么
不信我呢？47出于神的，必听神
的话；你们不听，因为你们不
是出于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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ꇁꌠꀋꉬ”ꄷ。 
 

ꑳꌠꑸꀨꇁꉴꂾꇯꆐꇫꐥ 耶稣在亚伯拉罕之先 
48ꒀꄠꊾꆏꇬꏭ：“ꉪꊇꄹꇬꆎ

ꆹꌒꂷꆀꑸꊿ，ꄷꀋꁧ，ꆏꑊꋌꐉꂷ

ꉬꄷꇬ，ꉪꅇꀋꐯꅀ？”ꄷꀱ。49ꑳ

ꌠꆏꋀꏭ：“ꉢꑊꋌꀋꐊ，ꉢꉠꀉꄉ

ꁌꒉꄣꅼ，ꄚ，ꆍꊇꆏꀱꌊꉡꍍꋉ。

50ꉡꆹꉠꊨꏦꀑꒉꑊꒉꀋꎹꀋꈹ，ꉠꎁ

ꃅꀑꒉꑊꒉꎹ、ꉬꀋꉬꌠꊨꄅꂷ

ꐥ。51ꉢꇯꍝꃅꉉꆍꇰ，ꀋꄸꄷ，ꊿ

ꉠꇗꅉꇬꍬꑲꆏ，ꐩꋊꐩꍂꃅꌦꃤꀋ

ꂿ”ꄷ。52ꒀꄠꊿꋍꏭ：“ꀋꃉ，ꆏ

ꑊꋌꐊꌠꉪꅉꐚꀐ，ꑸꀨꇁꉴꌦꀐ，

ꅉꄜꊿꈧꌠꑌꌦꀐ，ꄚꆏꄹꇬ：‘ꀋ

ꄸꄷ，ꊿꉠꇗꅉꇬꍬꑲꆏ，ꐩꋊꐩꍂ

ꃅꌦꃤꈌꀋꑟ’ꄷ。53ꆏꉪꀋꁌꀋꁧ

ꑸꀨꇁꉴꏭꀋꋌꃅꇰꀋꃀꅀ？ꑸꀨꇁ

ꉴꌦꀐ，ꅉꄜꊿꑌꌦꀐ，ꅽꉂꆏꀕꈀ

ꄸꉬꎼꈀ？”ꄷ。54ꑳꌠꆏꋀꊇꏯ：

“ꀋꄸꄷ，ꉢꀱꉠꊨꏦꀑꒉꑊꒉꄀꑲ

ꆏ，ꉠꀑꒉꑊꒉꆹꌗꅍꀋꐥꌠ，ꉠꏯꀑ

ꒉꑊꒉꄀꌠꆹꉠꀉꄉꉬ，ꋋꆹꆍꊇꈁꉉ

ꌠꆍꏃꃅꌋꄷꂶꌠꉬ。55ꆍꊇꆹꐥꅷ

ꇁꋌꌥꀋꋻ；ꉡꆹꋌꌥ。ꀋꄸꄷ，ꉢ

ꄹꇬꋌꉢꇬꀋꌧꄷꑲꆏ，ꉡꆹꆍꌟꃅꈰ

ꏅꌠꉬ；ꄚ，ꉢꋌꌥ，ꉢꋍꇗꅉꑌꍬ。

56ꆍꀋꁌꀋꁧꑸꀨꇁꉴꉌꇿꑓꇿꃅꉠ

ꃅꑍꇁꉚ，ꋌꊌꂿꇈ，ꋌꇿꐯꇿ”ꄷ

ꅇꀱ。57ꒀꄠꊿꆏꋍꏭ：“ꆏꉬꊰꂯ

ꀋꈎꑴꌦꇬ，ꈍꃅꑸꀨꇁꉴꆏꂿꋺꄷ

ꌠꉬ？”ꄷ。58ꑳꌠꆏ：“ꉢꇯꍝꃅ

48犹太人回答说：“我们说你
是撒玛利亚人，并且是鬼附着
的，这话岂不正对吗？”49耶稣
说：“我不是鬼附着的；我尊敬
我的父，你们倒轻慢我。50我不
求自己的荣耀，有一位为我求
荣耀定是非的。51我实实在在地
告诉你们：人若遵守我的道，
就永远不见死。”52犹太人对他
说：“现在我们知道你是鬼附着
的。亚伯拉罕死了，众先知也
死了，你还说：‘人若遵守我的
道，就永远不尝死味。’53难道
你比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还大
吗？他死了，众先知也死了，
你将自己当作什么人呢？”54耶
稣回答说：“我若荣耀自己，我
的荣耀就算不得什么；荣耀我
的乃是我的父，就是你们所说
是你们的神。55你们未曾认识
他；我却认识他。我若说不认
识他，我就是说谎的，像你们
一样；但我认识他，也遵守他
的道。56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
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既看
见了，就快乐。”57犹太人说：
“你还没有五十岁，岂见过亚伯
拉罕呢？”58耶稣说：“我实实在
在地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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ꉉꆍꇰ，ꑸꀨꇁꉴꇬꀋꐥꌦꂾꇯꆐꉢ

ꐥꀐꌠꉬ”ꄷꉉ。59ꄚꄉꋀꇓꂵꉅ

ꌊꑳꌠꅥꏭꄐ，ꄚ，ꑳꌠꆏꋌꆈꌊꌃ

ꎔꑷꂿꇬꄉꅐꁧꀐ。 

罕就有了我。”59于是他们拿石
头要打他，耶稣却躲藏，从殿
里出去了。 

 

ꊿꑓꋩꂷꑳꌠꉃꌒ 医好生来瞎眼的人 

9 ꑳꌠꁨꏭꒈꄮꇬꆏ，ꊿꒆꎼꇁꇬ

ꇯꆐꑓꀋꂿꑠꂷꋌꊌꂿ。2ꌶꌺ 
9 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

人生来是瞎眼的。2门徒问 
ꋍꏭ：“ꂘꃀꀋ！ꊿꋋꂷꆹꒆꎼꇁꄷ

ꆏꑓꀋꂿꂷ，ꑠꆹꈀꄸꑽꃤꐆꌠꉬ？ꊿ

ꋋꂷꅀꋍꀿꃀꉬ？”ꄷꅲ。3ꑳꌠꆏ：

“ꊿꋋꂷꊨꏦꑽꃤꐆꌠꑌꀋꉬ，ꋍꀿ

ꃀꑽꃤꐆꌠꑌꀋꉬ，ꑠꆹꋍꇭꀧꇬꄉꏃ

ꃅꌋꃅꐪꑽꑌꃅꊿꀦꂿꄷꌠ。4ꂵꆤ

ꉬꑴꌦꇯꆐ，ꉪꊇꀋꎪꃅꑘꃤꉢꋌꇱ

ꁆꎼꇁꂶꌠꃤꃅ；ꈊꃀꑟꇁꑲꆏ，ꊿ

ꑘꃅꉆꌠꀋꐥꀐ。5ꉢꋧꃅꇬꐤꄮꇬꆹ

ꋧꃅꁨꑭꉬ”ꄷ。6ꑳꌠꅇꉉꌐꈭꐨ

ꆏ，ꊫꃺꋌꁐꃄꅉꇬꌥꏮꍀꄉꇈ，ꌥ

ꏮꋌꄻꑓꋩꂶꌠꑓꋪꇬꌎꄉ，7ꊿꂶ

ꌠꏭ：“ꆏꑭꇊꑸꒊꄝꇬꒈꋌꆹ”ꄷ

（ꑭꇊꑸꁏꎼꇁꇬꆏꊪꁆꄷꌠꄜ）。

ꋌꒈꋌꇈꀱꇁꄷꆏ，ꑓꂿꀐ。8ꋍꃷꇎ

ꌋꆀꊿꋌꅉꀕꃅꋚꂽꐺꌠꋀꂿꈧꌠ

ꆏ：“ꊿꋋꂷꀋꉊꀊꄶꇬꑌꄉꋚꂽꂶ

ꌠꀋꉬꅀ？”ꃅꉉꌐ。9ꊿꋍꈨꄹꇬ

ꆏ：“ꋌꉬꑴ”ꄷ。ꉈꑴꊿ：“ꋌ

ꀋꉬ，ꋌꌟꂷ”ꄷꌠꑌꐥ；ꋍꊨꏦꆏ：

“ꊿꀊꋨꂷꉢꉬ”ꄷ。10ꊿꋍꏭ：

“ꅽꑓꋪꈍꃅꊌꂿꉆꌠꉬ？”ꄷ

ꅲ。11ꋋꆏꋀꊇꏯ：“ꊿꑳꌠꂓꑠꂷ

ꌥꏮꈨꊫꃺꇱꄉꋌꄻꉠꑓꋪꇬꌎꈭꐨ

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
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
呢？是他父母呢？”3耶稣回答
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
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
上显出神的作为来。4趁着白
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
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
工了。5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
上的光。”6耶稣说了这话，就吐
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
盲人的眼睛上，7对他说：“你往
西罗亚池子里去洗（西罗亚翻
出来，就是“奉差遣”）。”他去一
洗，回头就看见了。8他的邻舍
和那素常见他是讨饭的，就
说：“这不是那从前坐着讨饭的
人吗？”9有人说：“是他；”又有
人说：“不是，却是像他。”他自
己说：“是我。”10他们对他说：
“你的眼睛是怎么开的呢？”11他
回答说：“有一个人，名叫耶
稣，他和泥抹我的眼睛，对我
说：‘你往西罗亚池子去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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ꆏ，ꉠꏯ：‘ꑭꇊꑸꒊꄝꇬꒈꋌꆹ’
ꃅꇈ，ꉢꒈꋌꆹꄷꆏ，ꊌꂿꉆꀐ”
ꄷ。12ꊿꈧꌠꋍꏭ：“ꊿꀊꋨꂷꇿ

ꐥ？”ꄷꅲ。ꋋꆏ：“ꉢꇫꅉꀋ

ꐚ”ꄷ。 

去一洗，就看见了。”12他们
说：“那个人在哪里？”他说：
“我不知道。” 

 

ꃔꆀꌏꊿꌤꆅꉁꆄꄻꌠꍤꄻ 法利赛人调查医治的事 
13ꊿꂴꏭꑓꀋꂿꂶꌠꋀꊇꏃꌊꃔ

ꆀꌏꊿꄷꆹ。14ꑳꌠꌥꏮꍀꌊꊿꂶꌠ

ꑓꋪꉃꄹꉇꌠꆹꑬꆏꄹꉇꉬ。15ꃔꆀ

ꌏꊿꋍꏭꋍꑓꋪꈍꃅꊌꂿꉆꌠꉬꄷ

ꅲ，ꑓꋩꂶꌠꆏ：“ꌥꏮꋌꍀꌊꉠꑓ

ꋪꇬꌎꇈ，ꉢꒈꋌꆹꄷꆏ，ꉠꑓꋪꊌꂿ

ꉆꀐ”ꄷꋌꉉꋀꊇꇰ。16ꃔꆀꌏꊿ

ꋍꈨꆏ：“ꊿꋋꂷꏃꃅꌋꄷꄉꇀꂷꀋ

ꉬ，ꑞꃅꆏ，ꋌꑬꆏꄹꉇꏦꃤꇬꀋ

ꍬ”ꄷ。ꉈꑴꀉꁁꋍꈨꆏ：“ꑽꊿ

ꂷꈍꃅꄉꌋꃅꐪꑽꑌꑠꋌꃅꎼꇁꄎ

ꂯ？”ꄷ。ꑠꃅꄉ，ꋀꈬꄔꑌꐯꀥꄉ

ꋯꀋꑌꀐ。17ꋀꊇꉈꑴꊿꑓꋩꂶꌠ

ꏭ：“ꅽꑓꋪꋌꇱꁉꎼꇁꀐꑲꆏ，ꆏ

ꉜꇬꋋꆹꊿꈍꃅꐙꂷꉬ？”ꄷꅲ。ꊿ

ꂶꌠꆏ：“ꋋꆹꅉꄜꊾꂷꉬ”ꄷ。

18ꒀꄠꊾꆏꊿꂶꌠꀋꉊꂴꆏꑓꀋꂿ

ꃅ，ꀋꃅꑲꆀꑓꂿꌠꑠꋀꇬꀋꑇꄉ，

ꊿꂶꌠꀿꃀꋀꇴꌊꇁ；19ꋀꊇꏭ：

“ꋌꆍꌺꉫꀕ？ꆍꊇꄹꇬꋋꆹꒆꎼꇁ

ꇬꇯꆐꑓꀋꂿꌠꉬꄷ，ꋍꑓꋪꀋꃅꈍ

ꃅꄉꑓꂿꌠꉬ？”ꄷꅲ。20ꋍꀿꃀꑋ

ꆏ：“ꋋꆹꉣꑊꌺꉬ，ꋌꒆꎼꇁꇬꇯꆐ

ꑓꀋꂿ，ꋍꑠꆹꉣꑊꅉꐚ。21ꄚ，ꋌꀋ

ꃅꈍꃅꑓꂿꇬꅜꌠꆹ，ꉣꑊꇫꅉꀋꐚ；

13他们把从前瞎眼的人带到
法利赛人那里。14耶稣和泥开他
眼睛的日子是安息日。15法利赛
人也问他是怎么得看见的；盲
人对他们说：“他把泥抹在我的
眼睛上，我去一洗，就看见
了。”16法利赛人中有的说：“这
个人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不
守安息日。”又有人说：“一个罪
人怎能行这样的神迹呢？”他们
就起了纷争。17他们又对盲人
说：“他既然开了你的眼睛，你
说他是怎样的人呢？”他说：“是
个先知。”18犹太人不信他从前
是瞎眼，后来能看见的，等到
叫了他的父母来；19问他们说：
“这是你们的儿子吗？你们说他
生来是瞎眼的，如今怎么能看
见了呢？”20他父母回答说：“他
是我们的儿子，生来就瞎眼，
这是我们知道的。21至于他如今
怎么能看见，我们却不知道；
是谁开了他的眼睛，我们也不
知道。他已经成了人，你们问
他吧，他自己必能说。”22他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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ꉈꑴꋍꑓꋪꈀꄸꇱꁉꎼꇁꌠꑌꉣꑊꇫ

ꅉꀋꐚ，ꆍꊇꋍꏭꅲꒉ！ꋌꌟꒉꂷꉬ

ꀐ，ꋍꊨꏦꀋꎪꃅꉉꌠꉬ”ꄷ。22ꋍ

ꀿꃀꑋꑠꃅꉉꌠꆹꋍꑊꒀꄠꊿꈧꌠꏥ

ꒉꄸ，ꑞꃅꆏ，ꒀꄠꊿꈧꌠꐮꇖꇈꏤ

ꄉꇬ，ꀋꄸꄷꊿꑳꌠꆹꏢꄖꉬꃅꉉꌠ

ꐥꑲꆏ，ꐯꇯꉻꏑꅉꇬꄉꈹꇫꎭꂿ

ꄷ。23ꑠꅹ，ꋍꀿꃀꑋ：“ꋌꌟꒉꂷ

ꉬꀐ，ꆍꊇꋍꏭꅲꒉ！”ꃅꉉꌠ。 

母说这话，是怕犹太人，因为
犹太人已经商议定了，若有人
认耶稣是基督的，要把他赶出
会堂。23因此他父母说：“他已
经成了人，你们问他吧。” 

24ꑠꅹ，ꊿꂴꏭꑓꀋꂿꂶꌠꉈꑴ

ꋍꃢꃅꒀꄠꊿꇱꇴꌊꇀꌦꇈ，ꋀꇬ

ꏭ：“ꆏꀑꒉꑊꒉꏮꏃꃅꌋꁵꄡꑟ，

ꊿꋋꂷꆹꑽꊿꂷꉬꌠꉪꅉꐚ”ꄷ。

25ꋌꄹꇬꆏ：“ꋋꆹꑽꊿꂷꉬꅀꀋꉬ

ꌠꉢꋋꅉꀋꐚ，ꉡꆹꉢꀋꉊꂴꆹꑓꀋ

ꂿ，ꀋꃉꆏꑓꂿꀐꌠꌤꋌꐘꀉꄂꅉ

ꐚ！”ꄷ。26ꋍꈭꐨꆏ，ꋀꊇꋍꏭ：

“ꋌꅽꇬꑟꑵꃅ？ꋌꈍꃅꄉꅽꑓꋪꋌ

ꇱꁉꎼꇁ？”ꄷꅲ。27ꊿꂶꌠꆏ：

“ꀋꃉꌌꉢꉉꆍꇰꋺꀐ，ꄚ，ꆍꊇꉠ

ꅇꀋꅲ，ꆍꑞꃅꉈꑴꋍꃢꅱꀱꌦ？ꆍ

ꊇꑌꋍꌶꌺꄻꏾꌠꅀ？”ꄷ。28ꄚꄉ

ꋀꊇꋍꏭꊨꀖꄉ：“ꆏꀉꄂꋍꌶꌺ

ꉬ，ꉪꊇꆹꃀꑭꌶꌺꄹ。29ꉪꊇꆹꏃꃅ

ꌋꃀꑭꏭꅇꉉꋺꌠꉪꅉꐚ；ꄚ，ꊿꋋ

ꂷꆹ，ꋌꇿꄉꇀꂷꉬꌠꉪꋋꅉꀋ

ꐚ！”ꄷ。30ꊿꂶꌠꆏꋀꊇꏯ：“ꉠ

ꑓꋪꆹꋌꁉꄉꀐ，ꋌꇿꇬꄉꇁꌠꂯꆍ

ꋋꅉꀋꐚ，ꋍꑠꇯꍝꃅꇣꋲꌠꉬ！31ꉪ

ꊇꆹꏃꃅꌋꑽꊿꅇꀋꅲꃅꊿꋍꏭꍖ

ꀴ、ꋍꉪꐪꇬꍬꌠꅇꀉꄂꅲꌠꉪꅉ

24所以法利赛人第二次叫了
那从前瞎眼的人来，对他说：
“你该将荣耀归给神，我们知道
这人是个罪人。”25他说：“他是
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
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瞎眼
的，如今能看见了。”26他们就
问他说：“他向你做什么？是怎
么开了你的眼睛呢？”27他回答
说：“我方才告诉你们，你们不
听；为什么又要听呢？莫非你
们也要作他的门徒吗？”28他们
就骂他说：“你是他的门徒；我
们是摩西的门徒。29神对摩西说
话是我们知道的；只是这个
人，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
30那人回答说：“他开了我的眼
睛，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
来，这真是奇怪！31我们知道神
不听罪人，惟有敬奉神、遵行
他旨意的，神才听他。32从创世
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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ꐚ。32ꁍꄻꏃꄻꄑꅑꅸꇁꇬ，ꊿꒆꎼ

ꇁꇬꇯꆐꑓꋩꌠꋌꄻꑓꂿꌠꑠꈨꂯꊿ

ꋋꈨꀋꋻ。33ꀋꄸꄷ，ꊿꋋꂷꏃꃅꌋ

ꄷꄉꇁꌠꀋꉬꑲꆏ，ꋌꌤꑞꑵꑌꋌꋋ

ꃅꀋꄐ”ꄷꅇꀱ。34ꋀꊇꆏꋍꏯ：

“ꆎꆹꑽꃤꆈꒉꀕꌠꈬꇬꄉꒅꂷꉬ

ꇬ，ꄡꇗꉪꏭꉙꂘꅀ？”ꄷꇈ，ꊿꂶ

ꌠꋀꈹꉈꏭꎭ。 

盲人的眼睛开了。33这人若不是
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
34他们回答说：“你全然生在罪
孽中，还要教训我们吗？”于是
把他赶出去了。 

 

ꒌꇬꄉꑓꁖꌠ 灵里的瞎眼 
35ꊿꂶꌠꋀꈹꉈꏭꎭꌠꑳꌠꈨ，

ꊁꑳꌠꇁꋋꊝꄉ，ꋍꏭ：“ꆏꏃꃅꌋ

ꌺꑇꑆ？”ꄷꅲ，ꊿꂶꌠꆏꑳꌠꏭ：

36“ꌌꁈ！ꋋꆹꈀꄸꉬ（ꀊꆨꏂꀨꋍꈨꇬꆏ

“ꈀꄸꆹꏃꃅꌋꌺꉬ”ꃅꅑꌠꐥ），ꉢꁳꋌꑅ

ꎻ？”ꄷ。37ꑳꌠꆏ：“ꋌꆏꂿꀐ，

ꀋꃅꆎꌋꆀꐮꌧꈿꐺꂶꌠꆹꋌꉬ”
ꄷ。38ꊿꂶꌠꆏ：“ꌋꀋ！ꉢꑇ”ꄷ

ꈭꐨꆏ，ꑳꌠꏭꀍꃈꄚ。39ꑳꌠꆏ：

“ꉢꋧꃅꋋꂷꇬꇁꌠꆹꀞꇽꇁꄉ，ꊿ

ꑓꀋꂿꈧꌠꁳꑓꂿꉆꎻ；ꊿꑓꂿꈧꌠ

ꁳꑓꁖꌠꐛꁧꎻꌠ”ꄷ。40ꑳꌠꐊ

ꀊꄶꐺꌠꃔꆀꌏꊿꈧꌠꅇꂷꋋꇬꋀꈨ

ꈭꐨꆏ，ꑳꌠꏭ：“ꉪꊇꑌꑓꁖꀐꌠ

ꉬꑴꅀ？”ꄷ。41ꑳꌠꆏꋀꊇꏯ：

“ꀋꄸꄷ，ꆍꊇꆹꑓꁖꌠꉬꑲꆏ，ꆍ

ꑽꃤꀋꐥꀐ；ꄚ，ꀋꃅꆍꄹꇬ：‘ꉪ

ꊇꊌꂿꉆ’ꃅꐛꅹ，ꆍꑽꃤꄡꇗꐥꑴ

ꌦ”ꄷ。 

35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
去，后来遇见他，就说：“你信
神的儿子吗？”36他回答说：“主
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
呢？”37耶稣说：“你已经看见
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
38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
稣。39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
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
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
40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
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
吗？”41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
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
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
们的罪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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ꑿꉻꅺꌡꁮꅉ 羊圈的比喻 

10 “ꉢꇯꍝꃅꉉꆍꇰ，ꀋꄸꄷ，

ꊾꂷꑿꉻꇬꃹꆹꇬꑿꉻꀃꈈ 10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们：人进羊圈，不从门 

ꇬꈴꀋꆹꃅ，ꀉꁁꑠꈚꑆꆹꑲꆏ，ꋋꆹ

ꈐꊿꉬ，ꏄꍿꉬ。2ꑿꉻꀃꈈꇬꈴꆹꂶ

ꌠꑲꆀꑿꆫꊿꉬ。3ꀃꈈꐏꂶꌠꑌꀃ

ꈈꁉꋌꁳ；ꑿꊇꌠꋍꃚꋒꅲ。ꋌꋍꑿ

ꂓꇬꈴꄉꑿꐜꇈ，ꑿꋍꊂꐊꇁ。4ꋍ

ꑿꋌꋊꅷꇁꈭꐨꆏ，ꋌꂴꐊ，ꑾꑌꋍ

ꊂꈹꐺ，ꑞꃅꆏ，ꋍꃚꋒꑿꊇꌠꌧ。

5ꑿꊇꌠꊿꋒꀋꌧꌠꊂꀋꈹ，ꑞꃅꆏ，

ꋍꃚꋒꑿꊇꌠꇬꀋꌧꄉ，ꑿꊇꌠꀋꎪ

ꃅꁈꁧ”ꄷ。6ꑳꌠꆹꅺꌡꁮꅉꋋꂷ

ꋌꉉꋀꊇꇰ，ꄚ，ꋀꊇꆹꑳꌠꈁꉉꌠꑞ

ꄜꌠꋀꇫꐞꀋꉅ。 

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
就是贼，就是强盗。2从门进去
的，才是羊的牧人。3看门的就
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
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
出来。4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
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
认得他的声音。5羊不跟着生
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
要逃跑。”6耶稣将这比喻告诉他
们，但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什
么意思。 

 

ꑳꌠꆹꆫꊿꉾꂶꌠꉬ 耶稣是好牧人 
7ꑠꅹ，ꑳꌠꀱꉈꑴꋀꏭꑠꃅꉉ：

“ꉢꇯꍝꃅꉉꆍꊇꇰ，ꉡꆹꑿꉻꀃꈈ

ꁬꌠꉬ。8ꊿꀋꉊꉠꂴꆽꈀꇁꈧꌠꃅ

ꐯꇯꈐꊿꉬꌐ，ꏄꍿꉬꌐ；ꄚꑾꆹꋀꅇ

ꀋꃅ。9ꉡꆹꀃꈈꐫꌠꉬ，ꉠꀃꈈꋋꐬ

ꇬꄉꈐꏭꈀꃹꇁꌠꆏ，ꀋꎪꃅꈭꋏꊊ，

ꄷꀋꁧ，ꈏꃹꉇꅐꃅꏜꊌꋠ。10ꏄꍿ

ꇁꇬꆏ，ꈐꀉꄂꈐ、ꌉꀉꄂꌉ、ꀜꀉ

ꄂꀜꐆꑲꌧ。ꉢꇁꌠꆹꋀꁳꀑꇬꊌ

ꎻ，ꄷꀋꁧ，ꂵꇤꀕꃅꊌꎻꌠ。11ꉡꆹ

ꆫꊿꉾꂶꌠꉬ，ꆫꊿꉾꂶꌠꆹꑿꎁꃅ

ꀑꇬꁮ。12ꀋꄸꄷ，ꊋꃅꊿꉬꑲꆏ，

ꋋꆹꑿꆫꊿꀋꉬ，ꑾꑌꋍꊨꏦꃤꀋꉬ，

ꊿꑠꆏ，ꆿꃀꇁꌠꋌꂿꄷꆏ，ꑿꋌꇤꇫ

7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
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就是
羊的门；8凡在我以先来的，都
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
们。9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
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
吃。10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
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
（或作“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
丰盛。11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
羊舍命。12若是雇工，不是牧
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
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抓
住羊，赶散了羊群。13雇工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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ꎭꇈꁈꁧ；ꆿꃀꑿꑝꇁꄉ，ꑿꈯꇉꊂꁊ

ꌐ。13ꊋꃅꊿꁈꁧ，ꑞꃅꆏ，ꋋꆹꊋ

ꃅꊿꉬꄉ，ꑿꋌꇬꀋꇝ。14ꉡꆹꆫꊿ

ꉾꂶꌠꉬ；ꉠꑿꉢꌧ，ꉠꑿꑌꉢꌥ，

15ꑠꆹꉠꀉꄉꑌꉢꌥ，ꉡꑌꉠꀉꄉꉢꌧ

ꌠꌡ，ꄷꀋꁧ，ꉢꉠꑿꎁꃅꀑꇬꁮ。

16ꉢꉈꑴꑿꀉꁁꐥꑴꌦ，ꋀꊇꑿꉻꋋ

ꂷꇬꀋꀀ；ꀊꋨꈨꉢꀋꎪꃅꏃꌊꇁꑲ

ꆀꍑ，ꋀꊇꆹꉠꅇꃅ，ꄷꀋꁧ，ꏓꌊꋍ

ꊈꐛꄉꏮꎆꆫꊿꋍꂷꁳꆫꎻꌠꉬ。

17ꀉꄉꉡꉂꌠꆹꉢꉠꀑꇬꁮꄉ，ꉈꑴꀑ

ꇬꎹꌊꇁꂿꄷꌠꒉꄸ。18ꊿꉠꄹꄉꉠ

ꀑꇬꋌꇑꌊꁧꄎꌠꀋꐥ，ꉠꀑꇬꆹꉠ

ꊨꏦꁮꌠ。ꉢꀑꇬꁮꌅꈌꐥ，ꀑꇬꎹ

ꌊꉈꑴꇁꌠꌅꈌꑌꐥ。ꑠꆹꉢꉠꀉꄉ

ꄷꄉꊪꌊꇁꌠꁵꅇꉬ”ꄷ。 

走，因他是雇工，并不顾念
羊。14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
羊，我的羊也认识我，15正如父
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
且我为羊舍命。16我另外有羊，
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
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
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
了。17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
去，好再取回来。18没有人夺我
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
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
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 

19ꅇꂷꋋꈨꒉꄸꃅ，ꒀꄠꊿꈧꌠ

ꈬꄔꉈꑴꐯꀥꄉꋯꀋꑌꌦꀐ。20ꋀꈬ

ꄔꊿꈍꑋꈨꄹꇬ：“ꋌꑊꋌꐊꄉ，ꃵ

ꂿꀐꌠ，ꑞꃅꋍꅇꅲꑴꌦ？”ꄷ。

21ꉈꑴꋍꈨꆏꀱꌊ：“ꅇꂷꋋꈨꆹꊿ

ꑊꋌꐊꌠꉉꎼꇁꌠꀋꉬ，ꑊꋌꈍꃅꄉ

ꊿꑓꋩꂷꋌꎼꑓꂿꇁꄎꂯ？”ꄷ。 

19犹太人为这些话又起了纷
争。20内中有好些人说：“他是
被鬼附着，而且疯了，为什么
听他呢？”21又有人说：“这不是
鬼附之人所说的话。鬼岂能叫
盲人的眼睛开了呢？” 

 

ꑳꌠꆹꒀꄠꊿꇱꍞꇫꎭ 犹太人弃绝耶稣 
22ꑳꇊꌒꇌꆹꑶꋉꋩꑍꑠꑍꐥ，ꋋ

ꇅꇬꆏ，ꃅꋆꄮꐰꉬ。23ꑳꌠꆹꌃꎔ

ꑷꂿꇬꌙꇊꂱꑲꒌꇂꃴꈴꐺ。24ꒀꄠ

ꊿꇁꌊꋍꈭꋍꇍꇊꄉ，ꋍꏭ：“ꆏꉈ

ꑴꉪꁳꃱꇌꃯꇌꅷꈍꄮꑟꎻꂯ？ꀋꄸ

ꄷ，ꆎꆹꏢꄖꉬꑲꆏ，ꐝꉅꃅꉉꉪ

ꇰ”ꄷ。25ꑳꌠꆏꋀꊇꏯ：“ꉢꉉꆍ

22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是
冬天的时候。23耶稣在殿里所罗
门的廊下行走。24犹太人围着
他，说：“你叫我们犹疑不定到
几时呢？你若是基督，就明明
地告诉我们。”25耶稣回答说：
“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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ꇰꀐ，ꄚ，ꆍꊇꇬꀋꑇ，ꉢꉠꀉꄉꂓꄜ

ꌗꄜꄉꈀꃅꌠꌤꉠꎁꃅꅇꊪꌬꉆ，

26ꄚꆍꊇꄡꇗꇬꀋꑇ。ꑞꃅꆏ，ꆍꊇ

ꆹꉠꑿꀋꉬ。27ꉠꑿꆹꉠꅇꅲ，ꉡꑌ

ꋀꌥ，ꋀꊇꑌꉠꊂꈹꐺ。28ꉈꑴꐩꋊ

ꐩꍂꀑꇬꉢꄻꋀꊇꇖ，ꋀꊇꆹꐩꋊꐩ

ꍂꃅꀋꑍꀋꈤ，ꊿꉠꇇꇬꄉꋀꋌꇱꇑ

ꌊꁧꄎꌠꋍꂷꑋꀋꐥ。29ꉠꀉꄉꆹꑿ

ꋌꄻꉡꇖ，ꋋꆹꐥꇐꑞꑌꏭꀋꋌꃅꇰ

ꀋꃀꌠ，

ꊿꉠꀉꄉꇇꈐꇬꄉꋀꋌꇱꇑꌊ 

ꁧꄎꌠꋍꂷꑋꀋꐥ。30ꉠꀉꄉꌋꆀꉡ

ꆹꊇꅉꇬꋍꂷꉬ”ꄷ。 

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
我作见证；26只是你们不信，因
为你们不是我的羊。27我的羊听
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
们也跟着我。28我又赐给他们永
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
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29我父把
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
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
去。30我与父原为一。” 

31ꒀꄠꊿꉈꑴꇓꂵꉅꌊꋌꅣꏭ

ꄐ。32ꑳꌠꋀꊇꏯ：“ꉢꆍꊇꁳꉠꀉ

ꄉꌤꂄꎔꌠꈍꑋꃅꂾꈨꎻ，ꆍꊇꌤꑟ

ꐘꒉꄸꃅꇓꂵꌌꉢꅣꌠꉬ？”ꄷꅲ。

33ꒀꄠꊿꈧꌠꆏ：“ꉪꊇꆹꆏꈀꃅꌠ

ꌤꂄꎔꈧꌠꒉꄸꃅꇓꂵꉅꌊꆏꅣꌠꀋ

ꉬꃅ，ꆏꏃꃅꌋꏭꍍꋉꅇꉉ，ꄷꀋꁧ，

ꆎꆹꊾꂷꉬꇬ，ꀱꌊꅽꊨꏦꆏꌌꏃꃅ

ꌋꃅꄉꑠꒉꄸꃅꆏꅣꌠꉬ”ꄷ。34ꑳ

ꌠꆏ：“ꆍꊇꄹꏦꇬ：‘ꉢꆍꊇꆹꌋ

ꉬꃅꉉꋺ’ꄷꁱꇬꄀꀋꄉꅀ？35꒰ꀨ

ꄯꒉꇬꅇꂷꆹꀜꋊꇫꎭꀋꉆꌠ，ꀋꄸ

ꄷ，ꊿꏃꃅꌋꇗꅉꊪꈧꌠꇯꆎꌋꉬꄷ

ꑲꆏ，36ꆍꊇꄡꇗꉠꏯ‘ꆎꆹꏃꃅꌋ

ꏭꍍꋉꅇꂷꉉ，ꑞꃅꆏ，ꆎꆹꀂꏃꃅꌋ

ꌺꉬꄷ’ꃅꉉꅀ？ꉡꆹꀉꄉꇱꊨꄅꌊ

ꌃꎔꃅꄉꇈ，ꉈꑴꁆꌌꋧꃅꇬꇁꌠ

ꉬ。37ꀋꄸꄷ，ꉢꉠꀉꄉꌤꀋꃅꑲꆏ，

31犹太人又拿起石头来要打
他。32耶稣对他们说：“我从父
显出许多善事给你们看，你们
是为哪一件拿石头打我呢？”
33犹太人回答说：“我们不是为
善事拿石头打你，是为你说僭
妄的话；又为你是个人，反将
自己当作神。”34耶稣说：“你们
的律法上岂不是写着，‘我曾说
你们是神’吗？35经上的话是不
能废的；那些接受神道的人，
他们被称为神；36父所分别为
圣，又差到世间来的那位，他
说他是神的儿子，你们为什么
还向他说‘你说僭妄的话’？37我
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
信我；38我若行了，你们纵然不
信我，也当信这些事，叫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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ꆍꉠꅇꑇꌋꀋꌸ；38ꄚ，ꀋꄸꄷꉢꃅꀐ

ꑲꆏ，ꆍꊇꉢꀋꑇꄷꑲꑌ，ꌤꋋꈨꆍꇬ

ꑅꄡꑟ，ꑠꃅꄉ，ꆍꁳꉠꈐꏭꉠꀉꄉꇫ

ꐊ，ꉠꀉꄉꈐꏭꉢꇫꐊꌠꑠꐝꑌꐝ

ꉅ、ꅈꑌꅉꐚꎻ”ꄷ。39ꋀꊇꆏꉈ

ꑴꋍꃢꃅꑳꌠꒂꏢꉨ，ꄚ，ꋋꆹꋀꇇꈐ

ꄉꆶꇫꈴꁧꀐ。 

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
我也在父里面。”39他们又要拿
他，他却逃出他们的手走了。 

40ꑳꌠꀱꑻꄉꒊꃀꇬꉜꄉꁧ，ꋌ

ꀱꀋꉊꒀꉴꋋꑣꃅꈚꌠꇬꑟꇁꇈꀊꄶ

ꀀ。41ꊿꈍꑋꃅꇁꌊꋍꄷꑟ。ꋀꊇꑠ

ꃅꉉ：“ꒀꉴꌋꃅꐪꑽꑌꃅꀋꋻꑴ

ꇬ，ꄚ，ꋌꊿꋋꂷꏭꄐꌐꄉꈁꉉꌠꅇ

ꂷꆹꉬꇮꃅꃶꐚꌐꌠꉬ！”ꄷ。42ꄚ

ꄉ，ꀊꄶꇬꊿꈍꑋꃅꑳꌠꑇꀐ。 

40耶稣又往约旦河外去，到
了约翰起初施洗的地方，就住
在那里。41有许多人来到他那
里。他们说：“约翰一件神迹没
有行过，但约翰指着这人所说
的一切话都是真的。”42在那里
信耶稣的人就多了。 

 

ꇁꌒꇊꌦꐨ 拉撒路之死 

11 ꊿꆄꂷꐥ，ꂒꆏꇁꌒꇊꂓ，ꀀ

ꆏꀨꄊꆀꀀ，ꀨꄊꆀꆹꂷꆀ 11 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
拉撒路，住在伯大尼， 

ꑸꌋꆀꋍꃺꃀꂷꄊꑋꇬꀀꌠꁡꇤꂶꌠ

ꉬ。2ꂷꆀꑸꋋꂷꆹꌋꅪꅿꉗꌒꋌꌌ

ꀕꁈꇬꌎꇈ，ꊨꏦꀍꑐꌊꌌꁈꏸꑭꇬ

ꌩꂶꌠꉬ；ꊿꆅꇁꌒꇊꆹꋍꂛꊨꉬ。

3ꃺꃀꑌꂵꑍꂷꌠꊿꋍꑊꇤꅷꑳꌠꂿꆹ

ꄉ，ꇬꏭ：“ꌋꀋ！ꊿꆏꇫꉂꂶꌠꆅ

ꀐ”ꄷ。4ꌤꋌꐘꑳꌠꈨꇈ，ꋌꄹ

ꇬ：“ꆅꋌꑵꌦꂿꆅꀋꉬꃅ，ꀑꒉꑊ

ꒉꌌꏃꃅꌋꄀꄉ，ꏃꃅꌋꌺꁳꋋꐛꅹ

ꃅꀑꒉꑊꒉꊌꎻꂿꄷꌠ”ꄷ。5ꑳꌠ

ꆹꅉꀕꃅꂷꄊꌋꆀꋍꑌꂵ、ꇁꌒꇊꉂ

ꅷꇁꌠ。6ꄚ，ꇁꌒꇊꆅꀐꃅꌠꋌꈨꈭ

ꐨꆏ，ꋌꄡꇗꋍꐤꅉꀊꋩꈚꇬꃅꐎꑍ

ꀕꂷꁦꎆꃅꐥꀐ。7ꋍꈭꐨꑲꆀ，ꋌ

就是马利亚和她姐姐马大的村
庄。2这马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
主，又用头发擦他脚的；患病
的拉撒路是她的兄弟。3她姐妹
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
“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4耶
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
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
儿子因此得荣耀。”5耶稣素来爱
马大和她妹子并拉撒路。6听见
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
仍住了两天。7然后对门徒说：
“我们再往犹太去吧。”8门徒
说：“拉比，犹太人近来要拿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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ꋍꌶꌺꏭ：“ꉪꀱꒀꄠꁦꌦꀞ”
ꄷ。8ꌶꌺꈧꌠꆏꋍꏭ：“ꂘꃀ！ꀋꑍ

ꊂꒀꄠꊿꈧꌠꇓꂵꉅꌊꆏꅣꏢꉨꇬ，

ꆏꀱꀊꄶꇬꁧꑴꌦꅀ？”ꄷ。9ꑳꌠ

ꆏ：“ꂵꆤꄮꈉꊰꑋꂷꐥꌠꀋꉬꅀ？

ꊿꂵꆤꈛꎼꇬꆹ，ꋧꃅꋋꂷꇬꁨꑭꋌ

ꊌꂿꉆꐛꅹ，ꃪꀋꐛ。10ꄚ，ꀋꄸꄷ，

ꊾꂷꌋꐓꈛꎼꇬꆹ，ꀋꎪꃅꃪꐛ，ꑞ

ꃅꆏ，ꋌꁨꑭꀋꐥ”ꄷ。11ꉉꌐꈭꐨ

ꆏ，ꋌꉈꑴꋀꊇꏯ：“ꉪꐋꀨꇁꌒꇊ

ꀀꑌꇴꀐ，ꉢꇫꀀꄖꁧꂿ”ꄷ。12ꌶ

ꌺꈧꌠꆏꇬꏭ：“ꌋꀋ！ꀋꄸꄷꋌꀀ

ꑌꇴꌠꉬꇬꆹꂯ，ꈍꃅꑌꍑꀐ”ꄷ。

13ꑳꌠꆹꇁꌒꇊꌦꀐꄷꌠꄜ，ꄚ，ꋀꊇ

ꆹꎂꀕꃅꀀꑌꇴꌠꄜꎼꈀ。14ꑳꌠꐝ

ꉅꃅꋀꏭ：“ꇁꌒꇊꌦꀐ。15ꉢꀊꄶ

ꀋꐥꄉꉢꇿ，ꋍꑠꆹꆍꎁꃅꌠ，ꆍꁳꑇ

ꎻꂿꄷꌠ，ꀋꃉꉪꊇꀊꄶꄉꋌꉚꁧ

ꂿ”ꄷ。16ꄏꂷ，ꉈꑴꄂꄲꂷꄷꑌꄹ

ꂶꌠꌶꌺꀉꁁꈧꌠꏭ：“ꉪꊇꑌꀊꄶ

ꄉꋌꈽꄉꌦꁧꀞ”ꄷ。 

头打你，你还往那里去吗？”9耶
稣回答说：“白日不是有十二小
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至
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
10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
为他没有光。”11耶稣说了这
话，随后对他们说：“我们的朋
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
12门徒说：“主啊，他若睡了，
就必好了。”13耶稣这话是指着
他死说的，他们却以为是说照
常睡了。14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
们说：“拉撒路死了。15我没有
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
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
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16多
马，又称为低土马（“低土马”意为

“双胞胎”），就对那同作门徒的
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 

 

ꀱꐥꇁꌠꌋꆀꀑꇬꐯꇯꑳꌠꈐꏭꑌ 复活在主，生命在主 
17ꑳꌠꇁꇫꑟꈭꐨꆏ，ꇁꌒꇊꆹꄃ

ꁧꇬꇖꑍꀀꀐꌠꋌꅉꐚꀐ。18ꀨꄊꆀ

ꆹꑳꇊꌒꇌꌋꆀꈜꎴꃅꀋꇢ，ꆏꈉꃘ

ꂷꀑꂪꀉꄂꇢ。19ꒀꄠꊿꈍꑋꃅꋍꑊ

ꂛꊨꌦꀐꐛꅹꃅꇁꌊꂷꄊꌋꆀꂷꆀꑸ

ꑋꏯꉌꌒꄀꇁ。20ꑳꌠꇁꀐꃅꌠꂷꄊ

ꈨꈭꐨꆏ，ꋌꁖꉈꏭꄉꇫꋩꒉ，ꂷꆀ

ꑸꆏꄡꇗꀁꇬꑌꇈ。21ꂷꄊꑳꌠꏭ：

“ꌋꀋ！ꀋꄸꄷꆏꊼꇅꏛꃅꇁꑲꆏ，

17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
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18伯大尼
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六里
路。19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
马利亚，要为她们的兄弟安慰
她们。20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
出去迎接他；马利亚却仍然坐
在家里。21马大对耶稣说：“主
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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ꉠꂛꊨꆹꈍꃅꑌꀋꌦꀐꌠ。22ꄚ，ꉡꆹ

ꀋꃅꑌꆏꏃꃅꌋꏭꑞꇖꂟꄿꂿ，ꋌꀋ

ꎪꃅꑞꋌꄻꆎꇖꌠꉢꅉꐚ”ꄷ。

23ꑳꌠꆏꋍꏭ：“ꅽꂛꊨꀋꎪꃅꀱꐥ

ꇁꌠꉬ”ꄷ。24ꂷꄊꆏꇬꏭ：“ꃅꋊ

ꌐꂫꇬꀱꐥꃅꑍꄹꉇꑞꄮꇬꆏ，ꋌꀋ

ꎪꃅꀱꐥꇁꌠꉢꅉꐚ”ꄷ。25ꑳꌠꆏ

ꋍꏭ：“ꀱꐥꇁꌠꉠꈐꏭꑌ，ꀑꇬꑌ

ꉠꈐꏭꑌ，ꊿꉢꑅꌠꆏ，ꌦꀐꇬꑌ，ꀋ

ꎪꃅꀱꐥꇁ。26ꊿꇫꐥꄉꉡꈁꑇꌠ

ꆏ，ꀋꎪꃅꐩꋊꐩꍂꃅꀋꌦ，ꅇꂷꋋ

ꇬꆏꇬꑅꀕ？”ꄷ。27ꂷꄊꆏ：“ꌋ

ꀋ！ꉢꑇ，ꆎꆹꏢꄖꉬ，ꆎꆹꇁꌊꋧꃅ

ꋋꂷꇬꐥꇁꂿꄷꌠꏃꃅꌋꌺꂶꌠꉬꌠ

ꉢꑇ”ꄷ。 

不死。22就是现在，我也知道，
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
给你。”23耶稣说：“你兄弟必然
复活。”24马大说：“我知道在末
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
25耶稣对她说：“复活在我，生
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
了，也必复活。26凡活着信我的
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
吗？”27马大说：“主啊，是的，
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
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 

 

ꑳꌠꑳꉨꀐ 耶稣哭了 
28ꂷꄊꅇꂷꋋꈨꉉꌐꈭꐨꆏ，ꋌ

ꀱꀁꇬꄉꀋꌋꀕꃅꋍꑌꂵꏭ：“ꂘꃀ

ꇁꀐ，ꋌꆎꇴ！”ꄷ。29ꂷꆀꑸꈨꈭ

ꐨꆏ，ꇫꍠꇫꆽꃅꋌꄓꌊꑳꌠꄷꁧ。

30ꀊꋨꄮꇬ，ꑳꌠꆹꂷꄊꋋꋩꇁꈚꌠꇬ

ꑌ，ꑲꇽꁡꇤꇬꃹꀋꆹꑴꌦ。31ꀁꇬ

ꄉꂷꆀꑸꏭꉌꌒꄀꌠꒀꄠꊿꈧꌠꂷꆀ

ꑸꇫꍠꇫꆽꃅꄓꇫꈴꁧꌠꋀꂿꇬꆏ，

ꋌꄃꁧꇬꄉꉩꁧꎼꈀꄉꋍꊂꈹꁧ。

32ꂷꆀꑸꇁꌊꑳꌠꄷꑟ，ꑳꌠꋌꂿꄷ

ꆏ，ꋌꇇꑭꃃꇵꀕꃅꑳꌠꂾꄉꇬꏭ：

“ꌋꀋ！ꀋꄸꄷꆏꂴꇯꆐꄚꇬꐥꑲ

ꆏ，ꉠꂛꊨꆹꈍꃅꑌꀋꌦꀐꌠ”ꄷ。

33ꂷꆀꑸꌋꆀꋋꐊꐺꌠꒀꄠꊿꈧꌠꐯ

ꇯꑳꉨꌠꑳꌠꊌꂿꇬꆏ，ꑳꌠꉌꂵꇬ

28马大说了这话，就回去暗
暗地叫她妹子马利亚，说：“夫
子来了，叫你。”29马利亚听见
了，就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
去。30那时，耶稣还没有进村
子，仍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
31那些同马利亚在家里安慰她的
犹太人，见她急忙起来出去，
就跟着她；以为她要往坟墓那
里去哭。32马利亚到了耶稣那
里，看见他，就俯伏在他脚
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
里，我兄弟必不死。”33耶稣看
见她哭，并看见与她同来的犹
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



ꒀꉴꌒꅇ  11 327 约翰福音  11 

 

ꐒꃃꏽ，ꀊꅰꃅꉌꎭꑓꅧꇁꄉ，34ꋌꋀ

ꏭ：“ꊿꆍꄻꇿꇬꄃꄉ？”ꄷꅲ。

ꋀꆏꑳꌠꏭ：“ꌋꀋ！ꄚꇬ，ꁨꉜ

ꇁ”ꄷ。35ꑳꌠꑳꉨꀐ。36ꒀꄠꊿ

ꈧꌠꄚꄉ：“ꆏꇬꉚ，ꋌꈍꃅꊿꋋꂷ

ꉂꅼꉏ！”ꃅꉉ。37ꈬꄔꊿꋍꈨꆏ：

“ꊿꑓꋩꌠꇯꋌꉃꑓꂿꄎꑲꆏ，ꊿꋋ

ꂷꁳꇯꆎꀋꌦꎻꀋꄐꅀ？”ꄷꉉ。 

忧愁，34便说：“你们把他安放
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
看。”35耶稣哭了。36犹太人就
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
切。”37其中有人说：“他既然开
了盲人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
不死吗？” 

 

ꇁꌒꇊꀱꐥꇁ 拉撒路复活 
38ꑳꌠꆹꉈꑴꉌꂵꇬꐒꃃꏽꄉ，ꋌ

ꇁꌊꄃꁧꂶꌠꂾꑟ，ꄃꁧꂶꌠꆹꃅꐬ

ꂷ，ꃅꐬꈌꇬꆏꇓꂵꂷꌌꋍꄉ。39ꑳ

ꌠꋀꏭ：“ꆍꊇꇓꂵꂶꌠꆷꇫꎭ”
ꄷ。ꊿꌦꂶꌠꅫꃀꂷꄊꆏ：“ꌋꀋ！

ꋌꌦꇖꑍꐛꀐ，ꋌꀋꃅꈍꃅꑌꍹꅿꀐ

ꌠ”ꄷ。40ꑳꌠꆏꂷꄊꏭ：“ꀋꄸ

ꄷꆏꇬꑅꑲꆏ，ꀋꎪꃅꏃꃅꌋꀑꒉꑊ

ꒉꆏꊌꂿꌠꉬꄷꉢꉉꆎꇰꀋꋻꅀ？”
ꄷ。41ꄚꄉꇓꂵꂶꌠꋀꊇꆷꇫꎭꀐ，

ꑳꌠꀑꐕꃅꃴꉜꄉ：“ꀉꄉ！ꉡꆹꆏ

ꉠꅇꅲꀐꐛꅹꃅꅽꏯꈀꎭꀕ。42ꉡꆹ

ꆏꅉꀕꃅꉠꅇꅲꌠꑌꉢꅉꐚ，ꄚ，ꉢꑠ

ꃅꉉꌠꆹ，ꉢꉹꁌꄚꉠꈭꉠꇍꉆꋋꈨ

ꁳꉡꆹꆏꇱꁆꎼꇁꌠꉬꌠꑇꎻꂿꄷ

ꌠ”ꄷ。43ꅇꋋꇬꉉꌐꈭꐨꆏ，ꋌꃚ

ꐕꉐꐓꄉ：“ꇁꌒꇊ，ꅐꇁ！”ꃅ

ꇴ。44ꌦꊿꂶꌠꅐꇁꀐ，ꋍꑭꇇꃅꂪ

ꌦꌊꇙꄉꌐ，ꈁꑓꇬꇇꌩꁁꂷꇫꄟ

ꄉ。ꑳꌠꊿꈧꌠꏭ：“ꂪꌦꈧꌠꁌ

ꇫꎭꄉ，ꋌꁳꈛꎼꎻ”ꄷ。 

38耶稣又心里悲叹，来到坟
墓前；那坟墓是个洞，有一块
石头挡着。39耶稣说：“你们把
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马大
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
了，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
40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
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
吗？”41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
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
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42我也
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
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
是你差了我来。”43说了这话，
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
44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
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
们说：“解开，叫他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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ꒀꄠꊿꑳꌠꌉꂿꄷ꒰ꇫ 计划杀害耶稣 
45ꒀꄠꊿꂷꆀꑸꉜꇁꀊꋨꈨꆏ，

ꌤꑳꌠꈀꃅꈁꑽꌠꋀꊌꂿꄉ，ꈍꑋꃅ

ꇬꑅꌐ；46ꄚ，ꊿꋍꈨꆏ，ꃔꆀꌏꊿꂿ

ꆹꄉ，ꑳꌠꈀꃅꈁꑽꈧꌠꋀꉉꃔꆀꌏ

ꊿꇰ。47ꆦꑝꌟꒉꌋꆀꃔꆀꌏꊿꈧꌠ

ꌟꒉꌠꂾꃀꈿꅉꇬꄉꐯꏑꌐ，ꋀꊇꄹ

ꇬ：“ꊿꋋꂷꌋꃅꐪꑽꑌꋍꑋꑍꃅ

ꀐ？ꉪꊇꈍꃅꂯ？48ꀋꄸꄷ，ꉪꊇꋌꁳ

ꋍꈁꏾꃅꑠꃅꀕꅷꁧꎻꇬꆹ，ꊿꋍꂷ

ꈀꐥꃅꋌꑅꁧꌐꇈ，ꇊꂷꊾꑌꇁꌊꉪ

ꃄꅉꌋꆀꉹꁌꋀꇑꌊꁧꌠꉬ”ꄷ。

49ꋀꊇꈬꄔꊿꇠꑸꃔꂓꑠꂷꐥ，ꀊꋨ

ꄹꈎ，ꋌꆦꑝꌌꁈꄻ，ꋌꋀꏭꑠꃅꉉ：

“ꆍꊇꑞꑌꆍꋌꀋꌧ。50ꇩꏤꋋꂷ

ꃅꈔꑍꂵꌠꉨ，ꊿꋍꂷꁳꉹꁌꎁꃅꌦ

ꎻ，ꑠꆹꌤꆍꈲꏣꐥꐘꉬꌠꆍꋌꉚꅐ

ꀋꇁꅀ？”ꄷ。51ꋍꅇꂷꋋꇬꆹꋍꄷ

ꄉꅐꇁꌠꀋꉬꃅ，ꋌꀊꋨꄹꈎꆦꑝꌌ

ꁈꄻꐛꅹ，ꑳꌠꆹꇩꏤꋋꂷꎃꊐꄉꌦ

ꇁꌠꋌꅉꄜꎼꇁꌠ。52ꑳꌠꇩꏤꋋꂷ

ꎁꃅꌦꌠꀉꄂꀋꉬꃅ，ꁭꁘꌊꃄꇖꄹ

ꊂꀀꁧꀐꌠꏃꃅꌋꌳꃈꅮꈧꌠꏓꌊꋍ

ꈜꇁꂿꄷꌠꑌꉬ。53ꀊꋨꄹꉇꇈꉈ

ꆏ，ꋀꊇꑳꌠꌉꂿꄷꇕꄟꅷꇁ。 

45那些来看马利亚的犹太人
见了耶稣所做的事，就多有信
他的；46但其中也有去见法利赛
人的，将耶稣所做的事告诉他
们。47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公
会，说：“这人行好些神迹，我
们怎么办呢？48若这样由着他，
人人都要信他；罗马人也要来
夺我们的地土和我们的百姓。”
49内中有一个人，名叫该亚法，
本年作大祭司，对他们说：“你
们不知道什么。50独不想一个人
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就
是你们的益处。”51他这话不是
出于自己，是因他本年作大祭
司，所以预言耶稣将要替这一
国死。52也不但替这一国死，并
要将神四散的子民都聚集归
一。53从那日起他们就商议要杀
耶稣。 

54ꑠꅹ，ꑳꌠꆹꑓꂿꅺꈨꃅꒀꄠꊿ

ꈬꄔꇬꀋꇁꀐ，ꋌꀊꄶꇬꐞꇈ，ꃅꄷꇈ

ꈬꇉꃪꌋꆀꀊꎴꃅꀋꇢꈧꌠꉜꄉꁧ，

ꇁꇓꈓꑱꃔꆃꂓꑠꂷꇬꑟ，ꋋꌋꆀꋍ

ꌶꌺꐯꈽꀊꄶꇬꐥ。 

54所以耶稣不再显然行在犹
太人中间，就离开那里往靠近
旷野的地方去，到了一座城，
名叫以法莲，就在那里和门徒
同住。 

55ꒀꄠꊿꐂꈴꎺꄅꋩꑍꑟꇁꂯꄉ 55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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ꀐ，ꊿꈍꑋꃅꑘꃅꁡꇤꄉꑳꇊꌒꇌꁧ

ꄉ，ꋩꑍꂾꊨꏦꇭꀧꁳꁦꎴꅐꎻ。

56ꋀꊇꑳꌠꎹꐺ，ꋀꌃꎔꑷꂿꇬꉆꄉ

ꐮꏯ：“ꆍꉜꇬꈍꃅꐙ？ꋌꋩꑍꋨꏦ

ꀋꇁꅀ？”ꃅꅲ。57ꄚ，ꆦꑝꌟꒉꌋ

ꆀꃔꆀꌏꊿꆹꈍꄮꇯꆐꑠꃅꉉ：“ꊿ

ꑳꌠꇿꇬꐥꌠꅉꐚꌠꆏ，ꋋꇅꃅꉉꉪ

ꊇꇰꇁꄉ，ꉪꁳꋋꒃꁧꎻ”ꄷ。 

许多人从乡下上耶路撒冷去，
要在节前洁净自己。56他们就寻
找耶稣，站在殿里彼此说：“你
们的意思如何？他不来过节
吗？” 
57那时，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早已
吩咐说：“若有人知道耶稣在哪
里，就要报告，好去拿他。” 

 

ꑳꌠꀨꄊꆀꄉꌌꌐꋉ 耶稣在伯大尼被膏抹 

12 ꐂꈴꎺꄅꋩꑍꂾꃘꑍꌠꆏ，ꑳ

ꌠꇁꌊꀨꄊꆀꑟ，ꀊꋨꈚꆹꋌ 12 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
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 

ꇁꌒꇊꁳꌦꈬꇬꄉꀱꐥꇁꎻꈚꌠꉬ。

2ꊿꀊꄶꇬꄉꈊꋚꐚꊨꄐꑳꌠꌵꌠꐥ，

ꂷꄊꆏꋚꃅꒉꑽꐺ，ꇁꌒꇊꑌꊿꀉꁁ

ꌋꆀꐯꇯꑳꌠꈿꄉꋙꋠꇫꑌ。3ꂷꆀ

ꑸꆏꁌꇨꐯꁌꇨꌠꇂꄊꅿꉗꌒꋌꃶꐚ

ꌠꑠꏢꋌꄌꌊꑳꌠꏸꑭꇬꌎꈭꐨꆏ，

ꋍꀍꑐꌊꋌꌩꀊꃶꇫꎭ；ꄚꄉꑳꂶꌠ

ꃅꅿꉗꌑꐩꀕꀐ。4ꌶꌺꂷꐥ，ꌶꌺ

ꋋꂷꆹꊁꏭꑳꌠꋌꃷꊿꁳꌠꏤꇊꊿꒀ

ꄊꉬ，5ꋋꆏ：“ꑞꃅꅿꉗꌒꋌꋋꈨꌌ

ꐎꌕꊰꎖꑾꃅꃷꌊꊿꌢꎭꌠꇇꀋꀤꌠ

ꉬ？”ꄷꉉ（ꐎꌕꊰꑾꆹꊾꂷꋍꈓꃄ

ꁌꉬ）。6ꒀꄊꑠꃅꉉꌠꆹ，ꋌꇯꍝꃅ

ꊿꌢꎭꌠꉈꇬꌠꀋꉬꃅ，ꋋꆹꈏꈱꊾ

ꂷꉫꒉꄸ，ꋌꁳꎆꃀꊐꅍꌌꎻ，ꅉꀕꃅ

ꎆꃀꄻꇬꊎꄉꈧꌠꄌꇬꎷ。7ꑳꌠꆏ：

“ꋍꄿꐨꃅꀕꎻ！ꋋꆹꉡꐗꉢꄁꄹꉇ

ꎁꃅꄐꏤꌠ。8ꑞꃅꆏ，ꊿꌢꎭꌠꆹꅉ

ꀕꃅꆍꈽꐥ，ꄚ，ꉡꆹꅉꀕꃅꆍꈽꐥꌠ

ꀋꉬ”ꄷ。 

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2有人在
那里给耶稣预备筵席；马大伺
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
的人中。3马利亚就拿着一斤极
贵的真哪哒香膏，抹耶稣的
脚，又用自己头发去擦；屋里
就满了膏的香气。4有一个门
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
人犹大，5说：“这香膏为什么不
卖三十两银子周济穷人呢？”6他
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
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
取其中所存的。7耶稣说：“由她
吧，她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
的。8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
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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ꇁꌒꇊꌉꂿꄷꄐꏤ 计划杀害拉撒路 
9ꒀꄠꊿꈍꑋꈨꑳꌠꀊꄶꐥꌠꋀ

ꅉꐚꄉ，ꇁꀐ，ꋀꊇꀊꄶꇁꌠꆹꑳꌠꀉ

ꄂꉜꇁꌠꀋꉬꃅ，ꊿꌦꈬꇬꄉꑳꌠꄻ

ꀱꐥꇁꌠꇁꌒꇊꂶꌠꑌꉜꇁꌠꉬ。

10ꑠꅹ，ꆦꑝꌟꒉꆏꇁꌒꇊꑌꌉꇫꎭꂿ

ꄷꇕꄟ。11ꑞꃅꆏ，ꇁꌒꇊꒉꄸꃅ，ꒀ

ꄠꊿꈍꑋꃅꑳꌠꑇꀐ。 

9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
那里，就来了，不但是为耶稣
的缘故，也是要看他从死里所
复活的拉撒路。10但祭司长商议
连拉撒路也要杀了，11因有好些
犹太人，为拉撒路的缘故，回
去信了耶稣。 

 

ꊋꐛꄉꑳꇊꌒꇌꃹ 凯旋进耶路撒冷 
12ꊁꄹꉇꆏ，ꊿꉎꏯꄉꋩꑍꋨꏦꇁ

ꌠꈍꑋꃅꑳꌠꑳꇊꌒꇌꉜꄉꇁꌠꋀꈨ

ꇈ，13ꒊꊰꌩꇇꌌꇫꋩꇫꏦꇁ，ꑠꃅꏅ

ꄉꉉ： 

12第二天，有许多上来过节
的人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
13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喊
着说： 

“ꉻꌒꇂ（“ꉻꌒꇂ”ꊇꅉꆹꈭꋏꇁꄷꌠꄜ，

ꄚꇬꆏꀮꄑꅇ）！ 
ꌋꂓꄜꄉꇁꌠꑱꌝꆀꃰꃅꆹꌌꀮ

ꄑꄡꑟꌠꉬ！”ꄷ。 

“和撒那！ 
 
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
称颂的！” 

14ꑳꌠꑾꃅꏷꏸꃆꐱꌹꂷꋌꊌꇈꋌꐱ

ꄸꋩ，ꑠꆹꁱꏂꀨꇬꄀꄉꌠꌋꆀꐯꌟ： 
14耶稣得了一个驴驹，就骑上，
如经上所记的说： 

15“ꑭꉢꉹꁌꊈꀋ（“ꉹꁌ”ꑭꉢꉙꇬꆏ

“ꀋꃋ”ꃅꅑ）， 
ꏸꄡꏦ！ 
ꅽꃰꃅꑾꃅꏷꏸꃆꐱꌺꋩꄉꇁ

ꀐ”ꄷ。 

15“锡安的民哪（“民”原文作“女

子”）， 
不要惧怕！ 
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 

16ꇬꂾꇬꆹ，ꌶꌺꈧꌠꌤꋌꐘꋀꋋꐞꀋ

ꉅ，ꊁꑳꌠꀑꒉꑊꒉꊌꈭꐨꑲꆀ，ꅇ

ꂷꋋꇬꆹꋍꏭꄐꄉꁱꄉꌠꋀꉪꐙ，ꄷ

ꀋꁧ，ꊿꈧꌠꑌꇯꍝꃅꋍꏭꑠꃅꀕ

ꀐ。17ꇁꌒꇊꄃꁧꇬꄉꑳꌠꇴꎼꇁ

16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等到
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这
话是指着他写的，并且众人果
然向他这样行了。17当耶稣呼唤
拉撒路，叫他从死复活出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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ꇈ，ꋌꁳꌦꈬꇬꄉꀱꐥꇁꎻꄮꇬ，ꉹꁌ

ꑳꌠꈽꀊꄶꐥꈧꌠꋍꑠꀂꏽꇬꅇꊪ

ꌬ。18ꉹꁌꆹꌋꃅꐪꑽꑌꑳꌠꃅꋌꑵ

ꋀꈨꐛꅹꃅ，ꋋꋩꇁ。19ꑠꃅꄉ，ꃔꆀ

ꌏꊿꈧꌠꐮꏯ：“ꇬꉚ！ꆍꊇꏡꁈꆹ

ꇿꋌꍈꑋꀋꐥ，ꋧꃅꃰꊿꃅꋍꊂꈹꁧ

ꌐꀐ”ꃅꉉ。 

的时候，同耶稣在那里的众人
就作见证。18众人因听见耶稣行
了这神迹，就去迎接他。19法利
赛人彼此说：“看哪！你们是徒
劳无益，世人都随从他去了。” 

 

ꑝꇂꊿꑳꌠꂿꇁ 希腊人求见耶稣 
20ꀊꋨꄮꇬ，ꊿꉎꏯꄉꋩꑍꋨꏦ

ꇁꈧꌠꈬꄔꑝꇂꊾꈨꇫꐊ。21ꋀꊇꆹ

ꏤꆀꀕꃅꄷꀨꌏꄊꇓꈓꀀꌠꃏꆀꂿꇁ

ꄉ，ꃏꆀꏭ：“ꁦꋠꀋ！ꉪꑳꌠꂿ

ꏾ”ꄷ。22ꃏꆀꉉꉢꄓꆺꇰꇈ，ꃏꆀ

ꌋꆀꉢꄓꆺꑋꐮꐊꄉꉉꑳꌠꇰꆹ。

23ꑳꌠꆏꋀꏭ：“ꊾꌺꀑꒉꑊꒉꊌꄮ

ꑟꇁꀐ。24ꉢꇯꍝꃅꉉꆍꇰ，ꀋꄸꄷ，

ꎭꂷꀕꊰꃄꅉꇬꃹꄉꌦꀋꁧꑲꆏ，ꋌ

ꄡꇗꎭꂷꀕꀉꄂꉬ，ꄚ，ꋌꌦꑲꆏ，ꋋ

ꆹꂶꂷꈍꑋꈍꑋꃅꅑꇁ。25ꊿꊨꏦꀑ

ꇬꁌꐥꌠꆹ，ꀑꇬꁮꁧꌠꉬ；ꊿꋧꃅꋋ

ꂷꇬꐥꌠꊨꏦꀑꇬꌂꌠꆹ，ꀑꇬꋌꀧ

ꌋꃅꅷꐩꋊꐩꍂꄮꇬꑟꄎ。26ꊿꉡꀨ

ꎹꌠꆏ，ꉠꊂꈹꑲꆀꍑ，ꉢꇿꇬꐤꆏ，

ꊿꉡꀨꎹꌠꑌꇿꇬꐥ；ꊿꉡꀨꎹꌠꆹ，

ꉠꀉꄉꀋꎪꃅꋋꁌꒉꌠꉬ”ꄷ。 

20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
中，有几个希腊人。21他们来见
加利利•伯赛大的腓力，求他
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 
22腓力去告诉安得烈；安得烈同
腓力去告诉耶稣。23耶稣说：
“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24我
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
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
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
粒来。25爱惜自己生命的，就丧
失生命；在这世上憎恶自己生
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
26若有人服事我，就当跟从我；
我在哪里，服事我的人也要在
哪里；若有人服事我，我父必
尊重他。” 

 

ꊾꌺꆹꀋꎪꃅꊿꇱꐕꌊꐺ 人子必须被举起来 
27“ꉠꉌꂵꀋꃅꐒꊀꌦꄉꏽ，ꉢ

ꑞꉉꑲꆀꍑꂯ？ꀉꄉꀋ！ꉡꈭꋏꌊꄮ

ꈉꋋꇅꇬꐞꁧ；ꄚ，ꉡꆹꄮꈉꋋꇅꎁꃅ

ꇁꌠꉬ！28ꀉꄉꀋ！ꆏꑴꌠꅽꊨꏦꂓꌗ

27“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
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
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
的。28父啊！愿你荣耀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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ꀑꒉꑊꒉꄀꅊꇈ”ꄷ。ꀊꋨꇅꇬꆏ，

ꂿꃅꇬꃚꋒ：“ꉠꂓꆹꉢꌌꀑꒉꑊꒉ

ꄀꀐ，ꉢꉈꑴꀑꒉꑊꒉꄀꇁꑴꌦ”ꃅ

ꈌꐚ。29ꃚꋒꋋꇬꊿꋍꈭꋍꇍꉆꈧꌠ

ꈨꇬꆏ，ꋀꊇ：“ꂿꃅꇴꀐ”ꄷ

ꉉ。ꊿꀉꁁꈨꄹꇬꆏ：“ꉬꉎꊩꌺꋍ

ꏭꅇꉉꌠꐥ”ꄷ。30ꑳꌠꆏꋀꊇꏯ：

“ꃚꋒꋌꑵꆹꉠꎁꃅꇁꌠꀋꉬꃅ，ꆍ

ꎁꃅꇁꌠꉬ。31ꀋꃉꋧꃅꋋꂷꇬꀞꇽ

ꄮꑟꀐ，ꋧꃅꋋꂷꇬꃰꃅꆹꋌꇱꈹꉈ

ꏭꎭꂯꀐ。32ꉢꃄꅉꇬꄉꊿꐕꌊꐺꄮ

ꇬꆏ，ꊿꄙꀕꃪꀕꃅꉢꅰꈻꌊꉠꄹꇁ

ꌐꌠꉬ”ꄷ。33ꑳꌠꅇꑠꉉꌠꑴꅉꆹ

ꋍꊨꏦꊁꈍꃅꌦꌠꇬꄐꄉꉉꌠ。34ꉹ

ꁌꈧꌠꋍꏭ：“ꄹꏦꇬꅑꌠꅇꂷꉪꈨ

ꇬ，ꏢꄖꆹꐩꋊꐩꍂꃅꇫꐥꌠꉬꄷ；ꆎ

ꆹꈍꃅꄉꊾꌺꀋꎪꃅꊿꇱꐕꌊꐺꃅꉉ

ꉆ？ꊾꌺꋋꂷꈀꄸꂷꉬ？”ꄷꅲ。

35ꑳꌠꋀꊇꏯ：“ꁨꑭꆹꀂꉗꌹꍈꆍ

ꈬꄔꐥꑴꌦ，ꁨꑭꇫꐥꑴꌦꇬꇯꆐꐳ

ꃅꈛꎼꄡꑟ，ꑠꀋꉬꑲꆏ，ꃅꒉꆈꏸꀕ

ꌠꆍꄷꑟꇁꂵ；ꊿꃅꒉꆈꏸꏷꅉꇬꈴ

ꐺꌠꆹ，ꋀꊇꇿꁧꌠꋀꋋꅉꀋꐚ。

36ꆍꊇꆹꁨꑭꇫꐥꑴꌦꄮꇬꇯꆐ，ꁨꑭ

ꑇꄉ，ꆍꁳꁨꑭꌺꇖꐛꎻꄡꑟ”

ꄷ。 

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
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
要再荣耀。”29站在旁边的众人
听见，就说：“打雷了。”还有人
说：“有天使对他说话。”30耶稣
说：“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
们来的。31现在这世界受审判，
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32我若
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
人来归我。”33耶稣这话原是指
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34众人
回答说：“我们听见律法上有话
说，基督是永存的；你怎么
说，人子必须被举起来呢？这
人子是谁呢？”35耶稣对他们
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
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
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
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36你
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
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 

 

ꒀꄠꊿꀋꑇꐨ 犹太人的不信 
ꅇꂷꋋꈨꉉꌐꈭꐨꆏ，ꑳꌠꋀꄷ

ꐞꄉꂁꄉꐥꁧꀐ。37ꋌꋀꂾꄉꌋꃅꐪ

ꑽꑌꈍꑋꃅꀐꇬ，ꋀꊇꄡꇗꋌꀋꑇ。

耶稣说了这话，就离开他们
隐藏了。37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
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
他。38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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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ꑠꆹꑱꌏꑸꈁꉉꌠꅇꅐꀐ，ꋌ： 话说： 

“ꌋꀋ！ 
ꉪꊇꈁꁊꌠꇗꅉꈀꄸꂷꇬꑅ？ 
ꌋꆧꁨꎰꈀꄸꀨ？”ꄷꉉ。 

“主啊！ 
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 
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 

39ꋀꊇꆹꋌꑅꀋꄐ，ꑞꃅꆏ，ꑱꌏꑸꉈ

ꑴ： 
39他们所以不能信，因为以赛亚
又说： 

40“ꌋꋀꁳꑓꁖꎽ， 
ꉌꂵꆸꉂꎻ，ꑠꀋꉬꑲꆏ， 
ꋀꊇꑓꋪꂿꉆ，ꉌꃀꐝꉅꇈꀱꏮ

ꇁꄉ， 
ꉢꋀꆅꉁꂵ”ꄷꑌꄹ。 

40“主叫他们瞎了眼， 
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
见， 
心里明白，回转过来， 
我就医治他们。” 

41ꑱꌏꑸꆹꑳꌠꀑꒉꑊꒉꋌꊌꂿꐛꅹ

ꃅ，ꋍꏭꄐꄉꅇꂷꋋꇬꉉꌠꉬ。42ꑠ

ꃅꑴꇬ，ꒀꄠꊿꏲꌋꂠꌋꀉꑌꈨꄡꇗ

ꑳꌠꑇꀐ，ꄚ，ꋀꊇꆹꉻꏑꅉꇬꄉꃔꆀ

ꌏꊿꇱꈹꇫꎭꌠꏦꄉ，ꄇꄝꋊꄉꉉꀋ

ꀬ。43ꑠꆹꋀꊇꋧꃅꃰꊿꀑꒉꑊꒉꉂ

ꇬ，ꏃꃅꌋꀑꒉꑊꒉꉂꌠꏮꀋꋌꌠꒉ

ꄸ。 

41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
指着他说这话。42虽然如此，官
长中却有好些信他的，只因法
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恐
怕被赶出会堂。43这是因他们爱
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 

 

ꑳꌠꀞꇽꅇꉉ 耶稣审判的话语 
44ꑳꌠꃚꐕꉐꐓꄉ：“ꊿꉢꑅꌠ

ꆏ，ꉢꑅꌠꀋꉬꃅ，ꉢꋌꇱꁆꎼꇁꂶꌠ

ꑇꌠꉬ。45ꊿꉢꋀꂿꌠꆹ，ꉢꋌꇱꁆ

ꎼꇁꂶꌠꋀꊌꂿꌠꉬ。46ꉢꋧꃅꇁꌠ

ꆹꁨꑭꐛꄉ，ꊿꉢꑅꈧꌠꁳꆈꏸꏷꅉ

ꇬꀀꀋꎽꂿꄷꌠ。47ꀋꄸꄷ，ꊿꉠꅇ

ꈨꇈꉠꅇꇬꀋꍬꌠꐥꇬ，ꉢꇫꀞꀋ

ꇽ。ꉢꇁꌠꊇꅉꆹꋧꃅꀞꇽꇁꌠꀋꉬ

ꃅ，ꋧꃅꈭꋏꇁꌠꉬ。48ꊿꉠꏯꄘ

ꑣ、ꉠꅇꂷꊪꀋꅲꌠꆹ，ꋍꏭꀞꇽꌠ

44耶稣大声说：“信我的，不
是信我，乃是信那差我来的。
45人看见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
的。46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
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47若有
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
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
界，乃是要拯救世界。48弃绝
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
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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ꐥ；ꃅꋊꌐꂫꄹꉇꆏ，ꇗꅉꉢꈁꉉꋺꈧ

ꌠꋋꀞꇽꌠꉬ。49ꑞꃅꆏ，ꉡꆹꉠꊨ

ꏦꇇꄧꈴꄉꉉꌠꀋꉬ；ꉢꋌꇱꁆꎼꇁ

ꌠꀉꄉꂶꌠꀉꄂ，ꉢꑞꉉꑞꄜꋭꌠꁵ

ꅇꋌꄻꉢꁳꀐ。50ꉡꑌꋍꁵꅇꆹꐩꋊ

ꐩꍂꀑꇬꉬꌠꉢꅉꐚ，ꑠꅹ，ꉢꈁꉉꌠ

ꅇꂷꆹꉠꀉꄉꉠꏯꈁꉉꈧꌠꉬ”

ꄷ。 

日要审判他。49因为我没有凭着
自己讲；惟有差我来的父，已
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
什么。50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
永生。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
照着父对我所说的。” 

 

ꑳꌠꋍꌶꌺꏸꑭꒈꋌ 耶稣为门徒洗脚 

13 ꐂꈴꎺꄅꋩꑍꑟꇁꂾ，ꑳꌠꆹ

ꊨꏦꋧꃅꋋꂷꇬꄉꀉꄉꄷꁦ 13 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
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 

ꄮꑟꇁꀐꌠꋌꅉꐚ；ꋌꋧꃅꋋꂷꇬꊿ

ꋍꃤꈧꌠꉂꑲꆏ，ꈍꃅꑌꉂꅷꐱꁍ。

2ꈊꋚꋟꄮꇬꆏ，ꑊꋌꌌꁈꆹꑳꌠꃷꌠ

ꉪꐪꋌꄻꏤꇊꊿꑭꂱꌺꒀꄊꉌꂵꇬꊐ

ꄉꀐ。3ꑳꌠꆹꑞꑌꋍꀉꄉꏮꋍꇇꈐ

ꊐꄉꀐꌠꋌꅉꐚ，ꄷꀋꁧꋋꆹꏃꃅꌋ

ꄷꄉꇁ，ꀋꃉꀱꏃꃅꌋꄷꁧꂯꀐꌠꋌ

ꅉꐚ，4ꄚꄉꋚꀋꋠꃅꋌꄓꇬꉆ，ꃢꈜ

ꉈꏭꈫꌠꋌꇔꄉꇈ，ꇇꌩꁁꂷꋌꄻꐧ

ꀠꇬꉊꄉ；5ꉈꑴꀆꐒꋌꉷꒈꋌꀻꇬꊐ

ꄉꋍꌶꌺꈧꌠꏸꑭꒈꋌ，ꄷꀋꁧ，ꐧꀠ

ꇬꇇꌩꁁꂶꌠꌌꋀꊇꏸꑭꋌꌩꀊ

ꃶ。6ꒈꋌꅷꑭꂱ•ꀺꄮꄷꑟꇬꆏ，ꀺ

ꄮꇬꏭ：“ꌋꀋ！ꆏꉠꏸꑭꒈꋌ

ꅀ？”ꄷ。7ꑳꌠꆏ：“ꉢꈀꃅꌠꀋ

ꃅꆏꇫꅉꀋꐚ，ꊁꆏꀋꎪꃅꐝꉅꇁꌠ

ꉬ”ꄷ。8ꀺꄮꇬꏭ：“ꆏꈍꄮꑌꉠ

ꏸꑭꒈꋌꀋꉆ！”ꄷ。ꑳꌠꆏ：“ꀋ

ꄸꄷ，ꉢꅽꏸꑭꒉꀋꋌꑲꆏ，ꆏꉡꌋꆀ

ꐮꑌꐯꑲꅍꀋꐥꀐ”ꄷ。9ꑭꂱ•ꀺ

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
人，就爱他们到底。2吃晚饭的
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
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
大心里），3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
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
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
去，4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
服，拿一条手巾束腰；5随后把
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
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6挨
到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
啊，你洗我的脚吗？”7耶稣回答
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
道，后来必明白。”8彼得说：
“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
“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
了。”9西门•彼得说：“主啊，不
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
10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



ꒀꉴꌒꅇ  13 335 约翰福音  13 

 

ꄮꄚꄉꇬꏭ：“ꌋꀋ！ꑠꉬꑲꆏ，ꆏꉠ

ꏸꑭꀉꄂꄡꋌꃅ，ꉠꀂꏾꌋꆀꇇꑌꒈ

ꋌ！”ꄷ。10ꑳꌠꇬꏭ：“ꊿꒈꋌꋺ

ꌠꆏ，ꏸꑭꊼꇅꒈꋌꑲꆏ，ꇭꀧꋋꂷꃅ

ꁦꎴꀐ；ꆍꊇꆹꁦꎴꌠꉬ，ꄚ，ꐯꇯꁦ

ꎴꌐꌠꀋꉬ”ꄷ。11ꑳꌠꆹꊿꋌꃵꂶ

ꌠꋌꅉꐚꄉ：“ꆍꊇꐯꇯꁦꎴꌐꌠꀋ

ꉬ”ꃅꉉꌠ。 

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
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
净的。”11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
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
净的。” 

12ꑳꌠꆹꋍꌶꌺꏸꑭꋌꒈꋌꌐꈭ

ꐨꆏ，ꋍꃢꈜꋌꉅꈚ，ꀱꉈꑴꋍꑋꅉ

ꑌꄉ，ꋀꏭ：“ꉢꆍꏭꈀꃅꌠꆍꐝꉅ

ꀕ？13ꆍꊇꉠꏯꂘꃀꃅꇴ，ꉠꏯꌋꄷ

ꇴ，ꉡꆹꊇꅉꃅꇬꇯꆐꑠꉬꐛꅹ，ꆍꉉ

ꀋꑽ。14ꉢꆍꌋ、ꆍꂘꃀꂶꌠꂯꆍꏸ

ꑭꒈꋌꑲꆏ，ꆍꊇꑌꐮꏸꑭꒈꋌꄡꑟ

ꌠꉬ。15ꉡꆹꌶꀠꉢꃅꆍꀦꄉꀐ，ꆍ

ꊇꆹꉢꆍꏭꈀꃅꈧꌠꇬꉜꄉꃅꁧꄡ

ꑟ。16ꉢꇯꍝꃅꉉꆍꇰ，ꁏꐚꌌꁈꏭ

ꀋꋌꃅꀉꒉꌠꀋꐥ，ꊩꌺꑌꊿꋋꊪꂶ

ꌠꒊꀋꋌꀋꄐ。17ꌤꋋꈨꆍꅉꐚꑲ

ꆏ，ꀋꄸꄷ，ꆍꌤꋋꈨꇬꈴꄉꃅꇬꆹ，

ꆍꌒꃤꐥꀐꌠꉬ。18ꉠꅇꋋꇬꆹꆍꈀ

ꐥꌠꏭꄐꄉꉉꌐꌠꀋꉬ，ꊿꉢꌋꄉꈧ

ꌠꈀꄸꉬꌠꉢꅉꐚ。ꄚ，ꀋꃉ꒰ꀨꄯ

ꒉꇬꅑꌠꅇꂷ：‘ꊿꉢꈽꋙꋠꌠꏸꑭ

ꌌꉡꀜ’ꄷꇫꌠꅇꅐꇁ。19ꀃꑍꋋꄮ

ꌤꃅꀋꐛꑴꌦ；ꉡꆹꂴꇯꆐꉉꆍꇰꄉ，

ꆍꁳꌤꃅꐛꄮꇬꆏ，ꉡꆹꏢꄖꉬꌠꆍꇬ

ꑅꉆꎻ。20ꉢꇯꍝꀕꃅꉉꆍꇰ，ꈀꄸ

ꂷꊿꉢꊪꎼꁧꌠꋨꏦꆏ，ꋌꉡꋩꉡꏦ

ꌠꉬ，ꈀꄸꂷꉡꋩꉡꏦꆏ，ꉢꋌꊪꎼꇁ

12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
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
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
白吗？13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
我主，你们说得不错，我本来
是。14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
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
当彼此洗脚。15我给你们作了榜
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
的去做。16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
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17你们既
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
了。18我这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
说的，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
谁。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
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
我。’19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
我要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
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我是基
督。20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
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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ꂶꌠꋨꏦꌠꉬ”ꄷ。 遣我的。” 
 

ꑳꌠꆹꊨꏦꊁꊿꇱꃷꇫꎭꌠꅉꄜ 耶稣预言自己将被出卖 
21ꑳꌠꅇꂷꋋꈨꉉꌐꈭꐨꆏ，ꋍ

ꉌꂵꐒꊀꇁꄉ，ꋌꐝꉅꃅ：“ꉢꇯꍝ

ꃅꉉꆍꇰ，ꆍꈬꄔꊾꂷꉢꃵꂯꀐ”ꄷ

ꉉ。22ꌶꌺꈧꌠꆎꏮꉢꉚꃅ，ꋌꈁꉉ

ꌠꈀꄸꄜꌠꋀꋋꐞꀋꉅ。23ꌶꌺꈬꄔ

ꋍꂷꆏ，ꋋꆹꑳꌠꇫꉂꂶꌠ，ꋌꏢꁮꋒ

ꄉꑳꌠꉈꄉꑌ。24ꑭꂱ•ꀺꄮꀍꉞꄉ

ꋍꏭ：“ꆏꉉꉪꇰ，ꌊꆹꈀꄸꏭꄐꄉ

ꉉꌠꉬ？”ꄷꅲ。25ꌶꌺꂶꌠꑳꌠꉦ

ꃀꇬꉈꑌꄉꇬꏭ：“ꌋꀋ！ꈀꄸ

ꉬ？”ꄷꅲ。26ꑳꌠꆏ：“ꎬꁱꍈꉢ

ꌌꊵꑵꍀꄉꄻꈀꄸꍇꆏꈀꄸꉬ”ꄷ，

ꎬꁱꍈꋌꍀꏤꇊꊿꑭꂱꌺꒀꄉꍈ。

27ꎬꁱꍇꌠꒀꄉꊩꋠꄷꆏ，ꌑꄉꇁꋍꉌ

ꂵꇬꃹꀐ。ꑳꌠꇬꏭ：“ꆏꑞꃅꏾꌠ

ꐳꃅꁨꃅꒉꌶ”ꄷ。28ꄚ，ꊿꋙꋠꅉ

ꇬꑌꈧꌠꆏ，ꑳꌠꑞꃅꑠꃅꒀꄊꏭꉉ

ꌠꋀꇫꐝꉅꌠꋍꂷꑋꀋꐥ。29ꊿꋍꈨ

ꆏ，ꒀꄉꆹꎆꃀꊐꅍꋌꀵꐺꄉ，ꑳꌠꋍ

ꏭꋩꑍꈉꄻꅍꃼꁧꎻ，ꀋꉬꀐꇬꋌꁳ

ꋍꑞꋍꑵꑠꁸꊿꌢꎭꌠꇇꀤꁧꎻꌠꉬ

ꎼꈀ。30ꒀꄉꆹꎬꁱꍇꌠꋌꊩꋠꈭꐨ

ꆏ，ꋋꇅꃅꋌꅐꉈꏭꁧꀐ，ꀊꋨꄮꇬꌋ

ꐓꆺꄜꀕꀐ。 

21耶稣说了这话，心里忧
愁，就明说：“我实实在在地告
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
卖我了。”22门徒彼此对看，猜
不透所说的是谁。23有一个门
徒，是耶稣所爱的，侧身挨近
耶稣的怀里。24西门•彼得点头
对他说：“你告诉我们，主是指
着谁说的。”25那门徒便就势靠
着耶稣的胸膛，问他说：“主
啊，是谁呢？”26耶稣回答说：
“我蘸一点饼给谁，就是谁。”耶
稣就蘸了一点饼，递给加略人
西门的儿子犹大。27他吃了以
后，撒但就入了他的心。耶稣
便对他说：“你所做的，快做
吧！”28同席的人，没有一个知
道是为什么对他说这话。29有人
因犹大带着钱囊，以为耶稣是
对他说：“你去买我们过节所应
用的东西，”或是叫他拿什么周
济穷人。30犹大受了那点饼，立
刻就出去。那时候是夜间了。 

 

ꁵꅇꀊꏀ 新的命令 
31ꒀꄊꅐꁧꈭꐨꆏ，ꑳꌠꄹꇬ：

“ꀃꑍꋋꄮꆏ，ꊾꌺꀑꒉꑊꒉꊌꀐ，

ꏃꃅꌋꑌꊾꌺꇭꀧꇬꄉꀑꒉꑊꒉꊌ

31他既出去，耶稣就说：“如
今人子得了荣耀，神在人子身
上也得了荣耀。32神要因自己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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ꀐ。32ꏃꃅꌋꊨꏦꐛꅹꃅꄉꀑꒉꑊꒉ

ꄻꊾꌺꄀꇁ，ꄷꀋꁧꐳꐯꐳꃅꄻꋌꄀ

ꇁ。33ꀉꑳꊈ！ꉢꀊꉗꃅꆍꈽꐥꀋꄐ

ꀐ；ꊁꆏꆍꆹꉢꎷꇁ，ꄚ，ꃅꄷꉢꈀꁧ

ꅉꈚꌠꆹꆍꇫꑟꀋꄐ，ꅇꂷꋋꈨꉢꉉ

ꒀꄠꊿꇰꋺ，ꀋꃅꑌꐯꌟꃅꉉꆍꇰ。

34ꉢꁵꅇꀊꏀꏢꄻꆍꇖ，ꆍꑴꌠꐮꉂ

ꐮꅉ；ꉢꈍꃅꆍꉂꆏ，ꆍꊇꑌꈍꃅꐮ

ꉂ。35ꀋꄸꄷ，ꆍꊇꐮꉂꐮꅉꌠꉌꂵ

ꑌꑲꆏ，ꉹꁌꆹꋋꐛꅹꃅꆍꆹꉠꌶꌺꉬ

ꌠꋀꌧꅐꇁꀐ”ꄷ。 

耀人子，并且要快快地荣耀
他。33小子们！我还有不多的时
候与你们同在；后来你们要找
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
能到。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
过，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34我
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
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
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35你们
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
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ꀺꄮꌋꀋꌧꄷꌠꃆꂮꅉꄜ 预言彼得不认主 
36ꑭꂱ•ꀺꄮꆏ：“ꌌꁈꀋ！ꆏꇿ

ꇬꉜꄉꁧ？”ꄷ。ꑳꌠꆏꇬꏭ：“ꃅ

ꄷꉢꈀꁧꅉꈚꌠ，ꆏꀋꃅꉡꐊꆹꀋꉆ，

ꄚ，ꊁꆏꀕꉠꊂꈹꇁꌠꉬ”ꄷ。37ꀺ

ꄮꆏ：“ꌋꀋ！ꉢꀋꃅꑞꃅꆎꐊꆹꀋ

ꉆꌠꉬ？ꉢꅽꎁꃅꀑꇬꁮꏾ”ꄷ。

38ꑳꌠꆏꇬꏭ：“ꆏꉠꎁꃅꀑꇬꁮꏾ

ꅀ？ꉢꇯꍝꃅꉉꆎꇰ，ꀃꂰꃬꀮꇴꂾ，

ꆎꆹꀂꉢꀋꌧꄷꑠꌕꃢꉉꌠꉬ”ꄷ

ꉉ。 

36西门•彼得问耶稣说：“主
往哪里去？”耶稣回答说：“我所
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
去，后来却要跟我去。”37彼得
说：“主啊！我为什么现在不能
跟你去？我愿意为你舍命。”
38耶稣说：“你愿意为我舍命
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鸡
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 

 

ꑳꌠꆹꇗꅉꃶꐚꌠꈝꃀꉬ 耶稣是往父那里去的道路 

14 ꑳꌠꉈꑴꋀꏭ：“ꉌꂵꄸꈐ

ꄡꐒꄡꊀ，ꆍꊇꏃꃅꌋꑇ，ꆍ 14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
们信神，也当信我。2在 

ꊇꉡꑌꑇꄡꑟ。2ꉠꀉꄉꏤꅍꀀꅉꈍ

ꑋꃅꇬꐙ，ꀋꄸꄷꇬꀋꐛꑲꆏ，ꉢꈍꄮ

ꇯꆐꉉꆍꇰꀐꌠ。ꉢꁧꌠꆹꆍꎁꃅꀀ

ꅉꑋꅉꄐꏤꁧꌠꉬ。3ꆍꀀꅉꑋꅉꉢ

ꄐꉢꏤꄉꈭꐨꆏ，ꉢꀋꎪꃅꀱꇁꄉ，ꆍ

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
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
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
3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
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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ꋩꌊꉠꄹꁧꇈ，ꉢꇿꐥꆏ，ꆍꁳꇿꐥ

ꎻ。4ꉢꇿꇬꁧꌠꆍꅉꐚ；ꈝꃀꀊꋨꏢ

ꑌꆍꅉꐚ”ꄷ（ꀊꆨ꒰ꀨꋍꈨꇬꆏ“ꉢꇿꇬꉜꄉ

ꁧꌠ，ꈝꃀꀊꋨꏢꆍꅉꐚ”ꃅꅑ）。5ꄏꂷꇬ

ꏭ：“ꌋꀋ！ꆏꇿꇬꁧꌠꇯꉪꋋꅉꀋ

ꐚꇬ，ꈝꃀꑞꏢꉬꌠꈍꃅꉪꐚꂯ？”
ꄷ。6ꑳꌠꄹꇬꆏ：“ꉡꆹꈝꃀ、ꇗ

ꊈ、ꀑꇬꉬ；ꉠꇇꄧꀋꈴꑲꆏ，ꊿꉠ

ꀉꄉꄷꆹꄎꌠꀋꐥ。7ꀋꄸꄷ，ꆍꊇꉢ

ꌥꑲꆏ，ꆍꊇꉠꀉꄉꑌꌧꌠꉬ。ꀃꑍ

ꇈꉈꆏ，ꆍꊇꋌꌥꀐ，ꄷꀋꁧꋋꂿ

ꀐ”ꄷ。 

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4我
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
路，你们也知道（有古卷作“我往哪

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5多马对
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
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
6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
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
到父那里去。7你们若认识我，
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
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
他。” 

8ꃏꆀꆏꇬꏭ：“ꀉꄉꆏꄻꉪꀦꇬ

ꆹ，ꉪꊇꉌꂵꃴꌦꀐꌠ”ꄷ。9ꑳꌠ

ꆏ：“ꃏꆀ！ꉢꆍꈽꑠꉗꏢꐥꀐꇬ，ꆏ

ꉢꀋꌧꑴꌦꅀ？ꊿꉡꂿꋺꌠꆏ，ꀉꄉ

ꋌꂿꋺꀐꌠꉬ，ꆏꑞꃅ：‘ꀉꄉꄻꉪ

ꀦ’ꃅꉉꌠꉬ？10ꉢꀉꄉꈐꏭꑌ，ꀉꄉ

ꉠꈐꏭꑌ，ꑠꆏꇬꀋꑇꅀ？ꅇꂷꉢꆍꏭ

ꉉꈧꌠꆹ，ꉢꉠꊨꏦꉪꐨꇬꈴꄉꉉꌠ

ꀋꉬꃅ，ꉠꈐꏭꑌꌠꀉꄉꋍꌤꑘꃅꐺ

ꌠꉬ。11ꆍꊇꆹꉢꀉꄉꈐꏭꑌ，ꀉꄉ

ꉠꈐꏭꑌꌠꑇꄡꑟ，ꀋꑇꄷꑌ，ꌤꉢꈀ

ꃅꈧꌠꐛꅹꃅꉢꑅꄡꑟ。12ꉢꇯꍝꃅ

ꉉꆍꇰ，ꊿꉢꑅꌠꆹꌤꉢꈀꃅꈧꌠꑌ

ꋀꇫꃅꇁ，ꄷꀋꁧ，ꌤꀊꅰꃅꀉꒉꌠꃅ

ꇁ，ꑞꃅꆏ，ꉢꀉꄉꄷꉜꄉꁧ。13ꆍꊇ

ꉠꂓꄜꄉꑞꇖꄿꂿ，ꉢꀋꎪꃅꑞꄻꐛ

ꒆꃅꆍꊇꁵꌠꉬ，ꑠꃅꄉ，ꀉꄉꁳꌺꐛ

ꅹꃅꀑꒉꑊꒉꊌꎻ。14ꀋꄸꄷ，ꆍꊇ

ꉠꂓꄜꄉꑞꇖꆏ，ꉢꀋꎪꃅꑞꄻꐛꒆ

8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
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9耶
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
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
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
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
看’呢？10我在父里面，父在我
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
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
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
的事。11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
面，父在我里面；即或不信，
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12我实
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
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
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
那里去。13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
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
得荣耀。14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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ꃅꆍꊇꁵꌠꉬ”ꄷ。 么，我必成就。” 
 

ꌃꎔꒌꃤꈌꁧꐨ 圣灵的应许 
15“ꀋꄸꄷ，ꆍꊇꉡꉂꑲꆏ，ꀋ

ꎪꃅꉠꁵꅇꇬꍬꌠꉬ。16ꉢꀉꄉꏭꇖ

ꂟꑲꆏ，ꀉꄉꆹꇇꀤꌠ（ꅀ“ꉌꌒꄀꌠ”ꃅ

ꑌꍑ）ꀉꁁꂷꄻꆍꇖꌠꉬ，ꋌꁳꐩꋊꐩ

ꍂꃅꆍꈽꐥꎻ，17ꋋꆹꇗꅉꃶꐚꌠꌃꎔ

ꒌꉬ，ꋧꃅꃰꊿꇫꊪꀋꄐꌠ；ꑞꃅꆏ，

ꋀꊇꋌꀋꂿ，ꌧꑌꋌꀋꌧ；ꄚ，ꆍꊇꆹ

ꋌꌥ，ꑞꃅꆏ，ꋌꅉꀕꃅꆍꈽꐥ，ꆍꈐ

ꏭꑌꀕ。18ꆍꊇꆹꉢꇤꌺꍸꃅꇬꀋ

ꎭ，ꉢꀋꎪꃅꆍꄷꇁ。19ꀊꉗꀋꐛꃅ，

ꋧꃅꃰꊿꆹꉡꂿꀋꄐꀐ，ꄚ，ꆍꊇꆹꉡ

ꂿ；ꑞꃅꆏ，ꉢꇫꐥꑲꆏ，ꆍꑌꇫꐥ。

20ꀊꋨꄹꉇꑞꄮꇬꆏ，ꉢꀉꄉꈐꏭꑌ，

ꆍꉠꈐꏭꑌ，ꉡꑌꆍꈐꏭꑌꌠꆍꅉꐚ

ꇁꌠꉬ。21ꊿꉠꁵꅇꊪꇈꇬꍪꌠꑠꆹ

ꉡꉂꌠꉬ；ꊿꉡꉂꌠꆏ，ꉠꀉꄉꉂꐪ

ꋌꊌꇁ，ꉡꑌꋋꉂ，ꄷꀋꁧ，ꋍꂾꅐꇁ

ꌠꉬ”ꄷ。22ꒀꄊ（ꏤꇊꊿꒀꄊꂶ

ꌠꀋꉬ）ꑳꌠꏭ：“ꌋꀋ！ꆏꑞꃅꄻꉪ

ꊇꆏꀨ，ꄻꋧꃅꃰꊿꆏꀋꀨꌠꉬ？”
ꄷꅲ。23ꑳꌠꆏꑠꃅꅇꀱ：“ꀋꄸ

ꄷ，ꊾꂷꉡꉂꑲꆏ，ꋋꆹꀋꎪꃅꉠꇗꅉ

ꇬꍬ；ꉠꀉꄉꑌꀋꎪꃅꋋꉂ，ꄷꀋꁧ，

ꉪꊇꆹꋍꄷꄉꋌꈽꐥꁧ。24ꊿꉢꀋꉂ

ꌠꆏ，ꉠꇗꅉꇬꀋꍬ；ꇗꅉꆍꈀꈨꋋ

ꈨꆹꉠꃤꀋꉬꃅ，ꉢꋌꇱꁆꎼꇁꌠꀉ

ꄉꃤꉬ。 

15“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
的命令。16我要求父，父就另外
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或作“训慰

师”。下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
在，17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
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
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
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
里面。18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
我必到你们这里来。19还有不多
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
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
们也要活着。20到那日，你们就
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
面，我也在你们里面。21有了我
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
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
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
现。”22犹大（不是加略人犹
大）问耶稣说：“主啊，为什么
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
呢？”23耶稣回答说：“人若爱
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
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
去，与他同住。24不爱我的人，
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
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
之父的道。 

25ꅇꂷꋋꈨꆹꉢꆍꈽꐥꑴꌦꄮꇬ 25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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ꇯꆐꉢꉉꆍꇰꋺꀐ。26ꄚ，ꇇꀤꂶ

ꌠ，ꋋꆹꀉꄉꉠꂓꌗꐛꅹꃅꄉꁆꎼꇁ

ꌠꌃꎔꒌꉬ，ꋌꌤꈀꐥꌠꃅꋌꄻꆍꂘ

ꇁ，ꄷꀋꁧ，ꆍꁳꎺꇁꅇꂷꉢꆍꏭꈁꉉ

ꈧꌠꄀꎻ。27ꉢꋬꂻꈨꅪꌠꊏꆍꁳ

ꇈ，ꉢꉠꋬꂻꈨꅪꄖꆍꊇꇖ，ꄚ，ꉢꄻ

ꆍꈀꇖꌠꆹꋧꃅꃰꊿꄻꆍꈀꇖꌠꌋꆀ

ꐯꀋꌡ；ꆍꉌꂵꇬꐒꑌꄡꐒ，ꏷꑌꏸ

ꄡꏦ。28ꉢꉉꆍꇰꌠꆍꈨꀐ，ꉢꁧꑴ

ꇬ，ꊁꀱꆍꄷꇁꑴꌦ。ꀋꄸꄷ，ꆍꊇ

ꉡꉂꑲꆏ，ꉢꉠꀉꄉꄷꁧꐛꅹ，ꆍꊇꀋ

ꎪꃅꉌꇿꌠꉬ，ꑞꃅꆏ，ꉠꀉꄉꆹꉠꏭ

ꀋꋌꃅꇰꀋꃀ。29ꀋꃅꌤꋌꐘꃅꀋꐛ

ꌦꇯꆐ，ꉢꂴꉉꆍꇰꄉ，ꆍꁳꌤꆿꃅꐛ

ꄮꇬꆏꇬꑅꉆꎻ。30ꋌꊂꆏ，ꉢꉈꑴ

ꆍꏭꅇꀉꑌꃅꀋꉉꀐ，ꑞꃅꆏ，ꋧꃅ

ꋋꂷꇬꃰꃅꂶꌠꇁꂯꄉꀐ。ꉠꈐꏭꆹ

ꋌꐥꅍꍈꑋꀋꐥ。31ꄚ，ꋧꃅꃰꊿꁳ

ꉢꉠꀉꄉꉂ，ꄷꀋꁧ，ꉠꀉꄉꉠꏯꈍ

ꃅꉉꆏꉢꈍꃅꀕꌠꅉꐚꎻ。ꄓꇁ，ꉪ

ꊇꁧꌶꂿ”ꄷ。 

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26但保
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
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
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
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27我留下
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
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
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也不要胆怯。28你们听见我对你
们说了，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
来。你们若爱我，因我到父那
里去，就必喜乐；因为父是比
我大的。29现在事情还没有成
就，我预先告诉你们，叫你们
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
信。30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
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
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31但要叫
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
吩咐我，我就怎样行。起来，
我们走吧。” 

 

ꑳꌠꆹꑌꃀꌧꃰꁦꁧꇯꍝꌠꉬ 耶稣是真葡萄树 

15 “ꑳꌠꄹꇬ：“ꉡꆹꑌꃀꌧ

ꃰꁦꁧꇯꍝꌠꉬ，ꉠꀉꄉꆹꊩ 15 “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
栽培的人。2凡属我不结 

ꉘꊿꉬ。2ꌩꇇꉠꃤꉬꑲꆀꂶꂷꀋꅑ

ꈧꌠꆏ，ꋌꑐꇫꎭꌐ；ꂶꂷꈁꅑꈧꌠ

ꆏ，ꋌꄻꎳꄉ，ꌩꇇꁳꂶꂷꀉꑌꃅꅑ

ꇁꎻ。3ꀋꃉꆍꊇꆹꉢꉉꆍꇰꌠꇗꅉꐛ

ꅹꃅꁦꎴꅐꀐ。4ꆍꊇꅉꀕꃅꉠꈐꏭ

ꐥꌶ，ꉡꑌꅉꀕꃅꄉꆍꊇꈐꏭꐥ，ꀋ

ꄸꄷ，ꑌꃀꌧꃰꌩꇇꅉꀕꃅꑌꃀꌧꃰ

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
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
子结果子更多。3现在你们因我
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
4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
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
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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ꁦꁧꇬꅑꇬꀋꎹꑲꆏ，ꊨꏦꆹꂷꅑꀋ

ꄐꌠ；ꀋꄸꄷ，ꆍꊇꅉꀕꃅꉠꈐꏭꀋꐥ

ꑲꆏ，ꆍꑌꄡꇗꑠꃅꐙ。5ꉡꆹꑌꃀꌧ

ꃰꁦꁧꉬ，ꆍꊇꆹꑌꃀꌧꃰꇇꀕꉬ，ꅉ

ꀕꃅꉠꈐꏭꐥꌠꆏ，ꉡꑌꅉꀕꃅꋍꈐ

ꏭꑌ，ꊿꋋꂷꆹꌩꋚꇓꂷꀉꑌꃅꅑ；

ꑞꃅꆏ，ꉡꐞꀐꄷꆏ，ꆍꊇꆹꌤꑞꑌꆍ

ꋋꃅꀋꄐ。6ꊿꅉꀕꃅꉠꈐꏭꐥꇬꀋ

ꎹꌠꆹ，ꌩꇇꊿꇵꉈꏭꎭꄉꀊꃶꌠꌟ

ꃅ，ꊿꇱꉅꌊꇵꃆꄔꏦꇫꎭ。7ꀋꄸ

ꄷ，ꆍꊇꅉꀕꃅꉠꈐꏭꐥꑲꆏ，ꉠꅇ

ꂷꑌꅉꀕꃅꆍꈐꏭꑌ，ꆍꈁꊌꏾꌠꆹ，

ꇖꂟꑲꆏ，ꐛꒆꃅꄻꆍꁳ。8ꆍꊇꌩ

ꋚꇓꂷꀉꑌꃅꅑꑲꆏ，ꉠꀉꄉꋋꒉꄸ

ꃅꀑꒉꑊꒉꊌ，ꆍꊇꑌꉠꌶꌺꉬꀐ。

9ꉠꀉꄉꉡꉂꌠꌟꃅ，ꉢꆍꉂ；ꆍꊇꅉ

ꀕꃅꉠꉂꐪꇬꐥꌶ。10ꀋꄸꄷ，ꆍꊇ

ꉠꁵꅇꇬꍬꑲꆏ，ꅉꀕꃅꉠꉂꐪꇬꐥ

ꌠꉬ；ꑠꆹꀋꇊꆏꉢꉠꀉꄉꁵꅇꇬꍬ，

ꅉꀕꃅꋍꉂꐪꈐꏭꐥꌠꌡ。 

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
样。5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
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
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
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
么。6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
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
来，扔在火里烧了。7你们若常
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
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
就给你们成就。8你们多结果
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
也就是我的门徒了。9我爱你
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
常在我的爱里。10你们若遵守我
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
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
他的爱里。 

11ꌤꋋꈨꉢꉉꆍꇰꀐ，ꑠꆹꉢꉠꉌ

ꇿꑓꇿꅍꊏꆍꉌꃀꇬꊐꄉꇈ，ꆍꉌꇿ

ꑓꇿꅍꁳꇎꉆꎻꂿꄷꌠ。12ꉢꆍꊇꉂ

ꌠꌟꃅꆍꊇꐮꉂꐮꅉ；ꑠꆹꉠꁵꅇ

ꉬ。13ꉂꐪꑞꑵꑌꐋꀨꎁꃅꀑꇬꁮꌠ

ꏭꀋꋌꃅꀉꒉꌠꀋꐥ。14ꀋꄸꄷ，ꆍ

ꊇꉢꈁꉉꈧꌠꇬꍬꑲꆏ，ꆍꊇꆹꉠꐋ

ꀨꉬꀐ。15ꋌꊂꆏ，ꉢꉈꑴꆍꏭꁏꐚ

ꃅꀋꇴꀐ，ꑞꃅꆏ，ꁏꐚꆹꌌꁈꈀꃅꌠ

ꌤꋌꇫꅉꀋꐚ；ꉢꆍꏭꐋꀨꃅꇴ，ꑞ

ꃅꆏ，ꅇꂷꉠꀉꄉꄷꄉꉢꈀꈨꈧꌠꃅ

11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
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
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
足。12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
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
13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
比这个大的。14你们若遵行我所
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15以
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
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
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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ꉢꉉꆍꇰꌐꀐ。16ꉢꆍꊇꇱꌋꄉꌠꀋ

ꉬꃅ，ꆍꊇꉢꇱꌋꄉꌠꉬ，ꄷꀋꁧ，ꆍ

ꊇꉢꇱꁆꌌꂶꂷꅑꁧꄉ，ꆍꂶꂷꁳꅉ

ꀕꃅꇬꅑꎻ；ꑠꃅꄉ，ꆍꊇꉠꂓꄜꄉꀉ

ꄉꏭꑞꇖꂟꄿꂿ，ꑞꋌꄻꆍꇖ。17ꉢ

ꑠꃅꆍꏭꉉꌠꆹ，ꆍꏭꐮꉂꐮꅉꄷ

ꌠ”ꄷ。 

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
16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
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
子，叫你们的果子常存；使你
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
么，他就赐给你们。17我这样吩
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
爱。” 

 

ꋧꃅꇬꌂꐨ 世界的恨 
18“ꀋꄸꄷ，ꋧꃅꃰꊿꆍꌂꑲ

ꆏ，ꋀꊇꆍꀋꌂꌦꇯꆐꉡꌂꀐꌠꆍꅉ

ꐚꄡꑟ。19ꀋꄸꄷ，ꆍꊇꆹꋧꃅꋋꂷ

ꃤꉬꑲꆏ，ꋧꃅꋋꂷꆹꀋꎪꃅꋍꊨꏦ

ꃤꈧꌠꉂꌠꉬ，ꄚ，ꆍꊇꆹꋧꃅꋋꂷꃤ

ꀋꉬꃅ，ꋧꃅꋋꂷꇬꄉꉢꌋꄉꌠꉬ，ꑠ

ꅹ，ꋧꃅꋋꂷꆍꌂ。20ꆍꊇꆹꅇꂷꉢ

ꀋꉊꉉꆍꈀꇰꋺꌠ‘ꁏꐚꌌꁈꒊꀋꋌ

ꀋꉆ’ꃅꇫꌠꎺꄉꌶ。ꀋꄸꄷ，ꋀꊇ

ꉡꆼꍅꀐꑲꆏ，ꋀꊇꆍꑌꆼꍅꇁꌠꉬ；

ꀋꄸꄷ，ꋀꊇꉠꅇꍬꀐꑲꆏ，ꋀꊇꆍ

ꅇꑌꍬꇁꌠꉬ。21ꄚ，ꋀꊇꆹꉠꂓꐛ

ꅹꃅ，ꆍꏭꌤꈀꐥꋋꈨꃅꇁ，ꑞꃅꆏ，

ꉢꋌꇱꁆꎼꇁꂶꌠꋀꇬꀋꌧ。22ꀋꄸ

ꄷ，ꉢꋀꊇꊨꂘꀋꇁꑲꆏ，ꋀꊇꆹꑽꃤ

ꀋꐥ；ꄚ，ꀃꑍꋋꄮꆏ，ꋀꑽꃤꐾꌊꎬ

ꅉꀋꊌꀐ。23ꊿꉡꌂꌠꆏ，ꉠꀉꄉꑌ

ꌂꌠꉬ。24ꀋꄸꄷ，ꉢꋀꈬꄔꄉꌤꌞ

ꊿꇫꃅꀋꋻꈧꌠꀋꃅꑲꆏ，ꋀꊇꆹꑽ

ꃤꀋꐥ；ꄚ，ꀃꑍꋋꄮꆏ，ꉡꌋꆀꉠꀉ

ꄉꑋꐯꇯꂾꑌꋀꂿꀐ，ꌁꑌꋀꇫꌂ

ꀐ。25ꋋꈨꈀꐥꃅꁱꄹꏦꇬꄀꄉꌠꅇ

18“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
（或作“该知道”），恨你们以前已经
恨我了。19你们若属世界，世界
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
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
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20你
们要记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
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
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
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
们的话。21但他们因我的名，要
向你们行这一切的事，因为他
们不认识那差我来的。22我若没
有来教训他们，他们就没有
罪；但如今他们的罪无可推诿
了。23恨我的也恨我的父。24我
若没有在他们中间行过别人未
曾行的事，他们就没有罪；但
如今连我与我的父，他们也看
见也憎恶了。25这要应验他们律
法上所写的话，说：‘他们无故
地恨我。’26但我要从父那里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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ꂷ：‘ꋀꊇꀙꀋꐥꃅꉡꌂ’ꄷꇫꌠ

ꅇꅐꀐ。26ꄚ，ꉡꆹꀉꄉꄷꄉꇇꀤꂶ

ꌠꁆꎼꇁꂯ，ꋋꆹꀉꄉꄷꄉꇁꌠꇗꅉ

ꃶꐚꌠꌃꎔꒌꉬ，ꋌꇁꌠꆹꉠꎁꃅꅇ

ꊪꌬꇁꂿꄷꌠ。27ꆍꊇꉘꃀꇬꇯꆐꉡ

ꌋꆀꐯꈽꐥꐛꅹ，ꆍꊇꑌꉠꎁꃅꅇꊪ

ꌬ”ꄷ。 

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
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作
见证。27你们也要作见证，因为
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 

 

16 “ꌤꋋꈨꉢꉉꆍꇰꌠꆹ，ꆍꁳ

ꑇꐨꀂꏽꄉꅞꄮꀋꑟꎻꂿꄷ 
16 “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

们，使你们不至于跌 
ꌠ。2ꆍꊇꆹꉻꏑꅉꇬꄉꊿꇱꈹꉈꏭ

ꎭꌠꉬ；ꄷꀋꁧ，ꀊꋨꇅꇫꑟꇁꂯꄉ

ꀐ，ꊿꆍꌉꈧꌠꃅꋀꉂꆏꋀꏃꃅꌋꎁ

ꃅꌤꃅꌠꉬꎼꈀ。3ꋀꊇꑠꃅꀕꌠꆹ，

ꋀꊇꉠꀉꄉꌧꀋꋻ，ꉡꑌꋀꋌꌥꀋꋻ

ꒉꄸ。4ꉢꌤꋌꐘꉉꆍꇰꌠꆹ，ꆍꁳꄮ

ꈉꑞꄮꇬꆏ，ꉢꉉꆍꇰꋺꀐꌠꆍꎺꇁꎻ

ꂿꄷꌠ”ꄷ。 

倒。2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
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
以为是事奉神。3他们这样行，
是因未曾认识父，也未曾认识
我。4我将这事告诉你们，是叫
你们到了时候，可以想起我对
你们说过了。” 

 

ꌃꎔꒌꃅꑘ 圣灵的工作 
“ꉢꀋꉊꂴꏭꌤꋌꐘꉉꆍꀋꇰ，

ꑞꃅꆏ，ꉢꆍꈽꐥ。5ꀃꑍꋋꄮꆏ，ꉢ

ꀱꉈꑴꉢꋌꇱꁆꎼꇁꂶꌠꄷꉜꄉꁧꂯ

ꀐꇬ，ꆍꈬꄔꊿꉠꏯ：‘ꆏꇿꇬ

ꁧ？’ꄷꅱꂷꀋꐥ。6ꌤꋋꈨꉢꉉꆍ

ꇰꀐꐛꅹꃅ，ꆍꉌꃀꄸꈐꐒꊀꌦꄉ

ꏽ。7ꄚ，ꉢꅇꐚꉉꆍꇰ；ꉢꁧꇬꆹꆍ

ꈲꏣꐥꌠ，ꀋꄸꄷ，ꉢꀉꄉꄷꀋꁧꑲ

ꆏ，ꇇꀤꂶꌠꆹꆍꄷꀋꇁ，ꀋꄸꄷ，ꉢ

ꁧꑲꆏ，ꋋꆹꀉꄉꇱꁆꎼꇁꌠꉬ。8ꋌ

ꇀꄮꇬꆏ，ꑽꃤ、ꑖꉬ、ꀞꇽꀂꏽꇬ

ꄉꋧꃅꃰꊿꉪꐨꆹꑽꌠꋌꇱꊩꀽꎼ

“我起先没有将这事告诉你
们，因为我与你们同在。5现今
我往差我来的父那里去；你们
中间并没有人问我：‘你往哪里
去？’6只因我将这事告诉你们，
你们就满心忧愁。7然而，我将
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
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
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
差他来。8他来的时候，就要向
世人证明，他们对罪、对义、
对审判的认识是错的；9对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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ꇁ；9ꑽꃤꀂꏽꇬꆹ，ꋀꊇꉢꀋꑇ；10ꑖ

ꉬꀂꏽꇬꆹ，ꉢꀉꄉꄷꉜꄉꁧ，ꆍꊇꉈ

ꑴꉢꀋꂿꀐ；11ꀞꇽꀂꏽꇬꆹ，ꋧꃅꋋ

ꂷꃰꃅꆹꀞꇽꌠꊝꀐ。12ꉢꌤꆿꀉꁁ

ꈍꑋꈨꉉꆍꇰꅍꐥꑴꌦ，ꄚ，ꆍꊇꀋ

ꃅꇫꊪꀋꄐ（ꅀ“ꐝꉅꀋꄐ”ꃄꑌꍑ）。13ꇗ

ꅉꃶꐚꌠꌃꎔꒌꇁꈭꐨꆏ，ꆍꊇꋌꏃ

ꌊꇗꅉꃶꐚꌠꈀꐥꌠꐝꉅ（ꑝꇂꉙꇬꆏ

“ꃹ”ꃅꅑ）ꎻꌠꉬ；ꑞꃅꆏ，ꋋꆹꋍꊨꏦ

ꉪꄐꃅꅇꉉꌠꀋꉬꃅ，ꌤꆿꋌꈀꈨꈧ

ꌠꀉꄂꉉꌠꉬ，ꄷꀋꁧ，ꌤꊁꇁꋍꑍꇫ

ꅐꇁꌠꉉꆍꊇꇰ。14ꋌꉠꏯꀑꒉꑊꒉ

ꄀꇁ，ꑞꃅꆏ，ꋋꆹꉠꄹꄉꋌꈀꊪꊊꌠ

ꋌꉉꆍꇰꇁ。15ꀉꄉꈁꁨꈀꐥꌠꃅꉠ

ꃤꉬ；ꑠꅹ，ꉢꋌꄷ：ꋋꆹꉠꄹꄉꋌꈀ

ꊪꊊꌠꋌꉉꆍꇰꇁꌠꉬ”ꄷ。 

认识错误，是因他们不信我；
10对义的认识错误，是因我往父
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11对
审判的认识错误，是因这世界
的王受了审判。12我还有好些事
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
不了（或作“不能领会”）。13只等真
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
明白（原文作“进入”）一切的真理；
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
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
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14他要荣
耀我；因为他要将受于我的告
诉你们。15凡父所有的，都是我
的；所以我说，他要将受于我
的告诉你们。” 

 

ꉌꐒꅍꇁꉌꇿꅍꐛ 悲伤将变喜乐 
16“ꀊꉗꏢꀋꐛꃅ，ꆍꊇꉡꂿꀋ

ꄐꀐ；ꉈꑴꀊꉗꏢꀋꐛꃅ，ꆍꊇꉡꂿꇁ

ꑴꌦ”ꄷ。17ꌶꌺꈍꑋꑼꆏꐮꏯ：

“ꋌꉪꏭ：‘ꀊꉗꏢꀋꐛꃅ，ꆍꊇꉡ

ꂿꀋꄐꀐ；ꉈꑴꀊꉗꏢꀋꐛꃅ，ꆍꊇꉡ

ꂿꇁꑴꌦ’ꄷ。ꉈꑴ：‘ꑞꃅꆏ，ꉢ

ꉠꀉꄉꄷꁧ’ꃅꑌꉉ。ꋍꑠꑞꄜꌠ

ꉬꂯ？”ꃅꅲ。18ꌶꌺꈧꌠꐮꏯ：

“ꋌꄹꇬ‘ꀊꉗꏢꀋꐛ’ꃅꑠꇯꍝ

ꃅꑞꄜꌠꉬ？ꅇꂷꋌꈁꉉꌠꉪꇫꐞꀋ

ꉅ”ꃅꉉ。19ꑳꌠꆹꋀꊇꋍꏭꅲꏾꌠ

ꋌꅉꐚꄉ，ꋀꏭ：“ꆍꊇꀋꃉꌌꉠꅇ

ꂷ‘ꀊꉗꏢꀋꐛꃅ，ꆍꊇꉡꂿꀋꄐ

ꀐ；ꉈꑴꀊꉗꏢꀋꐛꃅ，ꆍꊇꉡꂿꇁꑴ

16“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
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
我。”17有几个门徒就彼此说：
“他对我们说：‘等不多时，你们
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
们还要见我；’又说：‘因我往父
那里去。’这是什么意思呢？”
18门徒彼此说：“他说‘等不多
时，’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
不明白他所说的话。”19耶稣看
出他们要问他，就说：“我说，
‘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
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
你们为这话彼此相问吗？20我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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ꌦ’ꃅꋋꇬꌌꐮꅲꌠꉫꀕ？20ꉢꇯꍝ

ꃅꉉꆍꇰ，ꆍꊇꆹꐒꉩ、ꄸꅣꄉꏅ

ꇁ，ꄚ，ꋧꃅꃰꊿꆹꀱꌊꉌꇿꑓꇿꌠ

ꉬ；ꆍꊇꆹꉌꐒꇁꎭꇁ，ꄚ，ꆍꉌꐒꇁ

ꎭꅍꆹꀱꌊꉌꇿꑓꇿꅍꐛꇁꌠꉬ。

21ꌋꅪꀉꑳꒆꂯꄮꆏ，ꋌꉌꐒꇁ，ꑞꃅ

ꆏ，ꋍꒅꄮꑟꂯꄉꀐ，ꄚ，ꀉꑳꒆꎼꇁ

ꈭꐨꆏ，ꀉꑳꂷꇁꋧꃅꅞꀐꐛꅹ，ꋌ

ꉌꇿꑓꇿꄉ，ꆄꈻꌠꋌꇬꀋꎺꀐ。

22ꀋꃅꆍꊇꑌꉌꐒꇁꎭ，ꄚ，ꉡꆹꀱꉈ

ꑴꆍꂿꇁꌠꉬ，ꀊꋨꄮꇬꆏ，ꆍꉌꂵꇿ

ꇁꌠꉬ；ꊿꆍꉌꇿꑓꇿꅍꋌꇑꌊꁧꄎ

ꌠꀋꐥ。23ꀊꋨꄹꉇꆏ，ꆍꊇꉠꏯꑞ

ꑌꀋꅲꀐ。ꉢꇯꍝꀕꃅꉉꆍꇰ，ꆍꊇ

ꀉꄉꏭꑞꇖꄿꂿ，ꋌꀋꎪꃅꉠꂓꐛꅹ

ꃅꑞꄻꆍꁳꌠꉬ。24ꆍꊇꐥꅷꇁꉠꂓ

ꉠꌗꄜꄉꑞꑌꇖꂟꀋꋻ，ꀋꃉꆍꊇꇫ

ꇖꇬꂟꑲꆏ，ꀋꎪꃅꊌꄉ，ꆍꉌꇿꅍ

ꁳꇎꉆꎻ”ꄷ。 

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
痛哭、哀号，世人倒要喜乐；
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
愁要变为喜乐。21妇人生产的时
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
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记念
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
个人。22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
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
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
去。23到那日，你们什么也就不
问我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
因我的名赐给你们。24向来你们
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
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
可以满足。” 

 

ꉢꋧꃅꄩꊋꀐ 我战胜了世界 
25“ꌤꋋꈨꆹ，ꉢꅺꌡꅇꌌꆍꏭ

ꉉꌠꉬ。ꄚ，ꄮꈉꑟꇁꂯꀐ，ꉢꉈꑴ

ꆍꏭꅺꌡꅇꀋꌬꃅ，ꐝꉅꐯꐝꉅꃅꀉ

ꄉꃆꂮꉉꆍꇰ。26ꀊꋨꄹꉇꑞꄮꇬ

ꆏ，ꆍꊇꉠꂓꄜꄉꇖꂟꌶ；ꉡꆹꉢꆍꎁ

ꃅꀉꄉꏭꇖꂟꄷꌠꀋꄜ。27ꀉꄉꊨꏦ

ꆍꉂ，ꑞꃅꆏ，ꆍꊇꆹꉡꉂꀐ，ꉢꀉꄉ

ꄷꄉꇁꌠꑌꆍꇬꑅ。28ꉡꆹꇯꍝꃅꀉ

ꄉꄷꄉꇁꌊꋧꃅꇬꑟ，ꀋꃉꉢꋧꃅꇬ

ꄉꐞꌊꀱꀉꄉꄷꉜꄉꁧ”ꄷ。29ꌶ

ꌺꈧꌠꑠꃅꉉ：“ꀃꑍꋋꄮꆏ，ꆏꅺꌡ

25“这些事，我是用比喻对你
们说的；时候将到，我不再用
比喻对你们说，乃要将父明明
地告诉你们。26到那日，你们要
奉我的名祈求；我并不对你们
说，我要为你们求父。27父自己
爱你们，因为你们已经爱我，
又信我是从父出来的。28我从父
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
界，往父那里去。”29门徒说：
“如今你是明说，并不用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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ꅇꀋꌬꃅꐝꉅꃅꉉꀐ。30ꀋꃉ，ꆎꆹ

ꑞꑌꆏꌧꌠꉪꊇꅉꐚꀐ，ꊿꅽꏯꅱꄻ

ꑌꀋꅐ；ꑠꅹ，ꆎꆹꏃꃅꌋꄷꄉꇀꂷꉬ

ꌠꉪꇬꑅ”ꄷ。31ꑳꌠꋀꏭ：“ꆍ

ꀋꃉꑇꀐꅀ？32ꇬꉚ！ꄮꈉꀊꋨꄮꑟꇁ

ꂯꀐ，ꄷꀋꁧꇫꑟꀐ，ꆍꊇꆹꁭꁘꌊꂱ

ꑱꃅꄷꁧꌐ，ꉢꂶꌠꀉꄂꇫꋒꇈ；ꇯ

ꍝꃅꇬ，ꉡꆹꉠꊨꏦꀉꄂꀋꉬ，ꑞꃅ

ꆏ，ꀉꄉꉢꈽꐥ。33ꉢꌤꋋꈨꉉꆍꇰ

ꌠꆹ，ꆍꁳꉠꈐꏭꄉꋬꂻꈨꅪꊌꎻꂿ

ꄷꌠ。ꆍꊇꋧꃅꇬꄉꎭꃤꅧꃤꐥ，

ꄚ，ꆍꊇꐒꄻꀋꅐ，ꉡꆹꋧꃅꄩꊋ

ꀐ”ꄷꉉ。 

了。30现在我们晓得你凡事都知
道，也不用人问你；因此我们
信你是从神出来的。”31耶稣
说：“现在你们信吗？32看哪！
时候将到，且是已经到了，你
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
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我
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
同在。33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
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
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ꑳꌠꈼꂟꅇ 耶稣的祷告 

17 ꑳꌠꅇꂷꋋꊱꉉꌐꈭꐨꆏ，ꀑ

ꐕꂿꃅꇬꉜꄉ：“ꀉꄉ！ꄮ 
17 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

望天，说：“父啊，时候 
ꈉꑟꀐ，ꀑꒉꑊꒉꄻꅽꌺꄀꄉ，ꅽꌺ

ꁳꑌꀑꒉꑊꒉꌌꆏꄀꎻ；2ꊿꈀꐥꌠꄩ

ꏲꂠꌠꌅꈌꆏꄻꋋꇖꋺꌠꌟꃅ，ꋌꁳ

ꐩꋊꐩꍂꀑꇬꄻꃰꊿꆏꄖꋌꈀꇖꈧꌠ

ꁵꎻ。3ꊿꆏꀉꄂꀕꌠ、ꃶꐚꌠꏃꃅ

ꌋꋋꂷꌧꌠꌋꆀꆏꈁꁆꎼꇁꌠꑳꌠꏢ

ꄖꌧꌠꆏ，ꋀꌧꐨꑠꆹꐩꋊꐩꍂꀑꇬ

ꉬ。4ꉢꃄꅉꇬꄉꀑꒉꑊꒉꄻꆏꄀꀐ，

ꌤꆏꈀꏮꉢꁳꄉꌠꉢꃅꐛꀐ。5ꀉꄉ

ꀋ！ꀋꃉꉢꁳꆏꈽꄉꀑꒉꑊꒉꊌꎻ，ꀑ

ꒉꑊꒉꋌꑵꆹ，ꋧꃅꀋꐥꌦꂾꇯꆐ，ꉣ

ꑊꐥꀐꌠꉬ”ꄷ。 

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
儿子也荣耀你；2正如你曾赐给
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
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
人。3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
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
就是永生。4我在地上已经荣耀
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
全了。5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
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
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 

6ꊿꋧꃅꄉꆏꄻꉡꇖꈧꌠꆹ，ꅽꂓ

ꄇꇖꀕꃅꉢꄻꋀꊇꀨꀐ。ꋀꊇꀕꅉ

ꃅꇬꆹꅽꃤꉬ，ꄚ，ꋀꊇꆏꄖꉡꇖꀐ，

6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
已将你的名显明与他们。他们
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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ꋀꊇꑌꅽꇗꅉꇬꍬꀐ。7ꀋꃉꋀꊇꆹ

ꆏꄻꉡꈁꁵꌠꃅꅽꄹꄉꇁꌐꌠꉬꌠꋀ

ꅉꐚꀐ；8ꑞꃅꆏ，ꇗꅉꆏꄻꉡꈁꁵꌠ，

ꉢꄻꋀꁳꀐ；ꋀꊇꑌꅽꇗꅉꊪꀐ；ꉡ

ꆹꅽꄹꄉꇁꌠꉬꌠꋀꊇꇯꍝꃅꇫꅉ

ꐚ，ꄷꀋꁧ，ꉡꆹꆏꁆꎼꇁꌠꉬꌠꋀꇬ

ꑅꀐ。9ꉡꆹꋧꃅꃰꊿꎁꃅꈼꀋꂟꃅ，

ꋀꎁꃅꈼꂟ，ꉡꆹꊿꆏꄻꉡꇖꀊꋨꈨ

ꎁꃅꈼꂟ，ꑞꃅꆏ，ꋀꊇꀕꅉꇬꆹꅽꃤ

ꉬ。10ꉠꃤꈀꐥꃅꅽꃤꉬ；ꅽꃤꈀꐥ

ꃅꉠꃤꑌꉬ，ꄷꀋꁧ，ꉡꆹꋀꐛꅹꃅꀑ

ꒉꑊꒉꊌꀐ。11ꀃꑍꇈꉈꆏ，ꉡꆹꋧꃅ

ꇬꀋꐥꃅꅽꄹꉜꄉꁧ，ꄚ，ꋀꊇꆹꄡꇗ

ꋧꃅꐥꇈꑴꌦ。ꌃꎔꀉꄉꀋ！ꆏꄻꉢ

ꈀꇖꌠꂓꐛꅹꃅ，ꆏꑴꌠꋀꊇꀧꌋ

ꃅ，ꋀꁳꉪꊇꌟꃅꋍꂷꐛꎻ。12ꉢꋀ

ꈽꐤꄮꇬ，ꆏꄻꉡꇖꌠꂓꐛꅹꃅ，ꉢꋀ

ꀧꌋꃅ；ꉢꉈꑴꋀꐏꁇꀐ，ꌦꈔꌺꂶ

ꌠꀉꄂꑲꆏ，ꀉꁁꊿꋍꂷꑋꉢꄝꀋꈔ

ꀋꑍ，ꑠꆹ꒰ꀨꄯꒉꇬꅇꂷꈧꌠꁳꅇꅐ

ꎻꂿꄷꌠ。13ꀋꃉ，ꉢꅽꄹꉜꄉꁧ，

ꉢꋧꃅꇬꐤꄮꇬ，ꅇꂷꋋꈨꉉꌠꆹ，ꋀ

ꁳꉌꂵꇬꉠꉌꇿꅍꑠꐛꃅꑌꎻꂿꄷ

ꌠ。14ꅽꇗꅉꆹꉢꄖꋀꇖꀐ，ꄚ，ꋀ

ꊇꆹꉡꌋꆀꐯꌟꃅꋧꃅꃤꀋꉬꐛꅹ

ꄉ，ꋧꃅꋀꌂꋀꑷ。15ꉡꆹꅽꏯꋀꏁ

ꌌꋧꃅꇬꐞꁧꄷꇖꂟꌠꀋꉬꃅ，ꅽꏯ

ꋀꊇꀧꌋꃅꄉ，ꋀꁳꄷꅠꂶꌠꐞꄷꇖ

ꂟꌠ（ꅀ“ꑽꃤꄸꃤꇬꐞ”ꃄꑌꍑ）。16ꋀꊇꆹ

ꋧꃅꃤꀋꉬ，ꑠꆹꉢꋧꃅꃤꀋꉬꌠꌋꆀ

ꐯꌟ。17ꆏꑴꌠꅽꇗꅉꃶꐚꌠꌌꋀꁳ

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7如今他
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
是从你那里来的；8因为你所赐
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
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
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
了我来。9我为他们祈求，不为
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
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10凡
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
我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
耀。11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
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
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
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
为一，像我们一样。12我与他们
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
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
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
有一个灭亡的，好叫经上的话
得应验。13现在我往你那里去，
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
心里充满我的喜乐。14我已将你
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
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
我不属世界一样。15我不求你叫
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
们脱离那恶者（或作“脱离罪恶”）。
16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
界一样。17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
圣；你的道就是真理。18你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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ꌃꇁꎔꐛꎻ；ꅽꇗꅉꆹꇗꅉꃶꐚꌠ

ꉬ。18ꉢꈍꃅꆏꇱꁆꋧꃅꇬꎼꇁꆏ，

ꉡꑌꈍꃅꋀꊇꉢꇱꁆꋧꃅꇬꎭ。19ꋀ

ꊇꒉꄸꃅ，ꉠꊨꏦꉢꊨꄅꌊꌃꎔꃅ

ꄉ，ꋀꁳꑌꇗꅉꃶꐚꌠꐛꅹꃅꌃꇁꎔ

ꐛꎻ。 

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
到世上。19我为他们的缘故，自
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
成圣。 

20ꉢꊿꋋꈨꎁꃅꀉꄂꈼꂟꌠꀋꉬ

ꃅ，ꊿꋀꅇꂷꐛꅹꃅ，ꉢꑅꈧꌠꎁꃅ

ꑌꈼꂟꄉ，21ꋀꁳꏓꇁꋍꂷꐛꎻ；ꆏꀉ

ꄉꂶꌠꉠꈐꏭꑌ，ꉢꅽꈐꏭꑌꌠꌟ

ꃅ，ꋀꁳꑌꉪꈐꏭꑌꎻꄉ，ꋧꃅꃰꊿ

ꁳꉢꆏꇱꁆꎼꇁꌠꑇꉆꎻ。22ꀑꒉꑊ

ꒉꆏꄖꉢꈀꇖꈧꌠꉢꄖꋀꇖꀐ，ꉪꊇ

ꏓꇁꋍꂷꐛꌠꌟꃅ，ꋀꁳꏓꇁꋍꂷꐛ

ꎻ。23ꉢꋀꈐꏭꑌ，ꆏꉠꈐꏭꑌ，ꋀꁳ

ꐛꃅꐛꒆꀕꃅꏓꇁꋍꂷꐛꎻ，ꑠꃅꄉ，

ꋧꃅꃰꊿꁳꉡꆹꆏꇱꁆꎼꇁꌠꅉꐚ

ꎻ，ꉈꑴꋀꁳꆏꉡꉂꌠꌟꃅꋀꉂꌠꑌ

ꅉꐚꎻ。24ꀉꄉꀋ！ꉢꇿꇬꐤꆏ，ꊿꆏ

ꄻꉡꇖꋋꈨꑌꉢꈽꇿꇬꐥꄉ，ꋀꁳꀑ

ꒉꑊꒉꆏꄻꉡꇖꈧꌠꊌꂿꎻ；ꑞꃅꆏ，

ꆎꆹꁍꄻꏃꄻꂾꇯꆐꉡꉂꀐ。25ꑖꉬ

ꌠꀉꄉꀋ！ꋧꃅꃰꊿꆹꆏꌥꀋꋻ，ꄚ，

ꉡꆹꆏꌥ；ꊿꋋꈨꑌꉡꆹꆏꇱꁆꎼꇁꌠ

ꉬꌠꋀꅉꐚ。26ꅽꂓꆹꉢꄐꌐꋀꀦ

ꀐ，ꉈꑴꄐꌐꋀꀦꄉ，ꆏꉡꉂꌠꉂꐪ

ꁳꋀꈐꏭꑌꎻ，ꉡꑌꋀꈐꏭꑌ”
ꄷ。 

20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
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
求，21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
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
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
可以信你差了我来。22你所赐给
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
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
一。23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
面，使他们完完全全地合而为
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
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
样。24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
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叫
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
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
我了。25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
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
也知道你差了我来。26我已经将
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
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
面，我也在他们里面。” 

 

ꑳꌠꊿꒃꌊꁧ 耶稣被捉拿 

18 ꑳꌠꈼꂟꌐꈭꐨꆏ，ꌶꌺꈧꌠ

ꌋꆀꐮꐊꅐꁧꇈ，ꏹꇍꒈꌺ 
18 耶稣说了这话，就同门

徒出去，过了汲沦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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ꐂꁧꀐ。ꀊꄶꇬꆏ，ꉻꈫꂷꇬꐙ，ꋋ

ꌋꆀꋍꌶꌺꈧꌠꐯꇯꉻꈫꈐꏭꃹꆹ。

2ꑳꌠꋌꃷꊿꁳꌠꒀꄊꑌꀊꋩꈚꋌꅉ

ꐚ，ꑞꃅꆏ，ꑳꌠꌋꆀꋍꌶꌺꈍꑋꃢ

ꃅꀊꋩꈚꄉꐯꏑ。3ꑠꅹ，ꒀꄊꂶꌠ

ꂽꁥꌋꆀꆦꑝꌟꒉ、ꃔꆀꌏꊿꁆꎼ

ꇁꌠꈿꌬꂽꑠꈨꋌꏃꌊꂷꇭ、ꄔ

ꊏ、ꇇꌭꑠꌌꄉꉻꈫꇬꑟꇁ。4ꑳꌠ

ꆹꌤꋍꀂꏽꈁꌵꇁꂯꀐꈧꌠꈀꐥꃅꋌ

ꅉꐚꄉ，ꋌꁖꉈꏭꄉꋀꏭ：“ꆍꊇꈀ

ꄸꎹ？”ꄷꅲ。5ꋀꊇꆏ：“ꇂꌒꇍ

ꊿꑳꌠꎹ”ꄷ。ꑳꌠꆏ：“ꉢꉬ

ꑴ”ꄷ。ꑳꌠꃷꌠꒀꄊꂶꌠꑌꋀꐊ

ꀊꄶꉆ。6ꑳꌠ：“ꉢꉬꑴ”ꄷꄮꇬ

ꆏ，ꋀꊇꐯꇯꉈꑴꈍꑋꁘꎞꇈ，ꐚꃄ

ꅉꇬꅞ。7ꑳꌠꉈꑴꋍꃢꃅꋀꏭ：

“ꆍꊇꈀꄸꎹ？”ꄷꅱꌦ。ꋀꊇ

ꆏ：“ꇂꌒꇍꊿꑳꌠꎹ”ꄷ。8ꑳꌠ

ꆏꋀꏭ：“ꉢꉬꑴꄷꉢꉉꆍꇰꀐ；ꆍ

ꊇꉢꎷꇁꌠꉬꑲꆏ，ꊿꋋꈨꁳꁧꎻ”
ꄷ。9ꅇꂷꋋꇬꆹꑳꌠꀋꉊꉉꋺꌠ：

“ꊿꆏꄻꉡꇖꈧꌠꋍꂷꑋꉢꄝꀋꁮ

ꀋꑍ”ꄷꇫꌠꅇꅐꀐ。10ꑭꂱ•ꀺꄮ

ꂶꌠꂗꍵꑱꃀꀸꋌꈻꌊ，ꆦꑝꌌꁈꁏ

ꐚꂷꅳꀧꇀꑳꁆꌠꋌꑉꇫꎭ；ꁏꐚꀊ

ꋨꂷꆏꂷꇍꇴꂓ。11ꑳꌠꆏꀺꄮꏭ：

“ꂗꍵꑱꃀꄻꉈꑴꊐꄉ！ꀞꍗꉠꀉꄉ

ꄻꉢꄎꀊꋨꍔꉢꀋꅝꉆꑴꅀ？”

ꄷ。 

在那里有一个园子，他和门徒
进去了。2卖耶稣的犹大也知道
那地方，因为耶稣和门徒屡次
上那里去聚集。3犹大领了一队
兵，和祭司长并法利赛人的差
役，拿着灯笼、火把、兵器，
就来到园里。4耶稣知道将要临
到自己的一切事，就出来对他
们说：“你们找谁？”5他们回答
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
说：“我就是。”卖他的犹大也同
他们站在那里。6耶稣一说：“我
就是”，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
7他又问他们说：“你们找谁？”
他们说：“找拿撒勒人耶稣。”
8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我
就是；你们若找我，就让这些
人去吧。”9这要应验耶稣从前的
话，说：“你所赐给我的人，我
没有失落一个。”10西门•彼得带
着一把刀剑，就拔出来，将大
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他
的右耳；那仆人名叫马勒古。
11耶稣就对彼得说：“收刀入鞘
吧！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
可不喝呢？” 

 

ꑳꌠꊿꈻꌊꑸꇁꂾꑟ 耶稣被带到亚那面前 
12ꂽꁥꌠ、ꂽꄙꏃꌋꀕꆀꒀꄠꊿ 12那队兵和千夫长并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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ꈿꌬꂽꈧꌠꑳꌠꋀꒃꌊꐒꄉꀐ。13ꂴ

ꆏꋀꈻꌊꑸꇁꂾꑟ，ꑞꃅꆏ，ꑸꇁꆹꀊ

ꋨꄹꈎꆦꑝꌌꁈꄻꌠꇠꑸꃔꀀꁈ

ꉬ。14ꇠꑸꃔꆹꀋꉊꒀꄠꊿꏭ：“ꊿ

ꋍꂷꁳꉹꁌꎁꃅꀑꇬꁮꎻꇬꆹꈲꏣꐥ

ꌠꉬ”ꃅꉉꋺꂶꌠꉬ。 

的差役就拿住耶稣，把他捆绑
了；13先带到亚那面前；因为亚
那是本年作大祭司该亚法的岳
父。14这该亚法就是从前向犹太
人发议论说“一个人替百姓死是
有益的”那位。 

 

ꀺꄮꀂꑳꌠꀋꌧꄷ 彼得不认耶稣 
15ꑭꂱ•ꀺꄮꌋꆀꌶꌺꀉꁁꂷꑳꌠ

ꊂꈹꐺ。ꌶꌺꀊꋨꂷꆹꆦꑝꌌꁈꌋꆀ

ꐮꋒꌥꄉ，ꋌꑳꌠꊂꈹꆦꑝꌌꁈꂶꌠ

ꐷꈭꇬꃹꆹ。16ꄚ，ꀺꄮꆹꄇꂿꉈꏭ

ꉆ，ꌶꌺꆦꑝꌌꁈꋌꌥꂶꌠꅐꌊꀃꈈ

ꐏꌠꁏꃀꂶꌠꏭꋍꇬꉉꇈ，ꀺꄮꋌꏃ

ꈐꏭꆹ。17ꁏꃀꀃꈈꐏꂶꌠꀺꄮꏭ：

“ꆎꑌꊿꋋꂷꌶꌺꀋꉬꅀ？”ꄷ。

ꀺꄮꆏ：“ꉢꀋꉬ”ꄷ。18ꈜꈼꇨꄉ

ꁏꐚꈧꌠꌋꆀꈿꌬꂽꈧꌠꌋꌌꃆꄔꇤ

ꋀꏦꄉ，ꃆꄔꇬꀊꄶꉆ；ꀺꄮꑌꋀꈽ

ꄉꃆꄔꇬꀊꄶꉆ。 

15西门•彼得跟着耶稣，还有
一个门徒跟着。那门徒是大祭
司所认识的，他就同耶稣进了
大祭司的院子。16彼得却站在门
外。大祭司所认识的那个门徒
出来，和看门的使女说了一
声，就领彼得进去。17那看门的
使女对彼得说：“你不也是这人
的门徒吗？”他说：“我不是。”
18仆人和差役因为天冷，就生了
炭火，站在那里烤火；彼得也
同他们站着烤火。 

 

ꆦꑝꌌꁈꑳꌠꇔꅲ 大祭司盘问耶稣 
19ꋍꈭꐨꆏ，ꆦꑝꌌꁈꑳꌠꏭꌤꋍ

ꌶꌺꌋꆀꋍꉙꅇꂘꅇꃆꂮꑠꇔꅲ。

20ꑳꌠꆦꑝꌌꁈꏭ：“ꉢꐥꅷꇁꇬꇯ

ꆐꄇꇖꀕꃅꋧꃅꃰꊿꏭꅇꉉ。ꉢꅉ

ꀕꃅꉻꏑꅉꌋꆀꌃꎔꑷꂿꇬꄉꊿꂘ

（ꀊꄶꇬꆹꒀꄠꊿꐯꏑꅉꉬ）；ꉡꆹꈢ

ꆈꄉꑞꑌꉉꀋꋻ。21ꆏꑞꃅꉡꅲꌠ

ꉬ？ꉢꋀꏭꑞꉉꌠ，ꆏꊿꈨꋺꀊꋨꈨ

ꏭꅲꉆ；ꉢꈁꉉꌠꉬꇮꃅꋀꅉꐚꌐ”

ꄷ。22ꑳꌠꑠꃅꉉꇬꆏ，ꋍꏢꁮꉆꌠ

19大祭司就以耶稣的门徒和
他的教训盘问他。20耶稣回答
说：“我从来是明明地对世人说
话。我常在会堂和殿里，就是
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教训人；我
在暗地里并没有说什么。21你为
什么问我呢？可以问那听见的
人，我对他们说的是什么；我
所说的，他们都知道。”22耶稣
说了这话，旁边站着的一个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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ꈿꌬꂽꑠꂷꇇꁮꌊꑳꌠꋌꏶꁧꇉꄀ

ꇈ，ꇬꏭ：“ꆏꑠꃅꆦꑝꌌꁈꏭꅇꀱ

ꅀ？”ꄷ。23ꑳꌠꆏ：“ꉢꑞꑵꉉꑽ

ꌠ，ꆏꑞꑵꄐꎼꇁ，ꀋꄸꄷ，ꉢꉉꀋꑽ

ꑲꆏ，ꆏꑞꃅꉢꅣ？”ꄷ。24ꋍꈭꐨ

ꆏ，ꑸꇁꆏꊿꁳꑳꌠꐒꄉꏃꆦꑝꌌꁈ

ꇠꑸꃔꄷꁧꎻꀐ。 

役用手掌打他，说：“你这样回
答大祭司吗？”23耶稣说：“我若
说得不是，你可以指证那不
是；我若说得是，你为什么打
我呢？”24亚那就把耶稣解到大
祭司该亚法那里，仍是捆着解
去的。 

 

ꀺꄮꉈꑴꑳꌠꀋꌧꄷꉉ 彼得再次不认耶稣 
25ꑭꂱ•ꀺꄮꇬꉆꄉꃆꄔꇫꑌꃅꄉ

ꇬꆏ，ꊿꋍꏭ：“ꆎꑌꋍꌶꌺꀋꉬ

ꅀ？”ꄷꌠꐥ，ꀺꄮꆏꄡꇗ：“ꉢꀋ

ꉬ”ꄷ。26ꆦꑝꌌꁈꁏꐚꂷ，ꋋꆹꅳ

ꀧꀺꄮꑉꇫꎭꂶꌠꏣꑟꂷꉬ，ꋌꀺꄮ

ꏭ：“ꆏꋋꌋꆀꐮꐊꉻꈫꂶꌠꇬꐺꌠ

ꉢꀋꂿꅀ？”ꄷ。27ꀺꄮꆏꉈꑴꇫꉉ

ꀋꏚ。ꋋꇅꇬꆏꃬꀮꇴꀐ。 

25西门•彼得正站着烤火，有
人对他说：“你不也是他的门徒
吗？”彼得不承认，说：“我不
是。”26有大祭司的一个仆人，
是彼得削掉耳朵那人的亲属，
说：“我不是看见你同他在园子
里吗？”27彼得又不承认。立时
鸡就叫了。 

 

ꑳꌠꊿꈻꌊꀙꇁꄏꂾꑟ 耶稣在彼拉多面前 
28ꋀꊇꇠꑸꃔꏤꐷꈭꇬꄉꑳꌠꋀ

ꈻꌊꇜꃛꑷꂿꇬꁧ。ꀊꋨꄮꇬꆹꃅꄜ

ꀕꉬꑴꌦ，ꄚ，ꋀꊨꏦꆏꍍꆀꄉꐂꈴ

ꎺꄅꋩꑍꌵꋚꋠꀋꉆꂵꏦꄉ，ꇜꃛꑷ

ꂿꈐꏭꀋꆹ。29ꀙꇁꄏꅐꉈꏭꇁꇈ，ꋀ

ꄷꄉꑠꃅꉉ：“ꆍꊇꑞꌤꒉꄸꃅꊿꋋ

ꂷꊂꅇꎹꌠꉬ？”ꄷ。30ꒀꄠꊿꆏꋍ

ꏭ：“ꀋꄸꄷ，ꊿꋋꂷꄸꀋꃅꅠꀋꑽ

ꑲꆏ，ꉪꈻꌊꆏꁳꑌꀋꇁꀐ”ꄷ。

31ꀙꇁꄏꆏ：“ꆍꊇꊨꏦꊿꋋꂷꈻꌊ

ꆍꄹꏦꇬꈴꄉꇔꅲꁧ”ꄷ。ꒀꄠꊿ

ꆏ：“ꉪꊇꊿꌉꌅꈌꀋꐥ”ꄷ。32ꅇ

ꂷꋋꇬꀕꄉ，ꑳꌠꈁꉉꌠꊁꋌꈍꃅꌦ

28众人将耶稣从该亚法那里
往衙门内解去，那时天还早。
他们自己却不进衙门，恐怕染
了污秽，不能吃逾越节的筵
席。29彼拉多就出来，到他们那
里，说：“你们告这人是为什么
事呢？”30他们回答说：“这人若
不是作恶的，我们就不把他交
给你。”31彼拉多说：“你们自己
带他去，按着你们的律法审问
他吧！”犹太人说：“我们没有杀
人的权柄。”32这要应验耶稣所
说，自己将要怎样死的话了。



ꒀꉴꌒꅇ  18 352 约翰福音  18 
 

ꇁꌠꃆꂮꈧꌠꅇꅐꀐ。33ꀙꇁꄏꀱꉈ

ꑴꇜꃛꑷꂿꇬꄉ，ꑳꌠꋌꇴꌊꇬꏭ：

“ꆏꒀꄠꊿꃰꃅꉫꀕ？”ꄷꅲ。

34ꑳꌠꇬꏭ：“ꅇꂷꑠꆹꅽꊨꏦꉉꌠ

ꅀ，ꌞꊿꉠꊂꍣꉺꈧꌠꅽꏯꉉꌠ

ꉬ？”ꄷ。35ꀙꇁꄏꆏꑳꌠꏭ：“ꉢ

ꒀꄠꊾꂷꉬꑴꅀ？ꆎꆹꅽꊨꏦꇩꏤꊿ

ꌋꆀꆦꑝꌟꒉꏮꉢꁳꌠꉬ，ꆏꌤꑞꃅ

ꀐ？”ꄷ。36ꑳꌠꆏ：“ꉠꃰꃅꇩꆹ

ꋧꃅꋋꂷꃤꀋꉬ；ꀋꄸꄷ，ꉠꃰꃅꇩꆹ

ꋧꃅꋋꂷꃤꉬꑲꆏ，ꉠꃰꊿꀋꎪꃅꀱ

ꉈꑴꌉꄉ，ꉢꁳꒀꄠꊿꇇꈐꃹꀋꎽꌠ

ꉬ；ꄚ，ꉠꃰꃅꇩꆹꋧꃅꋋꂷꃤꀋ

ꉬ”ꄷ。37ꀙꇁꄏꋍꏭ：“ꑠꉬꑲ

ꆏ，ꆎꆹꃰꃅꉬꑴꅀ？”ꄷ。ꑳꌠꆏ：

“ꆏꄹꇬꉡꆹꃰꃅꉬꄷ，ꉡꆹꑠꒉꄸꃅ

ꒆ，ꑠꒉꄸꃅꇁꌊꋧꃅꋋꂷꇬꑟ，ꉈꃅ

ꇗꅉꃶꐚꌠꎁꃅꅇꊪꌬ；ꊿꇗꅉꃶꐚ

ꌠꃤꉬꈧꌠꆹꉠꅇꅲꌠꉬ”ꄷ。38ꀙ

ꇁꄏꆏꑳꌠꏭ：“ꇗꅉꃶꐚꌠꆹꑞ

ꉬ？”ꄷꅲ。 

33彼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
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
吗？”34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
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
说的呢？”35彼拉多说：“我岂是
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和祭司
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
呢？”36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
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
界，我的臣仆必要争战，使我
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
的国不属这世界。”37彼拉多就
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
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
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
为给真理作见证；凡属真理的
人，就听我的话。”38彼拉多
说：“真理是什么呢？” 

 

ꌦꃤꀞꑳꌠꁵ 耶稣被判死刑 
ꉉꌐꈭꐨꆏ，ꀙꇁꄏꁖꉈꏭꄉꒀ

ꄠꊿꈧꌠꏭ：“ꊿꋋꂷꑽꃤꑞꐥꌠꉢ

ꋌꍢꅐꀋꇁ。39ꄚ，ꆍꃷꋪꏦꃤꏢ

ꐥ，ꐂꈴꎺꄅꋩꑍꆏ，ꉢꊾꇬꂷꋊꃑꆍ

ꁳ；ꆍꊇꉢꁳꒀꄠꊿꃰꃅꂶꌠꋊꃑꆍ

ꁳꎻꅀ？”ꄷꅲ。40ꒀꄠꊿꈧꌠꆏ：

“ꉪꊇꊿꋋꂷꀋꈁ，ꀠꇓꀠꈁ”ꃅ

ꏅ。ꀠꇓꀠꋋꂷꆹꏄꍿꂷꉬ。 

说了这话，又出来到犹太人
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
有什么罪来。39但你们有个规
矩，在逾越节要我给你们释放
一个人，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
犹太人的王吗？”40他们又喊着
说：“不要这人，要巴拉巴！”这
巴拉巴是个强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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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ꀊꋨꇅꇬ，ꀙꇁꄏꆹꊿꁳꑳꌠ

ꅤꏶꎻ。2ꂽꈧꌠꍲꄂꌆꀍ 19 当下彼拉多将耶稣鞭打
了。2兵丁用荆棘编做冠 

ꄟꂷꋀꎀꑳꌠꀂꏾꇬꄀꄉ，ꀂꄁꊪꅪ

ꀊꎴꈬꋀꄻꑳꌠꇢꄉ；3ꉈꑴꑳꌠꊫ

ꄉ，ꋍꏭ：“ꒀꄠꃰꃅꀋ！ꃪꈎ！”

ꃅꏅ，ꉈꑴꇇꁮꌊꋍꁧꇉꇬꑌꏶ。

4ꀙꇁꄏꉈꑴꅐꇁꇈꉹꁌꏭ：“ꋌꉢꏃ

ꌊꉈꏭꄉꆍꀦꇁꌠꆹ，ꆍꁳꋌꑽꃤꑞ

ꐥꌠꉢꋌꍢꅐꀋꇁꌠꅉꐚꎻꂿꄷꌠ”
ꄷ。5ꑳꌠꅐꉈꏭꇁ，ꋌꍲꄂꌆꀍꄟ

ꅑ，ꀂꄁꊪꅪꀊꎴꈬꈚ。ꀙꇁꄏꊿꈧ

ꌠꏭ：“ꆍꊇꊿꋋꂷꉜ”ꄷ。6ꆦꑝ

ꌟꒉꌋꆀꂽꈧꌠꑳꌠꋀꊌꂾꄮꇬꆏ，

ꊿꊇ：“ꋋꋯꌩꏍꇬꄀ，ꋋꋯꌩꏍꇬ

ꄀ！”ꃅꏅ。ꀙꇁꄏꆏ：“ꆍꊇꊨ

ꏦꈻꌊꋯꌩꏍꇬꄀꁧ！ꉡꆹꋌꑽꃤꑞ

ꐥꌠꉢꋌꍢꅐꀋꇁ”ꄷ。7ꒀꄠꊿꆏ

ꀙꇁꄏꏭ：“ꉪꊇꄹꏦꐥ，ꄹꏦꇬꈴ

ꄉꉜꇬ，ꋋꆹꌦꋭꌠꉬ，ꑞꃅꆏ，ꋍꊨ

ꏦꋌꌌꏃꃅꌋꌺꃅꄉ”ꄷ。 

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紫
袍；3又挨近他说：“恭喜犹太人
的王啊！”他们就用手掌打他。
4彼拉多又出来对众人说：“我带
他出来见你们，叫你们知道我
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5耶稣出
来，戴着荆棘冠冕，穿着紫
袍。彼拉多对他们说：“你们看
这个人！”6祭司长和差役看见
他，就喊着说：“钉他十字架！
钉他十字架！”彼拉多说：“你们
自己把他钉十字架吧！我查不
出他有什么罪来。”7犹太人回答
说：“我们有律法，按那律法，
他是该死的，因他以自己为神
的儿子。” 

8ꅇꂷꋋꇬꀙꇁꄏꈨꇬꆏ，ꋌꀊꅰ

ꃅꏸꏦꇁ；9ꋌꀱꉈꑴꇜꃛꑷꂿꇬꄉꑳ

ꌠꏭ：“ꆏꇿꇬꄉꇁꌠꉬ？”ꄷꅲ，

ꄚ，ꑳꌠꆏꅇꀋꀱ。10ꀙꇁꄏꇬꏭ：

“ꆏꉠꏯꉉꀋꏾꅀ？ꉢꆏꄛꇫꎭꌅꈌ

ꐥ，ꆎꋯꌩꏍꇬꄀꌅꈌꑌꐥꌠꆏꋋꅉ

ꀋꐚꅀ？”ꄷ。11ꑳꌠꆏ：“ꀋꄸ

ꄷ，ꄩꏭꄉꄻꆎꇖꌠꀋꉬꑲꆏ，ꆏꌅꈌ

ꉢꀞꄎꌠꋍꍈꂯꀋꐥ；ꑠꅹ，ꊿꉢꋌꏮ

ꆏꁳꂶꌠꆹꑽꃤꀊꅰꃅꆈꒉꀕꀐ”ꄷ

ꅇꀱ。12ꋍꈭꐨꆏ，ꀙꇁꄏꆹꑳꌠꋊꃑ

8彼拉多听见这话，越发害
怕；9又进衙门，对耶稣说：“你
是哪里来的？”耶稣却不回答。
10彼拉多说：“你不对我说话
吗？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
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
吗？”11耶稣回答说：“若不是从
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
办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个
人，罪更重了。”12从此彼拉多
想要释放耶稣，无奈犹太人喊



ꒀꉴꌒꅇ  19 354 约翰福音  19 
 

ꇫꎭꏢꉨ，ꄚꒀꄠꊿꈧꌠꆏ：“ꀋꄸ

ꄷ，ꊿꋋꂷꆏꋊꃑꇫꎭꑲꆏ，ꆎꆹꇽꌒ

ꇛꌺꀋꎪꀋꑴꂷꀋꉬꀐ（ꑝꇂꉙꇬꆏ“ꐋ

ꀨ”ꃅꅑ），ꊿꊨꏦꋌꌌꃰꃅꀕꄉꌠꆹꇽ

ꌒꏭꁏꌠꉬꀐ”ꃅꏅ。 

着说：“你若释放这个人，就不
是凯撒的忠臣（原文作“朋友”）。凡
以自己为王的，就是背叛凯撒
了。” 

13ꅇꋋꇬꈨꈭꐨꆏ，ꀙꇁꄏꑳꌠꋌ

ꏃꅐꇁ，ꇁꌊꃅꄷꇓꏪꊐꄻꅉꂓꑠꈚ

ꑟꇈ，ꀊꄶꄉꀞꇽ（ꃅꄷꀊꋩꈚꆹꑝꀨꆾꉙꆏꀔ

ꀠꄊꄷ）。14ꀊꋨꄹꉇꆹꐂꈴꎺꄅꋩꑍꄐ

ꏤꌠꑠꑍꂵꆤꂶꌠꇬꉬ。ꀙꇁꄏꒀꄠ

ꊿꏭ：“ꇬꉚ！ꋋꆹꆍꃰꃅꉬ！”
ꄷ。15ꒀꄠꊿꈧꌠꆏ：“ꈔꋏꇫꎭ！

ꈔꋏꇫꎭ！ꊿꋋꂷꋯꌩꏍꇬꄀ！”ꃅ

ꏅ。ꀙꇁꄏꋀꏭ：“ꉢꆍꃰꃅꋋꂷ

ꋯꌩꏍꇬꄀꉆꑴꅀ？”ꄷꅲ。ꆦꑝ

ꌟꒉꀙꇁꄏꏭ：“ꇽꌒꀉꄂꑲꆏ，ꉪ

ꃰꃅꀉꁁꀋꐥ！”ꄷ。16ꄚꄉ，ꀙꇁ

ꄏꑳꌠꋌꏮꒀꄠꊿꈧꌠꁳꋯꌩꏍꇬꄀ

ꁧꎻ。 

13彼拉多听见这话，就带耶
稣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
铺华石处，希伯来话叫厄巴
大，就在那里坐堂。14那日是预
备逾越节的日子，约是中午十
二点。彼拉多对犹太人说：“看
哪！这是你们的王。”15他们喊
着说：“除掉他！除掉他！钉他
在十字架上！”彼拉多说：“我可
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祭
司长回答说：“除了凯撒，我们
没有王。”16于是彼拉多将耶稣
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 

 

ꑳꌠꊿꇱꋯꌩꏍꇬꄀ 耶稣被钉十字架 
ꑳꌠꋀꈻꌊꁧꀐ。17ꑳꌠꆹꋍꊨꏦꌩ

ꏍꏡꌠꋌꀵꌊ‘ꀒꈤꃄꅉ’ꂓꑠꈚ

ꇬꑟ，ꃄꅉꋌꈚꑝꀨꆾꉙꆏꈥꀕꄣ

ꄷ。18ꀊꄶꇬꄉ，ꑳꌠꋀꋯꌩꏍꇬ

ꄀ，ꋍꁁꏯꋍꂷꃅꊿꑍꂷꑌꊿꋯꑳꌠ

ꏢꁮꄀꄉ，ꑳꌠꆹꈬꄔꅑ。19ꀙꇁꄏ

ꉈꑴꁱꂷꈨꋌꁱꌩꀻꏢꇬꄀꄉꋯꌩꏍ

ꏡꌠꄩꄀꄉ，ꌩꀻꀕꌠꇬꆏ“ꒀꄠꊿ

ꃰꃅ，ꇂꌒꇍꊿꑳꌠ”ꃅꁱꇬꄀ

ꄉ。20ꑳꌠꊿꋯꇬꄀꄉꈚꌠꆹꇓꈓꂶ

ꌠꌋꆀꀊꎴꀋꇢ，ꉈꑴꁱꂷꈧꌠꑌꑝ

他们就把耶稣带了去。
17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
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髑髅地，
希伯来话叫各各他。18他们就在
那里钉他在十字架上，还有两
个人和他一同钉着，一边一
个，耶稣在中间。19彼拉多又用
牌子写了一个名号，安在十字
架上；写的是：“犹太人的王，
拿撒勒人耶稣。”20有许多犹太
人念这名号，因为耶稣被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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ꀨꆾ、ꇊꂷꌋꆀꑝꇂꁱꂷꌕꑵꃅꁱ

ꄉꐛꅹ，ꒀꄠꊿꈍꑋꃅꂓꂶꌠꀘꀐ。

21ꒀꄠꊿꆦꑝꌟꒉꂶꌠꀙꇁꄏꏭ：

“‘ꒀꄠꊿꃰꃅ’ꃅꁱꄡꄉꃅ，

‘ꊿꋋꂷꄹꇬ：ꀁꆹꒀꄠꊿꃰꃅ

ꉬ’ꄷꁱꄉꄡꑟ”ꄷ。22ꀙꇁꄏꄹ

ꇬꆏ：“ꉢꈀꁱꌠꉢꁱꇬꄀꄉꀐ”
ꄷ。23ꑳꌠꂽꈧꌠꇱꋯꌩꏍꇬꄀꇈ，

ꋍꃢꈜꈧꌠꋀꁸꌊꇖꁧꃅꄉ，ꊾꂿꋍ

ꁧꃅꈁ；ꋍꀂꄁꈏꆏꈫꌠꑌꋀꌌꁧ，ꀂ

ꄁꈏꆏꋋꈬꆹꀏꄩꃅꍹꐯꄀꄈꈬꉬꐛ

ꅹ，ꈪꈌꍈꑋꀋꐛ。24ꂽꈧꌠꆏ：

“ꉪꊇꃢꈜꋋꈬꐞꏅꇬꄡꎭꃅ，ꌐꈻ

ꑲꆀ，ꈀꄸꎼꅜꉏꂿ”ꃅꐮꏯꉉ。 

字架的地方与城相近，并且是
用希伯来、罗马、希腊三样文
字写的。21犹太人的祭司长就对
彼拉多说：“不要写‘犹太人的
王’，要写‘他自己说：我是犹太
人的王。’”22彼拉多说：“我所写
的，我已经写上了。”23兵丁既
然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拿
他的衣服分为四分，每兵一
分；又拿他的里衣，这件里衣
原来没有缝儿，是上下一片织
成的。24他们就彼此说：“我们
不要撕开，只要拈阉，看谁得
着。” 

ꑠꆹ꒰ꀨꄯꒉꇬꅇꂷ： 
“ꉠꃢꈜꉈꏭꈧꌠꋀꊇꁸꌊꁧ， 

ꋀꉠꀂꄁꈏꆏꈫꌠꒉꄸꃅꌐ

ꈻ”ꄷꇫꌠꅇꅐꀐ。 
ꂽꈧꌠꌤꑠꃅꀐ。 

这要应验经上的话说： 
“他们分了我的外衣， 
为我的里衣拈阉。” 
 
兵丁果然做了这事。 

25ꑳꌠꀉꂿ、ꃀꑌ、ꇱꇊꀠꑮꃀꂷꆀ

ꑸꌋꆀꃀꄊꇁꄉꇁꌠꂷꆀꑸꐯꇯꌩꏍ

ꏢꁮꉆ。26ꋍꀉꂿꌋꆀꋌꇫꉂꌠꌶꌺ

ꂶꌠꋍꏢꁮꉆꌠꑳꌠꊌꂿꇬꆏ，ꋌꋍ

ꀉꂿꏭ：“ꀉꂿꀋ！ꅽꌺꉜ”ꄷ。

27ꋌꉈꑴꌶꌺꂶꌠꏭ：“ꆏꅽꀉꂿ

ꉜ”ꄷ。ꋍꈭꐨꆏ，ꌶꌺꂶꌠꑳꌠꀉ

ꂿꋌꋩꌊꊨꏦꀁꇬꁧꀐ。 

25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
母亲与他母亲的姐妹，并革罗
罢的妻子马利亚和抹大拉的马
利亚。26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
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
说：“母亲（原文作“妇人”），看你的
儿子！”27又对那门徒说：“看你
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她到
自己家里去了。 

 

ꑳꌠꌦꐪ 耶稣的死 
28ꌤꋌꐘꈭꐨꆏ，ꑳꌠꆹꌤꑞꑌꃅ 28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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ꐛꒆꀐꌠꋌꅉꐚꀐ，ꅇꂷ꒰ꀨꄯꒉꇬ

ꈁꅑꈧꌠꃅꅇꅐꎻꂿꄷꐛꅹ，ꑳꌠꄹ

ꇬ：“ꉢꀆꐒꌤꀐ”ꄷ。29ꀊꄶꇬꄢ

ꌺꋄꒉꐛꃅꀀꑠꂷꇫꎍ，ꀨꁮꋀꌌꋄ

ꒉꍀꈴꃅꄉ，ꋀꐒꆽꀍꁬꇬꄀꄉꄻꋍ

ꈂꀸꇬꄐ。30ꑳꌠꋄꒉꑽꉜ（ꑝꇂꉙꇬꆹ

“ꊪ”ꃅꅑ）ꇈ：“ꃅꐛꀐ”ꄷꈭꐨꆏ，

ꀂꏾꊰꄉꒌꆠꋌꏮꏃꃅꌋꁵꀐ。 

的事已经成了，为要使经上的
话应验，就说：“我渴了。”29有
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
里；他们就拿海绒蘸满了醋，
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30耶
稣尝（原文作“受”）了那醋，就
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
交付神了。 

 

ꑳꌠꏦꎭꊿꌌꌉ 耶稣的肋旁被刺 
31ꀊꋨꄹꉇꆹꊨꄐꃅꑍꄹꉇꉬ，ꉈ

ꑴꑬꆏꄹꉇꆹꃅꑍꉾꐯꉾꑋꉬꐛꅹ，

ꊿꂿꇤꌩꏍꇬꄀꄉꀋꉆꄉ，ꒀꄠꊿꀙ

ꇁꄏꏭꊿꁳꋀꊇꑭꆹꅥꆸꐔꇫꎭꄉ，

ꊿꂿꌵꎼꇁꄷꇖꂟ。32ꄚꄉꂽꈧꌠꇁ

ꌊ，ꊿꂴꂶꌠꑭꆹꋀꅥꆸꐔꇫꎭ，ꉈꑴ

ꋯꑳꌠꈿꇬꄀꄉꌠꊿꀉꁁꂶꌠꑭꆹꑌ

ꋀꅥꆸꐔꇫꎭ。33ꄚ，ꋀꇁꌊꑳꌠꂾ

ꑟꇬꆏ，ꑳꌠꌦꀐꌠꋀꊌꂿꐛꅹ，ꋀ

ꑳꌠꑭꆹꇬꀋꅥ。34ꂽꂷꀉꄂꐲꏢꋌ

ꌌꑳꌠꏦꎭꇬꉀꇬꆏ，ꌦꌋꆀꀆꐒꋋ

ꇅꃅꍻꇁꌐ。35ꊿꌤꋌꐘꂿꂶꌠꅇꊪ

ꌬ，ꋍꅇꊪꑌꇯꍝꌠꉬ，ꄷꀋꁧ，ꋍꊨ

ꏦꈁꉉꌠꆹꇯꍝꌠꋌꅉꐚ，ꆍꁳꑌꇬ

ꑅꉆꎻ。36ꌤꋋꈨꃅꐛꀐꌠꆹ，꒰ꀨ

ꄯꒉꇬꅇꂷ：“ꋍꃷꅍꋍꏢꑋꆹꀋ

ꐔ”ꄷꇫꌠꅇꅐꂿꄷꌠ。37꒰ꀨꄯꒉ

ꇬꉈꑴ：“ꋀꊇꆹꊿꋀꇬꉀꂶꌠꉜ

ꁨ”ꃄꑌꅑ。 

31犹太人因这日是预备日，
又因那安息日是个大日，就求
彼拉多叫人打断他们的腿，把
他们拿去，免得尸首当安息日
留在十字架上。32于是兵丁来，
把头一个人的腿，并与耶稣同
钉第二个人的腿，都打断了。
33只是来到耶稣那里，见他已经
死了，就不打断他的腿。34惟有
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随
即有血和水流出来。35看见这事
的那人就作见证，他的见证也
是真的，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
的是真的，叫你们也可以信。
36这些事成了，为要应验经上的
话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
折断。”37经上又有一句说：“他
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 

 

ꑳꌠꄃ 耶稣的埋葬 
38ꌤꋋꈨꈭꐨꆏ，ꑸꆀꂷꄠꊿꒀ 38这些事以后，有亚利马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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ꌝꂶꌠꀙꇁꄏꏭꋌꁳꑳꌠꂿꂶꌠꎞꌊ

ꁧꄷꇖꂟ，ꒀꌝꆹꑳꌠꌶꌺꂷꉬ，ꋌꒀ

ꄠꊿꏦꐛꅹ，ꀋꌋꀕꃅꑳꌠꌶꌺꄻ。

ꀙꇁꄏꈌꁧꄉ，ꑳꌠꂿꒀꌝꇱꎞꌊꁧ

ꀐ。39ꉈꑴꌋꐓꄮꇬꑳꌠꉜꆹꋺꌠꆀ

ꇰꄂꃅꂶꌠꑌ，ꃀꒀꁬꋌꌋꆀꅿꉗꌒ

ꌠꌜꀕꋍꉐꏡꀑꂪꐤꈨꋌꀵꇁꀐ。

40ꋀꊇꆏꒀꄠꊿꐗꄁꏦꃤꇬꈴꄉ，ꃆ

ꁁꀊꌤꌠꌋꆀꅿꉗꌒꃀꀕꌌꑳꌠꂿꂶ

ꌠꋀꇙꄉꀐ。41ꑳꌠꊿꋯꌩꏍꄀꅉꇬ

ꆏ，ꉻꈫꂷꇬꐙ，ꉻꈫꂶꌠꈐꏭꆏ，ꊿ

ꄻꇬꄁꀋꋻꑴꌦꌠꄃꁧꀊꏀꏃꂷꇬ

ꐙ。42ꋋꄹꉇꆹꒀꄠꊿꊨꄐꃅꑍꄹꉇ

ꉬ，ꉈꑴꄃꁧꑌꈛꑌꐛꅹ，ꑳꌠꁟꑻ

ꀕꃅꋀꄻꀊꄶꇬꄃꄉꀐ。 

人约瑟，是耶稣的门徒，只因
怕犹太人，就暗暗地作门徒。
他来求彼拉多，要把耶稣的身
体领去。彼拉多允准，他就把
耶稣的身体领去了。39又有尼哥
底母，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
的，带着没药和沉香约有一百
斤前来。40他们就照犹太人殡葬
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
布加上香料裹好了。41在耶稣钉
十字架的地方有一个园子，园
子里有一座新坟墓，是从来没
有葬过人的。42只因是犹太人的
预备日，又因那坟墓近，他们
就把耶稣安放在那里。 

 

ꑳꌠꀱꐥꇁ 耶稣复活 

20 ꏃꑍꌠꉘꃀꄹꉇ，ꃅꄜꑓꂿꑓ

ꀋꂿꄷꌦꆏ，ꃀꄊꇁꄉꇁꌠ 20 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
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 

ꂷꆀꑸꇁꌊꄃꁧꑭꑟ，ꄃꁧꈌꇬꇓꂵ

ꀉꒉꂶꌠꊈꏢꁮꏭꎍꌠꋌꊌꂿ，2ꄚꄉ

ꋌꀥꑭꂱ•ꀺꄮꌋꆀꌶꌺꑳꌠꇫꉂꂶ

ꌠꂿꇁꄉ：“ꄃꁧꇬꄉꌋꊿꇱꎞꌊꁧ

ꀐ，ꊿꌌꇿꄉꁧꌠꉪꋋꅉꀋꐚ”ꃅꉉ

ꋀꇰ。3ꀺꄮꌋꆀꌶꌺꀊꋨꂷꅐꇁꇈ

ꄃꁧꏭꉜꄉꁧ。4ꊿꑍꂷꌠꀥꐮꐊ

ꆹ，ꌶꌺꂶꌠꄈꃅꀺꄮꏭꀋꋌꃅꀥꐳ

ꄉ，ꂴꄃꁧꇬꑟ。5ꋌꀂꏾꈎꄉꈐꏭ

ꉜ，ꃆꁁꀊꌤꈧꌠꀊꄶꎍꑴꌦꌠꋌ

ꂿ，ꄚ，ꋌꈐꏭꀋꆹ。6ꊁꈹꇁꌠꑭꂱ•
ꀺꄮꂶꌠꆏꋌꑆꄃꁧꈐꏭꃹꆹꄉ，ꃆ

ꁁꀊꌤꈧꌠꀊꄶꎍꑴꌦꌠꋌꊌꂿ，7ꂪ

马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
头从坟墓挪开了，2就跑来见西
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
徒，对他们说：“有人把主从坟
墓里挪了去，我们不知道放在
哪里。”3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
往坟墓那里去。4两个人同跑，
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先到
了坟墓，5低头往里看，就见细
麻布还放在那里，只是没有进
去。6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进
坟墓里去，就看见细麻布还放
在那里，7又看见耶稣的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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ꌦꌌꀂꏾꇬꉱꄉꂶꌠꆏ，ꃆꁁꀊꌤꂶ

ꌠꌋꆀꋍꈚꀋꎍꃅ꒚ꀉꁁꋍꈚꇬ

ꄉ。8ꌶꌺꂴꑟꂶꌠꑌꈐꏭꃹꆹꄉ，ꋋ

ꈨꋌꊌꂿꇬꆏ，ꋌꇬꑅꀐ。9ꑞꃅꆏ，

ꋀꊇꆹꏂꀨꄯꒉꈐꏭ，ꑳꌠꀋꎪꃅꌦ

ꈬꇬꄉꀱꐥꇁꄷꌠꑞꄜꌠ，ꋀꇫꐞꀋ

ꉅꑴꌦ。10ꄚꄉ，ꌶꌺꑍꂷꌠꀱꊨꏦ

ꀀꅉꇬꁧꀐ。 

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
是另在一处卷着。8先到坟墓的
那门徒也进去，看见就信了；
9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
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
活。10于是两个门徒回自己的住
处去了。 

 

ꑳꌠꃀꄊꇁꄉꇁꌠꂷꆀꑸꂾꅐꇁ 耶稣向抹大拉的马利亚显现 
11ꄚ，ꂷꆀꑸꆏꄃꁧꉈꏭꉆꄉ

ꉩ。ꉨꄮꇬꋌꀂꏾꈎꌌꄃꁧꈐꏭ

ꉜ。12ꉬꉎꊩꌺꃢꈜꀊꐎꌠꈚꑠꑍꂷ

ꋌꊌꂿ，ꋍꑊꆹꑳꌠꂿꄈꅉꈚꌠꇬꑌ，

ꋍꂷꆏꀂꏾꁁꏯꑌ，ꋍꂷꆏꏸꑭꁁꏯ

ꑍ。13ꉬꉎꊩꌺꋍꏭ：“ꌋꅪ！ꆏꑞ

ꃅꑳꉨꌠꉬ？”ꃅꅲ。ꋋꆏ：“ꉠꌋ

ꊿꎞꌊꁧꄉ，ꋌꊿꌌꇿꄉꁧꌠꉢꋋꅉ

ꀋꐚꒉꄸ”ꄷ。14ꋌꅇꋋꇬꉉꇈꏮꉈ

ꑴꉜꇁꇬꆏ，ꑳꌠꀊꄶꉆꌠꋌꊌꂿ，

ꄚ，ꑳꌠꉬꌠꋌꋋꅉꀋꐚ。15ꑳꌠꋍ

ꏭ：“ꌋꅪꀋ！ꆏꑞꐛꅹꃅꑳꉨꌠ

ꉬ？ꆏꈀꄸꎹ？”ꄷꅲ。ꂷꆀꑸꆏꋋ

ꆹꉻꈫꐏꊿꂶꌠꉬꎼꈀꄉ，ꇬꏭ：

“ꁦꋠꂶꌠꀋ！ꀋꄸꄷ，ꋌꆏꎞꌊꁧ

ꌠꉬꑲꆏ，ꆏꄻꇿꄉꌠꉉꉡꇰꄉ，ꉢꇫ

ꒃꆹꂿ”ꄷ。16ꑳꌠꆏꇬꏭ：“ꂷꆀ

ꑸ”ꄷ。ꂷꆀꑸꏮꇁꄉ，ꑝꀨꆾꉙꃅ

ꇬꏭ：“ꇁꀧꆀ”（ꇁꀧꆀꆹꂘꃀꄜ）

ꄷ。17ꑳꌠꆏ：“ꉢꄩꏯꉠꀉꄉꂿꀋ

ꆹꌦꐛꅹ，ꆏꉠꇭꀧꄡꉩ，ꄚ，ꆏꉠꃺ

ꑌꈧꌠꄷꄉꉉꋀꇰꁧ，ꉢꐕꄩꏯꄉꉠ

11马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
哭。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
看，12就见两个天使，穿着白
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
着，一个在头，一个在脚。13天
使对她说：“妇人，你为什么
哭？”她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
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
14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
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
稣。15耶稣问她说：“妇人，为
什么哭？你找谁呢？”马利亚以
为是看园的，就对他说：“先
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请告
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
去取他。”16耶稣说：“马利亚。”
马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
对他说：“拉波尼！”（“拉波尼”
就是“夫子”的意思。）17耶稣
说：“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
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
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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ꀉꄉꂿꁧꂿꄷ，ꋋꆹꆍꀉꄉꑌꉬ；ꉢꉠ

ꏃꃅꌋꂿꁧ，ꋋꆹꆍꏃꃅꌋꑌꉬ”

ꄷ。18ꃀꄊꇁꄉꇁꌠꂷꆀꑸꆏ：“ꌋ

ꉢꊌꂿꀐ”ꃅꉉꌶꌺꈧꌠꇰꁧ，ꉈꑴ

ꑳꌠꋍꏭꉉꌠꅇꂷꈧꌠꑌꋌꉉꋀ

ꇰ。 

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
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
18抹大拉的马利亚就去告诉门徒
说：“我已经看见了主。”她又将
主对她说的这话告诉他们。 

 

ꑳꌠꌶꌺꈧꌠꂾꅐꇁ 耶稣向门徒们显现 
19ꀊꋨꄹꉇ（ꏃꑍꌠꉘꃀꄹꉇ）ꈊ

ꃀꆏ，ꌶꌺꈧꌠꒀꄠꊿꏦꄉ，ꋀꊇꀀ

ꅉꈚꌠꇬꀃꈈꋀꈢꄉꌐ。ꑳꌠꇁꌊꈐ

ꏭꄉꋀꈬꄔꉆꇈ，ꋀꏭ：“ꆍꊇꐯꇯ

ꋬꂻꈨꅪꌐꅊꇈ”ꄷ。20ꅇꋋꇬꉉ

ꌐꈭꐨꆏ，ꋍꇇꌋꆀꏦꎭꋌꄐꋀꀦ，

ꌶꌺꈧꌠꌋꋀꊌꂿꇬꆏ，ꋀꇿꌦꄉꏽ

ꀐ。21ꑳꌠꉈꑴꋀꏭ：“ꆍꊇꋬꂻꈨ

ꅪꅊꇈ，ꀉꄉꈍꃅꉢꁆꆏ，ꉡꑌꈍꃅ

ꆍꁆ”ꄷ。22ꅇꂷꋋꇬꉉꈭꐨꆏ，ꋀ

ꏭꌗꋍꁠꆤꂡꇈ，ꑠꃅꉉ：“ꆍꊇꌃ

ꎔꒌꊪ。23ꆍꊇꈀꄸꑽꃤꏆꆏ，ꈀꄸ

ꑽꃤꆹꏆꃤꊌꀐ，ꆍꊇꑽꃤꊏꈀꄸꁵ

ꆏ，ꈀꄸꑽꃤꇫꋒꇈꀐ”ꄷ。 

19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
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
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
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
们平安；”20说了这话，就把手
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
主，就喜乐了。21耶稣又对他们
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
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
22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
气，说：“你们受圣灵。23你们
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
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
就留下了。” 

 

ꑳꌠꌋꆀꄏꂷ 耶稣和多马 
24ꁆꄻꊩꌺꀊꋨꊰꑋꑹꈬꄔꇬꄂ

ꄲꂷꄷꑌꄹꌠꄏꂷꆹ，ꑳꌠꇫꇁꄮꇬ

ꋌꌶꌺꈧꌠꈽꀋꐥ。25ꌶꌺꀊꋨꈨ：

“ꌋꉪꊇꊌꂿꀐ！”ꃅꉉꋋꇰ。

ꄚ，ꄏꂷꆏ：“ꋍꇇꇬꎸꇺꋯꐨꉢꂿ

ꄉ，ꉠꇇꏸꄹꋯꐪꇬꊐ，ꉠꇇꌌꋍꏦ

ꎭꇬꉩꉚꃅꑠꀋꉬꑲꆏ，ꉢꈍꃅꑌꇬ

ꀋꑇ”ꄷ。26ꉆꑍꐛꈭꐨꆏ，ꌶꌺꈧ

24那十二个门徒中，有称为
低土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
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25那些
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
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
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
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
总不信。”26过了八日，门徒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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ꌠꉈꑴꑲꂷꇬꐤꌦ，ꄏꂷꑌꋀꐊꐺ，

ꀃꈈꋀꈢꄉꌐ。ꑳꌠꇁꌊꋀꈬꄔꉆ

ꄉ：“ꆍꊇꋬꂻꈨꅪꅊꇈ”ꄷꇈ，

27ꋌꄏꂷꏭ：“ꅽꇇꏸꎇꌊꉠꇇꉩꇁ

（“ꉩ”ꑝꇂꉙꇬꆏ“ꉜ”ꃅꅑ），ꅽꇇꎇꉠꏦ

ꎭꉩꉚ，ꉌꂵꉪꄡꄅꃅꑇꇬꎷ”ꄷ。

28ꄏꂷꑳꌠꏭ：“ꉠꌋ！ꉠꏃꃅ

ꌋ！”ꃅꇴ。29ꑳꌠꋍꏭ：“ꆎꆹꉡ

ꂿꈭꐨꑲꆀꑇ；ꊿꉢꀋꂿꃅꑇꀊꋨꈨ

ꆹ，ꌒꃤꊌꀐ！”ꄷ。 

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
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
说：“愿你们平安；”27就对多马
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摸”

原文作“看”）我的手；伸出你的手
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
惑，总要信。”28多马说：“我的
主！我的神！”29耶稣对他说：
“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
见就信的有福了。” 

 

ꑞꃅꄯꒉꋌꁬꁱ 本书的目的 
30ꑳꌠꌶꌺꈧꌠꂾꄉꌋꃅꐪꑽꑌ

ꀉꁁꁱꄯꒉꋌꋐꇬꄀꀋꄉꌠꈍꑋꃅꀕ

ꀐ；31ꄚ，ꌤꆿꋋꈨꁱꄉꌠꆹ，ꆍꁳꑳ

ꌠꆹꏢꄖꉬ，ꋋꆹꏃꃅꌋꌺꉬꌠꑇꎻ，

ꄷꀋꁧꆍꁳꋌꑅꈭꐨ，ꋍꂓꐛꅹꃅꀑ

ꇬꊌꉆꎻꂿꄷꌠ。 

30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
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
上；31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
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
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
的名得生命。 

 

ꑳꌠꌶꌺꏃꑹꂾꅐꇁ 耶稣向七个门徒显现 

21 ꌤꋋꈨꈭꐨꆏ，ꑳꌠꉈꑴꄝꀘ

ꅿꑸꎿꋮꄉꌶꌺꈧꌠꂾꅐ 
21 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

比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 
ꇁ。ꋌꈍꃅꇫꅐꇁꌠꆹꑠꃅꁱꄚꐰꄀ

ꄉ：2ꑭꂱ•ꀺꄮꌋꆀꄂꄲꂷꄷꑌꄹꌠ

ꄏꂷ，ꏤꆀꀕꃅꄷꈁꆆꊿꇂꄊꑴ，ꑭ

ꀺꄠꌺꑍꂷꌠꌋꆀꋍꌶꌺꀉꁁꑍꂷꐯ

ꇯꋍꈜꐥ。3ꑭꂱ•ꀺꄮꋀꏭ：“ꉢꉛ

ꈹꁧꀐ”ꄷ，ꊿꀉꁁꈧꌠꑌ：“ꉪꊇ

ꑌꆎꐊꉛꈹꁧ”ꄷ。ꄚꄉꋀꊇꇉꑌ

ꁧꀐ，ꄚ，ꀊꋨꄹꉖꑞꍈꑌꋀꋌꐱꀋ

ꊌ。4ꃅꄜꂯꄉꄮꇬ，ꑳꌠꆹꎿꋮꇬ

ꉆ；ꄚ，ꌶꌺꈧꌠꆏꋋꆹꑳꌠꉬꌠꋀꇫ

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2有
西门•彼得和称为低土马的多
马，并加利利的迦拿人拿但
业，还有西庇太的两个儿子，
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3西
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
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
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
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4天将亮
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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ꅉꀋꐚ。5ꑳꌠꋀꏭ：“ꀉꑳꊈ！ꆍ

ꊇꋠꅍꐤꐥ？”ꄷ。ꋀꊇꆏ：“ꀋ

ꐥ”ꄷ。6ꑳꌠꄹꇬ：“ꆍꊇꉛꐱꇵ

ꇉꇀꑳꏯꐱꑲꆏ，ꉛꀋꎪꃅꆍꐱꊌꌠ

ꉬ”ꄷ。ꋀꊇꋍꅇꃅꄉꐱꇈ，ꉛꀉ

ꑌꇨꄉ，ꉛꐱꇯꋀꋋꈻꎼꇁꀋꄐꀐ。

7ꌶꌺꑳꌠꇫꉂꂶꌠꀺꄮꏭ：“ꋋꆹꌋ

ꉬ”ꄷ，ꀊꋨꇅꇬꑭꂱ•ꀺꄮꆹꇭꀧꅩ

ꀧꍓꃅꄉ，ꌋꉬꄷꌠꋌꈨꄷꌦꆏ，ꋋꇅ

ꃅꃢꈜꉈꏭꈫꌠꋌꒆꐧꀠꇬꇱꄉ，ꋌ

ꐂꎿꇬꊐ。8ꌶꌺꀉꁁꈧꌠꎿꋮꑍꉐ

ꇇꊃꆈꇢꅉꇬꄉꉛꈧꌠꋀꈻꌊꅔꉇꇁ

（ꑍꉐꇇꊃꆈꆹꀑꐱꃅꇬꌕꉏꌕꊰꍷꐥ）。9ꋀꊇꐂ

ꅔꇬꅜꈭꐨꆏ，ꃆꄔꌋꌌꏦꄉꑠꇤꀊ

ꄶꐛꋀꂿ，ꃆꄔꄩꉛꌋꆀꎬꁱꄻꇬꃪ

ꄉ。10ꑳꌠꋀꏭ：“ꉛꀋꃉꌌꆍꈹꅞ

ꈧꌠꈍꑍꏢꌌꇁ”ꄷ。11ꑭꂱ•ꀺꄮ

ꐂꇉꇬꑌꄉ，ꉛꐱꋌꈻꅔꇬꅞ。ꉛꐱ

ꇬꉛꀊꃚꌠꐛꀐ，ꐯꇯꋍꉏꉬꊯꌕꏢ

ꐥ。ꉛꋍꑋꑍꑴꇬ，ꉛꐱꆹꐞꀋꏅ。

12ꑳꌠꋀꏭ：“ꄚꄉꍬꋠꇁ！”ꄷ。

ꄚ，ꌶꌺꈧꌠꆏ，ꋋꆹꌋꉬꌠꋀꅉꐚ

ꄉ，ꇬꏭ：“ꆏꈀꄸꉬ？”ꄷꅲꀬꌠ

ꋍꂷꑋꀋꐥ。13ꑳꌠꇁꌊꎬꁱꌋꆀꉛ

ꒃꋀꍈ。14ꋋꆹꑳꌠꀱꐥꇁꈭꐨ，ꌕ

ꃢꀕꌠꌶꌺꂾꅐꇁꌠꉬ。 

却不知道是耶稣。5耶稣就对他
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
有？”他们回答说：“没有。”6耶
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
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
去，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
多。7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
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赤
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
一件外衣，跳在海里。8其余的
门徒离岸不远，约有二百肘（古

时以肘为尺，一肘约有今时一尺半），就
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9他
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
火，上面有鱼，又有饼。10耶稣
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
条来。”11西门•彼得就去，把网
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
一百五十三条；鱼虽这样多，
网却没有破。12耶稣说：“你们
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
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
主。13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
们。14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
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 

 

ꑳꌠꌋꆀꀺꄮ 耶稣和彼得 
15ꋀꊇꍬꋠꌐꈭꐨꆏ，ꑳꌠꑭꂱ•

ꀺꄮꏭ：“ꒀꉴ（ꂷꄠ16ꊱ17ꊭꇬꆏ“ꒀ

ꆆ”ꄷ）ꌺꑭꂱꀋ，ꆏꉡꉂꇬꋋꈨꏭꀋꋌ

ꃅꉂꅼꅀ？”ꄷꅲ。ꀺꄮꆏꇬꏭ：

15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
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
（“约翰”在马太十六章十七节称“约拿”），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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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ꌋꀋ！ꉬꑴ，ꆎꆹꉢꆎꉂꌠꆏꅉ

ꐚ”ꄷ。ꑳꌠꀺꄮꏭ：“ꆏꉠꑾꌺ

ꉘ”ꄷ。16ꑳꌠꉈꑴꑍꃢꀕꌠꃅꋍ

ꏭ：“ꒀꉴꌺꑭꂱꀋ，ꆏꉡꉂꀕ？”
ꄷꅱꌦ。ꀺꄮꑌ：“ꌋꀋ！ꉬꑴ，ꉢ

ꆎꉂꌠꆏꅉꐚ”ꄷꀱ。ꑳꌠꋍꏭ：

“ꆏꉠꑿꈧꌠꆫꉘ”ꄷ。17ꑳꌠꌕ

ꃢꀕꌠꀺꄮꏭ：“ꒀꉴꌺꑭꂱꀋ，ꆏ

ꉡꉂꀕ？”ꄷꅲ。ꀺꄮꆏꑳꌠꌕꃢ

ꀕꌠꋍꏭ：“ꆏꉡꉂꀕ？”ꃅꅲꐛ

ꅹ，ꐒꊀꄉ，ꑳꌠꏭ：“ꌋꀋ！ꆎꆹꑞ

ꑌꆏꅉꐚꌐ，ꉢꆎꉂꌠꆏꅉꐚ”ꄷ。

ꑳꌠꋍꏭ：“ꆏꉠꑿꉘꉚ。18ꉢꇯꍝ

ꃅꉉꆎꇰ，ꆏꈎꄜꀊꏀꄮꇬꆹ，ꐧꃬꅽ

ꊨꏦꉊꅑꄉ，ꆏꇿꁧꏽꆏꇿꁧ，ꄚ，ꈎ

ꄜꀉꆹꄮꇬꆏ，ꆏꇇꎇꄉꊿꀉꁁꇱꐒ

ꄉꏃꌊꆏꇫꁧꀋꏾꅈꇬꁧ”ꄷ。

19ꑳꌠꅇꂷꋋꇬꉉꌠꆹꀺꄮꊁꈍꃅꌦ

ꄉ，ꀑꒉꑊꒉꄻꏃꃅꌋꄀꌠꃆꂮꄐꌐ

ꄉꉉꌠ。ꅇꋋꈨꉉꌐꈭꐨꆏ，ꑳꌠꉈ

ꑴꀺꄮꏭ：“ꆏꉠꊂꈹꇁꌶ！”ꄷ。 

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
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
小羊。”16耶稣第二次又对他
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
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
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
我的羊。”17第三次对他说：“约
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
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
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
“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
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
的羊。18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
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
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
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
方。”19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
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
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 

 

ꑳꌠꌋꆀꋌꇫꉂꌠꌶꌺ 耶稣和他所爱的门徒 
20ꀺꄮꏮꉈꑴꉜꇬꆏ，ꌶꌺꑳꌠꇫ

ꉂꂶꌠꋀꊂꈹꇁꌠꋌꂿ，ꋋꆹꈊꋚꐙ

ꌠꇬ，ꌶꌺꑳꌠꉦꃀꇬꊫꄉ：“ꌋꀋ！

ꊿꆏꃵꌠꈀꄸꂷꉬ？”ꃅꅲꂶꌠ。

21ꋌꀺꄮꊌꂿꇬꆏ，ꀺꄮꑳꌠꏭ：

“ꌋꀋ！ꊿꋋꂷꊁꋍꑍꈍꃅꐚ？”

ꄷ。22ꑳꌠꋍꏭ：“ꀋꄸꄷ，ꉢꋌꁳ

ꐥꅷꉢꇀꄮꇬꑟꎻꇬ，ꅽꉈꁒꅍꑞꂷ

ꐥ？ꆏꉠꊂꈹꇁ！”ꄷ。23ꄚꄉꃺꑌ

20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
爱的那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
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
啊，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
21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
“主啊，这人将来如何？”22耶稣
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
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
吧！”23于是这话传在弟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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ꈧꌠꈬꇬꌶꌺꀊꋨꂷꆹꀋꌦꃅꑠꍣ

ꐺ；ꄚ，ꑳꌠꆹꋌꀋꌦꄷꌠꀋꄜꃅ，ꋋ

ꆹ：“ꀋꄸꄷ，ꉢꋌꁳꇫꐥꅷꉢꀱꇁꄮ

ꑟꇬ，ꅽꉈꁒꅍꑞꐥ？”ꄷꉉꌠ。 

间，说那门徒不死；其实，耶
稣不是说他不死，乃是说：“我
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
何干？” 

24ꌤꋋꈨꎁꃅꅇꊪꌬ，ꄷꀋꁧꌤ

ꋋꈨꁱꂶꌠꆹꌶꌺꋋꂷꉬ；ꉪꊇꑌꋍ

ꅇꊪꆹꃶꐚꌠꉬꌠꉪꅉꐚ。25ꌤꆿꑳ

ꌠꈀꃅꌠꉈꑴꀉꁁꈍꑋꈍꑋꃅꐥꑴ

ꌦ，ꀋꄸꄷ，ꌤꋋꈨꈀꐥꃅꋍꐘꋍꐘ

ꃅꁱꎼꇁꇬꆹ，ꉢꉜꇬ，ꁱꄉꌠꄯꒉꆹ

ꋧꃅꋋꂷꃅꇬꀋꅓꌠꉬ。 

24为这些事作见证，并且记
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我
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25耶
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
一地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
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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ꁆꄻꊩꌺꃅꐨ 

使徒行传 

 
ꌃꎔꒌꈌꁧꐨ 圣灵的应许 

1 ꄝꀊꃏꇊꀋ，ꉠꄯꒉꂴꁬꌠꇬ，

ꑳꌠꉘꃀꈀꃅꈁꑽ、ꈁꉙꈁꂘ 1 提阿非罗啊，我已经作了前
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 

ꌠꃆꂮꉉ，ꂴꉘꃀꇬꄉ，2ꅑꅸꋌꏃꃅ

ꌋꋩꌊꉬꉎꇬꁧꀊꋨꄹꉇꑟ。ꋌꄩꁧ

ꂾ，ꌃꎔꒌꇇꄧꈴꄉꁆꄻꊩꌺꋌꈀꌋ

ꄉꈧꌠꏭꉙꂘ。3ꋌꊿꉮꌦꈭꐨ，ꊫ

ꌐꀉꑌꈨꌌꋍꊨꏦꀉꄻꀕꃅꄜꀖꁆꄻ

ꊩꌺꈧꌠꀨ，ꃅꐎꇖꊰꑋꋀꂾꅐꇁꄉ

ꏃꃅꌋꇩꃆꂮꉉꋀꊇꇰ。4ꑳꌠꋀꊇ

ꌋꆀꋍꈜꏓꄮꇬ，ꋀꊇꏯ：“ꑳꇊꌒ

ꇌꐞꄡꁧꃅ，ꉠꀉꄉꈌꁧꄉꌠꅇꈧꌠ

ꇁꉚꄉ，ꅇꀊꋨꈨꆹꉢꉉꆍꇰꋺꈧꌠ

ꉬ。5ꒀꉴꆹꀆꐒꌌꄉꋋꑣꌠ，ꄚ，ꀉ

ꑌꑍꀋꐛꃅ，ꆍꊇꆹꌃꎔꒌꌌꋋꑣꌠ

ꆍꊌꇁ”ꄷ。 

行、所教训的，2直到他借着圣
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
接上升的日子为止。3他受害之
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
地显给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
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4耶
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
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
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
见我说过的。5约翰是用水施
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
灵的洗。” 

 

ꑳꌠꉬꉎꁧ 耶稣升天 
6ꋀꊇꋍꈜꏓꄮꇬ，ꋀꑳꌠꏭ：

“ꌋꀋ！ꆏꑱꌝꆀꇩꁳꀱꐛꅉꐛꎻꄮ

6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
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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ꆹꀊꋨꇅꉫꀕ？”ꄷꅲ。7ꑳꌠꆏꋀ

ꏭ：“ꀉꄉꊨꏦꌅꈌꇬꈴꄉꏤꄉꌠꃅ

ꑍꃅꉖꆹꆍꊇꇫꅉꐚꉆꌠꀋꉬ。8ꄚ，

ꌃꎔꒌꇁꆍꇭꀧꇬꌵꄮꇬꆏ，ꆍꊇꀋ

ꎪꃅꊋꃤꊌꌠꉬ，ꄷꀋꁧ，ꑳꇊꌒ

ꇌ、ꒀꄠꑭꊂꌋꆀꌒꂷꆀꑸꅑꅸꃅ

ꋮꆸꈈꇬꄉꉠꅇꊪꌬ”ꄷ。9ꅇꂷꋋ

ꈨꉉꈭꐨꆏ，ꋀꇬꉚꐺꄮꇬꆏ，ꋌꃅꄂ

ꌅꇱꋩꌊꃅꃴꇬꋀꋌꀋꂿꅉꇬꃹꁧ

ꀐ。10ꋌꄩꉜꄉꁧꄉ，ꋀꑓꋪꉈꀋꈻ

ꃅꍻꃅꈬꇬꀵꄈꄮꇬꆏ，ꋋꇅꃅ，ꁦꋠ

ꃢꈜꀊꐎꌠꈚꑠꑍꂷꇁꋀꊇꏢꁮꄉ，

ꋀꏭ：11“ꏤꆀꀕꊿꀋ！ꆍꊇꑞꃅꍻ

ꃅꈬꇬꀵꇬꉆ？ꆍꊇꐞꄉꏃꃅꌋꋩꌊ

ꉬꉎꇬꁧꌠꑳꌠꆹ，ꋌꈍꃅꉬꉎꇬꉜꄉ

ꁧꌠꆍꂿꆏ，ꋌꊁꑌꈍꃅꇁꌠꉬ”

ꄷ。 

就在这时候吗？”7耶稣对他们
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
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
道的。8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
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
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
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
证。”9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
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
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
10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
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
衣，站在旁边，说：11“加利利
人哪，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
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
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
他还要怎样来。” 

 

ꁆꄻꊩꌺꂷꌋꌊꒀꄊꎃꊐ 拣选代替犹大的使徒 
12ꏝꃴꀋꍯꁧꂓꑠꂷꐥ，ꑳꇊꌒ

ꇌꌋꆀꈜꎴꃅꀋꇢ，ꑬꆏꄹꉇꈀꈴꉆ

ꌠꈴꅍꐥꏭꐛ（ꑬꆏꄹꉇꈀꈴꉆꌠꆏꀑꐱꃅꇬꆏꈉ

ꌕꂷꐥ），ꋋꇅꇬ，ꌶꌺꈧꌠꀊꄶꇬꄉꀱ

ꑳꇊꌒꇌꁧ，13ꋀꇁꇓꈓꇬꑟꈭꐨꆏ，

ꆸꄜꑳꋀꇬꀀꁨꌠꇬꃹꆹ。ꀊꄶꇬꀺ

ꄮ、ꒀꉴ、ꑸꇱ、ꉢꄓꆺ、ꃏ

ꆀ、ꄏꂷ、ꀠꄏꇊꂴ、ꂷꄠ、ꑸ

ꇍꃏꌺꑸꇱ、ꈁꁏꁥꌠꊿꑭꂱꌋꆀ

ꑸꇱꌺ（“ꌺ”ꅀ“ꀁꑳ”ꄷꑌꍑ）ꒀꄊꃅꋋ

ꈨꇫꐥ。14ꊿꋋꈨꌋꆀꌋꅪꈍꑋꑼ，

ꑳꌠꀉꂿꂷꆀꑸ，ꉈꑴꑳꌠꀁꑳꈧꌠ

ꌋꆀꐯꇯꉌꂵꋍꂷꉪꐨꋍꏢꃅꏟꈯꀕ

12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
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
可走的路程（“安息日可走的路程”约为

一公里）。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
路撒冷去，13进了城，就上了所
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
得、约翰、雅各、安得烈、腓
力、多马、巴多罗买、马太、
亚勒腓的儿子雅各、奋锐党的
西门，和雅各的儿子（或作“兄

弟”）犹大。14这些人同着几个妇
人，和耶稣的母亲马利亚，并
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地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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ꃅꈼꂟ。 切祷告。 
15ꀊꋨꄮꇬ，ꊿꋍꉐꑋꊏꑹꀑꂪ

ꐥꑠꈨꇁꐯꏑ，ꀺꄮꆏꋌꄓꃺꑌꈧꌠ

ꈬꇬꉆꄉꑠꃅꉉ：16“ꃺꑌꊈ！ꌃꎔ

ꒌꄊꃥꈌꇬꈴꄉ，ꌃꎔꏂꀨꇬꄉꒀꄊ

ꂶꌠꊾꈨꋌꏃꌊꑳꌠꒃꇁꃅꅉꄜ，ꅇ

ꂷꑠꆹꅇꀋꅐꀋꉆꌠꉬ。17ꋌꀕꃀꉪ

ꊇꇢꊭꋍꂷꌗꌠꉬ，ꁆꄻꊩꌺꌅꅍꃅ

ꑘꋍꁧꊌꀐ。18ꊿꋋꂷꆹꋍꄸꃅꅠꑽ

ꌠꃄꁌꈧꌠꌌꃄꅉꏬꋌꃼꄉ，ꊁꆏꋍ

ꇭꀧꐚꇬꅜ，ꀃꃀꉆꏅꄉ，ꃶꉆꐯꇯ

ꁖꇁꌐꀐ。19ꊿꑳꇊꌒꇌꈁꀀꌠꃅꌤ

ꋌꐘꋀꅉꐚꌐ，ꑠꅹ，ꋀꊇꋀꃅꄷꉙ

ꇬꈴꄉꃄꅉꀊꋩꏬꋀꌌꑸꇱꄊꂷꂓ

ꄉ。ꋋꆹꌦꅪꃄꅉꄷꌠꄜ。20ꑞꃅ

ꆏ，ꉙꍗꄯꒉꋐꌠꇬ： 

15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
有一百二十名，彼得就在弟兄
中间站起来，说：16“弟兄们，
圣灵借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
言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这话
是必须应验的。17他本来列在我
们数中，并且在使徒的职位上
得了一份。18这人用他作恶的工
价买了一块田，以后身子仆
倒，肚腹崩裂，肠子都流出
来。19住在耶路撒冷的众人都知
道这事，所以按着他们那里的
话给那块田地起名叫亚革大
马，就是血田的意思。20因为诗
篇上写着，说： 

‘ꋍꀀꅉꐈꌌꊿꀋꋦꃮꀋꀆꅉꐛ

ꄉ，ꊾꂷꇬꀀꌠꀋꊌꅊꇈ’ 
ꄷꁱꇬꄀꄉ。 

ꉇꑴ： 
‘ꌞꊿꂷꁳꋍꌅꅍꃅꎁꊌꎻꅊ

ꇈ’ꄷ。 

‘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 
无人在内居住；’ 
 

又说： 

‘愿别人得他的职分。’ 

21-22ꑠꅹ，ꉪꊇꀋꎪꃅꊾꂷꎹꄉ，ꋌꁳ

ꉪꈽꄉꑳꌠꀱꐥꇁꌠꃆꂮꅇꊪꌬꎻ。

ꊿꋋꂷꆹꌋꑳꌠꉪꊇꈬꄔꐥꄉꈏꃹꉇ

ꅐꄮꇬ，ꅉꀕꃅꉪꌋꆀꐮꐋꃅꑠꂷꉬ

ꑲꆀꍑ。ꈏꃹꉇꅐꀊꋨꊭꆹꋋꑣꒀꉴ

ꇬꄉꅑꅸꑳꌠꉪꐞꁧꄉ，ꏃꃅꌋꇱꋩ

ꌊꄩꁧꄮꑟꌠꉬ”ꄷ。23ꄚꄉ，ꊿꑍ

ꂷꋀꊇꌊꄻꄉ，ꊿꋋꑍꂷꆹꀠꌒꀠꌋ

21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
入的时候，22就是从约翰施洗
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
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常与我
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
作耶稣复活的见证。”23于是选
举两个人，就是那叫作巴撒
巴，又称呼犹士都的约瑟和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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ꆀꂷꄝꑸ（ꀠꌒꀠꆹꊿꋍꏭꒀꌦꄖꄷ

ꑌꄹ，ꒀꌝꄷꑌꄹ）。24ꉹꁌꈧꌠꑠ

ꃅꈼꂟ：“ꌋꀋ！ꊾꂷꇬꈀꐥꃅꉌꂵ

ꑞꉪꌠꆏꅉꐚꌐ，ꆏꑴꌠꊿꋋꑍꂷꈬ

ꄔꇬꈀꄸꂷꆏꌋꄉꌠꄐꌐꎼꇁꄉ，25ꋌ

ꁳꁆꄻꊩꌺꌅꅍꃅꎁꊌꎻ。ꒀꄊꆹꌅ

ꅍꃅꎁꑠꋌꇵꇫꎭꄉ，ꋌꀱꊨꏦꃅꄷ

ꉜꄉꁧꀐ”ꄷ。26ꄚꄉꋀꌐꈻꇈ，ꂷ

ꄝꑸꋀꈻꅐꇁꄉ，ꋌꁆꄻꊩꌺꊯꊪꑹ

ꌠꌋꆀꋍꈜꉆꀐ。 

提亚。24众人就祷告说：“主
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
这两个人中，指明你所拣选的
是谁，25叫他得这使徒的位分。
这位分犹大已经丢弃，往自己
的地方去了。”26于是众人为他
们摇签，摇出马提亚来；他就
和十一个使徒同列。 

 

ꉬꊰꎺꄅꋩꑌꌃꎔꒌꀁꋌꌵꇁ 圣灵降临 

2 ꉬꊰꎺꄅꋩꑍꑟꀐ，ꌶꌺꈧꌠꐯ

ꇯꇁꌊꋍꈜꏓꌐ。2ꋋꇅꃅ，ꂾ 
2 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

一处。2忽然，从天上有响 
ꃚꈨꂿꃅꇬꄉꀁꋌꇁ；ꀋꇊꆏꃅꆳꀉ

ꒉꄲꁏꌠꌟꃅꇁꑳꋀꇫꑌꂶꌠꇬꃅ

ꐛ。3ꉈꑴꉐꆂꃆꄔꉐꆂꌡꃅꑠꈨꇫ

ꅐꇁꇈꁸꌊꈀꄸꀂꏾꇬꑌꌸꌐ。4ꋀ

ꊇꐯꇯꌃꎔꒌꇱꌵꈴꌐꀐ；ꌃꎔꒌꄻ

ꋀꊇꈀꇖꌠꈌꉐꇬꍬꄉ，ꋀꊇꌞꀉꁁ

ꇩꏤꅇꂷꉉꐺ。 

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
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3又有
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
在他们各人头上。4他们就都被
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
才，说起别国的话来。 

5ꀊꋨꄮꇬ，ꈏꇤꊋꇤꄉꑇꌠꒀꄠ

ꊿꃄꇖꄹꊂꄉꇁꌊꑳꇊꌒꇌꀀꌠ

ꐥ。6ꂾꃚꋋꇅꇫꈌꐚꄷꆏ，ꉹꁌꈧꌠ

ꇁꐯꏑꇈ，ꈀꄸꑌꋀꊨꏦꃅꄷꉙꌶꌺ

ꈧꌠꌌꉉꐺꌠꋀꈨꇬꆏ，ꋀꊇꋌꎼꑞ

ꉬꌠꋀꇬꀋꌧ。7ꉹꁌꈧꌠꋌꇰꈌꉛ

ꀕꌊ：“ꉜꉏ！ꊿꅇꂷꉉꋋꈨꐯꇯꏤ

ꆀꀕꊿꀋꉬꅀ？8ꉪꊇꈀꄸꑌꑞꃅꉪꊨ

ꏦꃅꄷꉙꋀꌌꉉꐺꌠꉪꈨꌠꉬ？9ꁁꄝ

ꑸꊿ、ꂷꄆꊿ、ꑱꇂꊿꌋꆀꊿꂰꌚ

ꀯꄊꂰꑸ、ꒀꄠ、ꏦꁂꄏꏦ、ꀘ

5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
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
6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
各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乡谈说
话，就甚纳闷；7都惊讶希奇
说：“看哪！这说话的不都是加
利利人吗？8我们各人怎么听见
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乡谈
呢？9我们帕提亚人、玛代人、
以拦人，和住在美索不达米
亚、犹太、加帕多家、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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ꄖ、ꑸꑭꑸ、10ꃛꑗꏦ、ꁂꃏꆀꑸ

ꌋꆀꉞꏹꀀꌠ，ꄷꀋꁧꄚꇴꆀꆾꊫꎍ

ꌠꆀꀖꑸꃄꁕꋋꈨꇬꀀꌠꊿ，ꇊꂷꄉ

ꇁꌠꈛꎼꈜꈴꊿꈬꄔꇬ，11ꒀꄠꊿꌋ

ꆀꒀꄠꑇꇐꃹꌠꊿ，ꈌꅿꄯꌋꆀꀊꇁ

ꀨꊿ，ꋀꊇꐯꇯꉪꃅꄷꉙꋀꌌꏃꃅꌋ

ꃅꐪꑽꑌꇰꀋꃀꌠꉉꌠꉪꈨꀐ？”

ꄷ。12ꉹꁌꈧꌠꇯꑌꋀꋌꇰ、ꉪꑍꋀ

ꇫꉨꄅꄉ，ꋀꐮꏯ：“ꋍꑠꑞꄜꌠꉬ

ꂯ？”ꃅꉉꌐ。13ꉈꑴꊿꋍꈨꆏ：

“ꋀꊇꆹꎧꏀꑱꀑꃶꀐꌠꀋꉬꆏ”

ꃅꁒꐀꌠꑌꐥ。 

亚细亚、10弗吕家、旁非利亚、
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奈的利
比亚一带地方的人，从罗马来
的客旅中，11或是犹太人，或是
进犹太教的人，克里特和阿拉
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
谈，讲说神的大作为。”12众人
就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
什么意思呢？”13还有人讥诮，
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 

 

ꀺꄮꉬꊰꎺꄅꋩꑍꇗꅉꄜ 彼得在五旬节讲道 
14ꀺꄮꌋꆀꁆꄻꊩꌺꊯꊪꑹꌠꄓ

ꇬꉆꄉ，ꃚꐕꉐꐓꄉꑠꃅꉉ：“ꒀꄠ

ꊿꌋꆀꊿꑳꇊꌒꇌꈁꀀꌠ！ꌤꋌꐘꆹ

ꆍꊇꇫꅉꐚꄡꑟ，ꆍꊇꑌꅳꀧꍔꄉꉠ

ꅇꅲꄡꑟ。15ꆍꊇꆹꊿꋋꈨꎧꑱꀐꉂ

ꃅꉪ，ꄚ，ꇯꍝꃅꇬꆹꑱꀐꌠꀋꉬ，ꑞ

ꃅꆏ，ꀋꃅꑲꆀꉘꁮꅐꊂꇄꌠꉬ。

16ꑠꆹꅉꄜꊿꒀꇓꈁꉉꌠꉬ，ꋌ： 

14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
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
路撒冷的人哪！这件事你们当
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15你
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
醉了，因为时候刚到上午九
点。16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 

17‘ꏃꃅꌋꄹꇬ：ꃅꑍꄽꂫꄮꇬꆏ， 
ꉢꉠꒌꌌꃰꊿꇭꀧꇬꒈꎭꄉ， 
 
ꆍꌳꃈꅮꆹꅉꄜꇁ， 
ꆍꀊꉘꄿꏀꆹꐛꒌꇣꋲꌠꂿꇁ， 
ꃀꌠꀕꀄꂼꇣꋲꌠꂻꇁ。 

17‘神说：在末后的日子， 
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
的， 
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 
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 
老年人要做异梦。 

18ꃅꑍꀊꋨꄮꇬꆏ， 
ꉠꒌꉢꌌꉠꁏꐚꌋꆀ 
ꁏꃀꒈꎭꇈ， 

18在那些日子， 
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
和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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ꋀꊇꆹꅉꄜꇁꌠꉬ。 他们就要说预言。 
19ꉢꄩꉬꉎꄉꌤꂵꌦꂵꌋꌠꑠꄻꆍ

ꀦ， 
ꉢꀏꉬꐮꄉꌋꃅꐪꑽꑌ、 
ꌦꅪ、ꃆꄔ、ꃅꇴꄻꆍꀦ。 

19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 
 
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 
有血、有火、有烟雾。 

20ꉘꁮꐈꌌꆈꋧꋪ， 
ꆧꁨꐈꌌꌦꅪꐛ， 
ꌤꋋꈨꆹꌋꃅꑍꀉꒉꇈꄇꇖꀕꀊ

ꋨꄹꉇꑟꇁꂾꇫꅐꇁꌠꉬ。 

20日头要变为黑暗， 
月亮要变为血， 
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
到以前。 

21ꀊꋨꄮꇬꆏ， 
ꊿꇖꂟꅷꌋꂓꄷꑟꌠꆏ， 
ꀋꎪꃅꈭꋏꊌ’ꄷ。 

21到那时候， 
凡求告主名的， 
就必得救。’ 

22ꑱꌝꆀꊿꀋ！ꆍꊇꑴꌠꉠꅇꅲ！ꏃꃅ

ꌋꇂꌒꇍꊿꑳꌠꇇꄧꈴꄉ，ꆍꈬꄔꄉ

ꄐꐨꇣꋲꌠ、ꌤꂵꌦꂵꌋꌠ、ꌋꃅ

ꐪꑽꑌꑠꃅꄉ，ꋋꆹꀋꎪꌠꉬꌠꑠꊩꀽ

ꎼꇁ，ꑠꆹꆍꊇꊨꏦꇫꅉꐚꌠꉬ。23ꋋ

ꆹꏃꃅꌋꏤꄉꌠꉪꐪ，ꂴꂿꐨꇬꈴꄉ

ꏮꊿꁳ，ꆍꊇꆏꊿꇗꀋꁨꏦꀋꁨꌠꇇ

ꄧꄉꋌꆍꋯꌩꏍꇬꄀꌦꇫꎭꀐ。24ꏃ

ꃅꌋꆹꋌꁳꌦꌠꐒꆅꐨꐞꇈ，ꀱꐥꇁ

ꎻ，ꑞꃅꆏ，ꌦꃤꊇꅉꇬꇯꆐꋌꈢꀋ

ꄐ。25ꄊꃥꌐꄉꋍꏭꑠꃅꉉ： 

22以色列人哪！请听我的话：神
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
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
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
的。23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
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
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
了。24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
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
拘禁。25大卫指着他说： 

‘ꌋꅉꀕꃅꉠꃀꐥꌠꉢꂿ， 
ꋌꉠꇀꑳꏯꄉ， 
ꉢꁳꇙꁮꀋꋏꎻ。 

‘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 
他在我右边， 
叫我不至于摇动。 

26ꑠꅹ，ꉠꄸꈐꉌꇿ， 
ꉠꒌꆠ（ꑝꇂꉙꇬꆏ“ꉐꆂ”ꃅꅑ） 

ꉌꌒ， 
ꄷꀋꁧ，ꉠꇭꀧꆹꒊꌋꀕꃅꉘꇉ

ꈬꇬꀀ。 

26所以我心里欢喜， 
我的灵（原文作“舌”）快乐， 
 
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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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ꑞꃅꆏ，ꆎꆹꀋꎪꃅꉠꒌꆠꆏꇤ

ꅉꃴꏦꑳꐎꇬꀋꊐ， 
ꅽꌃꎔꂶꌠꁳꑌꍹꐛꀠꐙꌠꂿ

ꀋꎽ。 

27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
间， 
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 

28ꆎꆹꀑꇬꈝꃀꆏꄐꉢꀦꀐ， 
ꆏꀋꎪꃅꉢꁳꆎꂿ(ꅀ“ꉡꇴꌊꅽꃀꄉ”

ꃄꑌꍑ)ꄉꉌꇿꅍꇎꃅꊌꎻ’

ꄷ。 

28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 
必叫我因见你的面（或作“叫我

在你面前”），得着满足的快
乐。’ 

29ꃺꑌꊈ！ꉪꀋꁌꀋꁧꄊꃥꌤꆹꐝꉅꃅ

ꉢꉉꆍꇰꉆ，ꋌꌦꄉꌌꄃꁧꇬꄃꇫꎭ

ꀐ，ꄷꀋꁧꋍꄃꁧꅑꅸꀃꑍꑟꌠꉪꄚ

ꇬꐛꑴꌦ。30ꄊꃥꆹꅉꄜꊾꂷꉬꄉ，

ꏃꃅꌋꋍꏭꋍꊂꋊꌺꇖꂷꄻꋍꃰꃅꑋ

ꅉꇬꑌꄉꂿꄷꃅꅇꏤꒃꌠꑌꋌꅉ

ꐚ。31ꑠꅹ，ꌤꋌꐘꂴꇯꆐꋌꉜꅐꇁ

ꄉ，ꉉꅷꏢꄖꀱꐥꇁꌠꃆꂮꑞꄮꇬꆏ，

ꋌ： 

29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
以明明地对你们说，他死了，
也葬埋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
今日还在我们这里。30大卫既是
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起誓，
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
的宝座上，31就预先看明这事，
讲论基督复活说： 

‘ꋍꒌꆠꇤꅉꃴꏦꑳꐎꇬꊐꀋ

ꄉ， 
ꋍꇭꀧꑌꍹꐛꀠꐙꌠꊌꀋꂿ’

ꄷꉉ。 

‘他的灵魂不撒在阴间； 
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 

32ꑳꌠꋋꂷꆹ，ꏃꃅꌋꋌꁳꀱꐥꇁꎻ

ꀐ，ꉪꊇꈀꄸꑌꌤꋌꐘꎁꃅꅇꊪꌬ

ꌐ。33ꋌꏃꃅꌋꇇꇀꑳꁆꌠꇱꐕꄩꄉ

（ꅀ“ꋌꐕꌊꏃꃅꌋꇀꑳꏯꑍꄉ”ꃄꑌꍑ），ꉈꑴ

ꀉꄉꄷꄉꈀꈌꁧꄉꌠꌃꎔꒌꑌꋌꊪꊊ

ꀐ，ꄚꄉꆍꊇꈀꂿꈀꈨꌠꋌꉷꀁꋌꎭ

ꇁ。34ꄊꃥꊨꏦꆹꉬꉎꇬꆹꀋꋻꑴꇬ，

ꋌꄡꇗ： 

32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
我们都为这事作见证。33他既被
神的右手高举（或作“他既高举在神的

右边”），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
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
的浇灌下来。34大卫并没有升到
天上，但自己说： 

‘ꌋꉠꌋꏭ： ‘主对我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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ꆏꉠꇀꑳꏭꑌꄉ， 
35ꅽꁮꐚꈧꌠꉢꄻꅽꑬꊙꅉꄻꄉ

ꌠꇁꉚ’ꄷꉉ。 

你坐在我的右边， 
35等我使你仇敌作你的脚凳。’ 

36ꑠꅹ，ꑱꌝꆀꊿꋋꁯꃅꇯꍝꃅꅉꐚ

ꄡꑟꌠꆏ，ꆍꊇꇱꋯꌩꏍꇬꄀꌠꑳꌠ

ꋋꂷꆹ，ꏃꃅꌋꇱꄻꌋꀕꆀꏢꄖꃅꄉ

ꀐ”ꄷ。37ꅇꂷꋋꈨꉹꁌꈨꇈ，ꋀꉌ

ꂵꑱꉀꃅꉀꄉ，ꋀꀺꄮꌋꆀꁆꄻꊩꌺ

ꀉꁁꈧꌠꏭ：“ꃺꑌꊈꀋ！ꉪꊇꈍꃅ

ꀕꄡꑟ？”ꄷꅲ。38ꀺꄮꆏꋀꏭ：

“ꆍꊇꋍꂷꈀꐥꃅꉪꁏꄺꀱ，ꑳꌠꂓ

ꄜꄉꋋꑣꊪꑲꆀ，ꆍꑽꃤꁳꏆꃤꊌ

ꎻ，ꑠꃅꑲꆏ，ꀋꎪꃅꏃꃅꌋꄻꆍꇖꌠ

ꌃꎔꒌꆍꊌꌠꉬ。39ꑞꃅꆏ，ꈌꁧꅍ

ꋍꑠꆹꄻꆍꌋꆀꆍꌺꇖ，ꄷꀋꁧ，ꄻꊿ

ꈜꎴꃅꄷꈁꀀꌠ、ꌋꉪꏃꃅꌋꇫꈀ

ꇴꌠꁵꌠꉬ”ꄷ。40ꀺꄮꉈꑴꅇꂷꈍ

ꑋꌌꅇꊪꌬ，ꋀꏭꅇꈪꊐꄉ：“ꆍꊇ

ꆹꊨꏦꈭꋏꌊꃅꋊꇂꈪꇂꍰꋋꋏꇬꐞ

ꄡꑟ”ꄷ。41ꄚꄉꊿꋍꅇꊪꈧꌠꆏ

ꋋꑣꊪꀐ。ꀊꋨꄹꉇꌶꌺꌕꄙꑹꀑ

ꂪꁦꎆ。42ꋀꊇꐯꇯꉌꊫꑌꃅꁆꄻꊩ

ꌺꉙꅇꂘꅇꇬꍬꄉ，ꐮꐊ、ꎬꁱ

ꏼ、ꈼꂟ。 

36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地知
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
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
督了。”37众人听见这话，觉得
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
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
38彼得说：“你们各人要悔改，
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
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
灵；39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
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
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
40彼得还用许多话作见证，劝勉
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
扭曲的世代。”41于是领受他话
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
约添了三千人。42都恒心遵守使
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
祈祷。 

 

ꑇꊿꐥꐨ 信徒的生活 
43ꉹꁌꉬꇮꃅꏸꏦꌐ。ꁆꄻꊩꌺ

ꉈꑴꌤꂵꌦꂵꌋꌠꌋꆀꌋꃅꐪꑽꑌꀉ

ꑌꈨꃅꀐ。44ꑇꊿꈧꌠꆏꋍꈜꐥꄉ，

ꎊꈬꑞꑌꌌꐯꇯꌬꌐ，45ꄷꀋꁧ，ꃄ

ꅉ、ꁨꇐꄉꇐꑠꃷꄉ，ꈀꄸꈍꑋꈉꆏ

43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
许多奇事神迹。44信的人都在一
处，凡物公用，45并且卖了田
产、家业，照各人所需用的分
给各人。46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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ꈍꑋꁸꇬꁳ。46ꋀꊇꋍꑍꋑꀋꋒꉌꂵ

ꋍꂷꉪꐨꋍꏢꃅꏟꈯꀕꃅꌃꎔꑷꂿꇬ

ꐥ，ꄷꀋꁧꀁꇬꄉꎬꁱꏼ，ꄸꈐꇬꀋꎪ

ꀋꑴ、ꉌꇿꃅꋙꋠ，47ꏃꃅꌋꏭꍖ

ꀴ，ꉹꁌꈀꐥꃅꋀꉌꃹ，ꌋꋍꑍꋑꀋꋒ

ꊿꈭꋏꊊꌠꄻꇬꇯꋀꊇꁵ。 

切地在殿里，且在家中掰饼，
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47赞
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
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 

 

ꊿꐂꀜꂷꀺꄮꉃꌒ 彼得在殿门口医好瘸腿的人 

3 ꁯꋒꐯꉐꈼꂟꄮꇬ，ꀺꄮ、ꒀ

ꉴꑋꌃꎔꑷꂿꇬꆹ。2ꊿꒆꎼꇁ 3 下午三点祷告的时候，彼
得、约翰上圣殿去。2有一 

ꄷꆏꐂꀜꂷ，ꋍꑍꋑꀋꋒꊿꇱꐔꌊꑷ

ꂿꀃꈈꁭꑭꐕꄉ（ꀃꈈꀊꋨꐬꆹꎔꃨ

ꀃꈈꂓ），ꊿꑷꂿꇬꆹꌠꏭꎅꍈꄻꋋꇇ

ꀤꄷꇖꂟ。3ꀺꄮꌋꆀꒀꉴꑋꑷꂿꇬ

ꃹꆹꂯꄉꌠꋌꂾꄮꇬꆏ，ꋌꎼꋍꑊꏯꎅ

ꍈꄻꋋꇇꀤꄷꇖꂟ。4ꀺꄮ、ꒀꉴꑋ

ꍻꇬꀳ，ꀺꄮꇬꏭ：“ꆏꏮꉪꊇꉜ”
ꄷ。5ꊿꂶꌠꆏꊵꑵꍈꊌꉘꇉꃅꋓꉪ

ꁨꄉꏮꋀꉚ。 

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
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
（那门名叫美门），要求进殿的
人周济。3他看见彼得、约翰将
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4彼
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
“你看我们。”5那人就留意看他
们，指望得着什么。 

6ꀺꄮꆏ：“ꉢꐎ꒰ꑞꑌꀋꁨ，ꉢ

ꀕꈁꁨꌠꀉꄂꄻꆏꁳ，ꉢꇂꌒꇍꊿꑳ

ꌠꏢꄖꂓꄜꄉ，ꅽꏯꄓꈛꎼꄷ”ꄷ

ꇈ，7ꄚꄉꊿꂶꌠꇇꇀꑳꁆꌠꄷꄉꋌ

ꈻꀍꉀꉆ，ꋍꏸꑭꌋꆀꑬꑓꊨꇇꈤꃅ

ꊋꑌꁦꅤꇈ，8ꐂꇁꄉ，ꇬꉆꌦ，ꈛꎼ

ꌦꃅꇫꏮꐺ；ꋀꐊꌃꎔꑷꂿꇬꃹꆹ

ꇈ，ꈛꎼꅉ、ꐁꅉꃅꏃꃅꌋꏭꍖ

ꀴ。9ꉹꁌꈧꌠꊿꋋꂷꈛꎼꅉꃅꏃꃅ

ꌋꏭꍖꀴꌠꋀꂿ，10ꋋꆹꅉꀕꃅꑷꂿ

ꎔꃨꀃꈈꁭꑭꑌꄉꎆꇖꋙꇖꂶꌠꉬꌠ

ꋀꌧ，ꄚ，ꌤꊿꋋꂷꈀꊝꋌꐘꒉꄸꃅ，

ꋀꋌꇰꈌꉛꀕ、ꉌꋲꀕꌐ。 

6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
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
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
行走！”7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
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
健壮了，8就跳起来，站着，又
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
跳着，赞美神。9百姓都看见他
行走，赞美神；10认得他是那素
常坐在殿的美门口求周济的，
就因他所遇着的事，满心希
奇、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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ꀺꄮꌙꇊꂱꑲꒌꇂꃴꄉꇗꅉꄜ 彼得在所罗门廊下讲道 
11ꊿꂶꌠꌙꇊꂱꑲꒌꄷꈚꌠꇂꃴ

ꄉꀺꄮ、ꒀꉴꑋꈻꐺꄮꇬꆏ，ꉹꁌꈧ

ꌠꐯꇯꀥꀊꄶꇁꄉ，ꋀꋌꇰꌐ。12ꀺ

ꄮꉹꁌꈧꌠꋌꂿꇬꆏ，ꋀꏭ：“ꑱꌝ

ꆀꊿꀋ！ꆍꑞꃅꌤꋌꐘꆍꉜꌊꊿꋌꇰ

ꅍꃅꄉꌠꉬ？ꑞꃅꑠꃅꍻꉪꀳꄉ，ꆍꉂ

ꆏꉪꊇꊨꏦꊋꃤꅀꌋꉪꌋꏡꌠꉘꇉꄉ

ꊿꋋꂷꉪꄻꈛꎼꌠꉬꎼꈀꅀ？13ꑸꀨꇁ

ꉴ、ꑱꌒ、ꑸꇱꃤꏃꃅꌋꆹꉪꁍꁈ

ꏃꃅꌋꉬ，ꋍꁏꐚꑳꌠ（“ꁏꐚ”ꅀ

“ꌺ”ꃄꑌꍑ）ꋌꄻꀑꒉꑊꒉꄀꀐ，ꄚ，ꆍ

ꊇꆏꋌꆍꏮꀙꇁꄏꁵ。ꀙꇁꄏꉪꄉꏤ

ꄉꋌꋊꃑꇫꎭꂿꄷꇬ，ꀙꇁꄏꂾꄉꋌ

ꆍꊇꇵꇫꎭ。14ꆍꊇꆹꊿꌃꎔ、ꑖꉬ

ꂶꌠꆍꇵꇫꎭ，ꀱꌊꊿꀕꌉꊾꆳꑠꂷ

ꋊꃑꆍꁳꄷꇖꂟ。15ꀑꇬꌋꂶꌠꆍꊇ

ꌉꇫꎭ，ꄚ，ꏃꃅꌋꆹꋌꁳꌦꈬꇬꄉꀱ

ꐥꇁꎼꀐ，ꉪꊇꐯꇯꌤꋌꐘꎁꃅꅇꊪ

ꌬꌐ。16ꉪꊇꋍꂓꑇꐛꅹ，ꋍꂓꌗꆹ

ꊿꆍꊇꈁꌧꈀꂿꋋꂷꁳꊋꑌꁦꅤꎻ

ꀐ，ꑠꆹꑳꌠꄖꊿꈀꇖꌠꑇꐨꉌꊋ，ꊿ

ꋋꂷꁳꆍꊇꉹꁌꂾꄉꌒꁟꑻꀕꎻꌠ

ꉬ。 

11那人正在称为所罗门的廊
下，拉着彼得、约翰，众百姓
一齐跑到他们那里，很觉希
奇。12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
“以色列人哪！为什么把这事当
作希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
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
虔诚使这人行走呢？13亚伯拉
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
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
仆人耶稣（“仆人”或作“儿子”）；你们
却把他交付彼拉多。彼拉多定
意要释放他，你们竟在彼拉多
面前弃绝了他。14你们弃绝了那
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
凶手给你们。15你们杀了那生命
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
了；我们都是为这事作见证。
16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
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健
壮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
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
了。 

17ꃺꑌꊈꀋ！ꆍꊇꌤꋌꐘꃅꌠꆹꌧ

ꅍꀋꐥꒉꄸ，ꆍꏲꌋꂠꌋꑌꑠꃅꐙ，ꋍ

ꑠꉢꅉꐚ。18ꄚ，ꏃꃅꌋꆹꅉꄜꊿꈧ

ꌠꈌꇬꈴꄉ，ꏢꄖꉮꃤꌸꄷꅉꄜꌠꆹ，

ꑠꃅꄉꅇꅐꀐ。19ꑠꅹ，ꆍꊇꉪꁏꄺ

ꀱꌊꎃꊒꌠꈜꍬꄉ，ꆍꑽꃤꈧꌠꌨꑻ

ꇫꎭ，20ꑠꃅꑲꆏ，ꑬꆏꃅꑍꀋꎪꃅꌋ

17弟兄们，我晓得你们做这
事是出于不知，你们的官长也
是如此。18但神曾借众先知的
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
样应验了。19所以你们当悔改归
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20这
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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ꂾꄉꇫꑟꇁꌠꉬ。ꌊꑌꀋꎪꃅꂴꇯꆐ

ꋌꄐꏤꆍꁳꄉꌠꑳꌠꏢꄖꂶꌠꋌꁆꀁ

ꋌꎼꇁꌠꉬ。21ꋋꆹꀋꎪꃅꉬꉎꇱꊏ

ꄉ，ꊏꄉꅷꋧꃅꀱꐛꅉꐛꄮꑟ，ꑠꆹꀋ

ꉊꏃꃅꌋꁍꄻꏃꄻꈭꐨꌃꎔꌠꅉꄜꊿ

ꈌꇬꈴꄉꉉꄉꌠ。22ꃀꑭꑠꃅꉉꋺ：

‘ꌋꆍꏃꃅꌋꆹꆍꊇꃺꑌꈬꇬꄉ，ꆍ

ꎁꃅꅉꄜꊿꉢꌟꑠꂷꁳꒆꇫꅐꇁꎻ，

ꋌꆍꏭꈁꉉꌠꆏ，ꆍꐯꇯꇫꅇꃅꌶ。

23ꅉꄜꊿꂶꌠꅇꀋꃅꌠꆏ，ꀋꎪꃅꉹ

ꁌꈬꇬꄉꈔꋏꇫꎭ’ꄷ。24ꌑꃅꇓꇬ

ꄉꅑꅸꇁꌠꅉꄜꊿꈧꌠꐯꇯ，ꅉꈀꄜ

ꌠꃅꉉꅷꃅꑍꋋꈨꇬꑟꌐ。25ꆍꊇꆹ

ꅉꄜꊿꌺꇖꉬ，ꆍꊇꑌꏃꃅꌋꆍꀋꁌ

ꀋꁧꌋꆀꈀꒃꌠꏤꐪꊪꌠꉬ，ꋌꑸꀨ

ꇁꉴꏭ：‘ꋧꃅꊿꋅꈀꐥꌠꃅꐯꇯꅽ

ꊂꋊꒉꄸꃅꌒꃤꊌ’ꄷ。26ꏃꃅꌋꆹ

ꋍꁏꐚ（ꅀ“ꌺ”ꃄꑌꍑ）ꁳꒆꇫꅐꇁꎻꑲ

ꆏ，ꁏꐚꂶꌠꋌꇱꁆꌌꄚꆍꄷꇁꎻ，

ꌒꃤꄻꆍꇖꄉ，ꆍꁳꈀꄸꑌꑽꃤꇬꐞ

ꄉꀱꇁꎻꌠꉬ”ꄷ。 

前来到。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
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21天必留
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
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
的口所说的。22摩西曾说：‘主
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
起一位先知像我，凡他向你们
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23凡不
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
然灭绝。’24从撒母耳以来的众
先知，凡说预言的，也都说到
这些日子。25你们是先知的子
孙，也承受神与你们祖宗所立
的约，就是对亚伯拉罕说：‘地
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
26神既兴起他的仆人（或作“儿

子”），就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
赐福给你们，叫你们各人回
转，离开罪恶。” 

 

ꀺꄮꌋꆀꒀꉴꑋꃀꈿꅉꇬꄉꊿꌌꀞꇽ 彼得与约翰在公会受审 

4 ꁆꄻꊩꌺꉹꁌꏭꅇꉉꑌꃅꄉꄮꇬ

ꆏ，ꆦꑝꊿꈧꌠ、ꑷꂿꐏꂠꌟꒉ 4 使徒对百姓说话的时候，祭
司们和守殿官，并撒都该 

ꌋꆀꌑꄖꇠꊿꐯꇯꋋꇅꃅꇫꅐꇁ。

2ꁆꄻꊩꌺꉹꁌꏭꑳꌠꉘꇉꄉꊿꌦꈬ

ꇬꄉꀱꐥꇁꌠꃅꑠꉙꂘꄉ，ꋀꊇꋌꎼ

ꉌꅛꑓꅛ。3ꄚꄉꋀꊇꇇꐛꄉꋍꑊꒃ

ꇁ，ꀊꋨꄮꇬ，ꃅꈊꀐꐛꅹ，ꋍꑊꊿꏦ

ꄉꅷꊁꄹꉇꑟ。4ꄚ，ꊿꇗꅉꅲꈧꌠ

ꆹꑇꌠꀉꑌꈨꐥꀐ，ꌺꃰꀉꄂꇬꉬꄙ

人，忽然来了。2因他们教训百
姓，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
活，就很烦恼；3于是下手拿住
他们，因为天已经晚了，就把
他们押到第二天。4但听道之人
有许多信的，男丁数目约到五
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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ꑹꀑꂪꐥ。 
5ꊁꄹꉇꆏ，ꏲꌋꂠꌋ、ꅡꈭꌟꒉ

ꌋꆀꁱꂷꌤꃅꊿꑳꇊꌒꇌꄉꐯꏑ

ꌐ。6ꉈꑴꆦꑝꌌꁈꑸꇁꌋꆀꇠꑸ

ꃔ、ꒀꉴ、ꑸꆀꎭꄊ，ꄷꀋꁧꆦꑝ

ꌌꁈꏣꃀꏣꑟꑌꀊꄶꐥ。7ꁆꄻꊩꌺ

ꋀꄻꈬꄔꇬꉆꄉ，ꋍꑊꏭ：“ꆍꊇꊋ

ꃤꑞꑵꌬ，ꈀꄸꂓꄜꄉꌤꋌꑵꃅꌠ

ꉬ？”ꄷꅲ。8ꀊꋨꄮꇬ，ꀺꄮꌃꎔ

ꒌꇱꌵꈴꄉ，ꋀꏭ：“ꉹꁌꏲꌠꌅꈌ

ꐥꌠꌋꆀꅡꈭꌟꒉꊈꀋ！9ꀋꄸꄷ，ꉪ

ꊇꀃꑍꆐꅑꊿꇭꀧꇬꂄꃅꎔꏿꄉ，ꆍ

ꉪꊇꏯꋌꈍꃅꄉꉃꌒꌠꍤꅲꑲꆏ，

10ꆍꊇꌋꆀꑱꌝꆀꉹꁌꋍꏅꐯꇯꅉꐚ

ꄡꑟ，ꊿꄚꆍꂾꉆꋋꂷꆹ，ꆍꊇꇱꋯ

ꌩꏍꇬꄀ、ꏃꃅꌋꋌꁳꌦꈬꇬꄉꀱ

ꐥꇁꎻꌠꇂꌒꇍꊿꑳꌠꏢꄖꂓꉫꒉꄸ

ꃅꉃꌒꌠꉬ。11ꋋꆹ 

5第二天，官府、长老和文
士在耶路撒冷聚会，6又有大祭
司亚那和该亚法、约翰、亚历
山大，并大祭司的亲族都在那
里。7叫使徒站在当中，就问他
们说：“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
的名做这事呢？”8那时，彼得被
圣灵充满，对他们说：“治民的
官府和长老啊，9倘若今日，因
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
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到痊愈，
10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
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
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
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
稣基督的名。11他是 

‘ꆍꊇꑲꋉꇎꇷꇵꇫꎭꌠꇓꂵꂶ

ꌠꆹ，ꑳꎏꄅꇓꇬꂾꂶꌠꐛ

ꀐ’ꄷ。 

‘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
了房角的头块石头。’ 

12ꋌꀉꄂꑲꆏ，ꀉꁁꈭꋏꑞꑌꀋꐥ；ꑞ

ꃅꆏ，ꃅꑆꋌꁬꇂꃴ，ꃰꊿꋥꅉꇬ，ꂓ

ꀉꁁꉪꊇꇫꉘꇉꄉꈭꋏꊌꉆꌠꄻꉪꀋ

ꇖ”ꄷ。13ꀺꄮꌋꆀꒀꉴꑋꉌꂵꀉ

ꒉꌠꋀꂿ，ꉈꑴꋍꑊꆹꌧꇐꌷꇐꀋꐥ

ꌠꎃꀕꑍꂷꉬꌠꋀꊇꉜꅐꇁ，ꑠꅹ，ꋀ

ꋌꇰꄉ，ꋍꑊꆹꑳꌠꊂꈹꋺꌠꋀꊨꄅ

ꀐ。14ꉈꑴꉃꌒꀐꌠꊿꂶꌠꑌꋀꈽꇬ

ꉆꌠꋀꂿꈭꐨꆏ，ꋀꊇꅇꂷꌌꇬꀥꅍ

ꎷꀋꊌꀐ。15ꄚꄉꋍꑊꏭꌟꒉꌠꂾꃀ

12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
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13他们见
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
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希
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
14又看见那治好了的人和他们一
同站着，就无话可驳。15于是吩
咐他们从公会出去，就彼此商
议说：16“我们当怎样办这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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ꈿꅉꇬꄉꉈꏮꒉꄷꈭꐨꆏ，ꋀꊇꊨꏦ

ꐮꇖꐮꄟꄉ：16“ꉪꊇꊿꋋꑍꂷꌌꈍ

ꃅꀞꂯ？ꋍꑊꆹꇯꍝꃅꌋꃅꐪꑽꑌꐘ

ꃅꀐ，ꌤꋌꐘꊿꑳꇊꌒꇌꈁꀀꌠꃅꋋ

ꅉꐚ，ꉪꊇꑌꌤꑠꁢꊧꀋꐥꃅꉉꀋ

ꉆ。17ꌤꋌꐘꀊꅰꃅꊿꌌꉹꁌꈬꇬꄉ

ꁭꁘꁧꂵꌠꉥ，ꉪꊇꀋꎪꃅꋀꇷꇋ

ꄉ，ꋀꁳꋌꊂꊾꂓꋋꂷꄜꄉꅇꉉꄡꎽ

ꑲꆀꍑꀐ”ꄷ。18ꄚꄉꋍꑊꊿꇱꇴ

ꌊꇁ，ꋍꑊꏭꈍꃅꑌꑳꌠꂓꄜꄉꊿꉗ

ꊿꂘꀋꉆꄷꏢꇋ。19ꄚ，ꀺꄮ、ꒀꉴ

ꑋꆏ：“ꆍꊇꅇꃅ，ꏃꃅꌋꅇꀋꃅꑠ

ꆹꄐꊒꅀꄐꀋꊒꌠꆍꊨꏦꉪꎖꉏ！

20ꉪꊇꆹꉪꈀꂿꈀꈨꌠꀋꉉꀋꉆ”

ꄷ。21ꏲꌋꂠꌋꈧꌠꉹꁌꒉꄸꃅ，ꏡ

ꁈꑵꏂꌊꋍꑊꀞꅓꀋꄐꃅ，ꌌꉈꑴꋍ

ꃢꇷꇋꇈꋊꃑꇬꎭꀐ。ꑠꆹꈀꃅꌠꌤ

ꂵꌦꂵꌋꋋꈨꉹꁌꂿꇈ，ꉹꁌꀑꒉꑊ

ꒉꏮꏃꃅꌋꄀꌐꒉꄸ。22ꊿꌋꃅꐪꑽ

ꑌꇇꄧꈴꄉꋍꑊꇱꉃꌒꂶꌠꆹꈎꄜꇖ

ꊰꎖꈎꀐꂷꉬ。 

人呢？因为他们诚然行了一件
明显的神迹，凡住耶路撒冷的
人都知道，我们也不能说没
有。17惟恐这事越发传扬在民
间，我们必须恐吓他们，叫他
们不再奉这名对人讲论。”18于
是叫了他们来，禁止他们总不
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
19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
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
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20我们
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
说。”21官长为百姓的缘故，想
不出法子刑罚他们，又恐吓一
番，把他们释放了。这是因众
人为所行的奇事，都归荣耀与
神。22原来借着神迹医好的那人
有四十多岁了。 

 

ꌶꌺꌋꏭꉌꂵꀉꒉꌠꄻꋀꁳꄷꇖꂟ 门徒求主赐胆量 
23ꋍꑊꊿꇱꋊꃑꎼꇁꈭꐨꆏ，ꋍꑊ

ꎼꐋꀨꄷꁧꄉ，ꆦꑝꌟꒉꌋꆀꅡꈭꌟ

ꒉꈁꉉꌠꅇꂷꈧꌠꋍꑊꉉꋀꊇꇰꌐ。

24ꅇꂷꋋꈨꋀꊇꈨꈭꐨꆏ，ꋀꊇꐯꇯ

ꉌꂵꋍꂷꉪꐨꋍꏢꃅ，ꃚꐕꄉꏃꃅꌋ

ꏭꑠꃅꉉ：“ꌋꀋ！ꆎꆹꃅꃴ、ꃄ

ꅉ、ꎿꌋꆀꈬꄔꐥꇐꈀꐥꌠꄻꂶꌠ

ꉬ，25ꆏꌃꎔꒌꇇꄧꈴꄉ，ꅽꁏꐚꉪꀋ

ꁌꀋꁧꄊꃥꈌꇬꈴꄉ，ꑠꃅꉉ： 

23二人既被释放，就到会友
那里去，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
的话都告诉他们。24他们听见
了，就同心合意地高声向神
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
和其中万物的，25你曾借着圣
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
的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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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ꉇꉻꊿꑞꃅꃃꏈꌠꉬ？ 
ꋧꃅꊿꋅꑞꃅꌤꀨꀋꐥꄩꀋꐥ

ꌠꏂꇫꌠꉬ？ 

‘外邦为什么争闹？ 
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 

26ꋧꃅꇬꃰꃅꐯꇯꄓꇁ， 
ꇛꌺꑌꐯꏑ， 
ꋀꊇꇁꏃꃅꌋꄙ， 
ꄷꀋꁧꏃꃅꌋꌐꋉꄉꂶꌠꏭꑌ

ꄙ’ꄷ（“ꌐꋉꄉꂶꌠ”ꅀ“ꏢꄖ”ꄷ

ꑌꍑ）。 

26世上的君王一齐起来， 
臣宰也聚集， 
要敌挡主， 
并主的受膏者（或作“基督”）。’ 

27ꑝꇊꌋꆀꀘꄂ•ꀙꇁꄏ，ꉇꉻꊿꌋꆀ

ꑱꌝꆀꉹꁌꇯꍝꃅꄚꇓꈓꇬꄉ，ꐯꏑ

ꌌꆏꌐꋉꄉꌠꌃꎔꁏꐚꑳꌠ（“ꁏꐚ”

ꅀ“ꌺ”ꄷꑌꍑ）ꆼꁏ，28ꑠꃅꄉꀋꉊꂴꇯ

ꆐꅽꇇꌋꆀꅽꉪꐨꇬꈴꄉꄐꏤꄉꌠꌤ

ꀋꎪꃅꇫꅐꈧꌠꄚꄉꃅꐛ。29ꋀꊇꉪ

ꇷꉪꇋ，ꌋꀋ！ꀋꃅꆏꇬꉚꇁ，ꋍꁁꏭ

ꆏꅽꁏꐚꁳꉌꂵꀉꒉꃅꅽꇗꅉꄜꎻ；

30ꋍꁁꏭꆏꅽꇇꎇꌊꅽꌃꎔꁏꐚ（“ꁏ

ꐚ”ꅀ“ꌺ”ꃄꑌꍑ）ꑳꌠꂓꇬꈴꄉꆅꉁꆄ

ꄻ，ꌋꃅꐪꑽꑌꌋꆀꌤꂵꌦꂵꌋꌠꃅ

ꅐꇁ”ꄷ。31ꈼꂟꌐꈭꐨꆏ，ꋀꊇꐯ

ꏑꅉꈚꌠꇬꇙꈧꐺꇈ，ꋀꊇꌃꎔꒌꇱ

ꌵꈴꌐꄉ，ꉌꂵꀉꒉꃅꏃꃅꌋꇗꅉꉉ

ꍣ。 

27希律和本丢•彼拉多，外邦人
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
集，要攻打你所膏的圣仆耶稣
（“仆”或作“子”），28成就你手和你
意旨所预定必有的事。29他们恐
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
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
道，30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
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
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仆”或作

“子”）。”31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
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
放胆讲论神的道。 

 

ꁨꇐꑞꑌꐯꇯꌬ 凡物共用 
32ꑇꊿꀊꋨꈨꃅꉌꂵꋍꂷꉪꐨꋍ

ꏢꃅꐙ，ꊾꂷꎊꈬꋍꑵꆹꀀꊨꏦꃤꃅ

ꉉꌠꀋꐥꃅ，ꐯꇯꈀꄸꑌꋍꉻꃅꌬ

ꌐ。33ꁆꄻꊩꌺꊋꃤꀉꒉꃅꑌꄉꑳꌠ

ꀱꐥꇁꌠꅇꊪꌬ；ꉹꁌꑌꑆꊋꀉꒉꌠ

32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
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
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
用。33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
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34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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ꊌꌐ。34ꋀꈬꄔꇬꑌꋍꂷꀋꇎꌠꀋ

ꐥ，ꑞꃅꆏ，ꊿꃄꅉꑳꇤꐥꌠꃅꊨꏦ

ꃄꅉꌋꆀꑳꇤꐯꇯꃷꇫꎭꇈ，35ꃷꁌ

ꈧꌠꃅꌌꁆꄻꊩꌺꂾꅞ；ꂱꑱꈉꄻꐨ

ꇬꈴꄉꁸꂱꑱꁵ。36ꆺꃥꊿꌏꁍꇊꌦ

ꄉꒆꇈ，ꒀꌝꂓꑠꂷꐥ，ꁆꄻꊩꌺꋍ

ꏭꀠꇁꀠꄷ（ꀠꇁꀠꆹꁏꎼꇁꇬꆏ

‘ꉌꌒꊐꌺ’ꄷꌠꄜ）ꑠꂷꐥ。37ꋌ

ꃄꅉꏬꐥ，ꋌꃷꇫꎭꇈꃷꁌꈧꌠꋌꌌ

ꁆꄻꊩꌺꏸꑭꂾꅞ。 

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
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
的价银拿来，35放在使徒脚前；
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
36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塞浦路
斯，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
拿巴（巴拿巴翻出来就是“劝慰
子”）。37他有田地也卖了，把价
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 

 

ꑸꇂꆀꑸꌋꆀꌒꃏꇂ 亚拿尼亚与撒非喇 

5 ꊿꑸꇂꆀꑸꂓꑠꂷꐥ，ꋌꋍꑮꃀ

ꌒꃏꇂꌋꆀꐯꇯꃄꅉꏬꋍꑊꃷ 
5 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

同他的妻子撒非喇，卖了田 
ꇫꎭꈭꐨ，2ꃄꅉꁌꋍꈨꆏꋌꊏꄉ，ꌤ

ꋌꐘꋍꑮꃀꑌꅉꐚ，ꀉꁁꈧꌠꆏꌌꁆ

ꄻꊩꌺꏸꑭꂾꅞꄉ。3ꀺꄮꇬꏭ：

“ꑸꇂꆀꑸ！ꑞꐛꅹꌑꄉꅽꉌꂵꇬꐛ

ꈴꄉ，ꆏꁳꈱꌃꎔꒌꊏꎻꄉ，ꃄꅉꃷ

ꁌꊨꏦꋧꁧꃅꊏꄉꇈꌠꉬ？4ꃄꅉꀋꃷ

ꑴꌦꄮꇬꅽꊨꏦꃤꀋꉬꅀ？ꃄꅉꆏꃷ

ꇫꎭꈭꐨ，ꃄꅉꁌꌌꈍꃅꌬꌠꆏꌅꌠ

ꀋꉬꅀ？ꆏꑞꃅꉌꂵꇬꉪꐨꑠꑌꌠꉬ？

ꆎꆹꈱꊾꊏꌠꀋꉬꃅ，ꈱꏃꃅꌋꊏꌠ

ꉬꀐ”ꄷ。5ꑸꇂꆀꑸꅇꂷꋋꈨꀕꄷ

ꆏ，ꐚꃄꅉꇬꅞꄉ，ꌗꈙꀐ；ꊿꌤꋌꐘ

ꈨꈧꌠꃅꏸꏦꌐ。6ꄿꏀꈨꄓꌊꑸꇂ

ꆀꑸꂿꋀꇙꄉ，ꋀꐔꌊꉈꏭꄃꁧꀐ。 

产，2把价银私自留下几分，他
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分拿
来放在使徒脚前。3彼得说：“亚
拿尼亚！为什么撒但充满了你
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
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4田地
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
既卖了，价银不是你作主吗？
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
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5亚拿
尼亚听见这话，就仆倒，断了
气；听见的人都甚惧怕。6有些
少年人起来，把他包裹，抬出
去埋葬了。 

7ꄮꈉꌕꂷꀊꇈꐛꈭꐨꆏ，ꋍꑮꃀ

ꈐꏭꃹꇁ，ꌤꋌꐘꋌꋋꅉꀋꐚꑴꌦ。

8ꀺꄮꋍꏭ：“ꆏꉉꉡꇰ，ꆍꃄꅉꁌꉬ

ꇮꃅꋋꈨꀉꄂꉫꀕ？”ꄷꇫꅲ。ꋌ

7约过了三小时，他的妻子
进来，还不知道这事。8彼得对
她说：“你告诉我，你们卖田地
的价银，就是这些吗？”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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ꄹꇬ：“ꋋꈨꀉꄂꉬ”ꄷ。9ꀺꄮꇬ

ꏭ：“ꆍꊇꑞꃅꉌꂵꋍꂷꃅꌋꌃꎔꒌ

ꌌꉪꌠꉬ？ꊿꅽꁦꋠꋀꌌꇬꄁꁧꈧꌠ

ꀱꀃꈈꁭꑭꑟꇁꀐ，ꆎꑌꋀꐔꌊꁧ”
ꄷ。10ꑮꃀꂶꌠꋋꇅꃅꐚꀺꄮꂾꅞ

ꄉ，ꌗꈙꀐ。ꄿꏀꈧꌠꀁꇬꃹꇁꄉ，

ꑮꃀꂶꌠꀑꆸꀮꌦꀐꌠꋀꂿꈭꐨꆏ，

ꋀꐔꌊꋍꁦꋠꄃꅉꏢꁮꇬꄃꁧꀐ。

11ꑇꊿꏓꉻꈀꐥꌠꌋꆀꊿꌤꋌꐘꈀꈨ

ꌠꃅꏸꏦꌐ。 

“就是这些。”9彼得说：“你们为
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埋葬
你丈夫之人的脚已到门口，他
们也要把你抬出去。”10妇人立
刻仆倒在彼得脚前，断了气。
那些少年人进来，见她已经死
了，就抬出去，埋在她丈夫旁
边。11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
都甚惧怕。 

 

ꁆꄻꊩꌺꌋꃅꐪꑽꑌꌋꆀꌤꂵꌦꂵꌋ

ꌠꀉꒉꌠꃅ 使徒大行神迹奇事 

12ꌊꆹꁆꄻꊩꌺꇇꇬꈴꄉ，ꉹꁌꈬ

ꄔꇬꄉ，ꌋꃅꐪꑽꑌꌋꆀꌤꂵꌦꂵꌋ

ꌠꀉꑌꈨꃅꀐ；ꋀꊇꐯꇯꉌꂵꋍꂷꉪ

ꐨꋍꏢꃅꌙꇊꂱꑲꒌꇂꃴꐥ。13ꊿꀉ

ꁁꆏꋀꊫꃛꇁꀬꌠꋍꂷꑋꀋꐥ；ꄚ，

ꉹꁌꆹꋀꁌꒉꄣꅼ。14ꊿꑇꄉꏮꌋꊂ

ꈹꇁꌠꆹꐤꅉꀉꑌꅉꑟ，ꌺꃰꌋꅪꀉ

ꑌꐯꀉꑌ。15ꄷꀋꁧ，ꊿꋍꈨꋋꈨꆏ

ꊿꆅꋀꐔꌊꏦꎫꇬꄉ，ꄻꀀꈤꇬꅀꈈ

ꇉꇬꅞꄉ，ꀺꄮꇫꈴꇀꄮꇬ，ꀋꄿꑲꑌ

ꋍꁰꒌꋀꊇꋍꈨꇭꀧꌸꌠꉘꇉ。16ꉈ

ꑴꑳꇊꌒꇌꈭꇍꇓꈓꇬꀀꌠꊿꈍꑋꃅ

ꄉ，ꊿꆄꈻꌠꌋꆀꑊꋌꀋꎴꀋꈻꌠꐊ

ꌠꋀꏃꇁꄉ，ꐯꇯꉃꌒꌐꀐ。 

12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
许多神迹奇事；他们都同心合
意地在所罗门的廊下。13其余的
人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百姓
却尊重他们。14信而归主的人越
发增添，连男带女很多。15甚至
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放在床
上或褥子上，指望彼得过来的
时候，或者得他的影儿照在什
么人身上。16还有许多人带着病
人和被污鬼缠磨的，从耶路撒
冷四围的城邑来，全都得了医
治。 

 

ꁆꄻꊩꌺꈧꌠꊿꇱꌌꆼꍅꆹꆋ 使徒们受逼迫 
17ꆦꑝꌌꁈꌋꆀꋍꊿꈧꌠ（ꌑꄖ

ꇠꑇꇐꎎꁥꌠꊿꈧꌠ）ꉌꈻꃴꆅꇁ

ꄉ，18ꇇꐛꄉꁆꄻꊩꌺꈧꌠꋀꒃꌊꈢ

17大祭司和他的一切同人，
就是撒都该教门的人，都起
来，满心忌恨，18就下手拿住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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ꏦꑳꇬꊐꄉ。19ꄚ，ꌋꐓꄮꇬꆏ，ꏦ

ꑳꀃꈈꌋꊩꌺꇱꁉꇫꎭꇈ，ꋀꊇꏦꑳ

ꇬꄉꌋꊩꌺꏃꅐꇁ，ꋀꏭ：20“ꆍꊇꌃ

ꎔꑷꂿꇬꉆꄉ，ꀑꇬꇗꅉꋋꏢꉬꇮꃅ

ꉉꉹꁌꇰꌐ”ꄷ。21ꁆꄻꊩꌺꈧꌠ

ꅇꂷꋋꇬꈨꈭꐨ，ꃅꄜꇁꂯꄮꇬꆏ，ꋀ

ꊇꆹꌊꌃꎔꑷꂿꇬꃹꄉꊿꉗꊿꂘ。

ꆦꑝꌌꁈꂶꌠꌋꆀꋍꊿꈧꌠꐯꇯꇁ

ꀐ，ꌟꒉꌠꂾꃀꈿꅉꇬꊿꌋꆀꑱꌝꆀ

ꊿꋅꅡꈭꌟꒉꈧꌠꋀꇴꋍꈜꇁꌐꇈ，

ꊪꑭꈧꌠꏭꏦꑳꇬꁆꄻꊩꌺꈧꌠꈻꌊ

ꇁꄷ。22ꄚ，ꊪꑭꇁꏦꑳꇬꑟꇈ，ꁆꄻ

ꊩꌺꏦꑳꇬꀋꀀꀐꌠꋀꂿꇬꆏ，ꀱꉈ

ꑴꅇꇰꇁꄉ：23“ꏦꑳꀃꈈꑌꈢꈬꐯ

ꈬꃅꄉ，ꏦꑳꐏꂽꑌꉈꏭꉆꌠꉪꂿ，

ꄚ，ꏦꑳꀃꈈꁉꎼꇁꇬꆏ，ꈐꏭꊾꂷ

ꑋꑓꀋꂿꀐ”ꄷ。24ꑷꂿꐏꂽꌟꒉ

ꌋꆀꆦꑝꌟꒉꈧꌠꅇꂷꋋꈨꀕꇈ，ꌤ

ꋌꐘꊁꈍꃅꐙꇁꀋꐚꀐꉂꄉꉌꂵꈐꇬ

ꐒꅍꐥꀐ。25ꊾꂷꀥꌌ：“ꊿꆍꈢ

ꏦꑳꇬꊐꄉꈧꌠꀋꃅꀊꄶꌃꎔꑷꂿꇬ

ꉆꄉꉹꁌꏭꉙꂘꐺ”ꄷꅇꇰꇁ。26ꄚ

ꄉ，ꑷꂿꐏꂽꌟꒉꌋꆀꂽꈧꌠꀊꄶꒉ

ꇈꁆꄻꊩꌺꈧꌠꋀꏃꇁ，ꉹꁌꇓꂵꌌ

ꋀꅣꇀꏦꄉ，ꋀꊇꁆꄻꊩꌺꏭꊋꃷꀋ

ꇱ。 

徒，收在外监。19但主的使者夜
间开了监门，领他们出来，
20说：“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
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21使
徒听了这话，天将亮的时候就
进殿里去教训人。大祭司和他
的同人来了，叫齐公会的人和
以色列族的众长老，就差人到
监里去，要把使徒提出来。22但
差役到了，不见他们在监里，
就回来禀报说：23“我们看见监
牢关得极严实，看守的人也站
在门外，及至开了门，里面一
个人都不见。”24守殿官和祭司
长听见这话，心里犯难，不知
这事将来如何。25有一个人来禀
报说：“你们收在监里的人，现
在站在殿里教训百姓。”26于是
守殿官和差役去带使徒来，并
没有用强暴，因为怕百姓用石
头打他们。 

27ꏃꌊꇫꑟꇀꄮꇬꆏ，ꁆꄻꊩꌺꈧ

ꌠꋀꄻꌟꒉꌠꂾꃀꈿꅉꂾꉆꄉ，ꆦꑝ

ꌌꁈꂶꌠꋀꏭꅲꄉ，ꑠꃅꉉ：28“ꉪ

ꊇꏟꈯꀕꃅꆍꏭꂓꋋꂷꄜꄉꊿꉗꊿꂘ

ꀋꉆꄷꆍꊇꀋꏢꀋꇍꌦꅀ？ꆍꆏꀱꌊ

27带到了，便叫使徒站在公
会前，大祭司问他们说：28“我
们不是严严地禁止你们，不可
奉这名教训人吗？你们倒把你
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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ꇗꅉꋋꏢꆍꌌꑳꇊꌒꇌꃅꁊꈴ，ꆍꊿ

ꋋꂷꌦꅪꏮꉪꀂꏽꐕꄉꂿꄷꌠꅀ！”

ꄷ。29ꀺꄮꌋꆀꁆꄻꊩꌺꈧꌠꐯꇯꑠ

ꃅꅇꀱ：“ꊿꅇꀋꃅꀕꏃꃅꌋꅇꃅꌠ

ꆹ，ꊇꅉꃅꇬꇯꆐꄡꑟꌠ。30ꆍꐒꌩ

ꇬꄀꄉꆍꉮꌦꇫꎭꌠꑳꌠꂶꌠꆹ，ꉪ

ꀋꁌꀋꁧꏃꃅꌋꋌꁳꀱꐥꇁꎻꀐ。

31ꄷꀋꁧ，ꋌꏃꃅꌋꇇꇀꑳꁆꌠꇱꐕ

ꀊꂥꃅꄉ（“ꋌꏃꃅꌋꇱꐕꌊꊨꏦꇀꑳꏯꄉ”ꃄꑌ

ꍑ），ꋌꁳꃰꃅꄻ，ꈭꋏꌋꄻꎻꄉ，ꉌꃀ

ꉪꁏꄺꀱꌠꌋꆀꑽꃤꇔꌠꑆꊋꈁꁠꄻ

ꑱꌝꆀꊿꁵ。32ꉪꊇꆹꌤꋌꐘꀂꏽꅇ

ꊪꌬ，ꏃꃅꌋꄻꊿꋍꅇꃅꅲꌠꁵꌠꌃ

ꎔꒌꑌꌤꋌꐘꀂꏽꅇꊪꌬ”ꄷ。 

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
29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
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30你
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
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31神
且用右手将他高举（或作“他就是神

高举在自己的右边”），叫他作君王、
作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
恩赐给以色列人。32我们为这事
作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
灵也为这事作见证。” 

33ꌟꒉꌠꂾꃀꈿꅉꇬꊿꈧꌠꅇꋋ

ꈨꀕꇬꆏ，ꇨꇅꃃꌦꄉꏽ，ꋀꁆꄻꊩ

ꌺꈧꌠꌉꏢꉨ。34ꄚ，ꃔꆀꌏꊿꏦꂸ

ꆀꂒꂷꐥ，ꋋꆹꉹꁌꃅꇫꁌꒉꄣꅼꌠ

ꄹꏦꂘꃀꂷꉬ，ꋌꄓꌟꒉꌠꂾꃀꈿꅉ

ꇬꉆꄉ，ꊿꏭꁆꄻꊩꌺꈧꌠꏃꌊꉈꏭ

ꊼꇅꉆꄉꄷꇈ，35ꉹꁌꏭꑠꃅꉉ：“ꑱ

ꌝꆀꊿꀋ！ꉉꅷꊿꋋꈨꀂꏾꑟꇬꆏ，

ꆍꊇꈍꃅꀞꋭꌠꋓꉪꁨꄉꌶ。36ꀋꉊ

ꄅꄊꇫꅐꇁꇈꀁꑌꋍꑵꉬꉗꃅꈌꒉꄇ

ꀋꉆ，ꊿꋋꐊꐺꌠꇖꉐꎖꐥ；ꋌꊿꌉ

ꇫꎭꈭꐨꆏ，ꊿꋍꊂꈁꈹꈧꌠꐯꇯꁗ

ꏒꁧꌐ，ꑞꑌꇬꀋꅐ。37ꋍꈭꐨ，ꂓ

ꁱꄉꊿꂷꃷꁨꌗꄮꇬ，ꉈꑴꏦꆀꀕꊿ

ꒀꄊꇫꅐꇀꌦꄉ，ꉹꁌꈨꋌꊏꋌꅰꌊ

ꋍꊂꈹꐹꌦ，ꋌꈔꑍꈭꐨꆏ，ꉹꁌꋍꅇ

ꅲꈧꌠꑌꌕꀥꃘꈜꃰꀐ。38ꀋꃅ，ꉢ

33公会的人听见就极其恼
怒，想要杀他们。34但有一个法
利赛人，名叫迦玛列，是众百
姓所敬重的教法师，在公会中
站起来，吩咐人把使徒暂且带
到外面去，35就对众人说：“以
色列人哪，论到这些人，你们
应当小心怎样办理。36从前丢大
起来，自夸为大，附从他的人
约有四百，他被杀后，附从他
的全都散了，归于无有。37此
后，报名上册的时候，又有加
利利的犹大起来，引诱些百姓
跟从他，他也灭亡，附从他的
人也都四散了。38现在，我劝你
们不要管这些人，任凭他们
吧！他们所谋的、所行的，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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ꆍꊇꇫꑣ，ꊿꋋꈨꄡꉜꄡꅲ，ꋀꁳꈀ

ꒉꅉꒉꎻ，ꋀꊇꈀ꒰ꈁꇭ、ꈀꃅꈁꑽ

ꌠ，ꀋꄸꄷ，ꊿꄷꄉꅐꇁꌠꉬꑲꆏ，ꈍ

ꃅꑌꀜꐡꌠ。39ꀋꄸꄷ，ꏃꃅꌋꄷꄉ

ꅐꇁꌠꉬꑲꆏ，ꋀꊇꆹꆍꋋꀜꐆꀋꄐ

ꃅ，ꆍꊇꄈꀱꏃꃅꌋꆼꁏꈨꐛꂵ”

ꄷ。ꌟꒉꌠꂾꃀꈿꅉꇬꊿꈧꌠꋍꅇꃅ

ꄉ，40ꁆꄻꊩꌺꈧꌠꋀꇴꌊꋍꃢꅥ，ꉈ

ꑴꋀꏭꑳꌠꂓꄜꄉꇗꅉꄜꀋꉆꄷꇈ，

ꋀꋊꃑꇫꎭꀐ。41ꌟꒉꌠꂾꃀꈿꅉꇬ

ꄉꁖꇁꈭꐨꆏ，ꁆꄻꊩꌺꈧꌠꆹꂓꋋ

ꂷꐛꅹꃅꊿꌌꎲꄏꌠꋭꑠꒉꄸꃅꉌ

ꇿ。42ꋍꈭꐨꆏ，ꋀꊇꋍꑍꋑꀋꋒꃅ

ꌃꎔꑷꂿ、ꌞꑳꑠꇬꄉ，ꀋꆏꃅꊿꉗ

ꊿꂘ，ꑳꌠꆹꏢꄖꉬꄷꑠꄜ。 

是出于人，必要败坏；39若是出
于神，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
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了。”公会
的人听从了他，40便叫使徒来，
把他们打了，又吩咐他们不可
奉耶稣的名讲道，就把他们释
放了。41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
喜，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
42他们就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
住地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 

 

ꏲꌋꃅꊿꏃꑹꌊꄻ 拣选七执事 

6 ꀊꋨꄮꇬ，ꌶꌺꐤꅉꀉꑌꅉꑟ

ꄉ，ꑝꇂꉙꉉꌠꒀꄠꊿꄹꇬ， 6 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腊
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 

ꑟꀨꆾꊿꆹꋍꑍꋑꀋꋒꋠꅍꁷꄮꇬ，ꀒ

ꊇꃆꍸꃀꋀꇬꀋꎺꇬꎷꄷꑝꀨꆾꊿꊂ

ꅫꏒꌠꐥ。2ꁆꄻꊩꌺꊰꑋꑹꌠꆏ，

ꌶꌺꈀꐥꌠꃅꋀꇴꌊꇁꄉ，ꋀꏭꉉ：

“ꉪꊇꏃꃅꌋꇗꅉꀋꄜꃅ，ꀱꋙꏲꒉ

ꂠꇁꌠꑠꆹꀋꋭꌠꉬ。3ꑠꅹ，ꃺꑌꊈ

ꀋ！ꆍꊇꈬꄔꄉꊿꂓꐥꌗꐥ，ꌃꎔꒌ

ꇱꌵꈴ，ꌧꅍꂿꅍꐥꑠꏃꑹꌋꎼꇁꄡ

ꑟ，ꑠꃅꄉ，ꉪꊇꋀꁳꌤꋌꐘꏲꂠꎻ

ꂿ。4ꄚ，ꉪꊇꆹꉌꊫꑌꃅꄉꌤꈼꂟꌠ

ꌋꆀꇗꅉꁊꌠꋌꐘꀉꄂꃅꌠꉬ”
ꄷ。5ꉹꁌꐯꇯꅇꂷꋋꈨꋀꉌꃹꄉ，

ꑇꐨꉌꊋꀉꒉꃅꑌ、ꌃꎔꒌꇱꌵꈴ

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
了他们的寡妇。2十二使徒叫众
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
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
宜的。3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
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
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
就派他们管理这事。4但我们要
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5大众都
喜悦这话，就拣选了司提反，
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
人；又拣选腓利、伯罗哥罗、
尼迦挪、提门、巴米拿，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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ꌠꌦꄝꃔꋀꌋꄉ，ꉈꑴꃏꆀ、ꀨꇊꇬ

ꇊ、ꆀꏦꇊ、ꄝꂱ、ꀠꂰꇂꌋꆀꒀ

ꄠꑇꇐꇬꃹꌠꀊꄝꀊꊿꆀꇰꇁꃅꋋꈨ

ꋀꌋꄉ。6ꋀꊇꁳꁆꄻꊩꌺꂾꉆꄉꎻ

ꇈ，ꁆꄻꊩꌺꈧꌠꇇꐛꋀꀂꏾꇬꄀꄉ

ꈼꂟ。 

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拉，6叫
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
了，就按手在他们的头上。 

7ꏃꃅꌋꇗꅉꆹꐤꅉꌄꆣꅉꑟꄉ，

ꑳꇊꌒꇌꃅꄷꌶꌺꃷꁨꀉꑌꐯꀉꑌꃅ

ꁦꎆ，ꆦꑝꊿꀉꑌꈨꑌꇗꅉꋋꏢꑇ

ꀐ。 

7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
撒冷门徒数目加增得甚多，也
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 

 

ꌦꄝꃔꊿꒃꌊꁧ 司提反被捉拿 
8ꌦꄝꃔꆹꑆꊋꌋꆀꊋꃤꀉꑌꐯ

ꀉꑌꃅꊌꄉ，ꉹꁌꈬꇬꄉꌤꂵꌦꂵꌋ

ꌠꌋꆀꌋꃅꐪꑽꑌꀋꇰꀋꇊꑠꃅ。

9ꀊꋨꄮꇬ，ꄝꃑꊿꉻꏑꅉꄷꈚꌠꇬꄉ

ꇁꌠꊿꈍꑍꑹꐥ，ꉈꑴꇴꆀꆾ、ꑸꆀ

ꎭꄊ、ꏸꆀꏦ、ꑸꑭꑸꃅꄷꉻꏑꅉ

ꇬꄉꇁꌠꑠꈍꑍꑹ，ꋀꐯꇯꄓꇬꉆꄉ

ꌦꄝꃔꌋꆀꅔꀥ。10ꌦꄝꃔꆹꌧꅍꂿ

ꅍꌋꆀꌃꎔꒌꌌꅇꉉꌠꉬꄉ，ꊿꈧꌠ

ꇬꄡꀋꄐ。11ꄚꄉꊾꈨꋀꊢꂖꌊꄉ，

ꊿꈧꌠꁳ：“ꋌꃀꑭꌋꆀꏃꃅꌋꏭꍍ

ꋉꅇꉉꌠꉪꊌꈨꀐ”ꃅꉉꎻ。12ꉈ

ꑴꉹꁌ、ꅡꈭꌟꒉ、ꁱꂷꌤꃅꊿꋀ

ꊢꂖꌊꋋꇅꃅꌦꄝꃔꊿꒃꌊꌟꒉꌠꂾ

ꃀꈿꅉꇬꁧꀐ。13ꋀꊇꅇꊪꃶꀋꐚꌠ

ꌬꄉ，ꑠꃅꉉ：“ꊿꋋꂷꀋꆏꃅꅇꂷ

ꌃꎔꅉꋌꈚꇬꌋꆀꄹꏦꇬꁏꌠꀉꄂꉉ

ꇬꎷ。14ꇂꌒꇍꊿꑳꌠꋋꂷꆹꃅꄷꋌ

ꈚꋌꀜꐆꇫꎭ，ꉈꑴꃀꑭꏮꉪꁳꌠꃷ

ꋪꏦꃤꈧꌠꑌꄺꀱꇁꃅꋌꑠꃅꉉꌠꉪ

8司提反满得恩惠、能力，
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9当
时有称为“得自由的人”会堂的几
个人，并有古利奈、亚历山
大、基利家、亚细亚各处会堂
的几个人，都起来和司提反辩
论。10司提反是以智慧和圣灵说
话，众人敌挡不住，11就买出人
来说：“我们听见他说谤讟摩西
和神的话。”12他们又耸动了百
姓、长老并文士，就忽然来捉
拿他，把他带到公会去，13设下
假见证，说：“这个人说话不住
地糟践圣所和律法。14我们曾听
见他说，这拿撒勒人耶稣要毁
坏此地，也要改变摩西所交给
我们的规条。”15在公会里坐着
的人，都定睛看他，见他的面
貌好像天使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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ꈨꋺ”ꄷ。15ꊿꌟꒉꌠꂾꃀꈿꅉꇬꑌ

ꈧꌠꐯꇯꍻꋌꀳꄉ，ꋍꑊꑍꂿꇬꀋꇊ

ꆏꉬꉎꊩꌺꑊꑍꂿꌠꌡ。 
 

ꌦꄝꃔꑖꉬꄜ 司提反申诉 

7 ꆦꑝꌌꁈꂶꌠꌦꄝꃔꏭ：“ꌤ

ꋋꈨꇯꍝꃅꐥꐯꑴꅀ？”ꄷ 7 大祭司就说：“这些事果然
有吗？”2司提反说：“诸位 

ꅲ。2ꌦꄝꃔꆏꇬꏭ：“ꀋꁧꀿꃶꃺ

ꑌꊈꀋ！ꅲꄉ！ꀋꉊꂴꏭ，ꉪꀋꁌꀋꁧ

ꑸꀨꇁꉴꉐꇂꀋꀀꃅꂰꌚꀯꄊꂰꑸꀀ

ꑴꌦꄮꇬꇯꆐ，ꀑꒉꑊꒉꌠꏃꃅꌋꋍ

ꂾꅐꇁꄉ，ꋍꏭ：3‘ꆏꑴꌠꃅꄷꋌꈚ

ꇬꌋꆀꅽꏣꃀꏣꑟꐞꄉ，ꃅꄷꉢꄐꆏ

ꀦꈚꌠꇬꉜꄉꁧ’ꄷꉉ。 

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
伯拉罕在美索不达米亚还未住
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
现，3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
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
去。’ 

4ꄚꄉꋌꏦꇍꄂꊿꃅꄷꄉꄓꉐꇂ

ꀀꁧ，ꋍꀉꄉꌦꈭꐨꆏ，ꏃꃅꌋꋌꁳ

ꀊꄶꇬꄉꀠꐷꌊꀋꃅꆍꀀꅉꋌꈚꀀꇁ

ꎻ。5ꏃꃅꌋꄚꋌꈚꇬꄉꁨꇐꄻꋌꀋ

ꁵ，ꄷꀋꁧ，ꉆꅉꍈꂯꄻꋌꀋꁵ；ꄚ，

ꏃꃅꌋꆹꃄꅉꋌꈚꄻꋋꌋꆀꋍꌺꇖꊂ

ꋊꁵꃅꈌꁧꄉꀐ；ꀊꋨꄮꇬ，ꋌꌹꑌꀋ

ꁨꑴꌦ。6ꏃꃅꌋꄹꇬ：‘ꋍꊂꋊꀋ

ꎪꃅꉇꉻꃅꄷꀀꄉ，ꀊꄶꇬꊿꋀꁳꁏ

ꐚꄻꎻꄉꃅꐎꇖꉐꈎꎬꅧ’ꄷ。7ꏃ

ꃅꌋꉈꑴ：‘ꋀꁳꁏꐚꄻꎻꌠꇩꏤꀊ

ꋨꂷꆹꉢꇫꑗꉘꍈꌠꉬ。ꊁꆏ，ꋀꊇ

ꅐꇁꄉ，ꃅꄷꋌꈚꇬꄉꉡꀨꎹꇁ’

ꄷ。8ꏃꃅꌋꉈꑴꌐꍓꏦꃤꏤꐪꑌꄻ

ꋋꇖ。ꄚꄉꑸꀨꇁꉴꆏꑱꌒꒆ，ꒆꊂ

ꉆꑍꐛꄹꉇꆏꌌꌐꍓꏦꃤꃅ，ꑱꌒꆏ

ꑸꇱꒆ，ꑸꇱꆏꉪꀋꁌꀋꁧꊰꑋꑹꌠ

ꒆ。 

4他就离开迦勒底人之地，
住在哈兰。他父亲死了以后，
神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所
住之地。5在这地方神并没有给
他产业，连立足之地也没有给
他；但应许要将这地赐给他和
他的后裔为业；那时他还没有
儿子。6神说：‘他的后裔必寄居
外邦，那里人要叫他们作奴
仆，苦待他们四百年。’7神又
说：‘使他们作奴仆的那国，我
要惩罚。以后他们要出来，在
这地方事奉我。’8神又赐他割礼
的约。于是亚伯拉罕生了以
撒，第八日给他行了割礼。以
撒生雅各，雅各生十二位先
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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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ꁍꁈꈧꌠꒀꌝꒉꄸꃅꉌꈻꃴꆅ

ꄉ，ꒀꌝꋀꃷꉞꏹꎭ，ꄚ，ꏃꃅꌋꋌꈽ

ꐥꄉ，10ꋌꏃꃅꌋꈭꋏꌊꎬꐞꅦꐞ，ꉇ

ꑴꋌꁳꉞꏹꃔꇅꂾꄉꑆꊋꊌ（“ꃔꇅ”ꆹ

“ꃰꃅ”ꄜꌠꉬ），ꌧꅍꂿꅍꐥꎻ。ꋌꃔ

ꇅꇱꁆꌌꉞꏹꇩꃰꃅꇛꌺꀑꋾꂶꌠꃅ

ꄉ，ꉈꑴꋌꁳꃔꇅꑷꈓꈀꐥꌠꏲꎻ。

11ꊁꆏ，ꉞꏹꌋꆀꏦꇂꃅꄷꃅꃱꉩꄸ

ꌋ，ꉮꃤꀉꒉꃅꌸꄉ，ꉪꀋꁌꀋꁧꋙ

ꈘꒈꈘ。12ꉞꏹꋚꐥꌠꑸꇱꈨꈭꐨ

ꆏ，ꉪꀋꁌꀋꁧꉘꃀꃢꌠꋌꇤꅷꀊꄶ

ꇬꁧ。13ꊁꃢꌠꆏꒀꌝꌋꆀꋍꃺꑌꈧ

ꌠꐯꌥꄉ，ꋍꋊꃤꑌꃔꇅꅉꐚꅜꀐ。

14ꒀꌝꆏꋍꃺꑌꈧꌠꋌꇤꅷꋍꀉꄉꑸ

ꇱꌋꆀꋀꏤꊿꏃꊯꉬꑻꐯꇯꋌꋩꌊꇁ

ꌐ。15ꄚꄉꑸꇱꉞꏹꁧꇈ，ꊁꆏꋋꌋ

ꆀꉪꀋꁌꀋꁧꐯꇯꀊꄶꄉꌦꌐ。16ꋀ

ꃷꅍꑌꌌꉈꑴꏂꏧꑟꇁꇈ，ꄻꏂꏧꃅ

ꄷꃄꅉꉐꃀꄷꄉꐎꏂꌌꑸꀨꇁꉴꃼꌊ

ꇁꏬꌠꄃꁧꇬꄃꄉ。 

9先祖嫉妒约瑟，把他卖到
埃及去，神却与他同在，10救他
脱离一切苦难，又使他在埃及
王法老面前得恩典，有智慧。
法老就派他作埃及国的宰相兼
管全家。11后来埃及和迦南全地
遭遇饥荒，大受艰难，我们的
祖宗就绝了粮。12雅各听见在埃
及有粮，就打发我们的祖宗初
次往那里去。13第二次约瑟与弟
兄们相认，他的亲族也被法老
知道了。14约瑟就打发弟兄，请
父亲雅各和全家七十五个人都
来。15于是雅各下了埃及，后来
他和我们的祖宗都死在那里；
16又被带到示剑，葬于亚伯拉罕
在示剑用银子从哈抹子孙买来
的坟墓里。 

17ꊁꏃꃅꌋꑸꀨꇁꉴꏭꈌꁧꄉꌠ

ꃅꑍꑞꄮꇬꆏ，ꑱꌝꆀꊿꉞꏹꃅꄷꄉ

ꁦꎆ、ꌄꆣ，18ꅑꅸꃰꃅꀊꏀꒀꌝꀋ

ꌧꑠꂷꒅꄮꇬꑟ。19ꃰꃅꀊꏀꂶꌠꆹ

ꉪꁍꁈ꒰ꇫ，ꉪꀋꁌꀋꁧꉮ，ꋀꏭꀉꑳ

ꀿꏂꌺꇵꇫꎭꄉꀉꑳꁳꇫꐥꄡꎽꄷ。

20ꀊꋨꄮꇬ，ꃀꑭꒆꀐ，ꋋꆹꏃꃅꌋꉌ

ꇿꅍꐛ，ꋍꀉꄉꏤꅍꄉꌕꁮꆪꂷꀉꄂ

ꀨꎹ。21ꋌꊿꇤꇫꎭꄮꇬꆏ，ꃔꇅꀋ

ꃋꇱꉅꊊꄉ，ꋌꌌꊨꏦꌺꃅꉘ。22ꃀ

ꑭꆹꉞꏹꊿꌧꇐꌷꇐꈀꐥꃅꋌꌷꅜ

17及至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日
期将到，以色列民在埃及兴盛
众多，18直到有不晓得约瑟的新
王兴起。19他用诡计待我们的宗
族，苦害我们的祖宗，叫他们
丢弃婴孩，使婴孩不能存活。
20那时，摩西生下来，俊美非
凡，在他父亲家里抚养了三个
月。21他被丢弃的时候，法老的
女儿拾了去，养为自己的儿
子。22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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ꄉ，ꅇꉉꌤꃅꇬꄐꅍꐥꐯꐥ。 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 
23ꋌꇖꊰꈎꂯꄮꇬꆏ，ꉌꂵꇬꋍꃺ

ꑌꑱꌝꆀꊿꉜꁧꉈꑌꇁ；24ꋌꆹꌊꀊꄶ

ꑟꄉ，ꑱꌝꆀꊾꂷꊿꌌꀋꅑꃆꑘꀵꌠ

ꋌꂿꇈ，ꋋꏣꅔ，ꊿꀕꇱꌌꆼꍅꂶꌠ

ꎁꃅꋪꒃꄉ，ꉞꏹꊿꂶꌠꋌꇱꅥꌦꇫ

ꎭ。25ꋌꉪꇬꆹ，ꋍꊿꋅꃺꑌꈧꌠꏃ

ꃅꌋꋍꇇꄧꈴꄉꋀꈭꋏꌠꋀꐝꉅꎼ

ꈀ，ꄚ，ꋀꊇꆹꇫꐞꀋꉅ。26ꊁꄹꉇ

ꆏ，ꑱꌝꆀꊿꑍꂷꐮꇤꌠꋌꂿꇈ，ꋀ

ꊇꉳꄉꉉꐮꄮꂿꉂꄉ，ꋀꏭ：‘ꆐꑊ

ꆹꃺꑌꉬ，ꑞꃅꐮꉙꉗꌠꉬ？’ꄷ。

27ꋌꊿꃷꇎꏭꉙꉗꂶꌠꇱꆷꇫꎭꇈ，

ꋍꏭ：‘ꈀꄸꆏꁳꉪꏃꂠꊿꌋꆀꀞꇽ

ꊿꄻꎻ？28ꆏꀋꅓꉇꉞꏹꊿꂶꌠꌉꌠꌟ

ꃅꉢꌉꏢꉨꅀ？’ꄷ。29ꃀꑭꅇꂷꋋ

ꈨꀕꇬꆏ，ꁈꂰꄆꁧꄉꉇꄅꊿꃅꀊꄶ

ꀀꇈ，ꋌꀊꄶꇬꄉꌺꑍꂷꁨꀐ。 

23他将到四十岁，心中起意
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24到
了那里，见他们一个人受冤
屈，就护庇他，为那受欺压的
人报仇，打死了那埃及人。25他
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借他的手
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26第
二天，遇见两个以色列人争
斗，就劝他们和睦，说：‘你们
二位是弟兄，为什么彼此欺负
呢？’27那欺负邻居的把他推
开，说：‘谁立你作我们的首领
和审判官呢？28难道你要杀我，
像昨天杀那埃及人吗？’29摩西
听见这话就逃走了，寄居于米
甸；在那里生了两个儿子。 

30ꇖꊰꈎꐛꈭꐨꆏ，ꑭꆃꁧꇬꇈ

ꈬꇉꃪꄉ，ꉬꉎꊩꌺꂷꍲꃆꄔꉐꆂꇬ

ꄉꃀꑭꂾꅐꇁ。31ꐛꒌꇣꋲꂶꌠꃀꑭ

ꂿꈭꐨꆏ，ꋌꀕꇰꄉ，ꋌꎼꁨꇫꄉꉜꆹ

ꇬꆏ，ꌋꃚꋒ：32‘ꉡꆹꅽꁍꁈꑸꀨꇁ

ꉴꏃꃅꌋ、ꑱꌒꏃꃅꌋ、ꑸꇱꏃꃅ

ꌋꉬ’ꄷꉉ。ꃀꑭꑑꃹꏾꁵꀕꃅꇬ

ꉚꀋꀬ。33ꌋꋍꏭ：“ꆏꇬꉆꅉꈚꌠ

ꆹꃄꅉꌃꎔꈚꉬꐛꅹ，ꅽꑬꅮꇔꇫ

ꎭ。34ꉠꉹꁌꉞꏹꄉꎭꊊꅧꊌꌠꉢꂿ

ꀐ。ꋀꆄꇖꌠꑌꉢꈨꀐ。ꉢꀏꇁꄉ

ꋀꈭꋏꇁꂯ。ꄚꇁ！ꉢꆎꊪꉞꏹꉜꄉ

ꁧꎻꂿ’ꄷ。35ꃀꑭꋋꂷꆹ，ꉹꁌꋌ

30过了四十年，在西奈山的
旷野，有一位天使从荆棘火焰
中向摩西显现。31摩西见了那异
象，便觉希奇，正进前观看的
时候，有主的声音说：32‘我是你
列祖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
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
西战战兢兢，不敢观看。33主对
他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
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34我的
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
在看见了，他们悲叹的声音，
我也听见了。我下来要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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ꏚꀋꅲꂶꌠꉬ，ꋀꊇꋍꏭ：‘ꈀꄸꆏ

ꁳꉪꏃꂠꊿꌋꆀꀞꇽꊿꄻꎻ’ꄷ，

ꄚ，ꏃꃅꌋꆏꋍꊩꌺꍲꈬꇬꄉꃀꑭꂾ

ꅐꇁꂶꌠꇇꄧꈴꄉ，ꃀꑭꋌꁆꌌꏃꂠ

ꊿꌋꆀꈭꋏꊿꄻꌠꉬ。36ꊿꋋꂷꉹ

ꁌꋌꏃꅐꇁꄉ，ꉞꏹꃅꄷ、ꎿꅪꂶꌠ

ꌋꆀꇈꈬꇉꃪꇬꄉ，ꃅꐎꇖꊰꈎꌤꂵ

ꌦꂵꌋꌠꌋꆀꌋꃅꐪꑽꑌꃅꀐ。37ꑱ

ꌝꆀꊿꏭ：‘ꏃꃅꌋꆍꃺꑌꈬꄔꄉ

ꅉꄜꊿꉢꌟꃅꑠꂷꁳꒆꇫꅐꇁꎻ’ꄷ

ꉉꋺꂷꌟꆹꃀꑭꋋꂷꉬ。38ꊿꋋꂷꇈ

ꈬꇉꃪ、ꑭꆃꁧꇬꄉ，ꉬꉎꊩꌺꋋꌋ

ꆀꐮꌧꈿꂶꌠꈿꐥꋺ；ꋌꉈꑴꉪꀋꁌ

ꀋꁧꌋꆀꐯꈽꐥ，ꄷꀋꁧ，ꍅꁍꀕꌠ

ꌃꎔꅇꂷꑠꋌꊪꊊꄉꁊꉪꁳ。39ꉪꀋ

ꁌꀋꁧꋍꅇꃅꀋꅲꃅ，ꀱꌊꋌꋀꇱꍞ

ꇫꎭ，ꋀꉌꂵꀱꉞꏹꏭꉪ。40ꋀꊇꑸ

ꇍꏭ：‘ꆏꌦꌋꁰꈨꄻꉪꁳꄉ，ꉪꂾ

ꐊꄉꈜꏁꎻ；ꑞꃅꆏ，ꉪꊇꋌꏃꌊꉞ

ꏹꄉꅐꇁꌠꃀꑭꂶꌠꆹ，ꑞꌤꅐꌠꉪꇫ

ꅉꀋꐚꀐ’ꄷ。41ꀊꋨꄮꇬ，ꇂꇤꌺ

ꁰꏢꋀꄻꄉ，ꋚꒉꌌꁱꏡꌠꇬꆦꑝ，

ꋀꊇꆹꊨꏦꇇꊂꒉꄸꃅꉌꇿꑓꇿꌐ。

42ꄚꄉꏃꃅꌋꑓꏮꋀꀋꉜꃅ，ꋀꁳꈁ

ꏾꃅꀕꃴꇬꉘꁮꆧꁨꃅꏸꏭꀍꃈꄚ

ꎻ，ꑠꆹꁱꅉꄜꊿꄯꒉꇬꄀꄉꌠꌋꆀ

ꐯꌟ： 

们。你来！我要差你往埃及
去。’35这摩西，就是百姓弃绝
说：‘谁立你作我们的首领和审
判官’的；神却借那在荆棘中显
现之使者的手，差派他作首
领、作救赎的。36这人领百姓出
来，在埃及、在红海、在旷
野，四十年间行了奇事神迹。
37那曾对以色列人说：‘神要从
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
先知像我’的，就是这位摩西。
38这人曾在旷野会中，和西奈山
上，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
在，又与我们的祖宗同在，并
且领受活泼的圣言传给我们。
39我们的祖宗不肯听从，反弃绝
他，心里归向埃及，40对亚伦
说：‘你且为我们造些神像，在
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
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
道他遭了什么事。’41那时，他
们造了一个牛犊，又拿祭物献
给那像，欢喜自己手中的工
作。42神就转脸不顾，任凭他们
事奉天上的日月星辰，正如先
知书上所写的说： 

‘ꑱꌝꆀꄰꀋ！ 
ꆍꊇꇈꈬꇉꃪꃅꐎꇖꊰꈎꐥꇬ， 
ꆍꊇꎇꃀꌋꆀꋚꒉꌌꉡꆦꑝꀐ

ꅀ？ 

‘以色列家啊， 
你们四十年间在旷野， 
岂是将牺牲和祭物献给我
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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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ꆍꊇꆹꃀꇊꌦꌋꁁꑳꌋꆀꅿꃓ

ꌦꌋꃅꏸꆍꐔꌊꐺ， 
ꑠꆹꆍꊇꊨꏦꄻꌊꇬꏭꀍꃈꄚꂿ

ꄷꌠꌦꌋꁱꉬ。 
ꑠꅹ，ꆍꊇꉢꇱꀠꐷꌊꀠꀘꇍꉈ

ꏭꁧ”ꄷ。 

43你们抬着摩洛的帐幕和理番
神的星， 
就是你们所造、为要敬拜的
像。 
因此，我要把你们迁到巴比
伦外去。’ 

44ꉪꀋꁌꀋꁧꇈꈬꇉꃪꐹꄮꇬ，ꋀꊇꆹ

ꅇꊪꌬꌠꁁꑳꂶꌠꋀꁨ，ꁁꑳꋋꂷ

ꆏ，ꏃꃅꌋꃀꑭꏭꉉꄉꃀꑭꁳꋌꈀꂿ

ꌠꐛꄟꇬꈴꄉꄻꄉꎻꌠ。45ꁁꑳꋋꂷ

ꆹ，ꉪꀋꁌꀋꁧꃅꊛꄉꊪꅷꇁ。ꏃꃅ

ꌋꋀꊇꂴꆽꄉꉇꉻꊿꈧꌠꋌꈹꇫꎭꄮ

ꇬ，ꋀꊇꆹꑿꎺꑸꌋꆀꐯꇯꃄꅉꂶꌠ

ꋀꍆꄉꇈ，ꁁꑳꂶꌠꋀꎞꌊꀊꄶꇬ

ꃹ，ꁁꑳꂶꌠꀊꄶꋦꅷꄊꃥꃅꑍꇬ

ꑟ。46ꄊꃥꆏꏃꃅꌋꂾꄉꑆꊋꋌꊌ，

ꋌꑸꇱꏃꃅꌋꎁꃅꀀꅉꊭꄎꌠꇖꂟ；

47ꄚ，ꏃꃅꌋꎁꃅꌃꎔꑷꂿꋉꌠꆹꌙꇊ

ꂱꉬ。48ꇯꍝꃅꉉꇬ，ꋍꉎꀋꐥꂶꌠ

ꆹ，ꊿꇇꋉꄉꅉꇬꀋꀀꌠ，ꅉꄜꊿꈁ

ꉉꌠꌟꃅ： 

44我们的祖宗在旷野，有见证的
帐幕，是神吩咐摩西叫他照所
看见的样式做的。45这帐幕，我
们的祖宗相继承受。当神在他
们面前赶出外邦人去的时候，
他们同约书亚把帐幕搬进承受
为业之地，直存到大卫的日
子。46大卫在神面前蒙恩，祈求
为雅各的神预备居所；47却是所
罗门为神造成殿宇。48其实，至
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就如
先知所言： 

49‘ꌋꉉꇬ：ꂿꃅꆹꉠꑋꅉ， 
ꃄꅉꆹꉠꑬꊙꅉ， 
ꆍꊇꉠꎁꃅꌃꎔꑷꂿꈍꃅꐙꂷ

ꋉꂯ？ 
ꉠꑬꆏꅉꇿꇬꐛ？ 

50ꄚꋋꈨꈀꐥꃅꉠꇇꈀꄻꈁꂠꄉ

ꌠꀋꉬꅀ？’ꄷ。 

49‘主说：天是我的座位， 
地是我的脚凳， 
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 
 
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 

50这一切不都是我手所造的
吗？’ 

51ꆍꊇꊿꆸꏂꆹꇜ，ꉌꂵꌋꆀꅳꀧꌐꍓ

ꏦꃤꃅꀋꋻꋋꈨ，ꅉꀕꃅꌃꎔꒌꏭꄘ

ꑣꇬꎷ！ꆍꀋꁌꀋꁧꈍꃅꐙꆏ，ꆍꊇꑌ

51你们这硬着颈项，心与耳未受
割礼的人，常时抗拒圣灵！你
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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ꈍꃅꐙ。52ꅉꄜꊿꈀꄸꂷꆍꀋꁌꀋꁧ

ꌌꆼꍅꆹꆋꌠꀋꉬ？ꂴꏭꄉꑖꉬꂶꌠ

ꇁꂯꀐꃅꅇꄜꇁꌠꑌꋀꇱꌉꇫꎭ。ꀃ

ꑍꋋꄮ，ꑖꉬꂶꌠꆍꃷꇫꎭ，ꆍꌉꇫꎭ

ꌦꀐ。53ꆍꊇꉬꉎꊩꌺꈁꁊꌠꄹꏦꊩ

ꆏꆍꊪꄉ，ꍬꆏꆍꇬꀋꍬ”ꄷ。 

52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
呢？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义者
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又把
那义者卖了、杀了。53你们受了
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 

 

ꇓꂵꌌꌦꄝꃔꋀꅥꌦ 用石打死司提反 
54ꉹꁌꅇꋋꈨꀕꈭꐨꆏ，ꇨꇅꃃ

ꐯꃃꄉ，ꌦꄝꃔꏭꎐꏂꃴꆀꀕ。

55ꄚ，ꌦꄝꃔꆏꀱꌊꌃꎔꒌꇱꌵꈴ，ꑓ

ꋪꉈꀋꈻꃅꋌꍻꂿꃅꇬꀵꄉ，ꏃꃅꌋ

ꀑꒉꑊꒉꋌꂿ；ꉈꑴꑳꌠꏃꃅꌋꇀꑳ

ꁁꏯꉆꌠꑌꋌꂿ，56ꄚꄉꋌ：“ꂿꃅ

ꁉꄉꀐ，ꊾꌺꏃꃅꌋꇀꑳꁁꏯꉆꌠꉢ

ꂿꀐ”ꄷ。57ꉹꁌꀊꅰꃅꏅꄉ，ꅳꀧ

ꋍꌊꐯꇯꋍꋓꃅꅸꁨꏭꇁꄉ，58ꌦꄝꃔ

ꋀꄹꅷꇓꈓꉈꏭꄉꇓꂵꌌꅥ。ꊿꅇ

ꊪꌬꈧꌠꆏ，ꋀꃢꈜꋀꇔꀊꉘꄿꏀꌕ

ꇊꂓꑠꂷꏸꑭꂾꅞꄉ。59ꋀꊇꇓꂵꌌ

ꋌꅣꄮꇬ，ꌦꄝꃔꌋꇴꄉ：“ꌋꑳꌠ

ꆏꑴꌠꉠꒌꆠꊪꅊꇈ”ꄷꇖꂟ。

60ꋌꉈꑴꁡꊭꃄꇴꄂꄉꀊꅰꃅꏅꄉ：

“ꌋꀋ！ꑽꃤꋍꑠꏮꋀꀂꏽꐕꄡ

ꄉ”ꄷ。ꅇꂷꋋꇬꉉꈭꐨꆏꋌꌦ

ꀐ。 

54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
怒，向司提反咬牙切齿。55但司
提反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
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
在神的右边，56就说：“我看见
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
57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
心拥上前去；58把他推到城外，
用石头打他。作见证的人把衣
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
脚前。59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
候，司提反呼吁主说：“求主耶
稣接受我的灵魂！”60又跪下大
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
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
了。 

8 ꋌꊿꌉꇫꎭꇬꌕꇊꑌꄻꈴ。 8 扫罗也喜悦他被害。 
 

ꌕꇊꑇꊿꏓꉻꆼꍅꆹꆋ 扫罗迫害教会 
ꋋꄹꉇꇈꉈꆏ，ꑳꇊꌒꇌꑇꊿꏓ

ꉻꀊꅰꃅꊿꌌꆼꍅꆹꆋꀐ，ꁆꄻꊩꌺ

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
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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ꈧꌠꀉꄂꑲꆏ，ꌶꌺꈧꌠꃅꁗꏒꒀꄠ

ꃅꄷꌋꆀꌒꂷꆀꑸꃅꄷꃹꁧꌐ。2ꈏ

ꇤꊋꇤꄉꑇꌠꊿꑠꈨꌦꄝꃔꋀꌌꇬꄁ

ꇫꎭꇈ，ꋍꒉꄸꃅꄸꅣꊪꃅꉩ。3ꌕꇊ

ꆏꑇꊿꏓꉻꇬꀜꐆ，ꊿꋍꁯꋍꑷꅍꃅ

ꃹꄉ，ꌺꃰꌋꅪꋌꈻꏦꑳꇬꈢ。 

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
处。2有虔诚的人把司提反埋葬
了，为他捶胸大哭。3扫罗却残
害教会，进各人的家，拉着男
女下在监里。 

 

ꃏꆀꌒꂷꆀꑸꐥ 在撒玛利亚传福音 
4ꊿꁭꁘꁧꈧꌠꆏꊨꏦꈀꎼꈀꈴ

ꅉꇬꄉꇗꅉꁊꁧ。5ꃏꆀꆏꌒꂷꆀꑸ

ꇓꈓꄉꏢꄖꃆꂮꉉꄜꁧ。6ꃏꆀꉉꌠ

ꉹꁌꈨꇈ，ꉈꑴꋌꈀꃅꌠꌋꃅꐪꑽꑌ

ꀕꋀꂿꇬꆏ，ꋀꉌꂵꋍꂷꉪꐨꋍꏢꃅ

ꋍꅇꃅ。7ꊿꀉꑌꈨꑊꋌꀋꎴꀋꈻꌠ

ꐊꐛꅹ，ꑊꋌꈧꌠꏄꅉꃅꋀꇭꀧꇬꄉ

ꅐꇁ；ꉈꑴꊿꄣꅐꌠ、ꐂꀜꌠꈍꑋꑠ

ꐯꇯꉃꌒꌐꀐ。8ꄚꄉꇓꈓꀊꋨꂷꇬ

ꊿꃅꉌꇿꑓꇿꌐ。 

4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
道。5腓利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
基督。6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
利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地
听从他的话。7因为有许多人被
污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叫，
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
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
8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 

9ꊿꑭꂱꂓꑠꂷꐥ，ꋌꂴꏭꇓꈓꂶ

ꌠꇬꄉꃔꌤꌬ，ꋌꊨꏦꄇꀋꉆꏭꃅꌒ

ꂷꆀꑸꉹꁌꁳꋌꇰꎻ。10ꌠꐭꌟꒉꈀ

ꄸꑌꋍꅇꑇꄉ：“ꊿꋋꂷꆹꏃꃅꌋꊿ

ꊋꃤꀉꒉꄷꂶꌠꉬ”ꃅꉉꌐ。11ꋌ

ꀊꉗꏢꃔꌤꌬꐛꅹ，ꊿꈧꌠꋌꇰꌐ

ꄉ，ꋀꊇꋍꅇꃅ。12ꊁꋀꊇꃏꆀꈁꁊ

ꌠꏃꃅꌋꇩꌒꅇꌋꆀꑳꌠꏢꄖꂓꑇꈭ

ꐨꆏ，ꌺꃰꌋꅪꃅꋋꑣꊪꀐ。13ꑭꂱ

ꊨꏦꑌꑇꄉꋋꑣꊪꀐ；ꋌꅉꀕꃅꃏꆀ

ꌋꆀꐮꐊꄉ，ꃏꆀꈀꃅꌠꌋꃅꐪꑽꑌ

ꌋꆀꄐꐨꇣꋲꈧꌠꋌꂿꇬꆏ，ꋌꀊꅰ

ꃅꋌꇰ。 

9有一个人，名叫西门，向
来在那城里行邪术，妄自尊
大，使撒玛利亚的百姓惊奇；
10无论大小，都听从他，说：
“这人就是那称为神的大能者。”
11他们听从他，因他久用邪术，
使他们惊奇。12及至他们信了腓
利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
的名，连男带女就受了洗。13西
门自己也信了；既受了洗，就
常与腓利在一处，看见他所行
的神迹和大异能，就甚惊奇。 

14ꁆꄻꊩꌺꑳꇊꌒꇌꄉꌒꂷꆀꑸ 14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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ꊿꏃꃅꌋꇗꅉꊪꌠꋀꈨꇬꆏ，ꀺꄮ、

ꒀꉴꑋꋀꇤꅷꀊꄶꇬꉜꄉꁧꎻ。15ꋍ

ꑊꇫꑟꈭꐨꆏ，ꋀꎁꃅꈼꂟꄉ，ꋀꁳ

ꌃꎔꒌꊪꎻ。16ꌃꎔꒌꇁꌊꋀꊇꋍꂷ

ꇭꀧꇬꑋꀋꌵꑴꌦꐛꅹ，ꋀꊇꆹꑳꌠ

ꂓꀉꄂꄜꄉꋋꑣꊪꀐ。17ꄚꄉꁆꄻꊩ

ꌺꇇꐛꋀꀂꏾꇬꄀꈭꐨꆏ，ꌃꎔꒌꋀ

ꊪꊊꀐ。18ꁆꄻꊩꌺꇇꐛꊿꄀꄉ，ꌃ

ꎔꒌꇁꊿꌵꌠꑭꂱꊌꂿꇬꆏ，ꎆꃀꋌ

ꀖꌌꁆꄻꊩꌺꁵꄉ：19“ꌅꈌꋌꑵꄻ

ꉡꑌꁵꄉ，ꉢꁳꇇꐛꈀꄸꄀꆏꈀꄸꌃ

ꎔꒌꊪꊊꉆꎻ”ꄷ。20ꀺꄮꆏꇬꏭ：

“ꆏꏃꃅꌋꑆꊋꈁꁠꆹꎆꃀꌌꃼꉆꉂ

ꃅꉪꒉꄸꃅ，ꆎꌋꆀꅽꐎꎆꃀꐯꇯꈔ

ꑍꅊꇈ。21ꏃꃅꌋꂾꄉꇬꅽꉌꂵꉪꎎ

ꐛꅹ，ꆎꆹꇗꅉꋋꏢꌋꆀꐮꃆꂮꍈꑋ

ꀋꐥ。22ꆏꅽꑽꃤꋌꐘꉪꁏꄺꀱꄡ

ꑟ，ꌋꏭꇖꂟꇬꆹ，ꋌꅽꉌꂵꄸꈐꉪꐨ

ꄷꅠꌠꄻꆏꏆꉆꇬꌬꀋꄿ。23ꉡꆹꆏ

ꑽꃤꇱꐒꈄꄉ，ꏷꈌꈋꅉꐥꌠꉢꉜꅐꇁ

ꀐ”ꄷ。24ꑭꂱꆏ：“ꆍꑴꌠꌋꏭ

ꇖꂟꄉ，ꆍꊇꈁꉉꌠ，ꋍꑵꑋꄻꉠꇭ

ꀧꇬꄉꅐꄡꎽꅊꇈ”ꄷ。 

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
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
15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
要叫他们受圣灵。16因为圣灵还
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
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17于
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
就受了圣灵。18西门看见使徒按
手，便有圣灵赐下，就拿钱给
使徒，19说：“把这权柄也给
我，叫我手按着谁，谁就可以
受圣灵。”20彼得说：“你的银子
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你想神的
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21你在这
道上无份无关；因为在神面
前，你的心不正。22你当懊悔你
这罪恶，祈求主，或者你心里
的意念可得赦免。23我看出你正
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 
24西门说：“愿你们为我求主，
叫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
我身上。” 

25ꁆꄻꊩꌺꌋꇗꅉꊩꀽ、ꉉꁊꇈ

ꀱꑳꇊꌒꇌꁧꀐ，ꋀꊇꈝꃀꈢꌒꂷꆀ

ꑸꑲꇽꑠꈨꇬꄉꌒꅇꄜꁊ。 

25使徒既证明主道，而且传
讲，就回耶路撒冷去，一路在
撒玛利亚好些村庄传扬福音。 

 

ꃏꆀꌋꆀꉞꌏꀒꀘꑸꊿꎶꂷ 腓利与埃塞俄比亚太监 
26ꌋꊩꌺꂷꃏꆀꏭ：“ꄓꇁ！ꒈꂪ

ꏭꉜꄉꁧ，ꈝꃀꑳꇊꌒꇌꄉꈁꌒꁧꏡ

ꌠꇬꉜꄉꁧ”ꄷ，ꈝꃀꀊꋨꏢꆹꇈꈬ

ꇉꃪꃅꐙꑠꏢꉬ。27ꃏꆀꆏꑭꄑꄉꁧ

26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利
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
路撒冷下迦萨的路上去。”那路
是旷野。27腓利就起身去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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ꀐ。ꉘꀋꇉꌠꆏ，ꉞꌏꀒꀘꑸꊿ，ꌅ

ꈌꀉꒉꃅꐥꌠ、ꉞꌏꀒꀘꑸꌋꅪꃰꃅ

ꇤꄊꏸꇂꃴꎆꊐꑳꈀꐥꌠꏲꌠꊿꎶꄉ

ꑠꂷ，ꑳꇊꌒꇌꄉꀍꃈꄚꁧꀐ。28ꀋ

ꃉꆏꀱꇁꄉ，ꃅꈻꍯꇬꑌꄉꅉꄜꊿꑱ

ꌏꑸꄯꒉꁬꌠꀘ。29ꌃꎔꒌꃏꆀꏭ：

“ꁨꆹ！ꆏꃅꈻꍯꇶꌠꇬꊫꄉꈛꎼ

ꆹ”ꄷ。30ꃏꆀꀥꌌꊿꎶꂶꌠꄷꑟ

ꄉ，ꊿꎶꂶꌠꅉꄜꊿꑱꌏꑸꄯꒉꀘꌠ

ꋌꈨꇬꆏ，ꇬꏭ：“ꆏꈀꀘꌠꆏꇫꐝ

ꉅꀕ？”ꄷꅲ。31ꋋꆏ：“ꊿꉡꄐꂘ

ꌠꀋꐥꃅꄉ，ꉢꈍꃅꐝꉅꂯ？”ꄷ。

ꄚꄉꃏꆀꋌꇴꄩꃅꈻꍯꄉꋌꈽꑌ。

32ꋌꈀꀘꌠ꒰ꀨꊬꌠꇬꆏꑠꃅꅑ： 

料，有一个埃塞俄比亚人，是
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塞俄比
亚女王干大基的手下总管银
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
28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
知以赛亚的书。29圣灵对腓利
说：“你去！贴近那车走。”30腓
利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
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
“你所念的，你明白吗？”31他
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
呢？”于是请腓利上车，与他同
坐。32他所念的那段经，说： 

“ꋋꆹꑿꌟꃅꊿꈻꌊꌉꅉꇬꑟ， 
ꉈꑴꀋꇊꆏꑾꌺꑾꎭꋍꊿꇇꈐ

ꄉꌕꈈꀕꌠꌡ， 
ꋋꑌꑠꃅꈌꀋꁉ。 

“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 
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
声， 
他也是这样不开口。 

33ꋌꌠꐭꃅꐙꄮꇬ，ꊿꑖꉬꇬꀋꈴꃅꋋ

ꀞꇽ，ꈀꄸꂷꋍꊂꋊꉉꍣꄎꂯ？ꑞꃅ

ꆏ，ꋍꀑꇬꆹꃄꅉꇬꄉꊿꇱꇑꌊꁧ

ꀐ”ꄷ。 

33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
判他（原文作“他的审判被夺去”），谁
能述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
命从地上夺去。” 

34ꊿꎶꂶꌠꃏꆀꏭ：“ꅉꄜꊿꅇ

ꂷꋋꇬꉉꌠꆹꈀꄸꄜ？ꋍꊨꏦꄜꅀꀉ

ꁁꈀꄸꄜꂯ？”ꄷꅲ。35ꃏꆀꆏꈌꋊ

ꄉ꒰ꀨꋋꊭꇬꈴꄉꑳꌠꃆꂮꉉꄜ。

36ꊿꑍꂷꌠꁨꏭꉜꄉꁧ，ꋀꇁꀆꐒꁖ

ꅉꑠꈚꇬꑟꇬꆏ，ꊿꎶꂶꌠ：“ꇬꉚ！

ꄚꇬꀆꐒꐥꀐ，ꉢꋋꑣꊪꇬꑞꇫꄙꇫ

ꑣꅍꐥꑴꌦꂯ？”ꄷ。（꒰ꀨꋍꈨꇬꆏꄚꇬ

“37ꃏꆀꄹꇬ：‘ꀋꄸꄷ，ꆏꅽꉌꂵꃅꇬꑇꑲꆏꍑ’

34太监对腓利说：“请问，先
知说这话是指着谁，是指着自
己呢？是指着别人呢？”35腓利
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
耶稣。36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
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哪！这
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
呢？”（有古卷在此有“37 腓利说：‘你若

是一心相信，就可以。’他回答说：‘我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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ꄷ。ꋋꆏ：‘ꉡꆹꑳꌠꏢꄖꆹꏃꃅꌋꌺꉬꌠꑇ’ꄷꅇ

ꀱ”ꃅꅑꌠꐥ）。38ꄚꄉꃅꈻꍯꇶꌠꆏꇫ

ꄉꄷꇈ，ꃏꆀꌋꆀꊿꎶꂶꌠꐯꇯꒉꇬ

ꃹꄉ，ꃏꆀꋋꀕꑣ。39ꒉꇬꄉꄓꇁꇬ

ꆏ，ꃏꆀꌋꒌꇱꐔꌊꁧꇈ，ꊿꎶꂶꌠ

ꑌꉈꑴꇬꀋꂿꀐ，ꄚꄉꋌꉌꇿꑓꇿꃅ

ꈛꎼꁧꀐ。40ꊁꆏ，ꊿꑸꌙꄖꄉꃏꆀ

ꋀꂿꌠꐥ，ꋌꃅꄷꀊꋩꈚꇬꋌꏮꈴ，

ꇓꈓꈧꌠꇬꄉꌒꅇꄜꉺꅷꇽꌒꆀꑸ

ꑟ。 

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38于是吩咐
车站住，腓利和太监二人同下
水里去，腓利就给他施洗。39从
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利提了
去，太监也不再见他了，就欢
欢喜喜地走路。40后来有人在亚
锁都遇见腓利，他走遍那地
方，在各城宣传福音，直到凯
撒利亚。 

 

ꌕꇊꉪꁏꄺꀱ 扫罗悔改 

9 ꌕꇊꆏꄡꇗꌋꌶꌺꈧꌠꏭꊾꇷ

ꊿꇋ、ꊿꌉꊾꆳꅇꂷꉉ，ꋌꆦ 
9 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

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 
ꑝꌌꁈꂶꌠꂿꆹꄉ，2ꆦꑝꌌꁈꏭꄯꒉ

ꁱꄊꂷꌧꇱꃅꄷꉻꏑꅉꁵꄷꇖꂟꆹ，

ꑠꃅꄉ，ꀋꄸꄷꊿꇗꅉꋋꏢꑇꌠꋌꎹ

ꊊꑲꆏ，ꌺꃰꉬꄿꂿ，ꌋꅪꉬꄿꂿ，ꋌ

ꁳꐒꌌꑳꇊꌒꇌꇁꉆꎻꄷ。3ꌕꇊꇁ

ꌊꄊꂷꌧꇱꑟꂯꄮꇬꆏ，ꋋꇅꃅꂿꃅ

ꇬꁨꑭꇁꋍꈭꋍꇍꃅꌸꈴ。4ꋌꐚꃄ

ꅉꇬꅞꇈꃚꋒꑵꋍꏭ：“ꌕꇊ！ꌕ

ꇊ！ꆏꑞꃅꉡꆼꍅꆹꆋꌠꉬ？”ꃅꈌ

ꐚ。5ꋋꆏ：“ꌋꀋ！ꆏꈀꄸꉬ？”
ꄷ。ꌋꆏ：“ꉡꆹꆏꌌꆼꍅꆹꆋꌠꑳ

ꌠꉬ。6ꄓꇓꈓꇬꃹꆹ，ꌤꆏꇫꃅꋭꈧ

ꌠ，ꀋꎪꃅꊿꉉꆎꇰꌠꐥꌠꉬ”ꄷ。

7ꊿꋋꐊꐺꈧꌠꁱꐭꀋꄐꃅꀊꄶꉆ，ꃚ

ꋒꀉꄂꋀꈨꇈ，ꊿꋀꋌꀋꂿ。8ꌕꇊ

ꃄꅉꇬꄉꋌꄓꇁꇈ，ꋍꑓꋪꋌꁉꎼꇁ

ꇬꆏ，ꑞꑌꂿꀋꉆꀐ。ꄚꄉꋌꇇꁉꄷ

ꊿꈻꌊꄊꂷꌧꇱꑟ。9ꋌꃅꐎꌕꑍꂷ

2求文书给大马士革的各会堂，
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
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
冷。3扫罗行路，将到大马士
革，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
着他；4他就仆倒在地，听见有
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
为什么逼迫我？”5他说：“主
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
所逼迫的耶稣。6起来！进城
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
诉你。”7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
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
见人。8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
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有人
拉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士
革；9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
不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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ꊌꂿꀋꉆ，ꉈꑴꋟꑌꀋꋠ，ꅜꑌꀋ

ꅝ。 
10ꀊꋨꄮꇬ，ꄊꂷꌧꇱꌶꌺꑸꇂ

ꆀꑸꂒꂷꐥ；ꌋꐛꒌꇣꋲꌠꇬꄉ，ꋍ

ꏭ：“ꑸꇂꆀꑸ”ꄷꇴ。ꋋꆏ：

“ꌋꀋ！ꉢꄚꇬ”ꄷ。11ꌋꋍꏭ：

“ꄓꊒꆽꀕꏦꈜꄷꏡꌠꇬꉜꄉꁧ，ꒀ

ꄊꏤꅍꄉ，ꊿꄊꌚꄉꇁꌠꌕꇊꂒꂷꎹ

ꆹ，ꋌꇬꊎꈼꂟꇯ，12ꉈꑴꐛꒌꇣꋲꌠ

ꇬꄉ（ꀊꆨꏂꀨꋍꈨꇬꆏ“ꐛꒌꇣꋲꌠꇬꄉ”ꃅꑠꇬ

ꀋꐊ）ꊾꂷꋌꊌꂿ，ꂒꆏꑸꇂꆀꑸꂓꑠ

ꂷ，ꈏꃹꇁꇈꇇꐛꋍꇭꀧꇬꄀꄉ，ꋌꁳ

ꊌꂿꉆꎻ”ꄷ。13ꑸꇂꆀꑸꆏ：

“ꌋꀋ！ꊿꈍꑋꈨꊿꋋꂷꈍꃅꑳꇊ

ꌒꇌꄉꇧꊋꃅꅽꌃꎔꌺꉮꃅꉉꌠꉢꈨ

ꋺ。14ꄷꀋꁧ，ꋌꄚꐥꇬꆦꑝꌟꒉꌅ

ꈌꄻꋌꁳꄉ，ꋋꆹꊿꇖꂟꅷꅽꂓꄷꑟ

ꌠꃅꋌꇫꐒꈄꌅꈌꐥ”ꄷꅇꀱ。15ꌋ

ꑸꇂꆀꑸꏭ：“ꆏꆸꌦꐥ。ꋋꆹꉢꌋ

ꄉꌠꌬꅍꉬ，ꋌꉇꉻꊿꌋꆀꃰꃅꂾ

ꄉ，ꄷꀋꁧꑱꌝꆀꊿꂾꄉꉠꂓꄜꉺꇁ

ꌠꉬ。16ꉡꑌꋌꉠꂓꒉꄸꃅꄉ，ꀋꎪ

ꃅꎭꃤꅧꃤꈍꑋꄽꌠꑠꉉꋋꇰꌠꉬ”
ꄷ。17ꄚꄉꑸꇂꆀꑸꆹꀐ，ꋌꆹꌊꊿ

ꀊꋨꑷꅍꃹꇈ，ꇇꋌꐛꌕꇊꇭꀧꇬꄀ

ꄉ，ꇬꏭ：“ꃺꑌꌕꇊꀋ！ꆏꄚꇀꅉ

ꈝꃀꇬꄉꅽꃀꅐꇁꌠꌋꂶꌠꆹ，ꑳꌠ

ꉬ；ꉢꋌꇱꇤꅷꇁꄉ，ꆏꁳꑓꂿꉆꎻ，

ꉈꑴꆏꁳꑌꌃꎔꒌꇱꌵꈴꎻ”ꄷ。

18ꋋꇅꃅ，ꉛꁰꇷꌡꃅꑠꈨꌕꇊꑓꋪꇬ

ꄉꊰꇁꇈ，ꌕꇊꑓꋪꊌꂿꉆꀐ，ꄚꄉ

10当下，在大马士革有一个
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
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
说：“主，我在这里。”11主对他
说：“起来！往直街去，在犹大
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
叫扫罗；他正祷告，12在异象中
看见一个人（有古卷无“在异象中”），
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
身上，叫他能看见。”13亚拿尼
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
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
多苦害你的圣徒，14并且他在这
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
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15主对
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
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
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
我的名。16我也要指示他，为我
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17亚
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
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
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
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
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
18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鳞立刻掉
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
受了洗；19吃过饭就健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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ꋌꄓꌊꋋꑣꊪ；19ꋙꋠꈭꐨꆏ，ꌕꇊꊋ

ꑌꁦꅤꀐ。 
 

ꌕꇊꄊꂷꌧꇱꄉꇗꅉꄜ 扫罗在大马士革传道 
ꌕꇊꆹꄊꂷꌧꇱꌶꌺꈧꌠꌋꆀꐯ

ꈽꃅꐎꈍꑍꀕꐥꇈ，20ꋋꇅꃅꋌꇁꌊꉻ

ꏑꅉꇫꈁꐛꌠꇬꄉꑳꌠꃆꂮꄜꉺ，ꑳ

ꌠꆹꏃꃅꌋꌺꉬꃅꑠꉉ。21ꊿꋍꅇꈀ

ꈨꌠꃅꋌꇰꈌꉛꀕꌊ：“ꊿꋋꂷꆹꑳ

ꇊꌒꇌꄉꊿꇖꂟꅷꂓꋋꂷꄷꑟꈧꌠꉮ

ꂶꌠꀋꉬꅀ？ꄷꀋꁧ，ꋌꄚꇁꌠꆹꉈꃅ

ꋀꊇꐒꌌꆦꑝꌟꒉꄷꁧꂿꄷꌠ”
ꄷ。22ꄚ，ꌕꇊꆏꀊꅰꉉꀊꅰꊋꃤꑌ

ꇁ，ꄊꂷꌧꇱꀀꌠꒀꄠꊿꋌꀥꈌꉛꀕ

ꄉ，ꋌꑳꌠꆹꏢꄖꉬꌠꑠꊩꀽ。 

扫罗和大马士革的门徒同住
了些日子，20就在各会堂里宣传
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21凡听
见的人都惊奇，说：“在耶路撒
冷残害求告这名的，不是这人
吗？并且他到这里来，特要捆
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
22但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大
马士革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
基督。 

 

ꌕꇊꒀꄠꊿꄷꄉꁈꁧ 扫罗逃脱犹太人的谋害 
23ꊁꈍꑋꑍꐛꇬꆏ，ꒀꄠꊿꌕꇊꌉ

ꂿꄷꐮꇖ；24ꄚꋀꊇꏂꇫꏡꁈꆹꌕꇊꇱ

ꅉꐚꅜꀐ。ꋀꊇꑍꇁꌋꀋꐥꃅꇓꈓꄇ

ꂿꐏꄉꌕꇊꌉꏢꉨ。25ꋍꌶꌺꈧꌠꈊ

ꄮꃀꆏꈄꀕꂷꌊꋌꋀꎿꇓꈓꊖꉻꏭꌠ

ꇬꎭꄉꁧꎻ。 

23过了好些日子，犹太人商
议要杀扫罗；24但他们的计谋被
扫罗知道了。他们又昼夜在城
门守候，要杀他。25他的门徒就
在夜间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上缒
下去。 

 

ꌕꇊꑳꇊꌒꇌꐥ 扫罗在耶路撒冷 
26ꌕꇊꇁꌊꑳꇊꌒꇌꑟꇈ，ꌶꌺꈧ

ꌠꌋꆀꐯꌥꐮꂿꀕꄷꇬꆏ，ꌶꌺꈧꌠ

ꆹꋋꑌꌶꌺꉬꌠꋀꋌꀋꑇꄉꇫꏦꌐ。

27ꀠꇁꀠꀉꄂꋋꋩꋋꏦ，ꋌꏁꌊꁆꄻ

ꊩꌺꂿꆹ，ꌕꇊꆏꋌꈜꃀꇬꄉꌋꈍꃅꋌ

ꊌꂿ，ꌋꋍꏭꈍꃅꉉ，ꋌꈍꃅꄊꂷꌧ

ꇱꄉꉌꂵꀉꒉꃅꑳꌠꂓꄜꁊꌠꑠꋌꉉ

26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
门徒结交，他们却都怕他，不
信他是门徒。27惟有巴拿巴接待
他，领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
怎么看见主，主怎么向他说
话，他在大马士革怎么奉耶稣
的名放胆传道，都述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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ꎼꇁꌐ。28ꋋꈭꐨꆏ，ꌕꇊꑳꇊꌒꇌ

ꄉꌶꌺꌋꆀꈏꃹꉇꅐ，ꐮꑌꐯꑲ，ꉌ

ꂵꀉꒉꃅꑳꌠꂓꄜꄉꇗꅉꁊ。29ꄷꀋ

ꁧ，ꋌꑝꇂꉙꉉꌠꒀꄠꊿꌋꆀꐮꈌꀥ

ꉐꍣ，ꋀꊇꆏꏡꁈꏂꄉꌕꇊꋋꂷꌉꇫ

ꎭꏢꉨ。30ꌤꋌꐘꃺꑌꈧꌠꅉꐚꈭꐨ

ꆏ，ꌕꇊꋀꏃꇽꌒꆀꑸꒉꄉ，ꋌꋀꇤ

ꅷꄊꌚꉜꄉꁧꎻ。31ꀊꋨꄮꇬ，ꒀ

ꄠ、ꏤꆀꀕ、ꌒꂷꆀꑸꃅꄷꑇꊿꏓ

ꉻꈧꌠꃅꋬꂻꈨꅪꄉ，ꀊꅰꃅꄕꄻꄉ

ꀐ；ꌤꑞꀂꏽꑌꌋꏦꃪꇬꎷ，ꌃꎔꒌ

ꉌꌒꄀꅇꑌꋀꊌꄉ，ꋀꊻꂷꃷꁨꐤꅉ

ꀉꑌꅉꑟꀐ。 

28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
入来往，奉主的名放胆传道，
29并与说希腊话的犹太人讲论辩
驳；他们却想法子要杀他。30弟
兄们知道了，就送他下凯撒利
亚，打发他往大数去。31那时，
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
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
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
数就增多了。 

 

ꑳꆀꑷꆅꉃꌒ 以尼雅得医治 
32ꀺꄮꃄꇖꄹꊂꏮꐹꄮꇬ，ꋌꇁꌊ

ꑗꄊꀀꌠꌃꎔꌺꈧꌠꄷꑌꑟ；33ꊿꑳ

ꆀꑷꂓꇈ，ꄣꅐꄉꈈꇉꇬꃅꐎꉆꈓꀀ

ꀐꑠꂷꋌꊌꂿ。34ꀺꄮꇬꏭ：“ꑳꆀ

ꑷꀋ！ꆏꑳꌠꏢꄖꉃꌒꀐ，ꄓꄉꅽꈈ

ꇉꇙꌊꁧ”ꄷꇈ，ꋌꋋꇅꃅꄓꇁ

ꀐ。35ꊿꑗꄊꌋꆀꎭꇍꈁꀀꌠꃅꌤꋌ

ꐘꋀꂿꈭꐨꆏ，ꏮꌋꇂꃴꐥꇁꀐ。 

32彼得周流四方的时候，也
到了居住吕大的圣徒那里；33遇
见一个人，名叫以尼雅，得了
瘫痪，在褥子上躺卧八年。34彼
得对他说：“以尼雅，耶稣基督
医好你了，起来！收拾你的褥
子。”他就立刻起来了。35凡住
吕大和沙仑的人都看见了他，
就归服主。 

 

ꄏꏦꀱꐥꇁ 多加复活 
36ꒀꁁꇓꈓꇬꌋꅪꑇꊿꄊꀘꄊꂓ

ꑠꂷꐥ，ꁏꌊꑝꇂꉙꃅꇬꆏꄏꏦꄷ

（“ꄏꏦ”ꆹ“ꃪꍶ”ꄜ）；ꋌꌤꂄꎔꌠꀉꑌ

ꃅꀕ，ꎆꋚꀉꑌꃅꌌꊿꇇꀤ。37ꀊꋨ

ꄮꇬ，ꋌꆅꌦꄉ，ꊿꇱꌌꒈꋌꇈ，ꄻꆸ

ꄜꇬꄉ。38ꑗꄊꆹꒀꁁꌋꆀꀊꎴꃅꀋ

36在约帕有一个女徒，名叫
大比大，翻希腊话就是多加（“多

加”就是“羚羊”的意思）；她广行善
事，多施周济。37当时，她患病
而死，有人把她洗了，停在楼
上。38吕大原与约帕相近；门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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ꇢ；ꌶꌺꈧꌠꀺꄮꀊꄶꐥꌠꋀꈨꇬꆏ，

ꊿꑍꂷꋀꇤꅷꇫꂿꆹꄉꋍꏭ：“ꄉꄡ

ꇤꃅꉆꐥꃅꉪꄷꁧ”ꄷꈧꊰꀕꃅꇖ

ꂟ。39ꀺꄮꆏꑭꄑꄉꋀꐊꁧ，ꇫꑟꄮ

ꇬꆏ，ꋌꊿꏃꌊꆸꄜꆹ。ꃆꍸꃀꈧꌠ

ꃅꀺꄮꏢꁮꉆꄉꉩ，ꄏꏦꋀꈽꐤꄮꇬ

ꈁꈪꌠꀂꄁꈏꆏꌋꆀꃢꈜꉈꏭꈚꌠꋀ

ꄻꀺꄮꀨ。40ꀺꄮꋀꁳꅐꁧꌐꎻꈭꐨ

ꆏ，ꁡꊭꃄꇴꄂꄉꈼꂟ，ꏮꊿꂿꂷꌠ

ꏭꉜꄉ：“ꄊꀖꄊ！ꄓꇁ！”ꄷ，ꋌ

ꑓꋪꁉꇈ，ꀺꄮꋌꊌꂿꇬꆏ，ꋌꄓꇫ

ꑌꇁꀐ。41ꀺꄮꇇꎇꌊꄏꏦꋌꄖꀍꉀ

ꎼꇁ，ꌃꎔꌺꌋꆀꃆꍸꃀꈧꌠꏭꈐꏭꇁ

ꄷꇈ，ꄏꏦꀉꄻꀕꃅꋌꏮꋀꊇꁵ。

42ꌤꋌꐘꒀꁁꃅꄷꃅꈨꈴꌐꄉ，ꊿꈍ

ꑋꈨꌋꑇꀐ。43ꋍꈭꐨꆏ，ꀺꄮꒀꁁ

ꄉꑆꍀꇎꇷꊿꑭꂱꏤꅍꀉꑌꑍꀀ。 

听见彼得在那里，就打发两个
人去见他，央求他说：“快到我
们那里去，不要耽延。”39彼得
就起身和他们同去；到了，便
有人领他上楼。众寡妇都站在
彼得旁边哭，拿多加与她们同
在时所做的里衣外衣给他看。
40彼得叫她们都出去，就跪下祷
告，转身对着死人说：“大比
大！起来！”她就睁开眼睛，见
了彼得，便坐起来。41彼得伸手
扶她起来，叫众圣徒和寡妇进
去，把多加活活地交给他们。
42这事传遍了约帕，就有许多人
信了主。43此后，彼得在约帕一
个硝皮匠西门的家里住了多
日。 

 

ꀺꄮꌋꆀꇰꆀꑘ 彼得和哥尼流 

10 ꇽꌒꆀꑸꇓꈓꊿꇰꆀꑘꂒꂷ

ꐥ，ꋋꆹꑴꄊꆀꁥꌠꄷꌠꇬꂽ 10 在凯撒利亚有一个人，
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 

ꉐꏃꌋꂷ。2ꋋꆹꊿꌋꉪꌋꏡꇬꎷꂷ

ꉬ，ꋋꌋꆀꋍꏤꋋꑷꃅꏃꃅꌋꏦꃪ，

ꋀꊇꉹꁌꇇꀤꐨꀉꑌ，ꅉꀕꃅꏃꃅꌋ

ꂾꄉꈼꂟ。3ꋍꑍꁯꋒꐯꉐꆏ，ꋌꐛ

ꒌꇣꋲꌠꇬꄉꐝꉅꃅꏃꃅꌋꊩꌺꂷꇁ

ꌊꋍꄷꑟꌠꋌꂿ，ꋍꏭ：“ꇰꆀꑘ”
ꄷꇴ。4ꇰꆀꑘꍻꇬꀳꄉꏸꏦꏭꃅ：

“ꌋꀋ！ꑞꌤꐥ？”ꄷ。ꉬꉎꊩꌺ

ꆏ：“ꅽꈼꂟꅇꌋꆀꆏꊿꌢꎭꌠꇇꀤ

ꌠꃆꂮꏃꃅꌋꂾꑟꄉ，ꋌꆎꎺꄅꀐ。

5ꀋꃅꆏꊾꇤꅷꒀꁁꄉ，ꊿꑭꂱꄷꑌ

营的百夫长。2他是个虔诚人，
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
百姓，常常祷告神。3有一天，
约在下午三点，他在异象中明
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去，到
他那里，说：“哥尼流。”4哥尼
流定睛看他，惊怕说：“主啊！
什么事呢？”天使说：“你的祷告
和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已蒙
记念了。5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
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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ꄹꌠꀺꄮꂓꂶꌠꇴꌊꇁꄡꑟ。6ꋋꆹ

ꑆꍀꇎꇷꊿꑭꂱꂒꂷꏤꅍꀀ，ꑳꂶꌠ

ꆹꎿꋮꐛ”ꄷ。7ꋍꏭꉉꌠꉬꉎꊩꌺ

ꂶꌠꁧꈭꐨꆏ，ꇰꆀꑘꆹꋍꏤꇤꑭꑍ

ꂷꌋꆀꅉꀕꃅꋋꀨꎹꌠꂽꈏꇤꊋꇤꄉ

ꑇꑠꂷꋌꇴꌊꇁꄉ，8ꌤꐘꌠꋌꉉꋀꊇ

ꇰꇈ，ꋀꊇꋌꇱꇤꅷꒀꁁꉜꄉꁧꎻ。 

来。6他住在海边一个硝皮匠西
门的家里，房子在海边上。”7向
他说话的天使去后，哥尼流叫
了两个家人和常伺候他的一个
虔诚兵来，8把这事都述说给他
们听，就打发他们往约帕去。 

9ꊁꄹꉇ，ꋀꊇꇁꌊꇓꈓꀊꋨꂷꇬ

ꌋꆀꀊꎴꀋꇢꅉꑟ。ꀺꄮꂵꆤꂶꌠ

ꇬꆏꑲꏾꄉꈼꂟꆹ；10ꋌꀃꃀꂮꏭꃅꐙ

ꄉꋙꋠꏾ，ꊿꀊꋨꑷꋙꊭꒉꄎꑌꃅꄉ

ꇬꆏ，ꀺꄮꒌꅐꆟꅐꄉ，11ꂿꃅꁉꄉꌠ

ꋌꂿ，ꊵꑵꂷꀅꌳꀅꌳꃅꊰꀏꇁ，ꀋ

ꇊꆏꂪꌦꀉꒉꑠꁬꇖꎏꇬꄷꐒꄉꇈꎿ

ꃄꅉꇬꅞꄉꌠꌡ。12ꂪꌦꋌꁬꈐꏭꆏ

ꇖꑭꅑꌠꇙꀕ、ꁯꄸꆰꄸꌋꆀꃅꃴ

ꇬꉌꊭꉌꇓꑠꇫꐥꌐ。13ꉈꑴꃚꋒꑵ

ꋍꏭ：“ꀺꄮꀋ！ꄓꄉꋋꈨꌉꋠꇁ”
ꃅꈌꐚ。14ꀺꄮꆏ：“ꌋꀋ！ꑠꃅꀋ

ꉆꌠ，ꉢꐥꅷꇁꇬꋠꇐꎃꐚꌠꌋꆀꁧ

ꀋꎴꌠꋠꀋꋻ”ꄷ。15ꃚꋒꑍꃢꀕꌠ

ꃅꋍꏭ：“ꏃꃅꌋꄻꁦꎴꃅꄉꌠ，ꆏ

ꌌꋠꇐꎃꐚꌠꃅꄉꀋꉆ”ꄷ。16ꑠꃅ

ꊛꄉꌕꃢꐛꈭꐨꆏ，ꋋꇅꃅꂪꌦꀊꋩ

ꁬꎴꌊꉈꑴꂿꃅꇬꃹꁧꀐ。 

9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
城，彼得约在中午十二点上房
顶去祷告；10觉得饿了，想要
吃，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
候，彼得魂游象外，11看见天开
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
布，系着四角，缒在地上。12里
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
虫，并天上的飞鸟。13又有声音
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
吃。”14彼得却说：“主啊，这是
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
物，我从来没有吃过。”15第二
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
的，你不可当作俗物。”16这样
一连三次，那物随即收回天上
去了。 

17ꀺꄮꐛꒌꇣꋲꌠꋌꑵꆹꑞꄜꌠ

ꉬꂯꃅꉪꄅꐹꄮꇬꆏ，ꇰꆀꑘꊪꎼꇁꌠ

ꊩꌺꑭꂱꄰꇿꀀꃅꅲꅷꇫꑟꇁꀐ，ꋀ

ꀃꈈꉈꏭꉆꄉ：18“ꊿꀺꄮꄷꑌꄹꌠ

ꑭꂱꂓꂶꌠꄚꇬꀀꀕ？”ꃅꇴꄉ

ꅲ。19ꀺꄮꐛꒌꇣꋲꌠꉪꐺꑴꌦꄮꇬ

17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之间，
不知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
思。哥尼流所差来的人已经访
问到西门的家，站在门外，18喊
着问：“有称呼彼得的西门住在
这里没有？”19彼得还思想那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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ꆏ，ꌃꎔꒌꋍꏭ：“ꊿꌕꑻꆏꎷꇁ

ꀐ。20ꄓꀁꋌꒉꄉꑞꑌꄡꉪꃅꋀꐊ

ꁧ，ꑞꃅꆏ，ꋀꊇꆹꉢꁆꎼꇁꌠꉬ”
ꄷ。21ꄚꄉꀺꄮꀏꏭꄉꊿꀊꋨꈨꂿꒉ

ꇈ，ꋀꏭ：“ꉡꆹꊿꆍꇬꎷꂶꌠꉬ，ꆍ

ꑞꒉꄸꃅꉢꎷꇁꌠꉬ？”ꄷ。22ꋀꊇ

ꄹꇬ：“ꂽꉐꏃꌋꇰꆀꑘꆹꑖꊿꂷ

ꉬ，ꋌꏃꃅꌋꏦꃪꂷꉬꄉ，ꒀꄠꇩꃅ

ꋋꍗꋋꀴ。ꉬꉎꊩꌺꌃꎔꂷꇁꌊꋍꏭ

ꄐꌐ，ꋌꁳꆎꇴꌊꋍꏤꁧꄉ，ꅽꅇꅲ

ꎻꂿꄷ”ꄷ。23ꋀꊇꀺꄮꇱꋩꌊꈐ

ꏭꄉꄹꃥꄻ，ꋍꉔꀊꄶꈿ。 

象的时候，圣灵向他说：“有三
个人来找你。20起来！下去，和
他们同往，不要疑惑，因为是
我差他们来的。”21于是彼得下
去见那些人，说：“我就是你们
所找的人，你们来是为什么缘
故？”22他们说：“百夫长哥尼流
是个义人，敬畏神，为犹太通
国所称赞。他蒙一位圣天使指
示，叫他请你到他家里去，听
你的话。”23彼得就请他们进
去，住了一宿。 

ꊁꄹꉇꆏ，ꀺꄮꑭꄑꋀꐊꁧ，ꉈꑴ

ꒀꁁꃺꑌꈍꑋꑼꑌꋋꐊꁧ。24ꉈꑴꊁ

ꄹꉇꆏ，ꋀꊇꇁꇽꌒꆀꑸꑟ，ꇰꆀꑘꆹ

ꋍꏣꃀꏣꑟꌋꆀꋍꐋꀨꐊꋧꈩꋧꌠꋌ

ꇴꌊꋍꅍꄉꋀꇁꉚꇫꐥꇈ。25ꀺꄮꑳ

ꃹꆸꄮꇬꆏ，ꇰꆀꑘꇫꋩꇁꇈ，ꇇꑭꃃ

ꇵꀕꀺꄮꂾꅞꄉꀍꃈꄚ。26ꀺꄮꆏꋋ

ꈻꄉ：“ꆏꄓꇁ，ꉡꑌꊾꂷꄹ”
ꄷ。27ꀺꄮꌋꆀꇰꆀꑘꑋꌧꈿꅉꃅꀁ

ꇬꃹꆹꄮꇬꆏ，ꊿꈍꑋꃅꏓꀊꄶꐥꌠ

ꀺꄮꂿ。28ꄚꄉꀺꄮꋀꏭ：“ꒀꄠꊿ

ꌋꆀꇩꏤꀉꁁꊿꐮꅍꒈꇁꑠꆹꃷꋪꇬ

ꀋꊒꌠꆍꅉꐚ。ꄚ，ꏃꃅꌋꆹꉠꏯꊿ

ꈀꄸꂷꉬꄿꂿ，ꌌꎃꐚꇈꁧꀋꎴꌠꃅ

ꉜꀋꉆꄷꄐꂘꀐ。29ꑠꅹ，ꋀꊇꉡꇴ

ꇀꄮꇬ，ꉢꇖꀋꅔꃅꇁ。ꉢꀋꃅꆍ

ꅲ，ꆍꉡꇴꌊꄚꇬꑞꃅꇁꌠꉬ？”
ꄷ。 

次日起身和他们同去，还有
约帕的几个弟兄同着他去。24又
次日，他们进入凯撒利亚，哥
尼流已经请了他的亲属、密友
等候他们。25彼得一进去，哥尼
流就迎接他，俯伏在他脚前拜
他。26彼得却拉他说：“你起
来，我也是人。”27彼得和他说
着话进去，见有好些人在那里
聚集，28就对他们说：“你们知
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
往，本是不合例的，但神已经
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
作俗而不洁净的。29所以我被请
的时候，就不推辞而来。现在
请问：你们叫我来有什么意思
呢？” 

30ꇰꆀꑘꆏ：“ꃅꐎꇖꑍꂾ，ꀋꃅ 30哥尼流说：“前四天，这个



ꁆꄻꊩꌺꃅꐨ  10 400 使徒行传  10 
 

ꋋꄮꇄꌠꇬ，ꉢꀁꇬꄉꁯꋒꐯꉐꃢꌠ

ꈼꂟꄮꇬꆏ，ꋋꇅꃅꊿꀂꄁꁤꇅꇄꈬ

ꈚꑠꂷꇁꉠꂴꆽꉆꄉ：31‘ꇰꆀꑘꀋ！

ꅽꈼꂟꅇꆹꏃꃅꌋꊌꈨꀐ，ꆏꊿꌢꎭ

ꌠꇇꀤꌠꑌꏃꃅꌋꂾꑟꀐꄉ，ꋌꆎꎺ

ꄅꀐ。32ꆏꊾꈨꇤꅷꒀꁁꄉ，ꀺꄮꄷ

ꌠꑭꂱꂶꌠꇴꌊꇁ，ꋋꆹꎿꋮꇬꑆꍀ

ꇎꇷꊿꑭꂱꏤꅍꐥ”ꄷ。33ꑠꅹ，ꉢ

ꋋꇅꃅꊿꉢꇤꅷꆎꇴꆹ，ꆏꇁꑲꆏꍑ

ꐯꍑꀐ，ꀋꃉꉪꊇꈀꄸꑌꏃꃅꌋꂾ

ꄉ，ꅇꂷꌋꅽꏯꈁꉉꈧꌠꅲ”ꄷ 

时候，我在家中守着下午三点
的祷告，忽然有一个人穿着光
明的衣裳，站在我面前，31说：
‘哥尼流，你的祷告已蒙垂听，
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已蒙记
念了。32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
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
在海边一个硝皮匠西门的家
里。’33所以我立时打发人去请
你。你来了很好，现今我们都
在神面前，要听主所吩咐你的
一切话。” 

 

ꀺꄮꇰꆀꑘꏤꅍꄉꇗꅉꄜ 彼得在哥尼流家中讲道 
34ꀺꄮꈌꋊꄉ：“ꏃꃅꌋꈐꀋꍣ

ꉈꀋꍣꌠꇯꍝꃅꉢꉜꅐꇁꀐ。35ꊿꏃ

ꃅꌋꏦꃪꄉꌤꆿꑖꉬꌠꀉꄂꃅꌠꆏ，

ꇩꏤꑞꂷꇬꄉꇁꌠꉬꄿꂿ，ꌋꉌꇿꃅ

ꇫꊪꌠꉬ。36ꏃꃅꌋꆹꑳꌠꏢꄖ（ꋋꆹ

ꐥꇐꈀꐥꌠꌋꉬ）ꇇꄧꈴꄉꌒꅇꄮꐽ

ꌠꁊ，ꇗꅉꋋꏢꄻꑱꌝꆀꊿꇖ。37ꅇ

ꋋꈨꆹꒀꉴꋋꑣꏦꃤꄜꉺꈭꐨ，ꏤꆀ

ꀕꄉꅑꅸꒀꄠꃅꄷꃅꁊꈴ。38ꏃꃅꌋ

ꈍꃅꌃꎔꒌꌋꆀꊋꃤꌌꇂꌒꇍꊿꑳꌠ

ꌐꋉꌠꑠꆹꉬꇮꃅꆍꅉꐚꌐ。（ꑱꌝꆀꊿ

ꏦꃤꇬꈴꇬ，ꊾꂷꃰꃅꄺꄮꇬ，ꅿꉗꌒꋌꌌꋍꀂꏾꎭꄉꋋ

ꆹꃰꃅꉬꀐꄷꃅꑠꃅꑵ。）ꋌꃄꇖꄹꊂꏮꄉꌤ

ꂄꎔꌠꃅ，ꊿꑊꋌꌌꁈꇱꍅꍑꄉꌠꋌ

ꉃꌒ，ꋍꑠꆹꏃꃅꌋꋌꈽꐤꒉꄸ。 

34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
神是不偏待人。35原来各国中，
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
悦纳。36神借着耶稣基督（他是
万有的主）传和平的福音，将
这道赐给以色列人。37这话在约
翰宣传洗礼以后，从加利利
起，传遍了犹太。38神怎样以圣
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
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
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
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 

39ꋌꒀꄠꊿꃅꄷꌋꆀꑳꇊꌒꇌꄉ

ꈀꃅꌠꌤꈧꌠꆹꉪꊇꇫꅇꊪꌬ。ꄚ，

ꋀꊇꆏꋌꋀꄻꌩꇬꄀꄉꌉꇫꎭ。40ꌕ

39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
撒冷所行的一切事，有我们作
见证。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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ꑍꐛꄹꉇꆏ，ꏃꃅꌋꋌꁳꀱꐥꇁꇈꊿ

ꂾꅐꇁꎻ。41ꋍꑠꆹꄻꉹꁌꇬꈀꐥꌠ

ꀨꌠꀋꉬꃅ，ꄻꊿꂴꇯꆐꏃꃅꌋꇱꌋ

ꌊꋍꅇꊪꌬꈧꌠꀨꌠꉬ，ꑠꆹꉪꊇꊿꋌ

ꌦꈬꇬꄉꀱꐥꇁꈭꐨꋋꌋꆀꐯꈽꋙꋠ

ꒉꅝꈧꌠꉬ。42ꋌꉪꏭꇗꅉꁊꉹꁌꇰ

ꄷ，ꉪꁳꑳꌠꆹꏃꃅꌋꇱꌊꄻꄉꌠꉬ

ꌠꊩꀽꎻ，ꉈꑴꉪꁳꋋꆹꐥꊿ、ꌦꊿ

ꀞꇽꌠꌋꂶꌠꉬꌠꊩꀽꎻ。43ꅉꄜꊿ

ꈀꐥꌠꑌꋍꎁꃅꅇꊪꌬꄉ：‘ꊿꋋꈁ

ꑇꌠꆏ，ꀋꎪꃅꋍꂓꒉꄸꃅꑽꃤꈧꌠ

ꏆꃤꊌ’ꄷ”ꄷ。 

杀了。40第三日，神叫他复活，
显现出来；41不是显现给众人
看，乃是显现给神预先所拣选
为他作见证的人看，就是我们
这些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
他同吃同喝的人。42他吩咐我们
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
定的，要作审判活人、死人的
主。43众先知也为他作见证，
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
名，得蒙赦罪。’” 

 

ꉇꉻꊿꌃꎔꒌꊪ 外邦人领受圣灵 
44ꀺꄮꅇꂷꋋꈨꉉꑴꌦꄮꇬ，ꌃ

ꎔꒌꇁꊿꇗꅉꈀꅲꈧꌠꇭꀧꇬꌵ

ꀐ。45ꌐꍓꏦꃤꍬꇈꀺꄮꌋꆀꐮꐊꇁ

ꌠꑇꊿꈧꌠꆏ，ꌃꎔꒌꑆꊋꈁꁠꇁꉇ

ꉻꊿꇭꀧꇬꌵꌠꋀꂿꄉ，ꋀꋌꇰꌐ。

46ꑞꃅꆏ，ꊿꈧꌠꃅꄷꉙꉉꄉ，ꏃꃅꌋ

ꆹꇰꀋꃀꌠꃅꀮꄑꌠꋀꈨ。ꄚꄉꀺꄮ

ꆏ：47“ꊿꋋꈨꌃꎔꒌꊪꀐꑲꆏ，ꉪ

ꊇꌋꆀꐯꌟꀐ，ꈀꄸꂷꀆꐒꌌꋀꋋꑣ

ꌠꑠꏢꇋꄎ？”ꄷ。48ꄚꄉꋌꑳꌠꏢ

ꄖꂓꄜꄉꋀꇭꀧꋋꑣꄷꉉ。ꀺꄮꋀ

ꇴꌊꋀꄷꀉꑌꑍꐥ。 

44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
灵降在一切听道的人身上。45那
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
见圣灵的恩赐也浇在外邦人身
上，就都希奇；46因听见他们说
方言，称赞神为大。于是彼得
说：47“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
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
们施洗呢？”48就吩咐奉耶稣基
督的名给他们施洗。他们又请
彼得住了几天。 

 

ꀺꄮꑇꊿꏓꉻꏭꄛꇰ 彼得向耶路撒冷教会报告 

11 ꁆꄻꊩꌺꌋꆀꒀꄠꃅꄷꃺꑌ

ꋍꏅꃅꉇꉻꊾꑌꏃꃅꌋꇗꅉ 11 使徒和在犹太的众弟兄
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 

ꊪꀐꄷꌠꋀꈨꀐ。2ꀺꄮꑳꇊꌒꇌꆸ

ꄮꇬꆏ，ꌶꌺꌐꍓꏦꃤꍬꈧꌠꀺꄮꌋ

的道。2及至彼得上了耶路撒
冷，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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ꆀꐮꅔꀥꄉ，ꋀꊇꀺꄮꏭ：3“ꆏꊿꌐ

ꍓꏦꃤꀋꃅꌠꅍꆹꄉ，ꋀꈽꄉꋙꋠ

ꀐ”ꄷ。4ꄚꄉꀺꄮꈌꋊꄉꌤꋌꐘꂴ

ꊁꃅꉉꋀꇰ：5“ꉢꒀꁁꇓꈓꄉꈼꂟ

ꄮꇬ，ꉠꒌꅐꆟꅐꄉ，ꐛꒌꇣꋲꌠꉢ

ꂿ，ꊵꑵꂷꀅꌳꀅꌳꃅꊰꀏꇁ，ꀋꇊ

ꆏꂪꌦꀉꒉꇖꎏꇬꄷꐒꄉꌠꌡꑠꁬ，

ꂿꃅꇬꄉꊰꇁꉠꃀꅞ。6ꑓꋪꉈꀋꈻ

ꃅꉢꍻꇬꀳꄈꄮꇬꆏ，ꂪꌦꋌꁬꈐꏭ，

ꇖꑭꅑꌠꇙꀕꌋꆀꑋꁮꉆꁮ、ꁯꄸ

ꆰꄸ、ꃅꃴꇬꉌꊭꉌꇓꑠꐥ。7ꉈꑴ

ꃚꋒꑵꉠꏯ：‘ꀺꄮꀋ！ꄓꄉꋋꈨꌉ

ꋠꇁ’ꃅꈌꐚ。8ꉡꆏ：‘ꌋꀋ！ꑠꃅ

ꀋꉆ，ꉢꐥꅷꇁꋠꇐꎃꐚꌠꌋꆀꁧꀋ

ꎴꌠꑠꄻꉠꈌꇬꊐꀋꋻ’ꄷ。9ꑍꃢ

ꀕꌠ，ꃚꋒꃅꃴꇬꄉ：‘ꏃꃅꌋꄻꁦ

ꎴꃅꄉꌠ，ꆏꌌꋠꇐꎃꐚꌠꃅꄉꀋ

ꉆ’ꄷꉉ。10ꑠꃅꊛꄉꌕꃢꐛꈭꐨ

ꆏ，ꑞꑌꎴꌊꀱꉈꑴꂿꃅꇬꃹꁧꀐ。

11ꀊꋨꇅꇬꆏ，ꊿꇽꌒꆀꑸꄉꇤꅷꉡ

ꇴꇁꑠꌕꑻꇁꑳꉢꇬꀀꂶꌠꂾꉆ。

12ꌃꎔꒌꉠꏯꑞꑌꄡꉪꃅꋀꐊꁧꄷ

ꉉ。ꉡꐊꁧꌠꉈꑴꃺꑌꋋꃘꑼꐥꑴ

ꌦ，ꉪꊇꐯꇯꊿꀊꋨꑷꅍꃹꆹꌐ（ꅀ

“ꋀꊇꌋꆀꉪꊇꌌꊨꄅꄡꄉ”ꄷꑌꍑ）。13ꊿꂶ

ꌠꉉꉪꇰ，ꋌꈍꃅꉬꉎꊩꌺꂷꋍꑳꇬ

ꉆꄉ，ꋍꏭ：‘ꆏꊾꇤꅷꒀꁁꄉ，ꊿ

ꀺꄮꄷꌠꑭꂱꂶꌠꇴꌊꇁ。14ꋌꅇꂷ

ꈨꉉꆎꇰꄉ，ꆎꌋꆀꆍꏤꋋꑷꃅꈭꋏ

ꊌꉆꎻ’ꄷ。15ꉢꈌꋊꄉꉉꄮꇬꆏ，

ꌃꎔꒌꀋꉊꇁꉪꇭꀧꇬꈁꌵꌠꌟꃅꇁ

辩说：3“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
家和他们一同吃饭了。”4彼得就
开口把这事挨次给他们讲解，
说：5“我在约帕城里祷告的时
候，魂游象外，看见异象，有
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
着四角，从天缒下，直来到我
跟前。6我定睛观看，见内中有
地上四足的牲畜和野兽、昆
虫，并天上的飞鸟。7我且听见
有声音向我说：‘彼得，起来！
宰了吃。’8我说：‘主啊，这是不
可的。凡俗而不洁净的物从来
没有入过我的口。’9第二次，有
声音从天上说：‘神所洁净的，
你不可当作俗物。’10这样一连
三次，就都收回天上去了。11正
当那时，有三个人站在我们所
住的房门前，是从凯撒利亚差
来见我的。12圣灵吩咐我和他们
同去，不要疑惑（或作“不要分别等

类”）。同着我去的，还有这六位
弟兄，我们都进了那人的家。
13那人就告诉我们，他如何看见
一位天使站在他屋里，说：‘你
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
得的西门来，14他有话告诉你，
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
15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
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
样。16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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ꋀꇭꀧꇬꌵ。16ꄚꄉꉡꆹꌋꅇ：‘ꒀ

ꉴꆹꀆꐒꌌꊿꋋꑣ，ꄚ，ꆍꊇꆏꌃꎔ

ꒌꌌꋋꑣꌠꆍꊌ’ꄷꇫꌠꉢꎺꇁ。

17ꏃꃅꌋꆹꉪꊇꌋꑳꌠꏢꄖꑇꄮꇬꑆ

ꊋꈁꁠꄻꉪꊇꁵꌠꌟꃅ，ꑆꊋꈁꁠꋌ

ꄻꋀꊇꁵꑲꆏ，ꉡꆹꈀꄸꉥ，ꏃꃅꌋꇊ

ꄎꂯ？”ꄷ。18ꉹꁌꈧꌠꅇꋋꈨꀕꈭ

ꐨꆏ，ꁱꀋꐭꃅꀑꒉꑊꒉꀉꄂꄻꏃꃅ

ꌋꄀꄉ：“ꑠꃅꉜꎼꇁꇬ，ꏃꃅꌋꑆ

ꊋꈁꁠꄻꉇꉻꊾꑌꇖꄉ，ꋀꁳꉪꁏꄺ

ꀱꄉꀑꇬꊌꎻꌠꉬꀐ”ꄷ。 

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
灵的洗。’17神既然给他们恩
赐，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
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是谁，
能拦阻神呢？”18众人听见这
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与
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
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
了。” 

 

ꀊꄝꀊꑇꊿꏓꉻꇬ 在安提阿的教会 
19ꌦꄝꃔꌤꐘꌠꒉꄸꃅꊿꌌꆼꍅ

ꆹꆋꇈꁭꁘꁧꌠꌶꌺꀊꋨꈨ，ꈛꎼꅷ

ꃏꆀꏸ、ꌏꁍꇊꌦꌋꆀꀊꄝꀊꑟ。

ꋀꊇꆹꌞꀉꁁꊿꏭꇗꅉꀋꄜꃅ，ꒀꄠ

ꊿꏭꀉꄂꄜ。20ꄚ，ꋀꊇꈬꄔꇬꌏꁍ

ꇊꌦꌋꆀꇴꆀꆾꄉꇁꌠꊾꈨ，ꋀꊇꆹ

ꀊꄝꀊꑟꇬꑝꇂꊿꏭꑌꌋꑳꌠꃆꂮꉉ

ꄜ（ꀊꆨ꒰ꀨꋍꈨꇬꆏ“ꑝꇂꉙꉉꌠꒀꄠꊿꏭꑌꌋꑳ

ꌠꃆꂮꉉꄜ”ꃅꅑꌠꐥ）。21ꌋꋀꈽꐥ，ꊿꑇ

ꄉꀱꌊꌋꊂꈹꇁꌠꈍꑋꃅꐥꀐ。22ꅇ

ꂷꋋꈨꆹꊿꉉꌊꑳꇊꌒꇌꑇꊿꏓꉻꊿ

ꅳꀧꇬꃹꄉ，ꀠꇁꀠꋀꇤꅷꀊꄝꀊꁧ

ꎻ。23ꋌꀊꄶꑟꇬꆏ，ꏃꃅꌋꄻꊾꇖ

ꌠꑆꊋꋌꂿꇈ，ꋌꉌꇿꑓꇿ，ꋌꉹꁌ

ꏭꈐꊟꊋꊡ，ꉌꃀꉪꄉꏤꄉꇈꐥꍂꃅ

ꏃꃅꌋꉘꇉꐥꄷ。24ꀠꇁꀠꋋꂷꆹꊿ

ꂂꂷꉬ，ꋌꌃꎔꒌꇱꌵꈴꄉ，ꑇꐨꉌ

ꊋꀉꒉꃅꑌ，ꄚꄉꊿꀉꑌꈨꌋꇂꃴꐥ

ꇁꀐ。25ꋌꉈꑴꄊꌚꄉꌕꇊꎹꁧ，26ꎹ

19那些因司提反的事遭患难
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
塞浦路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
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20但
内中有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
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腊人传
讲主耶稣（有古卷作“也向说希腊话的

犹太人传讲主耶稣”）。21主与他们同
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
22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
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
去，走到安提阿为止。23他到了
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
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
久靠主。24这巴拿巴原是个好
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
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25他又
往大数去找扫罗，26找着了，就
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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ꊊꈭꐨꆏ，ꋌꏃꌊꀊꄝꀊꁧ，ꋀꊇꃅ

ꐎꋍꈓꂷꑇꊿꏓꉻꇬꄉꐯꏑꄉ，ꊿꈍ

ꑋꉙꂘꀐ。ꌶꌺꌌꏢꄖꑇꊿꄷꂓꄉ

ꌠꆹꀊꄝꀊꄉꁧꎼꇁꌠ。 

年的工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
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
是从安提阿起首。 

27ꀊꋨꄮꇬ，ꅉꄜꊿꈍꑍꑹꑳꇊ

ꌒꇌꄉꇁꀊꄝꀊꑟ。28ꋀꊇꇢꊭꑸꏦ

ꁬꂒꂷꐥ，ꋌꄓꇬꉆꄉ，ꌃꎔꒌꇇꄧ

ꈴꄉꃅꑆꋌꁬꇂꃴꃱꉩꄸꌋꑠꇫꅐꂯ

ꀐꌠꄇꇖꀕꃅꋌꄜꎼꇁ；ꋍꑠꇱꇅꄂ

ꃰꃅꏱꄮꇬꆏꇯꍝꃅꅇꅐꀐ。29ꄚꄉ

ꌶꌺꈧꌠꉪꄉꏤꄉ，ꊨꏦꈁꄐꅍꃅꎆ

ꋚꅐꌊꒀꄠꀀꌠꃺꑌꈧꌠꇇꀤꁧ。

30ꋀꊇꆏꑠꃅꀕ，ꎆꋚꄔꎼꇁꈧꌠꏮꀠ

ꇁꀠꌋꆀꌕꇊꑋꇱꄉꎭꌊꅡꈭꌟꒉꈧ

ꌠꄷꑟꎻ。 

27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
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28内中
有一位，名叫亚迦布，站起
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
饥荒；这事到革老丢年间果然
有了。29于是门徒定意，照各人
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
太的弟兄。30他们就这样行，把
捐项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
老那里。 

 

ꑸꇱꊿꌉꌦ，ꀺꄮꊿꈢꏦꑳꊐ 雅各被杀和彼得被关押 

12 ꀊꋨꄮꇬ，ꑝꇊꌅꃀꇇꐛꄉꑇ

ꊿꏓꉻꇬꊿꈍꑍꑹꋌꒃꌊ 12 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
教会中几个人，2用刀杀 

ꈠ，2ꅅꃅꌊꒀꉴꃺꃶꑸꇱꋀꌉꇫ

ꎭ。3ꌤꋌꐘꒀꄠꊿꇫꉌꃹꌠꋌꂿꇬ

ꆏ，ꉈꑴꀺꄮꒃꒈꌦ。ꀊꋨꄮꇬꆹ，

ꄧꀕꃅꎬꃚꃔꋌꀋꇱꎺꄅꃅꑍꄹꉇ

ꉬ。4ꑝꇊꆹꀺꄮꋌꒃꌊꈢꏦꑳꇬꊐ

ꄉ，ꋌꏮꂽꇖꁥꁳꐏꄉꎻ，ꂽꋍꁥꌠꆏ

ꊿꇖꑻ；ꑝꇊꆹꐂꈴꎺꄅꋩꑍꈭꐨꑲ

ꆀꀺꄮꈻꌊꉹꁌꂾꄉꀞꏢꉨ。5ꄚꄉ

ꀺꄮꋌꇱꈢꏦꑳꇬꊐꄉ；ꑇꊿꏓꉻꇬ

ꆹꏟꈯꀕꃅꋍꎁꃅꈼꂟ。 

了约翰的哥哥雅各。3他见犹太
人喜欢这事，又去捉拿彼得。
那时正是除酵的日子。4希律拿
了彼得，收在监里，交付四班
兵丁看守，每班四个人，意思
要在逾越节后把他提出来，当
着百姓办他。5于是彼得被囚在
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地祷告
神。 

6ꋌꑝꇊꀖꌌꇁꂯꂴꄹꉖꌠꆏ，ꀺ

ꄮꎸꉗꑍꏮꌌꊿꎤꄉ，ꋌꂽꑍꂷꌠꈬ

ꄔꇬꀀ，ꐏꂽꈧꌠꑌꉈꏭꉆꄉꀃꈈ

6希律将要提他出来的前一
夜，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睡
在两个兵丁当中。看守的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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ꐏ。7ꋋꇅꃅꌋꊩꌺꂷꇁꌊꋍꏢꁮꇬ

ꉆꄉ，ꑳꋋꂷꃅꋌꁨꁤꇅꀕ，ꉬꉎꊩ

ꌺꀺꄮꀄꃹꇬꏪꄉ，ꀺꄮꋌꏪꀀꑌꇁ

ꇈ，ꇬꏭ：“ꉆꐥꃅꄓꇁ！”ꄷ，ꎸꉗ

ꋓꌠꋍꇇꇬꄉꁮꁧꀐ。8ꉬꉎꊩꌺꋍ

ꏭ：“ꐧꃬꉊꄉ，ꑬꅮꅑꄉ”ꄷ。

ꀺꄮꋍꉉꅇꈴꄉꃅ。ꉬꉎꊩꌺꉈꑴꇬ

ꏭ：“ꃢꈜꉈꏭꈫꌠꈚꄉꉡꐊꇁ”
ꄷꌦ。9ꀺꄮꅐꋍꊂꈹꇁ，ꉬꉎꊩꌺꈀ

ꃅꌠꆹꇯꍝꌠꉬꌠꋌꇫꅉꀋꐚꃅꐛꒌ

ꇣꋲꌠꀉꄂꉬꎼꈀ。10ꏦꑳꈐꏭꑳꋍ

ꁨꀕꌠꌋꆀꑍꁨꀕꌠꈳꅐꈭꐨꆏ，ꇁ

ꌊꎸꅍꀃꈈꏦꈜꈛꁧꐛꁬꌠꇬꑟ，ꀃ

ꈈꁬꌠꋍꊨꏦꃅꁉꄉꀐ。ꋀꊇꅐꇁ，

ꏦꈜꋍꏢꇬꈴꈭꐨꆏ，ꉬꉎꊩꌺꀺꄮ

ꀋꐊꃅꐞꁧꀐ。11ꀺꄮꎺꐚꑓꄧꇁ

ꄉ：“ꌋꋍꊩꌺꋌꁆꌊꑝꇊꇇꈐꌋꆀ

ꒀꄠꋍꏅꉘꇉꐨꇬꄉ，ꉢꋌꈭꋏꌊꇁ

ꌠ，ꀋꃉꆏꇯꍝꃅꉢꅉꐚꀐ”ꄷ。 

在门外看守。7忽然有主的一个
使者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
耀，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拍醒
了他，说：“快快起来！”那铁链
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8天使对
他说：“束上带子，穿上鞋。”他
就那样做。天使又说：“披上外
衣，跟着我来。”9彼得就出来跟
着他，不知道天使所做是真
的，只当见了异象。10过了第一
层、第二层监牢，就来到临街
的铁门，那门自己开了。他们
出来，走过一条街，天使便离
开他去了。11彼得醒悟过来，
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
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
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 

12ꊼꇅꉪꇈ，ꋌꎼꒀꉴꄷꑌꄹꌠ

ꂶꈌꂶꌠꀉꂿꂷꆀꑸꏤꅍꉜꄉꁧ，ꀊ

ꄶꇬꊿꀉꑌꈨꐯꏑꌊꋍꈜꄉꈼꂟ。

13ꀺꄮꀃꈈꉈꏭꁬꌠꇬꅥꇬꆏ，ꁏꃀꇊ

ꄊꂓꑠꂷꅐꇬꉚꇁ。14ꀺꄮꃚꋒꋌꅲ

ꅐꇁꇬꆏ，ꋌꇿꌌꀃꈈꁉꌠꀋꎺꃅ，ꀥ

ꀁꇬꊿꈧꌠꏭ：“ꀺꄮꀃꈈꁭꑭ

ꉆ”ꄷ。15ꋀꊇꆏ：“ꆏꃶꀐ

ꅀ？”ꄷ。ꁏꃀꂶꌠꀊꅰꃅ：“ꇯ

ꍝꃅꋌꉬ”ꄷ，ꋀꊇꆏ：“ꈍꃅꑌꋍ

ꉬꉎꊩꌺꉬꌠ”ꄷ。16ꀺꄮꀋꆏꃅꀃ

ꈈꇬꅥ。ꀃꈈꋀꁉꎼꇁꇈ，ꋌꋀꊌꂿ

12想了一想，就往那称呼马
可的约翰，他母亲马利亚家
去，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
告。13彼得敲外门，有一个使
女，名叫罗大，出来探听；14听
得是彼得的声音，就欢喜得顾
不得开门，跑进去告诉众人
说：“彼得站在门外。”15他们
说：“你是疯了。”使女极力地
说：“真是他。”他们说：“必是
他的天使。”16彼得不住地敲
门。他们开了门，看见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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ꇬꆏ，ꋀꋌꇰꈌꉛꀕ。17ꀺꄮꆏꇇꉈ

ꄉꋀꏭꄡꁵꍃꃅꄉꄷꇈ，ꌋꈍꃅꄉꋌ

ꏁꏦꑳꇬꄉꅐꇁꌠꋌꉉꋀꊇꇰ，ꋌꉈ

ꑴ：“ꆍꊇꌤꋌꐘꉉꑸꇱꌋꆀꃺꑌꊈ

ꇰꒉ”ꄷ。ꄚꄉꋌꅐꁧꇈꀉꁁꃅꄷ

ꉜꄉꁧꀐ。 

甚惊奇。17彼得摆手，不要他们
作声，就告诉他们主怎样领他
出监；又说：“你们把这事告诉
雅各和众弟兄。”于是出去，往
别处去了。 

18ꃅꄜꐛꐎꄮꇬꆏ，ꀺꄮꇿꇬꉜꄉ

ꁧꀐꌠꂽꈧꌠꇫꅉꀋꐚꄉꃵꋩꌊꇬꀥ

ꐺ。19ꑝꇊꀺꄮꎹꇈꎹꀋꊌꇬꆏ，ꋌ

ꇁꏦꑳꐏꂽꈧꌠꏭꇔꅲ，ꅇꁵꄉꋀꊇ

ꈻꌊꌉꇫꎭꒉꄷ。ꊁꆏꑝꇊꒀꄠꃅꄷ

ꐞꄉꇽꌒꆀꑸꁧꇈ，ꀊꄶꇬꀀ。 

18到了天亮，兵丁扰乱得
很，不知道彼得往哪里去了。
19希律找他，找不着，就审问看
守的人，吩咐把他们拉去杀
了。后来希律离开犹太，下凯
撒利亚去，住在那里。 

 

ꑝꇊꌅꃀꌦꀐ 希律王的死 
20ꑝꇊꆹꄫꇊ、ꑭꄓꊿꈧꌠꊂꇨ

ꇅꃃ。ꋀꃅꄷꀊꋩꈚꆹꌅꃀꏱꅉꇬꄉ

ꋚꊊ，ꑠꅹ，ꋀꊇꌅꃀꀀꅉꏲꌠꇛꌺꀨ

ꇁꌦꄖꋀꊂꎭꌊꑝꇊꏭꀑꑊꎹꄉꐮꄮ

ꐮꄻꄷꇖꂟ。21ꃅꑍꏤꄉꄹꉇꆏ，ꑝ

ꇊꆹꌅꃀꃢꈜꈚꇈꋍꀞꇽꑋꅉꇬꑌꄉ

ꋀꏭꅇꎴꉉ。22ꉹꁌꈧꌠ：“ꑠꆹꏃ

ꃅꌋꃚꋒꉬ，ꊿꃚꋒꀋꉬ”ꃅꏅ。

23ꑝꇊꆏꀑꒉꑊꒉꏮꏃꃅꌋꀋꄀ，ꑠ

ꅹ，ꌋꉬꉎꊩꌺꄷꄉꇇꈤꃅꑗꉘꇁꋌ

ꌶ，ꋌꁯꄸꇱꑝꌗꈙꀐ。24ꏃꃅꌋꇗ

ꅉꆏꋍꑍꋍꉙꃅꌄꆣꇁꄉ，ꀊꐯꃅꁊꈴ

ꀐ。25ꀠꇁꀠꌋꆀꌕꇊꑋꋀꊾꇲꄻꌠ

ꌤꋌꐘꃅꌐꈭꐨꆏ，ꋍꑊꀱꑳꇊꌒꇌ

ꁧ，ꂶꈌꄷꑌꄹꌠꒀꉴꂶꌠꋍꑊꏃꁧ

（ꀊꆨ꒰ꀨꋍꈨꇬꆏ“ꑳꇊꌒꇌꄉꀱꇁ”ꃅꅑꌠ

ꐥ）。 

20希律恼怒推罗、西顿的
人。他们那一带地方是从王的
地土得粮，因此就托了王的内
侍臣伯拉斯都的情，一心来求
和。21希律在所定的日子，穿上
朝服，坐在位上，对他们讲论
一番。22百姓喊着说：“这是神
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23希
律不归荣耀给神，所以主的使
者立刻罚他，他被虫所咬，气
就绝了。24神的道日见兴旺，越
发广传。25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了
他们供给的事，就回到耶路撒
冷（有古卷作“就从耶路撒冷回来”），带
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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ꀠꇁꀠꌋꆀꌕꇊꑋꊪꎼꁧ 差遣巴拿巴和扫罗 

13 ꀊꄝꀊꑇꊿꏓꉻꇬꆏ，ꅉꄜꊿ

ꌋꆀꂘꃀꈍꑍꑹꐥ，ꋀꊇꆹ 13 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
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 

ꀠꇁꀠꌋꆀꆀꏣꄷꌠꑭꂴ、ꇴꆀꆾꊿ

ꇊꐋ、ꏱꅉꀁꐯꌠꌅꃀꑝꇊꈽꀉꒉꌠ

ꂷꆃ、ꌕꇊꃅꋋꈨꉬ。2ꋀꊇꌋꏭꈼ

ꂟ，ꋚꈻꄮꇬ，ꌃꎔꒌꋀꊇꏯ：“ꉠ

ꎁꃅꀠꇁꀠꌋꆀꌕꇊꑋꌋꎼꇁꄉ，ꋍ

ꑊꁳꌤꉢꄻꋍꑊꁵꃅꈧꌠꃅꁧꎻ”

ꄷ。3ꄚꄉꋚꈻꄉꈼꂟ，ꇇꐛꋍꑊꀂ

ꏾꇬꄀꇈ，ꋍꑊꋀꇤꅷꁧꀐ。 

巴拿巴和称呼尼结的西面、古
利奈人路求，与分封之王希律
同养的马念并扫罗。2他们事奉
主，禁食的时候，圣灵说：“要
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
我召他们所做的工。”3于是禁食
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
发他们去了。 

 

ꌏꁍꇊꌦꃅꄷꐥ 在塞浦路斯 
4ꋀꊇꌃꎔꒌꇱꁆꎼꁧꈭꐨꆏ，ꒉ

ꌊꑟꑘꏢꑟ，ꀊꄶꇬꄉꇉꑌꌏꁍꇊꌦ

ꉜꄉꁧ，5ꌒꇁꂰꑞꄮꇬꆏ，ꋍꑊꒀꄠ

ꊿꉻꏑꅉꈧꌠꇬꄉꏃꃅꌋꇗꅉꉉꄜ，

ꒀꉴꑌꋀꊇꇇꀤ。6ꋀꎿꅔꂶꌠꈳꅐ

ꇈꇁꁂꃛꑟ，ꀊꄶꇬꄉꃔꌤꌬꌠ、ꒀ

ꄠꅉꄜꊿꃶꀋꐚꌠꀠꑳꌠꂒꂷꋒ。

7ꊿꋋꂷꆹꅉꀕꃅꏲꂠꇛꌺꌦꐋ•ꀧꇊ

ꌋꆀꐯꈽꐥ，ꌦꐋ•ꀧꇊꆹꁦꋠꀑꁮ

ꂷ，ꋌꌕꇊꌋꆀꀠꇁꀠꑋꋌꇴꌊꇁ

ꇈ，ꋍꑊꁳꏃꃅꌋꇗꅉꄜꋋꇰꎻ。

8ꃔꌤꌬꌠꑱꑗꂷꂶꌠ（ꑱꑗꂷꆹꁏꎼ

ꇁꇬ“ꃔꌤꌬꊿ”ꄷꌠꄜ）ꁆꄻꊩ

ꌺꈧꌠꄘꑣꄉ，ꏲꂠꇛꌺꁳꇗꅉꇯꍝ

ꌠꀋꑇꎻ。9ꌕꇊꆹꉈꑴꀧꇊꑌꂓ，ꋌ

ꌃꎔꒌꇱꌵꈴꄉ，ꑓꋪꉈꀋꈻꃅꋌꍻ

ꇬꀳꄉ，ꇬꏭ：10“ꆎꆹꈁꐈꈁꋓ、

ꈀꄸꈀꅠꌠꑊꋌꌌꁈꌺ，ꋍꏅꑖꉬꁮ

4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
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塞浦
路斯去。5到了撒拉米，就在犹
太人各会堂里传讲神的道，也
有约翰作他们的帮手。6经过全
岛，直到帕弗，在那里遇见一
个有法术、假充先知的犹太
人，名叫巴耶稣。7这人常和方
伯士求•保罗同在。士求•保罗是
个通达人，他请了巴拿巴和扫
罗来，要听神的道。8只是那行
法术的以吕马（这名翻出来就
是“行法术”的意思）敌挡使徒，
要叫方伯不信真道。9扫罗又名
保罗，被圣灵充满，定睛看
他，10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诈
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
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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ꐚꉬ！ꎃꊒꌠꌋꈝꃀꆏꈎꍬꌊꇂꈪꇂ

ꍰꃅꄉꀐꇬ，ꆏꄡꇗꀋꆏꑴꌦꅀ？11ꀋ

ꃅꌋꇇꐛꅽꇭꀧꇬꄀꄉ，ꆏꑓꋩꄉꇇ

ꈤꋋꇅꇬꉘꁮꑭꀋꂿꌠꉬ”ꄷ。ꋍ

ꑓꋪꆏꋋꇅꃅꑓꉱꏂꇈꆈꏸꀕꄉ，ꋋ

ꆹꅶꍯꏭꋍꇇꌭꄉꈜꏁꌠꎹꐺ。12ꏲ

ꂠꇛꌺꂶꌠꌤꈀꃅꋋꈨꋌꂿꇈ，ꌋꇗ

ꅉꋌꀕꇰꄉꑇꀐ。 

吗？11现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
你要瞎眼，暂且不见日光。”他
的眼睛立刻昏蒙黑暗，四下里
求人拉着手领他。12方伯看见所
做的事，很希奇主的道，就信
了。 

 

ꌕꇊꌋꆀꀠꇁꀠꑋꀙꑭꄂꃅꄷꀊꄝꀊ

ꐥ 
扫罗和巴拿巴在彼西底的安提

阿 
13ꀧꇊꌋꆀꋍꐋꀨꐯꇯꁂꃛꄉꇉ

ꑌꁂꃏꆀꑸꃅꄷꀙꏦꇓꈓꑟꇁ，ꒀꉴ

ꆏꋀꊇꐞꄉ，ꀱꑳꇊꌒꇌꁧ。14ꋀꊇ

ꀙꏦꀋꐥꃅꁨꏭꉜꄉꁧ，ꇁꌊꀙꑭꄂ

ꃅꄷꀊꄝꀊꇓꈓꑟ，ꑬꆏꄹꉇꆏ，ꋀꊇ

ꉻꏑꅉꃹꇈꀊꄶꑌ。15ꄹꏦꄯꒉꌋꆀ

ꅉꄜꄯꒉꀘꌐꈭꐨꆏ，ꉻꏑꅉꇬꏲꂠ

ꈧꌠ，ꊿꋀꇤꅷꋍꑊꏯ：“ꃺꑌꑋ

ꀋ！ꉹꁌꏭꈐꊟꊋꊡꌠꅇꂷꐥꑲꆏ，

ꀒꁨꉉ”ꄷ。16ꀧꇊꄓꇬꉆꇈ，ꇇꎇ

ꄉ：“ꑱꌝꆀꊿꌋꆀꊿꏃꃅꌋꏦꃪ

ꌠꈀꐥꌠꃅꅲꄉ。17ꑱꌝꆀꃰꊿꃤꏃ

ꃅꌋꆹꉪꀋꁌꀋꁧꋌꌋꄉ，ꋍꉹꁌꉞ

ꏹꄉꉇꄅꊿꃅꀊꄶꀀꄮꇬ，ꋍꉹꁌꋌ

ꐕꄩꄉ，ꋍꄐꐨꀉꒉꌠꇇꌌꋀꊇꋌꏃ

ꅐꇁ；18ꋀꊇꇈꈬꇉꃪꇬꄉ，ꏃꃅꌋꋀ

ꎁꃅꀕꐎꇖꊰꈎꋰꄉ。19ꏦꇂꃅꄷꊿ

ꋅꏃꑵꋌꇱꈔꋏꇫꎭꈭꐨꆏ，ꀊꋩꈚ

ꇬꃄꅉꋌꇱꁸꋀꊇꁵꄉꋀꍸꇐꐛ。

20ꋍꈭꐨꆏ，ꋀꎁꃅꍆꇽꌧꃀꑠꈨꌊꄻ

ꄉ，ꑠꃅꐙꅷꇖꉏꉬꊰꈎꐛꈭꐨ，ꅉ

13保罗和他的同人从帕弗开
船，来到旁非利亚的别加，约
翰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
去。14他们离了别加往前行，来
到彼西底的安提阿，在安息日
进会堂坐下。15读完了律法和先
知的书，管会堂的叫人过去，
对他们说：“二位兄台，若有什
么劝勉众人的话，请说。”16保
罗就站起来，举手说：“以色列
人和一切敬畏神的人，请听。
17这以色列民的神拣选了我们的
祖宗，当民寄居埃及的时候，
抬举他们，用大能的手领他们
出来；18又在旷野容忍他们约有
四十年（“容忍”或作“抚养”）。19既灭
了迦南地七族的人，就把那地
分给他们为业。20此后，给他们
设立士师，约有四百五十年，
直到先知撒母耳的时候。21后来
他们求一个王，神就将便雅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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ꄜꊿꌑꃅꇓꇀꄮꇬꑟ。21ꊁꆏ，ꋀꊇ

ꃰꃅꂷꇖꂟꄉ，ꏃꃅꌋꆏꀝꑷꂱꁯꌠ

ꇬꏢꌧꌺꌕꇊꁳꋀꃰꃅꇖꊰꈎꄻꎻ。

22ꌕꇊꏃꃅꌋꇱꀜꋊꇫꎭꈭꐨꆏ，ꄊꃥ

ꋌꌋꌊꋀꃰꃅꄻ，ꉇꑴꄊꃥꎁꃅꅇꊪ

ꌬꄉ：‘ꑳꑭꌺꄊꃥꉢꎹꊊ，ꋋꆹꊿ

ꉠꉌꂵꉪꅉꐛꂶꌠꉬ，ꌤꑞꑌꉠꉪꐪ

ꇬꈴꄉꃅ”ꄷ。23ꏃꃅꌋꆹꋌꈀꈌꁧ

ꄉꈧꌠꇬꈴꄉꇈ，ꊿꋋꂷꊂꋊꈬꇬꄉ

ꑱꌝꆀꈭꋏꌊꂷꋌꌊꄻꄉꀐ，ꈭꋏꌋ

ꂶꌠꆹꑳꌠꉬ。24ꋌꅐꀋꇁꌦꂾ，ꒀ

ꉴꑱꌝꆀꉹꁌꏭꉪꁏꄺꀱꌠꋋꑣꏦꃤ

ꑠꃆꂮꉉꄜ。25ꒀꉴꆏꋍꐥꐨꈝꃀꋌ

ꈴꌐꂯꄉꀐ，ꋌꄹꇬ：‘ꆍꊇꉂꆏꉢ

ꈀꄸꉬꎼꈀ？ꉡꆹꏢꄖꀋꉬ，ꄚ，ꊿꉠ

ꊂꇁꑠꂷꆹ，ꉢꋍꑬꅮꌦꏣꁌꌠꂯꄻꀋ

ꋭ’ꄷ。 

支派中基士的儿子扫罗，给他
们作王四十年。22既废了扫罗，
就选立大卫作他们的王，又为
他作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
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
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23从这
人的后裔中，神已经照着所应
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
主，就是耶稣。24在他没有出来
以先，约翰向以色列众民宣讲
悔改的洗礼。25约翰将行尽他的
程途说：‘你们以为我是谁？我
不是基督；只是有一位在我以
后来的，我解他脚上的鞋带也
是不配的。’ 

26ꃺꑌꊈꀋ！ꑸꀨꇁꉴꌺꇖꌋꆀ

ꆍꈬꄔꊿꏃꃅꌋꏦꃪꌠꀋ！ꇗꅉꃰꊿ

ꈭꋏꋌꏡꆹꁊꉪꊇꁵꌠꉬ。27ꉹꁌꑳ

ꇊꌒꇌꀀꈧꌠꌋꆀꋀꏲꌋꂠꌋꈧꌠ

ꆹ，ꏢꄖꋀꋌꀋꌧ，ꋀꑬꆏꄹꉇꅉꀕꃅ

ꈀꀘꌠꅉꄜꄯꒉꋀꇫꐞꀋꉅꒉꄸꃅ，

ꑽꃤꌦꋭꌠꋀꏤꑳꌠꁵ，ꋍꑠꆹꅉꄜ

ꊿꂴꅉꈀꄜꄉꌠꅇꅐꀐ。28ꋌꌦꃤꊌ

ꄡꑟꌠꑽꃤꑠꋀꋌꎷꎼꇁꀋꄐꑴꇬ，

ꋀꊇꄡꇗꀙꇁꄏꏭꋌꌉꇫꎭꄷꇖ

ꂟ。29꒰ꀨꇬꋍꏭꄐꌐꄉꈁꉉꌠꌤꈧ

ꌠꇫꅐꈭꐨꆏ，ꌩꄿꇬꄉꋌꊿꇱꌵꌌ

ꄃꁧꇬꊐꄉ。30ꄚ，ꏃꃅꌋꆹꋌꁳꌦ

ꈬꇬꄉꀱꐥꇁꎻ。31ꊿꏤꆀꀕꄉꋌꈽ

26弟兄们，亚伯拉罕的子孙
和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哪！这
救世的道是传给我们的。27耶路
撒冷居住的人和他们的官长，
因为不认识基督，也不明白每
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书，就把
基督定了死罪，正应了先知的
预言。28虽然查不出他有当死的
罪来，还是求彼拉多杀他。29既
成就了经上指着他所记的一切
话，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
放在坟墓里。30神却叫他从死里
复活。31那从加利利同他上耶路
撒冷的人多日看见他，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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ꑳꇊꌒꇌꆹꈧꌠꋌꀉꑌꑍꋀꊌꂿ，ꊿ

ꋋꈨꀃꑍꋋꄮꆹꉹꁌꈬꇬꄉꋍꎁꃅꅇ

ꊪꌬꊿꐛ。32ꉪꊇꑌꅇꃅꉐꌒꄜꆍ

ꇰ，ꅇꃅꉐꌒꆹꑠꉬ：ꅇꂷꉪꀋꁌꀋꁧ

ꏭꈌꁧꄉꈧꌠ，33ꑳꌠꀱꐥꇁꌠꃆꂮꇬ

ꈴꄉ，ꏃꃅꌋꄻꉪꊿꌺꇖꄻꋋꈨꎁꃅ

ꅇꅐꎻꀐ。ꑠꆹꉙꍗꄯꒉꑍꊱꀕꌠꇬ

ꈁꅑꌠꌋꆀꐯꌟ： 

如今在民间是他的见证。32我们
也报好信息给你们，就是那应
许祖宗的话，33神已经向我们这
作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
了。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着
说： 

‘ꆎꆹꉠꌺꉬ， 
ꉢꀃꑍꆎꒆꀐ’ꄷ。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日生你。’ 

34ꉉꅷꏃꃅꌋꋌꁳꌦꈬꇬꄉꀱꐥꇁ

ꇈ，ꍹꐛꀠꐙꀋꎽꀐꌠꃆꂮꑠꑟꇬꆏ，

ꋌꑠꃅꉉ： 

34论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不再
归于朽坏，就这样说： 

‘ꉢꀋꎪꃅꈌꁧꄊꃥꁵꄉꌠꑆꊋꌃ

ꎔꌠ、ꃶꐚꌠꑠꄻꆍꇖ’ꄷ。 
‘我必将所应许大卫那圣洁、 
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 

35ꉈꑴꀉꁁꊱꇬꆏ： 35又有一篇上说： 

‘ꆏꀋꎪꃅꅽꌃꎔꂶꌠꁳꍹꐛꀠ

ꐙꌠꂿꀋꎽ’ꄷ。 
‘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 

36ꄊꃥꇫꐥꄮꇬ，ꋋꆹꏃꃅꌋꉪꐪꇬꈴ

ꄉꃅꀐ，ꌦꈭꐨꆏ（ꅀ“ꄊꃥꏃꃅꌋꉪꐪꇬꈴ

ꄉ，ꊿꋋꌋꆀꋍꋏꈧꌠꀨꎹꇈ，ꌦꀐ”ꃅꅑꌠꐥ），ꀱ

ꋍꀋꁌꀋꁧꄷꄉꍹꐛꀠꐙꌠꂿꀐ；

37ꏃꃅꌋꄻꀱꐥꇁꎻꂶꌠꀉꄂꍹꐛꀠ

ꐙꌠꀋꂿ。38ꑠꅹ，ꃺꑌꊈꀋ！ꑽꃤ

ꏆꌠꇗꅉꆹꊿꋋꂷꄷꈴꄉꄜꉺꆍꁳꌠ

ꆍꅉꐚꄡꑟ。ꆍꊇꃀꑭꄹꏦꉘꇉꇬ

ꆹ，ꌤꋍꈨꋋꈨꀂꏽꆍꊇꑖꉬꐛꀋꄐ；

ꆍꊇꌤꋋꈨꇬꄉ，39ꊿꋋꂷꑇꇈꇫꉘ

ꇉꑲꆏ，ꆍꊇꆹꑖꉬꐛꌐꌠꉬ。40ꑠ

ꅹ，ꆍꊇꋓꉪꁨꄉꌶ，ꅉꄜꊿꄯꒉꇬ

36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
旨意，就睡了（或作“大卫按神的旨意

服事了他那一世的人，就睡了”），归到
他祖宗那里，已见朽坏；37惟独
神所复活的，他并未见朽坏。
38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
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
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
得称义的事上，39信靠这人，就
都得称义了。40所以，你们务要
小心，免得先知书上所说的临
到你们。41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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ꈁꉉꌠꇁꆍꇭꀧꇬꌸꂵ。41ꌋꉉꇬ： 
‘ꆍꊇꆺꒉꄇꒉꊿꉚꄸꋋꈨꑓꅑ

ꇬꉚ，ꂵꇖꀕꇁ，ꈔꈤꁧ， 
ꑞꃅꆏ，ꆍꊇꇫꐥꄮꇬ，ꉢꌤꐘ

ꃅꇬ， 
ꊿꉉꆍꇰꌠꐥꑴꇬ，ꆍꊇꆏꈍꃅ

ꑌꇬꀋꑇꇬꎷ’ꄷ”ꄷ。 

‘你们这轻慢的人要观看、 
要惊奇、要灭亡， 
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
件事， 
虽有人告诉你们， 
你们总是不信。’” 

42ꋀꊇꉻꏑꅉꇬꄉꅐꇁꄮꇬ，ꉹꁌꋀꏭ

ꑬꆏꄹꉇꊁꂶꌠꅇꂷꋋꈨꉉꀒꊇꇯꌦ

ꄷ。43ꃀꈿꌐꈭꐨꆏ，ꒀꄠꊿꌋꆀꈏ

ꇤꊋꇤꑇꄉꒀꄠꑇꇐꃹꌠꊿꀉꑌꈨꀧ

ꇊꌋꆀꀠꇁꀠꑋꊂꈹꐺ，ꋍꑊꋀꏭꇗ

ꅉꄜꇈ，ꋀꏭꀋꎪꃅꀊꉗꃅꏃꃅꌋꑆ

ꊋꇬꐥꄷꈐꊟꊋꊡ。 

42他们出会堂的时候，众人请他
们到下安息日再讲这话给他们
听。43散会以后，犹太人和敬虔
进犹太教的人多有跟从保罗、
巴拿巴的。二人对他们讲道，
劝他们务要恒久在神的恩中。 

44ꑬꆏꄹꉇꊁꂶꌠꑞꄮꇬꆏ，ꊿꇓ

ꈓꋋꂷꇬꈁꀀꌠꃅꇁꌐꄉꏽ，ꊿꐯꏑ

ꌌꌋꇗꅉꅲꇁ。45ꄚ，ꒀꄠꊿꆹꊿꑠ

ꑋꑍꌠꋀꊌꂾꄮꇬꆏ，ꉌꈻꃴꆅꌦꄉ

ꏽ，ꄀꇗꇱꄉꀧꇊꈁꉉꈧꌠꇬꈌꀥ

ꐺ，ꄷꀋꁧꋍꊂꍍꋉꄸꄀ。46ꀧꇊꌋ

ꆀꀠꇁꀠꑋꉌꂵꀉꒉꃅꑠꃅꉉ：“ꏃ

ꃅꌋꇗꅉꆹꂴꉉꆍꊇꇰꄡꑟꌠꉬ，ꄚ，

ꇗꅉꋋꏢꆍꇵꇫꎭꒉꄸꃅ，ꆍꊇꊨꏦ

ꐩꋊꐩꍂꀑꇬꊌꀋꋭꌠꆍꊨꇽꄉꀐ，

ꑠꅹ，ꉪꊇꏮꌊꉇꉻꊿꉜꁧ。47ꑞꃅ

ꆏ，ꌋꑠꃅꉪꏭꉉꋺ： 

44到下安息日，全城的人几
乎都来聚集，要听神的道。45但
犹太人看见人这样多，就满心
嫉妒，硬驳保罗所说的话，并
且毁谤。46保罗和巴拿巴放胆
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
当的；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
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
向外邦人去。47因为主曾这样吩
咐我们说： 

‘ꆎꆹꉢꄻꉇꉻꊿꁨꑭꃅꄉꀐ， 
ꆏꁳꈭꋏꑆꊋꎭꌊꃅꋮꆸꈈꇬ

ꑟꎻ’ꄷ”ꄷ。 

‘我已经立你作外邦人的光， 
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
极。’” 

48ꉇꉻꊿꅇꂷꋋꈨꀕꇬꆏ，ꉌꇿꑓꇿ 48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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ꃅꏃꃅꌋꇗꅉꍖꀴ；ꊿꂴꇯꆐꄐꏤꌊ

ꐩꋊꐩꍂꀑꇬꊌꂿꄷꈧꌠꃅꑇꀐ。

49ꄚꄉ，ꌋꇗꅉꆹꃅꄷꀊꋩꈚꇬꃅꁊꈴ

ꌐꀐ。50ꄚ，ꒀꄠꊿꆏꏃꃅꌋꏭꀍꃈ

ꄚ、ꐤꒉꌠꌋꅪꈧꌠꌋꆀꇓꈓꇬꂓꌗ

ꀉꒉꌠꁦꋠꑠꋀꇱꊢꂖꄉ，ꀧꇊꌋꆀ

ꀠꇁꀠꑋꋀꌌꆼꍅꆹꆋꇈ，ꋀꈹꄹꊨ

ꉈꏭꎭ。51ꊿꑍꂷꌠꏸꑭꇬꈑꋍꀕꑊ

ꇤꇫꎭꇈ，ꋍꑊꎼꑱꇬꆃꉜꄉꁧꀐ。

52ꌶꌺꈧꌠꉌꇿꑓꇿ，ꉈꑴꌃꎔꒌꇱ

ꌵꈴꌐ。 

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
人都信了。49于是主的道传遍了
那一带地方。50但犹太人挑唆虔
敬、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
的人，逼迫保罗、巴拿巴，将
他们赶出境外。51二人对着众人
跺下脚上的尘土，就往以哥念
去了。52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
灵充满。 

 

ꀧꇊꌋꆀꀠꇁꀠꑋꑱꇬꆃꐥ 保罗和巴拿巴在以哥念 

14 ꊿꑍꂷꌠꑱꇬꆃꄉꐯꇯꒀꄠ

ꊿꉻꏑꅉꇬꃹꆹ，ꋍꑊꀊꄶꇬ 14 二人在以哥念同进犹太
人的会堂，在那里讲 

ꄉꈁꉉꌠꆹ，ꒀꄠꊿꌋꆀꑝꇂꊿꀉꑌ

ꈨꇬꑅꀐ。2ꄚ，ꅇꃅꉐꃅꀋꅲꌠꒀ

ꄠꊿꈧꌠꆏ，ꉇꉻꊿꋀꊢꂖꌊꋀꁳꉌ

ꂵꇬꃺꑌꌂꎻ。3ꊿꑍꂷꌠꀊꄶꇬꀉ

ꑌꑍꐥꇈ，ꌋꉘꇉꄉꋍꑊꉌꂵꀉꒉꃅ

ꇗꅉꄜ，ꌊꆏꋍꑊꇇꄧꈴꄉꌋꃅꐪꑽ

ꑌ、ꌤꂵꌦꂵꌋꌠꃅꄉꋍꑆꊋꇗꅉ

ꊩꀽ。4ꇓꈓꇬꉹꁌꈧꌠꁸꇁꑍꁥꐛ，

ꒀꄠꊿꐊꁧꌠꐥ，ꁆꄻꊩꌺꐊꁧꌠ

ꐥ。5ꀊꋨꄮꇬ，ꉇꉻꊿ、ꒀꄠꊿꌋ

ꆀꋀꏲꌋꂠꌋꈧꌠꐯꇯꅸꇁꁆꄻꊩꌺ

ꄷꄉꋀꄩꇧꊋ，ꇓꂵꌌꋀꅣꇁ。6ꌤ

ꋋꈨꁆꄻꊩꌺꅉꐚꈭꐨꆏ，ꋀꊇꁈꑗ

ꇨꆀꃅꄷꇓꈓꇊꌦꄓ、ꄯꀻꑍꂷꌠ

ꇬꌋꆀꀊꈫꀊꇋꃅꄷꈧꌠꇬꁧꇈ，7ꀊ

ꄶꇬꄉꌒꅇꁊ。 

的，叫犹太人和希腊人信的很
多。2但那不顺从的犹太人耸动
外邦人，叫他们心里恼恨弟
兄。3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倚
靠主放胆讲道，主借他们的手
施行神迹、奇事，证明他的恩
道。4城里的众人就分了党，有
附从犹太人的，有附从使徒
的。5那时，外邦人和犹太人并
他们的官长，一齐拥上来，要
凌辱使徒，用石头打他们。6使
徒知道了，就逃往吕高尼的路
司得、特庇两个城和周围地方
去，7在那里传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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ꀧꇊꌋꆀꀠꇁꀠꑋꇊꌦꄓꐥ 保罗和巴拿巴在路司得 
8ꇊꌦꄓꇓꈓꇬꆏꁦꋠꒆꎼꇁꇬꇯ

ꆐꏾꑿꄉꏸꑭꑍꁆꌠꊋꀋꑌꑠꂷꇫ

ꑌ，ꋌꐥꅷꇁꈛꎼꀋꋻ。9ꋌꀧꇊꇗ

ꅉꉉꅉꅲ，ꀧꇊꍻꋌꀳꄉꊿꋋꂷꑇꐨ

ꉌꊋꑌꄉ，ꉃꌒꉆꌠꋌꂿꇈ，10ꋌꃚꐓ

ꄉꇬꏭ：“ꆏꄓꏸꑭꑍꁆꌠꊒꆽꀕꃅ

ꇬꉆ”ꄷꇬꆏ，ꊿꂶꌠꐂꀍꉀꉆ，ꄷ

ꀋꁧ，ꈜꇯꈛꎼꀐ。11ꉹꁌꆹꌤꀧꇊ

ꈀꃅꌠꋀꂿꇬꆏ，ꃚꐕꉐꐓꄉꑗꇨꆀ

ꉙꌌ：“ꌋꈧꌠꊿꐛꐪꇬꈴꄉꇁꉪꇢ

ꊭꐥꀐ”ꃅꏅ。12ꄚꄉꋀꊇꀠꇁꀠ

ꏭꍐꌦꄷꇴ，ꀧꇊꆏꅇꉉꊧꃀꂶꌠꉬ

ꄉꋀꇬꏭꑭꇐꂰꄷꇴ（ꍐꌦꆹꑝꇂꌋꀉꒉꇊꀉ

ꒉꂶꌠꉬ，ꑭꇐꂰꑌꑝꇂꌊꂷꉬ，ꋋꆹꅉꀕꃅꅐꇁꅇꉈꇬ

ꎷ）。13ꇓꈓꉈꏭꍐꌦꁱꑳꇬꆦꑝꊿꇂ

ꁮꌌ、ꃨꈭꄌꌊꇓꈓꀃꈈꄉꉹꁌꐊ

ꁆꄻꊩꌺꆦꇁꌠꐥ。14ꌤꋌꐘꁆꄻꊩ

ꌺꀠꇁꀠꌋꆀꀧꇊꑋꈧꄮꇬꆏ，ꋍꑊ

ꃢꈜꋍꑊꏅꇫꎭꇈ，ꋍꑊꐂꊾꈬꇬ

ꃹ，ꏅꄉꑠꃅꉉ：15“ꁦꋠꈧꌠꀋ！ꑞ

ꃅꌤꋍꑠꃅꌠꉬ？ꉪꊇꑌꊿꄹ，ꐛꊈꆹ

ꆍꌋꆀꐯꌟꌠ。ꉪꊇꌒꅇꄜꆍꇰꌠ

ꆹ，ꆍꁳꄚꌤꇿꋌꍈꑋꀋꐥꋋꈨꐞ

ꄉ，ꏮꂿꃅ、ꃄꅉ、ꎿꌋꆀꐥꇐꈀ

ꐥꌠꃅꋌꄻꄉꌠꐩꋊꐩꍂꃅꇫꐥꌠꏃ

ꃅꌋꂶꌠꇂꃴꐥꇁꎻꂿꄷꌠ。16ꋋꆹ

ꀊꆨꃅꋊꇬꄉ，ꇩꏤꇬꈀꐥꌠꁳꋀꄿ

ꐨꃅꂱꑱꈜꂱꑱꍬꎻ。17ꄚ，ꋌꋍꊨ

ꏦꊫꌐꋍꍈꑋꄻꊿꀦꀋꋻꌠꀋꉬ，ꋌ

ꅉꀕꃅꑆꊋꄻꊿꁳ，ꂿꃅꇬꄉꂷꉐꐛ

8路司得城里坐着一个两脚
无力的人，生来是瘸腿的，从
来没有走过。9他听保罗讲道，
保罗定睛看他，见他有信心，
可得痊愈，10就大声说：“你起
来！两脚站直。”那人就跳起
来，而且行走。11众人看见保罗
所做的事，就用吕高尼的话，
大声说：“有神借着人形降临在
我们中间了。”12于是称巴拿巴
为宙斯，称保罗为希耳米，因
为他说话领首。13有城外宙斯庙
的祭司牵着牛，拿着花圈，来
到门前，要同众人向使徒献
祭。14巴拿巴、保罗二使徒听
见，就撕开衣裳，跳进众人中
间，喊着说：15“诸君，为什么
做这事呢？我们也是人，性情
和你们一样。我们传福音给你
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
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
万物的永生神。16他在从前的世
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17然而
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
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
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
喜乐。”18二人说了这些话，仅
仅地拦住众人不献祭与他们。
19但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和以
哥念来，挑唆众人，就用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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ꎼꇁ，ꃱꃅꄻꌒꃅꈎꄻꈁꁠꃅꆍꁳ，ꑠ

ꃅꄉ，ꆍꊇꁳꋙꋠꒉꅝꇎꎻ，ꉌꇿꑓ

ꇿꎻ”ꄷ。18ꊿꑍꂷꌠꅇꋋꈨꉉꇈ，

ꉹꁌꆦꑝꋚꌌꋍꑊꆦꇁꈧꌠꋍꑊꇬꇈ

ꀋꄐꄉꏽ。19ꄚ，ꒀꄠꊿꀊꄝꀊꌋꆀ

ꑱꇬꆃꄉꇁꑠꈨꆏ，ꉹꁌꋀꇱꊢꂖꄉ

ꇓꂵꌌꀧꇊꅥ，ꋀꊇꉂꆏꀧꇊꌦꀐꎼ

ꈀꄉ，ꀧꇊꋀꈻꌊꇓꉈꎭ。20ꄚ，ꌶ

ꌺꈧꌠꏓꋍꈭꋍꇍꉆꌐꄮꇬꆏ，ꋌꄓ

ꇁꇈ，ꈛꎼꇓꈓꇬꃹꁧꀐ。ꊁꄹꉇ

ꆏ，ꀠꇁꀠꐊꄯꀻꉜꄉꁧ。 

打保罗，以为他是死了，便拖
到城外。20门徒正围着他，他就
起来，走进城去。第二天，同
巴拿巴往特庇去。 

 

ꀱꑪꆀꑸꃅꄷꀊꄝꀊꑟ 回叙利亚的安提阿 
21ꇓꈓꀊꋨꂷꇬꄉꌒꅇꁊꇈ，ꊿ

ꀉꑌꈨꁳꌶꌺꄻꎻꈭꐨꆏ，ꀱꇊꌦ

ꄓ、ꑱꇬꆃ、ꀊꄝꀊꁧꀐ。22ꌶꌺ

ꈧꌠꏭꈐꊟꊋꊡꄉ，ꀋꎪꃅꇗꅉꋀꇫ

ꈁꑇꌠꍬꄷꋀꏭꉙꂘ；ꉈꑴ：“ꉪꊇ

ꏃꃅꌋꇩꇬꃹꆹꇬ，ꀋꎪꃅꎭꇁꅧꌠꈍ

ꑋꊝꌠꉬ”ꄷꉉ。23ꋍꑊꑇꊿꏓꉻ

ꋍꂷꋑꀋꋒꇬꃅꅡꈭꌟꒉꋍꑊꌋꄉ，

ꉈꑴꋚꈻꄉꈼꂟꇈ，ꋀꊇꋍꑊꇱꏮꋀ

ꇬꑅꌠꌋꁵ。24ꋍꑊꀙꑭꄂꈴꄉꇁꌊ

ꁂꃏꆀꑸꑟ。25ꀙꏦꄉꇗꅉꄜꈭꐨ

ꆏ，ꋍꑊꑸꄊꆀꒉ。26ꀊꄶꇬꄉꇉꑌ

ꀊꄝꀊꉜꄉꁧ。ꀋꉊꂴꏭ，ꋍꑊꆹꀊ

ꄝꀊꄉꉹꁌꇱꏮꏃꃅꌋꑆꊋꇂꃴꐥ

ꄉ，ꌤꀋꃅꋍꑊꇫꃅꋋꈨꃅꎻ。27ꀊ

ꄶꇬꑟꈭꐨꆏ，ꑇꊿꋀꊇꏓꌊꋍꈜ

ꄉ，ꏃꃅꌋꋍꑊꇇꄧꈴꄉꌤꈀꃅꌠ，

ꏃꃅꌋꈍꃅꄉꉇꉻꊿꎁꃅꇗꅉꑇꀃꈈ

ꁬꌠꁉꌠꄜꋀꇰ。28ꊿꑍꂷꌠꀊꄶꇬ

21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
使好些人作门徒；就回路司
得、以哥念、安提阿去，22坚固
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
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
必须经历许多艰难。”23二人在
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又禁食
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
主。24二人经过彼西底，来到旁
非利亚。25在别加讲了道，就下
亚大利去。26从那里坐船，往安
提阿去。当初他们被众人所
托，蒙神之恩，要办现在所做
之工，就是在这地方。27到了那
里，聚集了会众，就述说神借
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并神怎样
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28二人
就在那里同门徒住了多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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ꄉꌶꌺꌋꆀꐯꈽꀉꑌꑍꐥ。 
 

ꑳꇊꌒꇌꄉꃀꀉꒉꂷꈿ 耶路撒冷大会 

15 ꊿꈍꑍꑹꒀꄠꄉꀁꋌꇁ，ꋀꊇ

ꑠꃅꃺꑌꈧꌠꏭꉙꂘ：“ꀋ 
15 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

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 
ꄸꄷ，ꆍꊇꃀꑭꏥꏦꇬꍬꄉꌐꍓꏦꃤ

ꀋꃅꑲꆏ，ꈭꋏꊌꀋꄐ”ꄷ。2ꀧ

ꇊ、ꀠꇁꀠꑋꌋꆀꋀꊇꐮꏈꐯꀥꅗ

ꇈ，ꌶꌺꈧꌠꏤꄉ，ꀧꇊ、ꀠꇁꀠꌋ

ꆀꋀꊇꈬꄔꑇꊿꈍꑍꑹꋀꌋꌊꑳꇊꌒ

ꇌꆹꄉ，ꌤꋌꐘꃆꂮꌌꁆꄻꊩꌺꈧꌠ

ꌋꆀꅡꈭꌟꒉꈧꌠꅲꆹꎻꄷ。3ꄚꄉ

ꋀꊇꆏꑇꊿꏓꉻꇱꎭꎼꁧ。ꋀꊇꃏ

ꆀꏸ、ꌒꂷꆀꑸꈴꆹꄮꇬ，ꉇꉻꊿꌋ

ꑇꇁꌠꌤꑠꋀꌌꄜꉺꄉ，ꃺꑌꈧꌠꁳ

ꐯꇯꉌꇿꌐꎻ。4ꑳꇊꌒꇌꑞꄮꇬꆏ，

ꑇꊿꏓꉻ、ꁆꄻꊩꌺꌋꆀꅡꈭꌟꒉ

ꈧꌠꋀꋩꋀꏦꇁꄉ，ꏃꃅꌋꋀꈽꄉꃅ

ꌠꌤꈧꌠꈀꐥꃅꋀꉉꎼꇁ。5ꑇꊿꃔ

ꆀꌏꑇꇐꎎꁥꌠꃤꉬꑠꈍꑍꑹꄓꇬꉆ

ꄉ：“ꀋꎪꃅꉇꉻꊿꇭꀧꇬꌐꍓꏦꃤ

ꃅ，ꋀꏭꃀꑭꄹꏦꇬꍬꄷꉉꑲꆀꍑ”
ꄷ。 

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
得救。”2保罗、巴拿巴与他们大
大地纷争辩论；众门徒就定
规，叫保罗、巴拿巴和本会中
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
冷去见使徒和长老。3于是教会
送他们起行。他们经过腓尼
基、撒玛利亚，随处传说外邦
人归主的事，叫众弟兄都甚欢
喜。4到了耶路撒冷，教会和使
徒并长老都接待他们，他们就
述说神同他们所行的一切事。
5惟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
人，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
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
法。” 

6ꁆꄻꊩꌺꌋꆀꅡꈭꌟꒉꏓꇁꋍꈜ

ꄉꌤꋌꐘꇕꄟ。7ꈍꉗꏢꉉꀥꈭꐨ

ꆏ，ꀺꄮꄓꇬꉆꄉꑠꃅꉉ：“ꃺꑌꊈ

ꀋ！ꏃꃅꌋꆍꈬꄔꄉꈍꄮꇯꆐꉢꋌꌋ

ꄉꇈ，ꉇꉻꊿꁳꉠꈌꇬꄉꌒꅇꇗꅉꅲ

ꎻ，ꄷꀋꁧꑇꎻ，ꑠꆹꆍꅉꐚ。8ꊿꉌ

ꃀꋌꅉꐚꌠꏃꃅꌋꑌꋀꎁꃅꅇꊪꌬ

ꄉ，ꌃꎔꒌꄻꉪꇖꌠꌟꃅꄻꋀꇖ；9ꉈ

ꑴꑇꐨꇇꄧꈴꄉꋀꉌꂵꁦꎴꀐ，ꄷꀋ

6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这
事。7辩论已经多了，彼得就起
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
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
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
道，而且相信。8知道人心的神
也为他们作了见证，赐圣灵给
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9又借
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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ꁧꋀꊇꉪꊇꀋꍣ。10ꀋꃅꑞꃅꏃꃅꌋ

ꏭꌌꉪꄉ，ꉪꌋꆀꉪꀋꁌꀋꁧꇬꀳꀋ

ꄐꌠꇁꄉꄻꌶꌺꈧꌠꆽꄿꇬꄀꄉꌠ

ꉬ？11ꉪꊇꈭꋏꊌꌠꆹ，ꋀꊇꌋꆀꐯꌟ

ꃅꑳꌠꑆꊋꒉꄸꉬ，ꑠꆹꉪꇬꑅꌠ

ꉬ”ꄷ。 

分他们、我们。10现在为什么试
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
不能负的轭放在门徒的颈项上
呢？11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
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
所信的。” 

12ꉹꁌꈧꌠꐯꇯꁱꀋꐭꌗꀋꅐꃅ

ꀠꇁꀠꌋꆀꀧꇊꑋꏃꃅꌋꋍꑊꇇꄧꈴ

ꄉ，ꈍꃅꉇꉻꊿꈬꄔꇬꄉꌋꃅꐪꑽ

ꑌ、ꌤꂵꌦꂵꌋꌠꃅꌠꉉꅉꅲ。

13ꋍꑊꉉꌐꈭꐨꆏ，ꑸꇱꑠꃅꉉ：“ꃺ

ꑌꊈꀋ！ꉠꅇꊼꇅꅲ。14ꀋꃉꌌꑭꂱ

ꏃꃅꌋꂴꈍꃅꄉꉇꉻꊿꉈꇬ，ꋀꈬꄔ

ꄉꉹꁌꋌꇱꌋꌊꊨꏦꂓꇂꃴꐥꇁꌠꑠ

ꉉꀐ。15ꅉꄜꊿꈁꉉꌠꅇꂷꑌꉪꐨꋋ

ꏢꌋꆀꐮꊒ。ꑠꆹꁱ꒰ꀨꇬꈁꄀꄉꌠ

ꌋꆀꐯꌟ： 

12众人都默默无声，听巴拿
巴和保罗述说神借他们在外邦
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13他们
住了声，雅各就说：“诸位弟
兄，请听我的话。14方才西门述
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
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
名下；15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
相合。正如经上所写的： 

16‘ꋍꈭꐨ，ꉢꀱꇁꄉ， 
ꎒꐡꀐꌠꄊꃥꁁꑳꋈꀱꇁ， 
ꀜꐡꀐꈧꌠꉈꑴꄺꀱ﹑ 
ꋈꄻꐛꇁ。 

16‘此后，我要回来， 
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 
把那破坏的， 
重新修造建立起来； 

17-18ꊿꇫꋒꇈꌠ， 
ꋀꆹꉠꂓꇂꃴꈀꐥꌠꉇꉻꊿꉬ， 
ꋀꁳꌋꎹꈹꌐꎻ。 
ꅇꂷꋋꇬꆹꁍꄻꏃꄻꈭꐨꌤꋌ

ꐘꄜꋊꌠꌋꂶꌠꉉꌠꉬ’ꄷ。 

17-18叫余剩的人， 
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
人，都寻求主。 
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
的主说的。’ 

19ꑠꅹ，ꉠꉪꐨꃅꇬꆹ，ꏃꃅꌋꇂꃴꐥ

ꀐꌠꉇꉻꊿꋋꈨꏭꄀꇗꀋꉆ；20ꉪꊇ

ꄯꒉꁱꋀꁳꄉ，ꋀꏭ：ꌩꁱꇓꁱꇱꌌ

ꍍꆀꀋꉆ，ꎼꃅꃏꑽꀋꉆ，ꉈꑴꆽꉊꌦ

ꌠꎇꃀꍅꑓꎸꋠꀋꉆ、ꌦꅝꀋꉆꄷꄡ

19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
归服神的外邦人；20只要写信，
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
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21因为
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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ꑟ。21ꑞꃅꆏ，ꀃꌋꀊꆨꅑꅸꇁꌠ，ꃀ

ꑭꄯꒉꆹꇓꈓꋍꂷꇫꈁꐛꌠꃅꊿꇫꉉ

ꄜꌠꐥ，ꑬꆏꄹꉇꌠꆏ，ꃀꑭꄯꒉꊿꌌ

ꉻꏑꅉꇬꄉꀘꇬꎷ”ꄷ。 

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
里诵读。” 

 

ꄯꒉꃀꈿꅉꇬꄉꁱꉇꉻꑇꊿꁵꌠ 大会给外邦信徒的书信 
22ꀊꋨꄮꇬ，ꁆꄻꊩꌺ、ꅡꈭꌟ

ꒉꌋꆀꑇꊿꏓꉻꇬꊿꈧꌠꐯꇯꉪꄉꏤ

ꄉ，ꋀꈬꄔꊾꈨꌋꄉ，ꁆꀧꇊꌋꆀꀠ

ꇁꀠꑋꐊꄉꀊꄝꀊꁧꎻꂿꄷ，ꊿꈀꌋ

ꄉꌠꆏꀠꌒꀠꄷꑌꄹꌠꒀꄊꌋꆀꑭꇁ

ꑋ。ꊿꋋꑍꂷꆹꃺꑌꈬꄔꏃꌋꉬ；

23ꄚꄉꋀꊇꄯꒉꁱꄉꏮꋍꑊꁵꎼꁧ，

ꄯꒉꈐꏭꆏꑠꃅꉉ：“ꁆꄻꊩꌺꌋꆀ

ꅡꈭꌟꒉꄻꌠꃺꑌꊈꐯꇯꀊꄝꀊ、

ꑪꆀꑸ、ꏸꆀꏦꃅꄷꀀꌠꉇꉻꊿꃺ

ꑌꈧꌠꏭꋬꂻꄜ。24ꉪꊇꈨꇁꇬ，ꉪ

ꊇꈬꄔꊿꈍꑋꑹꆹꌊꆍꄷꄉꅇꂷꉉꌊ

ꆍꁁꀕꉌꄉ，ꆍꋌꎼꉌꂵꌼꇑꀠꇁꃅ

ꐙꄷ（ꀊꆨ꒰ꀨꋍꈨꇬꆏ：“ꆍꊇꀋꎪꃅꌐꍓꏦꃤꃅ，

ꃀꑭꄹꏦꇬꍬ”ꃅꅑꌠꐥ）。ꇯꍝꃅꇬ，ꋀꊇ

ꆹꉪꊪꎼꆹꌠꀋꉬ，25ꑠꅹ，ꉪꊇꐯꇯꉌ

ꂵꋍꂷꃅꉪꄉꏤꄉ，ꊿꈍꑍꑹꉪꌋꌊ

ꄉ，ꁆꉂꇁꅉꌠꀠꇁꀠꌋꆀꀧꇊꑋꐊ

ꄉꆍꄷꆹꎻ。26ꊿꋋꑍꂷꆹꌤꉪꌋꑳ

ꌠꏢꄖꂓꎁꃅꌠꉬꑲꆏ，ꑞꑌꀑꇬꀋ

ꑴꌠꉬ。27ꉪꊇꒀꄊꌋꆀꑭꇁꑋꁆꆍ

ꄷꆹꎻ，ꋍꑊꑴꅉꑌꌤꋍꑠꉉꌠꉬ。

28ꑞꃅꆏ，ꌃꎔꒌꌋꆀꉪꊇꐯꇯꀵꃤ

ꄜꃤꀉꁁꄻꆍꇭꀧꇬꐕꀋꄉꃅ，ꌤꈍ

ꑍꐘꀉꄂꀋꐥꀋꉆꄷꉪꄉꏤꄉꀐ，

29ꌤꋋꈨꆏ，ꆍꊇꌩꁱꇓꁱꉙꌠꋚꒉꑠ

22那时，使徒和长老并全教
会定意从他们中间拣选人，差
他们和保罗、巴拿巴同往安提
阿去；所拣选的，就是称呼巴
撒巴的犹大和西拉。这两个人
在弟兄中是作首领的；23于是写
信交付他们，内中说：“使徒和
作长老的弟兄问安提阿、叙利
亚、基利家外邦众弟兄的安。
24我们听说，有几个人从我们这
里出去，用言语搅扰你们，惑
乱你们的心。（有古卷在此有“你们必

须受割礼，守摩西的律法。”）其实我
们并没有吩咐他们。25所以我们
同心定意，拣选几个人，差他
们同我们所亲爱的巴拿巴和保
罗往你们那里去。26这二人是为
我主耶稣基督的名不顾性命
的。27我们就差了犹大和西拉，
他们也要亲口述说这些事。28因
为圣灵和我们定意不将别的重
担放在你们身上，惟有几件事
是不可少的，29就是禁戒祭偶像
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
淫。这几件你们若能自己禁戒
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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ꋟꅝꀋꉆ，ꌦꅝꀋꉆ，ꆽꉊꌦꌠꎇꃀꍅ

ꑓꎸꋠꀋꉆ，ꎼꃅꃏꑽꀋꉆꃅꑠꉬ。

ꆍꊇꊨꏦꌤꋋꈍꑍꐘꋓꉪꁨꄉꀋꃅꄎ

ꑲꆏꍑꀐ。ꆍꊇꐯꇯꋬꂻꈨꅪꅊ

ꇈ”ꄷ。 
30ꋀꊇꊿꇱꁆꎼꁧꇈꇁꀊꄝꀊ

ꑟ，ꉹꁌꋀꏓꋍꈜꄉꄯꒉꋀꏮꇬꁳ。

31ꉹꁌꆹꄯꒉꁬꌠꀘꈭꐨꆏ，ꈐꏭꉌꌒ

ꄀꅇꈧꌠꐛꅹꃅ，ꐯꇯꉌꇿꑓꇿꌐ。

32ꒀꄊꌋꆀꑭꇁꑋꑌꅉꄜꊿꉬꄉ，ꅇ

ꂷꀉꑌꈨꌌꃺꑌꈧꌠꏭꈐꊟꊋꊡ，ꋀ

ꁳꈫꈈꎻ。33ꃅꐎꈍꑍꀕꀊꄶꇬꐥꈭ

ꐨꆏ，ꋀꊇꆹꃺꑌꊈꇱꇤꅷꌤꀋꐥꆿ

ꀋꐥꃅꀱꊿꋀꁆꈧꌠꄷꁧꎻꀐ。（ꀊ

ꆨ꒰ꀨꋍꈨꇬ：“34ꄚꑭꇁꀉꄂꉪꄉꏤꄉꄡꇗꀊꄶꇬ

ꀀ”ꃅꅑꌠꐥ。）35ꄚ，ꀧꇊꌋꆀꀠꇁꀠꑋ

ꆏꄡꇗꀊꄝꀊꀀꄉ，ꊿꀉꁁꀉꑌꈨꌋ

ꆀꐯꇯꊿꉗꊿꂘ，ꌋꇗꅉꄜ。 

30他们既奉了差遣，就下安
提阿去，聚集众人，交付书
信。31众人念了，因为信上安慰
的话就欢喜了。32犹大和西拉也
是先知，就用许多话劝勉弟
兄，坚固他们。33住了些日子，
弟兄们打发他们平平安安地回
到差遣他们的人那里去。（有古卷

在此有“34 惟有西拉定意仍住在那里。”）
35但保罗和巴拿巴仍住在安提
阿，和许多别人一同教训人，
传主的道。 

 

ꀧꇊꌋꆀꀠꇁꀠꑋꐞꂱꑱꅉꁧ 保罗与巴拿巴分开 
36ꊁꈍꑋꑍꐛꈭꐨꆏ，ꀧꇊꆏꀠꇁ

ꀠꏭ：“ꉣꑊꀱꀋꉊꉣꑊꌋꇗꅉꄜꉺ

ꅉꇓꈓꈧꌠꇬꄉ，ꃺꑌꈧꌠꈍꃅꐙꌠ

ꉜꁧꇬꍑꀕ？”ꄷ。37ꀠꇁꀠꆏꂶꈌ

ꄷꌠꒀꉴꏃꋋꐊꁦꏢꉨ；38ꄚ，ꀧꇊ

ꆏ，ꂶꈌꀋꉊꂴꁂꃏꆀꑸꄉꋀꊇꐞꁧ

ꄉ，ꋀꊇꐊꌤꃅꀋꁧꐛꅹ，ꋌꏁꁧꀋ

ꉆꃅꉪ；39ꄚꄉꊿꑍꂷꌠꐯꀥꄉꋯꀋ

ꑌ，ꄷꀋꁧꐮꐞꁧ。ꀠꇁꀠꆏꂶꈌꋌ

ꏃꇉꑌꌏꁍꇊꌦꈚꌠꉜꄉꁧ；40ꀧꇊ

ꆏꑭꇁꋌꌋꌊꋋꐊꁧ，ꀧꇊꆹꃺꑌꈧ

ꌠꇱꏮꌋꑆꊋꇂꃴꐥꎻ。41ꋌꎼꑪꆀ

36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拿
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
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们景况
如何。”37巴拿巴有意要带称呼
马可的约翰同去；38但保罗因为
马可从前在旁非利亚离开他
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
为不可带他去。39于是二人起了
争论，甚至彼此分开。巴拿巴
带着马可，坐船往塞浦路斯
去；40保罗拣选了西拉，也出
去，蒙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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ꑸ、ꏸꆀꏦꃅꄷꏮꈴꄉ，ꑇꊿꏓꉻꈧ

ꌠꁳꈫꈈꎻ。 
中。41他就走遍叙利亚、基利
家，坚固众教会。 

 

ꄜꂿꄠꀧꇊꌋꆀꑭꇁꑋꈿꌤꃅ 提摩太参与保罗和西拉的事工 

16 ꀧꇊꇁꄯꀻꑟ，ꉈꑴꇊꌦꄓꑌ

ꑞꌦ，ꀊꄶꇬꌶꌺꄜꂿꄠꂒ 16 保罗来到特庇，又到路
司得。在那里有一个门 

ꂷꐥ，ꋍꀉꂿꆏꌋꑇꌠꒀꄠꊿ，ꋍꀉ

ꄉꆏꑝꇂꊿ。2ꇊꌦꄓꃅꄷꌋꆀꑱꇬ

ꆃꃅꄷꃺꑌꐯꇯꋍꏭꀮꄑꌐ。3ꀧꇊ

ꆏꋌꏁꋀꐊꁧꂿꄷ，ꄚ，ꃅꄷꀊꋩꈚ

ꇬꒀꄠꊿꃅꋍꀉꄉꆹꑝꇂꊾꂷꉬꌠꋀ

ꅉꐚꌐꐛꅹ，ꋍꇭꀧꇬꌐꍓꏦꃤꃅ

ꀐ。4ꇓꈓꋀꇬꈀꈴꌠꃅ，ꑳꇊꌒꇌ

ꁆꄻꊩꌺꌋꆀꅡꈭꌟꒉꈁꏤꄉꌠꏥꏦ

ꋀꏮꌶꌺꈧꌠꁵꄉꇬꍪꎻ。5ꄚꄉꑇ

ꊿꏓꉻꈧꌠꑇꐨꉌꊋꀊꅰꃅꈫꈈꄉ，

ꊻꂷꋍꑍꋍꉙꃅꀉꑌꇁ。 

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
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
腊人。2路司得和以哥念的弟兄
都称赞他。3保罗要带他同去，
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
他父亲是希腊人，就给他行了
割礼。4他们经过各城，把耶路
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条规交
给门徒遵守。5于是众教会信心
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 

 

ꂷꐕꄓꊿꀧꇊꊌꂿꌠꐛꒌꇣꋲꌠ 保罗见马其顿人的异象 
6ꌃꎔꒌꇁꋀꑸꑭꑸꄉꇗꅉꄜꌠ

ꏢꇋꐛꅹ，ꋀꊇꎼꃛꑗꏦ、ꏦꇁꄠꃅ

ꄷꈧꌠꇬꈴꇁ。7ꇁꂰꑭꑸꃅꋮꑟꇬ

ꆏ，ꋀꊇꀘꄫꆀꁦꏢꉨ，ꄚ，ꑳꌠꒌꇫ

ꉬꀋꅲ。8ꋀꊇꂰꑭꑸꐂꇈ，ꄯꇊꑸ

ꉜꄉꒉ。9ꌋꐓꄮꇬꆏ，ꐛꒌꇣꋲꌠꑠ

ꑵꀧꇊꂿ。ꂷꐕꄓꊿꑠꂷꇬꉆꄉꋍ

ꏭ：“ꆏꑴꌠꂷꐕꄓꄉꉪꇇꀤꇁ”
ꄷꇖꂟ。10ꐛꒌꇣꋲꋌꑵꀧꇊꊌꂿꄷ

ꆏ，ꏃꃅꌋꉪꏭꌒꅇꄜꊿꀊꄶꇬꀀꌠ

ꇰꁧꄷꌠꉪꉜꅐꇁꄉ，ꉪꊇꋋꇅꃅꂷ

ꐕꄓꉜꄉꁦꏢꉨ。 

6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
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吕家、
加拉太一带地方。7到了每西亚
的边界，他们想要往庇推尼
去，耶稣的灵却不许。8他们就
越过每西亚，下到特罗亚去。
9在夜间有异象现与保罗。有一
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
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10保
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
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
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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ꑗꄂꑸꉪꁏꄺꀱ 吕底亚悔改 
11ꄚꄉꄯꇊꑸꄉꀋꆏꃅꇉꑌꌒꃀ

ꄯꇁꑟ，ꊁꄹꉇꆏ，ꆀꑸꀧꆀꑟ。12ꀊ

ꄶꇬꄉꋀꇁꃏꆀꀘꑟ；ꋋꆹꂷꐕꄓꃅ

ꄷꇓꈓꉘꃀꂶꌠ，ꇊꂷꂽꍆꇓꈓꂶꌠ

ꑌꉬ。ꉪꊇꇓꈓꋋꂷꇬꈍꑍꀕꀀ。

13ꑬꆏꄹꉇ，ꉪꊇꇓꈓꇬꄉꅐꌊꒊꃀꒉ

ꋮꑟ，ꀊꄶꇬꈼꂟꅉꈚꇬꐙꌠꉪꅉ

ꐚ。ꉪꊇꀊꄶꑌꄉꌋꅪꋍꈜꏓꈧꌠ

ꏭꇗꅉꄜ。14ꌋꅪꑸꀬꊪꅪꌠꃷꑠ

ꂷ，ꂒꆏꑗꄂꑸꂓ。ꋋꆹꄧꑷꄧꇁꇓ

ꈓꊿ，ꅉꀕꃅꏃꃅꌋꏭꀍꃈꄚꇬꎷꑠ

ꂷ。ꋌꊌꈨꇈꌋꋍꉌꂵꀃꈈꁉꄉ，ꋌ

ꁳꉌꂵꑘꊐꄉꀧꇊꈁꉉꌠꅇꅲꎻ。

15ꋋꌋꆀꋍꏤꋋꑷꃅꋋꑣꊪꈭꐨꆏ，

ꋌꉪꏭ：“ꀋꄸꄷ，ꆍꊇꆹꉢꃶꐚꃅ

ꌋꑇꌠꉬꃅꉪꑲꆏ，ꆍꑴꌠꉪꏤꀀ

ꇁ”ꄷꇖꂟꄉ，ꏟꈯꀕꃅꉪꊇꇫꑣ。 

11于是从特罗亚开船，一直
行到撒摩特喇，第二天到了尼
亚波利。12从那里来到腓立比，
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
城，也是罗马的驻防城。我们
在这城里住了几天。13当安息
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
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
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
道。14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
人，名叫吕底亚，是推雅推喇
城的人，素来敬拜神。她听见
了，主就开导她的心，叫她留
心听保罗所讲的话。15她和她一
家既领了洗，便求我们说：“你
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或作“你

们若以为我是忠心事主的”），请到我
家里来住。”于是强留我们。 

 

ꊿꇱꈢꃏꆀꀘꊐꄉ 在腓立比被关押 
16ꊁꆏ，ꉪꊇꈼꂟꅉꈚꌠꉜꄉꆹꇬ

ꆏ，ꁏꃀꑊꋌꐊꇈ，ꈎꌋꄉ，ꋍꌌꁈꈧ

ꌠꋌꎼꎆꅗꑠꂷꉪꏭꉜꄉꇁ。17ꋌꀧ

ꇊꌋꆀꉪꊂꈹꄉ：“ꊿꋋꈨꆹꋍꉎꀋ

ꐥꌠꏃꃅꌋꁏꐚꉬ，ꋀꊇꆍꏭꊾꈭꋏ

ꌠꇗꅉꄜꉺ”ꃅꏅ。18ꋌꃅꐎꈍꑍ

ꀕꃅꊛꄉꑠꃅꏅꄉ，ꀧꇊꋌꎼꉌꅛꇁ

ꇈ，ꋌꏮꑊꋌꂶꌠꉜꄉꇬꏭ：“ꉢꑳ

ꌠꏢꄖꂓꄜꄉ，ꅽꏯꋍꇭꀧꇬꄉꅐꇁ

ꄷꉉ！”ꄷꇬꆏ，ꑊꋌꀊꋨꂷꋋꇅꃅ

16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
方去。有一个使女迎着面来，
她被巫鬼所附，用法术叫她主
人们大得财利。17她跟随保罗和
我们，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
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
道。”18她一连多日这样喊叫，
保罗就心中厌烦，转身对那鬼
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
你从她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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ꅐꇁꀐ。19ꁏꃀꌌꁈꈧꌠꆹꋀꊇꈲꏣ

ꉘꇉꅍꈧꌠꀋꐥꀐꌠꋀꂿꇬꆏ，ꀧꇊ

ꌋꆀꑭꇁꑋꋀꋇꄉꈻꌊꃼꇇꃄꅉꇬꏲ

ꂠꊿꈧꌠꄷꆹ；20ꉈꑴꋀꏃꇓꈓꏲꌋꂠ

ꌋꈧꌠꂾꄉꑠꃅꉉ：“ꊿꋋꈨꊇꅉꆹ

ꒀꄠꊿꉬꄉ，ꉪꇓꈓꇬꃸꆽꐺ，21ꃷꋪ

ꏦꃤꉪꊇꇊꂷꊿꇫꊪꀋꉆ、ꇫꌬꀋ

ꉆꌠꑠꄜꉺꐺ”ꄷ。22ꉹꁌꈧꌠꐯꇯ

ꄓꌊꀧꇊꌋꆀꑭꇁꑋꏯꇁ，ꇓꈓꏲꌋ

ꂠꌋꆏꉹꁌꈧꌠꏭꋍꑊꃢꈜꇔꇫꎭ

ꄉ，ꄯꁯꌌꅥꄁꄷ；23ꋍꑊꊿꌌꈍꑋꃢ

ꃅꅥꈭꐨꆏ，ꊿꇱꈻꌊꏦꑳꇬꈢꄉ，

ꏦꑳꐏꂽꂶꌠꏭꏟꈯꀕꃅꋍꑊꐏꄉ

ꄷ。24ꏦꑳꐏꂽꂶꌠꅇꋋꇬꊪꊊꄷ

ꆏ，ꋍꑊꋌꎤꏦꑳꈐꏭꁨꌠꇬꊐꄉ

ꇈ，ꏸꑭꑍꁆꌠꄚꌧꊐꄉꀐ。 

出来了。19使女的主人们见得利
的指望没有了，便揪住保罗和
西拉，拉他们到市上去见首
领；20又带到官长面前说：“这
些人原是犹太人，竟骚扰我们
的城，21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
受、不可行的规矩。”22众人就
一同起来攻击他们。官长吩咐
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23打
了许多棍，便将他们下在监
里，嘱咐禁卒严紧看守。24禁卒
领了这样命，就把他们下在内
监里，两脚上了木狗。 

25ꌋꐓꌊꁁꄮꇬꆏ，ꀧꇊꌋꆀꑭꇁ

ꑋꐯꇯꈼꂟ，ꏃꃅꌋꏭꍖꀴꄉꑵꉙ

ꑵ；ꊾꇬꈧꌠꑌꅳꀧꍔꄉꅲ。26ꉘꀋ

ꇉ꒨ꄷ，ꃄꅉꀉꒉꃅ꒚ꄉ，ꏦꑳꇬꑲ

ꅉꂶꌠꃅꋌꌌꇬꊎꉈꈧꐺ，ꏦꑳꀃꈈ

ꋋꇅꃅꁉꁧꌐ，ꊾꇬꈧꌠꎸꉗꑌꁯꁧ

ꌐꀐ。27ꏦꑳꐏꂽꂶꌠꀀꑌꇁꄉ，ꏦ

ꑳꀃꈈꁉꄉꌐꌠꋌꂿꇬꆏ，ꊾꇬꈧꌠ

ꁈꁧꌐꀐꎼꈀꄉ，ꅅꃅꈻꌊꊨꏦꇫꇽ

ꏭꄐ。28ꀧꇊꃚꋒꀊꂥꃅꇬꏭ：“ꊨ

ꏦꄡꉮ，ꉪꊇꐯꇯꄚꐥꌐꑴꌦ”
ꄷ。29ꏦꑳꐏꂽꂶꌠꊿꏭꂷꇭꒃꌊꇁ

ꄷ，ꋌꐂꈐꏭꄉ，ꑑꃹꏾꌌꀕꃅꇇꑭ

ꃃꇵꀕꀧꇊ、ꑭꇁꂾꅞ；30ꉈꑴꋍꑊ

ꋌꏃꉈꏭꅐꇁꄉ：“ꌟꒉꑍꂷꌠꀋ！

25约在半夜，保罗和西拉祷
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
耳而听。26忽然地大震动，甚至
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
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
开了。27禁卒一醒，看见监门全
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
刀要自杀。28保罗大声呼叫说：
“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
里。”29禁卒叫人拿灯来，就跳
进去，战战兢兢地俯伏在保
罗、西拉面前；30又领他们出
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
行才可以得救？”31他们说：“当
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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ꉢꈍꃅꀕꑲꆀꈭꋏꊌꄎ？”ꄷ。31ꋀ

ꊇꆏꋍꏭ：“ꌋꑳꌠꑇꑲꆏ，ꆎꌋꆀ

ꆍꋋꑷꃅꐯꇯꀋꎪꃅꈭꋏꊌꌠꉬ”
ꄷ。32ꋀꊇꆏꌋꇗꅉꋀꉉꋋꌋꆀꋀꏤ

ꋋꑷꃅꇰ。33ꀊꋨꄹꉖꀊꋨꇅꇬ，ꏦ

ꑳꐏꂽꂶꌠꋋꇅꃅꋀꊇꋌꏃꌊꂷꊂꒈ

ꋌꇈ，ꋋꌋꆀꊿꋋꐊꈧꌠꐯꇯꇇꈤꃅ

ꋋꑣꊪꀐ。34ꄚꄉꏦꑳꐏꂽꂶꌠꋀꊇ

ꋌꏃꌊꋍꀁꇬꄉꋙꍈ。ꋋꌋꆀꋍꏤ

ꋋꑷꃅ，ꏃꃅꌋꑇꄉꐯꇯꉌꂵꇿꐯꇿ

ꌐ。 

救。”32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
和他全家的人听。33当夜，就在
那时候，禁卒把他们带去，洗
他们的伤；他和属乎他的人立
时都受了洗。34于是禁卒领他们
上自己家里去，给他们摆上
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
都很喜乐。 

35ꃅꄜꄮꇬꆏ，ꇓꈓꏲꌋꂠꌋꈧꌠ

ꊪꑭꋀꁆꌌ：“ꊿꀊꋨꑍꂷꋊꃑꇫ

ꎭ”ꃅꉉꇁ。36ꏦꑳꐏꂽꂶꌠꆏꅇꋋ

ꇬꋌꉉꀧꇊꇰꄉ：“ꇓꈓꏲꌋꂠꌋꈧ

ꌠꊿꋀꇤꅷꆍꋊꃑꇫꎭꃅꉉꇁꀐ，ꀋ

ꃉꆍꋬꂻꈨꅪꃅꏦꑳꇬꄉꅐꁧꌶ”
ꄷ。37ꀧꇊꆏꋀꏭ：“ꉪꊇꆹꇊꂷꊿ

ꉬ，ꋀꊇꉪꑽꃤꀋꏤꑴꌦꇯꆐ，ꉪꊇ

ꋀꌌꉹꁌꈬꇬꄉꅥꄁ，ꈜꀕꇈꉪꊇꋀ

ꈢꏦꑳꇬꇯꊐ，ꀋꃉꀏꐱꄉꉪꊇꈹꇫ

ꎭꂿꄷꅀ？ꑠꀋꍑ！ꋀꊨꏦꏭꑭꄑꄉ

ꉪꏁꉈꏭꎭꇁꄷ”ꃅꉉ。38ꊪꑭꅇꂷ

ꋋꈨꋌꉉꇓꈓꏲꌋꂠꌋꈧꌠꇰ；ꋍꑊ

ꆹꇊꂷꊿꉬꌠꏲꌋꂠꌋꈧꌠꅉꐚꇬ

ꆏ，ꋀꏸꏦꇁꀐ。39ꄚꄉꇁꌊꋍꑊꅰ

ꑷꄉ，ꏦꑳꇬꄉꋍꑊꋀꏃꅐꇁꇈ，ꋍ

ꑊꏭꇓꈓꀊꋨꂷꇬꐞꁧꄷ。40ꊿꑍꂷ

ꌠꏦꑳꇬꄉꅐꇁꈭꐨꆏ，ꑗꄂꑸꏤꅍ

ꉜꄉꁧꇈꃺꑌꈧꌠꌋꆀꐮꂿꀐ，ꋀꏭ

ꋍꃢꈐꊟꊋꊡꇈꁧꀐ。 

35到了天亮，官长打发差役
来，说：“释放那两个人吧。”
36禁卒就把这话告诉保罗说：
“官长打发人来叫释放你们，如
今可以出监，平平安安地去
吧。”37保罗却说：“我们是罗马
人，并没有定罪，他们就在众
人面前打了我们，又把我们下
在监里；现在要私下撵我们出
去吗？这是不行的。叫他们自
己来领我们出去吧！”38差役把
这话回禀官长；官长听见他们
是罗马人，就害怕了；39于是来
劝他们，领他们出来，请他们
离开那城。40二人出了监，往吕
底亚家里去，见了弟兄们，劝
慰他们一番，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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ꄟꌒꇊꆀꏦꌽꂰꐨ 帖撒罗尼迦的骚动 

17 ꀧꇊꌋꆀꑭꇁꑋꉠꃏꀧꅿ、

ꑸꀧꇊꆀꑸꈴ，ꇁꌊꄟꌒꇊꆀ 17 保罗和西拉经过暗妃波
里、亚波罗尼亚，来到 

ꏦꑟ，ꀊꄶꇬꆏꒀꄠꊿꉻꏑꅉꇬꐙ。

2ꀧꇊꆏꊨꏦꋻꅑꐨꇬꈴꄉꉻꏑꅉꇬꆹ

ꇈ，ꑬꆏꄹꉇꌕꂷꊛꄉ，ꌃꎔ꒰ꀨꇬꈴ

ꄉꋀꊇꌋꆀꐮꈌꀥ，3ꏢꄖꀋꎪꃅꊿꉮ

ꌦ，ꌦꈬꇬꄉꀱꐥꇁꌠꄇꇖꀕꃅꉉ

ꀽ；ꋌꉈꑴ：“ꉢꄜꆍꊇꈀꇰꌠꑳꌠ

ꋋꂷꆹꏢꄖꉬ”ꃅꉉ。4ꋀꊇꈬꄔꋍ

ꈨꋋꈨꆏꇬꅇꑣꅇꅲꄉ，ꀧꇊꌋꆀꑭ

ꇁꑋꐊꇁꀐ，ꉈꑴꏃꃅꌋꏭꀍꃈꄚꌠ

ꑝꇂꊿꀉꑌꃅꋍꑊꐊꇁ，ꐤꒉꌠꌋꅪ

ꑌꀂꀋꑌ。5ꄚ，ꀋꑇꌠꒀꄠꊿꈧꌠ

ꉌꈻꃴꆅꄉ，ꏦ꓀ꇬꆿꏓꆿꁖꈨꋀꄏ

ꌊꋍꁥꃅꇓꈓꇬꊿꃅꋀꊢꂖꌊ，ꅸꇁ

ꑷꌜꏤꅍꊐꇈ，ꀧꇊꌋꆀꑭꇁꑋꎹꄉ

ꈻꌊꉈꏭꉹꁌꈬꇬꁦꏢꉨ。6ꀧꇊꌋ

ꆀꑭꇁꑋꋀꇬꎷꀋꊌꇬꆏ，ꑷꌜꌋꆀ

ꃺꑌꈍꑍꑹꋀꈻꌊꇓꈓꏲꌋꂠꌋꈧꌠ

ꄷꄉꑠꃅꉉ：“ꋧꃅꇬꃸꆽꈧꌠꑌꄚ

ꇬꇁꀐ。7ꋀꊇꑷꌜꇱꊪꋍꏤꐥꄉ，

ꊿꋋꈨꐯꇯꃰꃅꀉꁁꑳꌠꂒꂷꐥꑴꄷ

ꄉ，ꇽꌒꏦꃤꐆꀐ”ꄷ。8ꉹꁌꌋꆀ

ꇓꈓꏲꌋꂠꌋꈧꌠꅇꋋꈨꀕꇬꆏ，ꃨ

ꆰꀐ；9ꄚꄉꑷꌜꌋꆀꊿꀉꁁꈧꌠꄉ

ꀧꎆꃀꏮꄉꈭꐨꆏ，ꋀꋊꃑꇫꎭꀐ。 

帖撒罗尼迦，在那里有犹太人
的会堂。2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
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
圣经与他们辩论，3讲解陈明基
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
说：“我所传与你们的这位耶
稣，就是基督。”4他们中间有些
人听了劝，就附从保罗和西
拉，并有许多虔敬的希腊人，
尊贵的妇女也不少。5但那不信
的犹太人心里嫉妒，招聚了些
市井匪类，搭伙成群，耸动全
城的人闯进耶孙的家，要将保
罗、西拉带到百姓那里。6找不
着他们，就把耶孙和几个弟兄
拉到地方官那里，喊叫说：“那
搅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7耶
孙收留他们。这些人都违背凯
撒的命令，说另有一个王耶
稣。”8众人和地方官听见这话，
就惊慌了；9于是取了耶孙和其
余之人的保状，就释放了他
们。 

 

ꀺꆀꑸꄉꇗꅉꁊ 在庇哩亚传道 
10ꃺꑌꈧꌠꈊꃀꀧꇊꌋꆀꑭꇁꑋ

ꋀꏃꀺꆀꑸꎭ，ꊿꑍꂷꌠꇫꑟꈭꐨ

10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
罗和西拉往庇哩亚去。二人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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ꆏ，ꇁꒀꄠꊿꉻꏑꅉꇬꃹ。11ꃅꄷꋌ

ꈚꇬꊿꆹꄟꌒꇊꆀꏦꊿꏭꀋꋌꃅꑌꇐ

ꑲꇐꉾ，ꉌꃀꇬꇯꆐꇗꅉꋋꏢꊪꏾ，

ꋍꑍꋑꀋꋒꃅꏃꃅꌋ꒰ꀨꀘꄉꀧꇊꉉ

ꌊꊒꅀꀋꊒꉚ。12ꑠꅹ，ꋀꈬꄔꑇꌠ

ꀉꑌꃅꐥ，ꉈꑴꐤꒉꌠꑝꇂꌋꅪꑌꇫ

ꐊ，ꌺꃰꑌꀂꀋꑌ。13ꄚ，ꄟꌒꇊꆀ

ꏦꀀꌠꒀꄠꊿꆹꀧꇊꉈꑴꀺꆀꑸꄉꏃ

ꃅꌋꇗꅉꁊꌠꋀꅉꐚꄮꇬꆏ，ꋀꊇꑌ

ꀊꄶꇬꁧꄉ，ꉹꁌꋍꏅꊢꂖꃸꆽ。

14ꀊꋨꄮꇬ，ꃺꑌꈧꌠꀧꇊꋀꇤꅷꎿ

ꋮꎭ，ꑭꇁꌋꆀꄜꂿꄠꑋꆏꄡꇗꀺꆀ

ꑸꐥꑴꌦ。15ꊿꀧꇊꏃꎭꈧꌠ，ꀧꇊ

ꋀꏃꑶꄅꑟꈭꐨꆏ，ꀧꇊꋀꏭꉉ，ꋌ

ꄹꇬꐳꃅꑭꇁꌋꆀꄜꂿꄠꑋꇴꌊꄚꇁ

ꄷꄉ，ꋀꊇꀱꁧꀐ。 

了，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11这
地方的人贤于帖撒罗尼迦的
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查
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
12所以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又
有希腊尊贵的妇女，男子也不
少。13但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知
道保罗又在庇哩亚传神的道，
也就往那里去，耸动搅扰众
人。14当时弟兄们便打发保罗往
海边去；西拉和提摩太仍住在
庇哩亚。15送保罗的人带他到了
雅典，既领了保罗的命，叫西
拉和提摩太速速到他这里来，
就回去了。 

 

ꀧꇊꑶꄅꐥ 保罗在雅典 
16ꀧꇊꑶꄅꄉꋀꊇꇁꉚꄮꇬ，ꇓꈓ

ꋋꂷꇬꃅꌩꁱꇓꁱꀉꄂꌐꌠꋌꊌꂿꇬ

ꆏ，ꋍꉌꂵꃨꆰꃨꊸꇁ。17ꄚꄉꋌꆹ

ꌊꉻꏑꅉꇬꄉꒀꄠꊿ、ꊿꏃꃅꌋꏭ

ꀍꃈꄚꈧꌠꌋꆀꐮꅔꀥ，ꄷꀋꁧꋍꑍ

ꋑꀋꋒꇤꍤꅉꇬꊿꈀꋒꈧꌠꌋꆀꐮꅔ

ꀥ。18ꉈꑴꑷꀘꇴꇊꌋꆀꌦꄏꑸꑍꁥ

ꌠꋧꐈꌷꇐꌧꃀꑌꋋꌋꆀꐮꅔꀥ；ꋍ

ꈨꆏ：“ꊿꇫꄏꇬꎷꋋꂷ，ꑞꉉꉏ

ꂿ？”ꄷ，ꋍꈨꆏ：“ꋋꆹꉇꉻꌦꌋ

ꄜꁊꂷꌡ”ꄷ。ꋀꑠꃅꉉꌠꆹꀧꇊꑳ

ꌠꌋꆀꀱꐥꇁꌠꇗꅉꃆꂮꄜꉺꒉꄸ。

19ꀧꇊꋀꊇꇱꏃꌊꑸꇊꀠꇴꄉ，ꇬꏭ：

“ꆏꈁꉉꌠꇗꅉꀊꏀꋋꈨ，ꉪꊇꑌꇫ

16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
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
里着急；17于是在会堂里，与犹
太人和虔敬的人，并每日在市
上所遇见的人辩论。18还有以彼
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
争论。有的说：“这胡言乱语
的，要说什么？”有的说：“他似
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这话是
因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
19他们就把他带到亚略巴古说：
“你所讲的这新道，我们也可以
知道吗？20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
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愿意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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ꅉꐚꉆꀕ？20ꆏꌤꇟꌋꌠꃅꌠꉪꈨꇁꐛ

ꅹ，ꉪꊇꌤꋋꈨꑞꄜꌠꅉꐚꏾ”

ꄷ。21（ꑶꄅꊿꌋꆀꀊꄶꇬꀀꌠꄹꃥ

ꈧꌠꌤꀉꁁꑞꑌꀋꅲꃅ，ꈨꏀꈧꌠꀉ

ꄂꌌꆏꉇꉡꇰꃅ。） 

这些事是什么意思。”21（雅典
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
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 

22ꀧꇊꑸꇊꀠꇴꈬꄔꉆꄉ，ꑠꃅ

ꉉ：“ꑶꄅꋍꏅꊈ！ꉢꉜꇬꆍꊇꌤꑞ

ꃅꄿꂿ，ꌦꌋꈧꌠꏦꃪꐯꏦꃪ。23ꉢ

ꄂꏷꐹꄮꇬ，ꆍꀍꃈꄚꅉꇬꉜ，ꆦꑝꇮ

ꊙꂷꄩ‘ꊿꇬꀋꌧꌠꌋ’ꃅꁱꇬꄀ

ꄉꌠꉢꂿ。ꉢꀋꃉꆍꇫꋒꀋꌧꃅꆍꇫ

ꀍꃈꄚꂶꌠꃆꂮꉉꆍꊇꇰ：24ꏃꃅ、

ꏃꃅꇬꐥꇐꈀꐥꌠꄻꌠꏃꃅꌋꆹꉬꉎ

ꉬꐮꌌꁈꉬꑲꆏ，ꋌꊿꇇꋉꄉꌠꑷꂿ

ꇬꀋꀀ。25ꋌꊿꇫꀨꎹꄺꑌꀋꅐ，ꇫ

ꀨꎹꑲꆏ，ꀋꇊꆏꀋꇎꌠꌡ；ꋍꊨꏦꆹ

ꀑꇬ、ꌗꑌꌠꌋꆀꐥꇐꈀꐥꌠꃅꋌ

ꄻꃰꊿꇖꀐ。26ꊿꋍꂷ（“ꊿꋍꂷ”ꀊꆨ

꒰ꀨꋍꈨꇬ“ꌦꅪꋍꑵ”ꃅꅑ）ꇬꄉꃰꊿꄙꇂ

ꃪꋇꋌꄻꋧꃅꇣꄧꐥꄉ，ꄷꀋꁧꂴꇯ

ꆐꊿꈎꆪꌋꆀꀀꅉꃅꋮꋌꏤꄉ，27ꋀ

ꊇꁳꏃꃅꌋꎹꎻ，ꑠꃅꇬꆹꉨꑣ、ꌌ

ꉪꄉꊌꇬꌬꀋꄿ，ꇯꍝꃅꉉꇬ，ꋌꉪ

ꊇꈀꄸꌋꆀꑌꀊꎴꃅꀋꇢ。28ꉪꊇꀑ

ꇬ、ꃄꄟ、ꐥꐨꑞꑌꋌꅑꎍ。ꆍꊇ

ꉙꇐꁱꌠꊿꋍꈨ：‘ꉪꊇꑌꋌꈀꒆꌠ

ꉬ’ꃅꉉꌠꌡ。29ꉪꊇꏃꃅꌋꄷꄉ

ꒆꌠꉬꑲꆏ，ꌋꊇꅉꆹꌌꊿꇮꐨꉪꐨ

ꇬꈴꄉꁱꒃꄉꌠꏂ、ꐎ、ꇓꂵꌡꃅ

ꉜꄡꀋꑟ。30ꀋꉊꂴꆽꃰꊿꁦꇰꌧꅍ

ꀋꐥꄮꇬ，ꏃꃅꌋꑠꀋꆫꑠꀋꃬ，ꄚ，

22保罗站在亚略巴古当中，
说：“众位雅典人哪！我看你们
凡事很敬畏鬼神。23我游行的时
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
一座坛，上面写着‘未识之神’。
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
在告诉你们：24创造宇宙和其中
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
不住人手所造的殿，25也不用人
手服事，好像缺少什么；自己
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
万人。26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
（“本”有古卷作“血脉”），住在全地
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
和所住的疆界，27要叫他们寻求
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
他离我们各人不远；28我们生
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
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
们也是他所生的。’29我们既是
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
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
金、银、石。30世人蒙昧无知的
时候，神并不监察，如今却吩
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31因为他
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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ꀋꃉꆏꋌꃰꊿꇬꈀꐥꌠꁳꉪꁏꄺꀱꌐ

ꎻ。31ꑞꃅꆏ，ꃅꑍꃅꉖꋌꏤꄉꀐ，ꋌ

ꊿꋌꌊꄻꄉꂶꌠꇇꄧꈴꄉꑖꉬꌌꃅꑆ

ꋌꁬꇂꃴꀞꇽ，ꄷꀋꁧ，ꋌꁳꌦꈬꇬ

ꄉꀱꐥꇁꎻꄉ，ꄻꐧꇁꃰꊿꁳꑇꉆꌠ

ꊫꌐꃅꎻ”。 

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
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作可
信的凭据。” 

32ꅇꂷꌦꈬꇬꄉꀱꐥꇁꌠꑠꉹꁌ

ꈨꈭꐨꆏ，ꊿꋋꁒꋌꐀꌠꐥ；ꉈꑴꊿ

ꇬꏭ：“ꆏꋋꂷꋍꃢꉉꉪꇯꌦꀞ！”
ꃅꉉꌠꑌꐥ。33ꄚꄉꀧꇊꎼꋀꊇꈬꄔ

ꄉꅐꁧꀐ。34ꄚ，ꊿꈍꑋꑼꆏꋍꊂꈹ

ꄉ，ꌋꑇꀐ，ꋀꈬꄔꆹꑸꇊꀠꇴꃀꈿꅉ

ꊿꄂꆀꑩꇫꐊ，ꉈꑴꌋꅪꄊꂷꆀꂒꂷ

ꑌꇫꐊ，ꉈꑴꊿꀉꁁꈨꑌꐯꇯꇬꑅ

ꀐ。 

32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
话，就有讥诮他的；又有人
说：“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
33于是保罗从他们当中出去了。
34但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
其中有亚略巴古的官丢尼修，
并一个妇人，名叫大马哩，还
有别人一同信从。 

 

ꀧꇊꇬꆀꄏꐥ 保罗在哥林多 

18 ꌤꋌꐘꈭꐨꆏ，ꀧꇊꑶꄅꄉꇁ

ꌊꇬꆀꄏꑟ。2ꀊꄶꇬꄉ， 18 这事以后，保罗离了雅
典，来到哥林多。2遇见 

ꀧꇊꇁꒀꄠꊿꑸꏲꇁꂓꑠꂷꋒ，ꋋꆹꀘ

ꄖꊾꒆꌺ，ꇱꇅꄂꃰꃅꒀꄠꊿꏭꇊꂷ

ꄡꐥꃅꐞꁧꄷꅇꁵꎼꇁꐛꅹꃅ，ꀋꑍ

ꊂꑲꆀꑮꃀꀙꏢꇁꋌꏃꌊꑴꄊꆀꄉ

ꇁ。ꀧꇊꋀꉚꆹ。3ꋀꊇꀕꅉꆹꁁꑳ

ꄻꑘꃅꌠꊿ。ꀧꇊꆹꋀꌋꆀꑘꋍꑵ

ꃅꌠꉬꐛꅹ，ꋀꈽꐥꄉꐯꇯꑘꃅ。

4ꑬꆏꄹꉇꌠꆏ，ꀧꇊꉻꏑꅉꇬꄉꅔ

ꀥ，ꒀꄠꊿꌋꆀꑝꇂꊿꏭꉙꂘꇬ

ꎷ。 

一个犹太人，名叫亚居拉，他
生在本都；因为革老丢命犹太
人都离开罗马，新近带着妻百
基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
了他们。3他们本是制造帐棚为
业。保罗因与他们同业，就和
他们同住做工。4每逢安息日，
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
人和希腊人。 

5ꑭꇁꌋꆀꄜꂿꄠꑋꂷꐕꄓꄉꇀ

ꄮꇬ，ꀧꇊꏟꈯꀕꃅꇗꅉꁊ，ꒀꄠꊿ

ꏭꑳꌠꆹꏢꄖꉬꌠꊩꀽ。6ꋀꊇꀧꇊ

5西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
的时候，保罗为道迫切，向犹
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6他们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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ꄘꑣ、ꍍꋉꄮꆏ，ꀧꇊꆹꃢꈜꇣꅉ

ꃅ：“ꆍꊇꑽꃤ（“ꑽꃤ”ꑝꇂꉙꇬꆏ“ꌦ

ꅪ”ꃅꅑ）ꆹꆍꊨꏦꀂꏽꎍ，ꉠꉈꁒꅍꀋ

ꐥ（ꑝꇂꉙꇬꆏ“ꉡꆹꁦꎴ”ꃅꅑ），ꀃꑍꇈꉈ

ꆏ，ꉢꉇꉻꊿꄷꉜꄉꁧꀐ”ꄷ。7ꄚ

ꄉ，ꀊꄶꇬꐞꄉꇁꌊꊾꂷꅍꑟ，ꊿꋋ

ꂷꆹꄝꄏ•ꒀꌦꄖꂓꇈꏃꃅꌋꏭꀍꃈ

ꄚꂷꉬ，ꋍꑳꆹꉻꏑꅉꏢꁮꇬꐛ。8ꉻ

ꏑꅉꇬꏲꂠꌠꏢꆀꌦꀯꌋꆀꋀꋋꑷꃅ

ꌋꑇꀐ，ꉈꑴꇬꆀꄏꊿꀉꑌꈨꑌꅲꈭ

ꐨꆏꑇꄉꋋꑣꊪꀐ。9ꋍꉔꈊꃀꆏ，ꌋ

ꐛꒌꇣꋲꌠꇬꄉꀧꇊꏭ：“ꏸꄡꏦ，

ꊛꄉꉉꌦꐥ，ꄡꁵꍃꃅꄡꄉ；10ꉢꆏꈽ

ꐥꑲꆏ，ꈍꃅꑌꊿꇇꐛꄉꆏꉮꌠꀋ

ꐥ，ꑞꃅꆏ，ꇓꈓꋋꂷꇬꉠꉹꁌꈍꑋꈍ

ꑋꃅꐥ”ꄷ。11ꀧꇊꀊꄶꇬꃅꐎꋍꈓ

ꌋꆀꃘꁮꆪꂷꀀ，ꋌꏃꃅꌋꇗꅉꄻꋀ

ꊇꉙꂘ。 

抗拒、毁谤，保罗就抖着衣
裳，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
己头上（“罪”原文作“血”），与我无
干（原文作“我却干净”）。从今以
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7于
是离开那里，到了一个人的家
中，这人名叫提多•犹士都，是
敬拜神的，他的家靠近会堂。
8管会堂的基利司布和全家都信
了主，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
了，就相信受洗。9夜间，主在
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
管讲，不要闭口；10有我与你同
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
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
11保罗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六个
月，将神的道教训他们。 

12ꏦꑘꑸꇠꑸꏲꂠꇛꌺꄺꄮꇬꆏ，

ꒀꄠꊿꈧꌠꉌꂵꋍꂷꑌꌊꀧꇊꆼꁏꇁ

ꄉ，ꀧꇊꋀꈻꌊꀞꇽꅉꇬꊐ，13ꋀꊇ

ꆏ：“ꊿꋋꂷꉹꁌꏭꄹꏦꇬꄡꍬꃅꏃ

ꃅꌋꏭꀍꃈꄚꄷꉉ”ꄷ。14ꀧꇊꈌꋊ

ꄉꅇꉉꂿꄷꇬꆏ，ꏦꑘꒀꄠꊿꏭ：

“ꆍꊇꒀꄠꊿꋋꈨ！ꀋꄸꄷ，ꑽꃤꃆ

ꂮꅀꌤꄷꅠꌠꉬꑲꆏ，ꉢꋰꄉꆍꊇꅇ

ꅲꄡꑟꌠꉬ。15ꄚ，ꆍꊇꌌꐮꈁꀥꌠ

ꆹ，ꀋꄸꄷ，ꅇꂷꉐꂷ、ꂓꌗꌋꆀꆍ

ꄹꏦꉬꑲꆏ，ꆍꊇꊨꏦꀞꒉ！ꉢꌤꋍꑠ

ꇔꅲꀋꏾ”ꄷ。16ꋀꊇꀞꇽꅉꄉꋌ

ꇱꈹꉈꏭꎭ。17ꉹꁌꆏꄚꄉꉻꏑꅉꇬ

12到迦流作亚该亚方伯的时
候，犹太人同心起来攻击保
罗，拉他到公堂，13说：“这个
人劝人不按着律法敬拜神。”
14保罗刚要开口，迦流就对犹太
人说：“你们这些犹太人！如果
是为冤枉或奸恶的事，我理当
耐性听你们。15但所争论的，若
是关乎言语、名目和你们的律
法，你们自己去办吧！这样的
事我不愿意审问。”16就把他们
撵出公堂。17众人便揪住管会堂
的所提尼，在堂前打他。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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ꏲꂠꌠꌙꄝꆀꋀꋇꌊꀞꇽꅉꂾꄉ

ꅥ。ꏦꑘꆹꌤꋍꑠꑋꋌꇫꉈꀋꁒ。 
事迦流都不管。 

 

ꀧꇊꀱꀊꄝꀊꑟ 保罗回到安提阿 
18ꀧꇊꉈꑴꀉꑌꑍꐥꇈ，ꃺꑌꈧ

ꌠꏭꐞꅇꄜꈭꐨꆏ，ꇉꑌꑪꆀꑸꉜꄉ

ꁧ，ꀙꏢꇁ、ꑸꏲꇁꑋꑌꋋꐊꁧ。

ꋌꅇꏤꒃꋺꒉꄸꃅꏦꇱꅿꄉꀂꏾꐑ

ꀐ。19ꇁꌊꑱꃛꌙꑞꄮꇬꆏ，ꋀꊇꀧ

ꇊꇱꇤꀊꄶꇬꐥꄉꇈꎽ，ꀧꇊꊨꏦꆏ

ꉻꏑꅉꇬꃹꄉ，ꒀꄠꊿꌋꆀꐮꅔ

ꀥ。20ꉹꁌꈧꌠꋍꏭꀉꑌꑍꐥꇈꁧ

ꄷ，ꄚ，ꋌꇫꉬꀋꅲ；21ꋌꐞꅇꄜꇈ，

ꋀꊇꏯ：“ꀋꄸꄷ，ꏃꃅꌋꉬꅲꑲ

ꆏ，ꉢꀱꉈꑴꄚꇬꇁꑴꌦ”ꄷꇈ，ꑱ

ꃛꌙꄉꇉꑌꁧꀐ。22ꇽꌒꆀꑸꑟꇈꇉ

ꇬꄉꐂꅔꇬꅞꈭꐨꆏ，ꑳꇊꌒꇌꑇꊿ

ꏓꉻꏭꋬꂻꄜꆹ，ꊁꆏꋌꎼꀊꄝꀊꒉ

（ꑝꇂꉙꇬꆏ“ꑳꇊꌒꇌ”ꄷꌠꇬꀋꐊ）。23ꋌꀊ

ꄶꇬꃅꑍꈍꑋꑍꐥꈭꐨꆏ，ꉈꑴꀊꄶ

ꇬꄉꇁꌊꂴꊁꃅꏦꇁꄠꌋꆀꃛꑗꏦꃅ

ꄷꈴꄉ，ꌶꌺꈀꐥꌠꁳꈫꈈꎻ。 

18保罗又住了多日，就辞别
了弟兄，坐船往叙利亚去。百
基拉、亚居拉和他同去。他因
为许过愿，就在坚革哩剪了头
发。19到了以弗所，保罗就把他
们留在那里，自己进了会堂，
和犹太人辩论。20众人请他多住
些日子，他却不允，21就辞别他
们，说：“神若许我，我还要回
到你们这里。”于是开船离了以
弗所。22在凯撒利亚下了船，就
上耶路撒冷去问教会安，随后
下安提阿去。23住了些日子，又
离开那里，挨次经过加拉太和
弗吕家地方，坚固众门徒。 

 

ꑸꀧꇊꑱꃛꌙꄉꇗꅉꄜ 亚波罗在以弗所讲道 
24ꒀꄠꊿꑸꀧꇊꂒꂷꇁꑱꃛꌙ

ꑟ。ꋋꆹꑸꆀꎭꄊꊾꒆꌺ，ꌧꇐꌷꇐ

（“ꌧꇐꌷꇐ”ꅀ“ꈌꉐ”ꃄꑌꍑ）ꐥꄉ，ꌃꎔ

꒰ꀨꉉꀽꉔꐯꉔ。25ꊿꋋꂷꆹꌋꇗꅉ

ꇬꄉꉙꊌꂘꊌꀐ，ꋍꉌꂵꁨꐞꄑꄉ，

ꑳꌠꃆꂮꑭꋧꃅꋌꌌꉉꀽꄉꊿꉗꊿ

ꂘ；ꄚ，ꋋꆏꒀꉴꋋꑣꏦꃤꀉꄂꅉ

ꐚ。26ꋌꉻꏑꅉꇬꄉꉌꂵꀉꒉꃅꇗꅉ

24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
罗，来到以弗所。他生在亚历
山大，是有学问的，最能讲解
圣经（“学问”或作“口才”）。25这人已
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
火热，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
训人；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洗
礼。26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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ꄜ，ꋍꑠꀙꏢꇁ、ꑸꏲꇁꑋꈨꈭꐨꆏ，

ꋌꋍꑊꇱꋩꌊꇁꇈ，ꏃꃅꌋꇗꅉꀊꅰ

ꃅꑭꋧꃅꉉꀽꋋꇰ。27ꋌꑸꇠꑸꉜꄉ

ꁧꏭꄐ，ꃺꑌꈧꌠꋍꏭꈐꊟꊋꊡ，ꄷ

ꀋꁧ，ꄯꒉꁱꄉꀊꄶꇬꌶꌺꁳꋋꋩꋋ

ꏦꎻ（ꅀ“ꃺꑌꈧꌠꄯꒉꁱꀊꄶꇬꌶꌺꈧꌠꁵꄉ，ꋀ

ꏭꋋꋩꋋꏦꄷ”ꄷꑌꄿ），ꋌꀊꄶꇬꑟꈭꐨ

ꆏ，ꀊꄶꇬꊿꑆꊋꊌꄉꌋꑇꈧꌠꆹꋌ

ꀉꑌꃅꋀꇇꀤ，28ꋌꋍꏅꂾꄉꄐꅍꀉ

ꒉꃅꐥꄉ，ꒀꄠꊿꋌꀥꈌꉛꀕ，ꌃꎔ

꒰ꀨꇬꅇꂷꋌꈻꌊꌬꄉꑳꌠꆹꏢꄖꉬ

ꌠꊩꀽ。 

基拉、亚居拉听见，就接他
来，将神的道给他讲解更加详
细。27他想要往亚该亚去，弟兄
们就勉励他，并写信请门徒接
待他（或作“弟兄们就写信劝门徒接待

他”），他到了那里，多帮助那蒙
恩信主的人，28在众人面前极有
能力驳倒犹太人，引圣经证明
耶稣是基督。 

 

ꀧꇊꑱꃛꌙꐥ 保罗在以弗所 

19 ꑸꀧꇊꇬꆀꄏꐤꄮꇬ，ꀧꇊꆏ

ꃅꄷꉎꏭꐛꂷꇬꈴꄉꇁꑱ 
19 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

候，保罗经过了上边一 
ꃛꌙꑟ；ꀊꄶꇬꄉꌶꌺꈍꑍꑹꋌꂿ。

2ꋌꋀꊇꏯ：“ꆍꊇꑇꄮꇬꌃꎔꒌꊩ

ꊪꀐ？”ꄷꅲ。ꋀꆏ：“ꀋꊪꑴꌦ，

ꌃꎔꒌꐥꌠꂯꈨꀋꋻ”ꄷ。3ꀧꇊ

ꆏ：“ꑠꉬꑲꆏ，ꆍꊇꆹꑞꋋꑣꊪꌠ

ꉬ？”ꄷꅲ。ꋀꊇꆏ：“ꒀꉴꃤꋋ

ꑣ”ꄷ。4ꀧꇊꆏꑠꃅꉉ：“ꒀꉴꈀ

ꃅꌠꆹꉪꁏꄺꀱꌠꋋꑣꉬ，ꉹꁌꏭꋍ

ꊂꇁꌠꑳꌠꂶꌠꑇꄡꑟꄷꉉ”ꄷ。

5ꋀꅇꂷꋋꇬꈨꈭꐨꆏ，ꌋꑳꌠꂓꄜꄉ

ꋋꑣꊪ。6ꀧꇊꇇꐛꋀꇭꀧꇬꄀꄮꇬ

ꆏ，ꌃꎔꒌꇁꋀꇭꀧꇬꌵꄉ，ꋀꊇꃅ

ꄷꉙꉉ，ꅉꄜꅇꑌꉉ。7ꊿꐯꇯꊰꑋ

ꑹꀑꂪꐥ。 

带地方，就来到以弗所；在那
里遇见几个门徒，2问他们说：
“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
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
见有圣灵赐下来。”3保罗说：
“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
他们说：“是约翰的洗。”4保罗
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
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
来的，就是耶稣。”5他们听见这
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6保
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
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
又说预言。7一共约有十二个
人。 

8ꀧꇊꉻꏑꅉꇬꃹꄉꉌꂵꀉꒉꃅ 8保罗进会堂，放胆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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ꇗꅉꉉ，ꋌꌘꁮꆪꐮꊂꊛꄉꏃꃅꌋꇩ

ꃆꂮꅔꀥ，ꉹꁌꉙꂘ。9ꊁꆏ，ꊿꋍꈨ

ꆏꉌꂵꇬꆸꉂꆽꁁꄉꇬꀋꑇ，ꋀꊇꉹ

ꁌꂾꄉꇗꅉꋋꏢꏭꍍꋉꄸꄀ，ꀧꇊꆏ

ꋀꄷꄉꐞꁧ，ꋌꌶꌺꈧꌠꋌꏃꌊꄫꇁ

ꇊꌷꑳꇬꄉꋍꑍꋑꀋꋒꈌꀥꉐꍣ。

10ꑠꃅꑍꈓꂷꐛꄉ，ꊿꑸꑭꑸꈁꀀꌠ，

ꒀꄠꊿꉬꄿꂿ，ꑝꇂꊿꉬꄿꂿꐯꇯꌋ

ꇗꅉꋀꈨꌐ。 

一连三个月，辩论神国的事，
劝化众人。9后来，有些人心里
刚硬不信，在众人面前毁谤这
道，保罗就离开他们，也叫门
徒与他们分离，便在推喇奴的
学房天天辩论。10这样有两年之
久，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
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听
见主的道。 

 

ꌦꏢꃬꌺꈧꌠ 士基瓦的儿子们 
11ꏃꃅꌋꀧꇊꇇꄧꈴꄉꌤꀊꅰꃅ

ꂵꌦꂵꌋꈨꃅꀐ；12ꄷꀋꁧ，ꊿꀧꇊꇭ

ꀧꇬꄉꇇꌩꁁꅀꇊꁁꄻꊿꆅꇭꀧꇬꉱ

ꄉꇬꑋ，ꊿꌒꇈ，ꄷꅠꌠꑊꋌꑠꑌꅐ

ꁧꀐ。13ꀊꋨꄮꇬ，ꑊꋌꈹꌠꒀꄠꊿ

ꈍꑍꑹꃄꇖꄹꊂꏮꄉ，ꋀꋧꁧꃅꑳꌠ

ꂓꄜꄉꊿꑊꋌꐊꌠꏭ：“ꉡꆹꀧꇊꈁ

ꁊꌠꑳꌠꂶꌠꂓꄜꄉ，ꆍꏭꁖꇁꄷ”
ꄷ。14ꌤꋍꑠꃅꈧꌠꆏ，ꒀꄠꆦꑝꌟ

ꒉꌦꏢꃬꌺꏃꑹꌠꉬ。15ꑊꋌꄷꅠꌠ

ꋀꏭ：“ꑳꌠꉢꌧ，ꀧꇊꑌꉢꅉꐚ，

ꄚ，ꆍꊇꆹꈀꄸꈨꉬ？”ꃅꅇꀱ。

16ꊿꑊꋌꐊꂶꌠꐂꇁꋀꀳꄉ，ꋀꊇꐯ

ꇯꇬꀋꄿꃅꋌꍑꇂꃴꅞ，ꋀꋌꎼꅩꀧ

ꍓꃅꂷꊂꌸꄉ，ꑳꀊꋨꂷꇬꄉꁈꁧ

ꀐ。17ꊿꑱꃛꌙꈁꀀꌠꃅ，ꒀꄠꊿꉬ

ꄿꂿ，ꑝꇂꊿꉬꄿꂿꌤꋌꐘꋀꅉꐚ

ꌐ，ꏷꑌꏸꏦꌐ；ꌋꑳꌠꂓꋌꊂꆏꀊꄶ

ꄉꐤꒉꀐ。18ꊿꑇꀐꈧꌠꆏ，ꀉꑌꃅ

ꇁꌊꌤꊨꏦꈀꃅꋺꈧꌠꉉꏚꄉꀖꅐ

ꇁ。19ꑍꃀꑍꃔꌤꌬꈧꌠꑌꀉꑌꈨꋀ

11神借保罗的手行了些非常
的奇事；12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
拿手巾或围裙放在病人身上，
病就退了，恶鬼也出去了。13那
时，有几个游行各处、念咒赶
鬼的犹太人，向那被恶鬼附的
人擅自称主耶稣的名，说：“我
奉保罗所传的耶稣，敕令你们
出来！”14做这事的，有犹太祭
司长士基瓦的七个儿子。15恶鬼
回答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
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呢？”
16恶鬼所附的人就跳在他们身
上，胜了他们，制伏他们，叫
他们赤着身子受了伤，从那房
子里逃出去了。17凡住在以弗所
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
人，都知道这事，也都惧怕；
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了。18那
已经信的，多有人来承认诉说
自己所行的事。19平素行邪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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ꄯꒉꋀꄌꌊꇁꇈ，ꋀꄻꉹꁌꂾꁧꄉꐔ

ꄀꇫꎭ。ꄯꒉꁌꋀꌗꐯꇯꎼꇁꇬꎆꃀ

ꉬꃪꀕꁌꐛ。20ꌋꇗꅉꆹꀉꒉꐯꀉꒉ

ꃅꌄꆣ，ꄷꀋꁧꊋꐛ，ꇯꍝꃅꑠꃅꐙꌠ

ꉬ。 

的，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堆
积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算计
书价，便知道共合五万块钱。 
20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
就是这样。 

 

ꑱꃛꌙꃅꄷꌽꂰ 以弗所的骚乱 
21ꌤꋋꈨꃅꌐꈭꐨꆏ，ꀧꇊꉪꄉ

ꏤꄉꂷꐕꄓꈴ、ꑸꇠꑸꈴꇈꑳꇊꌒ

ꇌꉜꄉꁧꀐ，ꋌꉈꑴ：“ꉢꀊꄶꑟꈭ

ꐨꆏ，ꀋꎪꃅꇊꂷꊼꇅꉜꁧ”ꄷ。

22ꄚꄉꊿꋋꇇꀤꈧꌠꈬꇬꄜꂿꄠꌋꆀ

ꑱꇁꄖꑋꋌꇤꅷꂷꐕꄓꉜꄉꁧꎻ，ꀊ

ꋨꇅꇬꋍꊨꏦꆏꑸꑭꑸꄉꇁꉚ。 

21这些事完了，保罗心里定
意，经过了马其顿、亚该亚，
就往耶路撒冷去。又说：“我到
了那里以后，也必须往罗马去
看看。”22于是从帮助他的人
中，打发提摩太、以拉都二人
往马其顿去，自己暂时等在亚
细亚。 

23ꀊꋨꄮꇬ，ꇗꅉꋋꏢꒉꄸꃅꌽꂰ

ꌠꀁꑌꃅꀋꐥ。24ꐍꋩꇎꇷꄃꂰꄂꂓ

ꑠꂷ，ꋋꆹꌦꀋꃋꌋꀋꃋꑸꄃꂰꐎꁱ

ꌺꑋꅉꄻꄉ，ꇇꄻꋽꇐꃅꊿꈧꌠꃼꇇ

ꋌꎼꊌꐯꊌꀐ。25ꋌꋀꊇꌋꆀꐍꋩꇮ

ꃅꊿꈧꌠꋌꏓꌊꋍꈜꄉ，ꋀꏭ：“ꁦ

ꋠꊈꀋ！ꉪꊇꆹꃼꇇꋌꑵꉘꇉꄉꎆꊌ

ꋚꊊꌠꆍꅉꐚ。26ꀧꇊꋋꂷꑱꃛꌙꄉ

ꀉꄂꀋꉬꃅ，ꑸꑭꑸꑭꊂꄉꑌ：“ꊿ

ꇇꈀꄻꌠꆹꌋꀋꉬ”ꄷꉉꄉ，ꊿꀉꑌ

ꈨꋌꊏꅰꌌꁧꀐ，ꑠꆹꆍꊇꑓꂿꅺꈨ

ꀐꌠꉬ。27ꑠꃅꇬꆹ，ꉪꊇꃼꇇꋌꑵ

ꊿꇬꉚꄸꌠꀉꄂꀋꉬꃅ，ꀉꒉꌠꌦꀋ

ꃋꌋꀋꃋꑸꄃꂰꁱꑳꑌꊿꉜꇬꌗꅍꀋ

ꐥꀐ，ꑸꑭꑸꑭꊂꌋꆀꃅꑆꋌꁬꇂꃴ

ꃅꇬꏭꀍꃈꄚꌠꌦꀋꃋꌋꀋꃋꏦꒉꋦ

ꌠꀑꑊꇯꈔꑍꂯꄉꀐ”ꄷ。 

23那时，因为这道起的扰乱
不小。24有一个银匠，名叫底米
丢，是制造亚底米神银龛的，
他使这样手艺人生意发达。25他
聚集他们和同行的工人，说：
“众位，你们知道我们是倚靠这
生意发财。26这保罗不但在以弗
所，也几乎在亚细亚全地，引
诱迷惑许多人，说：‘人手所做
的，不是神。’这是你们所看
见、所听见的。27这样，不独我
们这事业被人藐视，就是大女
神亚底米的庙也要被人轻忽，
连亚细亚全地和普天下所敬拜
的大女神之威荣也要消灭了。” 



ꁆꄻꊩꌺꃅꐨ  19 432 使徒行传  19 
 

28ꋍꅇꂷꋋꈨꉹꁌꈨꈭꐨꆏ，ꇬ

ꇉꃵꐔꉆꐔꈾꌦꄉꏽ，ꋀꏅꄉ：“ꑱ

ꃛꌙꊿꑸꄃꂰꆹꇰꀋꃀꌠ”ꄷ。29ꇓ

ꈓꋋꂷꃅꌽꂰꇁꌐꄉ，ꉹꁌꆹꀧꇊꌋ

ꆀꐮꐊꐺꌠꂷꐕꄓꊿꇠꑿꌋꆀꑸꆀ

ꄉꇴꑋꋀꒃꄉ，ꐯꇯꅸꇁꒊꅍꈩꅍꀖ

ꅉꈚꌠꇬꊐ。30ꀧꇊꆹꁨꉹꁌꈧꌠꄷ

ꃹꆸꏢꉨ，ꄚ，ꋌꇫꆹꌠꌶꌺꈧꌠꇫꉬ

ꀋꅲ。31ꉈꑴꀧꇊꐋꀨꑸꑭꑸꌟꒉꈨ

ꑌꊿꋀꇤꅷꋍꊂꇁꄉ，ꋍꏭꈔꀋꑴꃅ

ꒊꅍꈩꅍꀖꅉꈚꌠꇬꄡꆹꄷ。32ꊿꏓ

ꀊꄶꐺꈧꌠꌼꇑꀠꇁꃅ，ꋌꑵꏄꈨ

ꐥ，ꀊꋩꑵꏄꈨꐥ，ꊋꒉꌠꆏꑞꃅꑠꃅ

ꐯꏑꌠꋀꋋꅉꀋꐚ。33ꑸꆀꎭꄊꂶꌠ

ꊾꈬꇬꄉꊿꈻꎼꇁ，ꒀꄠꊿꆹꑸꆀꎭ

ꄊꋀꄹꅷꂴꉜꄉꁧ，ꑸꆀꎭꄊꆏꉹꁌ

ꏭꇇꉈꄉ，ꊨꏦꑖꉬꄜꉹꁌꇯꏢꉨ；

34ꋋꆹꒀꄠꊾꂷꉬꌠꋀꌧꅐꇁꄉ，ꋍꏅ

ꃅꋓꄉ：“ꑱꃛꌙꊿꑸꄃꂰꆹꇰꀋꃀ

ꌠ！”ꃅꊛꄉꄮꈉꑍꂷꀊꇈꏅ。35ꇓ

ꈓꀊꋨꂷꇬꇛꌺꂶꌠꉹꁌꋌꅰꌕꈈꀕ

ꃅꄉꇈ，ꉹꁌꏭꑠꃅꉉ：“ꑱꃛꌙꊿ

ꀋ！ꑱꃛꌙꇓꈓꆹꇰꀋꃀꌠꑸꄃꂰꁱ

ꑳꌋꆀꍐꌦꄷꄉꊰꇁꌠꁱꂶꌠꐏꁇꌠ

ꈀꄸꂷꋋꅉꀋꐚ？36ꌤꋍꑠꆹꈀꄸꑌꇫ

ꄙꇫꑣꀋꄐꌠ，ꑠꅹ，ꆍꊇꄡꏟꄡꏈꃅ

ꄉ，ꀋꉪꀋꏣꌠꌤꑠꄡꃅ。37ꊿꆍꈻ

ꌊꇁꋋꈨ，ꋀꊇꆹꁱꑳꇬꎊꈬꑌꀋꈐ，

ꉪꌦꀋꃋꌋꀋꃋꏭꑌꍍꀋꋉꄸꀋꄀ，

38ꀋꄸꄷ，ꄃꂰꄂꌋꆀꋍꌤꃅꐋꀨꈧ

ꌠꋀꊂꅇꎹꅍꐥꑲꆏ，ꅇꎹꃅꑍꐥꑴ

28众人听见，就怒气填胸，
喊着说：“大哉！以弗所人的亚
底米啊。”29满城都轰动起来。
众人拿住与保罗同行的马其顿
人该犹和亚里达古，齐心拥进
戏园里去。30保罗想要进去，到
百姓那里，门徒却不许他去。
31还有亚细亚几位首领，是保罗
的朋友，打发人来劝他，不要
冒险到戏园里去。32聚集的人纷
纷乱乱，有喊叫这个的，有喊
叫那个的，大半不知道是为什
么聚集。33有人把亚历山大从众
人中带出来，犹太人推他往
前，亚历山大就摆手，要向百
姓分诉；34只因他们认出他是犹
太人，就大家同声喊着说：“大
哉！以弗所人的亚底米啊。”如
此约有两小时。35那城里的书记
安抚了众人，就说：“以弗所人
哪！谁不知道以弗所人的城，
是看守大亚底米的庙，和从宙
斯那里落下来的像呢？36这事既
是驳不倒的，你们就当安静，
不可造次。37你们把这些人带
来，他们并没有偷窃庙中之
物，也没有谤讟我们的女神，
38若是底米丢和他同行的人有控
告人的事，自有放告的日子（或

作“自有公堂”），也有方伯可以彼此
对告。39你们若问别的事，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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ꌦ，ꏲꂠꇛꌺꄷꑌꋀꊇꐮꅇꎹꉆꑴ

ꌦ。39ꀋꄸꄷ，ꆍꌤꀉꁁꃆꂮꉉꏾꑲ

ꆏ，ꏦꃤꈴꄉꃀꈿꄉꍆꇽꉆ。40ꀃꑍ

ꌽꂰꌠꆹ，ꁢꊧꀋꐥꌠ，ꉪꊇꆹꈍꃅꑌ

ꋀꌌꍤꅲꇁꌠꉬ，ꉉꅷꑠꃅꐯꏑꌌꌽ

ꂰꐺꌠꇬꑟꇬꆏ，ꁢꊧꀋꐥꄉ，ꉪꊇꑌ

ꉉꅍꎷꀋꊌꌠꉬ”ꄷ。41ꋌꑠꃅꉉꈭ

ꐨꆏ，ꉹꁌꁳꂱꑱꅉꁧꎻ。 

以照常例聚集断定。40今日的扰
乱，本是无缘无故，我们难免
被查问，论到这样聚众，我们
也说不出所以然来。”41说了这
话，便叫众人散去。 

 

ꀧꇊꂷꐕꄓꌋꆀꑝꇂꅲꇫꁧ 保罗访问马其顿和希腊 

20 ꌽꂰꌠꆏꈭꐨꆏ，ꀧꇊꆹꌶꌺ

ꈧꌠꋌꇴꌊꇁ，ꋀꈐꊟꊋꊡ， 20 乱定之后，保罗请门徒
来，劝勉他们，就辞别 

ꐞꅇꄜꇈꋌꎼꂷꐕꄓꉜꄉꁧꀐ。2ꃅ

ꄷꀊꋩꈚꇬꏮꈴꇈꅇꂷꈍꑋꌌꌶꌺꇬ

ꈐꊟꊋꊡꈭꐨꆏ，ꇁꑝꇂꑟ。3ꀊꄶꇬ

ꃅꐎꌘꁮꆪꂷꀀꇈ，ꇉꑌꑪꆀꑸꉜꄉ

ꁧꂯꄮꇬꆏ，ꒀꄠꊿꋌꉮꂿꄷꏂꇫꐺ

ꄉ，ꋌꉪꄉꏤꄉꂷꐕꄓꄉꀱꁧꏭꄐ。

4ꊿꋌꈽꄉꑸꑭꑸꁧꌠꆹꀺꆀꑸꊿꀙ

ꇊꌦꌺꌙꀠꄯ、ꄟꌒꇊꆀꏦꊿꑸꆀ

ꄉꇴꌋꆀꑟꇬꄖ，ꉈꑴꄯꀻꊿꇠꑿ、

ꄜꂿꄠ，ꀉꁁꆏꑸꑭꑸꊿꄫꏸꇴꌋꆀ

ꄯꇊꃏꃀꃅꋋꈨꐥ。5ꊿꋋꈨꂴꁧ

ꄉ，ꄯꇊꑸꄉꉪꊇꇁꉚ。6ꎬꃚꃔꋌ

ꀋꇱꎺꄅꄹꉇꈭꐨꆏ，ꉪꊇꆏꃏꆀꀘ

ꄉꃅꐎꉬꑍꇉꑌꇈ，ꇁꄯꇊꑸꑟꄉ，

ꋀꊇꌋꆀꐯꏑ，ꀊꄶꇬꃅꐎꏃꑍꐥ。 

起行，往马其顿去。2走遍了那
一带地方，用许多话劝勉门徒
（或作“众人”），然后来到希腊。
3在那里住了三个月，将要坐船
往叙利亚去，犹太人设计要害
他，他就定意从马其顿回去。
4同他到亚细亚去的，有庇哩亚
人毕罗斯的儿子所巴特，帖撒
罗尼迦人亚里达古和西公都，
还有特庇人该犹，并提摩太，
又有亚细亚人推基古和特罗非
摩。5这些人先走，在特罗亚等
候我们。6过了除酵的日子，我
们从腓立比开船，五天到了特
罗亚，和他们相会，在那里住
了七天。 

 

ꀧꇊꄽꂫꃢꌠꄯꇊꑸꅲꇬ 保罗最后一次访问特罗亚 
7ꏃꑍꉘꃀꄹꉇ，ꉪꊇꐯꏑꄉꎬꁱ

ꏼꄮꇬ，ꀧꇊꆹꊁꄹꉇꆏꐞꁧꀐꐛꅹ，

7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
掰饼的时候，保罗因为要次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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ꋀꊇꌋꆀꐮꌧꈿꅷꌋꐓꌊꁁꄮꇬ

ꑟ。8ꉪꊇꐯꏑꅉꆸꄜꑳꁨꌠꇬꂷꇭ

ꈍꑋꄻꇬꄔꄉ。9ꄿꏀꒀꄫꇴꂓꑠꂷ

ꌍꑓꇬꑌꄉꅲꇈ，ꀀꐜꄉꀀꑌꇴꀐ，

ꀧꇊꀊꉗꏢꉉꄉꄿꏀꂶꌠꀀꑌꃹꈭꐨ

ꆏ，ꑳꌕꊐꀕꌠꇬꄉꊰꀏꏯꅞ，ꋌꊿ

ꄖꎼꇁꇬꆏ，ꌦꀐ。10ꀧꇊꀏꒉꇈ，ꇁ

ꄿꏀꂶꌠꇭꀧꇬꊫꄉ，ꄿꏀꂶꌠꋌꄌ

ꄉꑠꃅꉉ：“ꆍꊇꇨꄡꊸꃅꄉ，ꋍꒌ

ꆠꐥꑴꌦ”ꄷ。11ꀧꇊꀱꉈꑴꆸꄜꄉ

ꎬꁱꏼꋠꇈꀊꉗꏢꉉ，ꉉꅷꃅꄜꄮꇬ

ꑟꈬꐨꑲꆀꁧ。12ꄿꏀꂶꌠꄓꇁꄉꀉ

ꄻꀕꃅꊿꏃꇁ，ꉌꌒꄀꅍꀁꑌꃅꀋ

ꊌ。 

起行，就与他们讲论，直讲到
半夜。8我们聚会的那座楼上，
有好些灯烛。9有一个少年人，
名叫犹推古，坐在窗台上，困
倦沉睡。保罗讲了多时，少年
人睡熟了，就从三层楼上掉下
去；扶起他来，已经死了。10保
罗下去，伏在他身上，抱着
他，说：“你们不要发慌，他的
灵魂还在身上。”11保罗又上
去，掰饼，吃了，谈论许久，
直到天亮，这才走了。12有人把
那童子活活地领来，得的安慰
不小。 

 

ꄯꇊꑸꄉꂰꆀꄖꑟ 从特罗亚到米利都 
13ꉪꊇꆹꂴꇯꆐꐂꇉꑌꄉꇉꏀꌊ

ꑸꌚꏭꉜꄉꁧ，ꉪꊇꉪꐪꃅꇬꆹꀊꄶ

ꄉꀧꇊꋩꆹꂿꄷꌠ；ꑞꃅꆏ，ꋋꆹꑠꃅ

ꄐꏤꄉ，ꋌꊨꏦꈛꎼꁦꏢꉨ。14ꋌꑸ

ꌚꄉꉪꊇꌋꆀꐯꏑꄉ，ꉪꋩꌊꇉꇬꑌ

ꂰꄜꆹꆀꑟ。15ꀊꄶꇬꄉꇉꏀꌊꁧ，

ꊁꄹꉇꏸꀊꅶꁉꑟ，ꋌꊂꄹꉇꆏꌒꃀ

ꎿꋮꑟ，ꉇꑴꊁꄹꉇꆏꇁꂰꆀꄖꑟ；

16ꑞꃅꆏ，ꀧꇊꂴꇯꆐꉪꄉꏤꄉꑱꃛ

ꌙꏢꁮꈴꁧꏭꄐ，ꋌꑸꑭꑸꄉꀕꇤꂵ

ꏦꄉ，ꇨꆰꇨꊸꃅꁨꏭꉜꄉꁧ，ꋋꆹ

ꑳꇊꌒꇌꄉꉬꊰꎺꄅꋩꑍꋨꏦꄎꑟ

ꉂ。 

13我们先上船开往亚朔去，
意思要在那里接保罗；因为他
是这样安排的，他自己打算要
步行。14他既在亚朔与我们相
会，我们就接他上船。来到米
推利尼。15从那里开船，次日到
了基阿的对面；又次日，在撒
摩靠岸；又次日，来到米利
都；16乃因保罗早已定意越过以
弗所，免得在亚细亚耽延，他
急忙前走，巴不得赶五旬节能
到耶路撒冷。 

 

ꀧꇊꑱꃛꌙꄉꐞꁧ 保罗与以弗所长老告别 
17ꀧꇊꂰꆀꄖꄉꊿꋌꁆꌌꑱꃛꌙ 17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



ꁆꄻꊩꌺꃅꐨ  20 435 使徒行传  20 

 

ꄉꑇꊿꏓꉻꇬꅡꈭꌟꒉꈧꌠꇴꌊꇁ

ꎻ。18ꋀꊇꇁꈭꐨꆏ，ꀧꇊꋀꏭꑠꃅ

ꉉ：“ꉢꑸꑭꑸꑟꇁꀊꋨꄹꉇꅑꅸꇁ

ꌠ，ꆍꈬꄔꇬꉢꊿꈍꃅꐙꂷꉬꌠꆍꅉ

ꐚ。19ꉢꅉꀕꃅꌋꀨꎹ，ꑞꌤꉬꄿꂿ

ꆺꀋꒉ，ꑗꁴꑌꅐꅗ，ꒀꄠꊿꏂꇐꇫ

ꇐꒉꄸꃅꎖꉺꊝꅗ。20ꉈꑴꆍꅉꐚꌠ

ꆏ，ꌤꆍꈲꏣꈀꐥꌠ，ꉢꌌꆍꂾꂁꄉ

ꀋꉉꌠꀋꐥ，ꉹꁌꂾꉬꄿꂿ，ꆍꑳꇬꉬ

ꄿꂿ，ꉢꆍꏭꉙꂘꇬꎷ；21ꉈꑴꒀꄠꊿ

ꌋꆀꑝꇂꊿꏭꉪꁏꄺꀱꄉꀱꏃꃅꌋ

ꐊꇁ，ꉪꌋꑳꌠꏢꄖꑇꄡꑟꄷꊩꀽ。

22ꀋꃅꉢꑳꇊꌒꇌꉜꄉꁧ，ꉢꉈꃚꑓꄜ

（ꑝꇂꉙꇬꆏ“ꉢꌃꎔꒌꇱꐒꈄꄉ”ꃅꅑ），ꀊꄶ

ꇬꄉꌤꑞꉡꊝꇁꂯꌠꉢꋋꅉꀋꐚ；

23ꄚ，ꌃꎔꒌꆹꇓꈓꉢꈀꐥꋺꈧꌠꇬ

ꄉ，ꐒꈄꌠꌋꆀꎬꅧꅍꑠꉡꇁꉚꃅꉠ

ꏯꄐꌐꌠꉢꅉꐚ。24ꉢꉠꊨꏦꀑꇬꀋ

ꑴ，ꌌꁌꇐꈤꃅꑌꀋꉜ，ꉡꆹꉠꈜꉢꈴ

ꌐ，ꌋꑳꌠꄷꄉꉢꊪꄉꌠꌅꅍꃅꑘꈧ

ꌠꃅꌐꄉ，ꏃꃅꌋꑆꊋꌒꅇꎁꃅꊩꀽ

ꑲꆏꍑꀐ。 

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18他
们来了，保罗就说：“你们知
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
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
何，19服事主，凡事谦卑，眼中
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
历试炼。20你们也知道，凡与你
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
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各
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21又对
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当向神悔
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22现在
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原

文作“心被捆绑”），不知道在那里要
遇见什么事；23但知道圣灵在各
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
难等待我。24我却不以性命为
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
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
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
音。 

25ꉢꆍꌋꆀꐯꈽꐤꄮꇬ，ꅉꀕꃅ

ꏃꃅꌋꇩꇗꅉꄜꆍꊇꇰ，ꉠꑊꑍꆹꆍ

ꊇꋌꊂꇫꂿꀋꄐꀐꌠꀋꃉꉢꌧꀐ。

26ꑠꅹ，ꀃꑍꉢꆍꏭꊩꀽ，ꆍꈬꄔꇬꈀ

ꄸꂷꌦꑲꑌ，ꑽꃤꉠꀂꏽꀋꎍ（ꑝꇂꉙꇬ

ꆏ“ꉹꁌꏭꆹꉠꌦꅪꁦꎴꌠ”ꃅꅑ）。27ꑞꃅ

ꆏ，ꏃꃅꌋꉪꐨꉢꌌꆍꂾꂁꄉꉉꆍꀋ

ꇰꌠꀋꐥ。28ꌃꎔꒌꆍꁳꋋꊈꇬꆫꃬ

ꊿꄻꎻ，ꆍꊇꆹꊨꏦꌋꆀꋌꁥꎁꃅꋓ

25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
传讲神国的道；如今我晓得，
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
了。26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
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
在我身上（原文作“我于众人的血是洁

净的”）。27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
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28圣
灵立你们作全群的监督，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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ꉪꁨꄉꄡꑟ，ꆍꊇꀋꎪꃅꑇꊿꏓꉻꏃ

ꃅꌋꊨꏦꌦꅪꌌꃼꌊꇁ（ꅀ“ꀑꇬꋊꄉꈭ

ꋏ”ꃄꑌꍑ）ꋋꂷꆫꉘꑲꆀꍑ。29ꉡꆹꉢ

ꁧꈭꐨꆏ，ꀋꎪꃅꌇꄧꌠꍀꉘꆿꅪꆍ

ꈬꇬꃹꇁꄉ，ꑿꊇꌠꀋꇝꌠꉢꅉꐚ。

30ꆍꊇꈬꄔꑌꀋꎪꃅꊿꋍꈨꄓꌊꑽꈜ

ꍬꅇꉉ，ꌶꌺꆹꋀꊏꅰꌊꋀꊨꏦꊂꈹ

ꁧ。31ꑠꅹ，ꀀꐚꑓꄧꃅꄉ，ꉢꆍꈽꐥ

ꋋꌕꈎꉢꆍꏭꅇꈪꊐꋺ，ꉢꑍꇁꌋꀋ

ꐥꃅꑓꁴꅐꄉꆍꉗꆍꂘꌠꎺꄉ。32ꀋ

ꃉꆍꊇꉢꇱꏮꏃꃅꌋꀕꆀꋍꑆꊋꇗꅉ

ꏡꌠꁵ，ꇗꅉꋋꏢꆹꆍꊇꄕꄻꄎ，ꆍꊇ

ꁳꌃꇁꎔꐛꌠꊿꈀꐥꌠꌋꆀꐯꇯꍸꇐ

ꊪꊊꎽ。33ꉢꐥꅷꇁꇬꌞꊿ꒰、

ꐎ、ꃢꈚꑠꉪꀋꋻ。34ꉢꅉꀕꃅꉠꇇ

ꋋꑍꁆꌌꉢꌋꆀꊿꉡꐊꈧꌠꈉꄻꐨꎹ

ꌠꆍꊇꊨꏦꅉꐚ。35ꉢꌤꑞꑵꉬꄿ

ꂿ，ꆍꌶꀠꄻꄉ，ꆍꁳꑠꃅꎬꅧꄉꃅ，

ꊿꊋꁧꌠꇇꀤꄡꑟꌠꅉꐚꎻ，ꉈꑴꌋ

ꑳꌠꈁꉉꌠ：‘ꁵꌠꆹꊌꌠꏭꀋꋌꃅ

ꌒꃤꐥ’ꄷꇫꌠꎺꄉꄡꑟ”ꄷ。 

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
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
自己血所买来的（或作“救赎的”）。
29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
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
群。30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
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
徒跟从他们。31所以你们应当警
醒，记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
住地流泪，劝戒你们各人。32如
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
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
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33我
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
服。34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
人的需用，这是你们自己知道
的。35我凡事给你们作榜样，叫
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
助软弱的人，又当记念主耶稣
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 

36ꀧꇊꅇꂷꋋꈨꉉꌐꈭꐨꆏ，ꁡ

ꊭꃄꇴꄂꃅꉹꁌꈿꄉꈼꂟ。37ꉹꁌꈧ

ꌠꐒꉩꏽ，ꋀꊇꀧꇊꇵꆹꆼꃬꄉꇬ

ꁬ。38ꋀꊇꋌꎼꀊꅰꐯꀊꅰꃅꉌꐒꌠ

ꆏ，ꋌꈁꉉꌠ：“ꀃꑍꇈꉈꆏꉠꑊꑍ

ꆍꋌꊊꂿꀋꄐꀐ”ꄷꅇꂷꀉꋩꇬ，ꄚ

ꄉꋌꋀꎭꇉꑍꎼꁧꀐ。 

36保罗说完了这话，就跪下
同众人祷告。37众人痛哭，抱着
保罗的颈项，和他亲脸。38叫他
们最伤心的，就是他说：“以后
不能再见我的面”那句话，于是
送他上船去了。 

 

ꀧꇊꑳꇊꌒꇌꁧ 保罗去耶路撒冷 

21 ꉪꊇꉹꁌꄷꄉꐞꁧꈭꐨꆏ，ꇉ

ꏀꌊꈛꎂꃅꇬꌧꑟ。ꊁꄹꉇ 
21 我们离别了众人，就开

船一直行到哥士。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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ꆏꇊꄂꑟ，ꀊꄶꇬꄉꇁꁁꄊꇁꑟ。2ꇉ

ꃏꆀꏸꏭꉜꄉꁧꑠꇷꉪꋒꇈ，ꉪꎼꇉ

ꋋꇷꇬꑌꁧ。3ꌏꁍꇊꌦꎿꅔꊌꂿꉆ

ꄮꇬꆏ，ꉪꎼꒈꂪꁁꏯꈴꑪꆀꑸꏭꉜ

ꄉꁧ，ꇉꇶꌠꄫꇊꄉꎊꈬꇔꐛꅹ，ꉪ

ꀊꄶꄉꐂꅔꇬꅞ。4ꌶꌺꈧꌠꉪꎹꊊ

ꈭꐨꆏ，ꉪꀊꄶꇬꃅꐎꏃꑍꂷꐥ，ꋀꊇ

ꌃꎔꒌꇱꌵꉌꐡꄉ，ꀧꇊꏭ：“ꑳꇊ

ꌒꇌꄡꁧ”ꄷ。5ꈍꑍꀕꐛꈭꐨꆏ，

ꉪꊇꑭꄑꄉꁨꏭꉜꄉꁧ，ꋀꊇꋍꏅꃅ

ꀋꃀꀉꑳꌋꆀꐯꇯꉪꊇꋀꏃꇓꉈꎭ，

ꉪꊇꐯꇯꁡꊭꃄꇴꄂꄉꎿꋮꄉꈼꂟ，

6ꐮꏯꐞꅇꄜꈭꐨꆏ，ꉪꊇꐂꇉꇬꑌ

ꇁ，ꋀꊇꆹꀱꀁꇬꁧꀐ。 

天到了罗底，从那里到帕大
喇，2遇见一只船要往腓尼基
去，就上船起行。3望见塞浦路
斯，就从南边行过，往叙利亚
去，我们就在推罗上岸，因为
船要在那里卸货。4找着了门
徒，就在那里住了七天。他们
被圣灵感动，对保罗说：“不要
上耶路撒冷去。”5过了这几天，
我们就起身前行。他们众人同
妻子儿女送我们到城外，我们
都跪在岸上祷告，6彼此辞别。
我们上了船，他们就回家去
了。 

7ꉪꊇꄫꇊꄉꒉꇬꈳꅐꇈꇁꄏꆀꂴ

ꑟ，ꀊꄶꇬꃺꑌꈧꌠꏭꅇꄜꄉ，ꋀꊇ

ꌋꆀꐯꈽꋍꑍꐥ。8ꊁꄹꉇꆏ，ꀊꄶꇬ

ꐞꇈꇁꇽꌒꆀꑸꑟꄉ，ꉪꊇꇁꌒꅇꁊ

ꌠꃏꆀꏤꅍꃹꄉꀊꄶꀀ；ꋋꆹꏲꌋꃅ

ꊿꀊꋨꏃꑹꈬꄔꇬꋍꂷꉬ。9ꋌꀋꃋ

ꇖꑻꁨ，ꐯꇯꑮꆜꌺꉬꑴꌦ，ꐯꇯꅉ

ꄜꅇꉉꌠꉬ。10ꉪꊇꀊꄶꇬꁦꎆꈍꑍ

ꀕꐥꇈ，ꅉꄜꊿꑸꏦꁬꂓꑲꆀꒀꄠꄉ

ꇁꑠꂷ，1lꇁꌊꉪꄷꄉ，ꀧꇊꐧꃬꋌꇱ

ꌌꋍꊨꏦꑭꇇꋌꐒꄉꇈ，ꑠꃅꉉ：

“ꌃꎔꒌꄹꇬ：‘ꒀꄠꊿꑳꇊꌒꇌ

ꄉꐧꃬꌌꁈꂶꌠꑠꃅꋀꇱꐒꄉ，ꋀꏮ

ꉇꉻꊿꇇꈐꊐ’ꄷ”ꄷ。12ꉪꊇꌋ

ꆀꊿꀊꄶꇬꀀꈧꌠꅇꂷꋋꇬꈨꈭꐨ

ꆏ，ꐯꇯꇤꄉꀧꇊꏭꑳꇊꌒꇌꄡꆹꄷ

ꇬ。13ꀧꇊꆏ：“ꆍꊇꑞꃅꑠꃅꐒꉩ

7我们从推罗行尽了水路，
来到多利买，就问那里的弟兄
安，和他们同住了一天。8第二
天，我们离开那里，来到凯撒
利亚，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利家
里，和他同住；他是那七个执
事里的一个。9他有四个女儿，
都是处女，是说预言的。10我们
在那里多住了几天。有一个先
知，名叫亚迦布，从犹太下
来，11到了我们这里，就拿保罗
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说：
“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
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
他交在外邦人手里。”12我们和
那本地的人听见这话，都苦劝
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13保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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ꄉꉢꁳꉌꃀꌃꇗꏿꎻꌠꉬ？ꉢꌋꑳꌠ

ꂓꒉꄸꃅꄉꊿꌌꐒꈄꄷꀋꁧ，ꑳꇊꌒ

ꇌꄉꌦꇬꑋ，ꉢꉬꅲꌠꉬ”ꄷ。14ꀧ

ꇊꉪꅇꀋꅲꈭꐨꆏ，ꉪꊇꁦꎆꀋꉉꃅ

ꋍꏭ：“ꌋꉪꐪꃅꐛꅊꇈ”ꄷꀉꄂ

ꉉ。 

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
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
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
撒冷也是愿意的。”14保罗既不
听劝，我们便住了口，只说：
“愿主的旨意成就。”便了。 

15ꈍꑋꑍꐛꈭꐨꆏ，ꉪꃣꁧꉪꄻꎭ

ꃅꌊꑳꇊꌒꇌꁧ。16ꇽꌒꆀꑸꌶꌺꈍ

ꑍꑹꑌꉪꐊꁧ，ꉪꊇꋀꇱꏃꌊꌶꌺꈎ

ꄜꀉꆹ（“ꈎꄜꀉꆹ”ꅀ“ꀊꉗꏢꌶꌺꄻ”ꃄꑌ

ꍑ）ꑠꂷꄷꑟꄉꋀꏤꅍꀀ，ꌶꌺꋋꂷꆏ

ꇂꌜꂓ，ꋋꆹꌏꁍꇊꌦꊿ。 

15过了几日，我们收拾行李
上耶路撒冷去。16有凯撒利亚的
几个门徒和我们同去，带我们
到一个久为（“久为”或作“老”）门徒
的家里，叫我们与他同住；他
名叫拿孙，是塞浦路斯人。 

 

ꀧꇊꑸꇱꅲꇫꆹ 保罗访问雅各 
17ꑳꇊꌒꇌꑟꈭꐨꆏ，ꃺꑌꈧꌠ

ꉌꇿꑓꇿꃅꉪꊇꋨꏦ。18ꊁꄹꉇꆏ，

ꀧꇊꌋꆀꉪꐯꇯꑸꇱꂿꆹ，ꅡꈭꌟꒉ

ꈧꌠꑌꀊꄶꇬꐥꌐ。19ꀧꇊꋀꏭꅇꄜ

ꇈ，ꏃꃅꌋꋌꁳꌋꇗꅉꄜꉺꎻꌠ、ꉇ

ꉻꊿꈬꄔꄉꈀꃅꈁꑽꌠꌤꋍꑵꋍꑵꃅ

ꋌꉉꋀꊇꇰ。20ꋀꊇꌤꋋꈨꀕꈭꐨ

ꆏ，ꀑꒉꑊꒉꏮꏃꃅꌋꄀꄉ，ꀧꇊꏭꑠ

ꃅꉉ：“ꃺꑌꀋ！ꒀꄠꊿꄙꀕꃪꀕꃅ

ꑇꊿꐛꌠꆏꊌꂿꀐ，ꄷꀋꁧꋀꊇꐯꇯ

ꄹꏦꒉꄸꃅꄸꈐꁨꐞꄑ。21ꋀꊇꆹꆏ

ꒀꄠꊿꉇꉻꃅꄷꀀꈧꌠꏭꃀꑭꄹꏦꇬ

ꄡꍬꃅꉙꂘꌠꋀꈨꀐ。ꆏꒀꄠꊿꀊ

ꋨꈨꏭꋀꀉꑳꇭꀧꇬꌐꍓꏦꃤꄡꃅ，

ꒀꄠꃷꋪꏦꃤꇬꄡꍬꃅꉙꂘꌠꑌꋀꈨ

ꀐ。22ꉹꁌꆹꆏꄚꇁꀐꌠꀋꎪꃅꋀꊌ

ꈨꀐ，ꈍꃅꂰ？23ꆏꉪꊇꉉꅇꇬꈴꄉꃅ

ꀞ！ꉪꄚꇬꊿꏃꃅꌋꏭꅇꏤꒃꄉꀐꑠ

17到了耶路撒冷，弟兄们欢
欢喜喜地接待我们。18第二天，
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长老们
也都在那里。19保罗问了他们
安，便将神用他传教，在外邦
人中间所行之事一一地述说
了。20他们听见，就归荣耀与
神，对保罗说：“兄台，你看犹
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
都为律法热心。21他们听见人
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
人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
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条
规。22众人必听见你来了，这可
怎么办呢？23你就照着我们的话
行吧！我们这里有四个人，都
有愿在身。24你带他们去，与他
们一同行洁净的礼，替他们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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ꇖꑻꐥ。24ꆏꋀꏁꁧ，ꋀꈽꄉꁦꎴꅐ

ꏦꃤꃅ，ꋀꃸꅐꅍꆹꆏꀵꄉ，ꋀꁳꀂ

ꏾꐑꇫꎭꎻ，ꑠꃅꑲꆏ，ꉹꁌꆹꅽꃆꂮ

ꂴꋀꈨꈧꌠꆹꀋꐯꌠꊿꌧ，ꄷꀋꁧꆎ

ꆹꇗꁨꏦꁨ，ꄹꍬꏦꍬꌠꋀꊇꅉꐚꌠ

ꉬ。25ꌋꑇꌠꉇꉻꊿꈧꌠꆹꉪꊇꄯꒉ

ꁱꋀꊇꁵꄉ，ꋀꏭꋚꒉꌌꌩꁱꇓꁱꇬ

ꆦꑝꌠ、ꌦꅪꌋꆀꎇꃀꆽꉊꌦꌠꎸꑠ

ꋟꅝꀋꉆ，ꎼꃅꃏꑽꀋꉆꄷꉉꀐ”
ꄷ。26ꄚꄉꀧꇊꆏꊿꇖꑻꌠꋌꏃꌊꊁ

ꄹꉇꆏꋀꐯꇯꁦꎴꅐꏦꃤꃅ，ꌃꎔꑷ

ꂿꇬꃹꄉ，ꁦꎴꅐꌠꃅꑍꇎꄮꑟꀐꄷ

ꄉꄜꋊꇈ，ꋀꊇꆹꆦꑝꊿꋀꈀꄸꎁꑌ

ꃅꄉꆦꑝꇁꌠꀉꄂꇁꉚ。 

出规费，叫他们得以剃头。这
样，众人就可知道，先前所听
见你的事都是虚的；并可知道
你自己为人循规蹈矩，遵行律
法。25至于信主的外邦人，我们
已经写信拟定，叫他们谨忌那
祭偶像之物和血，并勒死的牲
畜与奸淫。”26于是保罗带着那
四个人，第二天与他们一同行
了洁净的礼，进了殿，报明洁
净的日期满足，只等祭司为他
们各人献祭。 

 

ꀧꇊꑷꂿꇬꄉꊿꒃꌊꁧ 保罗在殿里被捉拿 
27ꃅꐎꏃꑍꌠꇫꈴꁧꂯꄉꀐ，ꑸꑭ

ꑸꄉꇁꌠꒀꄠꊿꆹꀧꇊꌃꎔꑷꂿꇬꐥ

ꌠꋀꊌꂿꇈ，ꉹꁌꋀꊢꂖꌊꀧꇊꒃ

ꇁ。28ꋀꊇꏅꄉꑠꃅꉉ：“ꑱꌝꆀꊿ

ꉪꇇꀤꄉꊿꋋꂷꒃꇁ，ꊿꋋꂷꆹꇿꇬ

ꑌꊿꋌꇱꂘꄉ，ꋀꁳꉪꉹꁌ、ꏥꏦꌋ

ꆀꃅꄷꋌꈚꆼꁏꎻ。ꄷꀋꁧ，ꋌꑝꇂ

ꊿꋌꏃꌊꄚꇁꄉ，ꌃꎔꑷꂿꋌꌌꍍꆀ

ꀐ”ꄷ。29ꋀꊇꑠꃅꉉꌠꆹꑱꃛꌙꊿ

ꄯꇊꃏꃀꂶꌠꀧꇊꐊꇓꈓꇬꐥꌠꋀꊌ

ꂿꋺꄉ，ꋌꀧꇊꏃꌃꎔꑷꂿꇬꃹꀐꎼ

ꈀ。30ꇓꈓꋋꂷꃅ꒚ꈴꄉ，ꉹꁌꋓꃅ

ꀥꇁꌊꀧꇊꋀꒃꄉ，ꌃꎔꑷꂿꇬꄉꋀ

ꇱꈻꌊꁧꇈ，ꑷꂿꀃꈈꋋꇅꃅꋀꈢꄉ

ꀐ。31ꋀꊇꇬꌉꏭꄐꄮꇬꆏ，ꊿꂽꀀ

ꅉꇬꂽꄙꏃꌋꏭ：“ꑳꇊꌒꇌꇓꈓꋋ

27那七日将完，从亚细亚来
的犹太人看见保罗在殿里，就
耸动了众人，下手拿他，28喊叫
说：“以色列人来帮助，这就是
在各处教训众人，糟蹋我们百
姓和律法并这地方的。他又带
着希腊人进殿，污秽了这圣
地。”29这话是因他们曾看见以
弗所人特罗非摩同保罗在城
里，以为保罗带他进了殿。30全
城都震动，百姓一齐跑来，拿
住保罗，拉他出殿，殿门立刻
都关了。31他们正想要杀他，有
人报信给营里的千夫长说：“耶
路撒冷全城都乱了。”32千夫长
立时带着兵丁和几个百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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ꂷꃅꌽꂰꌐꀐ”ꃅꅇꇰꇁꌠꐥ。32ꂽ

ꄙꏃꌋꂶꌠꂽꈨꌋꆀꂽꉐꏃꌋꈍꑋꑹ

ꋌꏃꌊꀥꋀꄷꉜꄉꒉ，ꂽꄙꏃꌋꀕꆀ

ꂽꈧꌠꋀꊇꊌꂿꈭꐨꆏ，ꋀꊇꀧꇊꀋ

ꅥꃅꆏꀐ。33ꄚꄉꂽꄙꏃꌋꆹꌊꁨꄉ

ꀧꇊꋌꒃꌊꇁ，ꋌꋍꂽꏭꎸꉗꑍꋓꌌ

ꀧꇊꎤꄉꄷ，ꉈꑴꊿꏭꋋꆹꑞꊿꉬ，

ꌤꑞꃅꌠꉬꄷꅲ。34ꉹꁌꈧꌠꆏ，ꋍ

ꈨꆏꋌꑵꏅ，ꋍꈨꆏꀊꋩꑵꏅ；ꂽꄙꏃ

ꌋꂶꌠꋀꑠꃅꏞꏈꒉꄸꃅꌤꋌꐘꋌꇫ

ꐝꉅꀋꄐꄉ，ꂽꈧꌠꏭꀧꇊꈻꌊꂽꀀ

ꅉꇬꁧꄷ。35ꇁꇓꄹꊐꑟꇬꆏ，ꉹꁌ

ꈧꌠꆼꑐꇨꄉ，ꂽꈧꌠꀋꄿꃅꀧꇊꋀ

ꐔꌊꆹ，36ꉹꁌꆏꊁꈹꄉ：“ꊿꋋꂷꈔ

ꋏꇫꎭ！”ꃅꏅ。 

跑下去到他们那里。他们见了
千夫长和兵丁，就止住不打保
罗。33于是千夫长上前拿住他，
吩咐用两条铁链捆锁；又问他
是什么人，做的是什么事。34众
人有喊叫这个的，有喊叫那个
的；千夫长因为这样乱嚷，得
不着实情，就吩咐人将保罗带
进营楼去。35到了台阶上，众人
挤得凶猛，兵丁只得将保罗抬
起来。36众人跟在后面，喊着
说：“除掉他！” 

ꀧꇊꊨꏦꎁꃅꅔꀥ 保罗为自己辩护 
37ꀧꇊꋀꏃꌊꂽꀀꅉꇬꑟꆹꂯꄮ

ꇬꆏ，ꀧꇊꂽꄙꏃꌋꂶꌠꏭ：“ꉢꅇ

ꂷꇬꅽꏯꉉꇬꍑꀕ？”ꄷ。ꂽꄙꏃ

ꌋꂶꌠ：“ꆏꑝꇂꉙꌧꑴꅀ？38ꆎꆹꀋ

ꉊꄚꄉꌽꂰꇈ，ꊿꌉꊾꆳꌠꇖꄙꑹꆏ

ꏃꇈꈬꇉꃪꐥꁧꌠꉞꏹꊿꀊꋩꂷꉬꌠ

ꅀ？”ꄷꅲ。39ꀧꇊꆏ：“ꉠꑴꅉꆹ

ꒀꄠꊿ，ꉢꏸꆀꏦꃅꄷꄊꌚꇓꈓꄉꒆ

ꌠ，ꉢꇓꈓꂓꀋꅑꅉꇬꀀꌠꀋꉬ，ꆏꈀ

ꎭꀕꃅꉢꁳꉹꁌꏭꅇꇬꉉꎻ”ꄷ。

40ꂽꄙꏃꌋꈌꁧꀐ。ꀧꇊꇓꄹꊐꇬꉆ

ꄉꉹꁌꏭꇇꉈꇬꆏ，ꋀꊇꐯꇯꌕꈈꀕ

ꌐ，ꀧꇊꑝꀨꆾꉙꌌꋀꊇꏯ： 

37将要带他进营楼，保罗对
千夫长说：“我对你说句话可以
不可以？”他说：“你懂得希腊话
吗？38你莫非是从前作乱、带领
四千凶徒往旷野去的那埃及人
吗？”39保罗说：“我本是犹太
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数，并不
是无名小城的人。求你准我对
百姓说话。”40千夫长准了。保
罗就站在台阶上，向百姓摆
手，他们都静默无声，保罗便
用希伯来话对他们说： 

22 “ꀎꋏꌟꒉꌋꆀꃺꑌꊈꀋ！

ꉢꉠꃆꂮꑖꉬꄜꆍꊇꇰꂿ” 
22 “诸位父兄请听，我现在

对你们分诉。”2众人听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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ꄷ。2ꋌꑝꀨꆾꉙꉉꌠꉹꁌꈨꇬꆏ，ꉹ

ꁌꀊꅰꃅꌕꈈꀕꀐ。 
说的是希伯来话，就更加安静
了。 

3ꀧꇊꄹꇬ：“ꉠꑴꅉꆹꒀꄠꊿ，

ꉢꏸꆀꏦꃅꄷꄊꌚꇓꈓꄉꒆꌠ，ꉢꑳ

ꇊꌒꇌꇓꈓꋋꂷꇬꄉꒆꀉꒉ，ꏦꂸꆀ

ꌶꌺꄻꄉ，ꏟꈯꀕꌠꀋꁌꀋꁧꄹꏦꇬ

ꈴꄉꄯꒉꌷ，ꉌꈯꑓꈜꃅꏃꃅꌋꀨ

ꎹ，ꀃꑍꆍꉹꁌꈧꌠꌋꆀꐯꌟꌠꉬ。

4ꉡꑌꊿꇗꅉꋋꏢꇬꍬꌠꉢꌌꆼꍅꆹꆋ

ꌦ，ꌺꃰꌋꅪꀋꍣꃅꉢꒃꏦꑳꇬꈢ

ꋻ。5ꑠꆹꆦꑝꌌꁈꌋꆀꅡꈭꌟꒉꈧꌠ

ꐯꇯꉠꎁꃅꅇꊪꌬꉆꌠꉬ。ꋍꃢꋀꊇ

ꄯꒉꁬꄻꉢꁳꌌꄊꂷꌧꇱꃺꑌꈧꌠꁵ

ꆹꄉ，ꉢꀊꄶꇬꇗꅉꋋꏢꍬꈧꌠꎤꄀ

ꌌꑳꇊꌒꇌꄉꑗꉘꍈꇁꏭꄐ”ꄷ。 

3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
生在基利家的大数，长在这城
里，在迦玛列门下，按着我们
祖宗严紧的律法受教，热心事
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
4我也曾逼迫奉这道的人，直到
死地，无论男女都锁拿下监。
5这是大祭司和众长老都可以给
我作见证的。我又领了他们达
与弟兄的书信，往大马士革
去，要把在那里奉这道的人锁
拿，带到耶路撒冷受刑。” 

 

ꀧꇊꋍꄺꀱꐨꉉ 保罗叙说他的改变 
6“ꉢꄊꂷꌧꇱꑟꆹꂯꄉꀐ，ꈛꎼ

ꐹꄮꇬ，ꂵꆤꂶꌠꇬꆏ，ꋋꇅꃅꀕꃴꇬ

ꄉꁨꑭꀉꒉꌅꇁꉠꈭꉠꇍꌸ。7ꉢꐚ

ꃄꅉꇬꅞꇬꆏ，ꃚꋒꑵꉠꏯ：‘ꌕ

ꇊ！ꌕꇊ！ꆏꑞꃅꉡꆼꍅꆹꆋꌠꉬ？’

ꃅꉉ。8ꉡꆏ：‘ꌋꀋ！ꆏꈀꄸꉬ？’

ꄷꅇꀱ。ꋌꉠꏯ：‘ꉡꆹꆏꌌꆼꍅꆹ

ꆋꌠꇂꌒꇍꊿꑳꌠꉬ’ꄷ。9ꊿꉡꐊ

ꐺꈧꌠꁨꑭꆏꋀꂿ，ꉠꏯꉉꂶꌠꃚꋒ

ꆏꋀꇬꀋꈨ。10ꉢꇬꏭ：‘ꌋꀋ！ꉢ

ꑞꃅꄡꑟ？’ꄷ。ꌋꆏꉠꏯ：‘ꄓ

ꇁꄉꄊꂷꌧꇱꆹ，ꉢꌤꄻꆏꁳꈀꃅꎻ

ꌠꀊꄶꇬꄉꉉꆎꇰꂿ’ꄷ。11ꁨꑭ

ꁤꇅꀕꌠꉢꋌꎼꑓꋪꊌꂿꀋꉆꄉ，ꊿ

ꉡꐊꐺꈧꌠꉠꇇꁉꄷꋀꈻꌊꄊꂷꌧꇱ

6“我将到大马士革，正走的
时候，约在晌午，忽然从天上
发大光，四面照着我。7我就仆
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我说：
‘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
我？’8我回答说：‘主啊！你是
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
拿撒勒人耶稣。’9与我同行的人
看见了那光，却没有听明那位
对我说话的声音。10我说：‘主
啊，我当做什么？’主说：‘起
来，进大马士革去，在那里，
要将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
你。’11我因那光的荣耀不能看
见，同行的人就拉着我手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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ꊐ。12ꀊꄶꇬꊿꑸꇂꆀꑸꂓꑠꂷꐥ，

ꄹꏦꈴꄉꉜꇬ，ꋋꆹꈏꇤꊋꇤꄉꑇꑠ

ꂷꉬ，ꒀꄠꊿꀊꄶꇬꈁꀀꌠꃅꋋꍖꀴ

ꌐ。13ꋌꉡꂿꇁꇈ，ꉠꏢꁮꉆꄉꉠ

ꏯ：‘ꃺꑌꌕꇊꀋ！ꆏꊌꂿꉆ’

ꄷ。ꀊꋨꄮꇬ，ꉢꏮꀍꉀꉜꄷꆏ，ꋌ

ꉢꊌꂿꀐ。14ꋌꉈꑴꉠꏯ：‘ꉪꀋꁌ

ꀋꁧꏃꃅꌋꂶꌠꆏꋌꌋꄉꀐ，ꋌꆏꁳ

ꋍꉪꐨꐝꉅꎻ，ꉈꑴꑖꉬꂶꌠꑌꂿꎻ

ꄉ，ꆏꁳꋍꈌꇬꈀꅐꇁꌠꃚꋒꅲꎻ。

15ꑞꃅꆏ，ꆎꆹꅽꈀꂿꈀꈨꌠꌌꊿꄙꇁ

ꃪꌠꈬꇬꄉꋍꎁꃅꅇꊪꌬ。16ꀋꃅꆏ

ꑞꃅꄉꇤꌠꉬ？ꆏꄓꇁ，ꇖꂟꅷꋍꂓꄷ

ꑟꄉꋋꑣꊪꑲꆀ，ꅽꑽꃤꈧꌠꒈꋌꇫ

ꎭ’ꄷ”ꄷ。 

大马士革。12那里有一个人，名
叫亚拿尼亚，按着律法是虔诚
人，为一切住在那里的犹太人
所称赞。13他来见我，站在旁
边，对我说：‘兄弟扫罗，你可
以看见。’我当时往上一看，就
看见了他。14他又说：‘我们祖
宗的神拣选了你，叫你明白他
的旨意，又得见那义者，听他
口中所出的声音。15因为你要将
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对着万
人为他作见证。16现在你为什么
耽延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
洗，洗去你的罪。’” 

 

ꀧꇊꊿꇱꁆꉇꉻꊿꄷꁧ 保罗被差遣去外邦人那里 
17“ꊁꆏ，ꉢꀱꑳꇊꌒꇌꑟ，ꌃ

ꎔꑷꂿꇬꄉꈼꂟꄮꇬꆏ，ꉢꒌꅐꆟꅐ

ꄉ，18ꑳꌠꉢꊌꂿ，ꋌꉠꏯ：‘ꆏꉆꐥ

ꃅꑳꇊꌒꇌꄉꐞꁧ，ꄉꇤꀋꉆ；ꑞꃅ

ꆏ，ꆏꉠꎁꃅꌬꌠꅇꊪꆹ，ꄚꇬꊿꀋꎪ

ꃅꇬꀋꊪ’ꄷꉉ。19ꉡꆏꇬꏭ：‘ꌋ

ꀋ！ꋀꊇꆹꉢꀋꉊꊿꆏꑅꈧꌠꉢꈻꏦ

ꑳꇬꊐ，ꉻꏑꅉꇬꄉꅽꊿꉢꌌꏶꈠꌠ

ꋀꅉꐚ。20ꄷꀋꁧ，ꅽꅇꊪꌬꊿꌦꄝ

ꃔꊿꇱꉮꌦꄉꌦꅪꁗꄮꇬ，ꉢꏢꁮꏭ

ꉆꄉꇿꐯꇿ，ꉈꑴꊿꇬꌉꈧꌠꃢꈜꇯ

ꉢꐏꄉ’ꄷ。21ꌋꉠꏯ：‘ꆏꁨꁧ！

ꉢꆏꁆꄉꆏꁳꈜꎴꅉꇬꉇꉻꊿꄷꁧꎻ

ꂿ’ꄷꉉ”ꄷ。 

17“后来，我回到耶路撒冷，
在殿里祷告的时候，魂游象
外，18看见主向我说：‘你赶紧
地离开耶路撒冷，不可迟延；
因你为我作的见证，这里的人
必不领受。’19我就说：‘主啊，
他们知道我从前把信你的人收
在监里，又在各会堂里鞭打他
们。20并且你的见证人司提反被
害流血的时候，我也站在旁边
欢喜；又看守害死他之人的衣
裳。’21主向我说：‘你去吧！我
要差你远远地往外邦人那里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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ꀧꇊꌋꆀꂽꄙꏃꌋ 保罗与千夫长 
22ꋌꅇꂷꋋꈨꉉꌠꉹꁌꈨꇬꆏ，

ꉹꁌꈧꌠꃚꋒꀊꂥꃅ：“ꊿꑠꃅꐙꌠ

ꆹꋧꃅꇬꄉꀜꋊꇫꎭ！ꋋꆹꇫꐥꄡꀋꑟ

ꌠꉬ”ꃅꏅ。23ꉹꁌꈧꌠꏞꏈ，ꃢꈜ

ꋀꇵꇫꎭ，ꈑꋍꋀꃬꃅꃴꁊ。24ꂽꄙ

ꏃꌋꂶꌠꆏꀧꇊꏃꂽꀀꅉꇬꆹꄷꇈ，

ꊿꁳꏶꅍꌌꏶꄉ，ꉹꁌꑞꃅꑠꃅꋍꏭ

ꏞꏈꌠꅲꎻ。25ꂽꈧꌠꆭꏣꌊꀧꇊꋀ

ꐒꄈꄮꇬꆏ，ꀧꇊꂽꉐꏃꌋꋍꏢꁮꉆ

ꑠꂷꏭ：“ꊾꆹꇊꂷꊿꉬ，ꑽꃤꑞꐥ

ꌠꑌꌌꀋꀞꀋꇽꃅ，ꆍꊇꊿꋋꂷꅥ

ꏶ，ꃷꋪꑠꐤꀕ？”ꄷ。26ꂽꉐꏃꌋ

ꅇꂷꋋꇬꈨꇬꆏ，ꋌꂽꄙꏃꌋꂿꆹꄉ，

ꇬꏭ：“ꆏꑞꃅꂿꄷꌠꉬ？ꊿꋋꂷꆹ

ꇊꂷꊾꂷꉬ！”ꄷ。27ꂽꄙꏃꌋꆏꀧ

ꇊꏭ：“ꆏꇊꂷꊾꂷꉫꀕ？”ꄷ。

ꀧꇊꆏ：“ꉬꑴ”ꄷ。28ꂽꄙꏃꌋ

ꂶꌠꆏ：“ꉢꐎꂷꈍꑋꃹꑲꆀꇊꂷꇓ

ꈓꊾꂷꐛ”ꄷ。ꀧꇊꆏ：“ꉡꆹꒆ

ꎼꇁꄷꆏꇊꂷꊿꉬ”ꄷ。29ꄚꄉꊿ

ꀧꇊꇬꅥꏶꄉꅇꅲꂿꄷꈧꌠꋋꇅꃅꎞ

ꉈꑴꁧꀐ。ꂽꄙꏃꌋꂶꌠꑌꀧꇊꋌ

ꌌꐒꈄꀐꐛꅹꃅꏸꏦꀐ。 

22众人听他说到这句话，就
高声说：“这样的人，从世上除
掉他吧！他是不当活着的。”
23众人喧嚷，摔掉衣裳，把尘土
向空中扬起来。24千夫长就吩咐
将保罗带进营楼去，叫人用鞭
子拷问他，要知道他们向他这
样喧嚷是为什么缘故。25刚用皮
条捆上，保罗对旁边站着的百
夫长说：“人是罗马人，又没有
定罪，你们就鞭打他，有这个
例吗？” 
26百夫长听见这话，就去见千夫
长，告诉他说：“你要做什么？
这人是罗马人。”27千夫长就来
问保罗说：“你告诉我，你是罗
马人吗？”保罗说：“是。”28千夫
长说：“我用许多银子，才入了
罗马的民籍。”保罗说：“我生来
就是。”29于是那些要拷问保罗
的人就离开他去了。千夫长既
知道他是罗马人，又因为捆绑
了他，也害怕了。 

 

ꀧꇊꊿꌌꌟꒉꌠꂾꃀꈿꅉꇬꄉꀞꇽ 保罗在公会前受审 
30ꊁꄹꉇꆏ，ꂽꄙꏃꌋꂶꌠꒀꄠ

ꊿꈧꌠꑞꃅꀧꇊꊂꅇꎸꌠꋌꇫꅉꐚꏾ

ꄉ，ꀧꇊꋌꈌꇫꎭꇈ，ꆦꑝꌟꒉꌋꆀꌟ

ꒉꌠꂾꃀꈿꅉꇬꊿꏭꐯꏑꄷ，ꀧꇊꋌ

ꏃꇁꇈ，ꋌꁳꋀꂾꉆꄉꎻ。 

30第二天，千夫长为要知道
犹太人控告保罗的实情，便解
开他，吩咐祭司长和全公会的
人都聚集，将保罗带下来，叫
他站在他们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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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ꀧꇊꍻꌟꒉꌠꂾꃀꈿꅉꇬꊿ

ꈧꌠꀵꄉ，ꋀꏭ：“ꃺꑌꊈ 23 保罗定睛看着公会的
人，说：“弟兄们！我在 

ꀋ！ꉢꏃꃅꌋꂾꄉꊾꊝꇬꌋꆀꌤꃅ

ꇬ，ꂄꄸꌧꌠꉌꂵꇬꈴꄉꃅꌠꉬ，ꅑꅷ

ꀃꑍꑟ”ꄷ。2ꆦꑝꌌꁈꑸꇂꆀꑸꆏ

ꊿꀧꇊꏢꁮꉆꌠꏭꀧꇊꈂꀸꇬꅥ

ꄷ。3ꀧꇊꇬꏭ：“ꆎꆹꉙꌊꐍꊭꀕ

ꌠꊖꁋꌡ！ꏃꃅꌋꑌꆏꅣꌠꉬ！ꆏꀊꄶ

ꑌꌠꆹꄹꏦꌬꄉꉡꀞꇽꂿꄷꌠ，ꄚ，ꆏ

ꊿꏭꉢꅣꃅꑠꆹꄹꏦꐆꌠꀋꉬꅀ？”
ꄷ。4ꊿꋍꏢꁮꉆꈧꌠꆏꇬꏭ：“ꆏ

ꏃꃅꌋꆦꑝꌌꁈꏭꊨꀖꅀ？”ꄷ。

5ꀧꇊꆏꑠꃅꉉ：“ꃺꑌꊈꀋ！ꉡꆹꊿ

ꋋꂷꆦꑝꌌꁈꉬꌠꉢꋋꅉꀋꐚ，꒰ꀨ

ꇬ：‘ꆏꉹꁌꏲꌋꂠꌋꊂꅇꄸꉉꀋ

ꉆ’ꃅꅑ”ꄷ。 

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
心，直到今日。”2大祭司亚拿尼
亚就吩咐旁边站着的人打他的
嘴。3保罗对他说：“你这粉饰的
墙，神要打你！你坐堂为的是
按律法审问我，你竟违背律
法，吩咐人打我吗？”4站在旁边
的人说：“你辱骂神的大祭司
吗？”5保罗说：“弟兄们，我不
晓得他是大祭司。经上记着
说：‘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 

6ꉹꁌꈧꌠꈫꁁꆏꌑꄖꇠꊿ，ꈫꁁ

ꆏꃔꆀꌏꊿꉬꌠꀧꇊꉜꅐꇁꈭꐨꆏ，

ꋌꌟꒉꌠꂾꃀꈿꅉꇬꄉꃚꐓꄉꋀꊇꏯ

ꑠꃅꉉ：“ꃺꑌꊈ！ꉡꆹꃔꆀꌏꊾꂷ，

ꉡꆹꃔꆀꌏꊿꌺꇖꑌꉬ！ꉢꀃꑍꊿꌦ

ꈬꇬꄉꀱꐥꇁꌠꉘꇉꒉꄸꃅꊿꌌꄚꄉ

ꀞꇽ”ꄷ。7ꅇꂷꋋꈨꉉꈭꐨꆏ，ꃔ

ꆀꌏꊿꌋꆀꌑꄖꇠꊿꇁꐮꈌꀥ，ꄚꄉ

ꉹꁌꈧꌠꐞꇁꑍꁥꐛ。8ꌑꄖꇠꊿꄹ

ꇬꆏ，ꌦꈬꇬꄉꀱꐥꇁꌠꀋꐥ，ꉬꉎꊩ

ꌺꌋꆀꑊꋌꑌꀋꐥꄷ；ꃔꆀꌏꊿꄹꇬ

ꆏ，ꋋꈨꐯꇯꐥꄷ。9ꄚꄉꊿꈧꌠꀊ

ꅰꃅꏞꏈꇁ，ꃔꆀꌏꁥꌠꇬꄉꁱꂷꌤ

ꃅꊿꈍꑍꑹꄓꇬꉆꄉꑠꃅꅔꀥ：“ꉪ

ꉜꇬꊿꋋꂷꑽꅍꀋꐥ！ꀋꄸꄷ，ꑊꋌ

6保罗看出大众一半是撒都
该人，一半是法利赛人，就在
公会中大声说：“弟兄们！我是
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子
孙。我现在受审问，是为盼望
死人复活。”7说了这话，法利赛
人和撒都该人就争论起来，会
众分为两党。8因为撒都该人
说，没有复活，也没有天使和
鬼魂；法利赛人却说，两样都
有。9于是大大地喧嚷起来。有
几个法利赛党的文士站起来争
辩说：“我们看不出这人有什么
恶处，倘若有鬼魂或是天使对
他说过话，怎么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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ꒌꆠꅀꉬꉎꊩꌺꇯꍝꃅꋍꏭꉉꌠꐥꑲ

ꑌ，ꑞꃅꂯ？”ꄷ。 
10ꊁꆏꊿꀊꅰꃅꐯꊨꐮꏈꇁꇈ，

ꂽꄙꏃꌋꂶꌠꀧꇊꒀꄠꊿꇱꍺꇽꐯꀋ

ꉜꏦꄉ，ꂽꈨꋌꁆꌌꉹꁌꈬꇬꄉ，ꀧ

ꇊꋀꇑꌊꋀꏃꂽꀀꅉꇬꁧ。11ꀊꋨꄹ

ꉖꌋꐓꄮꇬ，ꌋꇁꌊꀧꇊꏢꁮꉆꄉ，ꇬ

ꏭ：“ꐒꄻꀋꅐ！ꆏꈍꃅꑳꇊꌒꇌꄉ

ꉠꎁꃅꅇꊪꌬꆏ，ꆏꀋꎪꃅꈍꃅꇊꂷ

ꄉꑌꉠꎁꃅꅇꊪꌬꌠꉬ”ꄷ。 

10那时大起争吵，千夫长恐
怕保罗被他们扯碎了，就吩咐
兵丁下去，把他从众人当中抢
出来，带进营楼去。11当夜，主
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
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作见
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作见
证。” 

 

ꊿꀧꇊꌉꌠꏡꁈꏂꇫ 杀保罗的阴谋 
12ꊁꄹꉇꃅꄜꄮꇬꆏ，ꒀꄠꊾꈨꇁ

ꐮꇖꄉꅇꏤꒃ，ꋀꊇꐯꇯ：“ꂴꀧꇊ

ꋋꂷꌉꇬꀋꎭꑲꆏ，ꋚꀋꋠꒉꀋꅝ”
ꄷ。13ꊿꑠꃅꄉꅇꏤꒃꌠꇖꊰꎖꑹ

ꐥ。14ꋀꊇꇁꌊꆦꑝꌟꒉꌋꆀꅡꈭꌟ

ꒉꂾꄉꑠꃅꉉ：“ꀋꄸꄷꉪꊇꂴꀧꇊ

ꋋꂷꌉꇬꀋꎭꑲꆏ，ꀋꋠꀋꅝꄷꅇꏤ

ꀉꒉꃅꉪꒃꄉꀐ。15ꀋꃉꆍꊇꌋꆀꌟ

ꒉꌠꂾꃀꈿꅉꊿꈧꌠꐯꇯꂽꄙꏃꌋꂶ

ꌠꏭꀧꇊꏃꆍꄷꇁꄷ，ꆍꊇꑭꋧꃅꋍ

ꌤꅲꂿꄷꊏꎼꇁ；ꉪꊇꆹꄐꏤꄉꀐ，ꋌ

ꄚꑟꀋꇁꌦꇯꆐꌉꇫꎭꂿ”ꄷ。 

12到了天亮，犹太人同谋起
誓，说：“若不先杀保罗，就不
吃不喝。”13这样同心起誓的，
有四十多人。14他们来见祭司长
和长老，说：“我们已经起了一
个大誓，若不先杀保罗，就不
吃什么。15现在你们和公会要知
会千夫长，叫他带下保罗到你
们这里来，假作要详细察考他
的事；我们已经预备好了，不
等他来到跟前就杀他。” 

16ꅇꂷꋋꈨꀧꇊꅫꃀꌺꈨꅜꄉ，

ꋌꀥꌌꂽꀀꅉꇬꄉꊿꈧꌠꉻꏂꏡꁈꋌ

ꉉꀧꇊꇰꆹ。17ꂽꉐꏃꌋꂷꀧꇊꇴꌊ

ꄉ，ꇬꏭ：“ꆏꄿꏀꋋꂷꏃꂽꄙꏃꌋ

ꄷꆹ，ꋌꅇꂷꋍꏭꉉꅍꐥ”ꄷ。18ꄚ

ꄉꄿꏀꂶꌠꋌꏃꌊꂽꄙꏃꌋꂿꆹꄉ，

ꇬꏭ：“ꊾꇬꀧꇊꂶꌠꉢꁳꄿꏀꋋꂷ

ꏃꅽꄹꇁꎻ，ꋌꅇꂷꈨꅽꏯꉉꈇꄷ”

16保罗的外甥听见他们设下
埋伏，就来到营楼里告诉保
罗。17保罗请一个百夫长来，
说：“你领这少年人去见千夫
长，他有事告诉他。”18于是把
他领去见千夫长，说：“被囚的
保罗请我到他那里，求我领这
少年人来见你；他有事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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ꄷ。19ꂽꄙꏃꌋꂶꌠꄿꏀꂶꌠꇇꁉꄷ

ꋌꈻꌊꏢꁮꏭꄉ，ꊨꏦꃅꇬꏭ：“ꆏ

ꉢꉇꅍꑞꐥ？”ꄷꇫꅲ。20ꋌꇬꏭ：

“ꒀꄠꊿꐮꇖꄉꀐ，ꃆꏂꄑꆏꅽꄹꄉ

ꀧꇊꏃꌟꒉꌠꂾꃀꈿꅉꇬꄉꑭꋧꃅꋍ

ꌤꇔꅲꁦꎴꀕꃅꇖꂟꇁ。21ꄚ，ꆏꑴ

ꌠꋀꅇꄡꃅꅊꇈ，ꑞꃅꆏ，ꋀꊇꂴꀧ

ꇊꋋꂷꌉꇬꀋꎭꑲꆏꀋꋠꀋꅝꄷꅇꏤ

ꒃꄉꑠꇖꊰꑹꆈꈛꁧꀀ。ꀋꃉꄐꏤ

ꄉꀐ，ꆏꈌꁧꌠꀉꄂꇁꉚꀐ”ꄷ。

22ꄚꄉꂽꄙꏃꌋꂶꌠꄿꏀꂶꌠꏭ：

“ꌤꋌꐘꆏꉉꉡꇰꀐꃅꑠꉉꌞꊿꄡ

ꇰ”ꄷꇈ，ꄿꏀꂶꌠꋌꇤꅷꇫꎭ。 

你。”19千夫长就拉着他的手，
走到一旁，私下问他说：“你有
什么事告诉我呢？”20他说：“犹
太人已经约定，要求你明天带
下保罗到公会里去，假作要详
细查问他的事。21你切不要随从
他们，因为他们有四十多人埋
伏，已经起誓说，若不先杀保
罗，就不吃不喝。现在预备好
了，只等你应允。”22于是千夫
长打发少年人走，嘱咐他说：
“不要告诉人你将这事报给我
了。” 

 

ꀧꇊꊿꎭꍤꆫꇛꌺꁵ 送保罗给腓力斯巡抚 
23ꂽꄙꏃꌋꂶꌠꂽꉐꏃꌋꑍꂷꋌ

ꇴꌊꄉ，ꋍꑊꏯ：“ꈛꎼꂽꑍꉐ，ꃅ

ꋩꂽꏃꊰ，ꐳꂽꑍꉐꃅꑠꈨꊨꄐꄉ，ꀃ

ꂰꌋꐓꊿꀀꄮꇬꇽꌒꆀꑸꉜꄉꁧ；

24ꃄꂷꑌꄐꏤꀧꇊꋩꄉꋋꐏꎭꌊꍤꆫ

ꇛꌺꃏꆀꌦꄷꆹ”ꄷ。25ꂽꄙꏃꌋꂶ

ꌠꄯꒉꁬꑌꁱꄉ，ꄯꒉꁬꌠꀑꐱꃅꇬ

ꑠꈨꅑ：26“ꇱꇅꄂ•ꑗꑭꑸꆹꍤꆫꇛ

ꌺꃏꆀꌦꌟꒉꏭꋬꂻꄜ。27ꒀꄠꊿꆹ

ꊿꋋꂷꋀꒃꄉꌉꇫꎭꏢꉨ，ꄚ，ꊿꋋ

ꂷꇊꂷꊾꂷꉬꌠꉢꅉꐚꅜꄉ，ꂽꉢꏃ

ꌊꉢꇱꈭꋏꌊꇁ。28ꉢꋀꊇꑞꃅꋍꊂ

ꅇꎹꌠꅉꐚꏾꄉ，ꊿꋋꂷꉢꏃꌊꋀꌟ

ꒉꌠꂾꃀꈿꅉꇬꒉ；29ꉢꍤꉚꇈꅉꐚꌠ

ꆏ，ꒀꄠꊿꆹꋍꊂꑽꃤꌌꐒꋭꌦꋭꑠ

ꈨꀋꎹꃅ，ꋀꊇꄹꏦꃆꂮꀉꄂꌌꐮꈌ

ꀥꌠꒉꄸꉬꅊꇈ。30ꊁꆏꊿꋌꌉꂿꄷ

23千夫长便叫了两个百夫长
来，说：“预备步兵二百，马兵
七十，长枪手二百，今晚九点
往凯撒利亚去；24也要预备牲口
叫保罗骑上，护送到巡抚腓力
斯那里去。”25千夫长又写了文
书，大略说：26“革老丢•吕西
亚，请巡抚腓力斯大人安。27这
人被犹太人拿住，将要杀害，
我得知他是罗马人，就带兵丁
下去救他出来。28因要知道他们
告他的缘故，我就带他下到他
们的公会去；29便查知他被告是
因他们律法的辩论，并没有什
么该死、该绑的罪名。30后来有
人把要害他的计谋告诉我，我
就立时解他到你那里去，又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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ꌠꏂꇫꏡꁈꊿꉉꉡꇰꇁꌠꐥ，ꑠꃅꄉ，

ꊿꋋꂷꋋꇅꃅꉢꏃꅽꄹꎭꆹ，ꉢꉈꑴ

ꊿꋍꊂꅇꎹꈧꌠꏭꑌꅽꄹꄉꎹꆹꄷꇬ

ꉇꀐ（ꀊꆨꏂꀨꋍꈨꇬꆹꄚꇬ“ꆏꋬꂻꈨꅪꅊꇈ”ꃅ

ꅑꌠꐥ）”ꄷ。 

咐告他的人在你面前告他（有古

卷在此有“愿你平安”）。” 

31ꄚꄉꂽꈧꌠꂽꄙꏃꌋꁵꅇꇬꈴ

ꄉ，ꈊꄮꃀꆏꀧꇊꋀꏃꌊꀊꄝꁁꄂ

ꑟ。32ꊁꄹꉇꆏ，ꋀꄻꃅꋩꂽꈧꌠꁳ

ꐏꎭꌊꁧꎻꄉ，ꋀꀱꂽꀀꅉꇬꑟꇁ

ꀐ。33ꃅꋩꂽꇁꌊꇽꌒꆀꑸꄉꄯꒉꁬ

ꌠꏮꍤꆫꇛꌺꁵꇈ，ꀧꇊꋀꄻꋍꂾꉆ

ꄉꎻ。34ꍤꆫꇛꌺꄯꒉꉜꈭꐨꆏ，ꀧ

ꇊꏭꌜꑞꂷꇬꀀꌠꉬꄷꅲꄉ，ꀧꇊꆹ

ꏸꆀꏦꀀꂷꉬꌠꋌꅉꐚꅜ。35ꋌꀧꇊ

ꏭ：“ꊿꅽꊂꅇꎹꈧꌠꇁꈭꐨꑲꆀꉢ

ꎔꃅꅽꌤꅲꇫꂿ”ꄷꇈ，ꀧꇊꋌꄻꂽ

ꁳꈢꑝꇊꌅꃀꑷꂿꇬꊐꄉꐏꄉꎻ。 

31于是兵丁照所吩咐他们
的，将保罗夜里带到安提帕
底。32第二天，让马兵护送，他
们就回营楼去。33马兵来到凯撒
利亚，把文书呈给巡抚，便叫
保罗站在他面前。34巡抚看了文
书，问保罗是哪省的人；既晓
得他是基利家人，35就说：“等
告你的人来到，我要细听你的
事。”便吩咐人把他看守在希律
的衙门里。 

 

ꒀꄠꊿꀧꇊꊂꅇꎹ 犹太人控告保罗 

24 ꃅꐎꉬꑍꐛꇬꆏ，ꆦꑝꌌꁈꑸ

ꇂꆀꑸꌋꆀꅡꈭꌟꒉꈍꑍꑹ， 24 过了五天，大祭司亚拿
尼亚同几个长老和一个 

ꅔꀥꌧꃀꄝ꒨ꇊꐊꐰꇁꄉ，ꍤꆫꇛꌺ

ꏭꀧꇊꊂꅇꎹ。2ꀧꇊꊿꏃꌊꇁꇬꆏ，

ꄝ꒨ꇊꑠꃅꋍꊂꅇꎹ：“ꃏꆀꌦꌟꒉ

ꀋ！ꆎꒉꄸꃅꉪꊇꋬꂻꀉꑌꃅꊌ，ꇩꏤ

ꋋꂷꇬꌤꆿꀋꎃꀋꊒꑠꈍꑋꃅꆏꂴꇯ

ꆐꉜꐚꄉ，ꆏꇱꄺꀱꌊꎃꊒꌐ；3ꉪꊇ

ꈍꄮꉬꄿꂿ，ꇿꇬꉬꄿꂿ，ꅽꑆꊋꋋ

ꈨꈀꎭꀕꌐꀋꉆꌠꉬ。4ꅇꂷꀉꑌꃅ

ꉉꑲꆏ，ꅽꉌꄳꑓꇤꂵꌠꉥ，ꆏꑴꌠ

ꄸꈐꅔꆹꀕꃅꄉꉪꁳꅇꂷꈍꑋꇬꉉ

ꎻ。5ꉪꊇꉜꇬ，ꊿꋋꂷꆹꇵꆅꁠꆅꌡ

辩士帖土罗下来，向巡抚控告
保罗。2保罗被提了来，帖土罗
就告他说：“腓力斯大人，我们
因你得以大享太平，并且这一
国的弊病，因着你的先见得以
更正了；3我们随时随地满心感
谢不尽，4惟恐多说，你嫌烦
絮，只求你宽容听我们说几句
话。5我们看这个人，如同瘟疫
一般，是鼓动普天下众犹太人
生乱的，又是拿撒勒教党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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ꃅ，ꋌꃅꑆꇂꃴꒀꄠꊿꈀꐥꌠꊢꂖꄉ

ꋀꁳꌽꂰꎻ，ꋋꆹꉈꑴꇂꌒꇍꑇꇐꎎ

ꁥꌠꇬꌟꒉꂷꑌꉬ。6ꋌꌃꎔꑷꂿꇯ

ꍍꋉꏢꉨꄉꉪꇱꒃꅜ。（ꀊꆨ꒰ꀨꋍꈨꇬ，

ꄚꇬꆹ“ꉪꊇꄹꏦꇬꍬꄉꌌꇔꅲꂿꄷ，7ꄚ，ꉘꀋꇉꌠ

ꆏ，ꂽꄙꏃꌋꑗꑭꑸꂶꌠꇁꌊꄀꇗꇱꄉ，ꊿꋋꂷꉪꇇꇬ

ꄉꋌꇑꌊꁧꇈ，ꊿꋋꂷꊂꅇꎹꈧꌠꏭꄚꅽꄹꇁꄷ”ꃅꅑ

ꌠꐥ。）8ꅽꊨꏦꋍꏭꇔꅲꑲꆏ，ꉪꊇꋍ

ꊂꅇꈁꎹꌠꌤꈀꐥꃅꆏꅉꐚꌐꉆꌠ

ꉬ”ꄷ。9ꒀꄠꊿꈧꌠꑌꐯꇯꋍꊂꈹ

ꄉ：“ꌤꆹꇯꍝꃅꑠꃅꐙꌠꉬ”ꃅꅇ

ꎹ。 

一个头目，6连圣殿他也想要污
秽；我们把他捉住了。（有古卷在

此有“要按我们的律法审问，7 不料千夫长

吕西亚前来，甚是强横，从我们手中把他

夺去，吩咐告他的人到你这里来。”）8你
自己究问他，就可以知道我们
告他的一切事了。”9众犹太人也
随着告他说：“事情诚然是这
样。” 

 

ꀧꇊꃏꆀꌦꂾꄉꊨꏦꎁꃅꅔꀥ 保罗在腓力斯前为自己辩护 
10ꍤꆫꇛꌺꆏꀍꉞꄉꀧꇊꏭꅇꉉ

ꄷ。ꀧꇊꇬꏭ：“ꉡꆹꆏꇩꏤꋋꂷꇬ

ꄉꃣꈌꀉꑌꈎꀞꀐꌠꉢꅉꐚ，ꑠꅹ，ꉢ

ꉌꇿꃅꅽꂴꆽꄉꉠꑖꉬꄜꏾ。11ꆏꇔ

ꅲꑲꆏ，ꆏꅉꐚꉆꌠꉬ，ꉢꑳꇊꌒꇌꄉ

ꀍꃈꄚꇁꄹꉇꅑꅸꀃꑍꑟꌠ，ꃅꐎꊰ

ꑋꑍꀉꄂꐛꑴꌦ。12ꄚ，ꋀꊇꆹꉢꌃ

ꎔꑷꂿꇬꅀꉻꏑꅉ，ꀋꉬꀐꇬꇓꈓꇬ

ꄉꊾꌋꆀꐮꅔꀥ、ꉹꁌꊢꂖꃅꑠꋀ

ꇬꀋꂿ。13ꋀꊇꀋꃅꉠꊂꅇꎹꌠꌤꋋ

ꈨꋍꍈꑋꋀꇫꊩꀽꀋꄐ。14ꄚ，ꌤꋍ

ꐘꆏ，ꉢꉉꏚꆎꇰ，ꋀꊇꇬꏭꇗꅉꌍꀜ

ꀕꌠꄷꏡꌠ，ꉢꇗꅉꀊꋨꏢꈴꄉꉪꀋ

ꁌꀋꁧꏃꃅꌋꂶꌠꀨꎹ，ꉢꉈꑴꄹꏦ

ꇬꊒꌠꌋꆀꅉꄜꊿꄯꒉꇬꈁꅑꌠꑇ；

15ꄷꀋꁧ，ꏃꃅꌋꉘꇉꄉ，ꊿꂄꌠꉬꄿ

ꂿ，ꀋꂄꌠꉬꄿꂿ，ꌦꈭꐨꀱꐥꇁꌠꑠ

ꉢꇫꉘꇉ，ꒀꄠꊿꊨꏦꑌꉘꇉꅍꑠ

10巡抚点头叫保罗说话。他
就说：“我知道你在这国里断事
多年，所以我乐意为自己分
诉。11你查问就可以知道，从我
上耶路撒冷礼拜到今日，不过
有十二天。12他们并没有看见我
在殿里，或是在会堂里，或是
在城里，和人辩论，耸动众
人。13他们现在所告我的事并不
能对你证实了。14但有一件事，
我向你承认，就是他们所称为
异端的道，我正按着那道事奉
我祖宗的神，又信合乎律法的
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15并
且靠着神，盼望死人，无论善
恶，都要复活，就是他们自己
也有这个盼望。16我因此自己勉
励，对神对人，常存无亏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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ꐥ。16ꑠꃅꄉ，ꉢꉠꊨꏦꈐꊟꊋꊡꄉ

ꌤꏃꃅꌋꂾꌋꆀꊿꂾꉌꂵꈴꄿꌠꑠꀉ

ꄂꃅ。17ꈍꑍꈓꐛꈭꐨꆏ，ꉢꇁ，ꉡꆹ

ꎆꋚꎭꌊꇩꏤꋋꂷꇇꀤꇁꌠ，ꉈꑴꆦ

ꑝꇁꌠꑌꉬ。18ꉢꇬꊎꆦꑝꄮꇬꆏ，

ꉢꌃꎔꑷꂿꇬꄉꁦꎴꅐꀐꌠꋀꊌꂿ，

ꉠꈭꉠꇍꊿꐯꏑꌠꀋꐥ，ꏈꌠꑌꀋ

ꐥ；19ꑸꑭꑸꄉꇁꌠꒀꄠꊾꈨꀉꄂꇫ

ꐥ。ꋀꊇꉠꊂꅇꎹꅍꐥꑲꆏ，ꅽꂴꆽ

ꄉꅇꎹꇁꄡꑟ。20ꑠꀋꉬꑲꑌ，ꀋꄸ

ꄷ，ꒀꄠꊿꄚꐥꋋꈨꉢꌟꒉꌠꂾꃀꈿ

ꅉꇬꄉ，ꃅꑽꏿꑽꌠꋀꉜꅐꇁꑲꆏ，ꋀ

ꊨꏦꑌꇫꉉꀽꉆ。21ꋀꊇꉜꇬꑽꅍꐥ

ꄷꑲꑌ，ꉢꅇꂷꋍꇬꀉꄂꉉꋺ，ꉢꋀ

ꈬꄔꉆꄉꀊꅰꃅ：‘ꉢꀃꑍꇗꅉꊿꌦ

ꈬꇬꄉꀱꐥꇁꌠꋋꏢꐛꅹꃅꆍꂾꄉꌌ

ꀞꇽꌠꉬ’ꄷꉉ”ꄷ。 

心。17过了几年，我带着周济本
国的捐项和供献的物上去。18正
献的时候，他们看见我在殿里
已经洁净了，并没有聚众，也
没有吵嚷，19惟有几个从亚细亚
来的犹太人。他们若有告我的
事，就应当到你面前来告我。
20即或不然，这些人若看出我站
在公会前，有妄为的地方，他
们自己也可以说明。21纵然有，
也不过一句话，就是我站在他
们中间大声说：‘我今日在你们
面前受审，是为死人复活的道
理。’” 

22ꃏꆀꌦꊇꅉꃅꇬꆹ，ꇗꅉꋋꏢꑭ

ꀕꋧꋪꃅꋌꅉꐚ，ꑠꅹ，ꋌꋀꏭ：

“ꂽꄙꏃꌋꑗꑭꑸꄚꇁꄮꇬꑲꆀ，ꉢ

ꆍꌤꀞꇽꂿ，ꀃꑍꄚꑟꄉ”ꄷ。23ꄚ

ꄉꂽꉐꏃꌋꏭꀧꇊꐏꄉ，ꄷꀋꁧꂄꃅ

ꇫꊝ，ꋍꏣꑟꌋꆀꐋꀧꊵꑵꌌꋌꁳꇁ

ꇬꑌꇫꄡꏢꄡꇍꄷꉉ。 

22腓力斯本是详细晓得这
道，就支吾他们说：“且等千夫
长吕西亚下来，我要审断你们
的事。”23于是吩咐百夫长看守
保罗，并且宽待他，也不拦阻
他的亲友来供给他。 

 

ꀧꇊꏦꑳꇬꀀ 保罗在监狱里 
24ꈍꑍꀕꐛꈭꐨꆏ，ꃏꆀꌦꌋꆀ

ꋍꑮꃀꒀꄠꌋꅪ꒨ꑟꇁꐯꇯꇫꑟꇁ，

ꀧꇊꋀꇴꌊꏢꄖꑳꌠꑇꌠꇗꅉꉉꋀꇰ

ꎻ。25ꀧꇊꉉꅷꑖꉬ、ꌄꏲꌋꆀꊁꇁ

ꋍꑍꇫꅐꇁꌠꀞꇽꃆꂮꑠꑟꇬꆏ，ꃏꆀ

ꌦꋌꎼꐬꆠꇁꄉ，ꇬꏭ：“ꆏꀋꃅꁨ

24过了几天，腓力斯和他夫
人犹太的女子土西拉一同来
到，就叫了保罗来，听他讲论
信基督耶稣的道。25保罗讲论公
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腓力
斯甚觉恐惧，说：“你暂且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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ꒉꄉ，ꉢꇇꆷꄮꇬꑲꆀꆎꇴꂿ”ꄷ。

26ꃏꆀꌦꆹꉈꑴꀧꇊꃴꎆꄻꋋꍈꉘꇉ

ꄉ，ꅉꀕꃅꀧꇊꋌꇴꌊꌧꁇꇬꎷ。

27ꑍꈓꐛꈭꐨꆏ，ꀧꐋ•ꃏꌦꄖꇁꃏꆀ

ꌦꉆꎃꉆ，ꃏꆀꌦꆹꒀꄠꊿꉌꃹꐨꃅ

ꄉ，ꀧꇊꋌꇱꊏꏦꑳꇬꊐꄉꇈ。 

吧！等我得便再叫你来。”26腓
力斯又指望保罗送他银钱，所
以屡次叫他来，和他谈论。27过
了两年，波求•非斯都接了腓力
斯的任；腓力斯要讨犹太人的
喜欢，就留保罗在监里。 

 

ꀧꇊꅇꎹꅷꇽꌒꄷꑟ 保罗向凯撒上诉 

25 ꃏꌦꄖꉆꅉꇬꉆꈭꐨꌕꑍꐛꇬ

ꆏ，ꋌꎼꇽꌒꆀꑸꄉꑳꇊꌒꇌ 25 非斯都到了任，过了三
天，就从凯撒利亚上耶 

ꁧ。2ꀊꄶꇬꆦꑝꌟꒉꌋꆀꒀꄠꊿꏃ

ꌋꂠꌋꈧꌠꋍꂾꄉꀧꇊꊂꅇꎹ。3ꋀ

ꊇꃏꌦꄖꏭꋀꇇꀤꄉ，ꀧꇊꀱꌊꑳꇊ

ꌒꇌꇁꄷꇖꂟ，ꋀꆏꆈꈝꃀꇬꀀꄉꀧ

ꇊꂶꌠꌉꇫꎭꏢꉨ。4ꄚ，ꃏꌦꄖꆏ

ꋀꏭ：“ꀧꇊꆹꈢꇽꌒꆀꑸꊐꄉ，ꉢ

ꀋꃉꀱꀊꄶꁧꂯꄉꀐ。5ꆍꈬꄔꊿꌅ

ꈌꐥꑠꈨꉡꐊꀊꄶꑷ，ꀋꄸꄷ，ꊿꀊ

ꋨꂷꃅꑽꏿꑽꅍꐥꑲꆏ，ꆍꊇꋍꊂꅇ

ꎹꉆ”ꄷꅇꀱ。 

路撒冷去。2祭司长和犹太人的
首领向他控告保罗；3又央告
他，求他的情，将保罗提到耶
路撒冷来，他们要在路上埋伏
杀害他。4非斯都却回答说：“保
罗押在凯撒利亚，我自己快要
往那里去。”5又说：“你们中间
有权势的人与我一同下去，那
人若有什么不是，就可以告
他。” 

6ꃏꌦꄖꑳꇊꌒꇌꉆꑍꅀꊰꑋꂷ

ꐥꈭꐨꆏ，ꀱꇽꌒꆀꑸꒉꀐ，ꊁꄹꉇ

ꆏ，ꋌꀞꇽꑋꅉꑌꄉꊿꋌꇤꅷꀧꇊꈻ

ꌊꇁꎻ。7ꀧꇊꇁꈭꐨꆏ，ꑳꇊꌒꇌꄉ

ꇁꌠꒀꄠꊿꈧꌠꋍꈭꋍꇍꉆꄉ，ꌤꆈ

ꒉꀕꌠꑠꈍꑋꃅꌌꋍꊂꅇꎹ，ꄚ，ꊫꌐ

ꆏꀋꐥ。8ꀧꇊꑖꉬꄜꄉꑠꃅꉉ：

“ꒀꄠꊿꄹꏦꉬꄿꂿ，ꌃꎔꑷꂿꉬꄿ

ꂿ，ꇽꌒꉬꄿꂿ，ꐯꇯꉢꇫꁏꇫꆽꀋ

ꋻ”ꄷ。9ꄚ，ꃏꌦꄖꆏꒀꄠꊿꉌꃹ

ꅍꃅꄉ，ꀧꇊꏭ：“ꆏꑳꇊꌒꇌꁧꑲ

ꆀ，ꉢꀊꄶꇬꄉꌤꋌꐘꀞꇽꇬꍑ

6非斯都在他们那里住了不
过十天八天，就下凯撒利亚
去。第二天坐堂，吩咐将保罗
提上来。7保罗来了，那些从耶
路撒冷下来的犹太人周围站
着，将许多重大的事控告他，
都是不能证实的。8保罗分诉
说：“无论犹太人的律法、或是
圣殿、或是凯撒，我都没有干
犯。”9但非斯都要讨犹太人的喜
欢，就问保罗说：“你愿意上耶
路撒冷去，在那里听我审断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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ꀕ？”ꄷ。10ꀧꇊꆏꇬꏭ：“ꉢꇽꌒ

ꃤꀞꇽꅉꂾꉆ，ꉡꆹꌌꄚꄉꀞꇽꄡ

ꑟ。ꉢꒀꄠꊿꏭꃅꑽꏿꑽꅍꀋꐥ，ꑠ

ꆹꑓꀠꀕꃅꆏꅉꐚ。11ꀋꄸꄷ，ꉢꃅ

ꑽꏿꑽꅍꐥꄉ，ꌦꋭꌠꌤꑠꐆꑲꆏ，ꉢ

ꌥꑌꑽꀋꐥ。ꋀꊇꉠꊂꅇꎹꌠꌤꈧꌠ

ꀋꄸꄷꇰꀋꍝꌠꉬꑲꆏ，ꈀꄸꑌꉢꋌ

ꇱꏮꋀꁳꀋꉆ。ꉡꆹꅇꎹꅷꇽꌒꄷꑟ

ꁧ”ꄷ。12ꃏꌦꄖꌋꆀꋍꇖꂾꄟꃀ

ꁥꌠꐮꇖꇈ，ꀧꇊꏭ：“ꆏꅇꎹꅷꇽ

ꌒꄷꑟꁧꏾꑲꆏ，ꆏꇽꌒꄷꁧꉆ”
ꄷ。 

事吗？”10保罗说：“我站在凯撒
的堂前，这就是我应当受审的
地方。我向犹太人并没有行过
什么不义的事，这也是你明明
知道的。11我若行了不义的事，
犯了什么该死的罪，就是死，
我也不辞。他们所告我的事若
都不实，就没有人可以把我交
给他们。我要上告于凯撒。” 
12非斯都和议会商量了，就说：
“你既上告于凯撒，可以往凯撒
那里去。” 

 

ꀧꇊꊿꏃꑸꏣꁁꌋꆀꀙꆀꏸꂾꉆꄉ 保罗被带到亚基帕和百尼基前 
13ꃅꐎꈍꑋꑍꐛꈭꐨꆏ，ꌅꃀꑸꏣ

ꁁꌋꆀꀙꆀꏸꑋꇁꌊꇽꌒꆀꑸꄉꃏꌦ

ꄖꏭꋬꂻꄜꇁ。14ꋀꀊꄶꇬꀉꑌꑍꐥ

ꄉ，ꀧꇊꌤꐘꌠꃏꌦꄖꉉꌅꃀꇰ，ꃏꌦ

ꄖꄹꇬ：“ꄚꇬꊿꃏꆀꌦꈢꏦꑳꇬꊐ

ꄉꇈꑠꂷꐥ。15ꉢꑳꇊꌒꇌꐤꄮꇬ，

ꆦꑝꌟꒉꌋꆀꒀꄠꅡꈭꌟꒉꈨꊿꋋꂷ

ꃆꂮꄜꉡꇰꄉ，ꉠꏯꑽꃤꏤꊿꋋꂷꁵ

ꄷꇖꂟ。16ꉢꋀꏭꉉ，ꈀꄸꉬꄿꂿ，

ꊿꇫꊂꅇꎹꂶꌠꌋꆀꅇꎹꊿꋍꈜꄉꈌ

ꀋꊪ，ꋌꁳꌤꋍꊂꅇꎹꈧꌠꀂꏽꑖꉬ

ꀋꄜꃅꋍꑽꃤꏤꌠ，ꑠꆹꇊꂷꃷꋪꇬꀋ

ꊒꌠꄷ。17ꋀꊇꐯꇯꇁꌊꄚꏓꄮꇬ

ꆏ，ꉢꄉꀋꇤꃅ，ꊁꄹꉇꆏꀞꇽꅉꇬꑌ

ꄉ，ꊿꏭꊿꀊꋨꂷꈻꌊꇁꄷ。18ꋍꊂ

ꅇꎹꈧꌠꇬꉆꄉꋍꊂꅇꎹ；ꌌꋍꊂꅇ

ꎹꌠꆹ，ꉢꈁꉪꌠꄷꅠꀊꋨꑵꀋꉬ。

19ꋀꊇꅇꈁꎹꌠꆏ，ꋀꊨꏦꌤꌦꌋꏭ

13过了些日子，亚基帕王和
百尼基氏来到凯撒利亚，问非
斯都安。14在那里住了多日，非
斯都将保罗的事告诉王，说：
“这里有一个人，是腓力斯留在
监里的。15我在耶路撒冷的时
候，祭司长和犹太的长老将他
的事禀报了我，求我定他的
罪。16我对他们说，无论什么
人，被告还没有和原告对质，
未得机会分诉所告他的事，就
先定他的罪，这不是罗马人的
条例。17及至他们都来到这里，
我就不耽延，第二天便坐堂，
吩咐把那人提上来。18告他的人
站着告他；所告的，并没有我
所预料的那等恶事。19不过是有
几样辩论，为他们自己敬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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ꀍꃈꄚꃆꂮꑠꈨ，ꉈꑴꆏꊿꑳꌠꂓꑠ

ꂷꃆꂮꈨ，ꋋꆹꌦꀐ，ꄚ，ꀧꇊꄹꇬꋋ

ꆹꇫꐥꑴꄷ。20ꉡꆹꌤꋋꈨꈍꃅꇔꅲ

ꄡꑟꌠꉢꋌꀋꌧꄉ，ꉢꀧꇊꏭ：‘ꆏ

ꑳꇊꌒꇌꆹꑲꆀ，ꅽꌤꋋꈨꌌꀊꄶꄉ

ꀞꇽꆹꏽꀕ？’ꄷꅲ。21ꄚ，ꀧꇊꆹ

ꉠꏯꋋꄻꇬꊎꄉ，ꃰꃅꁳꋋꀞꇽꎻꄷ

ꇖꂟ，ꑠꅹ，ꉢꊿꏭꀧꇊꄻꇬꊎꄉꅷ

ꋌꉢꏃꇽꌒꃰꃅꄷꆸꄮꑟ”ꄷ。22ꑸ

ꏣꁁꆏꃏꌦꄖꏭ：“ꉠꊨꏦꑴꅉꑌꊿ

ꋋꂷꅔꀥꅉꅲꏾ”ꄷ。ꃏꌦꄖꆏꇬ

ꏭ：“ꆏꃆ꒰ꄑꋍꌤꅲꉆ”ꄷ。 

的事，又为一个人名叫耶稣，
是已经死了，保罗却说他是活
着的。20这些事当怎样究问，我
心里作难；所以问他说：‘你愿
意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为这
些事听审吗？’21但保罗求我留
下他，要听皇上审断；我就吩
咐把他留下，等我解他到凯撒
那里去。”22亚基帕对非斯都
说：“我自己也愿听这人辩论。”
非斯都说：“明天你可以听。” 

23ꊁꄹꉇꆏ，ꑸꏣꁁꌋꆀꀙꆀꏸ

ꑋꊋꒉꌗꒉꇧꀱꋦꃅꇁ，ꋍꑊꂽꄙꏃ

ꌋꈧꌠꌋꆀꇓꈓꇬꊿꐤꒉꈧꌠꐊꋍꏅ

ꑷꂿꇬꃹꇁ。ꃏꌦꄖꅇꇬꉉꄷꌦꆏ，

ꀧꇊꊿꏃꈏꃹꇁ，24ꃏꌦꄖꑠꃅꉉ：

“ꌅꃀꑸꏣꁁꌋꆀꌟꒉꌠꂾꊈꀋ！ꆍ

ꊇꊿꋋꂷꉜ，ꒀꄠꊿꇬꈀꐥꌠ，ꑳꇊ

ꌒꇌꐥꌠꌋꆀꄚꇬꐥꌠꐯꇯꊿꋋꂷꊂ

ꅇꎹꄉ，ꉠꏯ‘ꋌꄛꇫꐥꄉꄡꎽ’

ꃅꏅꄉꇖꂟ。25ꄚ，ꉢꍤꂥꀘꇬ，ꊿ

ꋋꂷꑽꃤꌌꌦꃤꀞꋭꑠꐘꀋꃅ，ꉈꑴ

ꋍꊨꏦꑌꀂꅇꎹꅷꃰꃅꄷꑟꁧꂿꄷ，

ꑠꅹ，ꉡꆹꉪꄉꏤꄉꋌꏁꆹꂿꉂ。26ꉉ

ꅷꊿꋋꂷꃆꂮꑟꇬꆏ，ꉢꊫꌐꇯꍝꌠ

ꁱꃰꃅꁵꉆꌠꑠꀋꐥ。ꑠꅹ，ꋌꀋꃅ

ꉢꏃꆍꂾꉆꄉ，ꉈꃅꏃꌅꃀꑸꏣꁁꅽ

ꃀꉆꄉ，ꑠꆹꊿꋋꂷꌌꍤꅲꈭꐨ，ꉢꁱ

ꃰꃅꁵꅍꐥꎻꂿꄷꌠ。27ꉢꉜꇬ，ꊾ

ꇬꂷꏃꆹꇬ，ꋍꑽꃤꉉꐞꀋꉅꑠꆹꇗꅉ

23第二天，亚基帕和百尼基
大张威势而来，同着众千夫长
和城里的尊贵人进了公厅。非
斯都吩咐一声，就有人将保罗
带进来。24非斯都说：“亚基帕
王和在这里的诸位啊！你们看
这人，就是一切犹太人在耶路
撒冷和这里曾向我恳求、呼叫
说：‘不可容他再活着。’25但我
查明他没有犯什么该死的罪，
并且他自己上告于皇帝，所以
我定意把他解去。26论到这人，
我没有确实的事可以奏明主
上。因此，我带他到你们面
前，也特意带他到你亚基帕王
面前，为要在查问之后，有所
陈奏。27据我看来，解送囚犯，
不指明他的罪案，是不合理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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ꇬꀋꊒꌠꉬ”ꄷ。 
 

ꀧꇊꑸꏣꁁꂾꄉꊨꏦꎁꃅꅔꀥ 保罗在亚基帕前为自己辩护 

26 ꑸꏣꁁꀧꇊꏭ：“ꆏꅽꊨꏦ

ꎁꃅꑖꉬꄜꉆ”ꄷ。ꄚꄉ 
26 亚基帕对保罗说：“准你

为自己辩明。”于是保罗 
ꀧꇊꇇꎇꄉꋍꑖꉬꄜ：2“ꌅꃀꑸꏣꁁ

ꀋ！ꉢꒀꄠꊿꉠꊂꅇꎹꌠꌤꈀꐥꃅ，

ꀃꑍꌌꅽꃀꄉꑖꉬꄜꄎꌠꆹ，ꉢꎭꈓꂂ

ꐯꂂꌠꉬ；3ꀊꅰꃅꎭꈓꂂꌠꆏ，ꒀꄠ

ꊿꃷꋪꏦꃤꌋꆀꅔꀥꌠꃆꂮꆏꋒꌥ，

ꑠꅹ，ꆏꑴꌠꋰꄉꉠꅇꅲꅊꇈ。4ꉢꂴ

ꇬꂾꇬꉪꇩꏤꃰꊿꈬꇬꌋꆀꑳꇊꌒꇌ

ꐥꇬ，ꉢꀉꑳꌺꃅꄉꄮꇬ，ꊿꈍꃅꐙ

ꂷꉬꌠꒀꄠꊿꈀꄸꑌꇫꅉꐚ。5ꀋꄸ

ꄷ，ꋀꅇꊪꌬꅲꑲꆏ，ꉡꆹꇬꂾꇬꇯꆐ

ꉪꑇꇐꈬꇬꏟꈯꀕꁥꌠꇬꈴꄉꃔꆀꌏ

ꊿꄻꀐꌠꋀꅉꐚ。6ꀋꃅꉢꄚꉆꄉꀞ

ꇽꌠꊝꌠꆹ，ꏃꃅꌋꉪꀋꁌꀋꁧꏭꈀ

ꈌꁧꄉꌠꉢꇫꉘꇉꒉꄸ。7ꈌꁧꐨꑠ

ꆹ，ꉪꊇꊰꑋꁯꐯꇯꊪꊊꌠꉘꇉ，ꑠꃅ

ꄉ，ꈀꄸꑌꑍꇁꌋꀋꐥꃅꏟꈯꀕꃅꏃ

ꃅꌋꏭꀍꃈꄜꇬꎷ。ꌅꃀꀋ！ꉡꆹꉘ

ꇉꅍꋌꐘꒉꄸꃅꒀꄠꊿꉠꊂꅇꎹꌠ

ꉬ。8ꏃꃅꌋꌦꊿꁳꀱꐥꇁꎻ，ꆍꊇ

ꑞꃅꋍꑠꆍꌌꑇꉆꅍꀋꉬꌠꃅꄉ？9ꀋ

ꉊꂴꏭꉡꑌꈍꑍꁁꏯꃅꇂꌒꇍꊿꑳꌠ

ꂓꆼꁏꄡꑟꉂꃅꉪ。10ꉢꑳꇊꌒꇌꄉ

ꌤꋍꑠꃅꋺꀐ，ꆦꑝꌟꒉꌅꈌꄻꉢꁳ

ꄉ，ꌃꎔꌺꈍꑋꃅꉢꈻꏦꑳꇬꈢ。ꌃ

ꎔꌺꊿꌌꌦꃤꀞꇬ，ꉡꑌꊾꐊꄉꀞ

ꇽ。11ꉻꏑꅉꈁꐛꅉꇬꃅ，ꉢꈍꑋꃢ

ꃅꊿꏶꈠꄉ，ꋀꁳꍍꋉꄸꄀꅇꉉꎻ；

伸手分诉说：2“亚基帕王啊，犹
太人所告我的一切事，今日得
在你面前分诉，实为万幸；3更
可幸的，是你熟悉犹太人的规
矩和他们的辩论；所以求你耐
心听我。4我从起初在本国的民
中，并在耶路撒冷，自幼为人
如何，犹太人都知道。5他们若
肯作见证，就晓得我从起初，
是按着我们教中最严紧的教门
作了法利赛人。6现在我站在这
里受审，是因为指望神向我们
祖宗所应许的。7这应许，我们
十二个支派，昼夜切切地事奉
神，都指望得着。王啊，我被
犹太人控告，就是因这指望。 
8神叫死人复活，你们为什么看
作不可信的呢？9从前我自己以
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
的名，10我在耶路撒冷也曾这样
行了。既从祭司长得了权柄，
我就把许多圣徒囚在监里。他
们被杀，我也出名定案。11在各
会堂，我屡次用刑强逼他们说
亵渎的话；又分外恼恨他们，
甚至追逼他们，直到外邦的城
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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ꉢꋀꌂꐯꌂ，ꄷꀋꁧꉢꎼꉇꉻꊿꇓꈓ

ꑠꇬꄉ，ꋀꎷꋀꈹꄉ，ꋀꍅꄁꁧ”

ꄷ。 
 

ꀧꇊꋍꄺꀱꐨꉉ 保罗叙说他的改变 
12“ꋍꃢꉢꆦꑝꌟꒉꌅꈌꌋꆀꁵ

ꅇꉢꊪꌊꄊꂷꌧꇱꉜꄉꁧ。13ꌅꃀ

ꀋ！ꂵꆤꂶꌠꇬ，ꉢꈝꂾꐹꄮꇬꆏ，ꂿ

ꃅꇬꁨꑭꉘꁮꑭꏭꀋꋌꃅꁤꇅꀕꌠꇖ

ꁁꏯꃅꇁꉡꌋꆀꊿꉡꐊꈧꌠꌸ。14ꉪ

ꊇꐯꇯꐚꃄꅉꇬꅞꌐꇬꆏ，ꃚꋒꑵꑝ

ꀨꆾꉙꌌ：‘ꌕꇊ！ꌕꇊ！ꆏꑞꃅꉡꆼ

ꍅꆹꆋꌠꉬ？ꆏꏸꑭꌊꄉꍲꈬꇬꀜꌠꆹ

ꊋꋠꌠ’ꄷ。15ꉡꆏꇬꏭ：‘ꌋꀋ！

ꆏꈀꄸꉬ？’ꄷ，ꌋꆏ：‘ꉡꆹꆏꌌꆼ

ꍅꆹꆋꌠꑳꌠꉬ。16ꆏꄓꀍꉀꉆꄉ！

ꉡꆹꉈꃅꅽꃀꅐꇁꌠ，ꆏꉢꌋꌊꁏꐚꃅ

ꄉꉠꅇꊪꌬ，ꆏꀃꑍꆏꈀꂿꌠꌋꆀꊁ

ꉢꅽꏯꈁꄐꈁꂘꌠꐯꇯꊩꀽꊾꇰ

ꁧ。17ꆎꑌꉹꁌꌋꆀꉇꉻꊿꇇꈐꇬꄉ

ꉢꇱꈭꋏꎼꇁ。ꆏꉢꁆꌌꋀꊇꄷꁧ，

18ꋀꑓꋪꁳꁉꉆꎻ，ꆈꋧꋪꅉꄉꏮꇁ

ꁤꇅꀕꅉꑟ，ꋀꁳꑊꋌꌌꁈꊋꃤꇂꃴ

ꄉꏮꏃꃅꌋꈿꐥꇁꎻ；ꉇꑴꋀꉢꑅꒉ

ꄸꃅ，ꋀꑽꃤꆹꄻꋀꏆ，ꋀꊇꊿꌃꇁ

ꎔꐛꈧꌠꌋꆀꐯꇯꍸꇐꊪꊊ’ꄷ”

ꄷ。 

12“那时，我领了祭司长的权
柄和命令，往大马士革去。13王
啊！我在路上，晌午的时候，
看见从天发光，比日头还亮，
四面照着我并与我同行的人。
14我们都仆倒在地，我就听见有
声音用希伯来话向我说：‘扫
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你
用脚踢刺是难的！’15我说：‘主
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
所逼迫的耶稣。16你起来站着，
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作执
事，作见证，将你所看见的
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
明出来。17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
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们
那里去，18要叫他们的眼睛得
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
但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
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
基业。’” 

 

ꀧꇊꒀꄠꊿꌋꆀꉇꉻꊿꏭꅇꊪꌬ 保罗向犹太人和外邦人作见证 
19“ꌅꃀꑸꏣꁁꀋ！ꉢꂿꃅꇬꄉ

ꇁꌠꐛꒌꇣꋲꂶꌠꇬꈴꄉꀋꃅꌠꀋ

ꉬ。20ꉢꂴꆏꄊꂷꌧꇱ，ꊁꆏꑳꇊꌒ

19“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
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20先在
大马士革，后在耶路撒冷和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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ꇌ、ꒀꄠꑭꊂꌋꆀꉇꉻꊿꏭꉪꁏꄺ

ꀱꄉꏮꏃꃅꌋꈿꄉꐥꇁꄡꑟꄷꉙꂘ，

ꋀꏭꋀꃅꐨꑽꑌꆹꉪꁏꄺꀱꌠꉌꃀꌋ

ꆀꐯꋭꄡꑟꄷ。21ꑠꅹ，ꒀꄠꊿꆏꌃ

ꎔꑷꂿꇬꄉꉢꋀꒃꄉ，ꋀꉢꌉꏢꉨ。

22ꄚ，ꅑꅸꀃꑍꑟꇬ，ꏃꃅꌋꉠꇇꀤꐛ

ꅹ，ꉢꇬꉆꄎꑴꌦꄉ，ꌠꐭꌟꒉꃀꌠꀉ

ꑳꏭꅇꊪꌬ，ꄷꀋꁧ，ꉢꈀꄜꌠꆹꅉꄜ

ꊿꌋꆀꃀꑭꈁꉉꌠꌤꊁꇁꋍꑍꀋꎪꃅ

ꀕꐛꈧꌠꉬ。23ꋀꄹꇬ，ꑳꌠꆹꀋꎪ

ꃅꊿꉮꌦ，ꄷꀋꁧꌦꈬꇬꄉꀱꐥꇁꌠ

ꇬꂾꂶꌠꐛꄉ，ꁨꑭꇗꅉꁊꉹꁌꌋꆀ

ꉇꉻꊿꁵꄷ”ꄷ。 

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
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
的心相称。21因此，犹太人在殿
里拿住我，想要杀我。22然而我
蒙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得
住，对着尊贵、卑贱的老幼作
见证；所讲的并不外乎众先知
和摩西所说将来必成的事，23就
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先从死
里复活，再把光明的道传给百
姓和外邦人。” 

 

ꀧꇊꑸꏣꁁꏭꌋꑇꄷꉉ 保罗劝亚基帕信主 
24ꀧꇊꑠꃅꑖꉬꄛꄮꇬꆏ，ꃏꌦꄖ

ꀊꅰꃅꏅꄉ：“ꀧꇊ！ꆏꃵꂿꀐꌠꉬ

ꀞ！ꅽꌧꇐꌷꇐꀉꑌꇨꀕꄉ，ꆏꋌꎼ

ꃶꇌꂿꇌꀐ！”ꄷ。25ꀧꇊꆏꇬꏭ：

“ꃏꌦꄖꌟꒉꀋ！ꉢꀋꃶꀋꂿ，ꉢꈁ

ꉉꌠꆹꇯꍝꌠꌋꆀꐝꉅꌠꉬ。26ꌅꃀ

ꑌꌤꋋꈨꋌꅉꐚ，ꑠꅹ，ꉢꉌꂵꀉꒉꃅ

ꌅꃀꏭꉉꌠꉬ，ꉢꇬꑅꐯꇬꑅꌠꆏ，ꌤ

ꋋꈨꆹꋍꍈꑋꌅꃀꏭꀋꂁꀋꁿ，ꑞꃅ

ꆏ，ꌤꈀꃅꌠꆹꈢꆈꄉꃅꌠꀋꉬ。

27ꑸꏣꁁꌅꃀꀋ！ꆏꅉꄜꊿꑇꀕ？ꉡꆹ

ꆏꑇꌠꉢꅉꐚ”ꄷ。28ꑸꏣꁁꆏꀧꇊ

ꏭ：“ꆏꉪꇬꑠꉗꌹꍈꀉꄂꃅꉢꈝꐮ

ꃅꆏꎼꏢꄖꑇꊿꐛꉘꇉꅀ？（ꅀ“ꆏꑠꃅꉡ

ꇬꄉ，ꉢꇯꏢꄖꑇꊿꂷꐛꀋꇊꀐ！”ꃄꑌꍑ）”

ꄷ。29ꀧꇊꆏꇬꏭ：“ꀂꉗꄿꂿ，ꀊ

ꉗꄿꂿ，ꉢꏃꃅꌋꏭꇖꂟꌠꆹꆏꀉꄂ

24保罗这样分诉，非斯都大
声说：“保罗！你癫狂了吧！你
的学问太大，反叫你癫狂了。”
25保罗说：“非斯都大人，我不
是癫狂，我说的乃是真实明白
话。26王也晓得这些事，所以我
向王放胆直言，我深信这些事
没有一件向王隐藏的，因都不
是在背地里做的。27亚基帕王
啊！你信先知吗？我知道你是
信的。”28亚基帕对保罗说：“你
想少微一劝，便叫我作基督徒
啊？”（或作“你这样劝我，几乎叫我作

基督徒了。”）29保罗说：“无论是少
劝，是多劝，我向神所求的，
不但你一个人，就是今天一切
听我的，都要像我一样，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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ꀋꉬ，ꀃꑍꉠꅇꈀꅲꌠꃅ，ꐯꇯꉡꌋꆀ

ꐯꌟ，ꄚ，ꋀꊇꆹꉠꌟꃅꎸꉗꋋꈨꀋ

ꅑ”ꄷ。 

不要像我有这些锁链。” 

30ꄚꄉꌅꃀꌋꆀꍤꆫꇛꌺ、ꀙꆀ

ꏸꌋꆀꋀꈽꑌꈧꌠꐯꇯꄓꁧꇈ，31ꎞ

ꈐꏭꄉ：“ꊿꋋꂷꑽꃤꌌꐒꋭ、ꌦ

ꋭꑵꀋꃅ”ꄷꐮꏯꉉ。32ꑸꏣꁁꉈ

ꑴꃏꌦꄖꏭ：“ꊿꋋꂷꅇꎹꅷꇽꌒꄷ

ꑟꀋꁧꑲꆏ，ꋊꃑꇫꎭꉆꀐ”ꄷ。 

30于是王和巡抚并百尼基与
同坐的人都起来，31退到里面，
彼此谈论说：“这人并没有犯什
么该死、该绑的罪。”32亚基帕
又对非斯都说：“这人若没有上
告于凯撒，就可以释放了。” 

 

ꀧꇊꇉꑌꇊꂷꉜꄉꁧ 保罗坐船往罗马 

27 ꃏꌦꄖꆹꉪꄉꏤꄉꀐꐛꅹ，ꉪ

ꊇꁳꇉꑌꑴꄊꆀꉜꄉꁧꎻ，

ꄚ 

27 非斯都既然定规了，叫
我们坐船往意大利去，  

ꄉꀧꇊꌋꆀꊾꇬꀉꁁꈨꋀꏮꇽꌒꂽꁥ

ꌠꈬꄔꂽꉐꏃꌋꒀꑘꂒꂷꁵ。2ꇉꑸ

ꑭꑸꃅꄷꎿꋮꇬꍬꁧꌠꑸꄉꂰꄠꃣꇷ

ꐥꄉ，ꉪꐂꇫꑌꁧ，ꂷꐕꄓꄉꇁꌠꄟ

ꌒꇊꆀꏦꊿꑸꆀꄉꇴꑌꉪꊇꐊꁧ。

3ꊁꄹꉇꆏ，ꑭꄓꑟ，ꒀꑘꂄꃅꀧꇊ

ꊝ，ꋌꋍꐋꀨꄷꆹꉆꄉ，ꐋꀨꁳꋋꀨꎹ

ꎻ。4ꉪꊇꀊꄶꇬꄉꇉꏀꌊꌏꁍꇊꌦ

ꎿꅔꃅꆳꁿꁀꏯꊫꄉꈴ，ꑞꃅꆏ，ꃅ

ꆳꀉꇨꀕ。5ꏸꆀꏦ、ꁂꃏꆀꑸꂾꐛ

ꌠꎿꂶꌠꈳꅐꈭꐨꆏ，ꇁꌊꑗꏦꃅꄷ

ꂰꇁꈚꌠꑟ。6ꀊꄶꇬꄉ，ꂽꉐꏃꌋ

ꂶꌠꑸꆀꎭꄊꇈꇷꑴꄊꆀꁧꌠꋌꂿꇬ

ꆏ，ꋌꉪꏭꐂꇉꀊꋨꇷꑌꄷ。7ꈍꑋ

ꑍꊛꄉ，ꇉꀋꐳꐛꅹ，ꉪꊇꇁꌊꇱꆀꄲ

ꅶꁉꀉꄂꑟꄎ。ꃅꆳꀉꒉꇨꀕꐛꅹ，

ꇈꇶꌠꈌꅿꄯꃅꆳꁿꁀꏯꊫꄉ，ꌒꃀ

ꂱꅶꁉꈴꁧ。8ꉪꊇꎿꋮꇬꍬꄉꈴ

便将保罗和别的囚犯交给御营
里的一个百夫长，名叫犹流。
2有一只亚大米田的船要沿着亚
细亚一带地方的海边走，我们
就上了那船开行，有马其顿的
帖撒罗尼迦人亚里达古和我们
同去。3第二天，到了西顿，犹
流宽待保罗，准他往朋友那里
去，受他们的照应。4从那里又
开船，因为风不顺，就贴着塞
浦路斯背风岸行去。5过了基利
家、旁非利亚前面的海，就到
了吕家的每拉。6在那里，百夫
长遇见一只亚历山大的船要往
意大利去，便叫我们上了那
船。7一连多日，船行得慢，仅
仅来到革尼土的对面。因为被
风拦阻，就贴着克里特背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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ꇈ，ꇁꌊꏦꀎꂓꑠꈚꇬꑟꇬꇯꆎꊋꋠ

ꐯꊋꋠ，ꀊꄶꇬꌋꆀꀊꎴꀋꇢꅈꇬ

ꆏ，ꇁꑭꑸꇓꈓꇬꐙ。 

岸，从撒摩尼对面行过。8我们
沿岸行走，仅仅来到一个地
方，名叫佳澳；离那里不远，
有拉西亚城。 

9ꃅꑍꃅꉖꀉꑌꑍꇫꈴꁧꀐ，ꋚꈻ

ꃅꑍꊬꌠꑌꈢꋒꀐ，ꇈꑌꆽꀠꉆꄉ，

ꀧꇊꉹꁌꏭ：10“ꁦꋠꊈꀋ！ꉢꉜꇬ，

ꇉꋋꇷꌋꆀꇉꇬꈁꀀꌠꎊꈬꀉꑌꃅꁮ

ꑋꆿꐛꌠꀉꄂꀋꉬꃅ，ꉪꊇꀑꇬꑌꄚ

ꄉꁮꉆ”ꄷꅇꈪꊐ。11ꄚ，ꂽꉐꏃꌋ

ꂶꌠꆏ，ꇉꏀꊿꌋꆀꇉꌌꁈꀉꄂꅇꑇ

ꇈꀧꇊꅇꆏꀋꑇ。12ꄷꀋꁧ，ꎾꈌꋋ

ꂷꇬꄉꃅꋆꈳꅐꇬꊝꀋꋽꄉ，ꇉꇬꊿ

ꊋꒉꄹꁆꌠꄹꇬ，ꉪꄚꆏꑎꆹ，ꄚꇬꐞ

ꌊꃏꅿꏸꁧꄈꍑ，ꉪꊇꑟꁧꄎꑲꆏ，

ꀉꄶꇬꄉꃅꋆꈳꅐꁧꂿꄷ。ꃏꅿꏸꆹ

ꈌꅿꄯꎿꅔꇬꎾꈌꂷ，ꎾꈌꋍꁁꏯꆏ

ꑌꌋꈤꏭꉜ，ꋍꁁꏯꆏꇐꄸꉻꏭꉜ。 

9走的日子多了，已经过了
禁食的节期，行船又危险，保
罗就劝众人说：10“众位，我看
这次行船，不但货物和船要受
伤损，大遭破坏，连我们的性
命也难保。”11但百夫长信从掌
船的和船主，不信从保罗所说
的。12且因在这海口过冬不便，
船上的人就多半说，不如开船
离开这地方，或者能到非尼基
过冬。非尼基是克里特的一个
海口，一面朝东北，一面朝东
南。 

 

ꃅꆳꂷꉐꀉꒉꌠꋒ 遇大风浪 
13ꋋꇅꇬꆏ，ꆀꆳꀄꊭꌺꃅꑠꍈꇫ

ꁏ，ꋀꇿꌌꇉꇻꇥꉧꋀꈻꄩꄉ，ꇉꈌ

ꅿꄯꊫꄉꈴꅷꁧ。14ꀊꉗꀋꐛꃅ，ꃅ

ꆳꇨꐯꇨꑠꄲꎿꅔꄉꁏꅷꇁ，ꃅꆳꋋ

ꄲꂒꆏꒀꇁꇰꇊꄷ（“ꒀꇁꇰꇊ”ꆹꃅꆳꑌꌋ

ꈤꏭꄉꇁꌠꄜ）。15ꇉꇶꌠꃅꆳꈬꇬꃹꄉ，

ꇬꄡꀋꄐꃅ，ꉪꊇꇉꇶꌠꁳꃅꆳꐊꁧ

ꎻ。16ꇉꇶꌠꎿꅔꇨꄊꂓꑠꂷꇬꃅꆳ

ꁿꁀꏯꊫꄉꈴ，ꀊꄶꇬꄉꀑꇬꈭꋏꇉ

ꀄꊭꌠꉪꈻꄉ，ꄚ，ꈺꊋꐯꈺꊋ。

17ꀑꇬꈭꋏꇉꉪꈻꄩꎼꇁꈭꐨꆏ，ꇉꏀ

ꊿꈧꌠꏦꀨꌌꇉꇶꌠꇉꉱꄷꄉꋀꇱꐒ

13这时微微起了南风，他们
以为得意，就起了锚，贴近克
里特行去。14不多几时，狂风从
岛上扑下来；那风名叫东北
风。15船被风抓住，敌不住风，
我们就任风刮去。16贴着一个小
岛的背风岸奔行，那岛名叫高
大，在那里仅仅收住了小船。
17既然把小船拉上来，就用缆索
捆绑船底，又恐怕在赛耳底沙
滩上搁了浅，就吊下锚，任船
漂去。18我们被风浪逼得甚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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ꈄꄉ，ꉈꑴꇉꇶꌠꌏꇓꄂꂤ꒰ꀠꇬꑘ

ꏦꄉ，ꇉꇻꇥꉧꋀꄻꀁꋌꄉ，ꇉꁳꈁ

ꏾꃅꁮꁧꎻ。18ꉪꊇꃅꆳꌋꆀꒈꂃꒊ

ꆱꇱꎟꀙꐯꀙ，ꊁꄹꉇꆏ，ꎊꈬꈧꌠ

ꊿꇱꇵꎿꇬꊐꌐ。19ꌕꑍꄹꉇꆏ，ꋀ

ꊇꇇꐛꄉꇉꇬꊐꅍꊐꀏꈧꌠꋀꇵꎿꇬ

ꇱ。20ꉘꁮꌋꆀꃅꏸꃅꐎꈍꑍꀕꉪꋌ

ꀋꂿꀐ，ꉈꑴꃅꆳꇬꊎꁏꇬꎷ，ꒈꂃ

ꒊꆱꇬꊎꄓꇬꎷꄉ，ꉪꊇꆹꈭꅐꌠꉘ

ꀋꇉꀐ。 

第二天众人就把货物抛在海
里。19到第三天，他们又亲手把
船上的器具抛弃了。20太阳和星
辰多日不显露，又有狂风大浪
催逼，我们得救的指望就都绝
了。 

21ꊿꈧꌠꀉꑌꑍꑞꍈꑌꀋꋠꀐ，

ꀧꇊꄓꋀꊇꈬꄔꉆꄉ：“ꁦꋠꊈꀋ！

ꆍꊇꉠꅇꃅꄉꈌꅿꄯꀋꐞꄡꑟ，ꉠꅇ

ꃅꑲꆏ，ꀋꃅꁮꑋꆿꐛꑠꃅꑌꀋꐛꀐ

ꌠ。22ꀋꃅꑌꉢꆍꊇꏯꉉ，ꉌꄡꐒ，

ꆍꊇꋍꂷꑋꀑꇬꀋꁮ，ꇉꋋꇷꀉꄂꁮ

ꑋꌠꉬ。23ꑞꃅꆏ，ꉢꋍꊿꉬꇈꉢꇫ

ꀨꎹꌠꏃꃅꌋꆹꀋꅞꉖꋍꊩꌺꂷꇁꉠ

ꏢꁮꄉꉠꏯ：24‘ꀧꇊꀋ！ꏸꄡꏦ，ꆎ

ꆹꀋꎪꃅꇽꌒꂴꆽꉆꆹꄎꌠꉬ，ꊿꆎꌋ

ꆀꐯꈽꇉꇬꑌꈧꌠꑌ，ꏃꃅꌋꄻꆎꇖ

ꀐ’ꃅꉉ。25ꑠꅹ，ꁦꋠꊈꀋ！ꉌꄡ

ꐒ，ꉡꆹꏃꃅꌋꉠꏯꈍꃅꉉꆏ，ꌤꑌꈍ

ꃅꇫꅐꌠꉢꑇ。26ꄚ，ꉪꊇꆹꀋꎪꃅꇁ

ꎿꅔꂷꇬꋖꌠꉬ”ꄷ。 

21众人多日没有吃什么，保
罗就出来站在他们中间，说：
“众位，你们本该听我的话，不
离开克里特，免得遭这样的伤
损破坏。22现在我还劝你们放
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
丧，惟独失丧这船。23因我所
属、所事奉的神，他的使者昨
夜站在我旁边，说：24‘保罗，不
要害怕，你必定站在凯撒面
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
赐给你了。’25所以众位可以放
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
情也要怎样成就。26只是我们必
要撞在一个岛上。” 

27ꊯꇖꑍꄹꉖꌠꆏ，ꇉꑸꄓꅿꑸꎿ

ꃀꇬꁮꅷꁨꒉꉇꑴꇁꃅꐺ，ꌋꐓꌊꁁ

ꄮꇬꆏ，ꇉꏀꊿꈧꌠꆏꅔꇬꑟꆹꀐꎼ

ꈀ，28ꄚꄉꋀꎼꀁꂥꀊꂥꎖ，ꎖꇬꆏꎿ

ꀊꂥꐨꑍꊏꆹꀊꇈꐥ，ꁨꏭꉜꄉꁧꇈ，

ꉈꑴꎕꌦꇬꆏ，ꊯꉬꆹꐛ。29ꇉꇶꌠꇁ

27到了第十四天夜间，船在
亚得里亚海漂来漂去，约到半
夜，水手以为渐近旱地，28就探
深浅，探得有十二丈；稍往前
行，又探深浅，探得有九丈。
29恐怕撞在石头上，就从船尾抛



ꁆꄻꊩꌺꃅꐨ  27 459 使徒行传  27 

 

ꇓꂵꇬꋕꏦꄉ，ꇉꂪꀠꇬꄉꇉꇻꇥꉧ

ꇖꏢꋀꇵꎿꇬꊐꄉ，ꃅꄜꌠꇁꉚ。

30ꇉꏀꊿꈧꌠꇉꇻꇥꉧꊐꎴꀕꃅꀑꇬ

ꈭꋏꇉꋀꄻꇉꊂꎿꇬꊐꄉꁈꁧꏭ

ꄐ。31ꀧꇊꂽꉐꏃꌋꀕꆀꂽꈧꌠꏭ：

“ꊿꋋꈨꄻꇉꇬꄉꇁꉚꄉꀋꎽꑲꆏ，

ꆍꊇꈍꃅꑌꈭꅐꀋꄐ”ꄷ。32ꄚꄉ

ꂽꈧꌠꀑꇬꈭꋏꇉꏦꀨꊿꐡꇫꎭꄉ，

ꀑꇬꈭꋏꇉꄻꎿꇬꁮꎼꁧꎻ。 

下四个锚，盼望天亮。30水手想
要逃出船去，把小船放在海
里，假装要从船头抛锚的样
子。31保罗对百夫长和兵丁说：
“这些人若不等在船上，你们必
不能得救。”32于是兵丁砍断小
船的绳子，由它漂去。 

33ꃅꄜꇀꄮꇬꆏ，ꀧꇊꉹꁌꏭꋙꋠ

ꄷꋀꇫꑣ，ꋀꏭ：“ꆍꊇꃅꐎꊯꇖꑍ

ꂷꑞꑌꀋꋠꃅꂮꌌꋰꄉꇁꉚꅗꀐ。

34ꑠꅹ，ꉢꆍꏭꉉ，ꆍꋙꍈꋠ；ꑠꆹꆍꊇ

ꈭꅐꈭꀋꅐꌠꇬꁧꏖꐨꐥꌠꉬ；ꑞꃅ

ꆏ，ꆍꊇꆹꈀꄸꑌꀍꑐꏢꂯꀋꆴ”
ꄷ。35ꀧꇊꅇꂷꋋꇬꉉꈭꐨꆏ，ꎬꁱ

ꋌꒃꌊꉹꁌꂾꄉꏃꃅꌋꏭꈀꎭꀕꅇꉉ

ꇈ，ꋌꏼꋠꀐ。36ꄚꄉꉹꁌꑌꉌꂵꇗ

ꄃꃅꋙꋠꀐ。37ꉪꊇꇉꇶꌠꇬꊻꂷꑍ

ꉐꏁꊰꃘꑼꐥ。38ꋀꊇꈀꄸꑌꋠꂊꈭ

ꐨꆏ，ꇉꇶꌠꄻꑾꌙꃅꄉꂿꄷꐛꅹ，

ꇉꇬꎭꂷꈧꌠꋀꍞꎿꇬꇱꇫꎭꌐ。 

33天渐亮的时候，保罗劝众
人都吃饭，说：“你们悬望忍饿
不吃什么，已经十四天了。34所
以我劝你们吃饭，这是关乎你
们救命的事；因为你们各人连
一根头发也不至于损坏。”35保
罗说了这话，就拿着饼，在众
人面前祝谢了神，掰开吃。36于
是他们都放下心，也就吃了。
37我们在船上的，共有二百七十
六个人。38他们吃饱了，就把船
上的麦子抛在海里，为要叫船
轻一点。 

 

ꇉꑘꒉꉱꃹꁧ 船沉没 
39ꃅꄜꄮꇬꆏ，ꃅꄷꀊꋩꈚꋀꇬꀋ

ꌧ，ꄚ，ꎿꈪꂤꏂꀠꅔꇬꆹꉆꑠꂷꋀꂿ

ꇈ，ꋀꊇꆏꇉꏀꌊꅔꇬꊫꉆꅀꀋꉆꌠ

ꌌꐮꇖ。40ꄚꄉꏦꀨꋀꐡꇫꎭꇈ，ꇉ

ꇻꇥꉧꋀꇵꎿꇬꊐ；ꇉꏀꅍꏦꀨꑌꋀ

ꁌꄉ，ꇉꆳꄡꂪꌦꋀꈻꀍꉀꄀ，ꆳꐊ

ꅔꇬꉜꄉꆹ。41ꄚ，ꇉꇶꌠꇁꌊꒊꏀꑍ

ꂷꇁꐯꏍꅉꇬꃹꇬꆏ，ꇉꇶꌠꏶꀊꄶ

39到了天亮，他们不认识那
地方，但见一个海湾，有岸可
登，就商议能把船拢进去不
能。40于是砍断缆索，弃锚在海
里；同时也松开舵绳，拉起
帆，顺着风向岸行去。41但遇着
两水夹流的地方，就把船搁了
浅；船头胶住不动，船尾被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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ꇬꎑꄉ，ꇉꀑꇘꑐꀋꉆ，ꇉꂪꆏꒈꂃ

ꒊꆱꀉꇨꌠꇱꅥꆿꐛ。42ꂽꈧꌠꆏꊾ

ꇬꈧꌠꒈꏸꄉꁈꁧꏦꄉ，ꌉꇫꎭꏢ

ꉨ。43ꄚ，ꂽꉐꏃꌋꆏꀧꇊꈭꋏꏢꉨ

ꄉ，ꋀꏭꈁꏾꃅꀕꀋꉆꄷꏢꇋ，ꒈꏸ

ꇮꌠꁳꐂꒉꇬꊐꄉꒈꏸꂴꅔꇬꆹꎻ。

44ꀉꁁꈧꌠꆏ，ꇉꇬꌩꀻꌋꆀꎄꀜꎄꇁ

ꌌꒉꁮꅔꇬꆹꎻ，ꑠꃅꄉ，ꈀꄸꑌꈭꅐ

ꄉꇁꎿꅔꇬꑟꀐ。 

的猛力冲坏。42兵丁的意思要把
囚犯杀了，恐怕有洑水脱逃
的。43但百夫长要救保罗，不准
他们任意而行，就吩咐会洑水
的，跳下水去先上岸；44其余的
人，可以用板子或船上的零碎
东西上岸。这样，众人都得了
救，上了岸。 

 

ꀧꇊꂷꇓꄣꎿꅔꇬꐥ 保罗在马耳他岛上 

28 ꉪꊇꈭꅐꈭꐨꑲꆀ，ꎿꅔꂶ

ꌠꂷꇓꄣꂓꌠꉪꅉꐚ。2ꊿꀊ 28 我们既已得救，才知道
那岛名叫马耳他。2土人 

ꄶꇬꀀꌠꆹꉪꂿꇬꉾꐯꉾ，ꀊꋨꄮꇬ

ꂷꉐꐛ，ꈛꑌꈜꈼꐛꅹ，ꋀꊇꃆꄔꏦ

ꄉꉪꋨꏦ。3ꀊꋨꄮꇬ，ꀧꇊꌩꄍꋌ

ꉅꌊꃆꄔꇬꏦꇁꇈ，ꌩꄍꌠꇬꁮꏂꅋ

ꑌꏢꇬꀀꅊꇈꄉ，ꁮ꒰ꏡꌠꃆꄔꃪꊸ

ꐛꅹ，ꁖꇁꄉꋌꑝꀧꇊꇇꇬꎑꎍ。

4ꊿꀊꄶꀀꈧꌠꁮ꒰ꏡꌠꑝꀧꇊꇇꇬ

ꎑꎍꌠꋀꂾꄮꇬꆏ，ꐮꏯ：“ꊿꋋꂷ

ꈍꃅꑌꊿꌉꊾꆳꋺꂷꉬꌠ，ꋌꎿꇬꄉ

ꈭꅐꇁꑴꇬ，ꑖꉬꇬꉚꌠꐥꄉ，ꄡꇗꋌ

ꁳꇫꐥꀋꎽꌠ”ꄷ。5ꁮ꒰ꏡꌠꀧꇊ

ꇵꃆꄔꇬꊐ，ꄚ，ꋍꇇꆏꐛꅍꀋꐥ。

6ꊿꀊꄶꀀꈧꌠꆏ，ꋌꊉꇁꅀꋋꇅꃅꐚ

ꇬꅜꄉꌦꀐꉂꃅꉪ；ꋌꈍꉗꏢꐛꇬꃅ

ꅍꀋꐥꌠꋀꊌꂿꇬꆏ，ꀱꌊ：“ꋋꆹ

ꌊꂷꉬ”ꃅꉉ。7ꀊꋩꈚꌋꆀꀊꎴꃅ

ꀋꇢꅉꇬꆏ，ꃄꅉꊁꅉꎿꅔꌟꒉꀯꀙ

ꑘꃤꇬꐙ，ꀯꀙꑘꉪꊇꋨꏦꄉꃅꐎꌕ

ꑍꌕꉖꂷꉪꌵꏢ。8ꀊꋨꇅꇬ，ꀯꀙꑘ

看待我们，有非常的情分；因
为当时下雨，天气又冷，就生
火接待我们众人。3那时，保罗
拾起一捆柴，放在火上，有一
条毒蛇，因为热了出来，咬住
他的手。4土人看见那毒蛇悬在
他手上，就彼此说：“这人必是
个凶手，虽然从海里救上来，
天理还不容他活着。”5保罗竟把
那毒蛇甩在火里，并没有受
伤。6土人想他必要肿起来，或
是忽然仆倒死了；看了多时，
见他无害，就转念说：“他是个
神。”7离那地方不远，有田产是
岛长部百流的。他接纳我们，
尽情款待三日。8当时，部百流
的父亲患热病和痢疾躺着。保
罗进去为他祷告，按手在他身
上，治好了他。9从此，岛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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ꀉꄉꆏ，ꑅꎸꊸꄉꃺꒌꊌꇬꀀ，ꀧꇊ

ꇁꌊꈐꏭꄉ，ꋍꎁꃅꈼꂟꈭꐨꆏ，ꇇꄻ

ꋍꇭꀧꇬꐛꄉ，ꀯꀙꑘꀉꄉꋌꉃꌒ

ꀐ。9ꋋꈭꐨꆏ，ꎿꅔꋋꂷꇬꊿꆅꀉ

ꁁꈧꌠꑌꇁꄉ，ꆅꃅꉃꌒꌐꀐ。10ꊿ

ꎿꅔꀀꈧꌠꈍꑋꁁꏯꃅꉪꊇꁌꒉ；ꉪ

ꊇꇉꏀꌊꁧꂯꄮꇬ，ꉪꈉꇐꄻꇐꑞꑌ

ꋀꄻꇉꇬꊐꄉꌐꀐ。 

余的病人也来，得了医治。10他
们又多方地尊敬我们；到了开
船的时候，也把我们所需用的
送到船上。 

 

ꀧꇊꇊꂷꑟ 保罗到达罗马 
11ꌘꁮꆪꐛꈭꐨꆏ，ꉪꊇꑸꆀꎭ

ꄊꇉꑌꁨꏭꉜꄉꁧ，ꇉꇶꌠꎿꅔꂶꌠ

ꇬꄉꃅꋆꈳꅐ，ꇉꇶꌠꇬꆏ“ꍐꌦꌹ

ꋒ”ꄷꁱꂷꑠꁱꇬꄀꄉ。12ꇉꏀꌊ

ꑪꇁꇴꑞꄮꇬꆏ，ꉪꊇꀊꄶꄉꃅꐎꌕ

ꑍꂷꑬꆏ。13ꊁꀊꄶꇬꄉꈜꏮꄉꇁꆺ

ꏸꊈꑟ。ꋍꑍꐛꈭꐨꆏ，ꆀꆳꁏꇁ

ꄉ，ꊁꄹꉇꆏꉪꎼꀯꄂꆀꑟ。14ꀊꄶ

ꇬꄉꃺꑌꈨꌋꆀꉪꊇꇁꐮꊝ，ꉪꊇꋀ

ꇴꌊꋀꈽꃅꐎꏃꑍꂷꐥ。ꑠꃅꄉ，ꉪ

ꊇꇁꇊꂷꑟ。15ꀊꄶꇬꃺꑌꈧꌠꉪꊇ

ꇫꇁꌠꋀꈨꄷꆏ，ꅐꌊꑸꀘꃶꇤꍤꅉ

ꌋꆀꌕꇨꈛꁧꑬꆏꅉꇬꄉꉪꋩꉪꏦ

ꇁ。ꋀꊇꀧꇊꊌꂿꇬꆏ，ꀧꇊꎼꏃꃅ

ꌋꏭꈀꎭꀕꅇꉉ，ꉌꂵꑌꇗꄃꀕꃅ

ꐙ。16ꇊꂷꇓꈓꃹꈭꐨꆏ（ꀊꆨ꒰ꀨꋍꈨꄚ

ꇬ“ꂽꉐꏃꌋꂶꌠꊾꇬꈧꌠꋌꏮꊾꇬꊪꌠꌟꒉꁵ”ꃅ

ꅑꐥ），ꋀꈌꁧꄉꀧꇊꀉꄂꂽꋌꐍꂷꌋ

ꆀꋍꈚꀀ。 

11过了三个月，我们上了亚
历山大的船往前行。这船以“宙
斯双子”为记，是在那海岛过了
冬的。12到了叙拉古，我们停泊
三日；13又从那里绕行，来到利
基翁。过了一天，起了南风，
第二天就来到部丢利。14在那里
遇见弟兄们，请我们与他们同
住了七天。这样，我们来到罗
马。15那里的弟兄们一听见我们
的信息，就出来，到亚比乌市
和三馆地方迎接我们。保罗见
了他们，就感谢神，放心壮
胆。16进了罗马城（有古卷在此有

“百夫长把众囚犯交给御营的统领，惟

有”），保罗蒙准和一个看守他的
兵另住在一处。 

 

ꀧꇊꇊꂷꄉꇗꅉꁊ 保罗在罗马传道 
17ꌕꑍꐛꈭꐨꆏ，ꒀꄠꊿꌟꒉꈧꌠ 17过了三天，保罗请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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ꀧꇊꇱꇴꌊꇁ。ꋀꊇꇁꇈ，ꋌꋀꊇ

ꏯ：“ꃺꑌꊈꀋ！ꉢꉪꇩꏤꇬꉹꁌꋍ

ꏅꏭꃅꑽꏿꑽꅍꀋꐥ，ꉢꉪꀋꁌꀋꁧ

ꃷꋪꏦꃤꑠꑌꏦꐆꀋꋻ。ꄚ，ꉡꆹꊿ

ꇱꌌꎤꊐꄉꑳꇊꌒꇌꄉꊿꒃꌊꇊꂷ

ꊿꇇꈐꊐ。18ꇊꂷꊿꉢꇔꉡꅲꇈ，ꉢ

ꑽꃤꌦꄡꑟꌠꀋꐥꄉ，ꉢꋀꊇꇱꋊꃑ

ꇫꎭꂿꄷ。19ꄚ，ꒀꄠꊿꇫꉬꀋꅲ

ꄉ，ꉢꃅꅍꎷꀋꊌꃅꅇꎹꅷꇽꌒꄷꑟ

ꇁ，ꉢꑠꃅꌠꆹ，ꉢꉠꉹꁌꊂꅇꎹꌠꀋ

ꉬ。20ꑠꅹ，ꆍꉢꇴꌊꄚꋍꈜꄉꐮꂿ

ꌧꈿꇁ，ꉡꆹꑱꌝꆀꊿꉘꇉꐨꎁꃅ，ꎸ

ꉗꋋꏢꌊꊿꇱꄀꄉꌠ”ꄷ。21ꒀꄠ

ꊿꈧꌠꆏꀧꇊꏭ：“ꒀꄠꄉꇁꌠꄯꒉ

ꅽꃆꂮꉉꑠꉪꋋꊪꀋꊌ，ꃺꑌꄚꇁꄉ

ꉪꏭꆏꈍꃅꀋꉾꀋꃪꃅꑠꄜꇁꌠꑌꀋ

ꐥ。22ꄚ，ꉪꊇꆹꅽꉜꐨꈍꃅꐙꌠꅲ

ꏾ。ꑞꃅꆏ，ꑇꇐꌍꀜꀕꌠꆹ，ꇿꇬ

ꑌꊿꇱꌌꍍꋉꄸꄀꌠꐥꌠꉪꅉꐚ”
ꄷ。23ꋀꊇꌋꆀꀧꇊꃅꑍꄡꄉꐮꂿ，

ꐮꂿꄹꉇꒀꄠꊿꈍꑋꃅꇁꌊꀧꇊꀀꅉ

ꇬꑟ。ꀧꇊꆏꃅꄜꅑꅸꈊꃀꑟꃅꋀ

ꏭꉉꄜꄉꏃꃅꌋꇩꇗꅉꊩꀽ。ꃀꑭ

ꄹꏦꌋꆀꅉꄜꊿꄯꒉꇬꅇꂷꋌꈻꌊ

ꉉ，ꌤꑳꌠꃆꂮꈧꌠꌌꋀꏯꉉꄉꋀꁳ

ꇬꑅꎻꂿꄷ。24ꋌꈁꉉꈧꌠꆏ，ꊿꇬ

ꑅꌠꑌꐥ，ꀋꑇꌠꑌꐥ。25ꋀꊇꉪꐨ

ꐯꀋꊒꄉꂱꑱꅉꁧꀐ，ꋀꂱꑱꅉꀋꁧ

ꌦꂾ，ꀧꇊꅇꂷꇬꉉ，ꋀꏭ：“ꌃꎔ

ꒌꅉꄜꊿꑱꌏꑸꇇꄧꈴꄉꆍꀋꁌꀋꁧ

ꏭꉉꌠꆹꀋꑽꌠꉬ。 

的首领来。他们来了，就对他
们说：“弟兄们，我虽没有做什
么事，干犯本国的百姓和我们
祖宗的规条，却被锁绑，从耶
路撒冷解在罗马人的手里。18他
们审问了我，就愿意释放我；
因为在我身上，并没有该死的
罪。19无奈犹太人不服，我不得
己，只好上告于凯撒，并非有
什么事要控告我本国的百姓。
20因此，我请你们来见面说话我
原为以色列人所指望的，被这
链子捆锁。”21他们说：“我们并
没有接着从犹太来论你的信，
也没有弟兄到这里来，报给我
们说你有什么不好处。22但我们
愿意听你的意见如何；因为这
教门，我们晓得是到处被毁谤
的。”23他们和保罗约定了日
子，就有许多人到他的寓处
来。保罗从早到晚，对他们讲
论这事，证明神国的道，引摩
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以耶稣
的事劝勉他们。24他所说的话，
有信的，有不信的。25他们彼此
不合，就散了，未散以先，保
罗说了一句话，说：“圣灵借先
知以赛亚向你们祖宗所说的话
是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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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ꑱꌏꑸꄹꇬ： 
‘ꆏꉉꉹꁌꈧꌠꇰꁧ： 

ꆍꊈꈧꆏꊌꈨ， 
ꄚꇫꐞꀋꉅ； 
ꂾꆏꊌꂿ， 
ꄚꇫꅉꀋꐚ。 

26他说： 
‘你去告诉这百姓说： 
你们听是要听见， 
却不明白； 
看是要看见， 
却不晓得； 

27ꑞꃅꆏ， 
ꉹꁌꋋꈨꉌꂵꆸꉈꇨ， 
ꊿꋋꈨꅳꀧꅺꏾꄖ， 
ꑓꋪꂨꄉ； 
ꑓꋪꂿꉆꏦ， 
ꅳꀧꈨꉆꏦ， 
ꉌꂵꐝꉅꏦ， 
ꀱꏮꇁꄉꉢꋀꆅꉁꌠꏦ’ꄷ。 

27因为 
这百姓油蒙了心， 
耳朵发沉， 
眼睛闭着； 
恐怕眼睛看见， 
耳朵听见， 
心里明白， 
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 

28ꑠꅹ，ꏃꃅꌋꈭꋏꑆꊋꋋꏢꀃꑍꋋꄮ

ꁊꉇꉻꊿꁵ，ꋀꊇꑌꀋꎪꃅꇫꅲꇫ

ꊪ，ꋍꑠꆍꅉꐚꄡꑟ”ꄷ。（ꀊꆨ꒰ꀨꋍ

ꈨꇬꆏ，ꄚꇬ“29ꀧꇊꅇꂷꋋꇬꉉꈭꐨꆏ，ꒀꄠꊿꈧꌠ

ꎑꀕꎓꃅꍣꄉꁧꀐ”ꃅꅑꌠꐥ。） 

28所以你们当知道，神这救恩，
如今传给外邦人，他们也必听
受。”（有古卷在此有“29 保罗说了这

话，犹太人议论纷纷地就走了。”） 

30ꀧꇊꑳꋌꑭꄉꋋꂷꇬꃅꐎꐛꒆ

ꃅꑠꑍꈓꀀꀐ。ꊿꋋꂿꇁꌠꆏ，ꈀꄸ

ꑌꋌꇫꋩꇫꏦ，31ꋌꉌꂵꀉꒉꃅꏃꃅ

ꌋꇩꇗꅉꄜꁊ，ꌋꑳꌠꏢꄖꃆꂮꑠꌌ

ꊿꉗꊿꂘ，ꄷꀋꁧ，ꋌꑠꃅꇬꊿꋋꏢ

ꋌꇋꌠꀋꐥ。 

30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
住了足足两年。凡来见他的
人，他全都接待，31放胆传讲神
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
导人，并没有人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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ꇊꂷꄯꒉ 

罗马书 

 
ꅲꇫꅇꌋꆀꋬꂻꅇ 问候与祝愿 

1 ꑳꌠꏢꄖꁏꐚꀧꇊꆹ，ꏃꃅꌋꇳ

ꍝꌊꁆꄻꊩꌺꃅꄉ，ꉈꃅꋌꊪꌊ 1 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
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 

ꋍꌒꅇꄜ；2ꌒꅇꋋꈨꆹꏃꃅꌋꀋꉊꅉ

ꄜꊿꈌꇬꈴꄉꌃꎔꏂꀨꇬꈀꈌꁧꄉꌠ

ꉬ。3ꉉꅷꋍꌺꉠꌋꑳꌠꏢꄖꇬꑟꇬ

ꆏ，ꇭꀧꎸꃤꇬꈴꄉꉉꇬꆏ，ꋋꆹꄊꃥ

ꊂꋊꒆꎼꇁꌠ；4ꌃꎔꌠꒌꇇꄧꈴꄉꉉ

ꇬꆹ，ꋌꌦꈬꇬꄉꀱꐥꇁꄉ，ꊋꃤꀉꇨ

ꌠꌊꋌꏃꃅꌋꌺꉬꌠꋌꀖꊿꀦꀐ。

5ꉪꊇꆹꋍꄷꄉꑆꊋꌋꆀꁆꄻꊩꌺꌅꅍ

ꃅꎁꉪꊪꊊꀐ，ꇩꏤꈀꐥꌠꈬꇬꄉꊿ

ꁳꋍꂓꎁꃅꄉꇗꅉꇯꍝꌠꑇꎻ；6ꆍꊇ

ꏃꃅꌋꇱꇳꍝꌊꑳꌠꏢꄖꃤꃅꄉꈧꌠ

ꑌꇫꐊ。7ꄯꒉꋌꁬꆹꉢꁱꆍꊇꇊꂷ

ꄉꏃꃅꌋꉂꐪꈁꊌ、ꋌꇳꍝꌊꌃꎔ

ꌺꐛꈧꌠꁵꌠꉬ。ꑆꊋ、ꋬꂻꈨꅪ

ꑠꆹꉪꏃꃅꌋꀉꄉꌋꆀꑳꌠꏢꄖꄷꄉ

ꆍꊌꅊꇈ。 

2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
经上所应许的，3论到他儿子我
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
大卫后裔生的；4按圣善的灵
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
明是神的儿子。5我们从他受了
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
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
6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
督的人。7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
为神所爱、奉召作圣徒的众
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
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与你
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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ꀧꇊꇊꂷꃅꄷꋬꂻꄜꆹꏾ 保罗切愿往罗马探望 
8ꂴꇬꂾꆏ，ꉢꑳꌠꏢꄖꉘꇉꄉ，

ꆍꊇꉹꁌꎁꃅꉠꏃꃅꌋꏭꈀꎭꀕ，ꑞ

ꃅꆏ，ꆍꊇꑇꇐꑌꇐꆹꃅꑆꋌꁬꇂꃴ

ꃅꈨꈴꀐ。9ꉢꋍꌺꌒꅇꀂꏽꄉ，ꉠ

ꉌꂵꌌꏃꃅꌋꀨꎹ；ꏃꃅꌋꆹꉢꈍꃅ

ꄉꀋꆏꃅꆍꊇꀉꄂꉉꌠꅇꊪꌬꉆ；10ꉢ

ꈼꂟꄮꇬ，ꅉꀕꃅꇖꂟꇬꆹ，ꏃꃅꌋꉪ

ꐪꈴꄉ，ꄽꂫꆏ，ꈝꃀꈴꌒꌠꊌꄉꆍꊇ

ꄷꉜꄉꆹꄎꇬꌬꀋꄿ。11ꑞꃅꆏ，ꉢ

ꇯꍝꃅꆍꂿꏾ，ꉢꒌꃤꑆꊋꈁꁠꈨꁸ

ꆍꁳꄉ，ꆍꁳꈫꈈꄎꎻ；12ꑠꃅꑲꆏ，

ꉢꆍꊇꈬꄔꇬꄉ，ꆍꊇꌋꆀꉢꐯꇯꑇ

ꐨꉌꊋꑌꐛꅹ，ꐯꇯꉌꌒꄀꌠꊌꉆ。

13ꃺꑌꊈꀋ！ꉢꆍꁳꇫꅉꐚꎻꏾꌠꆏ，

ꉢꈍꑋꃢꉪꄉꏤꄉꆍꄷꆹꄉ，ꉇꉻꊿ

ꀉꁁꈧꌠꈬꄔꇬꌟꃅ，ꆍꈬꄔꄉꌩꋚ

ꇓꂷꊌꂿꄷ；ꄚ，ꅑꅸꀃꑍꋋꄮꑟꌠ，

ꄡꇗꉡꈭꋍꈜꇈꅍꐥꑴꌦ。14ꑝꇂꊿ

ꉬꄿꂿ，ꉇꄅꊿꉬꄿꂿ，ꀑꁮꅺꐳꌠ

ꉬꄿꂿ，ꇯꅝꌠꉬꄿꂿ，ꋀꊇꎝꉢꁭ

ꌐ；15ꑠꅹ，ꉢꉌꂵꈐꇬꉠꊋꈀꑌꅉꃅ

ꇤꄉꌒꅇꁊꆍꊇꊿꇊꂷꐥꌠꁵꏾ。 

8第一，我靠着耶稣基督，
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因你
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9我在他
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事奉的
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地提
到你们；10在祷告之间，常常恳
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
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11因
为我切切地想见你们，要把些
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
可以坚固；12这样我在你们中
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
可以同得安慰。13弟兄们，我不
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意
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
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
人中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
隔。14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
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
的债；15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
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
人。 

 

ꌒꅇꊋꃤꀉꒉꌠ 福音的大能 
16ꉡꆹꌒꅇꉢꌌꎲꄏꅍꃅꀋꄉ；ꌒ

ꅇꋋꈨꊇꅉꆹꏃꃅꌋꊋꃤꀉꒉꌠꉬ，

ꌌꊿꇫꈁꑇꌠꈭꋏꌠ，ꂴꆏꒀꄠꊿ，

ꊁꆏꑝꇂꊿ。17ꑞꃅꆏ，ꏃꃅꌋꑖꉬ

ꆹꌒꅇꋍꑠꇬꄉꄇꇖꀕꃅꇫꅐꇁ；ꑖꉬ

ꋌꑵꆹꑇꐨꇬꄉꅐꇁꌠ，ꑇꎁꃅꌠꑌ

16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
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
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
人。17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
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
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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ꉬ。ꑠꆹꁱꏂꀨꇬꄀꄉꌠꌋꆀꐯꌟ：

“ꑖꊿꀋꎪꃅꑇꐛꅹꃅꇫꐥ”ꄷ。 
因信得生。” 

 

ꃰꊿꄸꃤꅠꃤ 人类的罪恶 
18ꏃꃅꌋꇨꇅꃃꐨꆹ，ꉬꉎꇬꄉ，

ꊿꌋꀋꑇꀋꏦꌠꌋꆀꀋꑗꀋꉬꌠꈀꐥ

ꌠꇭꀧꇬꄉꄇꇖꀕꃅꇫꅐꇁ，ꊿꋋꈨ

ꆹꌤꄷꅠꌠꃅꄉ，ꇗꅉꃶꐚꌠꈭꋍꈜ

ꇈ。19ꏃꃅꌋꌤꊿꇫꅉꐚꉆꌠ，ꂴꇯ

ꆐꄇꇖꀕꃅꋌꄻꃰꊿꉌꃀꇬꊐꄉꀐ，

ꑞꃅꆏ，ꏃꃅꌋꆹꋍꊨꏦꄇꇖꀕꃅꋌ

ꀖꋀꊇꀨꀐ。20ꁍꄻꏃꄻꐛꈭꐨꅑꅸ

ꇁꇬ，ꏃꃅꌋꐩꋊꐩꍂꊋꃤꌋꆀꌋꊇ

ꅉꆹꄇꇖꀕꃅꅉꐚꉆꌠꉬ，ꑓꋪꇫꂿ

ꀋꉆꑴꇬ，ꄚ，ꐥꇐꈀꄻꄉꌠꇬꈴꄉ

ꅉꐚꉆ，ꊿꁳꎳꀠꀋꊌꎻ。21ꑞꃅ

ꆏ，ꋀꊇꆹꏃꃅꌋꋀꅉꐚꑴꇬ，ꄚ，ꋀ

ꌌꏃꃅꌋꃅꉜꄉꇫꀑꒉꑊꒉꄀꌠꀋ

ꉬ，ꇬꏭꈀꎭꑌꀋꎭ。ꋀꊇꉪꇐꐈꌌ

ꀈꈥꀕꌠꐛ，ꋀꊇꌧꅍꀋꐥꌠꉌꃀꆏ

ꆈꋧꋪꀐ。22ꊨꏦꆹꀑꁮꅺꐳꌠꉬꑴ

ꄷ，ꄚ，ꀱꆽꃅꌊꇯꅝꌠꐛ；23ꋀꊇꆏ

ꍹꐛꀠꐙꀋꉆꌠꏃꃅꌋꀑꒉꑊꒉꋀꄺ

ꀱꌊꌩꁱꇓꁱꌡꃅꄉ，ꀋꇊꆏꈍꃅꑌ

ꍹꐛꀠꐙꌠꃰꊿ、ꉌꊭꉌꇓ、ꇖꑭ

ꅑꌠꇙꀕꌋꆀꁯꄸꆰꄸꇴꉻꌡ。 

18原来神的忿怒，从天上显
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
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
人。19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
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
已经给他们显明。20自从造天地
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
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
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
无可推诿。21因为他们虽然知道
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
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
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22自称
为聪明，反成了愚拙；23将不能
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
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
昆虫的样式。 

24ꑠꅹ，ꏃꃅꌋꆏꋀꊇꁳꋀꊨꏦ

ꄸꈐꎲꏾꅍꇬꈴꄉꈁꏾꃅꌤꍍꆀꌠꃅ

ꎻ，ꋀꁳꐮꇭꀧꇬꎼꋉꃏꄀꎻ。25ꏃ

ꃅꌋꇗꅉꃶꐚꌠꋀꄺꀱꌊꈱꅇꏅꅇ

ꐛ；ꋀꊇꆹꐥꇐꄻꌠꌋꂶꌠꏭꀍꃈꀋ

ꄚ、ꀨꀋꎹꃅ，ꀱꌊꐥꇐꈀꄻꄉꈧꌠ

24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
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
此玷辱自己的身体。25他们将神
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事奉
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
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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ꏭꀍꃈꄚ、ꀨꎹ。ꌊꆹꐩꋊꐩꍂꃅ

ꌌꀮꄑꄡꑟ。ꀊꂱ。26ꑠꅹ，ꏃꃅꌋ

ꋀꁳꋀꊨꏦꈁꏾꃅꎲꏾꅍꑊꏦꌠꃅ

ꎻ，ꌋꅪꁦꋠꐮꄹꐛꌠꐈꌌꌋꅪꌋꅪ

ꐮꄹꐛꌠꐛ；27ꁦꋠꑌꑠꃅꐙ，ꌋꅪꌋ

ꆀꐮꄹꐛꌠꋀꇵꇫꎭꇈ，ꎲꏾꅍꉌꃀ

ꁨꐞꄑꄉꐯꉨ，ꁦꋠꌋꆀꁦꋠꌤꎲꄏ

ꅍꑠꃅꄉ，ꋀꊇꈀꃅꌠꑽꃤꈧꌠꑞꊌ

ꋭꌠꑞꊨꏦꇭꀧꇬꄉꋀꊌꀐ。 

远。阿们。26因此，神任凭他们
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
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
处；27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
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
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
就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
报应。 

28ꋀꊇꉇꀕꃅꏃꃅꌋꀋꌧꎴꃅꄉ

ꑲꆏ，ꏃꃅꌋꆹꋀꁳꋀꈁꏾꃅꉌꃀꑽ

ꈜꍬꌠꑌꎻꄉ，ꋀꁳꌤꇗꅉꀋꐥꌠꃅ

ꎻ。29ꋀꊇꄸꈐꇬꀋꑗꀋꉬꌠ、ꃴꆉ

ꉘꉩ、ꇎꄮꀋꐥ、ꀋꂄꆈꒉꀕ（ꅀ“ꉌ

ꃀꅋꏸꑌ”）ꑠꐛꃅꄻꇬꊎꄉ，ꉌꃀꇬꉌ

ꈻꃴꆅ、ꊿꌉꊾꆳ、ꐯꇏꐮꑣ、

ꐈꋓ、ꏷꈌꀕꃅꌂꋍꑞꋍꑵꑠꐛ；30ꉈ

ꑴꌞꊂꍣꌠ、ꌞꊂꀠꌠ、ꏃꃅꌋꌁ

ꑷꌠ（ꅀ“ꏃꃅꌋꇱꌌꌂꑷ”）、ꊿꄱꊾꐳ

ꌠ、ꆺꒉꄇꀋꉆꌠ、ꊨꏦꑴꅉꍗ

ꌠ、ꄸꄐꄸꏤꌠ、ꀿꅇꃀꅇꀋꃅ

ꌠ、31ꌧꅍꂿꅍꀋꐥꌠ、ꏤꐪꀋꁨ

ꌠ、ꇨꊨꏣꑟꀋꇝꌠ、ꊾꉈꁒꑲꀋ

ꌧꌠꑠꑌꐛ。32ꏃꃅꌋꑖꉬꏥꏦꋀ

ꌧ，ꊿꌤꆿꋍꑠꃅꑠꆹꌦꄡꑟꌠꋀꅉ

ꐚꑴꇬ，ꄚ，ꋀꊨꏦꀉꄂꇫꃅꌠꀋꉬ

ꃅ，ꉈꑴꌞꊿꑠꃅꀕꇬꑌꋀꉌꃹ。 

28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
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
那些不合理的事；29装满了各样
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或作

“阴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
竞、诡诈、毒恨；30又是谗毁
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或

作“被神所憎恶的”）、侮慢人的、狂
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
违背父母的、31无知的、背约
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
32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
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
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 

 

ꏃꃅꌋꈐꀋꍣꉈꀋꍣꃅꀞꇽ 神的公义审判 

2 ꌞꊿꍆꇽꌠꆹ，ꆏꈀꄸꉫꑌꎳꀠ

ꐥꀋꉆ。ꆏꌤꑞꑵꇬꄉꌞꊂꍆ 2 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
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 

ꇽꆏ，ꌤꑟꑵꌠꇬꄉꑽꃤꏤꊨꏦꁵ； 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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ꑞꃅꆏ，ꆏꌞꊂꍆꇽꋋꂷ，ꊨꏦꈀꃅ

ꌠꑌꄡꇗꌞꊿꈀꃅꌠꌋꆀꐯꌟ。2ꊿ

ꑠꃅꀕꌠꆏ，ꏃꃅꌋꀋꎪꃅꇗꅉꃶꐚ

ꌠꇬꈴꄉꋋꀞꇽꌠꑠꉪꅉꐚ。3ꅽꑠ！

ꌞꊿꌤꋌꑵꃅꌠꍆꇽꐺ，ꄚ，ꅽꊨꏦ

ꑴꅉꈀꃅꌠꆹꄡꇗꌞꊿꌋꆀꐯꌟ，ꅽ

ꉂꆏꀕꏃꃅꌋꍆꇽꌠꂾꁈꄎꎼꈀꅀ？

4ꆏꏃꃅꌋꉌꆓꀉꒉꃅꑌ、ꊾꅑꀋ

ꀵ、ꋰꄿꌠꑠꆏꇬꉚꄸꄉ，ꏃꃅꌋꉌ

ꆓꆏꋌꏃꌊꉪꁏꄺꀱꌠꑠꆏꋋꅉꀋꐚ

ꌠꅀ？5ꏃꃅꌋꇨꇅꃃꄉ，ꋍꑖꉬꀞꇽ

ꃅꑍꇫꑟꇀꄮꇬ，ꆎꆹꅽꉌꂵꆸꉂꇈꉪ

ꁏꄺꀱꀋꅲꂶꌠꐛꅹꃅ，ꅽꊨꏦꎁꃅ

ꇨꇅꃃꅍꆏꏓꏡꄉ。6ꏃꃅꌋꆹꀋꎪ

ꃅꊿꂱꑱꃅꐨꑽꑌꇬꉜꄉꂱꑱꏯ

ꀱ。7ꊿꀋꆏꃅꌤꂄꌠꃅ，ꀑꒉꑊꒉ

ꎹꈹ，ꐤꒉꌠꌋꆀꍹꐛꀠꐙꀋꉆꌠꌒ

ꃤꎹꌠꆏ，ꐩꋊꐩꍂꀑꇬꑠꌌꄉꋀꀱ；

8ꊨꏦꎁꀉꄂꉪ，ꇗꅉꃶꐚꌠꇬꀋꍬ

ꃅ，ꀱꌊꀋꑗꀋꉬꌠꇬꍬꌠꑠꆏ，ꇨꇅ

ꃃꋩꀕꌠ、ꌁꑷꌠꑠꌌꋀꊇꀱ。9ꎬ

ꅧ、ꐒꊀꌠꄻꊿꄸꃤꅠꃤꃅꌠꈀꐥ

ꌠꁵ，ꂴꆏꄻꒀꄠꊿꁵ，ꊁꆏꄻꑝꇂ

ꊿꁵ；10ꀑꒉꑊꒉꌠ、ꐤꒉꌠ、ꋬꂻ

ꈨꅪꌠꑠꆏꄻꊿꌤꂄꎔꌠꈀꃅꌠꁵ，

ꂴꆏꄻꒀꄠꊿꁵ，ꊁꆏꄻꑝꇂꊿꁵ。

11ꑞꃅꆏ，ꏃꃅꌋꆹꈐꀋꍣꉈꀋꍣ。 

自己的罪；因你这论断人的，
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2我们
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
审判他。3你这人哪！你论断行
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
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
审判吗？4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
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
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5你竟任
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
积蓄忿怒，以致神震怒，显他
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6他必照
各人的行为报应各人。7凡恒心
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
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
们；8惟有结党，不顺从真理，
反顺从不义的，就以忿怒、恼
恨报应他们。9将患难、困苦加
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
人，后是希腊人；10却将荣耀、
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
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
人；11因为神不偏待人。 

12ꄹꏦꀋꐥꃅꄉꑽꃤꐆꀐꌠꆏ，ꀋ

ꎪꃅꄹꏦꇬꀋꈴꃅꈔꑍꌠꉬ；ꊿꄹꏦ

ꇂꃴꄉꑽꃤꐆꀐꌠꆏ，ꀋꎪꃅꄹꏦꇬ

ꈴꄉꌌꀞꇽ。13ꑞꃅꆏ，ꏃꃅꌋꉜꇬ，

12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
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
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
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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ꑖꉬꌠꆹꊿꄹꏦꅲꈧꌠꀋꉬꃅ，ꊿꄹ

ꏦꇬꍬꄉꃅꈧꌠꉬ。14ꉇꉻꊾꆹꄹꏦ

ꀋꐥ，ꄚ，ꀋꄷꄸ，ꋀꊨꏦꊇꅉꇬꍬꄉ

ꌤꆿꄹꏦꇬꊒꌠꃅꑲꆏ，ꋀꊇꄹꏦꀋ

ꐥꑴꇬ，ꄚ，ꋀꊇꆹꋀꊨꏦꄹꏦꉬ。

15ꄹꏦꇖꂟꐨꆹꁱꋀꉌꂵꇬꄀꄉꌠꋀ

ꀖꁉꎼꇁ，ꄷꀋꁧ，ꋀꊇꂄꌧꄸꌥꌠꉌ

ꂵꑌꇫꅇꊪꌬ，ꋀꊇꉪꇐꑌꐮꉈꈽ，

ꋍꇅꋋꇅꆏꉬꃅꉪ，ꋍꇅꋋꇅꆏꀋꉬꃅ

ꉪ。16ꉠꌒꅇꇬꈁꉉꌠꌟꃅ，ꏃꃅꌋ

ꀞꇽꃅꑍꄹꉇꆏ，ꋋꆹꑳꌠꏢꄖꇇꄧ

ꈴꄉꃰꊿꂁꌤꁿꌤꈧꌠꀞꇽꌠꉬ。 

13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
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14没
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
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
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15这
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
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
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
以为是，或以为非。16就在神借
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
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 

 

ꒀꄠꊿꌋꆀꄹꏦ 犹太人与律法 
17ꆏꄹꇬꆎꆹꒀꄠꊿꉬꄷ，ꉈꑴꄹ

ꏦꉘꇉ，ꄷꀋꁧꏃꃅꌋꏭꄐꄉꈌꒉ；

18ꄹꏦꇬꄉꌌꉙꋺꂘꋻ，ꏃꃅꌋꉪꐨ

ꑌꆍꅉꐚ，ꉬꀋꉬꌠꑌꊨꄅꄎ（ꅀ“ꌤꂄ

ꎔꀊꋨꈨꑌꉌꃹ”ꃄꑌꄿ）；19ꉈꑴꆍꊇꀊꅰ

ꃅꇬꑅꌠꆏ，ꆍꊨꏦꆹꑓꋩꌠꈜꏁꊿ，

ꊿꆈꋧꋪꅉꐥꌠꁨꑭꉬ，20ꆍꊇꆹꁦꇰ

ꌠꉙꂘꊿ，ꀉꑳꌺꂘꃀ，ꄹꏦꀂꏽꇬ

ꌧꇐꂿꇐꐥꌠꌋꆀꇗꅉꃶꐚꌠꍬꌠꌶ

ꀠꉬ。21ꑠꃅꐙꌠꉬꑲꆏ，ꆏꌞꊿꏭ

ꆏꉙꂘ，ꊨꏦꆏꀱꊨꏦꉙꀋꂘꅀ？ꆏꌞ

ꊿꏭꄡꈐꄡꈱꄷ，ꅽꊨꏦꆏꈏꈱꑴꌦ

ꅀ？22ꆏꌞꊿꏭꌞꃆꌞꒆꄡꍯꄷ，ꅽ

ꊨꏦꆏꌞꃆꌞꒆꍯꑴꌦꅀ？ꆏꌩꁱꇓ

ꁱꅽꉌꁕ，ꄚ，ꆏꁱꑳꇬꎊꈬꂷꇁꈐ

ꑴꌦꅀ？23ꆏꄹꏦꇬꄐꄉꈌꒉ，ꅽꊨꏦ

ꆏꀱꌊꄹꏦꐆ、ꏃꃅꌋꏭꎼꋉꃏꄀ

ꅀ？24ꑠꆹꁱꏂꀨꇬꄀꄉꌠꌋꆀꐯꌟ：

17既然你称为犹太人，又倚
靠律法，且指着神夸口；18而且
从律法中受了教训，晓得神的
旨意，也能分别是非（或作“也喜欢

那美好的事”），19又深信自己是给
盲人领路的，是黑暗中人的
光，20是蠢笨人的师傅，是小孩
子的先生，在律法上有知识和
真理的模范；21你可以教导别
人，那么为什么不教导自己
呢？你教导别人不可偷窃，为
什么自己还偷窃呢？22你说人不
可奸淫，为什么自己还奸淫
呢？你厌恶偶像，为什么自己
还偷窃庙中之物呢？23你指着律
法夸口，自己倒犯律法，不是
玷辱了神吗？24神的名在外邦人
中，因你们受了亵渎，正如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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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ꆍꊇꒉꄸꃅ，ꏃꃅꌋꂓꉇꉻꊿꇢꊭ

ꄉꊿꌌꍍꋉꄸꄀ”ꄷ。 
上所记的。 

25ꆏꀋꄸꄷꄹꏦꇬꍬꑲꆏ，ꌐꍓꏦ

ꃤꑠꆹꈍꃅꑌꅽꈲꏣꐥ；ꀋꄸꄷꆏꄹ

ꏦꀜꐆꑲꆏ，ꅽꌐꍓꏦꃤꆹꌐꍓꏦꃤ

ꀋꌗ。26ꑠꅹ，ꊿꌐꍓꏦꃤꃅꀋꋻꌠ

ꄹꏦꃷꋪꇬꍬꑲꆏ，ꋌꌐꍓꏦꃤꃅꀋ

ꋻꑴꇬ，ꋌꌐꍓꏦꃤꃅꀐꌠꀋꌗꅀ？

27ꄷꀋꁧ，ꊿꑴꅉꇬꌐꍓꏦꃤꃅꀋꋻ

ꌠ，ꀋꄸꄷꄹꏦꇬꍬꑲꆏ，ꋀꊇꆹꇁꌊ

ꆏꊿꏂꀨꄯꒉꐥ、ꌐꍓꏦꃤꃅꋺꑲ

ꆀ，ꄹꏦꆏꀜꐆꋋꂷꀞꇽꌠꀋꉬꅀ？

28ꑞꃅꆏ，ꉇꇴꉈꉻꀉꄂꒀꄠꊿꄻꌠ

ꆹ，ꒀꄠꊿꃶꐚꌠꀋꉬ；ꉇꇴꉈꉻꇭꀧ

ꇬꌐꍓꏦꃤꑌꌐꍓꏦꃤꃶꐚꌠꀋ

ꉬ。29ꈏꉻꇬꄉꒀꄠꊿꄻꌠꑲꆀ，ꒀ

ꄠꊿꃶꐚꌠꉬ；ꌐꍓꏦꃤꃶꐚꌠꆹꄸ

ꈐꇬꄉꃅꌠ，ꋋꆹꏃꃅꌋꒌꇬꅑꎍꌠ，

ꁱꄉꌠꇬꅑꎍꌠꀋꉬ。ꊿꑠꃅꐙꌠꈁ

ꊌꌠꀮꄑꅇꆹꃰꊿꄷꄉꇁꌠꀋꉬꃅ，

ꏃꃅꌋꄷꄉꇁꌠꉬ。 

25你若是行律法的，割礼固
然于你有益；若是犯律法的，
你的割礼就算不得割礼。26所以
那未受割礼的，若遵守律法的
条例，他虽然未受割礼，岂不
算是有割礼吗？27而且那本来未
受割礼的，若能全守律法，岂
不是要审判你这有仪文和割礼
竟犯律法的人吗？28因为外面作
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
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
礼。29惟有里面作的，才是真犹
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
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
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
来的。 

 
 

3 ꑠꉬꑲꆏ，ꒀꄠꊿꉾꃪꐨꑞꐥ？

ꌐꍓꏦꃤꃅꌠꑞꈲꏣꐥ？ 3 这样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
处？割礼有什么益处呢？ 

2ꌤꑞꉬꄿꂿ，ꈲꏣꐥꐯꐥ：ꇬꂾꇬ

ꆏ，ꏃꃅꌋꃤꌃꎔꅇꂷꏮꋀꊇꁵ。

3ꊿꀋꑇꌠꐥꄷꑲꑌ，ꈍꃅꐙꂯ？ꋀꀋ

ꑇꒉꄸꃅꏃꃅꌋꀋꎪꀋꑴꐨꋀꀜꋊꇫ

ꎭꄎꑴꅀ？4ꈍꃅꑌꀋꄐ！ꑠꃅꑎꆹ，ꏃ

ꃅꌋꆹꇯꍝꌠ，ꊾꆹꉬꇮꈰꏅꌠꃅꉉꄈ

ꍑ。ꑠꆹꁱꏂꀨꇬꄀꄉꌠꌋꆀꐯꌟ： 

2凡事大有好处：第一是神的圣
言交托他们。3即便有不信的，
这有何妨呢？难道他们的不
信，就废掉神的信吗？4断乎不
能！不如说，神是真实的，人
都是虚谎的。如经上所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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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ꅽꅇꂷꇬꄉꆏꑖꉬꌠꉜꅐꇁꉆ； 
 
ꊿꇱꌌꈋꍣꄮꇬ， 
ꆏꊋꐛꉆ”ꄷ。 

“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
义； 
被人议论的时候， 
可以得胜。” 

5ꉢꎃꐚꊿꅇꂷꇬꈴꄉꉉ，ꉪꊇꀋꑗꀋ

ꉬꌠ，ꀋꄸꄷꏃꃅꌋꑖꉬꌠꋌꀖꅐꇁ

ꑲꆏ，ꉪꊇꈍꃅꉉꂯ？ꏃꃅꌋꇨꇅꃃ

ꌠꆹꋌꀋꑗꀋꉬꌠꉫꀕ？6ꈍꃅꑌꑠꀋ

ꉬ！ꀋꄸꄷꑠꉬꑲꆏ，ꏃꃅꌋꈍꃅꋧꃅ

ꀞꇽꉆꂯ？7ꀋꄸꄷ，ꉠꈱꅇꏅꅇꒉꄸ

ꃅ，ꏃꃅꌋꃶꐚꐨꇬꄉ，ꀊꅰꃅꋍꀑ

ꒉꑊꒉꇫꅐꇁꑲꆏ，ꉢꑞꃅꀋꇊꆏꑽ

ꊿꌡꃅꋌꇱꌌꀞꇽꑴꌦꌠꉬ？8ꉪꊇꑞ

ꃅꉪꄸꃅꄉꂄꐛꉆꄷꀋꄹ？ꑠꆹꊿꉪ

ꊂꍍꋉꈧꌠ，ꉪꊂꅇꋋꈨꉉꌠ。ꊿꋋ

ꈨꌌꑽꃤꀞꌠꆹꄡꑟꌠꉬ。 

5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我们的
不义，若显出神的义来，我们
可以怎么说呢？神降怒，是他
不义吗？6断乎不是！若是这
样，神怎能审判世界呢？7若神
的真实，因我的虚谎，越发显
出他的荣耀，为什么我还受审
判，好像罪人呢？8为什么不
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
这是毁谤我们的人，说我们有
这话。这等人定罪，是该当
的。 

 

ꑖꊿꀋꐥ 没有义人 
9ꄚ，ꑠꆹꈍꃅꐙꂯ？ꉪꊇꋀꏭꀋ

ꋌꅀ？ꈍꃅꑌꑠꀋꉬꌠ！ꑞꃅꆏ，ꉪꊇ

ꆹꒀꄠꊿꌋꆀꑝꇂꊿꐯꌟꃅꐯꇯꑽꃤ

ꇂꃴꐥꄷꊩꀽꄉꀐ。10ꑠꆹꁱꏂꀨꇬ

ꄀꄉꌠꌋꆀꐯꌟ： 

9这却怎么样呢？我们比他
们强吗？决不是的！因我们已
经证明：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在
罪恶之下。10就如经上所记： 

“ꑖꊿꀋꐥ，ꋍꂷꑋꀋꐥ； “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 
11ꊿꐝꉅꌠꀋꐥ， 

ꏃꃅꌋꎹꈹꌠꀋꐥ； 
11没有明白的， 
没有寻求神的； 

12ꊿꈀꐥꌠꃅꎃꊒꈜꇬꀋꈴꌐ， 
ꐯꇯꂿꄐꀋꐥꌠꐛ， 
ꊿꂄꃅꌠꀋꐥ， 
ꋍꂷꑋꀋꐥ。 

12都是偏离正路， 
一同变为无用； 
没有行善的， 
连一个也没有。 

13ꋀꊇꆺꄝꆹꈌꁉꄉꌠꄃꁧꉬ， 13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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ꋀꊇꉐꆂꈱꅇꏅꅇꉉ， 
ꋀꊇꂱꑆꇬꂶꃶꏂꅋꏸꑌ； 

他们用舌头弄诡诈， 
嘴唇里有虺蛇的毒气； 

14ꈂꀸꋋꐬꃅꍃꅇꏿꅇꌋꆀꏷꈌ

ꀕꌠꀉꄂꑌꌐ； 
14满口是咒骂苦毒； 

15ꊿꌉꊾꆳꌦꅪꅐ， 
ꋀꊇꑭꁆꐙꃰꏿ， 

15杀人流血， 
他们的脚飞跑， 

16ꈀꈴꇁꅉꈝꃀꇬ，ꌤꀜꐆꆿꐆꌠ 
ꌋꆀꉌꎭꑓꅧꌠꃅ。 

16所经过的路， 
便行残害暴虐的事。 

17ꋬꂻꌠꈝꃀ， 
ꋀꊇꐥꅷꇁꇫꅉꐚꀋꋻ； 

17平安的路， 
他们未曾知道； 

18ꋀꑓꋪꇬꏃꃅꌋꏦꑭꍈꀋꑌ”

ꄷ。 
18他们眼中不怕神。” 

19ꄹꏦꇬꅇꂷꆹꐯꇯꊿꄹꏦꇂꃴꐥꈧ

ꌠꏭꄐꌐꄉꉉꌠꉪꅉꐚ，ꑠꃅꊾꈌꃅ

ꋌꋍꄉ，ꐧꇁꃰꊿꁳꐚꏃꃅꌋꀞꇽꇂ

ꃴꅞꌐꎻ。20ꑠꅹ，ꌦꑌꌗꑌꈀꐥꌠ

ꃅ，ꄹꏦꇬꍬꐛꅹꃅꏃꃅꌋꂾꄉꑖꉬ

ꐛꌠꋍꂷꑋꀋꐥ，ꑞꃅꆏ，ꄹꏦꑴꅉꆹ

ꊿꁳꑽꃤꅉꐚꎻꂿꄷꌠ。 

19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
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各人
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
判之下。20所以凡有血气的，没
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
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 

 

ꑇꐛꅹꑖꉬꐛ 因信而称义 
21ꄚ，ꀃꑍꋋꄮꆏ，ꏃꃅꌋꑖꉬꆹ

ꄹꏦꈍꉈꄉꄇꇖꀕꃅꇫꅐꇁꀐ，ꄹꏦ

ꌋꆀꅉꄜꊿꄯꒉꌌꊫꌐꃅꄉ：22ꏃꃅ

ꌋꑖꉬꑠꆹꊿꑳꌠꏢꄖꑇꐛꅹ，ꇬꇯ

ꄉꄻꊿꈁꑇꌠꁵꌠ，ꄷꀋꁧꐯꀋꌡꅍ

ꀋꐥ；23ꑞꃅꆏ，ꃰꊿꇬꈀꐥꌠꃅꑽꃤ

ꃅꀐꒉꄸꃅ，ꏃꃅꌋꄷꄉꇁꌠꀑꒉꑊ

ꒉꊿꋌꀋꊌꀐ；24ꀃꑍꋋꄮꆏ，ꏃꃅꌋ

ꑆꊋꊿꊌ，ꑳꌠꏢꄖꊿꀑꇬꋊꄉꈭꋏ

ꐛꅹ，ꊿꊊꍈꀋꅐꃅꑖꊿꐛ。25ꏃꃅ

21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
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
知为证：22就是神的义，因信耶
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
没有分别；23因为世人都犯了
罪，亏缺了神的荣耀；24如今却
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
赎，就白白地称义。25神设立耶
稣作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
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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ꌋꑳꌠꋌꄻꑽꃤꆦꑝꅍꃅꄉ，ꑳꌠꌦ

ꅪꇇꄧꈴꇈ，ꃰꊿꑇꐨꇬꄉ，ꏃꃅꌋ

ꑖꉬꄇꇖꀕꃅꇫꅐꇁ；ꑞꃅꆏ，ꋌꋰꄿ

ꌠꉌꃀꌊꃰꊿꂴꈀꐆꌠꑽꃤꋌꄻꋀ

ꏆ，26ꑠꆹꀃꑍꋋꄮꋍꑖꉬꄇꇖꀕꃅꇫ

ꅐꇁꄉ，ꊿꁳꋍꊨꏦꑖꉬꂷꉬꌠꅉꐚ

ꎻ，ꄷꀋꁧ，ꊿꑳꌠꈁꑇꌠꁳꑖꉬꐛ

ꎻꂿꄷꌠ。 

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
先时所犯的罪，26好在今时显明
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
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 

27ꑠꉬꑲꆏ，ꑞꂷꈌꒉꉆꅍꐥ？ꈌ

ꒉꅌꂷꇯꆐꇬꀋꐛ。ꀋꄸꄷꈌꒉꉆꑲ

ꆏ，ꏡꁈꑞꌌꈌꒉꉏ？ꑅꅐꊋꅐꌠꏡꁈ

ꌌꈌꒉꅀ？ꑠꀋꉬꃅ，ꌋꑇꌠꏡꁈꌌꈌ

ꒉꌠ。28ꑠꅹ，ꉪꊇꉜꐝꉅꀐ，ꃰꊿꑖ

ꉬꐛꌠꆹꑇꌠꒉꄸ，ꄹꏦꇬꍬꀋꍬꌠꇬ

ꅑꀋꎍ。29ꌋꆹꒀꄠꊿꏃꃅꌋꀉꄂꉬ

ꌠꅀ？ꋌꉇꉻꊿꏃꃅꌋꑌꄻꌠꀋꉬ

ꅀ？ꉬꑴ！ꋌꉇꉻꊿꏃꃅꌋꑌꄻ。

30ꏃꃅꌋꆹꀞꄂꀕꋍꂷꀉꄂꐥ，ꋋꆹꑇ

ꐛꅹꃅꌐꍓꏦꃤꃅꈧꌠꁳꑖꉬꐛꎻ，

ꉈꑴꑇꐛꅹꃅꌐꍓꏦꃤꃅꀋꋻꈧꌠꁳ

ꑌꑖꉬꐛꎻ。31ꑠꃅꑲꆏ，ꉪꊇꑇꒉ

ꄸꃅꄹꏦꉪꀜꋊꇫꎭꀐꌠꉫꀕ？ꈍꃅ

ꑌꑠꀋꉬ！ꄹꏦꁳꀉꅰꃅꈫꈈꎻꌠ。 

27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
呢？没有可夸的了。用何法没
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
是，乃用信主之法。28所以我们
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
在乎遵行律法。29难道神只作犹
太人的神吗？不也是作外邦人
的神吗？是的，也作外邦人的
神。30神既是一位，他就要因信
称那受割礼的为义，也要因信
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31这样，
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
是！更是坚固律法。 

 

ꑸꀨꇁꉴꆹꌶꀠꉬ 亚伯拉罕的榜样 

4 ꑠꃅꉉꎼꇁꇬ，ꉪꀋꁌꀋꁧꑸꀨ

ꇁꉴꇭꀧꎸꃤꇬꈴꄉꑞꊌ？2ꀋ 4 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
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 

ꄸꄷ，ꑸꀨꇁꉴꆹꋍꃅꐨꑽꑌꇇꄧꈴ

ꄉ，ꑖꉬꐛꌠꉬꑲꆏ，ꋌꈌꒉꅍꐥꀐ；

ꄚ，ꋋꆹꏃꃅꌋꂾꄉꈌꒉꉆꅍꍈꀋꐥ

ꌠꉬ。3꒰ꀨꇬꈍꃅꉉ？“ꑸꀨꇁꉴ

ꏃꃅꌋꑇꄉ，ꋌꑖꉬꌠꌗ”ꄷ。4ꃅ

2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
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
无可夸。3经上说什么呢？说：
“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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ꌠꃄꁌꊌꌠꆹꑆꊋꀋꌗ，ꋋꆹꊌꄡꑟ

ꌠ；5ꑘꀋꃅꌠꀉꄂ，ꑽꊿꁳꑖꉬꐛꎻ

ꌠꏃꃅꌋꋌꇬꑅꑲꆏ，ꋍꑇꐨꆹꑖꉬꌠ

ꌗꀐ。6ꄊꃥꑌꅇꂷꐯꌟꌠꉉ，ꊿꃅ

ꐨꑽꑌꀋꉬꃅ，ꀉꁁꒉꄸꃅꏃꃅꌋꄻ

ꑖꉬꌠꌗꄉꀊꋨꈨꆹ，ꋀꌒꃤꐥꌠꉬ

ꄷ。7ꋌꄹꇬ： 

义。” 
4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
是该得的；5惟有不做工的，只
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
算为义。6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
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
的。7他说： 

“ꊿꌋꋍꑽꃤꏆ、ꌋꋍꑽꃤꉱꌠ

ꆹꌒꃤꐥꌠꉬ。 
“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
这人是有福的。 

8ꊿꌋꇱꉜꌊꑽꃤꀋꐥꌠꌗꄉꌠ

ꆹ，ꌒꃤꐥꌠꉬ”ꄷ。 
8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
福的。” 

9ꑠꃅꉜꎼꇁꇬ，ꌒꃤꋌꑵꆹꄻꊿꌐꍓ

ꏦꃤꃅꀊꋨꈨꀉꄂꁵꌠꅀ？ꄻꊿꌐꍓ

ꏦꃤꃅꀋꋻꈧꌠꑌꁵꌠꀋꉬꅀ？ꉪꊇ

ꈁꉉꌠ，ꑸꀨꇁꉴꑇꐨꐛꅹꃅ，ꋌꑖꉬ

ꌠꌗ，10ꋋꆹꈍꃅꌗꌠꉬ？ꑠꆹꋌꌐꍓ

ꏦꃤꃅꄉꀐꄮꇬꅀꋌꌐꍓꏦꃤꀋꃅꑴ

ꌦꄮꇬꉬ？ꑠꆹꋌꌐꍓꏦꃤꃅꄉꀐꄮꇬ

ꀋꉬꃅ，ꌐꍓꏦꃤꀋꃅꑴꌦꄮꇬꉬ。

11ꄷꀋꁧ，ꑸꀨꇂꉴꌐꍓꏦꃤꌐꂷꊪ

ꄉ，ꌌꋌꌐꍓꏦꃤꀋꃅꌥꄮꇬꑇꐛꅹ

ꃅꑖꉬꐛꌠꐪꌐꃅꄉ，ꋌꁳꊿꌐꍓꏦ

ꃤꀋꃅꀕꑇꈧꌠꀉꄉꄻꎻ，ꋀꊇꁳꑌ

ꑖꉬꌠꌗꎻ；12ꋌꉈꑴꊿꌐꍓꏦꃤꃅ

ꄉꀐꈧꌠꀉꄉꑌꄻ，ꊿꋋꈨꆹꌐꍓꏦ

ꃤꃅꀐꌠꀉꄂꀋꉬꃅ，ꄷꀋꁧ，ꉪꀋꁌ

ꀋꁧꑸꀨꇁꉴꑇꐨꌶꀠꇬꈴꄉꃅꀐꈧ

ꌠꄜ。ꑇꐨꋌꑵꆹꑸꀨꇁꉴꌐꍓꏦꃤ

ꀋꃅꌦꂾꇯꆐꐥꀐꌠꉬ。 

9如此看来，这福是单加给那受
割礼的人吗？不也是加给那未
受割礼的人吗？因我们所说，
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
义，10是怎么算的呢？是在他受
割礼的时候呢？是在他未受割
礼的时候呢？不是在受割礼的
时候，乃是在未受割礼的时
候。11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
作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
的印证，叫他作一切未受割礼
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
义；12又作受割礼之人的父，就
是那些不但受割礼，并且按我
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而
信之踪迹去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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ꈌꁧꐨꆹꑇꐛꅹꃅꇫꅐꇁ 应许因信而实现 
13ꑞꃅꆏ，ꏃꃅꌋꆹꑸꀨꇁꉴꌋꆀ

ꋍꊂꋊꀋꎪꃅꋧꃅꋋꂷꃅꋀꊌꄷꈌꁧ

ꄉ，ꑠꆹꄹꏦꒉꄸꀋꉬꃅ，ꑇꄉꑖꉬꊌ

ꒉꄸꉬ。14ꀋꄸꄷ，ꄹꏦꇬꍬꈧꌠꀉ

ꄂꏃꃅꌋꐴꊛꊿꐛꑲꆏ，ꑇꐨꆹꀈꈥ

ꀕꌠꉬꀐ，ꈌꁧꄉꌠꑌꀜꅐꀐ。15ꄹ

ꏦꆹꏃꃅꌋꇨꇅꃃꐪꇫꅐꇀꅉꉬ。ꇿ

ꇬꄹꏦꀋꐥꆏ，ꇿꇬꑽꃤꀋꐥ。16ꃰ

ꊿꐴꊛꊿꐛꌠꆹꑇꐨꇬꄉꇁꌠ，ꑠꅹ，

ꈌꁧꄉꌠꆹꑆꊋꇬꅑꎍ，ꑠꃅꄉ，ꈌꁧ

ꄉꈧꌠꄻꌺꇖꊂꋊꇬꈀꐥꌠꁵ；ꈌꁧ

ꄉꌠ，ꑠꆹꄻꊿꄹꏦꇂꃴꐥꈧꌠꀉꄂ

ꁵꌠꀋꉬꃅ，ꄻꊿꑸꀨꇁꉴꌟꃅꑇꐨ

ꐥꈧꌠꑌꁵꌠꉬ。17ꑸꀨꇁꉴꇬꑅꌠ

ꆹꌦꊿꁳꀱꐥꇁꎻꌠ、ꀋꐥꌠꋌꄻꌊ

ꐥꇁꌠꏃꃅꌋꂶꌠꉬ，ꋌꏃꃅꌋꂾꄉ

ꉪꋧꃅꃰꊿꀉꄉꄻ，ꑠꆹꁱꏂꀨꇬꄀ

ꄉꌠꌋꆀꐯꌟ：“ꉢꆎꄕꄻꄉ，ꆏꁳ

ꇩꏤꀉꑌꂷꀉꄉꄻꎻꀐ”ꄷ。18ꋌ

ꉘꇉꊋꐯꊊꄮꇬ，ꋌꄡꇗꉘꇉꅍꐥ，

ꄷꀋꁧ，ꋌꇩꏤꀉꑌꂷꀉꄉꄻꄎꌠꑌ

ꋌꇬꑅ，ꂴꏭꈁꉉꌠꌟꃅ：“ꅽꊂꋊ

ꑌꑠꃅꀉꑌꇁ”ꄷ。19ꋌꋍꉐꈎꂯꄉ

ꄮꇬ，ꊨꏦꇭꀧꂶꌠꌦꀐꌠꌡ，ꌒꇁꀉ

ꑳꁨꀋꉆꀐꌠꋌꉪꑴꇬ，ꋍꑇꐨꉌꊋ

ꆹꄡꇗꊋꁧꃅꀋꐛ；20ꄷꀋꁧ，ꋌꏃꃅ

ꌋꈌꁧꄉꌠꉘꇉ，ꅉꀕꃅꀋꑇꃅꄉꉌ

ꂵꇬꉪꄅꌠꀋꉬꃅ，ꀱꌊꑇꐛꅹꉌꂵ

ꇬꈫꈈꃅꐙꄉ，ꀑꒉꑊꒉꏮꏃꃅꌋ

ꄀ。21ꋋꆹꏃꃅꌋꈀꈌꁧꄉꌠꃅꀋꎪ

13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
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
律法，乃是因信而得义。14若是
属乎律法的人才得为后嗣，信
就归于虚空，应许也就废弃
了。15因为律法是惹动忿怒的
（或作“叫人受刑的”）；哪里没有律
法，哪里就没有过犯。16所以人
得为后嗣是本乎信，因此就属
乎恩，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
裔；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
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
的。17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
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
他在主面前作我们世人的父。
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作多
国的父。”18他在无可指望的时
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作
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
的后裔将要如此。”19他将近百
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
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
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
20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
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
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21且
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
成；22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
23“算为他义”的这句话，不是单
为他写的，24也是为我们将来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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ꃅꀕꐛꄎꌠꋌꇬꑅꐯꇬꑅ。22ꑠꅹ，

ꑠꆹꌌꋍꑖꉬꌠꌗꄉ。23꒰ꀨꇬꅇꂷ：

“ꌌꋍꑖꉬꌗꄉ”ꃅꋋꇬꑸꀨꇂꉴ

ꏭꀉꄂꄐꌐꄉꁱꌠꀋꉬ，24ꅇꂷꋋꇬꆹ

ꉪꊿꊁꇁꋍꑍꆏꌌꑖꉬꌠꌗꋋꈨꏭꑌ

ꄐꌐꄉꁱꌠꉬ，ꋋꆹꉪꊇꊿꏃꃅꌋꉪ

ꌋꑳꌠꁳꌦꈬꇬꄉꀱꐥꇁꎻꌠꋍꑠꑇ

ꋋꈨꄜ。25ꑳꌠꉪꑽꃤꒉꄸꃅꊿꏮꌠ

ꁳ；ꑳꌠꀱꐥꇁꌠꆹꉪꁳꑖꉬꐛꎻꂿꄷ

ꌠ。 

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
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
活的人。25耶稣被交给人，是为
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
们称义。 

 

ꑇꐛꅹꑖꉬꐛꌠꄽꂫꐛꐪ 因信而称义的结果 

5 ꉪꊇꑇꐛꅹꃅꑖꉬꐛꑲꆏ，ꉪꌋ

ꑳꌠꏢꄖꇇꄧꈴꄉꏃꃅꌋꀕꆀ 
5 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

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 
ꐮꄮꃅꐥ。2ꉪꊇꉈꑴꋍꇇꄧꈴꄉꑇ

ꐛꅹꃅꑆꊋꈬꇬꃹꇁꄎ；ꉪꊇꀋꃅꑆ

ꊋꋌꑵꈬꇬꉆ，ꄷꀋꁧꉌꇿꑓꇿꃅꏃ

ꃅꌋꀑꒉꑊꒉꇁꉚ。3ꑠꀉꄂꀋꉬꃅ，

ꉪꊇꎭꇁꅦꈠꊜꄮꇬꑌꉌꇿꑓꇿ；ꑞ

ꃅꆏ，ꉪꊇꅉꐚꌠꆏ，ꎬꅧꅉꇬꄉꋰꄿ

ꌠꅐ；4ꋰꄿꌠꇬꄉꎖꋪꐥ；ꎖꋪꇬꄉ

ꉘꇉꅍꊌ；5ꉘꇉꅍꐥꄉꎲꄏꄮꀋꑠ，

ꑞꃅꆏ，ꄻꉪꊇꇖꀐꌠꌃꎔꒌꆹꏃꃅ

ꌋꉂꐪꋌꉷꉪꉌꃀꇬꎭꇁꌠꉬ。 

和。2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
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
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3不但
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
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
耐；4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
望；5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
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
在我们心里。 

6ꑞꃅꆏ，ꉪꊇꊋꁧꑴꌦꄮꇬ，ꏢ

ꄖꆹꃅꑍꈁꏤꄉꌠꇬꈴꄉꑽꊿꎁꃅꌦ

ꀐ。7ꑖꊿꎁꃅꌦꌠꆹꀁꑌꃅꐥꌠ；ꂄ

ꊿꎁꃅꌦꌠꆹ，ꊿꀬꅑꌠꐥꇬꌬꀋ

ꄿ。8ꏢꄖꀉꄂꉪꊇꑽꊿꉬꑴꌦꄮꇬ

ꇯꆐꉪꊇꎁꃅꌦ，ꏃꃅꌋꉂꐪꆹꄚꇬ

ꄉꀖꄇꇖꀕꃅꉪꀦꀐ。9ꀋꃅꉪꊇꋍ

ꌦꅪꉘꇉꄉꑖꊿꐛꑲꆏ，ꀊꅰꃅꋍꇇ

6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
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
7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仁人
死，或者有敢做的。8惟有基督
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
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
了。9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
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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ꄧꈴꄉꏃꃅꌋꇨꇅꃃꌠꈬꇬꄉꉪꊇꈭ

ꋏꊊ。10ꉪꊇꏃꃅꌋꁮꐚꉬꑴꌦꄮ

ꇬ，ꏃꃅꌋꌺꌦꌠꇇꄧꈴꄉ，ꉪꊇꆹꏃ

ꃅꌋꀕꆀꐮꄮꄎꀐ；ꉪꊇꏃꃅꌋꀕꆀ

ꐮꄮꀐꑲꆏ，ꏢꄖꀑꇬꒉꄸꃅ，ꉪꊇꀊ

ꅰꃅꈭꋏꊌꀐ。11ꑠꀉꄂꀋꉬꃅ，ꉪ

ꊇꌋꑳꌠꏢꄖꇇꄧꈴꄉꏃꃅꌋꀕꆀꐮ

ꄮꑲꆏ，ꉪꊇꑌꋍꇇꄧꈴꄉꏃꃅꌋꉪ

ꌌꉌꇿꅍꃅꄉꀐ。 

怒。10因为我们作仇敌的时候，
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
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
生得救了。11不但如此，我们既
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
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 

 

ꑸꄉꌋꆀꏢꄖ 亚当和基督 
12ꑽꃤꆹꊿꋍꂷꇇꄧꈴꄉꋧꃅꃹ

ꇁ，ꌦꃤꆹꑽꃤꇬꄉꇁꌠ；ꄚꄉ，ꌦꃤ

ꇁꊿꇬꈀꐥꌠꀂꏽꌸꌐ，ꑞꃅꆏ，ꊿ

ꇬꈀꐥꌠꃅꑽꃤꐆꀐ。13ꄹꏦꀋꐥꌦ

ꂾꇯꆐ，ꑽꃤꆹꋧꃅꇬꐥꀐ；ꄚ，ꄹꏦ

ꀋꐥꑲꆏ，ꑽꃤꑌꑽꃤꀋꌗ。14ꑠꃅ

ꑴꇬ，ꑸꄉꇬꄉꅑꅸꃀꑭꇫꐥꄮꇬꑟ

ꌠ，ꌦꃤꆹꃰꃅꄻꀐ，ꄷꀋꁧꑸꄉꌋꆀ

ꑽꃤꐯꌟꌠꀋꐆꌠꑋꋍꌅꈌꇂꃴꐥ。

ꑸꄉꆹꊿꊁꇁꂿꄷꂶꌠꌡꀠꉬ。

15ꄚ，ꑆꊋꈁꁠꆹꑽꃤꌋꆀꐯꀋꌡ。

ꀋꄸꄷꊿꋍꂷꑽꃤꒉꄸꃅ，ꊿꇬꈀꐥ

ꌠꃅꌦꌐꑲꆏ，ꏃꃅꌋꑆꊋꌋꆀꑳꌠ

ꏢꄖꊿꋍꂷꑆꊋꈬꇬꈁꁠꆹ，ꀊꅰꃅ

ꁦꎆꇱꄉꄻꊿꇬꈀꐥꌠꀋꁵꅀ？16ꊿ

ꋍꂷꑽꃤꃅꐛꅹꈀꊝꌠꀞꇽꆹꑆꊋꈁ

ꁠꌋꆀꐯꀋꌡ。ꊿꋍꂷꑽꃤꀉꄂꃅ，

ꑽꃤꏤꌠꇫꅐꇁ，ꑠꆹꀞꇽꉬ；ꑽꃤꈍ

ꑋꇬꄉ，ꑖꉬꇫꅐꇁ，ꑠꆹꑆꊋꈁꁠ

ꉬ。17ꀋꄸꄷ，ꊿꋍꂷꑽꃤꐛꅹꃅ，

ꌦꃤꄚꄉꃰꃅꄻꀐꑲꆏ，ꑆꊋꈁꅼꀕ

12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
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
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
罪。13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
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
罪。14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
作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
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
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
像。15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
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
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
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
倍地临到众人吗？16因一人犯罪
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
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
由许多过犯而称义。17若因一人
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作了
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
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
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吗？18如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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ꌠꊌꇈꑖꉬꐛꈧꌠꆹ，ꀊꅰꃅꑳꌠꏢ

ꄖꊿꋍꂷꐛꅹꃅ，ꀑꇬꈬꇬꄉꃰꃅꀋ

ꄻꅀ？18ꑠꃅꉉꎼꇁꇬ，ꑽꃤꋍꃢꒉꄸ

ꃅ，ꊿꈀꐥꌠꃅꌌꑽꃤꏤꌐ；ꐯꌟꃅ，

ꃅꐨꑖꉬꋍꃢꒉꄸꃅ，ꊿꈀꐥꌠꃅꑖ

ꉬꌠꐛꄉꀑꇬꊌꀐ。19ꊿꋍꂷꅇꃅꀋ

ꅲꒉꄸꃅ，ꃰꊿꇬꈀꐥꌠꃅꑽꊿꐛ

ꌐ；ꐯꌟꃅ，ꊿꋍꂷꅇꃅꉐꃅꅲꐛꅹ，

ꃰꊿꇬꈀꐥꌠꃅꑖꉬꐛꌐꀐ。20ꄹꏦ

ꑴꅉꆹꊁꆀꄻꇬꇯꄉꌠꉬꄉ，ꑽꃤꋌ

ꎼꀉꑌꇁ；ꄚ，ꑽꃤꀊꄶꇬꄉꁦꎆꄮꇬ

ꆏ，ꑆꊋꑌꀊꅰꃅꀉꑌꃅꁦꎆꀐ。

21ꑽꃤꆹꃰꃅꄻꄉꊿꁳꌦꎻ；ꐯꌟꃅ，

ꑆꊋꆏꑖꉬꇬꈴꄉꃰꃅꄻ，ꊿꁳꉪꌋ

ꑳꌠꏢꄖꐛꅹꃅ，ꐩꋊꐩꍂꀑꇬꊌ

ꎻ。 

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
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
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19因
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
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
成为义了。20律法本是外添的，
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那里显
多，恩典就更显多了。21就如罪
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
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
稣基督得永生。 

 

ꑽꃤꇬꄉꌦꃤꅐ，ꏢꄖꇬꄉꐥꃤꊌ 在罪里是死，在基督里是活 

6 ꑠꉬꑲꆏ，ꈍꃅꉉꂯ？ꉪꊇꄡꇗ

ꑽꃤꈬꇬꐥꄉ，ꑆꊋꁳꁦꎆꎻ 
6 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

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 
ꅀ？2ꈍꃅꑌꑠꀋꉬ！ꉪꊇꑽꃤꀂꏽꇬ

ꄉꌦꀐꌠꊿꋋꈨ，ꈍꃅꐪꊛꄉꑽꃤꈬ

ꇬꐥꉆꑴꌦꂯ？3ꉪꊇꊿꋋꑣꏦꃤꊪꄉ

ꐯꇯꑳꌠꏢꄖꐊꀐꋋꈨꆹ，ꋋꑣꏦꃤ

ꊪꄉꋍꌦꃤꇬꐊꀐꌠꆍꇫꅉꀋꐚꅀ？

4ꑠꅹ，ꉪꊇꋋꑣꏦꃤꇬꈴꄉꋍꌦꃤꇬ

ꐊꇈ，ꉪꊇꋌꈽꄉꌌꄃꁧꇬꄃꇫꎭ，

ꑠꆹꏢꄖꋍꀉꄉꀑꒉꑊꒉꇇꄧꈴꄉ，

ꌦꈬꇬꄉꀱꐥꇁꌠꌟꃅ，ꉪꁳꉉꄟꃄ

ꄟꐯꇯꐥꐨꀊꏀꐛꃅꐙꎻꂿꄷꌠ。

5ꀋꄸꄷ，ꉪꊇꆹꋍꌦꌠꐛꐪꇬꄉꋋꌋ

ꆀꐯꏑꀐꑲꆏ，ꋍꀱꐥꇁꌠꐛꐪꇬꄉ

2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
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3岂
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
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
4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
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
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
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
5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
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
他联合；6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
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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ꋋꌋꆀꑌꐯꏑꌠꉬ；6ꑞꃅꆏ，ꉪꈀꅉ

ꐚꌠꆹ，ꉪꊇꊨꏦꀉꆹꂶꌠꆹꑳꌠꈿꄉ

ꋯꌩꏍꇬꄀꇫꎭꀐ，ꇭꀧꑽꃤꑌꂶꌠ

ꁳꈔꑍꎻꄉ，

ꉪꁳꑽꃤꁏꐚꀋꄻꎻ；7ꑞꃅꆏ，ꊿꌦ

ꀐꌠꆹꑽꃤꇬꐞꀐꌠꉬ。8ꀋꄸꄷ，ꉪ

ꊇꏢꄖꌋꆀꐯꈽꄉꌦꀐꑲꆏ，ꉪꊇꑌ

ꀋꎪꃅꉪꋌꈽꄉꐥꌠꑇ；9ꑞꃅꆏ，ꏢ

ꄖꌦꈬꇬꄉꀱꐥꇁꀐꑲꆏ，ꋌꊂꆏꀋ

ꌦꀐ，ꌦꃤꑌꋍꌌꁈꀋꄻꀐꌠꑠꆹꉪ

ꅉꐚ。10ꋌꌦꀐꌠꆹꑽꃤꏭꉜꄉꌦꀐ

ꌠ，ꋍꃢꀉꄂ；ꋌꇫꐥꇁꌠꆹꏃꃅꌋꏭ

ꉜꄉꐥꇁꌠꉬ。11ꑠꃅꄉ，ꆍꊇꑽꃤ

ꏭꆏ，ꆍꊨꏦꆹꌦꀐꌠꃅꉜꄡꑟꌠ；ꏃ

ꃅꌋꏭꆏ，ꆍꊇꏢꄖꑳꌠꇬꄉꊨꏦꉈ

ꑴꀱꇫꐥꇁꃅꉜꄡꑟ。 

绝，叫我们不再作罪的奴仆；
7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8我
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
他同活；9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
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
作他的主了。10他死是向罪死
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
着。11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
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
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 

 
12ꑠꅹ，ꑽꃤꁳꆍꇭꀧꀋꎪꃅꌦ

ꂶꌠꃰꃅꄻꄡꎽ，ꑽꃤꆹꆍꊇꋌꇱꎼ

ꇭꀧꏾꅍꊂꈹꐺ。13ꆍꇭꀧꇖꌋꆍꌞ

ꑽꃤꁵꄉꀋꑗꀋꉬꌠꌬꅍꄻꃅꑠꑌꄡ

ꃅ；ꀱꌊꌦꈬꇬꄉꀱꐥꇁꌠꊿꌡꄉ，

ꊨꏦꋋꂷꃅꌞꏃꃅꌋꁵ，ꄷꀋꁧꇭꀧ

ꇖꌋꌌꑖꉬꌠꌬꅍꃅꄉꌞꏃꃅꌋ

ꁵ。14ꑽꃤꆹꈍꃅꑌꆍꌌꁈꄻꀋꄐ，

ꑞꃅꆏ，ꆍꊇꆹꄹꏦꇂꃴꀋꐥꃅ，ꑆꊋ

ꇂꃴꐥ。 

12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
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
的私欲。13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
献给罪作不义的器具；倒要像
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
神，并将肢体作义的器具献给
神。14罪必不能作你们的主，因
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
之下。 

 

ꑖꉬꁏꐚ 义的奴仆 
15ꑠꉬꑲꆏ，ꉪꊇꈍꃅꀕꂯ？ꉪꊇ

ꆹꄹꏦꇂꃴꀋꐥꃅꏃꃅꌋꑆꊋꇂꃴꐥ

ꐛꅹ，ꉪꊇꑽꃤꐆꉆꅀ？ꈍꃅꑌꀋꉆ！

15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
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
以犯罪吗？断乎不可！16岂不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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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ꆍꊇꆹꊨꏦꋋꂷꃅꁏꐚꄻꄉꈀꄸꂷ

ꅇꃅꆏ，ꆍꈀꄸꂷꁏꐚꐛꌠꆍꋋꅉꀋ

ꐚꅀ？ꑽꃤꁏꐚꄻꄉ，ꄽꂫꆏꌦ；ꀋꉬ

ꀐꇬ，ꀑꇬꁏꐚꄻꄉ，ꄽꂫꆏꑖꉬ

ꐛ。17ꏃꃅꌋꏭꈀꎭꀕ！ꑞꃅꆏ，ꆍ

ꊇꀋꉊꂴꑽꃤꁏꐚꄻꋺꑴꇬ，ꄚ，ꀃꑍ

ꋋꄮꆏ，ꆍꊇꆹꄸꈐꇬꄉꇗꅉꌶꀠꁊꆍ

ꊇꈁꁵꌠꇬꍬꀐ。18ꆍꊇꑽꃤꈬꇬꄉ

ꋊꃑꎼꇁꑲꆏ，ꆍꆹꑖꉬꁏꐚꄻꀐ。

19ꉡꆹꆍꊇꇭꀧꊋꁧꐛꅹꃅ，ꊿꅇꂷꎃ

ꐚꌠꇬꈴꄉꆍꏭꉉ：ꀋꉊꂴꏭ，ꆍꊇꆹ

ꇭꀧꇖꌋꆍꌞꁧꀋꎴꏦꀋꈴꌠꁵꄉꋍ

ꁏꐚꄻꎻ，ꑠꃅꄉ，ꆍꊇꀊꅰꃅꏦꀋ

ꈴꀐ；ꀃꑍꋋꄮꆏ，ꆍꊇꑌꐯꌟꃅꇭꀧ

ꇖꌋꆍꌞꑖꉬꁵꄉꋍꁏꐚꄻꎻ，ꑠꃅ

ꄉ，ꆍꊇꌃꇁꎔꐛ。20ꑞꃅꆏ，ꆍꊇꑽ

ꃤꁏꐚꄺꄮꇬ，ꆍꊇꆹꑖꉬꇱꏢꇋꀋ

ꄉ。21ꌤꀃꑍꋋꄮꆍꊇꉜꌊꎲꄏꑊꏦ

ꅍꃅꄉꈧꌠ，ꀊꋨꄮꇬ，ꆍꊇꌤꋋꈨ

ꈬꇬꄉꂶꂷꑞꅑ？ꌤꀉꋩꈨꌐꂫꆹꌦ

ꃤꉬ。22ꄚ，ꀃꑍꋋꄮꆏ，ꆍꊇꑽꃤꈬ

ꇬꄉꋊꃑꎼꇁꇈ，ꏃꃅꌋꁏꐚꄻꀐ，ꑠ

ꃅꑲꆏ，ꌃꇁꎔꐛꌠꂶꂷꐥꀐ，ꌐꂫꑠ

ꆹꐩꋊꐩꍂꀑꇬꉬ。23ꑞꃅꆏ，ꑽꃤ

ꁌꏤꆹꌦꃤꉬ；ꏃꃅꌋꑆꊋꈁꁠꀉꄂ

ꇁꌊꉪꌋꏢꄖꑳꌠꈐꏭꄉꐩꋊꐩꍂꀑ

ꇬꐛꌠꉬ。 

得你们献上自己作奴仆，顺从
谁，就作谁的奴仆吗？或作罪
的奴仆，以至于死；或作顺命
的奴仆，以至成义。17感谢神！
因为你们从前虽然作罪的奴
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
给你们道理的模范。18你们既从
罪里得了释放，就作了义的奴
仆。19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
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
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
作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
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作奴仆，
以至于成圣。20因为你们作罪之
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
了。21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
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些
事的结局就是死。22但现今你们
既从罪里得了释放，作了神的
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
局就是永生。23因为罪的工价乃
是死；惟有神的恩赐，在我们
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 

 

ꃝꐨꃆꂮꌌꅺꌡ 用婚姻来比方 

7 ꃺꑌꊈꀋ！ꉢꀋꃅꊿꄹꏦꐝꉅꌠ

ꏭꉉ，ꄹꏦꆹꌌꊿꇫꐥꌠꏲꌠ 7 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
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 

ꆍꇫꅉꀋꐚꅀ？2ꅺꌡꇬ：ꌋꅪꂷꌐꃶ 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2就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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ꐥꇈ，ꌐꃶꇫꐥꑴꌦꇬꆏ，ꄹꏦꇱꏢ

ꇋꄉ；ꀋꄸꄷ，ꌐꃶꌦꀐꑲꆏ，ꋌꋍꌐ

ꃶꄹꏦꇬꐞꀐ。3ꑠꅹ，ꌐꃶꇫꐥꑴ

ꌦꇬ，ꋌꁦꋠꀉꁁꂷꄷꁧꑲꆏ，ꋋꆹꊿ

ꇱꄻꃆꅿꎲꀋꑌꂷꃅꄉ；ꄚ，ꀋꄸꄷ

ꋍꌐꃶꌦꀐꑲꆏ，ꋋꆹꋍꌐꃶꄹꏦꇬ

ꐞꀐ，ꋌꁦꋠꀉꁁꂷꄷꐛꁧꑴꇬ，ꋌ

ꃆꅿꎲꀋꑌꂷꀋꉬ。 

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
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
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3所以丈
夫活着，她若归于别人，便叫
淫妇；丈夫若死了，她就脱离
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
人，也不是淫妇。 

4ꉠꃺꑌꊈꀋ！ꑠꃅꉉꎼꇁꇬ，ꆍ

ꊇꏢꄖꇭꀧꇇꄧꈴꄉ，ꄹꏦꇬꄉꑌꌦ

ꀐ，ꑠꃅꄉ，ꆍꁳꊿꀉꁁꂷꃤꐛꎻ，ꌦ

ꈬꇬꄉꀱꐥꇁꂶꌠꃤꐛꎻ，ꉪꁳꏃꃅ

ꌋꎁꃅꂶꂷꅑꎻ。5ꑞꃅꆏ，ꉪꊇꇭ

ꀧꎸꃤꃅꐤꄮꇬ，ꄹꏦꐛꅹꃅꇫꅐꇁ

ꌠꄷꅠꌠꏾꅍꑠꉪꇭꀧꇖꌋꇬꄉꇙꈧ

ꐺꄉ，ꉪꁳꌦꃤꂶꂷꅑꎻ。6ꄚ，ꉪꊇ

ꉪꋌꇱꐒꈄꄉꌠꄹꏦꇬꄉꌦꀐꑲꆏ，

ꀃꑍꋋꄮ，ꉪꊇꆹꄹꏦꇬꄉꐞꇁꄉ，ꉪ

ꁳꌋꀨꎹꎻ，ꉪꊇꆹꁱꏂꀨꇬꄀꄉꌠ

ꏦꃤꀉꆹꌠꇬꈴꄉꌋꀨꎹꌠꀋꉬꃅ，

ꉌꃀꐛꄟꀊꏀꌠꇬꈴꄉꌋꀨꎹꌠ（“ꉌ

ꃀꐛꄟ”ꅀ“ꌃꎔꒌ”ꃄꑌꍑ）。 

4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
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
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
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
的，叫我们结果子给神。5因为
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
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
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6但
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
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
们服事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
（“心灵”或作“圣灵”），不按着仪文的
旧样。 

 

ꑽꃤꌋꆀꐮꉈꈽ 与罪挣扎 
7ꑠꉬꑲꆏ，ꉪꊇꑞꉉꉆꂯ？ꄹꏦꆹ

ꑽꃤꉬꀕ？ꈍꃅꑌꀋꉬ！ꄚ，ꀋꄸꄷꄹ

ꏦꀋꐥꑲꆏ，ꑞꆹꑽꃤꉬꌠꉪꇬꀋ

ꌧ。ꀋꄸꄷ，ꄹꏦꇬ：“ꎆꇢꋚꇢꀋ

ꉆ”ꃅꀋꉉꑲꆏ，ꎆꇢꋚꇢꌠꆹꑞꉬ

ꌠꉢꋋꅉꀋꐚ。8ꑠꃅꄉ，ꑽꃤꆹꊜꋽ

ꄮꇬꆏ，ꏥꏦꇇꄧꈴꄉꇢꅍꏾꅍꋍꑞ

ꋍꑵꑠꁳꉠꄸꈐꇬꄉꇙꈧꐺꎻ；ꑞꃅ

7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
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
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
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
不知何为贪心。8然而罪趁着机
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
在我里头发动；因为没有律法
罪是死的。9我以前没有律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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ꆏ，ꄹꏦꀋꐥꑲꆏ，ꑽꃤꆹꌦꌠ。9ꉢ

ꋌꃀꆹꄹꏦꀋꐥꃅꇫꐥꌠꉬ；ꄚ，ꏥꏦ

ꇫꅐꇀꄮꇬꆏ，ꑽꃤꄓꇫꐥꇀꌦꄉ，

10ꉢꌦꀐ；ꊇꅉꃅꄉꇬꊿꁳꇫꐥꂿꄷ

ꌠꏥꏦꆹ，ꀱꌊꉢꁳꌦꎻ；11ꑞꃅꆏ，

ꑽꃤꆹꊜꋽꄮꇬꆏ，ꏥꏦꇇꄧꈴꄉꉡ

ꊏꉢꅰ，ꄷꀋꁧ，ꉢꋌꌉꇫꎭꀐ。12ꑠ

ꃅꉜꎼꇁꇬ，ꄹꏦꆹꌃꎔꌠ，ꏥꏦꑌꌃ

ꎔ、ꊒꆽꀕ、ꂄꎔꌠꉬ。13ꑠꃅꑲ

ꆏ，ꂄꎔꀊꋨꈨꉢꁳꌦꎻꌠꅀ？ꈍꃅ

ꑌꀋꉬ！ꉢꁳꌦꎻꌠꆹꑽꃤꉬ。ꄚ，

ꑽꃤꆹꂄꎔꈧꌠꇇꄧꈴꄉꉢꁳꌦꎻ，

ꄚꄉꇯꍝꃅꑽꃤꉬꌠꑠꄇꇖꀕꃅꇫꅐ

ꇁ，ꑠꃅꄉ，ꑽꃤꁳꏥꏦꐛꅹꃅꀋꇰꀋ

ꇊꃅꄷꅠꌠꀊꅰꃅꄇꇖꀕꎻ。14ꄹꏦ

ꆹꌃꎔꒌꃤꉬꌠꂴꇯꆐꉪꊇꅉꐚ，ꄚ，

ꉡꆹꇭꀧꎸꃤꉬ，ꉡꆹꃷꑽꃤꁵꀐ

ꌠ。15ꑞꃅꆏ，ꉢꈀꃅꌠ，ꉠꊨꏦꇫ

ꐞꀋꉅ；ꉢꇫꃅꏾꌠꆏ，ꉢꇬꀋꃅ；ꉢ

ꇫꌁꑷꌠꆏ，ꉢꀱꌊꇫꃅ。16ꀋꄸꄷ

ꉢꈀꃅꌠꆹꉢꇫꃅꀋꏾꌠꉬꑲꆏ，ꉢꄹ

ꏦꆹꂄꎔꌠꃅꉉꏚꌠꉬ。17ꑠꉬꑲꆏ，

ꌤꆿꑠꆹꉢꃅꌠꀋꉬꃅ，ꉠꄸꈐꀀꌠꑽ

ꃤꈧꌠꃅꌠꉬ。18ꉠꈐꏭꇭꀧꎸꃤꈬ

ꇬꂄꎔꌠꀋꑌꌠꑠꑌꉢꅉꐚ；ꑞꃅꆏ，

ꉪꄉꏤꄉꂄꎔꌠꃅꂿꄷꌠꆹꉡꌅ，ꄚ

ꂄꎔꌠꃅꌠꆹꉢꀋꌅ。19ꑠꅹ，ꂄꎔꉢ

ꇫꃅꏾꌠꆏ，ꉢꇬꀋꃅ；ꄷꅠꉢꇫꃅꀋ

ꏾꌠꆏ，ꉢꀱꌊꇫꃅ。20ꀋꄸꄷ，ꉢꌤ

ꉢꇫꃅꀋꏾꌠꃅꑲꆏ，ꉢꃅꌠꀋꉬꃅ，

ꋋꆹꉠꈐꏭꀀꌠꑽꃤꃅꌠ。21ꉢꉜꇬ

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罪又
活了，10我就死了；那本来叫人
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11因为
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
我，并且杀了我。12这样看来，
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
洁、公义、善良的。13既然如
此，那善良的是叫我死吗？断
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但
罪借着那善良的叫我死，就显
出真是罪，叫罪因着诫命更显
出是恶极了。14我们原晓得律法
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
的，是已经卖给罪了。15因为我
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
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憎恶
的，我倒去做。16若我所做的，
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承律
法是善的。17既是这样，就不是
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
做的。18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
是我肉体之中，没有善良；因
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
来由不得我。19故此，我所愿意
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
的恶，我倒去做。20若我去做所
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
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21我
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
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22因
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原文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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ꏥꏦꏢꐥ，ꉢꂄꎔꌠꃅꏾꄮꇬꆏ，ꄷꅠ

ꌠꉢꈽꐥ。22ꑞꃅꆏ，ꉠꉌꃀꄸꈐ（ꑝꇂ

ꉙꆏꄚꇬ“ꊿ”ꃅꅑ）ꆹꏃꃅꌋꄹꏦꉌꃹꌠ

ꉬ；23ꄚ，ꉠꊨꏦꇭꀧꇖꌋꇬꄹꏦꀉꁁ

ꏢꇁꉠꉌꃀꄸꈐꇬꄹꏦꏡꌠꌋꆀꐮ

ꄙ；ꉢꋌꇱꇑꌊꁧꄉ，ꉢꁳꇭꀧꇖꌋ

ꇬꄉꑽꃤꃅꌠꄹꏦꏡꌠꊂꈹꎻ。24ꉢ

ꇯꍝꃅꎬꅧ！ꈀꄸꂷꀋꎪꃅꌦꌠꇭꀧ

ꋋꂷꇬꄉꉡꈭꋏꇁꄎꂯ？25ꏃꃅꌋꏭ

ꈀꎭꀕ！ꉢꉪꌋꑳꌠꏢꄖꉘꇉꄉꈭꋏ

ꊌꀐ。ꑠꃅꉜꎼꇁꇬ，ꉢꉌꃀꄸꈐꇬ

ꄉꏃꃅꌋꄹꏦꍬ，ꄚ，ꉠꇭꀧꎸꆹꑽꃤ

ꄹꏦꇬꈴꀐ。 

“人”），我是喜欢神的律；23但我
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
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附
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24我真是
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
身体呢？25感谢神，靠着我们的
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
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
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 

 

ꒌꃤꇬꐥꐨ 在圣灵里的生活 

8 ꀃꑍꋋꄮꆏ，ꊿꑳꌠꏢꄖꈐꏭꐥ

ꈧꌠꆹꌌꑽꃤꀋꏤꀐ。2ꑞꃅ 
8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

的，就不定罪了。2因为赐 
ꆏ，ꀑꇬꋌꄻꊿꁳꌠꌃꎔꒌꄹꏦꆹꏢ

ꄖꑳꌠꇬꄉ，ꆏꋌꇱꋊꃑꎼꇁꀐ（ꀊꆨꏂ

ꀨꋍꈨꇬꆏ“ꉢ”ꃅꅑ），ꆏꁳꑽꃤꌋꆀꌦꃤ

ꄹꏦꏡꌠꐞꎻꀐ。3ꇭꀧꊋꁧꐛꅹ，

ꄹꏦꇫꃅꀋꄐꌠꐥꄉ，ꏃꃅꌋꃅꀐ。

ꏃꃅꌋꆹꋍꊨꏦꌺꂶꌠꋌꁆꌊꑽꃤꐥ

ꌠꇭꀧꐛꐪꂷꐛꄉꑽꃤꋊꌠꆦꑝꅍꃅ

ꀐ，ꌌꇭꀧꎸꃤꈬꇬꄉꑽꃤꏤꄉ，4ꄹ

ꏦꑖꉬꁳꉪꊿꇭꀧꎸꃤꊂꀋꈹꃅ，ꌃ

ꎔꒌꀉꄂꊂꈹꌠꋋꈨꇭꀧꇬꑌꇁꎻ。

5ꑞꃅꆏ，ꇭꀧꎸꃤꇬꍬꄉꃅꌠꊿꆏ，

ꇭꀧꎸꃤꌤꉈꇬ，ꌃꎔꒌꇬꍬꄉꃅꌠ

ꊿꆏ，ꌃꎔꒌꌤꉈꇬ。6ꇭꀧꎸꃤꉈꇬ

ꌠꆹꌦꌠꉬ；ꌃꎔꒌꉈꇬꌠꑲꆀꀑ

ꇬ、ꋬꂻꑠꊌꌠꉬ。7ꇭꀧꎸꃤꉈꇬ

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
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
律了。3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
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
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作了
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
4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
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
上。5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
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
灵的事。6体贴肉体的就是死；
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
7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
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
不能服。8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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ꈧꌠꆹꏃꃅꌋꁮꐚꉬꅊꇈ，ꑞꃅꆏ，ꏃ

ꃅꌋꄹꏦꋀꇬꀋꍬ，ꍬꑌꍬꀋꄐ。

8ꊿꇭꀧꎸꃤꉬꌠꆹꏃꃅꌋꉌꃹꅍꋀꋌ

ꊊꀋꄐ。 

得神的喜欢。 

9ꀋꄸꄷ，ꏃꃅꌋꒌꆍꉌꃀꇬꀀꑲ

ꆏ，ꆍꊇꆹꇭꀧꎸꃤꀋꉬꃅ，ꌃꎔꒌꃤ

ꉬꀐ。ꀋꄸꄷ，ꊾꂷꏢꄖꒌꋌꀋꐊ

ꑲꆏ，ꋋꆹꏢꄖꃤꀋꉬ。10ꀋꄸꄷ，ꏢ

ꄖꆍꉌꂵꇬꑌꑲꆏ，ꇭꀧꆹꑽꃤꒉꄸ

ꃅꌦ，ꒋꆹꑖꉬꒉꄸꃅꇫꐥꇁ。11ꄚ，

ꀋꄸꄷꑳꌠꁳꌦꈬꇬꄉꀱꐥꇁꎻꂶꌠ

ꒌꆍꉌꂵꇬꆹꀀꑲꆏ，ꏢꄖꑳꌠꁳꌦ

ꈬꇬꄉꀱꐥꇁꎻꂶꌠꆹ，ꀋꎪꃅꆍꉌ

ꂵꇬꀀꌠꌃꎔꒌꇇꄧꈴꄉ，ꆍꇭꀧꈍ

ꃅꑌꌦꂶꌠꁳꉈꑴꀱꐥꇁꎻ。 

9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
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
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
不是属基督的。10基督若在你们
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
却因义而活。11然而，叫耶稣从
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
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
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
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
活过来。 

12ꃺꑌꊈꀋ！ꑠꃅꉜꎼꇁꇬ，ꉪꊇ

ꆹꇭꀧꎸꃤꎝꁯꄉ，ꇭꀧꎸꃤꇬꍬꄉ

ꐥꌠꀋꉬ。13ꀋꄸꄷ，ꆍꊇꇭꀧꎸꃤ

ꇬꍬꄉꐥꑲꆏ，ꆍꊇꆹꀋꎪꃅꌦ；ꀋꄸ

ꄷ，ꆍꊇꌃꎔꒌꉘꇉꄉ，ꇭꀧꎸꃤꄷ

ꅠꌠꃅꐨꑠꈔꋏꇫꎭꑲꆏ，ꆍꊇꀋꎪ

ꃅꇫꐥ。14ꑞꃅꆏ，ꏃꃅꌋꒌꇱꏃꂠ

ꌊꐺꌠꆏ，ꉬꇮꃅꏃꃅꌋꌺꉬꌐ。

15ꆍꊇꈀꊪꊊꌠꆹꁏꐚꉌꃀꉬꄉꏸꏦ

ꑴꌦꌠꀋꉬ；ꆍꊇꈀꊪꊊꌠꆹꌺꉌꃀ

ꉬ，ꑠꅹ，ꉪꊇꆏ：“ꀋꁧꀉꄉꀋ！”

ꃅꇴ。16ꉪꊇꆹꏃꃅꌋꌳꃈꅮꉬ，ꑠꆹ

ꉪꉌꃀꄸꈐꇬꄉꌃꎔꒌꇱꊩꀽꎼꇁ

ꌠ；17ꉪꊇꆹꏃꃅꌋꌳꃈꅮꉬꑲꆏ，ꉪ

ꊇꑌꐴꊛꊿꉬ，ꏃꃅꌋꐴꊛꊿ，ꏢꄖ

ꈽꄉꐴꊛꊿꄻ。ꀋꄸꄷ，ꉪꊇꋋꌋꆀ

12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
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
体活着。13你们若顺从肉体活
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治死
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14因为
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
儿子。15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
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
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
“阿爸，父！”16圣灵在我们的心
中证实我们是神的儿女；17既是
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
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
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
同得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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ꐯꈽꄉꎬꅧꑲꆏ，ꉪꊇꑌꀋꎪꃅꋋꌋ

ꆀꐯꈽꄉꀑꒉꑊꒉꊌꌠꉬ。 
 

ꀑꒉꑊꒉꊁꇁꋍꑍꇫꅐꇁꌠ 将来的荣耀 
18ꉢꉪꇬ，ꉪꊇꀋꃅꋋꇅꈀꎭꈀꅧ

ꌠꌋꆀꊁꇁꋍꑍꄻꉪꁳꌠꀑꒉꑊꒉꌌ

ꐯꌟꉜꇬ，ꉪꊇꎬꅧꐨꆹꌗꅍꀋꐥ。

19ꐥꇐꄻꄉꈧꌠꆹꏟꈯꀕꃅꏃꃅꌋꌺ

ꈧꌠꇫꅐꇁꌠꇁꉚꌐ。20ꑞꃅꆏ，ꐥ

ꇐꄻꄉꌠꉬꇮꃅꀈꈥꀕꌠꇂꃴꐥꌐꌠ

ꆹ，ꊨꏦꑠꃅꏾꌠꀋꉬꃅ，ꋌꁳꑠꃅꎻ

ꂶꌠꒉꄸꉬ。21ꄚ，ꐥꇐꄻꄉꌠꆹꀜ

ꐡꌠꇱꌌꆼꋏꄉꌠꇂꃴꄉꐞꇁꇈ，ꏃ

ꃅꌋꌳꃈꅮꊨꏦꌄꇤꌠꌋꆀꀑꒉꑊꒉ

ꊌꌠꉘꇉꑴꌦ。22ꐥꇐꈀꄻꄉꌠꉬꇮ

ꃅꐯꇯꌗꏿ、ꎬꅧꅷꀃꑍꋋꄮꑟꌠꉪ

ꅉꐚ。23ꑠꀉꄂꀋꉬ，ꉪꊇꌃꎔꒌꇬ

ꄉꅐꇁꌠꂶꂷꇬꂾꅑꌠꐥꋋꈨꑌ，ꊨ

ꏦꉌꂵꈐꌗꏿꄉ，ꌺꂒꉻꊌꌠꇁꉚ，ꑠ

ꆹꉪꇭꀧꋊꄉꈭꋏꊌꌠꉬ。24ꉪꊇꆹ

ꉪꈭꋏꊌꌠꉘꇉ；ꄚ，ꈀꂿꌠꉘꇉꅍꆹ

ꉘꇉꅍꀋꉬ，ꈀꄸꂷꋌꈀꂿꈧꌠꉘꇉ

ꂯ？25ꄚ，ꀋꄸꄷ，ꉪꊇꆹꌤꆿꉪꊇꇬ

ꀋꂿꑴꌦꈧꌠꉘꇉꑲꆏ，ꉪꊇꀋꎪꃅ

ꋰꄉꇁꉚ。 

18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
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
足介意了。19受造之物切望等候
神的众子显出来。20因为受造之
物服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
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21但
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
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
（“享”原文作“入”）。22我们知道一切
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
到如今。23不但如此，就是我们
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
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
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
24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
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
他所见的呢（有古卷在此“所看见的人

为什么还盼望呢？”）？25但我们若盼
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
候。 

26ꄷꀋꁧ，ꉪꊇꊋꁧꌠꆹꌃꎔꒌꉪ

ꇇꀤ，ꉪꊇꑴꅉꆹꈍꃅꈼꂟꌠꅉꀋꐚ，

ꄚ，ꌃꎔꒌꊨꏦꆹꅇꉉꅐꇁꀋꉆꌠꌗ

ꏿꌠꌊꉪꎁꃅꈼꂟ。27ꃰꊿꉌꃀꋌꇫ

ꌊꃬꂶꌠꆹ，ꌃꎔꒌꉪꐨꋌꌧ，ꑞꃅ

ꆏ，ꌃꎔꒌꆹꏃꃅꌋꉪꐨꇬꈴꄉꌃꎔ

ꌺꎁꃅꇖꂟ。28ꉪꊇꆹꌤꆿꑞꑌꐮꇿ

26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的
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
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
的叹息替我们祷告。27鉴察人心
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
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
28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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ꋌꐥꌠꉪꅉꐚ，ꑠꃅꄉ，ꏃꃅꌋꉂꌠ

ꊿꁳꈲꏣꊌꎻ，ꑠꆹꊿꋍꉪꐪꇬꈴꄉ

ꇳꍝꄉꈧꌠꄜ。29ꑞꃅꆏ，ꊿꂴꋌꈀ

ꅉꐚꈧꌠ，ꋌꂴꇯꆐꏤꄉꋀꁳꋍꌺꌶ

ꀠꉜꄉꌷꎻꄉ，ꋍꌺꁳꃺꑌꈍꑋꈬꄔ

ꄉꌺꒉꂶꌠꄻꎻ。30ꊿꂴꇯꆐꈁꏤꄉ

ꈧꌠꆏ，ꋀꊇꉈꑴꏃꃅꌋꇱꇴꌊꇀꌦ；

ꈀꇴꌊꇁꌠꊿꈧꌠꆏ，ꏃꃅꌋꉈꑴꋀ

ꁳꑖꉬꐛꎻ；ꑖꉬꐛꀐꈧꌠꆏ，ꉈꑴꋀ

ꁳꀑꒉꑊꒉꊌꎻ。 

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
意被召的人。29因为他预先所知
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
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
兄中作长子。30预先所定下的人
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
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
他们得荣耀。 

 

ꏃꃅꌋꉂꐪ 神的爱 
31ꑠꉬꑲꆏ，ꀉꁁꑞꂷꉉꅍꐥꑴ

ꌦ？ꀋꄸꄷ，ꏃꃅꌋꉪꊇꇇꀤꑲꆏ，ꈀ

ꄸꂷꉪꄘꑣꄎꑴꌦꂯ？32ꏃꃅꌋꋍꊨ

ꏦꌺꀋꇝꃅ，ꋌꏮꉪꊇꈀꐥꌠꎁꃅꌦ

ꀐꑲꆏ，ꐥꇐꑞꑌꌌꋍꌺꌋꆀꐯꇯ

ꄉ，ꉪꃹꅍꀋꐥꃅꄻꉪꁳꌠꀋꉬꅀ？

33ꈀꄸꂷꊿꏃꃅꌋꌊꄻꄉꈧꌠꊂꅇꎹ

ꄎ？ꋀꁳꑖꉬꐛꎻꌠꆹꏃꃅꌋꉬ。

34ꈀꄸꂷꋀꑽꃤꏤꄎ？ꏢꄖꑳꌠꌦꀐ，

ꄷꀋꁧꋌꀱꐥꇁꀐ，ꀋꃅꋌꏃꃅꌋꇀ

ꑳꏭꑌ，ꋋꑌꉪꎁꃅꏃꃅꌋꏭꇖꂟ。

35ꈀꄸꂷꉪꊇꌋꆀꏢꄖꉂꐪꋌꇽꑍꄷ

ꎭꄎꂯ？ꐤꇨꐤꊋꌠꉬꑴꅀ？ꉌꐒꇁꎭ

ꌠꉬꑴꅀ？ꆼꍅꆹꆋꌠꉬꑴꅀ？ꂮꐚꌠ

ꉬꑴꅀ？ꅩꀧꍓꌠꉬꑴꅀ？ꆽꀠꉆꌠꉬ

ꑴꅀ？ꂗꍵꑱꃀꉬꑴꅀ？36ꑠꆹꁱꏂꀨ

ꇬꄀꄉꌠꌋꆀꐯꌟ： 

31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
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敌挡
我们呢？32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
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
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
们吗？33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
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34谁能
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
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
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
求。35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
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
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
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
剑吗？36如经上所记： 

“ꆎꒉꄸꃅ，ꉪꊇꋋꑍꃅꊿꅸꌉ； 
ꊿꉜꇬ，ꉪꊇꆹꊿꇱꌌꌉꂯꀐꌠ

“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 
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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ꑿꌡ”ꄷ。 
37ꄚ，ꉪꊇꆹꉪꉂꌠꌋꂶꌠꉘꇉꄉ，ꌤ

ꆿꈀꐥꌠꇬꄉ，ꀉꇨꃅꊋꐛꀐ。38ꑞ

ꃅꆏ，ꉢꇯꍝꃅꇬꑅꌠꆏ，ꌦꃤꉬꄿ

ꂿ，ꐥꃤꉬꄿꂿ，ꉬꉎꊩꌺꉬꄿꂿ，ꌅ

ꈌꐥꌠꉬꄿꂿ，ꄐꅍꐥꌠꉬꄿꂿ，ꌤꀋ

ꃅꅐꌠꉬꄿꂿ，ꌤꊁꇁꋍꑍꅐꌠꉬꄿ

ꂿ，39ꀊꂥꅈꇬꐥꌠꉬꄿꂿ，ꀁꂥꅈꇬ

ꐥꌠꉬꄿꂿ，ꀉꁁꐥꇐꈀꄻꄉꌠꉬꄿ

ꂿ，ꑞꑌꉪꊇꌋꆀꏃꃅꌋꉂꐪꋌꇽꑍ

ꄷꎭꀋꄐ；ꉂꐪꋌꑵꆹꉪꌋꏢꄖꑳꌠ

ꈐꏭꑌꌠꉬ。 

37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
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38因
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
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
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39是
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
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
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
督耶稣里的。 

 

ꏃꃅꌋꆹꑱꌝꆀꊿꋌꌋꄉ 神选择以色列人 

9 ꉢꏢꄖꇬꄉꅇꂷꃶꐚꌠꉉ，ꉢꈱ

ꅇꏅꅇꀋꉉ，ꉠꂄꄸꌧꌠꉌꃀꌃ 9 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
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 

ꎔꒌꇱꌵꉌꐡꑓꐡꄉ，ꉠꎁꃅꅇꊪ

ꌬ。2ꉡꆹꉌꎭꅍꀉꒉꃅꐥꄉ，ꉌꂵꐒ

ꆅꏽꇬꎷ。3ꉠꃺꑌ、ꉠꊿꋅꃺꑌ

ꎁꃅꇬꆹ，ꉢꊿꇱꌌꍃꏽꄉꏢꄖꐞꄷ

ꑲꑌꑽꀋꐥ。4ꋀꊇꆹꑱꌝꆀꊿ，ꌺ

ꂒꉻ、ꀑꒉꑊꒉ、ꏤꐪꈧꌠ、ꄹ

ꏦ、ꑷꂿꇬꏦꃤ、ꈌꁧꄉꌠꑠꉬꇮ

ꃅꋀꃤꉬꌐ。5ꁍꁈꆹꋀꀋꁌꀋꁧꉬ，

ꇭꀧꎸꃤꇬꈴꄉꉜꇬ，ꏢꄖꑌꋀꊇꄷ

ꄉꅐꇁꌠ，ꏢꄖꆹꐥꇐꈀꐥꌠꄩꐥ

ꌠ、ꐩꋊꐩꍂꃅꇫꀮꄑꉆꌠꏃꃅꌋ

ꉬ，ꀊꂱ！ 

给我作见证；2我是大有忧愁，
心里时常伤痛。3为我弟兄、我
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
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4他们
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
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
许都是他们的。5列祖就是他们
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
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
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们。 

6ꑠꆹꏃꃅꌋꅇꂷꉉꌊꀈꈥꀕꀐꄷ

ꌠꀋꄜ，ꑞꃅꆏ，ꑱꌝꆀꊿꈀꒆꎼꇁ

ꌠꉬꇮꃅꑱꌝꆀꊿꃶꐚꌠꉬꀋꌐ；7ꑸ

ꀨꇁꉴꊂꋊꉫꒉꄸꃅ，ꋀꊇꐯꇯꋍꌳ

6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
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
色列人；7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
的后裔，就都作他的儿女。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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ꃈꅮꐛꌐꌠꑌꀋꉬ。ꏂꀨꇬꅑꇬ：

“ꑱꌒꇬꄉꒆꈧꌠꀉꄂꅽꊂꋊꉬ”

ꄷ。8ꅇꂷꋋꇬꆹꑠꄜ：ꊿꇭꀧꇬꄉꒆ

ꎼꇁꌠꀉꑳꆹꏃꃅꌋꌺꇖꀋꉬ，ꌺꇖꈀ

ꈌꁧꄉꈧꌠꀉꄂꌌꊂꋊꌗꉆ。9ꑞꃅ

ꆏ，ꈀꈌꁧꄉꌠꅇꂷꆏꑠꃅꉉ：“ꑎ

ꄹꈎꀋꃅꋋꄮꆏ（ꑝꇂꉙꇬꆹ“ꑎꄹꈎ”ꃅꑠꇬ

ꀋꐊ），ꉢꇁꌠꉬ，ꌒꇁꀋꎪꃅꌹꂷꒆ”

ꄷ。10ꑠꀉꄂꇯꀋꉬꃅ，ꉈꑴꆀꀙꏦ

ꑌꐥꑴꌦ，ꋌꁦꋠꂷꄷꄉꀉꑳꁨ，ꁦ

ꋠꋋꂷꆹꉪꀋꁌꀋꁧꑱꌒꉬ，11ꌻꉘꋑ

ꌠꒆꎼꀋꇁꌦꂾꆹ，ꂄꄸꑠꑌꃅꅐꀋꇁ

ꑴꌦ；ꑠꆹꏃꃅꌋꊾꌋꌠꉪꐨꆹ，12ꊿ

ꃅꐨꑽꑌꇬꅑꀋꎍꃅ，ꊾꇳꍝꌠꌋꂶ

ꌠꅑꎍꒉꄸ。ꏃꃅꌋꆀꀙꏦꏭ：

“ꊁꇁꋍꑍꆏ，ꀉꒉꂶꌠꀄꊭꂶꌠꁏ

ꐚꄻ”ꄷ。13ꑠꆹꁱꏂꀨꇬꄀꄉꌠ

ꌡ：“ꑸꇱꆹꉢꇫꉂꂶꌠ，ꑱꌕꆹꉢꇫ

ꌂꂶꌠ”ꄷ。 

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
后裔。”8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
儿女不是神的儿女，惟独那应
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9因为所
应许的话是这样说：“到明年这
时候我要来，撒拉必生一个儿
子。”10不但如此，还有利百
加，既从一个人，就是从我们
的祖宗以撒怀了孕，11双子还没
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
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
意，12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呼
召人的主。神就对利百加说：
“将来大的要服事小的。” 
13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
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 

14ꑠꉬꑲꆏ，ꉪꊇꑞꉉꉆꂯ？ꏃꃅ

ꌋꈏꍣꉇꍣꅀ？ꈍꃅꑌꀋꍣ！15ꑞꃅ

ꆏ，ꋌꃀꑭꏭ： 

14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
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
没有！15因他对摩西说： 

“ꉢꈀꄸꏭꎭꃅꉈꏾꆏ， 
ꈀꄸꏭꎭꃅꉈ； 
ꉢꈀꄸꏭꂄꃅꎔꏿꏾꆏ， 
ꈀꄸꏭꂄꃅꎔꏿ”ꄷ。 

“我要怜悯谁， 
就怜悯谁； 
要恩待谁， 
就恩待谁。” 

16ꑠꃅꉜꎼꇁꇬ，ꋍꑠꆹꉪꄉꏤꄉꂶꌠ

ꅑꀋꎍ，ꌤꀉꑌꃅꀕ（ꑝꇂꉙꇬꆏ，“ꀥꐺꂶ

ꌠ”ꃅꅑ）ꂶꌠꑌꅑꀋꎍ，ꑠꆹꊾꉈꁒꑗ

ꉘꌠꏃꃅꌋꀉꄂꅑꎍꌠꉬ。17ꑞꃅ

ꆏ，ꏃꃅꌋ꒰ꀨꇬꄉꃔꇅꏭ：“ꉢꆎ

16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意
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
乎发怜悯的神。17因为经上有话
向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特
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权能，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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ꒆꎼꇁꄉ，ꉈꃅꅽꇭꀧꇬꄉꉠꌅꈌꄐ

ꐨꁳꇫꅐꇁꎻ，ꄷꀋꁧ，ꉠꂓꁳꋧꃅꋋ

ꂷꇬꃅꈨꈴꎻ”ꄷ。18ꑠꃅꉜꎼꇁ

ꇬ，ꋌꈀꄸꏭꎭꃅꉈꏾꆏ，ꈀꄸꏭꎭꃅ

ꉈ，ꈀꄸꁳꆸꉂꎻꏾꆏ，ꈀꄸꁳꆸꉂ

ꎻ。 

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18如此
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
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
硬。 

 

ꏃꃅꌋꇨꇅꃃꐨꌋꆀꎭꃅꉈꐨ 神的愤怒和怜悯 
19ꑠꃅꄉ，ꆎꆹꀋꎪꃅꉠꏯ：“ꋌ

ꑞꃅꊿꏭꊨꀖꑴꌦꌠꉬ？ꊿꈀꄸꂷꋍ

ꉪꐨꄘꑣꌠꐥ？”ꄷ。20ꊿꅽꀋꏮꑠ

ꇯ！ꆏꈀꄸꉥ，ꏃꃅꌋꏭꈌꑣꉏꑣꀬ？

ꐥꇐꄻꄉꑵꌠꋋꄻꂶꌠꏭ：“ꆏꑞꃅ

ꑠꃅꄉꉡꄻꌠꉬ”ꃅꉉꉆꅀ？21ꄢꄻ

ꇎꇷꂶꌠꀡꆀꋍꁧꇬꄉꋍꂷꆏꋌꑣꌊ

ꄻꌬꅍꁌꐥꌠꃅꄉ，ꉈꑴꋍꂷꆏꋌꑣ

ꌊꄻꌬꅍꁌꀋꐥꌠꃅꄉ，ꋌꌅꈌꑠꍈ

ꑋꀋꐥꅀ？22ꐯꌟꃅ，ꏃꃅꌋꋍꇨꇅꃃ

ꐨꌋꆀꋍꌅꈌꄐꐨꑠꄻꊿꀦꏾꑲꆏ，

ꋋꆹꑞꑌꀊꅰꃅꋰꄉꄻꌬꅍꈧꌠꏆ，

ꌬꅍꋋꈨꆹꋍꇨꇅꃃꅍꃅꄉꄐꏤꌌꈔ

ꋏꇫꎭꂿꄷꈧꌠꉬ；23ꉈꑴꆏ，ꌬꅍꀉ

ꁁꈨꂴꇯꆐꋌꄐꏤꄉ，ꌬꅍꁳꎭꃅꉈ

ꌠꌋꆀꀑꒉꑊꒉꊌꎻ。24ꌬꅍꋋꈨꆹ

ꏃꃅꌋꇱꇳꍝꄉꌠꉪꊇꋋꈨꉬ，ꉪꊇ

ꆹꒀꄠꊿꈬꄔꇬꄉꇁꌠꀉꄂꀋꉬ，ꉇ

ꉻꊿꈬꄔꇬꄉꇁꌠꑌꐥ。ꋍꑠꑞꂷꀋ

ꉆꅍꐥ？25꒰ꀨꈐꏭꉼꑭꀊꄯꒉꁬꌠꇬ

ꅑꌠꌟꃅ： 

19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
什么还指责人呢？有谁抗拒他
的旨意呢？”20你这个人哪！你
是谁，竟敢向神强嘴呢？受造
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
么这样造我呢？”21窑匠难道没
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作
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作成
卑贱的器皿吗？22倘若神要显明
他的忿怒，彰显他的权能，就
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
毁灭的器皿；23又要将他丰盛的
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
得荣耀的器皿上。24这器皿就是
我们被神所召的，不但是从犹
太人中，也是从外邦人中。这
有什么不可呢？25就像神在何西
阿书上说： 

“ꊇꅉꇬꉠꉹꁌꀋꉬꈧꌠ， 
ꉢꊁꆏꋀꏭꉠꉹꁌꄷꇴ； 

“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 
我要称为我的子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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ꊇꅉꇬꉂꐪꀋꊌꈧꌠ， 
ꉡꆹꋀꁳꉂꐪꊌꌠꐛꎻ”ꄷ。 

本来不是蒙爱的， 
我要称为蒙爱的。 

26ꋌꃀꇿꇬꄉꋀꏭ： 
‘ꆍꉠꃰꊿꀋꉬ’ꃅꉉꆏ， 

ꊁꇁꋍꑍꑌꇿꇬꄉꋀꏭꐩꋊꐩ

ꍂꌠꏃꃅꌋꌺꇖꉬꄷꇴ”ꄷ。 

26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 
‘你们不是我的子民’， 
将来就在那里称他们为永生
神的儿子。” 

27ꑱꌏꑸꑱꌝꆀꊿꏭꄐꄉ，ꏅꄉꑠꃅ

ꉉ：“ꑱꌝꆀꊿꃷꁨꆹꎿꋮꂤꏂꌟꃅ

ꃷꂿꑖꀋꉬꑴꇬ，ꄚ，ꇫꋒꇈꌠꃷꁨ

ꀉꄂꈭꋏꊊ。28ꑞꃅꆏ，ꌋꆹꋧꃅꇬ

ꄉꅇꂷꋌꈁꉉꈧꌠꃅꇁ，ꋍꅇꁳꐛꒆ

ꌐ，ꐳꐯꐳꃅꌐꎻ”ꄷ。29ꉈꑴꑱꌏ

ꑸꀋꉊꂴꏭꅉꄜꋺꌠꌟꃅ： 

27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喊着说：
“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得救的
不过是剩下的余数；28因为主要
在世上施行他的话，叫他的话
都成全，速速地完结。”29又如
以赛亚先前说过： 

“ꀋꄸꄷ，ꄙꀕꃪꀕꂽꌌꁈꐴꊏ

ꇗꊏꉪꁳꄉꇈꌠꀋꉬꑲꆏ， 
ꉪꊇꆹꈍꄮꇯꆐꌙꄏꂷꌋꆀꀒꃀ

ꇁꌡꀐ”ꄷ。 

“若不是万军之主给我们存留
余种， 
我们早已像所多玛、蛾摩拉
的样子了。” 

 

ꑱꌝꆀꊿꌋꆀꌒꅇ 以色列人和福音 
30ꑠꉬꑲꆏ，ꉪꊇꑟꉉꉆꂯ？ꊇꅉ

ꇬꑖꉬꀋꎹꀋꈹꌠꉇꉻꊿꈧꌠꄈꑋꀱ

ꌊꑖꉬꊌꀐ，ꋀꊇꑇꐛꅹꃅꑖꉬꊌ。

31ꄚ，ꑱꌝꆀꊿꄹꏦꑖꉬꎹꈹꌠꆏ，ꀱ

ꌊꄹꏦꑖꉬꋀꋌꀋꊌ。32ꑠꆹꑞꒉꄸ

ꉬ？ꑠꆹꋀꊇꑇꐨꉌꊋꇬꈴꄉꎹꀋꈹ

ꃅ，ꃅꐨꑽꑌꇬꀉꄂꈴꄉꎹꈹꐛꅹ，

ꋀꊇꄧꀕꃅꐚꑭꇹꇓꂶꌠꇬꄚ。33ꑠ

ꆹꁱꏂꀨꇬꄀꄉꌠꌋꆀꐯꌟ： 

30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
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
了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31但
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得
不着律法的义。32这是什么缘故
呢？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
求，只凭着行为求，他们正跌
在那绊脚石上。33就如经上所
记： 

“ꑭꇹꇒꂷꉢꄻꑭꉢꄉ， 
ꋋꆹꊾꑭꇹꌠꇓꆈꀋꃀꂷꉬ； 
ꄚ，ꊿꋌꑅꌠꆹꈍꃅꑌꑊꏦꎲꄏ

“我在锡安放一块绊脚的石
头，跌人的磐石； 
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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ꄮꀋꑟꌠꉬ”ꄷ。 愧。” 

10 ꃺꑌꊈꀋ！ꉠꉌꃀꄸꈐꇫꃅꏾ

ꌠ、ꏃꃅꌋꏭꈼꂟꌠꆏ，ꑱ 
10 弟兄们，我心里所愿

的，向神所求的，是要 
ꌝꆀꊿꁳꈭꋏꊊꎻꌠꑠꉬ。2ꉡꆹꋀ

ꊇꏃꃅꌋꏭꈮꈜꑴꇬ，ꄚ，ꋀꊇꌧꇐ

ꂿꇐꇯꍝꌠꇬꀋꈴꌠꑠꉢꇫꊩꀽꉆ；

3ꑞꃅꆏ，ꋀꊇꆹꏃꃅꌋꑖꉬꋀꋌꀋꌧ

ꄉ，ꊨꏦꃤꑖꉬꄺꏢꉨ，ꑠꅹ，ꋀꊇꏃ

ꃅꌋꑖꉬꇬꀋꈴꀐ。4ꏢꄖꆹꄹꏦꌐ

ꂫꏓꏣꉬ，ꑠꃅꄉ，ꊿꇫꈁꑇꌠꁳꑖꉬ

ꊌꎻ。 

以色列人得救。2我可以证明他
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
知识；3因为不知道神的义，想
要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
了。4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
凡信他的都得着义。 

 

ꈭꋏꑆꊋꆹꊿꋍꏭꈀꇖꂟꈧꌠꎁꃅꌠ 救恩必给一切求告主的人 
5ꃀꑭꑠꃅꁱꄉꉉ：“ꀋꄸꄷ，ꊾ

ꆹꄹꏦꇬꄉꅐꇁꌠꑖꉬꈧꌠꃅꑲꆏ，ꑠ

ꒉꄸꃅ，ꋀꊇꀋꎪꃅꇫꐥꌠꉬ”ꄷ。

6ꄚ，ꑇꐨꇬꄉꅐꇁꌠꑖꉬꀉꄂꑠꃅ

ꉉ：“ꅽꉌꃀꄸꈐꇬꑠꃅꄡꉉ：ꈀꄸ

ꂷꉬꉎꇬꆹ（ꅇꂷꋋꇬꆏ：‘ꈀꄸꂷ

ꉬꉎꇬꄉꏢꄖꋌꏃꌊꃄꅉꇬꇁ？’ꄷ

ꌠꄜ）？7ꈀꄸꂷꅉꃴꏦꑳꐎꇬꒉ（ꅇ

ꂷꋋꇬꆏ：‘ꈀꄸꂷꏢꄖꌦꃤꇬꄉꋌ

ꇱꏃꄩꇁ？’ꄷꌠꄜ）？”ꄷ。8ꋌꇯ

ꍝꃅꈍꃅꉉꌠꉬ？ꋌꉉꇬ： 

5摩西写着说：“人若行那出
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 
6惟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
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
呢（就是要领下基督来）？7谁
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
督从死里上来）？”8他到底怎么
说呢？他说： 

“ꇗꅉꋋꏢꆹꆎꌋꆀꀊꎴꃅꀋꇢ， 
ꋋꆹꅽꈌꇬꀀ， 
ꅽꉌꇬꑌ”ꄷ。 

“这道离你不远， 
正在你口里， 
在你心里。” 

ꑠꆹꉪꊇꈁꁊꌠꌋꑇꄷꌠꇗꅉꉬ。9ꀋ

ꄸꄷ，ꅽꈂꀸꆏꑳꌠꆹꌋꉬꃅꉉ，ꅽꉌ

ꃀꑌꏃꃅꌋꋌꁳꌦꈬꇬꄉꀱꐥꇁꎻꌠ

ꃅꑠꑇꑲꆏ，ꆎꆹꀋꎪꃅꈭꋏꊌ。10ꑞ

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9你若
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
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10因
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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ꃅꆏ，ꊿꉌꂵꇬꑇꑲꆏ，ꑖꉬꐛꉆ；ꈂ

ꀸꇬꉉꏚꑲꆏ，ꈭꋏꊌꉆꌠꉬ。11꒰

ꀨꇬ：“ꊿꋌꑅꌠꆏ，ꈍꃅꑌꑊꏦꎲ

ꄏꄮꀋꑟ”ꄷ。12ꒀꄠꊿꌋꆀꑝꇂ

ꊿꐯꀋꌡꅍꀋꐥ，ꑞꃅꆏ，ꋧꃅꃰꊿ

ꉬꇮꃅꌋꋍꂷꀉꄂꐥ；ꋋꑌꊿꇖꂟꅷ

ꋍꄷꑟꈧꌠꏭꂄꃅꎔꏿ。13ꑞꃅꆏ，

“ꊿꇖꂟꅷꌋꂓꄷꑟꈧꌠꃅꀋꎪꃅ

ꈭꋏꊌ”ꄷ。 

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11经上
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
愧。”12犹太人和希腊人并没有
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
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13因
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14ꄚ，ꀋꄸꄷ，ꊿꋌꑅꀋꋻꑲꆏ，

ꈍꃅꄉꋍꏭꇖꂟꂯ？ꋌꊿꇫꈨꀋꋻꑲ

ꆏ，ꊿꈍꃅꄉꋌꑅꂯ？ꀋꄸꄷ，ꊿꇗꅉ

ꁊꌠꀋꐥꑲꆏ，ꇗꅉꈍꃅꄉꊿꈨꂯ？

15ꀋꄸꄷ，ꊿꋌꇱꊪꎼꁧꌠꀋꐥꑲꆏ，

ꈍꃅꄉꇗꅉꁊꂯ？ꑠꆹꁱꏂꀨꇬꄀꄉꌠ

ꌋꆀꐯꌟ：“ꊿꌒꅇꁊ、ꅇꃅꄜꈧ

ꌠꆹ，ꋀꏸꑭꈍꃅꎔꃨꉏ！”ꄷ。

16ꄚ，ꊿꇬꈀꐥꌠꃅꌒꅇꈨꇈꊪꌐꌠ

ꀋꉬ，ꑞꃅꆏ，ꑱꌏꑸꄹꇬ：“ꌋꀋ！

ꈀꄸꂷꉪꊇꈁꁊꈧꌠꑇꀐ？”ꄷ。

17ꑠꃅꄉ，ꇗꅉꑇꌠꆹꇗꅉꅱꅉꇬꄉꇁ

ꌠ，ꇗꅉꅲꌠꆹꏢꄖꅇꂷꇬꄉꇁꌠ

ꉬ。18ꄚ，ꉢꊿꇬꀋꈨꅀꄷꅲ？ꋀꊇ

ꇯꍝꃅꈨꀐ，ꑞꃅꆏ， 

14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
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
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
呢？15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
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
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
美。”16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
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
们所传的有谁信呢？”17可见信
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
督的话来的。18但我说，人没有
听见吗？诚然听见了。 

“ꋀꃚꋒꃅꑆꋌꁬꇂꃴꃅꈨꈴꌐ， 
ꋀꅇꂷꁊꅷꃅꋮꆸꈈꑟꀐ”ꄷ。 

“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 
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 

19ꉢꉈꑴꉉꌦ，ꑱꌝꆀꊿꇫꅉꀋꐚꅀ？

ꂴꃀꑭ： 
19我再说，以色列人不知道吗？
先有摩西说： 

“ꉡꆹꊿꋅꋍꁯꃅꀋꐛꌠꑠꁳꆍꌂ

ꃆꑷꑘꃸꆽꎻ， 
ꉡꆹꉹꁌꌧꅍꀋꐥꌠꑠꁳꆍꇨꇅ

“我要用那不成子民的， 
惹动你们的愤恨； 
我要用那无知的民，触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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ꃃꅍꃅꎻ”ꄷꉉ。 
20ꉈꑴꆏ，ꑱꌏꑸꉌꂵꀉꒉꃅ： 

们的怒气。” 
20又有以赛亚放胆说： 

“ꋀꊇꑴꅉꉢꀋꎹꌠꆏ， 
ꉢꋀꁳꉡꋒꎻ； 
ꉡꅲꉢꇫꀋꇁꌠꆏ， 
ꉢꋀꂾꅐꇁ”ꄷꉉꋺ。 

“没有寻找我的， 
我叫他们遇见； 
没有访问我的， 
我向他们显现。” 

21ꄚ，ꑱꌝꆀꃆꂮꃅꇬꆏ，ꋌ： 
“ꉢꋋꑍꃅꇇꎇꄉꌊꃅꌋꑽꌠ、 

ꈌꄙꉏꑣꌠꉹꁌꈧꌠꇳꍝ”ꄷ

ꉉ。 

21至于以色列人，他说： 
“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
嘴的百姓。” 

 

ꑱꌝꆀꊿꇫꋒꇈꈧꌠ 以色列的余民 

11 ꉢꉈꑴꉉꌦ，ꏃꃅꌋꋍꉹꁌꋌ

ꇵꇫꎭꀐꅀ？ꈍꃅꑌꀋꎭ！ 
11 我且说，神弃绝了他的

百姓吗？断乎没有！因 
ꑞꃅꆏ，ꉠꊨꏦꑴꅉꑌꑱꌝꆀꊿ，ꑸ

ꀨꇁꉴꊂꋊꂷ，ꀝꑷꂱꁯꌠꉬ。2ꏃꃅ

ꌋꆹꋍꉹꁌꂴꇯꆐꋌꇫꅉꐚꈧꌠꋌꇵ

ꇬꀋꎭ。ꏂꀨꄯꒉꇬꉉꅷꑱꆀꑸꃆꂮ

ꑟꇬ，ꈍꃅꉉꌠꆍꋋꅉꀋꐚꅀ？ꋌꏃ

ꃅꌋꂾꄉꑠꃅꑱꌝꆀꊂꅇꎹ：3“ꌋ

ꀋ！ꅽꅉꄜꊿꋀꌉꇫꎭ，ꅽꆦꑝꇮꊙ

ꋀꐆꇫꎭꀐ，ꅉꄜꊾꆹꉢꀉꄂꇫꋒꇈ，

ꄚ，ꋀꊇꉠꀑꇬꇕꏢꉨꑴꌦ”ꄷ。

4ꏃꃅꌋꈍꃅꋍꏭꅇꀱ？ꋌꄹꇬ：“ꉢ

ꉠꊨꏦꎁꃅꊿꏃꄙꑹꉢꊏꄉ，ꋀꊇꐯ

ꇯꀠꆀꏭꁡꊭꃄꇴꄂꀋꋻ”ꄷ。5ꀃ

ꑍꋋꄮꑌꄡꇗꑠꃅꐙ，ꌊꄻꌠꑆꊋꇬ

ꈴꄉ，ꊿꈀꊏꄉꇈꈧꌠꐯꇯꇫꐥꑴ

ꌦ。6ꋍꑠꆹꑆꊋꇬꄉꅐꇁꌠꉬꑲꆏ，

ꃅꐨꑽꑌꇬꅑꀋꎍ；ꑠꀋꉬꑲꆏ，ꑆꊋ

ꆹꑆꊋꀋꉬꀐ。 

为我也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
的后裔，属便雅悯支派的。2神
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
姓。你们岂不晓得经上论到以
利亚是怎么说的呢？他在神面
前怎样控告以色列人说：3“主
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拆了
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个人，
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4神的回
话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我为
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
力屈膝的。”5如今也是这样，照
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
数。6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
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
了。 

7ꋍꑠꈍꃅꐙꌠꉬ？ꑱꌝꆀꊾꆹꋀ 7这是怎么样呢？以色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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ꊇꇬꎷꇬꈹꌠꋀꋌꎷꀋꊌ，ꊿꌊꄻꄉ

ꈧꌠꀉꄂꎹꊊꀐ，ꊿꇫꋒꇈꈧꌠꆏꉌ

ꇨꆸꉈꌐ。8ꑠꆹꁱꏂꀨꇬꄀꄉꌠꌋꆀ

ꐯꌟ： 

所求的，他们没有得着；惟有
蒙拣选的人得着了，其余的就
成了顽梗不化的。8如经上所
记： 

“ꏃꃅꌋꋀꁳꉌꁍꉌꇰꎻꄉ， 
ꋀꊇꑓꅑꂿꀋꉆ， 
ꅺꅑꈨꀋꉆꅷꀃꑍꋋꄮꑟ”

ꄷ。 

“神给他们昏迷的心， 
眼睛不能看见， 
耳朵不能听见，直到今
日。” 

9ꄊꃥꄹꇬꑌ： 
“ꋀꋠꄜꐈꇁꐱꂦꐛ， 

ꐈꇁꃱꀜꐛ， 
ꐈꇁꑭꇹꇓꐛꄉꌌꑗꉘꃅꋀꀱ

ꅊꇈ。 

9大卫也说： 
“愿他们的筵席变为网罗， 
变为机槛， 
变为绊脚石， 
作他们的报应。 

10ꋀꑓꉱꏂꄉꊌꀋꂿꅊꇈ； 
ꆏꅉꀕꃅꋀꐧꌧꆏꇱꈎꄉꅊ

ꇈ”ꄷ。 

10愿他们的眼睛昏蒙， 
不得看见； 
愿你时常弯下他们的腰。” 

 

ꉇꉻꊿꈭꋏꊌ 外邦人得救 
11ꉢꉈꑴꉉꌦ，ꋀꊇꑬꎙꌠꆹꋀꁳ

ꃪꐛꎻꌠꅀ？ꈍꃅꑌꀋꉬ！ꀱꌊꋀꊇ

ꑬꎙꐛꅹꃅ，ꈭꋏꑆꊋꇁꌊꉇꉻꊿꄷ

ꑟꄉ，ꋀꊇꋌꎼꉌꈻꃴꆅ。12ꀋꄸ

ꄷ，ꋀꊇꑬꎙꇬꇯꆏ，ꃅꑆꋌꁬꇂꃴ

ꃅꋌꎼꌣꈚ；ꋀꊇꀋꇎꐨꇯꆏ，ꉇꉻ

ꊿꋌꎼꌣꈚꑲꆏ，ꋀꊇꐛꒆꇬꆹꉉꄻ

ꅐꑴꌦꅀ？ 

11我且说，他们失脚是要他
们跌倒吗？断乎不是！反倒因
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
人，要激动他们发愤。12若他们
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他们
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何
况他们的丰满呢？ 

13ꉢꆍꊇꉇꉻꊿꏭꅇꂷꑠꉉ，ꉡꆹ

ꉇꉻꊿꁆꄻꊩꌺꂷꉬꐛꅹ，ꉢꉠꊨꏦ

ꌅꅍꃅꎁꉜꒉꐯꉜꒉ（“ꉜꒉ”ꑝꇂꉙꇬꆏ

“ꀑꒉꑊꒉ”ꃅꅑ）。14ꑠꃅꇬꆹ，ꉠꊿꋅ

ꃺꑌꉢꇱꎼꉌꈻꃴꆅꇈꊋꇤꄉ，ꋀꈬ

13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
因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敬
重我的职分（“敬重”原文作“荣耀”）；
14或者可以激动我骨肉之亲发
愤，好救他们一些人。15若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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ꄔꋍꈨꋋꈨꈭꋏꊌꇬꌬꀋꄿ。15ꀋꄸ

ꄷ，ꊿꋋꈨꇵꇫꎭꇬ，ꋧꃅꃰꊿꌋꆀ

ꏃꃅꌋꇁꐮꄮꄎꑲꆏ，ꊿꋋꈨꏃꃅꌋ

ꇱꊪꄉꇬꆹ，ꌦꈬꇬꄉꀱꐥꇁꌠꀋꉬ

ꅀ？16ꆍꊇꌌꏃꃅꌋꆦꑝꌠꎭꂾꀊꏀ

ꌠ，ꀋꄸꄷꌃꎔꑲꆏ，ꎭꅫꋋꂷꃅꑌ

ꌃꎔꀐ；ꌩꐴꆹꀋꄸꄷꌃꎔꌠꉬꑲꆏ，

ꌩꇇꑌꌃꎔꌠꉬꀐ。 

被丢弃，天下就得与神和好；
他们被收纳，岂不是死而复生
吗？16所献的新面若是圣洁，全
团也就圣洁了；树根若是圣
洁，树枝也就圣洁了。 

17ꀋꄸꄷ，ꌩꇇꈍꑋꏢꆸꐔꇫꎭ

ꇈ，ꆏꇈꈬꇉꃪꋦꌠꏝꃴꀋꍯꌩꇇꋋ

ꏢꊿꄻꇬꊛꄉ，ꐯꇯꏝꃴꀋꍯꐴꑭꋍ

ꏢꇬꄉꑭꒉꊌꑲꆏ，18ꆎꆹꌩꇇꀉꆹꈧ

ꌠꂾꄉꈌꒉꀋꉆ；ꀋꄸꄷ，ꆏꈌꒉꑲ

ꆏ，ꌩꐴꆏꄏꄉꌠꀋꉬꃅ，ꆏꌩꐴꇱꄏ

ꄉꌠꉬꌠꅉꐚꄡꑟ。19ꆎꆹꌩꇇꀊꋨ

ꈨꆸꐔꇫꎭꌠꆹꀁꄻꇬꊛꂿꄷꌠꄷꇬ

ꑌꐥ。20ꅽꅇꋋꇬꉬ，ꋀꊇꊿꇱꆸꐔ

ꇫꎭꌠꆹ，ꋀꀋꑇꒉꄸ。ꆏꊿꄻꇬꊛ

ꄉꌠꆹ，ꆏꑇꄉꉆꈬꃅꇬꉆꄎ。ꑠꅹ，

ꆏꆺꄡꒉꄇꄡꒉ，ꀱꌊꏸꏦꃅꄉꐥ。

21ꌩꇇꂴꈧꌠꏃꃅꌋꇬꀋꇝꑲꆏ，ꀋ

ꎪꃅꆎꑌꋌꇬꀋꇝ。22ꏃꃅꌋꉌꆓꌠ

ꌋꆀꉊꇩꌠꑠꆏꉪꉚ。ꊿꑇꐨꀂꏽꄉ

ꅞꈧꌠꏭꆹ，ꋌꉊꇩꌠꉬ；ꄚ，ꀋꄸ

ꄷ，ꆏꀊꉗꃅꋍꉌꆓꈬꇬꐥꑲꆏ，ꅽꏯ

ꆹ，ꋌꉌꆓꑌꌠꉬ；ꑠꀋꉬꑲꆏ，ꆎꑌ

ꋌꇱꇽꇫꎭꌠꉬ。23ꄷꀋꁧ，ꀋꄸꄷ

ꒀꄠꊿꀊꉗꃅꀋꑇꌠꀋꉬꑲꆏ，ꋀꊇ

ꉈꑴꋌꇱꊛꇬꄀꉆꑴꌦ，ꑞꃅꆏ，ꏃ

ꃅꌋꆹꋀꊇꋌꄻꉈꑴꊛꄐ。24ꆎꆹꏝ

ꃴꀋꍯꌩꇈꈬꇉꃪꋦꌠꇬꄉꇽꌊꇁ

17若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
你这野橄榄得接在其中，一同
得着橄榄根的肥汁，18你就不可
向旧枝子夸口；若是夸口，当
知道不是你托着根，乃是根托
着你。19你若说，那枝子被折下
来是特为叫我接上。20不错，他
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
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
可自高，反要惧怕。21神既不爱
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
你。22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向
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向你是
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
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
来。23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
信，仍要被接上，因为神能够
把他们从新接上。24你是从那天
生的野橄榄上砍下来的，尚且
逆着性得接在好橄榄上，何况
这本树的枝子，要接在本树上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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ꌠ，ꆎꄻꏝꃴꀋꍯꌩꊿꀨꎹꄈꁧꇬꊛ

ꄉꇬ，ꆏꇫꋦꄎꑲꆏ，ꏝꃴꀋꍯꌩꋋꁧ

ꌩꇇꂴꈧꌠꆹ，ꏃꃅꌋꇱꄻꉈꑴꌩꁧ

ꋋꁧꇬꊛꇬ，ꀊꅰꃅꈝꐮꌠꀋꉬꅀ！ 
 

ꑱꌝꆀꀱꐛꅉꐛ 以色列的复兴 
25ꃺꑌꊈꀋ！ꉢꆍꊇꊨꏦꀑꁮꃅ

ꉪꂵꏦꄉ，ꆍꁳꌧꊋꂾꊋꌠꂁꌤꋌꐘ

ꅉꀋꐚꎻꀋꏾ：ꑱꌝꆀꊿꋍꈨꋋꈨꆏ

ꆸꉂꆸꍣꅷꉇꉻꊿꈧꌠꃷꁨꐛꌐꄮꇬ

ꑟ；26ꋍꈭꐨꑲꆀ，ꑱꌝꆀꊿꋋꁯꃅ

ꈭꋏꊊ。ꑠꆹꁱꏂꀨꇬꄀꄉꌠꌋꆀꐯ

ꌟ： 

25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
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
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
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
满了；26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
救。如经上所记： 

“ꈭꋏꌊꂷꀋꎪꃅꑭꉢꄉꅐꇁ， 
ꑸꇱꋋꁯꄰꑽꃤꈧꌠꃅꋌꌩꎳ

ꇫꎭꌐ”ꄷ。 

“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 
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
恶；” 

27ꉈꑴ： 
“ꋀꊇꑽꃤꈀꐥꃅꉢꇱꌩꎳꇫꎭ

ꄮꇬꆏ，ꑠꆹꉡꌋꆀꋀꊇꈁꏤꄉ

ꌠꏤꐪꉬ”ꄷꑌꉉ。 

27又说： 

“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 
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
约。” 

28ꌒꅇꃆꂮꃅꇬꆏ，ꋀꊇꆹꆍꒉꄸꃅꁮ

ꐚꐛ；ꄚ，ꌊꄻꌠꃆꂮꃅꇬꆏ，ꋀꊇꆹ

ꁍꁈꒉꄸꃅꄡꇗꏃꃅꌋꉂꐪꊌ。29ꑞ

ꃅꆏ，ꏃꃅꌋꑆꊋꈁꁠꌋꆀꌊꄻꄉꇳ

ꍝꑠꆹꉌꆐꅑꅍꀋꐥ。30ꆍꊇꋌꃀꏃ

ꃅꌋꅇꀋꃅꋺ，ꀃꑍꋋꄮ，ꋀꊇꏃꃅ

ꌋꅇꀋꃅꒉꄸꃅ，ꆍꊇꆏꀱꌊꏃꃅꌋ

ꉈꁒꑓꊰꐨꆍꊌ。31ꑠꃅꄉ，ꋀꊇꑌ

ꏃꃅꌋꅇꀋꃅ，ꄚ，ꄻꆍꁳꌠꉈꁒꑓ

ꊰꐨꐛꅹꃅ，ꋀꁳꀋꃅꑌꉈꁒꑓꊰꐨ

ꊌꎻ。32ꑞꃅꆏ，ꊿꇬꈀꐥꌠꃅꏃꃅ

28就着福音说，他们为你们的缘
故是仇敌；就着拣选说，他们
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29因为
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
的。30你们从前不顺服神，如今
因他们的不顺服，你们倒蒙了
怜恤。31这样，他们也是不顺
服，叫他们因着施给你们的怜
恤，现在也就蒙怜恤。32因为神
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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ꌋꇱꇊꅇꀋꃅꅉꇬꊐꄉ，ꑠꆹꋌꉈꃅ

ꊿꇬꈀꐥꌠꏭꉈꁒꑓꊰꂿꄷꌠ。 
意要怜恤众人。 

33ꀊꁣ！ꏃꃅꌋꈁꅼꀕꌠꌧꅍꂿꅍ

ꌋꆀꌧꇐꂿꇐ。 
ꋍꊨꇽꐨꆹꈍꃅꎖꉺꊋꉏ！ 
ꋍꐪꈜꆹꈍꃅꎹꈹꊋꉏ！ 

33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
识。 
他的判断何其难测！ 
他的踪迹何其难寻！ 

34ꈀꄸꂷꌋꉌꃀꋌꅉꐚ？ 
ꈀꄸꂷꏃꃅꌋꇖꋨꄟꃀꃅꋺ？ 

34谁知道主的心？ 
谁作过他的谋士呢？ 

35ꈀꄸꂷꂴꑟꑵꄻꋌꁳꄉ， 
ꊁꆏꋌꁳꀱꉈꑴꌣꎻ？ 

35谁是先给了他， 
使他后来偿还呢？ 

36ꑞꃅꆏ，ꐥꇐꈀꐥꌠꉬꇮꃅꏃꃅ

ꌋꇬꄉꅐꇁ， 
ꋋꉘꇉ，ꋍꃤꐛꌐ。 

36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 
 
倚靠他，归于他。 

ꀑꒉꑊꒉꐩꋊꐩꍂꃅꏮꋌꄀꅊ

ꇈ。ꀊꂱ。 
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
阿们。 

 

ꏢꄖꈐꏭꐥꐨꀊꏀ 基督里的新生活 

12 ꑠꅹ，ꃺꑌꊈꀋ！ꉢꏃꃅꌋꉌ

ꆓꑌꌠꌌꆍꊇꇫꑣ，ꆍꇭꀧꌌ 12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
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 

ꇙꀕꆦꑝꅍꃅꄉꌞꏃꃅꌋꁵ，ꋍꑠꆹ

ꌃꎔꌠ，ꏃꃅꌋꇫꉌꃹꌠꉬ；ꆍꊇꑠꃅ

ꏃꃅꌋꏭꀍꃈꄚꌠꆹꄡꑟꐯꄡꑟꌠ

ꉬ。2ꋧꃅꋋꂷꇬꉜꄉꄡꌷꃅ，ꉌꂵꉪ

ꐨꏀꁏꏽꇈꐛꐈꄉ，ꆍꁳꑞꆹꏃꃅꌋ

ꂄꎔꌠ、ꐛꒆꌠ、ꉌꇿꌠꉪꐨꉬꌠ

ꎖꉺꎻ。 

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
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事奉，
乃是理所当然的。2不要效法这
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
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
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3ꑠꅹ，ꄻꉡꇖꌠꑆꊋꇬꈴꄉ，ꉢ

ꆍꊇꊿꋍꂷꈀꐥꌠꏭꉉ：ꀋꀧꀋꄒꃅ

ꊨꏦꉜꄡꒉ，ꈍꃅꉜꋭꆏꈍꃅꉜ；ꏃꃅ

ꌋꁸꋍꂷꋑꀋꋒꁵꌠꑇꐨꀄꊭꀉꒉꌠ

ꇬꈴꄉ，ꉪꐚꏡꐚꃅꄉꉜ。4ꉪꊇꇭ

3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
们各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
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各人
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
4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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ꀧꋍꂷꇬꅑꈧꌠꈍꑍꑵꃅꐥ，ꇭꀧꇬ

ꅑꈧꌠꆹꌬꍩꑌꐯꌟꀋꌐ。5ꐯꌟꃅ，

ꉪꊇꊾꆹꈍꑋꉬꑴꇬ，ꄚ，ꏢꄖꇬꄉ，

ꉪꊇꇭꀧꋍꂷꐛ，ꉪꊇꐯꎏꐮꁠꄉꇭ

ꀧꇬꅑꌠꐛ。6ꏃꃅꌋꄻꉪꁳꌠꑆꊋ

ꈁꁠꐯꀋꌡ，ꋍꈨꆏꅉꄜ，ꑇꐨꀄꊭ

ꀉꒉꌠꇬꈴꄉꅉꄜꄡꑟ；7ꋍꈨꆏꏲꌋ

ꃅꊿꄻ，ꋀꉌꊫꑌꃅꏲꄡꑟ；ꋍꈨꆏ

ꂘꃀꐛ，ꋀꉌꊢꃅꊿꂘꄡꑟ；8ꋍꈨꆏ

ꉙꊿꂘꊿꐛ，ꋀꉌꊢꃅꊿꉗꊿꂘꄡ

ꑟ；ꊵꑵꄖꌞꊿꁵꌠꆏ，ꃅꇏꂄꄡꑟ；

ꏲꂠꌠꆏ，ꊋꇤꄡꑟ；ꊾꎭꃅꉈꌠꆏ，

ꉌꂵꇫꃅꏾꃅꀕꄡꑟ。 

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
处。5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
成为一身，互相联络作肢体，
也是如此。6按我们所得的恩
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
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7或
作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作
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8或作
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
的，就当慷慨；治理的，就当
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 

 

ꏢꄖꑇꊿꐥꐨꍬꏦ 基督徒生活守则 
9ꊾꉂꇬꀋꉂꉁꎴꀕꃅꀋꉆ，ꄸꃤ

ꅠꃤꌁꑷ，ꂄꃤꎔꃤꎹꈹ。10ꃺꑌꐮ

ꉂꇬꐮꂿꈬꋂꐔ，ꆏꄑꉡꁌꒉ，ꆏꏆꉢ

ꏆꏽ。11ꊋꇤꄉꃅ，ꐵꑷꀋꉆ。ꉌꃀ

ꁨꐞꄑꃅꌋꎁꃅꌤꃅ。12ꉘꇉꈬꇬꄉ

ꉌꇿꑓꇿꌶ，ꎭꇁꅦꈠꈬꇬꄉꋰꄿ

ꌶ，ꈼꂟꄮꇬꉌꃀꏟꈯꀕꌶ。13ꌃꎔ

ꌺꀋꇎꅍꐥꑲꆏ，ꋀꇇꀤꌶ；ꃥꆏꈀꇁ

ꅉꆦ。14ꊿꆍꆼꍅꆹꆋꌠꆏ，ꋬꂻꄻ

ꋀꁳꌶ；ꋬꂻꀉꄂꁵꉆ，ꍃꏽꀋꉆ。

15ꊿꉌꇿꌠꈽꄉꉌꇿ；ꊿꐒꉩꌠꈿꄉ

ꐒꉩ。16ꈀꄸꑌꉌꂵꋍꂷꃅꐙ，ꆺꄡ

ꒉꄇꄡꒉꃅ，ꊿ（“ꊿ”ꅀ“ꌤ”ꃄꑌꍑ）ꌠ

ꐭꈧꌠꉜꅲꌶ，ꊨꏦꀑꁮꅺꐳꉂꃅꄡ

ꉪ。17ꄸꃅꌠꏭꄸꄡꀱ。ꌤꆿꋍꏅꉜ

ꇬꉾꃪꌠꆏ，ꈀꄸꑌꋓꉪꁨꄉꃅ。

18ꀋꄸꄷ，ꃅꄎꑲꆏ，ꊋꇤꄉꌞꊿꌋꆀ

9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
恶，善要亲近。10爱弟兄，要彼
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
让。11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
热，常常服事主。12在指望中要
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
要恒切。13圣徒缺乏，要帮补；
客要一味地款待。14逼迫你们
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
福，不可咒诅。15与喜乐的人要
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16要
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
要俯就卑微的人（“人”或作“事”）。
不要自以为聪明。17不要以恶报
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
去做。18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
众人和睦。19亲爱的弟兄，不要



ꇊꂷꄯꒉ  13 499 罗马书  13 

 

ꐮꄮꐮꄻꃅꐥꇬꎷ。19ꉂꇁꅉꌠꃺꑌ

ꊈꀋ！ꊨꏦꎁꃅꑗꇖꈨꄡꂟꃅ，ꏆꊿ

ꁳꄉ，ꆍꊇꆹꏃꃅꌋꋀꏭꇨꇅꃃꌠꇁ

ꉚ（ꅀ“ꊿꁳꇨꇅꃃ”ꃄꑌꄿ），ꑞꃅꆏ，꒰ꀨ

ꇬꑠꃅꁱꇬꄀꄉ：“ꌋꄹꇬ：‘ꑗꇖ

ꈨꂟꃆꂮꆹꉢꌅ，ꉢꀋꎪꃅꇫꀱ’”

ꄷ。20ꑠꅹ，“ꀋꄸꄷꅽꁮꐚꀄꂳꑲ

ꆏ，ꋠꅍꄻꋋꍈ；ꒉꌤꑲꆏ，ꅝꅍꄻꋌ

ꄎ；ꑞꃅꆏ，ꆏꑠꃅꀕꑲꆏ，ꏃꎎꆏꋌ

ꋍꀍꂷꇬꄉꌠꉬ”ꄷ。21ꄷꅠꌠꁳꅽ

ꄩꊋꄡꎽꃅ，ꆏꑴꌠꂄꎔꌠꌌꄷꅠꌠꄩ

ꊋ。 

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
怒（或作“让人发怒”）；因为经上记
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
应。’”20所以，“你的仇敌若饿
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
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
炭火堆在他的头上。”21你不可
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 

 

ꌅꈌꂾꈌꐥꌠꅇꃅ 顺服掌权者 

13 ꈀꄸꑌꌅꈌꂾꈌꐥꌠꅇꃅꄡ

ꑟ，ꑞꃅꆏ，ꌅꈌꂾꈌꆹꏃꃅ 13 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
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 

ꌋꄷꄉꀋꇁꌠꋍꑵꑋꀋꐥ。ꌅꈌꂾꈌ

ꐥꌠꆹꌅꈌꏃꃅꌋꄻꋀꁳꄉꌐꌠ。2ꑠ

ꅹ，ꌅꈌꂾꈌꐥꌠꏭꈀꄙꈀꑣꌠꆏ，ꏃ

ꃅꌋꏥꏦꇬꄘꑣꌠꉬ；ꈀꄙꈀꑣꌠꆹ

ꀋꎪꃅꊨꏦꑗꉘꎹꌠ。3ꏲꌋꂠꌋꄻ

ꌠꑴꅉꇬꆹꂄꃅꎔꏿꌠꁳꏸꏦꎻꌠꀋ

ꉬꃅ，ꄸꃅꅠꑽꌠꁳꏸꏦꎻꌠ。ꀋꄸ

ꄷ，ꆏꌅꈌꂾꈌꐥꌠꀋꏦꏾꑲꆏ，ꂄꃅ

ꎔꏿꌶ，ꑠꃅꑲꆏ，ꆎꆹꌅꈌꂾꈌꐥꌠ

ꇱꌌꍖꀴꌠꉬ。4ꑞꃅꆏ，ꌅꈌꂾꈌꐥ

ꌠꆹꏃꃅꌋꁏꐚꉬ，ꅽꇬꈲꏣꐥꌠ。

ꀋꄸꄷ，ꆏꄸꃅꅠꑽꑲꆏ，ꆎꆹꏸꏦꄡ

ꑟ，ꑞꃅꆏ，ꋌꂗꍵꑱꃀꀈꈥꀕꃅꀵ

ꐺꌠꀋꉬ，ꋋꆹꏃꃅꌋꁏꐚꉬ，ꑖꉬꀞ

ꇽꂶꌠꉬ，ꄸꃅꅠꑽꌠꏭꎭꃚꍈꂶꌠ

ꑌꉬ。5ꑠꅹ，ꆍꊇꀋꎪꃅꅇꃅꑲꆀ

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
神所命的。2所以抗拒掌权的，
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
取刑罚。3作官的原不是叫行善
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
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
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4因
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
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
为他不是空空地佩剑，他是神
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
恶的。5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
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
心。6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
故；因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
特管这事。7凡人所当得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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ꍑ，ꑠꆹꑗꉘꐛꅹꀉꄂꀋꉬꃅ，ꂄꄸꌧ

ꌠꉌꃀꐛꅹꑌꉬ。6ꆍꇗꏸꏮꌠꑌꑠ

ꒉꄸꉬ；ꑞꃅꆏ，ꋀꊇꆹꏃꃅꌋꊪꑭ

ꉬ，ꋀꊇꆹꅉꀕꃅꌐꄉꄻꌤꑠꏲꎻ

ꌠ。7ꊿꊌꄡꑟꌠꆏ，ꄻꋌꁳ；ꎆꋚꇗ

ꏸꏮꄡꑟꌠꆏ，ꎆꋚꇗꏸꏮꋌꁳ；ꊿꇗ

ꏸꏮꄡꑟꌠꆏ，ꊿꇗꏸꏮꋌꁳ；ꏦꄡ

ꑟꌠꆏ，ꇫꏦꌶ；ꁌꒉꄡꑟꌠꆏ，ꇫꁌ

ꒉꌶ。 

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
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
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
他。 

 

ꐮꉂꐮꅉ 彼此相爱 
8ꀉꁁꎝꑞꑌꄡꁯꃅ，ꐮꉂꐮꅉꌠ

ꎝꀉꄂꁯ，ꑞꃅꆏ，ꊾꉂꌠꆹ，ꄹꏦꁳ

ꐛꒆꎻꌠꉬꀐ。9ꏥꏦꇬ：ꌞꃆꍯꒆ

ꍯꀋꉆ，ꊿꌉꊾꆳꀋꉆ，ꊾꈐꊾꈱꀋ

ꉆ，ꎆꇢꋚꇢꀋꉆꄷꌠꅀꉈꑴꏥꏦꀉ

ꁁꑟꑵꐥꄿꂿ，ꐯꇯꅇꂷ“ꃷꇎꉂꇬ

ꊨꏦꉂꌠꌡ”ꃅꋋꇬꈐꏭꐊꌐꀐ。

10ꉂꐪꆹꊿꀋꉮꌠꉬ，ꑠꅹ，ꉂꐪꆹꄹ

ꏦꁳꐛꒆꎻꌠꉬꀐ。 

8凡事都不可亏欠人，惟有
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
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9像
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
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
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
之内了。10爱是不加害与人的，
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 

 

ꏢꄖꃅꑍꑟꇁꂯꀐ 基督的日子将近 
11ꉈꑴꆏ，ꀃꑍꋋꄮꆹꏛꀕꃅꀀꐚ

ꄡꑟꄮꉬꌠꆍꅉꐚ，ꑞꃅꆏ，ꉪꊇꈭꋏ

ꊌꂯꄮꆹ，ꀃꑍꋋꄮꆏꂴꉘꃀꉪꇬꑅꄮ

ꇬꏭꀋꋌꃅꀂꉗꍈꀉꄂꐥꀐ。12ꌋꐓ

ꆺꄜꀕꀐ，ꃅꄜꐛꐎꇁꂯꄉꀐ，ꉪꊇꆹ

ꃅꐨꑽꑌꆈꏸꀕꌠꑠꇔꇫꎭꄉ，ꇇꌭ

ꁤꇅꀕꌠꌌꐺꄡꑟ。13ꉪꊇꂵꆧꁨꑭ

ꇬꄉꃅꌠꌟꃅ，ꊾꊝꌤꃅꇬꉥꑣꀕ

ꌶ；ꎧꑱꎸꅸꀋꉆ，ꎼꃅꃏꑽ、ꃆꎹ

ꆗꈹꀋꉆ，ꉌꈻꃴꆅ、ꆏꇨꉢꇨꋑꀋ

11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
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
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
了。12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
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
光明的兵器。13行事为人要端
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
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
竞嫉妒；14总要披戴主耶稣基
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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ꉆ；14ꊨꏦꇭꀧꎸꃤꊂꈹꄉꏾꅍꁳꈁ

ꏾꃅꄡꎽꃅ，ꈍꄮꑌꌋꑳꌠꏢꄖꄻꃢ

ꈜꃅꈚꐺꇬꎷ。 

私欲。 

 

ꃺꑌꊂꍆꇽꀋꉆ 不可论断弟兄 

14 ꊿꑇꐨꊋꁧꌠꆏ，ꆍꊇꇫꊪ

ꌶ，ꌤꉪꄅꌠꑠꆏꌌꐯꄡꀥ。 14 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
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 

2ꊿꋍꂷꆏꋠꅍꑞꑌꋠꉆꌠꋌꇬꑅ，

ꄚ，ꑇꐨꊋꁧꀊꋨꂷꆏꉐꀖꉐꇁꀉꄂ

ꅝ。3ꋠꂶꌠꀋꋠꂶꌠꉜꄸꀋꉆ；ꀋꋠ

ꂶꌠꑌꋠꂶꌠꊂꍆꇽꀋꉆ；ꑞꃅꆏ，

ꏃꃅꌋꆹꊿꀊꋨꂷꋌꊩꄻꄉꀐ。4ꆏ

ꈀꄸꉥ，ꆏꌞꁏꐚꊂꍆꇽ？ꋌꇬꉆꄿ

ꂿ，ꃪꐛꇬꄚꄿꂿ，ꋍꌌꁈꇫꐥ；ꄷꀋ

ꁧ，ꋋꆹꀋꎪꃅꇬꉆ，ꑞꃅꆏ，ꌋꋌꁳ

ꇬꉆꄎꎻ。5ꊿꋍꂷꉜꇬꆹ，ꃅꑍꋋꑍ

ꃅꑍꀊꋨꑍꏭꀋꋌꃅꉾꃪ，ꊿꀉꁁꂷ

ꉜꇬꆹ，ꃅꑍꋍꑍꋑꀋꋒꐯꌟꌐ。ꄚ，

ꈀꄸꑌꄸꈐꇬꄉꊨꏦꉜꐨꏟꈯꌶ。

6ꃅꑍꋍꑍꋌꉜꌊꐋꀋꌡꃅꄉꌠꆹ，ꋌ

ꌋꎁꃅꉜꌠꉬ；ꋠꅍꑞꑌꋠꌠꆹ，ꋌꌋ

ꎁꃅꋠꌠꉬ，ꑞꃅꆏ，ꋌꏃꃅꌋꏭꈀꎭ

ꀕ。ꊿꋠꅍꀋꋠꂶꌠꑌꄡꇗꌋꎁꃅ

ꀋꋠꌠꉬ，ꋋꑌꏃꃅꌋꏭꈀꎭꀕ。 

的事。2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
那软弱的，只吃蔬菜。3吃的人
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
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
收纳他了。4你是谁，竟论断别
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
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
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
住。5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
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只是各人
心里要意见坚定。6守日的人是
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
的，因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
为主不吃的，也感谢神。 

7ꉪꊇꊿꊨꏦꎁꃅꇫꐥꂷꀋꐥ，ꊨ

ꏦꎁꃅꌥꂷꑌꀋꐥ。8ꀋꄸꄷ，ꉪꊇ

ꇫꐥꇬꆹ，ꉪꊇꌋꎁꃅꐥꌠꉬ；ꉪꊇꌦ

ꀐꑲꆏ，ꌋꎁꃅꌦꌠ。ꑠꅹ，ꉪꊇꇫ

ꐥꄿꂿ，ꌦꄿꂿ，ꈍꄮꑌꌋꃤꉬ。9ꑠ

ꅹ，ꏢꄖꌦꀐ，ꉈꑴꀱꐥꇁꀐ，ꑠꆹꋌ

ꌦꊿꌋꆀꐥꊿꌌꁈꄻꂿꄷꌠ。 

7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
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
8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
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
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9因此
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作死
人并活人的主。 

10ꅽꑠ！ꆏꑞꃅꅽꃺꑌꊂꍆꇽ？ꑞ 10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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ꃅꅽꃺꑌꉜꄸ？ꑞꃅꆏ，ꉪꊇꐯꇯꏃ

ꃅꌋꀞꇽꅉꂾꉆꌠꉬ。11꒰ꀨꇬꑠꃅ

ꁱꇬꄀꄉ：“ꌋꄹꇬ： 

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
因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11经
上写着：“主说： 

‘ꉢꉠꐩꋊꐩꍂꀑꇬꇇꄧꈴꄉꏤ

ꅇꒃ， 
ꊾꑭꈁꅑꌠꃅꀋꎪꃅꁡꊭꃄꇴ

ꄂꄉꉠꏯꀍꃈꄚ， 
ꊾꈌꈁꅑꌠꃅꀋꎪꃅꉡꆹꏃꃅ

ꌋꉬꃅꉉꏚꌐ’ꄷ”ꄷ。 

‘我凭着我的永生起誓， 
 
万膝必向我跪拜， 
 
万口必向我承认。’” 

12ꑠꃅꉜꎼꇁꇬ，ꉪꊇꈀꄸꑌꊁꆏꀋꎪ

ꃅꏃꃅꌋꂾꄉꂱꑱꊨꏦꌤꉉꂥꀘꌠ

ꉬ。 

12这样看来，我们各人必要将自
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 

 

ꃺꑌꁳꅞꎻꀋꉆ 不可使弟兄跌到 
13ꑠꅹ，ꉪꊇꐮꊂꍆꇽꀋꉆꀐ，ꉪ

ꄉꏤꄉꈀꄸꑌꑭꇹꅍꊵꑵꑠꄻꃺꑌꂾ

ꀋꅞ。14ꌋꑳꌠꇇꄧꄉꀋꎪꃅꉢꇬꑅ

ꐯꇬꑅꌠꆏ，ꐥꇐꈀꐥꌠꑴꅉꆹꁧꀋ

ꎴꌠꀋꐥ，ꊿꉜꇬꁧꀋꎴꑵꌠꀉꄂ，

ꁧꀋꎴꌠꐛ。15ꀋꄸꄷ，ꆏꋠꅍꐛꅹ

ꃅꅽꃺꑌꆏꎼꉌꎭꊐꀐꑲꆏ，ꌤꆏꈀ

ꃅꌠꆹꊾꉂꌠꇗꅉꇬꈴꄉꃅꌠꀋꉬ。

ꏢꄖꋍꎁꃅꌦꀐ，ꆏꅽꋠꅍꐛꅹꃅꊿ

ꋋꂷꁳꀜꐡꎻꀋꉆ。16ꅽꂄꎔꌠꌞꊿ

ꁳꌌꍍꋉꎻꀋꉆ；17ꑞꃅꆏ，ꏃꃅꌋꇩ

ꆹꋠꅍꅝꒉꃆꂮꑠꀋꉬꃅ，ꋍꏅꑖ

ꉬ、ꄮꐽꌠꌋꆀꌃꎔꒌꈬꇬꄉꉌꇿ

ꌠꃆꂮꑠꉬ。18ꋋꈍꑋꑵꇬꄉꏢꄖꀨ

ꎹꌠꆏ，ꏃꃅꌋꉌꇿꅍꃅꌠꉬ，ꊾꑌ

ꇫꈌꐛꌠꉬ。19ꑠꅹ，ꉪꊇꀋꎪꃅꐮ

ꄮꌠꌤꌋꆀꑌꇐꑲꇐꐮꄕꄻꌠꌤꑠꎹ

13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
断，宁可定意，谁也不给弟兄
放下绊脚跌人之物。14我凭着主
耶稣确知深信，凡物本来没有
不洁净的；惟独人以为不洁净
的，在他就不洁净了。15你若因
食物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着
爱人的道理行。基督已经替他
死，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
坏。16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
17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
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
乐。18在这几样上服事基督的，
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
许。19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
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
20不可因食物毁坏神的工程。凡



ꇊꂷꄯꒉ  15 503 罗马书  15 

 

ꈹ。20ꋠꅍꒉꄸꃅꏃꃅꌋꃅꑘꀜꄡ

ꐆ。ꐥꇐꈀꐥꌠꆹꐯꇯꁦꎴꌐꌠꉬꑴ

ꇬ，ꄚ，ꀋꄸꄷ，ꊾꂷꋠꅍꒉꄸꃅꊿꀉ

ꁁꋌꎼꑇꐨꀂꏽꄉꅞꑲꆏ，ꑠꆹꋍꑽ

ꃤꉬꀐ。21ꎸꋠꄿꂿ，ꎧꅝꄿꂿ，ꀉ

ꁁꑞꌤꉬꄿꂿ，ꃺꑌꋌꎼꑇꐨꀂꏽꄉ

ꅞꌠꆏ，ꑞꑌꄡꃅꑲꆀꍑ。22ꆏꑇꐨ

ꉌꊋꑌꑲꆏ，ꏃꃅꌋꂾꄉꐏꁇꄉꄡ

ꑟ。ꊿꊨꏦꉪꇬꃅꉆꌠꌤꀂꏽꄉ，ꊨ

ꏦꅑꀵꅍꀋꐥꌠꆏ，ꌒꃤꐥꀐ。23ꀋ

ꄸꄷ，ꉌꉪꄅꄉꋠꌠꉬꑲꆏ，ꈍꃅꑌꑽ

ꃤꐥꌠꉬ；ꑞꃅꆏ，ꋌꑇꐨꉌꊋꇬꈴꄉ

ꋠꌠꀋꉬ；ꑇꐨꉌꊋꇬꀋꈴꌠꆏ，ꈀꐥ

ꃅꑽꃤꉬꌐ。 

物固然洁净，但有人因食物叫
人跌倒，就是他的罪了。 
21无论是吃肉，是喝酒，是什么
别的事，叫弟兄跌倒，一概不
做才好。22你有信心，就当在神
面前守着。人在自己以为可行
的事上能不自责，就有福了。
23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
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凡
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 

 

ꊨꏦꇎꐨꀋꎹꃅꃷꇎꁳꉌꇿꎻ 叫邻舍喜悦，不求自己满足 

15 ꉪꊇꊿꊋꑌꁦꅤꋋꈨꊿꊋꀋ

ꑌꁧꀋꅤꈧꌠꊋꁧꐨꀵꄜꄡ 15 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代
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 

ꑟ。2ꉪꊇꊿꈀꄸꑌꀋꎪꃅꃷꇎꁳꉌ

ꇿꎻ，ꋌꁳꈲꏣꊌꄉ，ꋍꑌꇐꑲꇐꄕ

ꄻꎻ。3ꑞꃅꆏ，ꏢꄖꑌꋍꊨꏦꉌꇿ

ꅍꀋꎹꀋꈹ，ꑠꆹꁱꏂꀨꇬꄀꄉꌠꌋꆀ

ꐯꌟ：“ꊿꆏꊨꆎꏈꌠꊨꅇꏈꅇꆹꉬ

ꇮꃅꉠꇭꀧꇬꎍꌐꀐ”ꄷ。4ꀋꉊꂴ

ꁱꌃꎔ꒰ꀨꇬꈁꄀꄉꌠꆹꌌꉪꊇꉙꂘ

ꂿꄷꁱꄉꌠ，ꉪꁳꌃꎔꏂꀨꇬꄉꅐꇁ

ꌠꋰꄿꌠꌋꆀꉌꌒꄀꌠꑠꇬꈴꄉꉘꇉ

ꅍꊌꉆꎻꌠ。5ꋰꄿꌠꌋꆀꉌꌒꄀꌠ

ꏃꃅꌋꄻꊿꁳ；ꏃꃅꌋꆍꁳꉌꂵꋍꂷ

ꃅꄉꏢꄖꑳꌠꉜꄉꌷꎻꅊꇈ；6ꑠꃅ

ꄉ，ꆍꊇꉌꋍꂷꈌꋍꏢꃅꀑꒉꑊꒉꄻ

ꉪꌋꑳꌠꏢꄖꀉꄉꏃꃅꌋꂶꌠꄀ。 

自己的喜悦。2我们各人务要叫
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
德行。3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
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你人
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4从前
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
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
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5但愿
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
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6一心
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
的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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ꏃꃅꌋꌒꅇꇬꆹ，ꒀꄠꊿꌋꆀꉇꉻꊿ

ꐯꌟ 
神的福音对犹太人和外邦人一

样 
7ꑠꅹ，ꆍꊇꐯꇯꏢꄖꆍꊇꊪꏆꌠ

ꌟꃅꐮꊪꐯꏆꅊꇈ，ꑠꃅꄉ，ꀑꒉꑊꒉ

ꄻꏃꃅꌋꄀ。8ꉢꉉꆍꊇꇰ，ꏢꄖꆹꏃ

ꃅꌋꎁꃅꊿꌐꍓꏦꃤꃅꋺꈧꌠꏲꌋꃅ

ꊿꄻ，ꋋꆹꏃꃅꌋꉪꁍꁈꏭꈀꈌꁧꄉ

ꈧꌠꊩꀽꂿꄷꌠꉬ。9ꑠꃅꄉ，ꉇꉻꊿ

ꁳꋍꉈꁒꑗꊰꐨꐛꅹꃅ，ꀑꒉꑊꒉꄻ

ꏃꃅꌋꄀꎻ；ꑠꆹꁱꏂꀨꇬꄀꄉꌠꌋ

ꆀꐯꌟ： 

7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
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
耀归与神。8我说，基督是为神
真理作了受割礼人的执事，要
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9并叫外
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神；如
经上所记： 

“ꑠꅹ，ꉢꉇꉻꊿꈬꇬꄉꆎꀮꆏ

ꄑ，ꅽꂓꌗꉙꍗ”ꄷ。 
“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赞你， 
歌颂你的名。” 

10ꉈꑴꆏ： 
“ꆍꉇꉻꊿꆹ，ꏃꃅꌋꉹꁌꌋꆀ

ꐯꇯꉌꇿꑓꇿꄡꑟ”ꄷ。 

10又说： 
“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
同欢乐。” 

11ꉈꑴꆏ： 
“ꉇꉻꊿꈀꐥꌠꀋ！ 

ꆍꊇꆹꌋꍖꀴꄡꑟ； 
ꉹꁌꈀꐥꌠꀋ！ 
ꆍꊇꉬꇮꃅꋋꀮꄑꄡꑟ”ꄷ。 

11又说： 
“外邦啊， 
你们当赞美主； 
万民哪， 
你们都当颂赞他。” 

12ꉈꑴꑱꌏꑸꑌ： 
“ꊁꇁꋍꑍꑳꑭꊂꋊꂷꐥ， 

ꋋꆹꒆꇁꉇꉻꃅꄷꏲꂠꂶꌠꉬ， 
ꉇꉻꊿꇫꉘꇉ”ꄷ。 

12又有以赛亚说： 
“将来有耶西的根， 
就是那兴起来要治理外邦
的，外邦人要仰望他。” 

13ꊿꁳꉘꇉꅍꐥꎻꌠꏃꃅꌋꆹ，ꆍꊇꋌ

ꑅꐛꅹꃅ，ꉌꇿꋬꂻꋍꑞꋍꑵꑠꐛꂨ

ꃅꋌꄻꆍꉌꃀꄸꈐꇬꊐꅊꇈ，ꆍꁳꌃ

ꎔꒌꊋꃤꇇꄧꈴꄉꉘꇉꐨꀉꒉꃅꐥꎻ

ꅊꇈ。 

13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
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
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
有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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ꀧꇊꉇꉻꊿꎁꃅꁏꐚꄻ 保罗的宣教使命 
14ꃺꑌꊈꀋ！ꉠꊨꏦꑴꅉꇬꑅꐯ

ꇬꑅꌠꆏ，ꆍꊇꆹꉌꎔꑌꐯꑌ，ꌧꇐꂿ

ꇐꆍꐥꌐ，ꄷꀋꁧ，ꐯꉗꐯꂘꄎꌠ

ꉬ。15ꄚ，ꉢꊼꇅꉌꂵꀉꒉꃅꄯꒉꁱ

ꆍꁳꄉ，ꆍꁳꎺꐚꑓꄧꀕꎻ，ꏃꃅꌋ

ꄻꉡꈁꁵꌠꑆꊋꐛꅹꃅ，16ꉢꉇꉻꊿ

ꎁꃅꄉꏢꄖꑳꌠꁏꐚꄻ，ꏃꃅꌋꌒꅇ

ꆦꑝꊿꄻ，ꑠꃅꄉ，ꌞꏃꃅꌋꁵꌠꉇ

ꉻꊿꈧꌠꁳꌃꎔꒌꇇꄧꄉꌃꇁꎔꐛꎻ

ꄉ，ꏃꃅꌋꋀꊇꊪꏾ。17ꑠꅹ，ꉉꅷ

ꏃꃅꌋꌤꃆꂮꑟꇬꆏ，ꉡꆹꏢꄖꑳꌠ

ꇬꄉꈌꒉꅍꐥꌠꉬ。18ꌤꏢꄖꉠꇇꄧ

ꈴꄉꃅꌠꀊꋨꈨꀋꉬꑲꆏ，ꀉꁁꆹꉢ

ꑞꑌꉉꀋꀬ；ꉡꆹꋌꉠꅇꂷꌋꆀꃅꐨ

ꇇꄧꈴꄉꃅꈧꌠꀉꄂꉉ；19ꋌꌋꃅꐪ

ꑽꑌ、ꌤꂵꌦꂵꌋꌠꊋꃤꌋꆀꌃꎔ

ꒌꊋꃤꌌꄉ，ꉇꉻꊿꁳꋍꅇꃅꎻ。ꑠ

ꀉꄂꀋꉬꃅ，ꉢꑳꇊꌒꇌꄉꀋꆏꃅꏮ

ꅷꑳꆀꅿꇴꑟ，ꇿꇬꑌꉢꏢꄖꌒꅇꁊ

ꀐ。20ꉡꆹꉪꄉꏤꄉꀐ，ꉢꌞꊿꃤꅉ

ꃀꄩꄉꋈꄻꂵꏦꄉ，ꃅꄷꏢꄖꂓꊿꌌ

ꄜꋺꈧꌠꇬꄉꌒꅇꀋꁊ，21ꑠꆹꁱꏂꀨ

ꇬꄀꄉꌠꌋꆀꐯꌟ： 

14弟兄们，我自己也深信你
们是满有善良，充足了诸般的
知识，也能彼此劝戒。15但我稍
微放胆写信给你们，是要提醒
你们的记性，特因神所给我的
恩典，16使我为外邦人作基督耶
稣的仆役，作神福音的祭司，
叫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
成为圣洁，可蒙悦纳。17所以论
到神的事，我在基督耶稣里有
可夸的。18除了基督借我做的那
些事，我什么都不敢提，只提
他借我言语作为，19用神迹奇事
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
邦人顺服；甚至我从耶路撒
冷，直转到以利哩古，到处传
了基督的福音。20我立了志向，
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
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
上，21就如经上所记： 

“ꋍꃆꂮꉉꋀꇰꀋꋻꈧꌠꇫꂿꇁ

ꂯ， 
ꊿꋍꃆꂮꈨꀋꋻꌠꇫꐝꉅꂯ

ꀐ”ꄷ。 

“未曾闻知他信息的， 
将要看见； 
未曾听过的， 
将要明白。” 

 

ꀧꇊꇊꂷꆹꂿꄷꄐꏤ 保罗计划访问罗马 
22ꉢꈍꑋꃢꃅꊿꇱꈭꋍꈜꇈꄉꐛ 22我因多次被拦阻，总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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ꅹ，ꆍꄷꆹꀋꄐꇬꎷ。23ꄚ，ꀃꑍꋋꄮ

ꆏ，ꃅꄷꋌꈚꇬꌒꅇꁊꉆꅉꇬꀋꐛꀐ，

ꈍꑍꈓꅑꅸꇁꌠ，ꉢꉌꂵꇬꄉꇯꍝꃅ

ꉪ，ꉢꑭꀠꑸꁦꄮꇬ，ꆍꄷꑟꆹꉆ；

24ꆍꄷꈴꄉꆍꂿꑟꉂ，ꂴꆏꆍꌋꆀꐮ

ꑌꐯꑲ，ꉌꂵꊼꇅꇎꈴꈭꐨꆏ，ꆍꁳ

ꉢꏁꉡꎭꎻ。25ꄚ，ꉢꀋꃅꑳꇊꌒꇌ

ꁧꄉ，ꀊꄶꇬꌃꎔꌺꈧꌠꇇꀤꆹ。

26ꑞꃅꆏ，ꂷꐕꄓꌋꆀꑸꇠꑸꊿꎆꅐ

ꋙꅐꌊꑳꇊꌒꇌꌃꎔꌺꌢꎭꈧꌠꇇꀤ

ꏾ。27ꋀꊇꑴꅉꇫꃅꏾꌠꉬꑴꇬ，

ꄚ，ꌌꎝꊒꌠꑌꌗ；ꑞꃅꆏ，ꉇꉻꊿꋀ

ꌃꎔꒌꈲꏣꇬꄉꋍꁧꊌꑲꆏ，ꋠꅍꅝ

ꒉꋍꑞꋍꑵꄻꋀꊇꁵꄡꑟ。28ꉢꌤꋌ

ꐘꃅꌐꄉ，ꂄꎔꂶꂷꑠꐝꉅꃅꏮꋀꊇ

ꁵꈭꐨꆏ，ꉢꆍꄷꈴꄉꑭꀠꑸꁧ。

29ꉢꆍꄷꄉꁦꄮꇬ，ꀋꎪꃅꏢꄖꑆꊋ

ꂵꇤꀕꃅꉢꌌꁧꌠꉢꅉꐚ。 

到你们那里去。23但如今在这里
再没有可传的地方，而且这好
几年，我切心想望到西班牙去
的时候，可以到你们那里，24盼
望从你们那里经过，得见你
们，先与你们彼此交往，心里
稍微满足，然后蒙你们送行。
25但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供给
圣徒。26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人
乐意凑出捐项，给耶路撒冷圣
徒中的穷人。27这固然是他们乐
意的，其实也算是所欠的债；
因外邦人既然在他们属灵的好
处上有分，就当把养身之物供
给他们。28等我办完了这事，把
这善果向他们交付明白，我就
要路过你们那里，往西班牙
去。29我也晓得去的时候，必带
着基督丰盛的恩典而去。 

30ꃺꑌꊈꀋ！ꉢꉪꌋꑳꌠꏢꄖꌋ

ꆀꌃꎔꒌꉂꐪꇬꈴꄉ，ꆍꏭꇖꂟ，ꆍ

ꉢꈽꄉꊋꇤ，ꉠꎁꃅꏃꃅꌋꏭꈼꂟ。

31ꉢꁳꒀꄠꊿꌋꀋꑇꈧꌠꄷꄉꐞꇁ

ꎻ，ꉢꁳꉢꑳꇊꌒꇌꊿꇇꀤꒉꄸꃅꌃ

ꎔꌺꉌꇿꅍꑌꊌꎻ。32ꄷꀋꁧ，ꉢꁳ

ꏃꃅꌋꉪꐪꇬꍬꄉ，ꉌꇿꑓꇿꃅꆍꄷ

ꑟꄉ，ꆍꈽꑬꆏꎻ。33ꋬꂻꄻꊿꁳꌠ

ꏃꃅꌋꂶꌠꅉꀕꃅꆍꋍꏅꈽꐥꅊꇈ，

ꀊꂱ。 

30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
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劝
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
神，31叫我脱离在犹太不顺从的
人，也叫我为耶路撒冷所办的
捐项可蒙圣徒悦纳；32并叫我顺
着神的旨意，欢欢喜喜地到你
们那里，与你们同得安息。33愿
赐平安的神常和你们众人同
在，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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ꊿꀉꑌꈨꏭꋬꂻꄜ 向多人问安 

16 ꉢꉪꅫꃀꃏꀘꂶꌠꊘꎭꆍꁳ，

ꋋꆹꏦꇱꅿꑇꊿꏓꉻꇬꌋꅪ 16 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姊
妹非比，她是坚革哩教 

ꏲꌋꃅꊿꂷꉬ。2ꆍꊇꑴꌠꌋꎁꃅꋋ

ꋩꋋꏦꅊꇈ，ꑠꆹꌃꎔꌺꇫꃅꄡꑟꌠ

ꉬ。ꋌꌤꑞꇇꀤꈇꆏ，ꆍꇫꇇꀤ，ꑞ

ꃅꆏ，ꋋꆹꅉꀕꃅꊿꈍꑋꈨꇇꀤꇬꎷ，

ꋌꉡꑌꇇꀤꀐ。 

会中的女执事。2请你们为主接
待她，合乎圣徒的体统。她在
何事上要你们帮助，你们就帮
助她，因她素来帮助许多人，
也帮助了我。 

3ꆍꊇꑴꌠꀙꏢꇁꌋꆀꑸꏲꇁꑋꏯ

ꋬꂻꄜ。ꋍꑊꏢꄖꑳꌠꈐꏭꄉꉡꌋ

ꆀꐯꇯꌤꃅ，4ꀑꇬꀋꑴꃅꉡꈭꋏꋺ。

ꉢꀉꄂꋀꏭꈀꎭꀕꌠꀋꉬꃅ，ꉇꉻꑇ

ꊿꏓꉻꈧꌠꑌꋀꏭꈀꎭꀕ。5ꋀꏤꄉ

ꐯꏑꌠꑇꊿꏓꉻꏭꑌꋬꂻꄜ。ꉠꉂ

ꇁꅉꌠꑱꀝꆀꄲꏭꑌꋬꂻꄜ；ꋋꆹꑸ

ꑭꑸꃅꄷꉘꃀꇬꏢꄖꑇꂶꌠꉬ（ꑝꇂꉙꇬ

ꆏ“ꏢꄖꑇꌠꂶꂷꇬꂾꅑꂶꌠꉬ”ꃅꅑ）。6ꉈꑴ

ꂷꆀꑸꏭꑌꋬꂻꄜ；ꋌꆍꎁꃅꑘꎭꃣ

ꅧꅗ。7ꉈꑴꉠꏣꑟꉢꄏꆀꈬꌋꆀꒀ

ꆺꑸꏭꋬꂻꄜ（“ꏣꑟ”ꆹꒀꄠꊿꄜ），ꋍꑊ

ꆹꉡꌋꆀꐯꈽꏦꑳꇬꀀꋻꌠꉬ，ꄷꀋ

ꁧ，ꋍꑊꁆꄻꊩꌺꈬꇬꂓꐥꌗꐥ，ꋍꑊ

ꆹꉢꏢꄖꀋꑇꌦꂾꇯꆐꏢꄖꑇꊿꐛꀐ

ꌠꉬ。8ꌋꈐꏭꉠꉂꇁꅉꌠꉢꀨꆀꏭ

ꋬꂻꄜ。9ꏢꄖꈐꏭꄉꉪꌋꆀꐯꇯꌤ

ꃅꌠꇓꀠꇊꏭꋬꂻꄜꅊꇈ，ꉠꉂꇁꅉ

ꌠꌧꄊꇴꏭꑌꋬꂻꄜꅊꇈ。10ꉈꑴꏢ

ꄖꈐꏭꄉꎖꉺꋺꌠꑸꀘꆀꏭꋬꂻꄜꅊ

ꇈ，ꑸꆀꄏꀯꏤꊿꏭꋬꂻꄜꅊꇈ。

11ꉠꏣꑟꑝꇊꄟꏭꋬꂻꄜꅊꇈ（“ꏣ

ꑟ”ꆹꒀꄠꊿꄜ），ꇂꏿꌚꏤꌋꑇꌠꊿꏭꋬ

3问百基拉和亚居拉安。他
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4也
为我的命将自己的颈项置之度
外。不但我感谢他们，就是外
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5又问
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安。问我所
亲爱的以拜尼土安；他在亚细
亚是归基督初结的果子。6又问
马利亚安；她为你们多受劳
苦。7又问我亲属与我一同坐监
的安多尼古和犹尼亚安，他们
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也是比
我先在基督里。8又问我在主里
面所亲爱的暗伯利安。9又问在
基督里与我们同工的耳巴奴，
并我所亲爱的士大古安。10又问
在基督里经过试验的亚比利
安。问亚利多布家里的人安。
11又问我亲属希罗天安。问拿其
数家在主里的人安。12又问为主
劳苦的土非拿氏和土富撒氏
安。问可亲爱为主多受劳苦的
彼息氏安。13又问在主蒙拣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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ꂻꄜꅊꇈ。12ꉈꑴꌋꎁꃅꑘꎭꃣꅧꌠ

ꄲꃏꇂꌋꆀꄲꃛꌒꑋꏯꋬꂻꄜꅊ

ꇈ。ꌋꎁꃅꑘꎭꃣꅧꅗꌠꉂꇁꅉꌠꀘ

ꑭꏭꋬꂻꄜ。13ꉈꑴꇊꃛꏭꋬꂻꄜꅊ

ꇈ，ꋋꆹꌋꇱꌊꄻꄉꌠꉬ，ꋍꀉꂿꏭꑌ

ꋬꂻꄜ，ꋍꀉꂿꆹꉠꀉꂿꉬ。14ꉈꑴ

ꑸꑪꏾꄲ、ꃛꇍꇤ、ꉈꂰ、ꀠꇊ

ꀠ、ꉈꂷꌋꆀꋀꊇꌋꆀꋍꈜꐥꌠꃺ

ꑌꈧꌠꏭꋬꂻꄜꅊꇈ。15ꉈꑴꃏꇊꀕ

ꈬ、ꒀꆀꑸ、ꆀꀕꑸꌋꆀꋍꅫꃀ，

ꉈꑴꀊꆀꀠꌋꆀꌃꎔꌺꋀꌋꆀꋍꈜꐥ

ꈧꌠꏭꋬꂻꄜꅊꇈ。16ꆍꊇꐮꁧꇉꁬ

ꄉꋬꂻꄜꅊꇈ，ꆍꊇꀋꎪꃅꐮꏯꌃꎔ

ꃅꐙꌶ。ꏢꄖꑇꊿꏓꉻꈧꌠꃅꆍꊇ

ꏯꋬꂻꄜ。 

鲁孚和他母亲安，他的母亲就
是我的母亲。14又问亚逊其土、
弗勒干、黑米、八罗巴、黑
马，并与他们在一处的弟兄们
安。15又问非罗罗古和犹利亚、
尼利亚和他姐妹，同阿林巴，
并与他们在一处的众圣徒安。 
16你们亲脸问安，彼此务要圣
洁。基督的众教会都问你们
安。 

17ꃺꑌꊈꀋ！ꊿꆍꊢꂖꇈ，ꆍꁳ

ꑇꐨꀂꏽꄉꅞꄉ，ꇗꅉꆍꈀꌷꋺꌠꇬ

ꄘꑣꀊꋨꈨꆏ，ꆍꊇꑴꌠꋓꉪꁨꄉꋀ

ꂾꁈꅊꇈ。18ꑞꃅꆏ，ꊿꑠꃅꐙꌠꆹ

ꉪꌋꏢꄖꀨꀋꎹꃅ，ꊨꏦꀃꃀꀉꄂꀨ

ꎹ；ꋀꊇꅇꎔꉏꃨꌌꄉꊿꀉꎂꀕꌠꉌ

ꂵꋀꁍꃕꄉ。19ꉹꁌꐯꇯꆍꊇꆹꅇꃅ

ꅲꐯꅲꌠꋀꅉꐚꌐ！ꑠꅹ，ꉡꆹꆍꊇꒉ

ꄸꃅꉌꇿꐯꉌꇿ；ꄚ，ꉢꆍꊇꁳꌤꆿ

ꂄꌠꀂꏽꆏꀑꁮꅺꐳ，ꌤꆿꄷꅠꌠꀂ

ꏽꆏꇯꅝꎻꏾ。20ꋬꂻꄻꊿꁳꌠꏃꃅ

ꌋꆹꌑꄉꋌꄻꆍꑭꁆꇂꃴꄔꄉꎻꂯꄉ

ꀐ。ꉠꌋꑳꌠꏢꄖꑆꊋꅉꀕꃅꆍꌋ

ꆀꐯꈽꐥꅊꇈ。 

17弟兄们，那些离间你们，
叫你们跌倒，背乎所学之道的
人，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
们。18因为这样的人不服事我们
的主基督，只服事自己的肚
腹，用花言巧语诱惑那些老实
人的心。19你们的顺服已经传于
众人，所以我为你们欢喜；但
我愿意你们在善上聪明，在恶
上愚拙。20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
但践踏在你们脚下。愿我主耶
稣基督的恩常和你们同在。 

21ꉢꈽꌤꃅꌠꄜꂿꄠ，ꉈꑴꉠꏣ

ꑟꇊꐋ、ꑷꌜꌋꆀꌙꑭꀠꄓꐯꇯꆍ

21与我同工的提摩太和我的
亲属路求、耶孙、所西巴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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ꊇꏯꋬꂻꄜ。22ꉢ，ꇬꎁꃅꄯꒉꋌꁬ

ꁱꌠꄓꄂꑌꌋꈐꏭꄉꆍꊇꏯꋬꂻ

ꄜ。23ꊿꉡꋩꉡꏦ，ꉈꑴꑇꊿꏓꉻꈀ

ꐥꌠꋨꏦꌠꇠꑿꑌꆍꊇꏯꋬꂻꄜ。

24ꇓꈓꎆꊐꅉꎆꏲꌠꑱꇁꄖꌋꆀꃺꑌ

ꈉꄲꑋꑌꆍꏭꋬꂻꄜ。 

问你们安。22我这代笔写信的德
丢，在主里面问你们安。23那接
待我，也接待全教会的该犹，
问你们安。24城内管银库的以拉
都和兄弟括土，问你们安。 

 

ꉙꅇꍗꅇ 颂赞 
25ꏃꃅꌋꀉꄂꉢꈁꁊꌠꌒꅇꌋꆀ

ꈀꄜꌠꑳꌠꏢꄖꇬꈴꄉ，ꆍꉌꃀꋌꎼ

ꈫꈈꄎ；ꉈꑴꐩꋊꐩꍂꃅꂁꁿꄉꌠꌤ

ꌧꊋꂾꊋꑠꇬꈴꄉ，ꆍꉌꃀꁳꈫꈈ

ꎻ。26ꌧꊋꂾꊋꌠꂁꌤꑠꆹꀃꑍꋋꄮ

ꆏꄇꇖꀕꃅꅔꅐꇁ，ꄷꀋꁧ，ꐩꋊꐩꍂ

ꃅꇫꐥꌠꏃꃅꌋꁵꅇꇬꍬꇈ，ꅉꄜꊿ

ꄯꒉꇇꄧꈴꄉꄐꌐꃰꊿꇬꈀꐥꌠꀨ

ꄉ，ꋀꁳꇗꅉꇯꍝꌠꑇꎻ。27ꀑꒉꑊ

ꒉꆹ，ꑳꌠꏢꄖꐛꅹꃅꏮꀉꄂꀕꌠ、

ꀋꌧꅍꀋꐥꌠꏃꃅꌋꁵꅷꐩꋊꐩꍂꄮ

ꇬꑟꅊꇈ。ꀊꂱ！ 

25惟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
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
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
心。26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
且按着永生神的命，借众先知
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
服真道。27愿荣耀，因耶稣基督
归与独一全智的神，直到永
远。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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ꇬꆀꄏꄯꒉꂴꁬꌠ 

哥林多前书 

 
ꋬꂻꄜꅇꌋꆀꈀꎭꀕꅇ 问安和感恩 

1 ꉡꆹꏃꃅꌋꉪꐨꇬꈴꄉ，ꇳꍝꌊ

ꑳꌠꏢꄖꁆꄻꊩꌺꐛꌠꀧꇊꉬ， 1 奉神旨意，蒙召作耶稣基督
使徒的保罗，同兄弟所提 

ꉢꌋꆀꉪꃺꑌꌙꄝꆀꂶꌠ，2ꄯꒉꁱꌊ

ꇬꆀꄏꇓꈓꏃꃅꌋꑇꊿꏓꉻꁵ。ꑇ

ꊿꆹꊿꏢꄖꑳꌠꇬꄉꌃꇁꎔꐛꇈꏃꃅ

ꌋꇱꇳꍝꌊꌃꎔꌺꃅꄉꈧꌠꄜ。ꄯ

ꒉꋌꁬꉈꑴꁱꌊꃅꄷꈀꐥꌠꇬ，ꊿꇖ

ꂟꅷꑳꌠꏢꄖꂓꄷꑟꈧꌠꑌꁵꌠꉬ。

ꑳꌠꏢꄖꆹꋀꌋꉬ，ꉪꌋꑌꉬ。3ꑆ

ꊋ、ꋬꂻꑠꆹꏃꃅꌋꉪꀉꄉꌋꆀꌋꑳ

ꌠꏢꄖꄷꄉꆍꊇꊌꅊꇈ。 

尼，2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
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
蒙召作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
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
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
们的主。3愿恩惠、平安，从神
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与
你们。 

4ꏃꃅꌋꑳꌠꏢꄖꇇꄧꈴꄉꑆꊋ

ꄻꆍꁳꀐꐛꅹ，ꉢꆍꊇꎁꃅꅉꀕꃅꏃ

ꃅꌋꏭꈀꎭꀕꇬꎷ；5ꉈꑴꆍꊇꋍꈐꏭ

ꄉꑞꑵꑌꇎꄻꐛꅹ，ꆍꈌꉐ、ꌧꇐꂿ

ꇐꑠꑞꑌꀉꇨ。6ꐯꌟꃅ，ꉢꏢꄖꎁꃅ

ꈀꌬꌠꅇꊪꆹꆍꉌꃀꇬꄉꈫꈈꄎ；7ꑠ

ꃅꄉ，ꆍꑆꊋꈁꁠꀋꇎꅍꋍꑵꑋꀋꐥ

ꃅꄉ，ꆍꊇꑳꌠꏢꄖꀱꉈꑴꇁꌠꇁ

4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
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
的恩惠；5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
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
6正如我为基督作的见证，在你
们心里得以坚固，7以至你们在
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等
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8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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ꉚ。8ꋋꑌꀋꎪꃅꆍꁳꈫꈈꅷꄽꂫꑟ

ꎻꄉ，ꉪꌋꑳꌠꏢꄖꀱꇁꄹꉇꆏ，ꆍꁳ

ꊨꀖꉆꅍꍈꀋꐥꎻ。9ꏃꃅꌋꆹꀋꎪ

ꀋꑴꌠ，ꆍꊇꑴꅉꆹꋌꈀꇳꍝꄉꌠꉬ，

ꑠꆹꆍꁳꋍꌺ，ꉪꌋꑳꌠꏢꄖꂶꌠꌋ

ꆀꐯꈽꐥꎻꂿꄷꌠ。 

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
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
备。9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
他所召，好与他儿子，我们的
主耶稣基督一同得份。 

 

ꑇꊿꏓꉻꇬꐮꋦꐮꑣ 教会中的纷争 
10ꃺꑌꊈꀋ！ꉡꆹꉪꌋꑳꌠꏢꄖꂓ

ꄜꄉꆍꏭꇫꑣ，ꆍꐯꇯꅇꐯꌟꌠꉉꅊ

ꇈ，ꆍꊇꈬꄔꑌꋌꁥꀊꋩꁥꃅꁸꄡꄉ

ꃅ，ꈀꄸꑌꉌꂵꋍꂷꉪꐨꋍꏢꃅꐮꄮ

ꐮꄻꌶ。11ꃺꑌꊈꀋ！ꇱꆾꏤꊿꋍꈨ

ꋋꈨꉉꉡꇰꇬ，ꆍꊇꈬꄔꊿꐮꋦꐮꑣ

ꌠꐥꄷ。12ꉢꉉꌠꆹꑠꄜ：ꆍꊇꊿꋍꈨ

ꋋꈨꄹꇬꆏ：“ꉡꆹꀧꇊꊂꈹꌠ”
ꄷ，ꋍꈨꆏ：“ꉡꆹꑸꀧꇊꊂꈹꌠ”
ꄷ，ꋍꈨꄹꇬꆏ：“ꉡꆹꏢꃔꊂꈹ

ꌠ”ꄷ，ꉈꑴꋍꈨꆏ：“ꉡꆹꏢꄖꊂ

ꈹꌠꉬ”ꄷ。13ꏢꄖꆹꌌꁸꉆꑴꅀ？

ꀧꇊꆍꊇꎁꃅꊿꋯꌩꏍꇬꄀꀐꅀ？ꆍ

ꊇꀧꇊꂓꄜꌗꄜꄉꋋꑣꊪꅀ？14ꏃꃅ

ꌋꏭꈀꎭꀕ，ꏢꆀꌦꀯꌋꆀꇠꑿꑋꀉ

ꄂꑲꆏ，ꉢꊿꀉꁁꈀꄸꂷꑌꋋꑣꀋ

ꋻ，15ꑠꃅꀋꉉꑲꆏ，ꊿꆍꊇꆹꉠꂓꄜ

ꄉꋋꑣꊪꃅꉉꌠꐥꂵ。16ꉢꉈꑴꌦꄝ

ꃔꏤꊿꋋꑣꋺ，ꉢꀉꁁꊿꈀꄸꂷꋋꑣ

ꋺꌠꉢꋌꀋꎺꀐ。17ꏢꄖꉡꊪꉢꁆꌠ

ꆹ，ꉢꁳꋋꑣꃅꎻꂿꄷꌠꀋꉬꃅ，ꉢꁳ

ꌒꅇꁊꎻꂿꄷꌠ；ꏢꄖꌩꏍꊋꃤꀈꈥ

ꀕꂵꏦꄉ，ꉡꆹꌧꅍꂿꅍꅇꂷꌌꄉꌒ

ꅇꀋꁊ。 

10弟兄们，我借我们主耶稣
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
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
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11因为
革来氏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
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
12我的意思就是你们各人说：
“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
罗的”；“我是属矶法的”；“我是
属基督的”。13基督是分开的
吗？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
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
吗？14我感谢神，除了基利司布
并该犹以外，我没有给你们一
个人施洗，15免得有人说，你们
是奉我的名受洗。16我也给司提
反家施过洗；此外给别人施洗
没有，我却记不清。17基督差遣
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
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
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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ꏢꄖꆹꏃꃅꌋꊋꃤꌋꆀꌧꅍꂿꅍꉬ 基督是神的能力和智慧 
18ꑞꃅꆏ，ꊿꈔꈤꂯꈧꌠꉜꇬꆹ，

ꌩꏍꇗꅉꆹꇯꅝꌠꉬ；ꄚ，ꉪꊇꊿꈭꋏ

ꊌꈧꌠꉜꇬꆹ，ꋋꆹꏃꃅꌋꊋꃤꉬ。

19ꑠꆹꁱꏂꀨꇬꄀꄉꌠꌋꆀꐯꌟ： 

18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
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
的人却为神的大能。19就如经上
所记： 

“ꊿꌧꅍꂿꅍꐥꈧꌠꋀꌧꅍꂿꅍ

ꉢꈔꋏꇫꎭ， 
ꊿꀑꁮꅺꐳꈧꌠꋀꀑꁮꅺꐳꐨ

ꉢꀜꋊꇫꎭ”ꄷ。 

“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 
 
废弃聪明人的聪明。” 

20ꊿꌧꅍꂿꅍꐥꌠꇿꇬꐥ？ꁱꂷꌤꃅ

ꊿꇿꇬꐥ？ꋧꃅꋋꂷꅔꀥꌧꃀꇿꇬ

ꐥ？ꏃꃅꌋꆹꋧꃅꃰꊿꌧꅍꂿꅍꋌꄺ

ꀱꌊꇰꇐꅝꇐꀋꐛꅀ？21ꋧꃅꃰꊿꆹꊨ

ꏦꌧꅍꂿꅍꇬꈴꄉ，ꏃꃅꌋꋀꇬꀋ

ꌧ；ꑠꅹ，ꏃꃅꌋꆹꇗꅉꊿꉜꇬꇯꅝꌠ

ꌌꊿꋌꑅꈧꌠꈭꋏꏾ；ꑠꆹꏃꃅꌋꌧ

ꅍꂿꅍꉬꀐ。22ꒀꄠꊾꆏꌋꃅꐪꑽꑌ

ꇫꅐꇁꄷꇖꂟ，ꑝꇂꊾꆏꌧꅍꂿꅍꎹ

ꈹ。23ꄚ，ꉪꊇꆹꀱꌊꋯꌩꏍꇬꄀꌠ

ꏢꄖꄜꉺ，ꋍꑠꒀꄠꊿꉜꇬꆹꑭꇹꇒ

ꂷꉬ，ꉇꉻꊿꉜꇬꆹꇯꅝꌠꉬ；24ꄚ，

ꊿꏃꃅꌋꇳꍝꄉꈧꌠꆹ，ꒀꄠꊿꉬꄿ

ꂿ，ꑝꇂꊿꉬꄿꂿ，ꋀꉜꇬ，ꏢꄖꆹꏃ

ꃅꌋꊋꃤꌋꆀꌧꅍꂿꅍꉬ。25ꑞꃅ

ꆏ，ꏃꃅꌋꇯꅝꄷꑲꑌ，ꋍꇰꇐꅝꇐꆹ

ꊿꌧꅍꂿꅍꏭꀋꋌꃅꌧꋬꂿꋬ；ꏃꃅ

ꌋꊋꁧꄷꑲꑌ，ꋍꊋꁧꐨꆹꊿꇷꄙꐨ

ꏭꀋꋌꃅꊋꒉ。 

20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
这世上的辩士在哪里？神岂不
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
吗？21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
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
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
这就是神的智慧了。22犹太人是
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23我
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
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
愚拙；24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
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
的能力，神的智慧。25因神的愚
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
人强壮。 

26ꃺꑌꊈꀋ！ꆍꊇꇳꍝꊌꄮꇬꈍ

ꃅꐙꌠꉜꉏ！ꋧꃅꇬꈴꄉꉜꇬ（ꑝꇂꉙꇬꆏ

26弟兄们哪，可见你们蒙召
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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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ꇭꀧꇬꈴꄉꉜ”ꃅꅑ），ꆍꊇꈬꄔꊿꌧꅍ

ꂿꅍꐥꌠꀉꑌꃅꀋꐥ，ꊿꄐꅍꐥꌠꀉ

ꑌꃅꀋꐥ，ꐤꒉꌠꑌꀉꑌꃅꀋꐥ。

27ꄚ，ꏃꃅꌋꆹꋧꃅꇬꊿꇯꅝꌠꋌꌊꄻ

ꄉ，ꊿꌧꅍꂿꅍꐥꌠꁳꑊꏦꎲꄏꎻ；

ꋧꃅꇬꊿꊋꁧꌠꋌꌊꄻꄉ，ꃰꊿꇷꄙ

ꌠꁳꑊꏦꎲꄏꎻ。28ꏃꃅꌋꉈꑴꋧꃅ

ꃰꊿꌠꐭꌠ、ꊿꇫꉌꁕꌠꌋꆀꊿꌗ

ꅍꀋꐥꈧꌠꋌꌊꄻꄉꌠꆹ，ꃰꊿꌗꅍ

ꐥꈧꌠꁳꀜꅐꎻꂿꄷꌠ。29ꑠꃅꄉ，

ꌦꑌꌗꑌꈀꐥꌠꁳꏃꃅꌋꂾꄉꋍꂷꑋ

ꈌꒉꀋꉆꎻ。30ꄚ，ꆍꊇꏢꄖꑳꌠꈐ

ꏭꐥꇬ，ꏃꃅꌋꆹꆍꀑꇬꇁꀦꉬ，ꏃꃅ

ꌋꉈꑴꏢꄖꑳꌠꁳꉪꌧꅍꂿꅍ、ꑖ

ꉬ、ꌃꎔꌠꌋꆀꀑꇬꋊꄉꈭꋏꌠꐛ

ꎻ。31ꑠꆹꁱꏂꀨꇬꄀꄉꌠꌋꆀꐯꌟ：

“ꊿꈌꒉꌠꆏꌋꏭꄐꄉꈌꒉꄡꑟ！”
ꄷ。 

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
多。27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
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
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
28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
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
废掉那有的；29使一切有血气
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
夸。30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
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
智慧、公义、圣洁、救赎。31如
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
夸口。” 

 

ꋯꌩꏍꇬꄀꌠꏢꄖꄜꁊ 传扬钉十字架的基督 

2 ꃺꑌꊈꀋ！ꀋꉊꉢꆍꊇꄷꆸꄮ

ꇬ，ꉢꅇꎔꉏꃨꌋꆀꃰꊿꌧꇐꂿ 2 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
去，并没有用高言大智对你 

ꇐꌌꆍꊇꏯꏃꃅꌋꂁꌤꀋꄜꀋꉼ。

2ꑞꃅꆏ，ꉢꂴꇯꆐꉪꄉꏤꄉꇬ，ꉢꆍ

ꊇꌋꆀꐯꈽꐤꄮꇬ，ꉡꆹꑳꌠꏢꄖꌋ

ꆀꋌꊿꋯꌩꏍꇬꄀꌠꌤꋋꈨꀉꄂꅉꐚ

ꑲꆏ，ꀉꁁꌤꑞꑵꑌꅉꀋꐚꄷꂿꉂ。

3ꀋꉊꉢꆍꄷꐤꄮꇬꆹ，ꉢꊊꑌꊋꁧ，ꏷ

ꑌꏸꏦ，ꄷꀋꁧꑑꃹꏾꌌꀕ。4ꅇꂷ

ꉢꉉꌠ、ꇗꅉꉢꄜꌠꆹ，ꉢꅇꂷꌧꅍ

ꂿꅍꑌꌠ、ꇑꈪꊰꌠꌌꉉꌠꀋꉬꃅ，

ꌃꎔꒌꌋꆀꊋꃤꀉꒉꌠꌌꊫꄲꐝꉅꌠ

们宣传神的奥秘。2因为我曾定
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
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
字架。3我在你们那里，又软
弱，又惧怕，又甚战兢。4我说
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
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
的明证，5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
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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ꃅꄉꉉꌠ，5ꑠꃅꄉ，ꆍꑇꐨꁳꃰꊿꌧ

ꅍꂿꅍꇬꅑꎍꀋꎽꃅ，ꏃꃅꌋꊋꃤꀉ

ꒉꌠꇬꅑꎍꎻ。 
 

ꌃꎔꒌꄷꄉꇁꌠꀖꀨꐨ 从圣灵来的启示 
6ꄚ，ꊿꐛꒆꌠꈬꄔꇬ，ꉪꊇꑌꌧ

ꅍꂿꅍꉉ，ꉪꉉꌠꆹꋧꃅꋋꂷꌧꅍꂿ

ꅍꀋꉬ，ꉈꑴꋧꃅꋋꂷꇬꌅꈌꆿꂷꐥ

ꇈꈔꈤꇁꂯꌠꊿꈧꌠꌧꅍꂿꅍꑌꀋ

ꉬ。7ꉪꊇꈁꉉꌠꆹꀊꆨꂁꁿꄉꌠ、

ꌧꊋꂾꊋꌠꏃꃅꌋꌧꅍꂿꅍꉬ；ꑠꆹ

ꏃꃅꌋꁍꄻꏃꄻꂾꇯꆐꉪꊇꀑꒉꑊꒉ

ꊌꃅꋌꄐꏤꄉꀐꌠꉬ。8ꌧꅍꂿꅍꋌ

ꑵꆹ，ꋧꃅꇣꄧꌅꈌꆿꂷꐥꈧꌠꈬꄔ

ꊿꇬꌥꌠꋍꂷꑋꀋꐥ，ꀋꄸꄷ，ꋀꊇ

ꌧꑲꆏ，ꀑꒉꑊꒉꌠꌋꆹꋀꊇꋯꌩꏍ

ꇬꄀꇬꀋꎭꀐ。9ꑠꆹꁱꏂꀨꇬꄀꄉꌠ

ꌋꆀꐯꌟ： 

6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
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
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
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7我们讲
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
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世以前，
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8这智慧
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
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
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9如经
上所记： 

“ꏃꃅꌋꊿꋋꉂꈧꌠꎁꃅꈁꊨꈁ

ꄐꄉꌠꆹ， 
ꊿꑓꅑꋋꂿꀋꋻ， 
ꅺꅑꋋꈨꀋꋻ， 
ꊿꉌꃀꑌꉪꇫꑟꀋꋻꌠ”ꄷ。 

“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 
是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10ꄚ，ꏃꃅꌋꆹꌃꎔꒌꇇꄧꈴꄉ，ꄇꇖ

ꀕꃅꋋꈨꋌꀖꁉꉪꊇꀨꀐ，ꑞꃅꆏ，

ꌃꎔꒌꆹꌤꑞꑌꋌꌧꈴ，ꏃꃅꌋꄸꈐ

ꌤꀊꅼꐯꀊꅼꌠꇯꋌꌧꈴꀐ。11ꊾꂷ

ꋍꊨꏦꒌꂶꌠꀉꄂꑲꆏ，ꀉꁁꈀꄸꂷ

ꋍꉪꐨꅉꐚ？ꈁꉬꇁꌠꐯꌟ，ꏃꃅꌋꒌ

ꀉꄂꑲꆏ，ꀉꁁꈀꄸꂷꑌꏃꃅꌋꉪꐨ

ꅉꐚꀋꄐ。12ꉪꊇꇬꈀꊪꌠꆹꋧꃅꋋ

10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
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
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11除了在
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
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
人知道神的事。12我们所领受
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
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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ꂷꇬꐥꌠꒌꀋꉬꃅ，ꏃꃅꌋꄷꄉꇁꌠ

ꒌꉬ，ꑠꆹꉪꁳꏃꃅꌋꑆꊋꈁꁠꄖꉪ

ꇖꌠꌤꑠꅉꐚꎻꂿꄷꌠ。13ꄷꀋꁧ，

ꉪꊇꌤꋋꈨꉉꇬ，ꅇꂷꊿꌧꅍꂿꅍꌌ

ꉙꂘꄉꌠꌊꉉꌠꀋꉬꃅ，ꌃꎔꒌꊾꉙ

ꂘꄉꌠꌊꉉꄉ，ꒌꃤꅇꂷꌌꒌꃤꌤꉉ

ꀽ（ꅀ“ꒌꃤꌤꈧꌠꉉꀽꊿꌃꎔꒌꐊꈧꌠꇰ”ꄷꑌ

ꍑ）。14ꄚ，ꊿꋧꃅꋋꂷꃤꉬꌠꆹꏃꃅ

ꌋꒌꃤꌤꑠꋀꇬꀋꊪ，ꀱꌊꋀꇱꌌꇯ

ꅝꌠꌤꃅꄉ，ꄷꀋꁧꋀꊇꇬꌥꀋꄐ。

ꑞꃅꆏ，ꊿꌃꎔꒌꐊꈧꌠꀉꄂꌤꑠꋀ

ꌧꈴꄎ。15ꊿꌃꎔꒌꐊꌠꆹꌤꑞꑌꋌ

ꌧꈴꄎ，ꄚ，ꊿꋌꌥꈴꄎꂷꀋꐥ。

16ꈀꄸꂷꌋꉌꃀꋌꅉꐚꄉꌋꏭꉙꂘ

ꄎ？ꄚ，ꉪꊇꆹꏢꄖꉌꃀꑌꀐꌠꉬ。 

恩赐给我们的事。13并且我们讲
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
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
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
的事（或作“将属灵的事讲与属灵的

人”）。14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
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
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
事惟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15属
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
人能看透了他。16谁曾知道主的
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
督的心了。 

 

ꏃꃅꌋꌤꃅꐋꀨ 神的同工 

3 ꃺꑌꊈꀋ！ꉢꋌꃀꆍꏭꅇꉉꌠ

ꆹ，ꆍꊇꉢꌌꊿꌃꎔꒌꐊꌠꃅꀋ 3 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
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 

ꉜꃅ，ꌌꊿꋧꃅꋋꂷꃤ（ꅀ“ꇭꀧꎸꃤ”ꄷ

ꑌꍑ）ꃅꀉꄂꉜ，ꌌꏢꄖꈐꏭꀉꑳꌺꃅꉜ

ꌠꉬ。2ꉢꄻꆍꍈꌠꆹꋠꅍꀉꇨꀉꏦ

ꌠꀋꉬꃅ，ꑍꐎꄻꆍꄐꌠꉬ。ꀊꋨꄮ

ꇬ，ꆍꋙꋠꀋꄐ，ꆍꊇꀃꑍꋋꄮꑌꋠꀋ

ꄐꑴꌦ。3ꆍꊇꆹꄡꇗꇭꀧꎸꃤꉬꑴ

ꌦ，ꑞꃅꆏ，ꆍꊇꈬꄔꇬꉌꈻꃴꆅ

ꌠ、ꐮꋦꐮꑣꌠꐥ，ꑠꆹꆍꊇꄡꇗꇭ

ꀧꎸꃤꉬꄉꋧꃅꋋꂷꊿꐛꐪꇬꉜꄉꃅ

ꌠꀋꉬꅀ？4ꋋꂷꆏ：“ꉡꆹꀧꇊꊂꈹ

ꌠ”ꄷ，ꀊꋨꂷꆏ：“ꉡꆹꑸꀧꇊꊂ

ꈹꌠ”ꄷ，ꋍꑠꆍꊇꆹꋧꃅꋋꂷꊿꌋ

ꆀꐯꌟꌠꀋꉬꅀ？ 

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
在基督里为婴孩的。2我是用奶
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
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
不能。3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
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
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
的样子行吗？4有说：“我是属保
罗的；”有说：“我是属亚波罗
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
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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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ꑸꀧꇊꑞꂷꌗ？ꀧꇊꑞꂷꌗ？ꋀ

ꊇꆹꏲꌋꃅꊿꈨꀋꆆ，ꋀꊇꆹꌋꄻꋀ

ꂱꑱꈁꁵꌠꇬꈴꄉ，ꆍꏁꌌꌋꑇꎻ

ꌠ。6ꉡꆹꊪꏽꌠ，ꑸꀧꇊꆹꒈꎭꌠ，

ꄚ，ꋚꁧꁳꒆꎻꌠꆏꏃꃅꌋꉬ。7ꑠ

ꅹ，ꊪꏽꌠꌋꆀꒈꎭꌠꆹꊵꑵꀋꌗ，ꀋ

ꉬꀋꉆꌠꆏꋚꁧꒉꁧꁳꒆꎻꌠꏃꃅꌋ

ꉬ。8ꊪꏽꌠꌋꆀꒈꎭꌠꆹꐯꌟ；ꄚ，

ꊁꇁꋍꑍꆏ，ꊾꂷꇬꈀꐥꌠꃅꂱꑱꊨ

ꏦꃄꄟꇬꉜꄉꊨꏦꈁꁠꊌ。9ꑞꃅ

ꆏ，ꉪꊇꆹꏃꃅꌋꀕꆀꐯꇯꌤꃅꌠꉬ；

ꆍꊇꆹꏃꃅꌋꊪꏽꄉꌠꃄꅉꉬ，ꏃꃅ

ꌋꋈꄻꄉꌠꑳꇤꉬ。 

5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
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
他们各人的，引导你们相信。
6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惟
有神叫他生长。7可见栽种的算
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
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8栽
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
将来各人要照自己的工夫得自
己的赏赐。9因为我们是与神同
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
地，所建造的房屋。 

10ꉡꆹꏃꃅꌋꄻꉢꁳꌠꑆꊋꇬꈴ

ꄉ，ꀑꁮꌠꑲꋉꇎꇷꌟꒉꂷꌟꃅ，ꑲ

ꅉꌆꄉꇈ，ꌞꊿꁳꑲꅉꋋꂷꇬꄉꑲꋉ

ꎻ；ꄚ，ꈀꄸꂷꑌꈍꃅꑲꅉꋋꂷꇬꄉ

ꑲꋉꌠꋓꉪꁨꌶ。11ꑞꃅꆏ，ꑲꅉꌆ

ꄉꀐꂶꌠꆹꑳꌠꏢꄖꉬ，ꑲꅉꋋꂷꀉ

ꄂꑲꆏ，ꊿꑲꅉꀉꁁꌆꄎꌠꀋꐥ。

12ꀋꄸꄷ，ꊿ꒰、ꐎ、ꇓꁌꇐꈤ

ꌠ、ꌩ、ꁬ、ꋙꏜꑠꌌꑲꅉꋋꂷꇬ

ꄉꑲꋉꌠꐥꇬꆹ，13ꊿꈀꄸꂷꃅꐨꇇꊂ

ꈍꃅꐙꌠꆹꀋꎪꃅꅔꁖꇁ，ꀞꇽꀊꋨ

ꄹꉇꆏ，ꇇꊂꈍꃅꐙꌠꄇꇖꀕꇁꌠꉬ；

ꑞꃅꆏ，ꃆꄔꇬꈴꄉ，ꃆꄔꆹꈀꄸꇇꊂ

ꈍꃅꐙꌠꎖꉚꇁ。14ꀋꄸꄷ，ꅉꃀꀊ

ꋨꂷꇬꄉꊿꋈꄻꄉꌠꃅꐨꇇꊂꇫꋦꄎ

ꑲꆏ，ꊿꋋꂷꆹꈁꁠꊌꀐ。15ꀋꄸ

ꄷ，ꊿꃅꐨꇇꊂꃆꄔꇱꐗꇫꎭꑲꆏ，

ꋋꆹꐓꐷꀐ，ꋍꊨꏦꑴꅉꆹꈭꋏꊌ；ꈭ

10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
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
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
各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
11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
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
根基。12若有人用金、银、宝
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
造，13各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
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
火发现；这火要试验各人的工
程怎样。14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
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
赐。15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
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
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
样。16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
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17若有人



ꇬꆀꄏꄯꒉꂴꁬꌠ  4 517 哥林多前书  4 

 

ꋏꊌꑴꇬ，ꋋꆹꃆꄔꈬꇬꈴꇁꂷꌡ。

16ꆍꊇꆹꏃꃅꌋꑷꂿꉬ，ꏃꃅꌋꒌꆍꄸ

ꈐꇬꀀ，ꋍꑠꆍꋋꅉꀋꐚꅀ？17ꈀꄸꂷ

ꏃꃅꌋꑷꂿꋌꀜꐆꇫꎭꆏ，ꈀꄸꂷꀋ

ꎪꃅꏃꃅꌋꇱꀜꐆꇫꎭ；ꑞꃅꆏ，ꏃꃅ

ꌋꑷꂿꆹꌃꎔꌠꉬ，ꏃꃅꌋꑷꂿꋋꂷ

ꆹꆍꊇꉬ。 

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
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
就是你们。 

18ꊿꊨꏦꈱꊨꏦꊏꀋꉆ。ꀋꄸ

ꄷ，ꆍꊇꈬꄔꊿꋧꃅꋋꂷꇬꄉꊨꏦꌧ

ꅍꂿꅍꐥꑴꉂꃅꉪꌠꐥꑲꆏ；ꊿꁦꇰ

ꂷꄻ，ꑠꃅꇬꆹ，ꊿꌧꅍꂿꅍꐤꂷꐛꇬ

ꌬꀋꄿ。19ꑞꃅꆏ，ꋧꃅꋋꂷꊿꌧꅍ

ꂿꅍꑠ，ꏃꃅꌋꉜꇬꆹꁦꇰꌠꉬ。ꑠꆹ

ꁱꏂꀨꇬꄀꄉꌠꌋꆀꐯꌟ： 

18人不可自欺。你们中间若
有人在这世界自以为有智慧，
倒不如变作愚拙，好成为有智
慧的。19因这世界的智慧，在神
看是愚拙。如经上记着说： 

“ꌋꊿꌧꅍꂿꅍꐥꌠꁳꉔꋍꊨꏦ

ꏂꇫꏡꁈꇬꃹꎻ”ꄷ。 
20ꉈꑴ： 
“ꊿꌧꅍꂿꅍꐥꌠꉪꐨꆹꀈꈥꀕ

ꌠꑠꌋꅉꐚ”ꄷ。 

“主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
诡计。” 

20又说： 

“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是虚妄
的。” 

21ꈀꄸꉬꄿꂿ，ꊿꌌꋍꈌꒉꅍꃅꀋꉆ，

ꑞꃅꆏ，ꐥꇐꈀꐥꌠꃅꆍꊇꃤꉬ。

22ꀧꇊ、ꑸꀧꇊꅀꏢꃔꉬꄿꂿ，ꋧꃅ

ꋋꂷꉬꄿꂿ，ꐥꌠꉬꄿꂿ，ꌦꌠꉬꄿ

ꂿ，ꀋꃅꋋꇅꌤꉬꄿꂿ，ꊁꇁꋍꑍꌤꉬ

ꄿꂿ，ꐯꇯꆍꊇꃤꉬꌐ。23ꄷꀋꁧ，

ꆍꊇꆹꏢꄖꃤꉬ；ꏢꄖꆹꏃꃅꌋꃤ

ꉬ。 

21所以无论谁，都不可拿人夸
口，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22或
保罗，或亚波罗，或矶法，或
世界，或生，或死，或现今的
事，或将来的事，全是你们
的；23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基
督又是属神的。 

 

ꁆꄻꊩꌺꃅꅍ 使徒的事工 

4 ꊾꆹꉪꊇꋀꌌꏢꄖꁏꐚꃅꉜ，ꌌ

ꏃꃅꌋꌧꊋꂾꊋꌠꂁꌤꂱꈈꃅꉜ 4 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
事，为神奥秘事的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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ꄡꑟ。2ꂱꈈꄻꌠꆹ，ꀋꉬꀋꉆꌠꆏ，

ꋌꀋꎪꀋꎙꌶ。3ꉢꆍꇱꌌꍆꇽꄿ

ꂿ，ꌞꊿꇱꌌꍆꇽꄿꂿ，ꉡꆹꋍꑠꐯꇯ

ꉢꌌꌤꀄꊭꐯꀄꊭꌠꃅꄉ。ꉢꉠꊨ

ꏦꏭꇯꍆꀋꇽ。4ꉢꉜꇬꉠꊨꏦꑽꅍ

ꀋꐥꑴꇬ，ꄚ，ꉡꆹꋋꒉꄸꃅꑖꉬꐛꉆ

ꌠꀋꉬ，ꉡꀞꇽꌠꆹꌋꉬ。5ꑠꅹ，ꄮ

ꈉꑟꀋꇁꌦꂾ，ꑞꑌꄡꍆꄡꇽꃅꌋꀉ

ꄂꇁꉚ，ꋋꆹꂁꁿꆈꏸꏷꅉꇬꊐꄉꌠ

ꋌꁨꁤꇅꀕꇈ，ꃰꊿꉌꃀꑞꉪꌠꋌꀖ

ꄇꇖꀕꌐ。ꀊꋨꄮꇬꆏ，ꈀꄸꑌꀮꄑ

ꅇꏃꃅꌋꄷꄉꋀꊌꌠꉬ。 

2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
心。3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
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
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4我虽不
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
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
主。5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
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
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
念。那时，各人要从神那里得
着称赞。 

6ꃺꑌꊈꀋ！ꉡꆹꆍꊇꒉꄸꃅ，ꌤ

ꋋꈨꌌꉠꊨꏦꌋꆀꑸꀧꇊꌡꉚꄉ，ꆍ

ꏭꆍꊇꉪꇇꄧꈴꄉꌷꇬ，ꁱꌃꎔꏂꀨ

ꇬꄀꄉꌠꄩꐂꀋꉆꄷꌠ，ꑠꀋꉬꑲꆏ，

ꆍꊇꆺꒉꄇꒉ，ꋋꂷꉜꒉ，ꀊꋨꂷꉜꄸ

ꃅꐙꇁꂵ。7ꆏꋌꄻꌞꊿꌋꆀꐯꀋꌡ

ꃅꄉꂶꌠꈀꄸꉬ？ꆏꈁꁨꌠꑞꑵꄻꆎ

ꇖꄉꌠꀋꉬ？ꄻꆎꇖꄉꌠꉬꑲꆏ，ꆏꑞ

ꃅꀋꇊꆏꄻꆎꇖꄉꌠꀋꉬꌠꌟꃅꊨꏦ

ꑴꅉꍗ？8ꆍꊇꆹꀋꃅꊨꏦꈁꈉꈀꄻꅍ

ꃅꆍꁨꀐ，ꌣꈚꀐ，ꉪꊇꆍꇇꀤꄻꀋ

ꅐꃅꆍꊇꆹꃰꃅꄻꀐ。ꉡꆹꆍꇯꍝꃅ

ꃰꃅꄺꑟꉂ！ꑠꉬꑲꆏ，ꉪꑌꆍꈽꄉꃰ

ꃅꄻꉆꀐ。9ꑞꃅꆏ，ꉢꉜꇬ，ꏃꃅꌋ

ꆹꉪꊇꁆꄻꊩꌺꋋꈨꑓꀠꀕꃅꋌꄻꄽ

ꂫꄀꄉ，ꀋꇊꆏꊾꇬꊿꌌꌦꃤꀞꇽꄉ

ꀐꈨꌡ；ꑞꃅꆏ，ꉪꊇꆹꒊꅍꈩꅍꐛ

ꄉ，ꄻꉬꉎꊩꌺꌋꆀꐧꇁꃰꊿꁳꉜ

ꎻ。10ꏢꄖꒉꄸꃅ，ꉪꊇꊿꁦꇰꌠꐛ

6弟兄们，我为你们的缘
故，拿这些事转比自己和亚波
罗，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
圣经所记，免得你们自高自
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个。7使
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
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
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
的呢？8你们已经饱足了，已经
丰富了，不用我们，自己就作
王了。我愿意你们果真作王，
叫我们也得与你们一同作王。
9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末
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
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
使观看。10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
是愚拙的，你们在基督里倒是
聪明的；我们软弱，你们倒强
壮；你们有荣耀，我们倒被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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ꀐ，ꄚ，ꏢꄖꈐꏭꆏ，ꆍꊇꄈꀑꁮꌠ

ꐛ；ꉪꊇꆹꊋꁧ，ꆍꊇꆹꀱꌊꇷꄙ；ꆍꊇ

ꆹꊿꆍꁌꒉ，ꉪꊇꆹꊿꉪꉚꄸ。11ꅑ

ꆍꀃꑍꋋꄮꑟꌠ，ꉪꊇꄡꇗꂮꑌꂮ

ꐚ，ꒈꑌꒉꌤ；ꇭꀧꑌꅩꀧꍓ，ꊿꇱꌌ

ꅥꄁ，ꑳꀋꁨꇤꀋꁨ。12ꄷꀋꁧ，ꉪ

ꊇꆹꎭꇁꅧꃅꊨꏦꇇꌌꑘꃅꃤꑽ；ꉪ

ꊇꊿꌌꍃꏽ，ꄚ，ꉪꊇꆏꀱꌊꋬꂻꄻ

ꋀꁳ；ꉪꊇꊿꌌꆼꍅꆹꆋ，ꄚ，ꉪꊇꆏ

ꋰꃅꋰꄉꐥ。13ꉪꊇꊿꇱꌌꍍꋉꄸꄀ

ꄮꇬ，ꉪꊇꆏꀱꌊꅇꂄꉐꂂꌌꋀꏭ

ꉉ。ꅑꅸꀃꑍꋋꄮꑟꇬ，ꉪꊇꋀꉜꌊ

ꋧꃅꇬꀋꎴꀋꈻꌠꃅꄉ，ꐥꇐꈬꇬꀉ

ꀜꀊꇁꈨꃅꄉ。 

视。11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
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
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12并且
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骂，
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
就忍受；13被人毁谤，我们就善
劝。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
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
滓。 

14ꉢꅇꂷꋋꈨꁱꌠꆹ，ꆍꁳꎲꄏꑊ

ꏦꎻꌠꀋꉬꃅ，ꆍꊇꉢꌌꉠꉂꇁꅉꌠ

ꀉꑳꃅꉜꄉꆍꏭꅇꈪꊐꌠ。15ꆍꊇꏢ

ꄖꌷꌠ，ꆍꂘꃀꆹꋍꃪꐥꑴꇬ，ꆍꀉꄉ

ꄻꌠꆹꀉꑌꃅꀋꐥ，ꉡꆹꏢꄖꑳꌠꈐꏭ

ꄉꌒꅇꐛꅹꃅꆍꒆ。16ꑠꅹ，ꉢꆍꊇ

ꏯꉢꉚꄉꌷꄷꇖꂟ。17ꑠꃅꄉ，ꄜꂿ

ꄠꉢꊪꆍꄷꆹꌠꉬ。ꌋꈐꏭꃅꄉꇬ，

ꋋꆹꀋꎪꀋꎙꌠ、ꉢꇫꉂꌠꉠꌺꉬ；

ꋌꀋꎪꃅꆍꏭꌗꋏꄉ，ꉢꏢꄖꑳꌠꈐ

ꏭꄉꈍꃅꌤꃅ，ꑇꊿꏓꉻꈧꌠꇬꄉꈍ

ꃅꊾꉙꂘꌠꑠꆍꇫꎺꄅꌠꉬ。18ꊿꋍ

ꈨꋋꈨꆺꒉꄇꒉ，ꋀꉂꆏꉢꆍꄷꀋꆹ

ꎼꈀ；19ꄚ，ꀋꄸꄷꌋꉬꅲꑲꆏ，ꉢꀋ

ꎪꃅꀊꉗꀋꐛꃅꆍꄷꑟꇁꌠꉬ；ꄷꀋ

ꁧ，ꉢꈀꅉꐚꌠꆹ，ꊿꆺꒉꄇꒉꀊꋨꈨ

ꅇꂷꀋꉬꃅ，ꋀꌅꈌꊋꃤꉬ。20ꑞꃅ

14我写这话，不是叫你们羞
愧，乃是警戒你们，好像我所
亲爱的儿女一样。15你们学基督
的，师傅虽有一万，为父的却
是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
福音生了你们；16所以，我求你
们效法我。17因此我已打发提摩
太到你们那里去。他在主里
面，是我所亲爱、有忠心的儿
子；他必提醒你们，记念我在
基督里怎样行事，在各处各教
会中怎样教导人。18有些人自高
自大，以为我不到你们那里
去；19然而主若许我，我必快到
你们那里去；并且我所要知道
的，不是那些自高自大之人的
言语，乃是他们的权能。20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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ꆏ，ꏃꃅꌋꃰꃅꇩꆹꅇꂷꇬꅑꀋꎍꃅ

ꌅꈌꊋꃤꇬꅑꎍ。21ꆍꊇꈍꃅꏾ？ꉢ

ꁳꅥꅍꄯꁯꌌꆍꄷꆹꄈꍑꅀ，ꉢꁳꉂ

ꑭꑌꇈꑖꈈꀕꃅꆍꄷꆹꄈꍑ？ 

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权
能。21你们愿意怎么样呢？是愿
意我带着刑杖到你们那里去
呢？还是要我存慈爱温柔的心
呢？ 

 

ꎼꃅꃏꑽꌠꌤꀞꇽ 审判淫乱的事 

5 ꆍꊇꈬꄔꎼꃅꃏꑽꌠꐥꄷꉢꈨ

ꇁ，ꑠꃅꎼꃅꃏꑽꌠꆹꉇꉻꊿꈬ 5 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
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 

ꇬꇯꆎꑠꇬꀋꐥ，ꉢꈨꇬ，ꊿꋍꀉꄉꑮ

ꃀꀊꏀꂶꌠꋌꏃꇬꀀꌠꐥꄷ。2ꆍꊇ

ꆺꇯꆺꒉꄇꒉꑴꌦ，ꆍꊇꐒꆅꏽꄉ，

ꆍꈬꄔꄉꊿꌤꑠꃅꋋꂷꈹꇫꎭꀋꋭ

ꅀ？3ꉢꇭꀧꆹꆍꈽꀋꐥꑴꇬ，ꄚ，ꉠꉌ

ꂵꆹꆍꄷꎍ；ꉡꆹꉢꆍꈽꐥꌠꌟꃅ，ꊿ

ꌤꋌꑵꃅꂶꌠꉢꌌꍆꇽꀐ。4ꆍꊇꐯ

ꏑꄮꇬꑌ，ꉠꉌꃀꆍꈽꐥꌠꉬ，ꆍꊇꉪ

ꌋꑳꌠꂓꌗꄜꄉ，ꉪꌋꑳꌠꌅꈌꊋꃤ

ꌌꌬꄉꇈ，5ꊿꋍꃅꐙꑠꏮꌑꄉꁵ，ꑠ

ꃅꄉ，ꋍꇭꀧꂶꌠꁳꀜꐡꎻ，ꋍꒌꆠ

ꂶꌠꁳꌋꑳꌠꃅꑍꄹꉇꌠꆏꈭꋏꊌꉆ

ꎻ。 

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
母。2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
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
间赶出去。3我身子虽不在你们
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
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
了行这事的人。4就是你们聚会
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
们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
稣的权能，5要把这样的人交给
撒但，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
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
救。 

6ꆍꊇꑠꃅꊨꏦꑴꅉꍗꇬꆹꉾꌠꀋ

ꉬ。ꃔꋌꀁꑌꑍꇯꎭꅫꋋꂷꃅꋌꃔꀉ

ꒉꄎꌠꆍꋋꅉꀋꐚꅀ？7ꆍꊇꆹꃔꋌꀋ

ꇱꌠꎭꂾꉬꑲꆏ，ꃔꋌꀉꆹꈧꌠꌩꎳ

ꇫꎭꄡꑟ，ꑠꃅꇬꆹ，ꆍꊇꆹꎭꅫꀊꏀ

ꂷꐛꌠꉬ；ꑞꃅꆏ，ꏢꄖꆹꐂꈴꎺꄅꋩ

ꑍꑾꌺꂶꌠꐛꄉ，ꊿꇱꌉꌌꆦꑝꀐ。

8ꑠꅹ，ꋩꑍꋨꏦꇬ，ꉪꊇꃔꋌꀉꆹꌠꌬ

ꀋꉆ，ꃔꋌꀋꂄꆈꒉꀕꌠ、ꄷꅠꌠꑠ

ꑌꌬꀋꉆ，ꉪꊇꆹꀋꎪꀋꑴꌠ、ꃶꐚ

6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
不知一点面酵能使全团发起来
吗？7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应当
把旧酵除净，好使你们成为新
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
督已经被杀献祭了。8所以，我
们守这节不可用旧酵，也不可
用恶毒（或作“阴毒”）、邪恶的酵，
只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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ꌠꃔꋌꀋꇱꌠꎭꃪꀉꄂꋠꉆ。 
9ꉢꄯꒉꋌꃀꁱꆍꁳꁬꌠꇬꄉ，ꆍ

ꏭꊿꎼꃅꃏꑽꌠꑠꌋꆀꐮꑌꐯꑲꀋꉆ

ꄷꉉꋺꀐ。10ꉡꆹꋧꃅꋋꂷꇬꃰꊿꉬ

ꇮꃅꎼꃅꃏꑽꌠ、ꎆꇢꋚꇢꌠ、ꊾ

ꊏꊾꋠꌠꅀꌩꁱꇓꁱꏭꀍꃈꄚꑠꉬꌐ

ꄷꌠꀋꄜ。ꀋꄸꄷꑠꃅꐙꌠꉬꑲꆏ，

ꆍꊇꆹꋧꃅꋋꂷꇬꀋꐞꀋꉆꀐ。11ꉢ

ꀋꃅꄯꒉꁱꆍꊇꁵꄉꉉꆍꇰ，ꊿꀂꃺ

ꑌꉬꄷꑲꆀ，ꀱꌊꎼꃅꃏꑽ、ꎆꇢꋚ

ꇢ、ꌩꁱꇓꁱꏭꀍꃈꄚ、ꌞꊂꍍꋉ

ꄸꄀ、ꎧꅝꎧꑱ、ꊾꊏꊾꋠꌠꑠꐥ

ꑲꆏ，ꆍꊇꆹꊿꑠꃅꐙꌠꌋꆀꐮꑌꐯ

ꑲꀋꉆ，ꋀꈽꄉꋙꋠꇬꂯꀋꉆ。 

9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
可与淫乱的人相交。10此话不是
指这世上一概行淫乱的，或贪
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
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
方可。11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
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
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
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
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
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 

12ꑞꃅꆏ，ꊿꑇꊿꏓꉻꀋꐊꌠꏭ

ꀞꇽꌠꆹꉠꉈꁒꅍꑞꂷꐥ？ꑇꊿꏓꉻ

ꈐꏭꊿꈧꌠꆹꆍꇫꀞꇽꌠꀋꉬꅀ？13ꉈ

ꏭꊿꆹꏃꃅꌋꋀꏭꀞꇽꇀꅉꈫ。ꊿ

ꄷꅠꀊꋨꂷꆹꆍꈬꄔꄉꈹꉈꏭꎭꄡ

ꑟ。 

12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
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
的吗？13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他
们。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
中间赶出去。 

 

ꊿꌋꀋꑇꌠꂾꄉꐮꊂꅇꎹ 在不信主人前告状 

6 ꆍꊇꈬꄔꇬꌤꆿꐯꀥꌠꑠꐥꇬ，

ꆍꊇꑞꃅꌌꊿꀋꑗꀋꉬꌠꂾꄉ 6 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
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 

ꋀꁳꊨꇽꎻꀬ？ꆍꊇꑞꐛꅹꃅꌌꌃꎔ

ꌺꂾꄉꋀꁳꊨꇽꀋꎽꌠꉬ？2ꌃꎔꌺꆹ

ꋧꃅꀞꇽꌠꆍꋋꅉꀋꐚꅀ？ꋧꃅꆹꆍ

ꌌꀞꇽꌠꉬꑲꆏ，ꆍꌤꆿꀄꊭꇊꀄꊭ

ꑠꍈꇯꆏꀞꇽꀋꋭꅀ？3ꋋꐥꍂꌤꆿꄷ

ꀋꁧ，ꊁꇁꋍꑍꆏ，ꉪꊇꉬꉎꊩꌺꇬꇯ

ꀞꇽꌠꆍꋋꅉꀋꐚꅀ？4ꑠꉬꑲꆏ，ꀋ

ꄸꄷ，ꋋꐥꍂꌤꆿꀞꇽꄡꑟꌠꐥꇬ，

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呢？2岂不知
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世界为
你们所审判，难道你们不配审
判这最小的事吗？3岂不知我们
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
呢？4既是这样，你们若有今生
的事当审判，是派教会所轻看
的人审判吗？5我说这话是要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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ꊿꑇꊿꏓꉻꇬꉚꄸꈧꌠꆍꇱꁆꌌꑠꀞ

ꇽꎻꅀ？5ꉢꑠꃅꉉꌠꆹ，ꆍꁳꎲꄏꑊ

ꏦꎻꂿꄷꌠ。ꆍꊇꈬꄔꊿꌧꅍꂿꅍ

ꐥꄉ，ꃺꑌꇢꊭꊨꇽꄎꑠꂷꑌꀋꐥꀐ

ꅀ？6ꄚ，ꆍꊇꆏꃺꑌꃺꑌꐮꊂꅇꎹꅷ

ꊿꌋꀋꑇꌠꂾꑟ。7ꆍꊇꐮꊂꅇꎹꌠ

ꆹ，ꆹꑽꐯꆹꑽꀐꌠꉬ。ꆍꊇꑞꃅꊿ

ꁳꆍꉙꉗꎻꀋꏾ？ꆍꊇꑞꃅꊨꏦꊿꁳ

ꊏꎻꀋꏾ？8ꆍꀱꌊꊾꉙꉗ，ꊾꊏ，ꄷ

ꀋꁧ，ꆍꇫꉙꉗ、ꇫꊏꌠꆹꆍꃺꑌ

ꉬ。 

你们羞耻。难道你们中间没有
一个智慧人，能审断弟兄们的
事吗？6你们竟是弟兄与弟兄告
状，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
前。7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
你们的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
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
呢？8你们倒是欺压人、亏负
人，况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
是弟兄。 

9ꊿꀋꑗꀋꉬꌠꏃꃅꌋꉬꉎꇩꊪ

ꊊꀋꉆꌠꑠꆍꋋꅉꀋꐚꅀ？ꊨꏦꈱꊨ

ꏦꄡꊏ！ꎼꃅꃏꑽꌠꉬꄿꂿ、ꌩꁱꇓ

ꁱꏭꀍꃈꄚꌠꉬꄿꂿ、ꌞꃆꍯꒆꍯ

ꌠꉬꄿꂿ、ꁦꋠꋌꎷꌠꁦꋠꉬꄿ

ꂿ、ꁦꋠꁦꋠꎹꌠꉬꄿꂿ、10ꊾꈐ

ꊾꈱꌠꉬꄿꂿ、ꎆꇢꋚꇢꌠꉬꄿ

ꂿ、ꎧꑱꌠꉬꄿꂿ、ꌞꏯꅇꄸꉉꌠ

ꌋꆀꊾꊏꊾꋠꌠꉬꄿꂿ，ꋀꊇꐯꇯꏃ

ꃅꌋꇩꋀꋋꊪꊊꀋꄐ。11ꆍꊇꈬꄔꊿ

ꋍꈨꋋꈨꆹꋌꃀꑠꃅꐙ；ꄚ，ꀋꃉꆏꆍ

ꊇꆹꌋꑳꌠꏢꄖꂓꄜꄉꇈꉪꏃꃅꌋꒌ

ꇇꄧꈴꄉꒈꋌꌊꁦꎴ、ꌃꇁꎔꐛ、

ꑖꉬꐛꀐ。 

9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
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
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
的、作娈童的、亲男色的、10偷
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
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
国。11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
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
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
经洗净、成圣、称义了。 

 

ꇭꀧꇬꄉꀑꒉꑊꒉꄻꏃꃅꌋꄀ 在身子上荣耀神 
12ꉢꌤꑞꑵꑌꃅꉆ，ꄚ，ꌤꑞꑌꈲ

ꏣꐥꌠꀋꉬ。ꉢꌤꑞꑵꑌꃅꉆ，ꄚ，

ꌤꑞꑵꉬꄿꂿ，ꉢꋌꁳꉡꐒꈄꀋꎽ。

13ꋠꇐꆹꀃꃀꎁꃅꌠ，ꀃꃀꑌꋠꇐꎁꃅ

ꌠ，ꄚ，ꏃꃅꌋꆹꋋꑍꑵꁳꀜꅐꎻ。

12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
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
哪一件，我总不受它的辖制。
13食物是为肚腹；肚腹是为食
物；但神要叫这两样都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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ꉪꇭꀧꆹꌌꎼꃅꃏꑽꂿꄷꌠꀋꉬꃅ，ꌌ

ꌋꎁꃅꌠ；ꌊꑌꉪꇭꀧꎁꃅꌠ。14ꄷ

ꀋꁧ，ꏃꃅꌋꆹꌋꁳꀱꐥꇁꎻꀐ，ꋌꋍ

ꊋꃤꌊꉪꁳꑌꀱꐥꇁꎻ。15ꆍꇭꀧꆹ

ꑳꌠꇭꀧꇖꌋꉬꌠꑠꆍꋋꅉꀋꐚꅀ？

ꉢꏢꄖꇭꀧꇖꌋꌌꎲꃶꃆꅿꇭꀧꇖꌋ

ꃅꄉꉆꑴꅀ？ꈍꃅꑌꀋꉆ！16ꆍꊇꈀꄸ

ꂷꎲꃶꃆꅿꌋꆀꐯꏑꆏ，ꈀꄸꂷꎲꃶ

ꃆꅿꂶꌠꌋꆀꇭꀧꋍꂷꐛꀐꌠꑠꆍꋋ

ꅉꀋꐚꅀ？ꑞꃅꆏ，ꌋꄹꇬ：“ꊿꑍ

ꂷꌠꏓꇁꇭꀧꋍꂷꐛ”ꄷ。17ꄚ，ꊿ

ꌊꌋꆀꐯꏑꌠꆏ，ꌊꌋꆀꒌꋍꂷꐛ。

18ꆍꊇꆹꎼꃅꃏꑽꌠꂾꁈꌶ。ꊿꈀꐆ

ꌠꆹ，ꑞꑽꃤꉬꄿꂿ，ꐯꇯꋍꇭꀧꉈꏭ

ꎍꌐ；ꎼꃅꃏꑽꌠꀉꄂ，ꑽꃤꊨꏦꇭ

ꀧꇬꎍꌠꉬ。19ꆍꊨꏦꇭꀧꆹꌃꎔꒌ

ꑷꂿꉬꌠꑠꆍꇫꅉꀋꐚꅀ？ꆍꄸꈐꀀ

ꌠꌃꎔꒌꆹꏃꃅꌋꄷꄉꇁꌠꉬ；ꆍꊇꆹ

ꊨꏦꃤꀋꉬ，20ꆍꊇꆹꏃꃅꌋꁌꏤꈀꇨ

ꀕꌠꌌꃼꌊꇁꌠꉬꐛꅹ，ꆍꊇꆏꊨꏦ

ꇭꀧꇬꄉꀑꒉꑊꒉꌌꏃꃅꌋꄀ。 

身子不是为淫乱，乃是为主；
主也是为身子。14并且神已经叫
主复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
我们复活。15岂不知你们的身子
是基督的肢体吗？我可以将基
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
断乎不可！16岂不知与娼妓联合
的，便是与她成为一体吗？因
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
17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
一灵。18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
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
以外，惟有行淫的，是得罪自
己的身子。19岂不知你们的身子
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
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
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 
20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
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 

 

ꃝꐨꃆꂮ 婚姻的问题 

7 ꉉꅷꌤꆍꄯꒉꇬꈁꉉꈧꌠꑟꇬ

ꆏ，ꉢꉜꇬ，ꌺꃰꇁꌋꅪꀋꊫꇬꄈ 7 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我
说男不近女倒好。2但要免 

ꍑ。2ꄚ，ꌤꎼꃅꃏꑽꑠꇫꅐꂵꐛꅹ，

ꁦꋠꆹꊨꏦꑮꃀꁨꄡꑟ，ꌋꅪꑌꊨꏦ

ꌐꊈꐥꄡꑟ。3ꌐꊈꆏꑮꃀꏭꌐꊈꃅ

ꎁꃅ，ꑮꃀꑌꌐꊈꏭꑮꃀꃅꎁꃅ。4ꑮ

ꃀꆹꊨꏦꇭꀧꇬꌅꈌꀋꐥ，ꋍꇭꀧꆹꌐ

ꊈꌅ；ꌐꊈꑌꊨꏦꇭꀧꇬꌅꈌꀋꐥ，ꋍ

ꇭꀧꆹꑮꃀꌅ。5ꃆꒆꑋꐯꇯꉬꅲꄉ，

淫乱的事，男子当各有自己的
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
夫。3丈夫当用合宜之份待妻
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4妻
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
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
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5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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ꀂꉗꍈꑍꄷꐥꄉꉌꊢꃅꈼꂟꌠꀋꉬꑲ

ꆏ，ꋍꑊꐯꈇꇬꐯꄡꄙꄡꑣ；ꊁꆏꄡ

ꇗꋍꈜꀀꇀꌦ，ꑠꀋꉬꑲꆏ，ꆍꊇꊨꏦ

ꆍꋋꌅꀋꄐꃅ，ꌑꄉꆍꊏꅰꇁꂵ。6ꉢ

ꑠꃅꉉꌠꆹꈌꁧꆍꁳꌠ，ꆍꏭꅇꁵꌠꀋ

ꉬ。7ꉡꆹꊿꇬꈀꐥꌠꃅꉡꌋꆀꐯꌟ

ꑟꁈ。ꄚ，ꏃꃅꌋꄻꊿꁳꌠꑆꊋꈁꁠ

ꆹꐯꀋꌡ，ꋍꂷꆏꑠꃅꐙ，ꋍꂷꆏꀋꋪ

ꃅꐙ。 

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相情
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
方可；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
但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
们。6我说这话，原是准你们
的，不是命你们的。7我愿意众
人像我一样；只是各人领受神
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
那样。 

8ꉢꊿꑳꀋꋦꇤꀋꄂꑴꌦꌠꌋꆀ

ꃆꍸꃀꏭꉉꌠꅇꂷꆏ，ꋀꊇꄾꌦꋩꆏ

ꉢꌟꃅꀞꄂꃅꐥꄷ。9ꄚ，ꀋꄸꄷ，ꋀ

ꊨꏦꇭꀧꋀꋋꌅꀋꄐꑲꆏ，ꋀꊇꑲꋦ

ꇣꄂꄡꑟ，ꇬꇉꏾꅍꁨꐞꄑꑎꆹ，ꑲꋦ

ꇣꄂꄈꍑ。10ꊿꑲꋦꇣꄂꀐꈧꌠꆏ，

ꉢꋀꏭꉉ；ꇯꍝꃅꇬꆹꉢꉉꌠꀋꉬꃅ

ꌋꉉꌠꉬ，ꑮꃀꆹꌐꊈꄷꐞꁧꀋꉆ；

11ꀋꄸꄷ，ꐞꁧꑲꆏ，ꉈꑴꌞꄹꐛꀋ

ꉆ，ꀋꉬꀐꇬꀱꌐꃶꂴꂶꌠꌋꆀꐮꄮ

ꇁ。ꌐꊈꑌꑮꃀꋌꇤꇫꎭꀋꉆ。12ꉢ

ꊿꀉꁁꈧꌠꏭꉉꌠꆏ，ꋋꆹꉢꉉꌠ，ꌋ

ꉉꌠꀋꉬ：ꀋꄸꄷ，ꃺꑌꈀꄸꂷꑮꃀ

ꌋꀋꑇꂷꐥ，ꋍꑮꃀꑌꋌꈽꄉꐥꏾꑲ

ꆏ，ꋋꆹꋍꑮꃀꂶꌠꇤꇫꎭꄡꀋꑟ。

13ꀋꄸꄷ，ꑮꃀꂷꌐꊈꌋꀋꑇꂷꐥ，ꋍ

ꌐꊈꑌꋌꈽꐥꏾꑲꆏ，ꋋꆹꋍꌐꊈꂶ

ꌠꇤꇫꎭꄡꀋꑟ。14ꑞꃅꆏ，ꌋꑇꌠ

ꑮꃀꐛꅹꃅꄉ，ꌋꀋꑇꌠꌐꊈꌃꇁꎔ

ꐛ；ꌋꑇꌠꌐꊈꐛꅹꃅꄉ，ꌋꀋꑇꌠꑮ

ꃀꌃꇁꎔꐛ。ꑠꀋꉬꑲꆏ，ꆍꀉꑳꆹ

ꁧꀋꎴ，ꄚ，ꀋꃉꋀꊇꆹꌃꎔꌠꉬ

8我对着没有嫁娶的和寡妇
说，若他们常像我就好。9倘若
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
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
妙。10至于那已经嫁娶的，我吩
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
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
夫；11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
或是仍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
可离弃妻子。12我对其余的人
说，不是主说，倘若某弟兄有
不信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
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13妻
子有不信的丈夫，丈夫也情愿
和她同住，她就不要离弃丈
夫。14因为不信的丈夫就因着妻
子成了圣洁；并且不信的妻子
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丈夫”原文

作“弟兄”）；不然，你们的儿女就
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
了。15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
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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ꀐ。15ꀋꄸꄷ，ꌋꀋꑇꂶꌠꀂꁧꄷꑲ

ꆏ，ꋌꁳꁧꎻ，ꌤꆿꋍꑠꆹꏢꄖꑇꌠꌺ

ꃰꌋꅪꈀꄸꑠꊝꄿꂿ，ꇫꏢꇬꇋꌋꀋ

ꌸ。ꏃꃅꌋꉪꇳꍝꌠꆹꉪꁳꐮꄮꎻꂿ

ꄷꌠ。16ꆍꑮꃀꄻꌠ，ꆏꅽꌐꊈꈭꋏ

ꄎꅀꀋꄐꌠꈍꃅꆏꅉꐚ？ꆍꌐꃶꄻ

ꌠ，ꆏꅽꑮꃀꈭꋏꄎꅀꀋꄐꌠꈍꃅꆏ

ꅉꐚ？ 

是姐妹，遇着这样的事，都不
必拘束。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
和睦。16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
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做
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
妻子呢？ 

 

ꌋꁸꊿꁳꌠꀑꇬ 主所分给的生命 
17ꊾꂷꇫꐥꌠ，ꏃꃅꌋꄻꋌꁳꌠ

ꌋꆀꏃꃅꌋꋋꇳꍝꌠꇬꀉꄂꈴꄉꃅ

ꌶ。ꉢꑇꊿꏓꉻꑞꂷꏭꑌꑠꃅꉉꌠ

ꉬ。18ꀋꄸꄷ，ꊾꂷꌐꍓꏦꃤꃅꄉꇳ

ꍝꌠꊌꑲꆏ，ꌐꍓꏦꃤꍞꇬꄡꎭ。ꀋ

ꄸꄷ，ꊾꂷꌐꍓꏦꃤꀋꃅꀕꇳꍝꌠꊌ

ꑲꆏ，ꌐꍓꏦꃤꄡꃅ。19ꌐꍓꏦꃤꃅ

ꀐꌠꆹꌗꅍꀋꐥ，ꌐꍓꏦꃤꀋꃅꌠꑌ

ꌗꅍꀋꐥ，ꀋꉬꀋꉆꌠꆏ，ꏃꃅꌋꏥꏦ

ꇬꍬ。20ꊾꂷꌋꋋꇳꍝꄮꇬꑞꉬꌠꆏ

ꌌꑞꃅꄉꇬꎷ。21ꀋꄸꄷ，ꆏꌋꆎꇳ

ꍝꄮꇬꆹꁏꐚꉬꑲꆏ，ꋋꒉꄸꃅꄡꐒ

ꄡꊀ。ꄚ，ꀋꄸꄷꆏꊨꏦꌄꇤꉆꑲ

ꆏ，ꊨꏦꌄꇤꄈꀊꅰꃅꉾ。22ꑞꃅ

ꆏ，ꌋꇫꇳꍝꄮꇬꁏꐚꉬꌠꆏ，ꌋꇱꋊ

ꃑꇫꎭꌠꉬ；ꌋꇫꇳꍝꄮꇬꊨꏦꌄꇤ

ꌠꆏ，ꋌꏢꄖꁏꐚꉬ。23ꆍꊇꆹꁌꏤ

ꈀꇨꀕꌠꌌꃼꌊꇁꌠꉬ，ꑠꅹ，ꆍꊇꃰ

ꊿꁏꐚꄡꄻ。24ꃺꑌꊈꀋ！ꏃꃅꌋꆍ

ꇳꍝꄮꇬꆍꑞꉬꌠꆏ，ꄡꇗꏃꃅꌋꂾ

ꄉꑞꃅꐏꄉꄡꑟ。 

17只要照主所分给各人的，
和神所召各人的而行。我吩咐
各教会都是这样。18有人已受割
礼蒙召呢，就不要废割礼。有
人未受割礼蒙召呢，就不要受
割礼。19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不
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只要守
神的诫命就是了。20各人蒙召的
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守住这
身份。21你是作奴仆蒙召的吗？
不要因此忧虑。若能以自由，
就求自由更好。22因为作奴仆蒙
召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
人；作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
基督的奴仆。23你们是重价买来
的，不要作人的奴仆。24弟兄
们，你们各人蒙召的时候是什
么身份，仍要在神面前守住这
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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ꑳꀋꋦꇤꀋꄂꌠꌋꆀꃆꍸꃀ 未婚和寡居 
25ꉉꅷꊿꑳꀋꋦꇤꀋꄂꑴꌦꈧꌠ

ꃆꂮꑟꇬꆏ，ꉢꏃꃅꌋꁵꅇꑠꀋꐥ。

ꄚ，ꉡꆹꌋꉡꉈꁒꄉꊿꀋꎪꀋꎙꂷꐛ

ꉆꑲꆏ，ꉢꉠꉪꐨꉉꆍꇰ。26ꀃꑍꋋ

ꄮꐤꊋꐛꅹ，ꉢꉜꇬ，ꊿꄾꌦꋩꆏꑍꃀ

ꑍꌡꃅꐥꄈꍑ。27ꀋꄸꄷ，ꆏꑮꃀꇱ

ꆼꒆꄉꀐꑲꆏ，ꑮꃀꇤꇫꎭꃅꑠꄡ

ꉪ。ꀋꄸꄷ，ꆏꑮꃀꇱꆼꒆꀋꄉꑲ

ꆏ，ꑮꃀꄡꎹ。28ꆏꑮꃀꒃꇬꆹ，ꑽꃤ

ꃅꌠꀋꉬ；ꑮꆜꂷꌞꄹꐛꁧꇬꑌꑽꃤ

ꐆꌠꀋꉬ；ꑠꃅꑴꇬ，ꊿꑲꋦꀐꈧꌠ

ꆏ，ꇭꀧꆹꀋꎪꃅꎬꅧ；ꄚ，ꉡꆹꆍꁳ

ꎬꅧꐨꋋꈨꀋꊝꎻꏾ。29ꃺꑌꊈꀋ！

ꉢꉉꆍꇰ，ꃅꑍꃅꉖꀊꉗꃅꀋꋒꀐ。

ꋌꊂꇈꉈꆏ，ꊿꑮꃀꁨꌠꆏ，ꑮꃀꀋꁨ

ꌠꌡꃅꐥ；30ꐒꉩꈧꌠꆏ，ꀋꐒꀋꉩꌠ

ꌡꃅꐥ，ꊿꐥꌒꈧꌠꆏ，ꐥꀋꌒꌠꌡꃅ

ꐥ；ꊿꋍꑞꋍꑵꃼꈧꌠꆏ，ꋍꑞꋍꑵ

ꈧꌠꋀꃤꀋꉬꌠꌡꃅꐥ；31ꊿꋧꃅꋋ

ꂷꇬꐥꇐꌬꈧꌠꆏ，ꐥꇐꀋꌬꌠꌡꃅ

ꐥ，ꑞꃅꆏ，ꋧꃅꋋꂷꐛꐪꆹꇫꈴꁧꂯ

ꄉꀐ。32ꉡꆹꆍꊇꁳꐒꅍꊀꅍꀋꐥꎻ

ꏾ，ꊿꑮꃀꀋꒃꌠꆏ，ꌋꎁꃅꌠꌤꀉ

ꄂꉈꇬꄉ，ꈍꃅꌋꁳꉌꇿꎻꌠꉪ。

33ꊿꑮꃀꒃꄉꀐꌠꆹ，ꋧꃅꌤꆿꉈꇬ，

ꉌꂵꇬꈍꃅꄉꑮꃀꁳꉌꇿꎻꃅꑠꉪ，

34ꋋꆹꉪꐨꀉꑌꇨ。ꀋꑮꑴꌦꌠꌋꆀ

ꁦꋠꅿꀋꋻꌠꆏ，ꌋꎁꃅꌠꌤꀉꄂꉈ

ꇬ，ꇭꀧ、ꒌꆠꁳꐯꇯꌃꎔꎻ；ꄚ，

ꌋꅪꑮꀐꌠꆏ，ꋧꃅꌤꇁꉈꇬ，ꉌꂵꇬ

25论到童身的人，我没有主
的命令，但我既蒙主怜恤能作
忠心的人，就把自己的意见告
诉你们。26因现今的艰难，据我
看来，人不如守住现状才好。
27你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脱
离；你没有妻子缠着呢，就不
要求妻子。28你若娶妻，并不是
犯罪；处女若出嫁，也不是犯
罪。然而这等人肉身必受苦
难；我却愿意你们免这苦难。
29弟兄们，我对你们说，时候减
少了。从此以后，那有妻子
的，要像没有妻子；30哀哭的，
要像不哀哭的；快乐的，要像
不快乐的；置买的，要像无有
所得；31用世物的，要像不用世
物；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
去了。32我愿你们无所挂虑。没
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
想怎样叫主喜悦；33娶了妻的，
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
妻子喜悦，34他分心了。没有丈
夫的妇人和处女是为主的事挂
虑，要身体、灵魂都圣洁；已
经出嫁的，是为世上的事挂
虑，想怎样叫丈夫喜悦。35我说
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不是要
束缚你们，乃是要叫你们行合
宜的事，得以殷勤服事主，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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ꑌꈍꃅꄉꌐꊈꁳꉌꇿꎻꃅꑠꉪ。35ꉡ

ꆹꆍꊇꈲꏣꃅꅇꂷꋋꈨꉉꌠ，ꆍꏭꏢ

ꇋꌠꀋꉬꃅ，ꆍꊇꁳꌤꎃꊒꌠꃅꎻꄉ，

ꉌꃀꅶꀋꉪꍯꀋꉪꃅꊋꇤꄉꌋꎁꃅꌤ

ꃅꎻꂿꄷꌠ。36ꀋꄸꄷ，ꊾꂷꊨꏦꑮ

ꃀꀋꑮꌦꂶꌠ（ꑝꇂꉙꇬꆏ“ꑮꃀꀋꑮꌦ”ꆹꌌ

“ꀋꃋ”ꄷꑌꍑ）ꏭꇇꋍꇇꑑꃅ，ꑮꃀꀋꑮ

ꌦꂶꌠꊨꏦꑌꈎꄜꇎꀐ，ꌤꑌꃅꄡꑟ

ꑲꆏ，ꋌꋍꉪꐨꇬꈴꄉꃅꇬꑌꑽꃤꐥ

ꌠꀋꌗ，ꋍꑊꁵꑲꋦꇣꄂꎻꄹꌶ。

37ꄚ，ꀋꄸꄷ，ꋌꉌꃀꏟꈯꀕꃅ，ꌤꀋ

ꃅꀋꉆꌠꑌꀋꐥ，ꄷꀋꁧ，ꊨꏦꉌꃀꊨ

ꏦꌅꄎꄉ，ꋌꀂꑮꃀꀋꑮꄷꏤꄉꑲ

ꆏ，ꋌꑠꃅꀕꇬꑌꍑ。38ꑠꃅꉜꎼꇁ

ꇬ，ꋌꑮꃀꀋꑮꌦꋋꂷꒃꇬꆹꊒꌠꉬ，

ꄚ，ꋌꑮꃀꀋꑮꌦꋋꂷꀋꒃꇬꄈꀊꅰ

ꃅꃪ。 

有分心的事。36若有人以为自己
待他的未婚妻不合宜，未婚妻
也过了年岁，事又当行，他就
可随意办理，不算有罪，叫二
人成亲就是了。37倘若人心里坚
定，没有不得已的事，并且由
得自己作主，心里又决定了不
娶未婚妻，如此行也好。38这样
看来，与未婚妻结婚是好，不
与她结婚是更好（“未婚妻”原文也可

作“女儿”）。 

39ꌐꊈꇫꐥꌦꋩꆏ，ꑮꃀꆹꌐꊈꇱ

ꏢꇋꄉꌠꉬ；ꀋꄸꄷ，ꌐꊈꌦꀐꑲꆏ，

ꑮꃀꆹꋍꄿꐨꃅꌞꄹꐛꉆ；ꋋꆏꌋꈐꏭ

ꁦꋠꂷꄷꐛꑲꆀꍑ。40ꄚ，ꉢꉜꇬꆹ，

ꋌꊨꏦꃅꐥꇬꄈꀊꅰꃅꌒꃤꊌ。ꉡ

ꑌꉢꏃꃅꌋꒌꇱꌵꄉꉌꐡꀐꉂꃅꉪ

ꀐ。 

39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
被约束的；丈夫若死了，妻子
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只是
要嫁这在主里面的人。40然而按
我的意见，若常守节更有福
气。我也想自己是被神的灵感
动了。 

 

ꋚꒉꌌꌩꁱꇓꁱꏭꆦꑝꌠꃆꂮ 祭偶像的食物 

8 ꉉꅷꋚꒉꌌꌩꁱꇓꁱꏭꆦꑝꌠ

ꃆꂮꑟꇬꆏ，ꉪꊇꐯꇯꌧꇐꐥꌠ 8 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
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 

ꉪꅉꐚ；ꄚ，ꌧꇐꂿꇐꆹꊿꋌꎼꆺꒉꄇ

ꒉ，ꉌꃀꉂꑭꑌꌠꀉꄂꊾꄕꄻꄎ。

2ꀋꄸꄷ，ꊿꊨꏦꀂꊵꑵꅉꐚꃅꉪꌠꐥ

ꇬꆹ，ꋌꈀꅉꐚꄡꑟꌠꇬꈴꄉꉜꇬ，ꋋ

人自高自大，惟有爱心能造就
人。2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
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
不知道。3若有人爱神，这人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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ꆹꄡꇗꅉꀋꐚꌠꉬ。3ꀋꄸꄷ，ꊿꏃꃅ

ꌋꉂꌠꐥꑲꆏ，ꏃꃅꌋꆹꊿꋋꂷꋌꅉ

ꐚꌠꉬ。 

是神所知道的。 

4ꉉꅷꋚꒉꌌꌩꁱꇓꁱꆦꑝꑠꋠꌠ

ꃆꂮꑟꇬꆏ，ꌩꁱꇓꁱꆹꋧꃅꇬꌗꅍ

ꀋꐥꌠꉪꊇꅉꐚ；ꏃꃅꌋꆹꋍꂷꀉꄂ

ꐥ，ꉈꑴꀉꁁꏃꃅꌋꀋꐥꀐꌠꑠꑌꉪ

ꊇꅉꐚ。5ꉬꉎꇬꅀꉬꐮꇬꌋꉬꄷꑠ

ꐥꑲꑌ（ꌋꀊꋨꈍꑋꈨ，ꌌꁈꀊꋨꈍ

ꑋꈨꆹꇯꍝꃅꐥꌠꉬ）；6ꄚ，ꉪꊇꆹꏃ

ꃅꌋꋍꂷꀉꄂꐥ，ꋋꆹꉬꉎꀉꄉ，ꐥꇐ

ꈀꐥꌠꃅꋍꄷꄉꅐꇁ，ꉪꊇꑌꋍꃤꉬ；

ꉈꑴꌋꋍꂷꐥ，ꋋꆹꑳꌠꏢꄖ，ꐥꇐꈀ

ꐥꌠꃅꋍꇇꄧꈴꄉꇫꐥꇁ，ꉪꊇꑌꋍ

ꇇꄧꈴꄉꇫꐥꌠꉬ。 

4论到吃祭偶像之物，我们
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
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
的神。5虽有称为神的，或在
天、或在地，就如那许多的
神，许多的主；6然而我们只有
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
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
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
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
有的。 

7ꄚ，ꊿꈀꄸꑌꌧꇐꂿꇐꑠꐥꌠꀋ

ꉬ。ꊿꋍꈨꋋꈨꅑꅸꀃꑍꋋꄮꑟꌠ，

ꌩꁱꇓꁱꏭꀍꃈꄚꋻꅑꐛꅹ，ꋀꉜꇬ

ꋀꈀꋠꈧꌠꆹ，ꌌꌩꁱꇓꁱꏭꆦꑝꋺ

ꈧꌠꉬꎼꈀ；ꋀꊇꂄꄸꌧꌠꉌꃀꆹꑴ

ꅉꃅꇬꇯꆐꊋꁧꐛꅹ，ꋠꈭꐨꆏꋀꉌ

ꃀꆹꁧꀋꎴꀐ。8ꇯꍝꃅꇬ，ꏃꃅꌋꆹ

ꋠꇐꒉꄸꃅꉪꉚꒉꌠꀋꉬ，ꑞꃅꆏ，ꉪ

ꀋꋠꑌꉮꏣꀋꐥ，ꋟꑌꈲꏣꀋꐥ。

9ꄚ，ꆍꊇꋓꉪꁨꄉ，ꆍꊇꄿꐨꀕꇁꊿ

ꑇꐨꊋꁧꌠꑭꇹꇓꐛꂵ。10ꀋꄸꄷ，

ꆏꌧꇐꂿꇐꐥꌠꊿꋋꂷ，ꁱꑳꇬꄉꋙ

ꋠꐺꌠꊿꊌꂿꇬ，ꊿꂄꄸꌧꌠꉌꃀꊋ

ꁧꂷꉬꑲꆏ，ꋋꑌꈍꃅꉌꂵꀉꒉꐆꃅ

ꋠꅍꁱꑳꇬꉙꄉꈧꌠꋠꀋꆹꂯ？11ꑠꃅ

ꇬꆹ，ꏢꄖꋍꎁꃅꌦꌠꑇꐨꊋꁧꌠꃺ

7但人不都有这等知识。有
人到如今因拜惯了偶像，就以
为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他们
的良心既然软弱，也就污秽
了。8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中我
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
也无益。9只是你们要谨慎，恐
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
的绊脚石。10若有人见你这有知
识的，在偶像的庙里坐席，这
人的良心若是软弱，岂不放胆
去吃那祭偶像之物吗？11因此，
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也
就因你的知识沉沦了。12你们这
样得罪弟兄们，伤了他们软弱
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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ꑌꋋꂷꑌ，ꅽꌧꇐꂿꇐꒉꄸꃅꑇꐨꀂ

ꏽꄉꅞꀐ。12ꆍꊇꑠꃅꃺꑌꏭꑊꐆ

ꄉ，ꋀꊋꁧꇈꂄꄸꌧꌠꉌꃀꑌꆍꎼꆅ

ꀐ，ꑠꆹꏢꄖꑊꐆꀐꌠꉬ。13ꑠꅹ，ꀋ

ꄸꄷ，ꋠꇐꒉꄸꃅꉠꃺꑌꑇꇐꀂꏽꄉ

ꅞꑲꆏ，ꉡꆹꐩꋊꐩꍂꃅꉈꑴꎸꀋꋠ

ꀐ，ꑠꀋꉬꑲꆏ，ꉠꃺꑌꑇꇐꀂꏽꄉ

ꅞꂵ。 

13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绊倒，
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
兄跌倒了。 

 

ꁆꄻꊩꌺꌅꈌ 使徒的权柄 

9 ꉡꆹꊨꏦꌄꇤꂷꀋꉬꅀ？ꉡꆹꁆ

ꄻꊩꌺꂷꀋꉬꅀ？ꉪꌋꑳꌠ 9 我不是自由的吗？我不是使
徒吗？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 

ꉢꂿꀋꋻꅀ？ꆍꊇꆹꉢꌋꈐꏭꄉꈀꃅ

ꄉꌠꇇꊂꀋꉬꅀ？2ꌞꊿꃅꄉꇬ，ꉢꁆ

ꄻꊩꌺꂷꀋꉬꄷꑲꑌ，ꆍꊇꃅꄉꇬ，ꉡ

ꆹꁆꄻꊩꌺꂷꉬꇬꎷ；ꑞꃅꆏ，ꆍꊇꌋ

ꈐꏭꐥꌠꆹꉢꁆꄻꊩꌺꄻꌠꐪꌐꉬ。 

耶稣吗？你们不是我在主里面
所做之工吗？2假若在别人，我
不是使徒，在你们，我总是使
徒；因为你们在主里正是我作
使徒的印证。 

3ꊿꉡꈌꇵꉐꏠꈧꌠꏭꆹ，ꉢꑠꃅ

ꋀꏭꑖꉬꄜ。4ꉪꊇꌒꅇꉘꇉꄉꋟꅝ

ꌅꈌꇯꀋꐥꅀ？5ꉪꊇꆹꌋꑇꌠꌋꅪꌌ

ꉪꑮꃀꃅꄉꇈ，ꁆꄻꊩꌺꀉꁁꈧꌠ、

ꌋꀁꑳꈧꌠꌋꆀꏢꃔꌟꃅꑮꂿꌐꃶꐮ

ꐊꁨꐺꉈꅞ，ꉪꊇꌅꈌꑠꀋꐥꅀ？6ꀠ

ꇁꀠꉣꑊꀉꄂꑘꀋꃅꌠꌅꈌꀋꐥꅀ？

7ꈀꄸꂷꂽꄻꇬ，ꊨꏦꂽꎆꂽꋚꊭꄎ？

ꈀꄸꂷꑌꃀꌧꃰꏬꊪꄉꇬ，ꑌꃀꌧꃰ

ꀋꅝ？ꈀꄸꂷꇌꉘꑿꉘꇬꇌꑌꑾꑌꀋ

ꅝ？8ꉢꅇꂷꋋꈨꉉꌠꆹꊿꉪꐨꇬꈴꄉ

ꉉꌠꉬꑴꅀ？ꄹꏦꑌꑠꃅꉉꌠꀋꉬꅀ？

9ꃀꑭꄹꏦꇬꅑꇬ：“ꇂꁮꐂꇓꈺꄮ

ꇬ，ꇂꁮꂴꈄꄀꄡꄉ”ꄷ，ꏃꃅꌋꇂ

ꁮꏭꉈꇬꌠꅀ？10ꋌꅇꂷꋋꈨꉉꇬ，ꉬ

3我对那盘问我的人，就是
这样分诉。4难道我们没有权柄
靠福音吃喝吗？5难道我们没有
权柄娶信主的姐妹为妻，带着
一同往来，仿佛其余的使徒和
主的弟兄，并矶法一样吗？6独
有我与巴拿巴没有权柄不做工
吗？7有谁当兵，自备粮饷呢？
有谁栽葡萄园，不吃园里的果
子呢？有谁牧养牛羊，不吃牛
羊的奶呢？8我说这话，岂是照
人的意见，律法不也是这样说
吗？9就如摩西的律法记着说：
“牛在场上踹谷的时候，不可笼
住它的嘴。”难道神所挂念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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ꇮꃅꉪꊇꎁꃅꉉꌠꀋꉬꅀ？ꉬꑴ！ꑓꀠ

ꀕꃅꉪꎁꃅꉉꌠꉬ。ꑞꃅꆏ，ꊪꏽꌠ

ꆏ，ꉘꇉꄉꊪꏽꄡꑟ；ꒇꋩꌠꆏ，ꋚꊊ

ꉘꇉꄉꒇꋩꄡꑟ。11ꉪꊇꒌꃤꇗꂷꄻ

ꆍꈬꄔꇬꇗꏽꄉꑲꆏ，ꉪꊇꆍꄷꄉꇭ

ꀧꋠꅍꅝꒉꊌꇬ，ꀋꀧꀋꄒꅍꀋꐥꀞ？

12ꀋꄸꄷ，ꌞꀉꁁꊿꆍꊇꇭꀧꇬꌅꈌꑠ

ꐥꑲꆏ，ꉪꊇꀊꅰꃅꌅꈌꑠꀋꐥꅀ？ 

牛吗？10不全是为我们说的吗？
分明是为我们说的。因为耕种
的当存着指望去耕种；打场的
也当存得粮的指望去打场。11我
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
间，就是从你们收割奉养肉身
之物，这还算大事吗？12若别人
在你们身上有这权柄，何况我
们呢？ 

ꄚ，ꉪꊇꆹꌅꈌꋌꑵꌬꀋꋻ，ꏢꄖ

ꌒꅇꉪꇱꋍꇈꄉꂵꏦꄉ，ꉪꊇꀱꌊꑞ

ꑌꋰꃅꋰꄉꇬꎷ。13ꊿꌃꎔꑷꂿꇬꌤ

ꃅꌠ，ꑷꂿꇬꄉꋠꅍꅝꒉꊌꌠꆍꋋꅉ

ꀋꐚꅀ？ꊿꆦꑝꇮꊙꄉꆦꑝꌤꃅꌠ，

ꆦꑝꇮꊙꇬꆦꑝꅍꈧꌠꋀꃤꋍꁧꇬꀋ

ꐊꅀ？14ꌊꑌꑠꃅꏤꄉ，ꊿꌒꅇꄜꁊꌠ

ꁳꌒꅇꉘꇉꄉꋠꅍꅝꒉꊌꎻ。15ꄚ，

ꉢꌅꈌꋋꈨꋍꍈꑋꌬꀋꋻ。ꉢꋋꈨꁱ

ꌠꆹꆍꏭꑠꃅꉡꊝꄷꌠꀋꉬ。ꑞꃅ

ꆏ，ꉢꌦꄷꑲꑌ，ꆍꁳꑠꃅꉡꊝꀋꎽ；

ꉡꆹꉠꈌꒉꅇꈧꌠꁳꊿꄷꄉꀈꈥꀕꀋ

ꎽ。16ꉠꑴꅉꆹꌒꅇꁊꇬꈌꒉꅍꀋꐥ，

ꑞꃅꆏ，ꉡꆹꀋꃅꀋꉆꌠ。ꀋꄸꄷ，ꉢ

ꌒꅇꀋꁊꑲꆏ，ꉢꉮꃤꐥꀐꌠꉬ。

17ꀋꄸꄷ，ꉢꉠꉌꂵꃅꏾꃅꌤꋌꐘꃅ

ꑲꆏ，ꉢꈁꁠꊌꌠꉬ。ꀋꄸꄷ，ꉢꉌ

ꂵꇬꇫꃅꀋꏾꑲꑌ，ꄚ，ꂿꃆꆹꏮꉢꇯ

ꄉꀐ。18ꑠꉬꑲꆏ，ꉠꈁꁠꆹꑞꉬ？ꈁ

ꁠꋌꑵꆹ，ꉢꌒꅇꁊꄮꇬ，ꉢꊿꁳꁌꀋ

ꁵꃅꀈꈥꃅꌒꅇꊌꎻ，ꑠꃅꄉ，ꉠꌒꅇ

ꁊꌠꌅꈌꑌꉢꌬꀋꌐ。 

然而，我们没有用过这权
柄，倒凡事忍受，免得基督的
福音被阻隔。13你们岂不知为圣
事劳碌的，就吃殿中的物吗？
伺候祭坛的，就分领坛上的物
吗？14主也是这样命定，叫传福
音的靠着福音养生。15但这权柄
我全没有用过。我写这话，并
非要你们这样待我；因为我宁
可死也不叫人使我所夸的落了
空。16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
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
音，我便有祸了。17我若甘心做
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
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18既是这
样，我的赏赐是什么呢？就是
我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
得福音，免得用尽我传福音的
权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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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ꉡꆹꈀꌅꊨꏦꌅ，ꊿꈀꄸꇂꃴꐥ

ꌠꑌꀋꉬꑴꇬ，ꄚ，ꊿꀉꑌꈨꊌꅜꂿ

ꄷꐛꅹ，ꉢꉹꁌꁏꐚꄻꀐ。20ꒀꄠꊿ

ꏭꆏ，ꒀꄠꊿꀉꑌꃅꊌꅜꂿꄷꐛꅹ，

ꉢꒀꄠꊾꂷꄻ；ꊿꄹꏦꇂꃴꐥꈧꌠꏭ

ꆏ，ꉠꊨꏦꆹꊿꄹꏦꇂꃴꐤꂷꀋꉬꑴ

ꇬ，ꉢꊿꄹꏦꇂꃴꐥꈧꌠꊌꅜꂿꄷꐛ

ꅹ，ꉢꊿꄹꏦꇂꃴꐤꂷꄻ。21ꊿꄹꏦ

ꀋꐥꈧꌠꏭꆏ，ꉢꊿꄹꏦꀋꐥꌠꊌꅜ

ꂿꄷꐛꅹ，ꉢꊿꄹꏦꀋꐥꂷꄻ；ꇯꍝ

ꃅꇬ，ꉢꏃꃅꌋꂾꄹꏦꀋꐥꌠꀋꉬ；ꉢ

ꏢꄖꂾꄉꄹꏦꇂꃴꐥ。22ꊿꊋꁧꈧꌠ

ꏭꆏ，ꉢꊿꊋꁧꈧꌠꊌꅜꂿꄷꄉ，ꉢ

ꊿꊋꁧꂷꄻ。ꊿꈍꃅꐙꌠꏭꆏ，ꉢꊿ

ꈍꃅꐙꌠꄻ。ꈍꃅꄿꂿ，ꉢꊾꈨꈭꋏ

ꇬꎷ。23ꉢꈀꃅꌠꆹ，ꉬꇮꌒꅇꎁꃅ

ꌠ，ꑠꆹꉢꊾꌋꆀꐯꇯꌒꅇꋍꑠꇬꄉꈲ

ꏣꊌꂿꄷꌠ。 

19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
管，然而我甘心作了众人的仆
人，为要多得人。20向犹太人，
我就作犹太人，为要得犹太
人；向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
在律法以下，还是作律法以下
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
21向没有律法的人，我就作没有
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
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
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
法之下。22向软弱的人，我就作
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
向什么样的人，我就作什么样
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
人。23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
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
的好处。 

24ꀥꋓꄮꇬ，ꊿꇫꈁꀥꈧꌠꃅꋍ

ꂷꀉꄂꈁꁠꊌꄎꌠꆍꇫꅉꀋꐚꅀ？ꆍ

ꊇꑌꑠꃅꀥꄉ，ꆍꁳꈁꁠꊌꎻꄡꑟ。

25ꊿꊋꇤꄉꋓꈽꌠꆹ，ꑞꑌꊨꏦꌄꏲ，

ꋀꊇꆹꄂꌆꀍꄟꍹꐛꀠꐙꉆꌠꀉꄂ

ꊌ；ꄚ，ꉪꊇꆹꄂꌆꀍꄟꍹꐛꀠꐙꀋꉆ

ꌠꊌꂿꄷꌠ。26ꑠꅹ，ꉢꀥꄮꇬ，ꇿꇬ

ꑌꇬꉚꄉꀥꇬꎷꌠꀋꉬ；ꉢꇵꊫꎧꇬ，

ꃅꌗꇬꎧꌠꀋꌡ。27ꉢꌒꅇꁊꌞꊿꁵ

ꇈꊨꏦꆏꀱꌊꊿꇵꇫꎭꂵꏦꄉ，ꉢꅱ

ꈯꀕꃅꉠꇭꀧꇬꁰꍋꄉ，ꉠꈯꉢꌅ

ꎻ。 

24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
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
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
奖赏。25凡较力争胜的，诸事都
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
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
的冠冕。26所以我奔跑，不像无
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
的。27我是攻克已身，叫身服
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
己反被弃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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ꌩꁱꇓꁱꏭꀍꃈꄚꌠꅇꈪꊐ 警告不要拜偶像 

10 ꃺꑌꊈꀋ！ꉢꆍꊇꁳꀋꉊꉪꀋ

ꁌꀋꁧꃅꄂꇂꃴꄉꎿꇬꈳꅐ 10 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
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 

ꇁꌠꑠꅉꀋꐚꎻꀋꏾ；2ꋀꊇꐯꇯꃅꄂ

ꇬ、ꎿꃀꇬꄉꋋꑣꊪꇈꏮꇁꃀꑭꐊ

ꌐ；3ꄷꀋꁧ，ꋀꊇꐯꇯꒌꋚꐯꌟꌠꋠ

ꀐ，4ꒌꒉꐯꌟꌠꅝꀐ；ꅝꅍꋋꈨꆹꋀ

ꊂꐊꐺꌠꒌꇓꆈꀋꃀꇬꅐꇁꌠꉬ；ꇓ

ꆈꀋꃀꀊꋨꂷꆹꏢꄖꉬ。5ꑠꃅꑴꇬ，

ꋀꊇꈬꄔꊿꊋꒉꌠꏃꃅꌋꇫꉌꀋꃹ，

ꑠꅹ，ꋀꊇꆹꇈꈬꇉꃪꄉꐚꇬꅜꄉꌦ

ꀐ。 

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
2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
西；3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
4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
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
石；那磐石就是基督。5但他们
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
所以在旷野倒毙。 

6ꌤꋋꈨꐯꇯꌌꉪꅇꈪꊐꅍꃅꄉ，

ꉪꁳꋀꌟꃅꌤꆿꄷꅠꌠꑠꉪꇢꀋꎽ；

7ꋀꊇꈬꄔꊿꋍꈨꋋꈨꌟꃅꌩꁱꇓꁱ

ꏭꀍꃈꑌꄡꄚ。ꑠꆹꁱꏂꀨꇬꄀꄉꌠ

ꌋꆀꐯꌟ：“ꉹꁌꈧꌠꇫꑌꄉꋟꅝ，

ꄓꇁꈩꅍꀖ”ꄷ。8ꉪꊇꑌꋀꋍꈨꋋ

ꈨꌟꃅꎼꄡꃅꃏꄡꑽ，ꋀꊇꎼꃅꃏꑽ

ꄉ，ꋍꑍꀉꄂꃅꊿꑍꃪꌕꄙꑹꐚꇬꅜ

ꄉꌦ；9ꌋꏭꑌꌌꄡꉪ（“ꌋ”ꀊꆨꏂꀨꋍꈨ

ꇬꆏ“ꏢꄖ”ꃅꅑ），ꋀꈬꄔꊿꌋꏭꌌꉪ

ꄉ，ꊁꆏꁮ꒰ꇱꄵꌦꇫꎭꈧꌠꌟꃅꄡ

ꃅ。10ꆍꊇꑌꋀꋍꈨꋋꈨꌟꃅꅫꏒꅇ

ꄡꉉ，ꋀꊇꅫꏒꅇꉉꄉ，ꊩꌺꂶꌠꇱ

ꈔꋏꇫꎭꀐ。11ꋀꊇꇬꈀꊝꌠꌤꋋꈨ

ꃅꌌꅇꈪꊐꅍꃅꄉꌐ，ꄷꀋꁧ，ꌤꋍꑠ

ꁱꏂꀨꇬꄀꄉ，ꌌꉪꊇꊿꋧꃅꌐꂫꋋ

ꋏꏭꉙꂘ。12ꑠꅹ，ꊿꊨꏦꉆꈬꀐꉂ

ꃅꉪꈧꌠ，ꀋꎪꃅꋓꉪꁨꄉ，ꃪꐛ

ꂵ。13ꆍꊇꈀꊝꌠꎖꉺꑠꆹꃰꊿꇫꊪ

6这些事都是我们的鉴戒，
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
那样贪恋的；7也不要拜偶像，
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
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
耍。”8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
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毙了二
万三千人；9也不要试探主（“主”

有古卷作“基督”），像他们有人试探
的，就被蛇所灭。10你们也不要
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
就被灭命的所灭。11他们遭遇这
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
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
的人。12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
的，须要谨慎，免得跌倒。13你
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
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
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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ꄎꌠ。ꏃꃅꌋꆹꀋꎪꀋꑴꌠꉬ，ꋌꆍ

ꊇꁳꆍꇬꄽꀋꄐꌠꎖꉺꑠꊝꀋꎽ；ꆍ

ꊇꎖꉺꌠꊜꄮꇬꆏ，ꈛꏢꋌꀺꆍꊇꁵ

ꄉ，ꆍꁳꈀꎖꈁꉺꌠꃅꆍꄽꄐꎻꇬ

ꎷ。 

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
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
住。 

14ꑠꅹ，ꉠꉂꇁꅉꌠꃺꑌꊈꀋ！ꆍ

ꊇꑴꌠꌩꁱꇓꁱꏭꀍꃈꄚꌠꌤꑠꂾ

ꁈ。15ꉡꆹꆍꊇꉢꌌꊿꀑꁮꅺꐳꈨꃅ

ꄉꉉꆍꇰꌠ，ꅇꂷꉢꉉꌠꉬꅀꀋꉬꌠ

ꆍꇫꊨꄅꄹꌶ。16ꀞꍗꉪꊇꇫꈀꎭꀕ

ꏡꌠꇬꄉ，ꉪꐯꇯꏢꄖꌦꅪꊪꌠꀋꉬ

ꅀ？ꎬꁱꉪꊇꈁꏼꂶꌠꇬꄉ，ꉪꐯꇯ

ꏢꄖꇭꀧꊪꌠꀋꉬꅀ？17ꉪꊇꊿꀉꑌ

ꑴꇬ，ꎬꁱꆹꋍꂷ，ꇭꀧꑌꋍꂷ，ꑞꃅ

ꆏ，ꉪꊇꐯꇯꎬꁱꋋꂷꊪ。18ꆍꊇꑱ

ꌝꆀꊿꇭꀧꎸꃤꉬꈧꌠꊼꇅꉜꉏ；ꊿ

ꆦꑝꋚꋠꈧꌠꐯꇯꆦꑝꇮꊙꋀꃤꋍꁧ

ꇬꀋꐊꅀ？19ꉢꈍꃅꉉꌠꉬ？ꌩꁱꇓꁱ

ꆦꑝꅍꈧꌠꊵꑵꌗꄷꌠꅀ？ꀋꉬꀐꇬ，

ꌩꁱꇓꁱꈧꌠꊵꑵꌗꄷꌠꅀ？20ꉢꉉꌠ

ꆏ，ꉇꉻꊿꆦꑝꅍꆹꌌꏃꃅꌋꆦꑝꌠ

ꀋꉬꃅ，ꌌꑊꋌꆦꑝꌠꉬꄷꌠꄜ。ꉡ

ꆹꆍꁳꑊꋌꌋꆀꐮꑌꐯꑲꄉꐥꎻꀋ

ꏾ！21ꆍꊇꆹꌋꀞꍗꑌꅝ，ꑊꋌꀞꍗꑌ

ꅝꃅꑠꀋꉆ！ꆍꊇꌋꋚꑌꋠ，ꑊꋌꋙꑌ

ꋠꃅꑠꀋꉆ。22ꉪꊇꌋꁳꇨꇅꃃꎻꉆ

ꑴꅀ？ꉪꊇꋍꏭꀋꋌꃅꄐꅍꐥꅀ？ 

14我所亲爱的弟兄啊，你们
要逃避拜偶像的事。15我好像对
明白人说的，你们要审察我的
话。16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
同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掰开
的饼，岂不是同领基督的身体
吗？17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
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
这一个饼。18你们看属肉体的以
色列人；那吃祭物的，岂不是
在祭坛上有份吗？19我是怎么说
呢？岂是说祭偶像之物算得什
么呢？或说偶像算得什么呢？
20我乃是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
祭鬼，不是祭神；我不愿意你
们与鬼相交。21你们不能喝主的
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吃主的
筵席，又吃鬼的筵席。22我们可
惹主的愤恨吗？我们比他还有
能力吗？ 

 

ꑞꑌꏃꃅꌋꏭꀑꒉꑊꒉꄀꄉꃅ 凡事为荣耀神而行 
23ꌤꆿꑞꑌꉢꇫꃅꉆ，ꄚ，ꐯꇯꈲ

ꏣꐥꌐꌠꀋꉬ；ꌤꆿꑞꑌꉢꇫꃅꉆ，

ꄚ，ꐯꇯꊾꄖꊾꄻꌐꌠꀋꉬ。24ꊿꈀ

23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
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
人。24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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ꄸꉬꄿꂿ，ꊨꏦꈲꏣꄡꉪꃅ，ꌞꊿꈲ

ꏣꉪꌶ。25ꎸꃷꅉꇬꈁꃷꈧꌠ，ꆍꋟ

ꌦꐥ，ꂄꄸꌧꌠꉌꃀꒉꄸꃅꊵꑵꅲꄻ

ꀋꅐ；26ꑞꃅꆏ，ꋧꃅꌋꆀꋧꃅꇬꐛꂨ

ꀕꈧꌠꐯꇯꌋꃤꉬꌐ。27ꀋꄸꄷ，ꊿ

ꀋꑇꌠꆍꌵꂿꄷꆍꇴꇁ，ꆍꊇꑌꇬꁷ

ꆹꏾꑲꆏ，ꃥꌋꄰꑞꄻꆍꍈꆏ，ꆍꑞꋠ

ꌦꐥ，ꂄꄸꌧꌠꉌꃀꒉꄸꃅꊵꑵꅲꄻ

ꀋꅐ。28ꄚ，ꀋꄸꄷ，ꊿꆍꊇꏯ：

“ꋚꒉꋋꈨꆹꌌꌩꁱꇓꁱꇬꆦꑝꋺ

ꌠ”ꃅꉉꑲꆏ，ꊿꆍꏭꉉꂶꌠꌋꆀꂄ

ꄸꌧꌠꉌꃀꐛꅹꃅ，ꆍꊇꇬꄡꋠ。

29ꉢꈁꉉꌠꂄꄸꌠꉌꃀꆹꊿꀊꋨꂷꃤ

ꄜ，ꆍꃤꀋꄜ。ꉠꄿꐨꃅꀕꌠꑞꃅꌌ

ꌞꊿꂄꄸꌧꌠꉌꃀꁳꍆꇽꎻꂯ？30ꀋ

ꄸꄷ，ꉢꈀꎭꀕꅇꉉꄉꋚꒉꊩꋠꑲꆏ，

ꉢꑞꃅꉢꇫꈀꎭꀕꌠꐥꇐꒉꄸꃅꄉ，

ꊿꇱꌌꍍꋉꌠꉬ？31ꑠꅹ，ꆍꊇꋠꄿ

ꂿ，ꅝꄿꂿ，ꑞꃅꄿꂿ，ꏃꃅꌋꏭꀑꒉ

ꑊꒉꄀꄉꃅꄡꑟ。32ꒀꄠꊿꉬꄿꂿ，

ꑝꇂꊿꉬꄿꂿ，ꏃꃅꌋꃤꑇꊿꏓꉻꉬ

ꄿꂿ，ꆍꊇꋌꁳꅞꄡꎽ；33ꉢꌟꃅꊋꇤ

ꄉ，ꌤꑞꑌꉹꁌꁳꉌꇿꑓꇿꎻ，ꊨꏦ

ꈲꏣꄡꉪꃅ，ꉹꁌꈲꏣꀉꄂꉪꄉ，ꋀ

ꁳꈭꋏꊌꎻ。 

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25凡
市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不
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26因
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
主。27倘有一个不信的人请你们
赴席，你们若愿意去，凡摆在
你们面前的，只管吃，不要为
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28若有人
对你们说：“这是献过祭的物”，
就要为那告诉你们的人，并为
良心的缘故不吃。29我说的良心
不是你的，乃是他的。我这自
由为什么被别人的良心论断
呢？30我若谢恩而吃，为什么因
我谢恩的物被人毁谤呢？31所
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
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32不拘
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神的
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
33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
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
益处，叫他们得救。 

11 ꉢꏢꄖꉜꄉꌷꌠꌟꃅ，ꆍꊇꉢ

ꉚꄉꌷ。 
11 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

法基督一样。 
 

ꀍꃈꄚꄮꇬꀂꏾꉱꌠꃆꂮ 在敬拜中蒙头的问题 
2ꉢꆍꊇꀮꄑ，ꑞꃅꆏ，ꆍꊇꆹꅉ

ꀕꃅꉢꆍꇱꎺꄉ，ꉈꑴꉢꁊꆍꁳꈧꌠ

ꆍꇬꍪ。3ꄚ，ꉡꆹꆍꁳꏢꄖꆹꌺꃰꀂ

2我称赞你们，因你们凡事
记念我，又坚守我所传给你们
的。3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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ꏾꉬ，ꌺꃰꆹꌋꅪꀂꏾꉬ，ꏃꃅꌋꆹꏢ

ꄖꀂꏾꉬꌠꅉꐚꎻꏾ。4ꁦꋠꀂꏾꉱ

ꄉꈼꂟꅀꇗꅉꄜꌠꆏ，ꋍꀂꏾꋌꌌꎲ

ꄏꑊꏦꌠꉬ。5ꌋꅪꂷꈼꂟꅀꇗꅉꄛ

ꄮꇬ，ꋍꀂꏾꉱꀋꄉꑲꆏ，ꋍꀂꏾꋌꌌ

ꎲꄏꑊꏦꌠꉬ，ꑞꃅꆏ，ꑠꆹꀂꏾꐑꀎ

ꌃꃅꄉꌠꌡ。6ꌋꅪꀂꏾꀋꉱꑲꆏ，

ꀍꑐꀕꇫꎭꄡꑟ；ꌋꅪꀍꑐꀕꇫꎭ

ꄉ，ꀂꏾꐑꀎꌃꃅꄉꇬꎲꄏꌠꉬꑲ

ꆏ，ꋋꆹꋍꀂꏾꉱꄉꄡꑟ。7ꁦꋠꆹꊇ

ꅉꃅꇬꀂꏾꉱꄉꀋꋭ，ꑞꃅꆏ，ꋋꆹꏃ

ꃅꌋꐛꐪꌋꆀꀑꒉꑊꒉꉬ。ꄚ，ꌋꅪ

ꆹꌺꃰꀑꒉꑊꒉꉬ。8ꑞꃅꆏ，ꇬꂾꇬ

ꌺꃰꆹꌋꅪꄷꄉꅐꇁꌠꀋꉬꃅ，ꌋꅪꄈ

ꌺꃰꄷꄉꅐꇁꌠꉬ。9ꌺꃰꆹꌋꅪꎁꃅ

ꄻꄉꌠꀋꉬꃅ，ꌋꅪꄈꌺꃰꎁꃅꄻꄉ

ꌠꉬ。10ꑠꅹ，ꌋꅪꆹꉬꉎꊩꌺꒉꄸ

ꃅ，ꀂꏾꇬꋀꌅꈌꅇꃅꌠꌐꂷꑠꅑꄡ

ꑟ。11ꄚ，ꌋꄐꏤꄉꌠꇬꈴꇬꆹ，ꌋꅪ

ꆹꌺꃰꀋꈉꌠꀋꉬ；ꌺꃰꑌꌋꅪꀋꈉꌠ

ꀋꉬ。12ꑞꃅꆏ，ꇬꂾꇬꌋꅪꆹꌺꃰꄷ

ꄉꅐꇁꌠ；ꌺꃰꑌꌋꅪꒆꎼꇁꌠ，ꄚ，

ꐥꇐꈀꐥꌠꉬꇮꃅꏃꃅꌋꄷꄉꅐꇁꌐ

ꌠꉬ。13ꆍꊇꊨꏦꊼꇅꉪꉚ，ꌋꅪꈼ

ꂟꇬꀂꏾꀋꉱꃅꈼꂟꇬꋭꌠꉫꀕ？14ꆍ

ꊇꀕꅉꉌꂵꆍꏭ，ꌺꃰꀍꑐꀊꎴꇬꆹ

ꎲꄏꌠꉬꄷꀋꄐꀋꌐꅀ？15ꄚ，ꌋꅪꀍ

ꑐꀊꎴꃅꅑꌠꆹꋍꀑꒉꑊꒉꉬ，ꑞꃅ

ꆏ，ꀍꑐꀊꎴꌠꆹꄻꋌꁳꄉꀂꏾꉱꎻ

ꌠꉬ。16ꊿꌤꋌꐘꃆꂮꌌꐯꀥꏾꌠꐥ

ꑲꑌ，ꉪꊇꆹꃷꋪꑠꀋꐥ，ꏃꃅꌋꑇꊿ

各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
神是基督的头。4凡男人祷告或
是讲道（“讲道”或作说“预言”。下同），
若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
5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若不蒙
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因为
这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6女子
若不蒙着头，就该剪了头发；
女子若以剪发、剃发为羞愧，
就该蒙着头；7男人本不该蒙着
头，因为他是神的形象和荣
耀；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8起
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
人乃是由男人而出。9并且男人
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
男人造的。10因此，女人为天使
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服权柄
的记号。11然而照主的安排，女
也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
12因为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男
人也是由女人而出；但万有都
是出乎神。13你们自己审察，女
人祷告神，不蒙着头，是合宜
的吗？14你们的本性不也指示你
们，男人若有长头发，便是他
的羞辱吗？15但女人有长头发，
乃是她的荣耀，因为这头发是
给她作盖头的。16若有人想要辩
驳，我们却没有这样的规矩，
神的众教会也是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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ꏓꉻꑌꃷꋪꑠꀋꐥ。 
 

ꃄꈌꄐꃅꌋꈊꋚꋠꌠꏭꊨꀖ 责备乱用圣餐的人 
17ꉢꀋꃅꆍꏭꉉꌠꅇꂷꋋꈨꆹ，ꌌ

ꆍꏭꀮꄑꌠꀋꉬ；ꑞꃅꆏ，ꆍꊇꐯꏑꇬ

ꆍꈲꏣꀋꐥꃅꉮꏣꀉꄂꐥ。18ꂴꆏ，

ꉢꈨꇁꇬ，ꆍꊇꐯꏑꄮꇬ，ꋌꁥꀊꋩꁥ

ꃅꏡꉻꂶꉻꄷ，ꅇꂷꋋꈨꉢꊼꇅꇬ

ꑅ。19ꆍꊇꈬꄔꋌꁥꀊꋩꁥꃅꏡꉻꂶ

ꉻꌠꌤꑠꆹꀋꎪꃅꇫꅐꇁꌠ，ꑠꃅꄉ，

ꊿꎖꋪꐥꈧꌠꁳꄇꇖꀕꃅꇫꅐꇁ

ꎻ。20ꆍꊇꐯꏑꄮꇬ，ꆍꊇꇯꍝꃅꌋ

ꈊꋚꋠꌠꀋꌗ；21ꑞꃅꆏ，ꋟꄮꇬ，ꈀ

ꄸꑌꂴꆏꊨꏦꃤꊨꏦꋠ，ꄷꀋꁧ，ꊿ

ꀃꃀꂮꌠꐥ，ꊿꎧꅝꎧꑱꌠꑌꐥ。

22ꆍꊇꋟꅝꑲꆏ，ꆍꀁꇬꂷꀋꐥꅀ？ꆍ

ꊇꏃꃅꌋꃤꑇꊿꏓꉻꉜꄸꄉ，ꊿꌢꎭ

ꌠꁳꎲꄏꎻꌠꅀ？ꉢꆍꏭꑞꉉꂯ？ꉢ

ꁳꋋꒉꄸꃅꆍꍖꀴꎻꅀ？ꉢꆍꀋꍗꀋ

ꀴ！ 

17我现今吩咐你们的话，不
是称赞你们；因为你们聚会不
是受益，乃是招损。18第一，我
听说你们聚会的时候，彼此分
门别类，我也稍微地信这话。
19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
事，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
出来。20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
得吃主的晚餐；21因为吃的时
候，各人先吃自己的饭，甚至
这个饥饿，那个醉酒。22你们要
吃喝，难道没有家吗？还是藐
视神的教会，叫那没有的羞愧
呢？我向你们可怎么说呢？可
因此称赞你们吗？我不称赞！ 

 

ꈍꃅꌋꈊꋚꋠ 设立圣餐 
23ꉢꈁꁊꆍꁳꌠ，ꂴꏭꆹꏃꃅꌋꄷ

ꄉꊪꌊꇁꌠꉬ。ꌋꑳꌠꊿꃷꇫꎭꀊꋨ

ꄹꉖ，ꎬꁱꂷꋌꒃꌊ，24ꈀꎭꀕꅇꉉ

ꇈ，ꎬꁱꋌꏼꄉꑠꃅꉉ：“ꋋꆹꆍꎁ

ꃅꁮ(“ꁮ”ꀊꆨ꒰ꀨꋍꈨꇬꆏ“ꏼꇫꎭ”ꃅꅑ)ꌠꉠꇭ

ꀧꉬ，ꆍꊇꑠꃅꀕꄉ，ꉡꎺꄅꄡꑟ”
ꄷ。25ꈊꋚꋟꅐꈭꐨꆏ，ꋌꉈꑴꀞꍗ

ꋌꄌꌊꑠꃅꉉ：“ꀞꍗꋋꏢꆹꉠꌦꅪ

ꌌꏤꄉꌠꏤꐪꀊꏀꉬ，ꆍꊇꋍꃢꋑꀋ

ꋒꇫꅝꄮꇬꆏ，ꑠꃅꀕꄉ，ꉡꎺꄅꄡ

23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
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
的那一夜，拿起饼来，24祝谢
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
体，为你们舍的（“舍”有古卷作“掰

开”），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
记念我。”25饭后，也照样拿起
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
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
候，要如此行，为的是记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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ꑟ”ꄷ。26ꆍꊇꋍꃢꋑꀋꋒꎬꁱꋋ

ꂷꋠ，ꀞꍗꋋꏢꅜꄮꇬꆏ，ꌋꌦꌠꃆ

ꂮꄜꋊꌠꉬ，ꇁꉚꅷꋌꀱꇀꄮꇬꑟ。 

我。”26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
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他
来。 

 

ꌋꈊꋚꋠꂾꊨꏦꉪꎖ 圣餐前省察自己 
27ꑠꅹ，ꈀꄸꂷꏦꃤꀋꈴꃅꌋꎬ

ꁱꋠ、ꌋꀞꍗꅜꆏ，ꈀꄸꂷꌋꇭꀧꌋ

ꆀꌦꅪꇬꑽꃤꐆꌠꉬꀐ。28ꊿꂴꆏꊨ

ꏦꃅꐨꑽꑌꉪꎖꈭꐨꑲꆀ，ꎬꁱꋋꂷ

ꋠ、ꀞꍗꋋꏢꅝꄡꑟ。29ꑞꃅꆏ，ꊿ

ꋟꅝꄮꇬ，ꀋꄸꄷꌋꇭꀧꊨꀋꄅꃅꋟ

ꅝꑲꆏ，ꋋꆹꋍꊨꏦꑽꃤꋟꅝꌠꉬ

ꀐ。30ꑠꅹ，ꆍꊇꈬꄔꊿꊋꁧꌠꌋꆀ

ꆄꈻꌠꀉꑌꃅꐥ，ꌦꌠꑌꀁꑌꃅꀋ

ꐥ。31ꄚ，ꀋꄸꄷ，ꉪꊇꂴꊨꏦꃅꐨ

ꑽꑌꉪꎖꑲꆏ，ꉪꊇꀞꇽꌠꀋꊝ。

32ꉪꊇꀞꇽꊜꄮꇬꆏ，ꉪꊇꋧꃅꃰꊿꌋ

ꆀꐯꇯꌌꑽꃤꏤꂵꏦꄉ，ꌋꉪꉙꂘ、

ꁰꍋꌠꉬ。33ꑠꅹ，ꃺꑌꊈꀋ！ꆍꊇ

ꐯꏑꌌꋙꋠꄮꇬꆏ，ꐮꇁꉚꄉꋠ。

34ꀋꄸꄷ，ꊿꀃꃀꂮꌠꐥꑲꆏ，ꂴꀁꇬ

ꄉꋙꋠꄉꑲꆀꇁ，ꑠꀋꉬꑲꆏ，ꐯꏑꅉ

ꄉꑽꃤꎹꊨꏦꁵꂵ。ꌤꀉꁁꈧꌠꆏ，

ꉢꆍꄷꇀꄮꇬꑲꆀꈍꃅꋭꌠꉉꆍꇰ

ꂿ。 

27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
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
主的身、主的血了。28人应当自
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
杯。29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
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
了。30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
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
少。31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
不至于受审。32我们受审的时
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
和世人一同定罪。33所以我弟兄
们，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
此等待。34若有人饥饿，可以在
家里先吃，免得你们聚会，自
己取罪。其余的事，我来的时
候再安排。 

 

ꒌꃤꑆꊋꈁꁠ 属灵的恩赐 

12 ꃺꑌꊈꀋ！ꉉꅷꒌꃤꑆꊋꈁ

ꁠꃆꂮꇬꑟꇬꆏ，ꉢꆍꁳꐞꀋ 12 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
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 

ꉅꎻꀋꏾ。2ꆍꊇꉇꉻꊿꉫꄮꇬ，ꌤ

ꑞꇬꑌꈻꎷꌠ、ꁍꃕꌠꊝꄉ，ꌩꁱꇓ

ꁱꑶꀠꈧꌠꏭꀍꃈꄚꁧ，ꑠꆹꆍꅉꐚ

白。2你们作外邦人的时候，随
事被牵引、受迷惑，去服事那
哑巴偶像；这是你们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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ꌠꉬ。3ꑠꅹ，ꉢꉉꆍꇰ，ꊿꏃꃅꌋꒌ

ꇱꌵꄉꉌꐡꌠꆏ，ꑳꌠꆹꌌꍃꏽꉆꃅꑠ

ꉉꌠꀋꐥ；ꊿꌃꎔꒌꇱꌵꄉꉌꐡꌠꀋ

ꉬꑲꆏ，ꑳꌠꆹꌋꉬꃅꑠꉉꄎꌠꑌꀋ

ꐥ。 

3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
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
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
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 

4ꑆꊋꈁꁠꆹꈍꑋꑵꃅꐥ，ꄚ，ꌃ

ꎔꒌꆹꋍꂷꀉꄂꐥ。5ꌅꅍꃅꑘꆹꈍꑋ

ꑵꃅꐥ，ꄚ，ꌋꆹꋍꂷꀉꄂꐥ。6ꃅꐨ

ꑌꐯꀋꌡ，ꄚ，ꏃꃅꌋꆹꋍꂷꀉꄂꐥ，

ꋌꉹꁌꈬꇬꄉꌤꆿꈀꐥꌠꃅ。7ꌃꎔ

ꒌꊿꋍꂷꈀꐥꌠꇭꀧꇬꄉꇫꅐꇁꌠ

ꆹ，ꊿꁳꈲꏣꊌꎻꌠ。8ꊿꋋꂷꆹꌃꎔ

ꒌꌧꅍꂿꅍꅇꂷꄻꋌꁳ；ꀊꋨꂷꆹꌃ

ꎔꒌꋋꂷꌧꇐꂿꇐꅇꂷꄻꋌꁳ。9ꉈ

ꑴꋍꂷꆹꌃꎔꒌꋋꂷꑇꐨꉌꊋꄻꋋ

ꇖ；ꉈꑴꊾꂷꆏꌃꎔꒌꋋꂷꆅꉁꆄꄻ

ꌠꑆꊋꈁꁠꄻꋋꇖ。10ꉈꑴꋍꂷꁳꄐ

ꐨꇣꋲꌠꃅꄎꎻ；ꉈꑴꋍꂷꁳꅉꄜꊿ

ꄻꄎꎻ；ꉈꑴꋍꂷꁳꒌꈧꌠꊨꄅꄎ

ꎻ；ꉈꑴꋍꂷꁳꃅꄷꉙꉉꄎꎻ；ꉈꑴꋍ

ꂷꁳꃅꄷꉙꁎꆦꄎꎻ。11ꋍꑠꉬꇮꃅ

ꌃꎔꒌꋋꂷꈀꃅꌠꉬ，ꋌꋍꉪꐪꇬꈴ

ꄉꁸꊿꋍꂷꋍꂷꃅꁵ。 

4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
一位。5职事也有分别，主却是
一位。6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
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
事。7圣灵显在各人身上，是叫
人得益处。8这人蒙圣灵赐他智
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
赐他知识的言语；9又有一人蒙
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
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
10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
能作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
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
一人能翻方言。11这一切都是这
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各
人的。 

 

ꇭꀧꆹꋍꂷ，ꇭꀧꇬꅑꌠꆏꈍꑋ 一个身体有许多肢体 
12ꇭꀧꆹꋍꂷ，ꄚ，ꇭꀧꇬꅑꌠꀉ

ꑌꑵꃅꐥ；ꇭꀧꇬꅑꌠꀉꑌꑴꇬ，ꋀ

ꊇꆹꄡꇗꇭꀧꋍꂷꉬ；ꏢꄖꑌꄡꇗꑠ

ꃅꐙ。13ꒀꄠꊿꉬꄿꂿ，ꑝꇂꊿꉬꄿ

ꂿ，ꁏꐚꉬꄿꂿ，ꊨꏦꌄꇤꌠꉬꄿꂿ，

ꉪꊇꐯꇯꌃꎔꒌꈁꉬꋍꂷꄷꄉꋋꑣꌠ

ꊪꊊꇈ，ꇭꀧꋍꂷꐛ，ꌃꎔꒌꋍꂷꇬ

12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
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
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13我
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
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
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
饮于一位圣灵。14身子原不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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ꄉꅝ。14ꇭꀧꇬꅑꌠꆹꑴꅉꇬꋍꑵꀉ

ꄂꀋꉬꃅ，ꈍꑋꑵꉬ。15ꀋꄸꄷ，ꏸꑭ

ꄹꇬ：“ꉡꆹꇇꀋꉬ，ꑠꅹ，ꉢꇭꀧꃤ

ꀋꉬ”ꄷꇬ，ꋌꑠꒉꄸꃅꇭꀧꃤꀋꉬ

ꀐꅀ？16ꀋꄸꄷ，ꅳꀧꄹꇬ：“ꉡꆹꑓ

ꋪꀋꉬ，ꑠꅹ，ꉢꇭꀧꃤꀋꉬ”ꄷꇬ，

ꋋꑌꄡꇗꑠꒉꄸꃅꇭꀧꃤꀋꉬꌠꀋ

ꉬ。17ꀋꄸꄷ，ꇭꀧꋋꂷꃅꑓꋪꀉꄂ

ꑲꆏ，ꊿꈍꃅꄉꊌꈨꉆꂯ？ꀋꄸꄷ，ꇭ

ꀧꋋꂷꃅꅳꀧꀉꄂꑲꆏ，ꊿꑞꌌꅿꉗ

ꅫꂯ？18ꄚ，ꏃꃅꌋꆹꊨꏦꉪꐨꇬꈴ

ꄉ，ꑓꋪꅳꁖꑞꑵꇿꇬꄀꋭꌠꋌꄻꇿ

ꇬꄀꄉ。19ꀋꄸꄷ，ꇭꀧꋋꂷꃅꋍꑵ

ꀉꄂꃅꐙꑲꆏ，ꇭꀧꋋꂷꇭꀧꂷꌗꑴ

ꌦꅀ？20ꄚ，ꇭꀧꇬꅑꌠꈍꑋꑵꃅꐥꑴ

ꇬ，ꇭꀧꆹꄡꇗꋍꂷꀉꄂ。21ꑓꋪꇇ

ꏯ：“ꉢꆏꀋꈉ”ꄷꄹꀋꉆ，ꀂꏾꏸ

ꑭꏭ：“ꉢꆏꀋꈉ”ꄷꑌꄹꀋꉆ。

22ꑠꀉꄂꀋꉬꃅ，ꇭꀧꇬꅑꌠ，ꊿꉜꇬ

ꊋꁧꈧꌠꄈꆏꀋꉬꀋꉆꈧꌠꉬ；23ꇭꀧ

ꇬꅑꌠ，ꉪꊇꉜꇬꅔꁖꀋꉆꈧꌠꆏ，ꉪ

ꀊꅰꃅꇫꋓꉪꁨ；ꀋꋽꀋꎔꈧꌠꆏ，ꉪ

ꀊꅰꃅꇬꁳꋽꎔꎻ。24ꉪꊇꇭꀧꇬꅑ

ꌠꋽꎔꈧꌠꆏ，ꀱꌊꇫꋽꇱꎔꇱꄻꀋ

ꅐ；ꄚ，ꏃꃅꌋꆹꉪꊇꇭꀧꋌꄻꐯꇯ

ꄉ，ꀊꅰꃅꀑꑊꋌꄻꇭꀧꇬꅑꌠꀋꇎ

ꀋꂪꅍꐥꈧꌠꁵ，25ꑠꀋꉬꑲꆏ，ꇭꀧ

ꇬꋌꑵꀊꋩꑵꃅꏡꉻꂶꉻꂵ；ꇭꀧꋋ

ꂷꈁꅑꈧꌠꃅꐮꀨꎹꄡꑟ。26ꀋꄸ

ꄷ，ꇭꀧꇬꅑꌠꋍꑵꆅꌸꑲꆏ，ꇭꀧꇬ

ꈁꅑꈧꌠꃅꆄꈻ；ꀋꄸꄷ，ꇭꀧꇬꅑ

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15设若
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
身子；”它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
子。16设若耳说：“我不是眼，
所以不属乎身子；”它也不能因
此就不属乎身子。17若全身是
眼，从哪里听声音呢？若全身
是耳，从哪里闻味呢？18但如今
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
排在身上了。19若都是一个肢
体，身子在哪里呢？20但如今肢
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21眼
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
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
22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
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23身上
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
发给它加上体面；不俊美的，
越发得着俊美。24我们俊美的肢
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
搭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
有缺欠的肢体，25免得身上分门
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 
26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
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
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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ꌠꋍꑵꀑꒉꑊꒉꊌꑲꆏ，ꇭꀧꇬꈁꅑ

ꈧꌠꃅꐯꇯꇿꌐ。 
27ꆍꊇꆹꏢꄖꇭꀧꉬ，ꄷꀋꁧ，ꆍ

ꊇꊿꋍꂷꇬꈀꐥꌠꃅꇭꀧꋋꂷꇬꄹꁆ

ꉬ。28ꏃꃅꌋꑇꊿꏓꉻꇬꄉꈀꄻꄉꌠ

ꆏ：ꂴꆏꁆꄻꊩꌺ；ꊁꆏꅉꄜꊿ；ꋍꊂ

ꆏꂘꃀ；ꉈꑴꆏꄐꐨꇣꋲꌠꃅꄎꌠ；ꋍ

ꈭꐨꆏꑆꊋꈁꁠꊌꄉꆅꉁꄎꌠ；ꌞꊿ

ꇇꀤꌠ；ꌤꏲꂠꄎꌠ；ꃅꄷꉙꉉꇮ

ꌠ。29ꊿꇬꈀꐥꌠꃅꁆꄻꊩꌺꉬꌐ

ꅀ？ꐯꇯꅉꄜꊿꉬꌐꅀ？ꐯꇯꂘꃀꉬ

ꌐꅀ？ꐯꇯꄐꐨꇣꋲꌠꃅꄎꌠꉬꌐ

ꅀ？30ꐯꇯꑆꊋꈁꁠꊌꄉꆅꉁꄎꌠꉬ

ꌐꅀ？ꐯꇯꃅꄷꉙꉉꄎꌠꉬꌐꅀ？ꐯ

ꇯꃅꄷꉙꁎꆦꄎꌠꉬꌐꅀ？31ꄚ，ꆍꊇ

ꆹꏟꈯꀕꃅꑆꊋꈁꁠꑠꏭꀋꋌꌠꇖꂟ

ꄡꑟ。 

27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
且各自作肢体。28神在教会所设
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
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
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
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
的。29岂都是使徒吗？岂都是先
知吗？岂都是教师吗？岂都是
行异能的吗？30岂都是得恩赐医
病的吗？岂都是说方言的吗？
岂都是翻方言的吗？31你们要切
切地求那更大的恩赐。 

 

ꉂꐪ 爱 

13 ꉢꀋꃅꈝꃀꃪꐯꃪꑠꏢꄐꆍꊇ

ꀨ。1ꀋꄸꄷ，ꉢꋧꃅꋋꂷꇬ 13 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
你们。1我若能说万人的 

ꃅꄷꉙꈀꐥꌠꃅꉢꉉꇮꌐ，ꄷꀋꁧ，ꉬ

ꉎꊩꌺꅇꂷꉢꉉꇮꇬ，ꄚ，ꉂꐪꀋꐥ

ꑲꆏ，ꉡꆹꃀꇌꇬꋒꄎꌬꌫꂷꅀꏈꃃ

ꉼꏒꏑꂷꀉꄂꌡꀐ。2ꀋꄸꄷ，ꉢꅉ

ꄜꊿꇗꅉꄜꌠꊋꃤꉢꐥ，ꌧꊋꂾꊋꌠ

ꂁꌤꑞꑌꉢꅉꐚꌐ，ꌧꇐꂿꇐꑞꑌꉢ

ꌧꌐ，ꄷꀋꁧ，ꉢꑇꐨꁦꌺꊈꄎꌠꐥꄷ

ꑌ，ꄚ，ꉢꉂꐪꀋꐥꑲꆏ，ꉡꆹꌗꅍꀋ

ꐥ。3ꀋꄸꄷ，ꉢꉠꁨꇐꈀꐥꃅꌌꌢ

ꎭꌠꇇꀤꌐꇈ，ꊨꏦꀑꇬꁮꄉꌌꈌꒉ

ꄷꑲꑌ（“ꈌꒉ”ꀊꆨꏂꀨꋍꈨꇬꆏ“ꊿꁳꐗꎻ”

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
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
一般。2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
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
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
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
得什么。3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
人，又舍己身叫人称赞（“叫人称

赞”有古卷作“叫人焚烧”），却没有
爱，仍然与我无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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ꃅꅑ），ꄚ，ꉢꉂꐪꀋꐥꑲꆏ，ꑠꆹꄡꇗ

ꉠꈲꏣꋍꍈꑋꀋꐥ。 
4ꉂꐪꆹꀊꉗꃅꋰꄿ，ꉌꎔꑌꀕ；

ꉂꐪꆹꉌꀋꈻꃴꀋꆅ；ꉂꐪꆹꈌꀋꒉ

ꉐꀋꂨ，ꆺꀋꒉꄇꀋꒉ，5ꉂꐪꆹꌤꑊ

ꏦꎲꄏꌠꀋꃅ，ꊨꏦꈲꏣꀋꎹ，ꈝꐮ

ꃅꇨꇅꀋꃃ，ꄸꏑꉌꂵꊐꀋꄉ，6ꉂꐪ

ꆹꀋꑗꀋꉬꌠꉌꀋꃹꃅ，ꇗꅉꃶꐚꌠ

ꀉꄂꉌꃹ；7ꑞꑌꊪꏆꇬꎷ，ꑞꑌꉌꒊ

ꇬꎷ，ꑞꑌꉘꇉꇬꎷ，ꑞꑌꋰꄉꇬ

ꎷ。 

4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
夸，不张狂，5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
怒，不计算人的恶，6不喜欢不
义，只喜欢真理；7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
耐。 

8ꉂꐪꆹꐩꋊꐩꍂꃅꀋꑍꀋꈤ；ꅉ

ꄜꊿꇗꅉꄜꌠꄐꐨꆹꄽꂫꆏꀋꎪꃅꑍ

ꈤꁧ；ꃅꄷꉙꉉꌠꄐꐨꄽꂫꆏꀋꎪꃅ

ꆏꁧ；ꌧꇐꂿꇐꑌꄽꂫꆏꀋꎪꃅꑍꈤ

ꁧ。9ꉪꊇꀋꃅꈀꅉꐚꌠꆹꑞꅉꐛꅉ

ꐥꌠ，ꅉꄜꊿꈁꉉꌠꑌꑞꅉꐛꅉꐥ

ꌠ。10ꄚ，ꇁꉚꅷꐛꒆꂶꌠꇫꑟꇀꄮ

ꇬꆏ，ꑞꅉꐛꅉꐥꌠꑠꆹꄽꂫꆏꀋꎪꃅ

ꑍꈤꁧꌠꉬ。11ꉢꀉꑳꌺꃅꄉꄮꇬ，

ꅇꂷꀉꑳꌺꃤꌡ，ꉌꃀꑌꀉꑳꌺꃤꌡ，

ꉪꐨꑌꀉꑳꌺꃤꌡ；ꀉꒉꈭꐨꆏ，ꌤꀉ

ꑳꌺꃤꈧꌠꉢꇤꇫꎭꀐ。12ꀃꑍꋋꄮ

ꉪꊇꀋꇊꆏꑊꈻꇓꇬꉜꇈꂿꀋꐚꌠꌡ

（“ꂿꀋꐚ”ꑝꇂꉙꇬꆏ“ꀉꌋꀕꇠꌠꌡ”ꃅꅑ），

ꄚ，ꀊꋨꄮꇬꆏ，ꉪꊇꐮꃀꉆꀐ。ꀃ

ꑍꋋꄮꉢꈀꅉꐚꌠꑞꅉꐛꅉꐥ，ꀊꋨ

ꄮꇬꆏ，ꌋꉡꅉꐚꌠꌟꃅ，ꑞꑌꉢꅉꐚ

ꌐ。13ꀃꑍꋋꄮ，ꅉꀕꃅꇫꐥꌠꆏꑇ

ꐨ、ꉘꇉꐨ、ꉂꐪꑠꌕꑵ；ꋋꈨꈬꄔ

ꇬꆹꉂꐪꄈꀉꒉꌐ。 

8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
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
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
无有。9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
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10等那
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
无有了。11我作孩子的时候，话
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
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
的事丢弃了。12我们如今仿佛对
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模糊不

清”原文作“如同猜谜”），到那时，就
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
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
主知道我一样。13如今常存的有
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
中最大的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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ꅉꄜꌠꌋꆀꃅꄷꉙꉉꌠꑆꊋꈁꁠ 先知和方言的恩赐 

14 ꆍꊇꆹꉂꐪꎹꈹꄡꑟ，ꒌꃤꑆ

ꊋꈁꁠꑌꊌꏾꐯꊌꏾꄡꑟ， 14 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
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 

ꀊꅰꃅꅉꄜꑆꊋꈁꁠꁯꄡꑟ。2ꊿꃅ

ꄷꉙꉉꌠꆹꑴꅉꇬꃰꊿꏭꉉꌠꀋꉬ

ꃅ，ꏃꃅꌋꏭꉉꌠꉬ，ꑞꃅꆏ，ꊿꋍꅇ

ꅲꑲꌧꂷꀋꐥ；ꄚ，ꋍꉌꃀꄸꈐꇬꆹꌧ

ꊋꂾꊋꌠꂁꌤꑠꉉꐺ。3ꄚ，ꅉꄜꅇ

ꉉꌠꆏ，ꅇꂷꌌꊿꏭꉉꌠ，ꑠꆹꊾꄕ

ꄻ、ꊾꉌꌒꄀ、ꊾꈐꊟꊋꊡꂿꄷ

ꌠ。4ꊿꃅꄷꉙꉉꌠꆹꊨꏦꇬꀉꄂꄕ

ꄻꌠ，ꄚ，ꅉꄜꅇꉉꌠꆹꑇꊿꏓꉻꋋ

ꂷꇬꃅꄕꄻꌠ。5ꉡꆹꆍꊇꐯꇯꃅꄷ

ꉙꉉꄎꌐꑟꉂ，ꄚ，ꉡꆹꀊꅰꃅꆍꊇ

ꐯꇯꅉꄜꅇꉉꌠꄺꑟꉂ；ꑞꃅꆏ，ꊿ

ꃅꄷꉙꉉꌠ，ꀋꄸꄷꅇꉙꁏꎼꇁꄉ，ꑇ

ꊿꏓꉻꋋꂷꃅꋌꄕꄻꉀꒆꌠꀋꉬꑲ

ꆏ，ꅉꄜꅇꉉꌠꆹꊿꃅꄷꉙꉉꌠꏭꀋ

ꋌꃅꀉꇨꌠꉬ。 

要羡慕的，是作先知讲道（原文

作“是说预言”。下同）。2那说方言
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
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
他在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
奥秘。3但作先知讲道的，是对
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
人。4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
作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
会。5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更
愿意你们作先知讲道；因为说
方言的，若不翻出来，使教会
被造就，那作先知讲道的，就
比他强了。 

6ꃺꑌꊈꀋ！ꀋꄸꄷ，ꉢꆍꄷꆹꇬ，

ꃅꄷꉙꀉꄂꌌꆍꏭꉉꑲꆀ，ꀖꀨꅍ、

ꌧꇐꂿꇐ、ꅉꄜꅇꌋꆀꉙꅇꂘꅇꑠꆏ

ꌌꆍꏭꉉꀋꀽꇬꆹ，ꉢꆍꊇꇬꈲꏣꑞ

ꐥ？7ꂾꃚꆏꐥꑲꆀ，ꀑꇬꆏꀋꑌꌠꐥ

ꇐꆹ，ꐪꆮꉬꄿꂿ，ꁀꁻꉬꄿꂿ，ꀋꄸ

ꄷ，ꂢꈷꎼꇁꇬꂢꃚꈶꃚꐯꀋꌡꐨꀋ

ꐥꑲꆏ，ꑞꂢꑞꈷꌠꈍꃅꊿꋋꅉꐚ

ꂯ？8ꀋꄸꄷ，ꉶꁱꄏꌊꐯꀋꐊꑲꆏ，

ꈀꄸꂷꌉꊭꌉꄐꄎꂯ？9ꆍꊇꑌꑠꃅꐙ

ꌠꉬ，ꆍꊇꉐꆂꀋꄸꄷꅇꂷꌧꈝꐮꌠ

ꀋꉉꑲꆏ，ꆍꅇꂷꑞꄜꌠꈀꄸꂷꇬ

6弟兄们，我到你们那里
去，若只说方言，不用启示、
或知识、或预言、或教训，给
你们讲解，我与你们有什么益
处呢？7就是那有声无气的物，
或箫、或琴，若发出来的声音
没有分别，怎能知道所吹、所
弹的是什么呢？8若吹无定的号
声，谁能预备打仗呢？9你们也
是如此，舌头若不说容易明白
的话，怎能知道所说的是什么
呢？这就是向空说话了。10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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ꌥ？ꑠꃅꇬꆹ，ꆍꊇꆹꃅꆳꏭꅇꉉꌠꉬ

ꀐ。10ꋧꃅꇬꂾꃚꈍꑋꑵꃅꐥ，ꄚ，

ꄜꐨꀋꐥꌠꋍꑵꑋꀋꐥ。11ꀋꄸꄷ，

ꂾꃚꀊꋩꑵꑞꄜꌠꉢꋌꀋꌧꑲꆏ，ꊿ

ꅇꂷꉉꋋꂷꀋꎪꃅꉢꋌꌌꉇꄅꊿꃅ

ꄉ，ꋋꑌꉢꉜꌊꉇꄅꊿꃅꄉ。12ꆍꊇ

ꑌꑠꃅꐙꌠꉬ；ꆍꊇꐯꇯꒌꃤꑆꊋꈁ

ꁠꊌꏾꐯꊌꏾꑲꆏ，ꏟꈯꀕꃅꑆꊋꈁ

ꁠꑇꊿꏓꉻꄕꄻꄎꌠꇖꂟꄡꑟ。 

的声音或者甚多，却没有一样
是无意思的。11我若不明白那声
音的意思，这说话的人必以我
为化外之人，我也以他为化外
之人。12你们也是如此；既是切
慕属灵的恩赐，就当求多得造
就教会的恩赐。 

13ꑠꅹ，ꊿꃅꄷꉙꉉꌠꆏ，ꅇꂷꋌ

ꈁꉉꈧꌠꋌꁏꎼꇁꄎꄷꈼꂟꄡꑟ。

14ꀋꄸꄷ，ꉢꃅꄷꉙꌌꈼꂟꑲꆏ，ꑠꆹ

ꉠꒌꈼꂟꌠ，ꉠꀑꆊꉪꌠꀋꉬ。15ꑠ

ꉬꑲꆏ，ꉢꈍꃅꋭ？ꉢꉠꒌꌌꄉꈼꂟ，

ꀑꆊꑌꌌꄉꈼꂟ；ꉢꉠꒌꅇꌌꄉꉙ

ꑵ，ꀑꆊꑌꌌꄉꉙꑵ。16ꑠꀋꉬꑲꆏ，

ꆏꅽꒌꌌꏃꃅꌋꏭꈀꎭꀕꅇꉉꇬ，ꊿ

ꃅꄷꉙꀋꌧꈧꌠ，ꆏꉉꌠꋀꋌꀋꌧꑲ

ꆏ，ꆏꈀꎭꀕꅇꉉꇬꋀꈍꃅꀊꂱꃅꉉ

ꂯ？17ꈀꎭꀕꅇꆏꈁꉉꌠꆹꉾꃪꌠꉬꑴ

ꇬ，ꄚ，ꌞꊿꏭꄕꄻꇇꀤꅍꀋꐥ。

18ꉢꏃꃅꌋꏭꈀꎭꀕ，ꑞꃅꆏ，ꃅꄷꉙ

ꉢꉉꌠꆹꆍꋍꏅꉉꌠꑋꀋꋌ；19ꄚ，ꉡ

ꆹꑇꊿꏓꉻꇬꄉ，ꃅꄷꉙꅇꂷꋍꃪꇬ

ꉉꑎꆹ，ꀑꆊꉪꄉꅇꂷꉬꇬꌌꊿꉗꊿ

ꂘꇬꄈꀊꅰꃅꍑ。 

13所以那说方言的，就当求
着能翻出来。14我若用方言祷
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
性没有果效。15这却怎么样呢？
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
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
性歌唱。16不然，你用灵祝谢，
那在座不通方言的人，既然不
明白你的话，怎能在你感谢的
时候说“阿们”呢？17你感谢的固
然是好，无奈不能造就别人。
18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
人还多；19但在教会中，宁可用
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
说万句方言。 

20ꃺꑌꊈꀋ！ꉪꇐꀂꏽꀉꑳꌡꃅ

ꄡꐛꀐ；ꄚ，ꌤꄷꅠꌠꇬꆏ，ꀉꑳꌺꌡ

ꄡꑟ；ꉪꇐꀂꏽꆏ，ꌟꒉꉪꇐꑌꄡ

ꑟ。21ꄹꏦꇬ： 

20弟兄们，在心志上不要作
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作婴
孩；在心志上总要作大人。21律
法上记着： 

“ꌋꄹꇬ： “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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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ꉢꉇꉻꊿꉐꆂꌋꆀꉇꄅꊿꂱꑆ

ꇬꈴꄉꉹꁌꋋꈨꏭꅇꉉ， 
ꑠꃅꑴꇬ，ꋀꊇꄡꇗꉠꅇꃅꀋ

ꅲ’ꄷ”ꄷꁱꇬꄀꄉ。 

‘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
人的嘴唇向这百姓说话； 
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听从
我。’” 

22ꑠꃅꉜꎼꇁꇬ，ꃅꄷꉙꆹꉉꑇꊿꈧꌠ

ꇰꌠꀋꉬꃅ，ꉉꊿꀋꑇꈧꌠꇰꄉꊫꄲ

ꃅꌠꉬ；ꅉꄜꅇꆹꊿꀋꑇꌠꎁꃅꄜꌠ

ꀋꉬꃅ，ꑇꌠꎁꃅꄜꄉꊫꄲꃅꌠꉬ。

23ꑠꅹ，ꑇꊿꏓꉻꋋꂷꇬꊿꉬꇮꏓꋍ

ꈜꄉ，ꈀꄸꑌꃅꄷꉙꉉꑲꆏ，ꋍꇅꋋ

ꇅꇬꊿꃅꄷꉙꀋꌧꌠꅀꊿꀋꑇꌠꈏꃹ

ꇁꇬ，ꋀꊇꄹꇬ，ꆍꊇꐯꇯꃶꀐꄷꌠꀋ

ꉬꅀ？24ꀋꄸꄷ，ꈀꄸꑌꐯꇯꅉꄜꅇꉉ

ꌐꑲꆏ，ꋍꇅꋋꇅꇬꊿꀋꑇꌠꅀꊿꃅ

ꄷꉙꀋꌧꌠꈐꏭꃹꇁꄮꇬꆏ，ꋌꉹꁌꇱ

ꉉꉪꐚꏡꐚꇁ，ꉹꁌꇱꌌꉬꀋꉬꌠꊨ

ꄅ；25ꋍꉌꃀꇬꂁꇐꁿꇐꅔꁖꇁꄉ，ꋌ

ꀋꎪꃅꈁꑓꃄꅉꊫꄉ：“ꏃꃅꌋꇯꍝ

ꃅꆍꈬꄔꐥ”ꃅꏃꃅꌋꏭꀍꃈꄚꌠ

ꉬ。 

22这样看来，说方言不是为信的
人作证据，乃是为不信的人；
作先知讲道不是为不信的人作
证据，乃是为信的人。23所以全
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若都说
方言，偶然有不通方言的，或
是不信的人进来，岂不说你们
癫狂了吗？24若都作先知讲道，
偶然有不信的，或是不通方言
的人进来，就被众人劝醒，被
众人审明，25他心里的隐情显露
出来，就必将脸伏地，敬拜
神，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
了。” 

 

ꌤꑞꑌꂴꊁꐥꄡꑟ 凡事都有次序 
26ꃺꑌꊈꀋ！ꆍꊇꈍꃅꀕꋭ？ꆍꊇ

ꐯꏑꄮꇬ，ꊾꂿꋍꑵꐥꌐ，ꉙꍗꌠꐥ，

ꅀꉙꅇꂘꅇꐥ，ꅀꀖꀨꅍꐥ，ꅀꃅꄷ

ꉙꉉ，ꅀꃅꄷꉙꁏ；ꑞꑵꌠꉬꄿꂿ，ꐯ

ꇯꊾꄕꄻꐨꐥꄡꑟ。27ꀋꄸꄷ，ꊿꃅ

ꄷꉙꉉꌠꐥꇬ，ꑍꂷꅀꀉꑌꑲꑌꌕꑻ

ꈀꉐꄡꐂꃅꄉ，ꋍꂷꋍꂷꃅꉉ，ꉈꑴ

ꊾꂷꁳꑌꉙꋋꈨꁏꎼꇁꎻ。28ꀋꄸ

ꄷ，ꊿꅇꁏꌠꀋꐥꑲꆏ，ꊿꃅꄷꉙꉉ

26弟兄们，这却怎么样呢？
你们聚会的时候，各人或有诗
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
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
事都当造就人；27若有说方言
的，只好两个人，至多三个
人，且要轮流着说，也要一个
人翻出来。28若没有人翻，就当
在会中闭口，只对自己和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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ꋋꈨꆏ，ꑇꊿꐯꏑꄮꇬꁱꄡꐭꃅꊨꏦ

ꏭꌋꆀꏃꃅꌋꏭꀉꄂꉉꄡꑟ。 
就是了。 

29ꅉꄜꅇꉉꌠꆏ，ꑍꂷꅀꌕꑻꀉ

ꄂꇗꅉꄜꇈ，ꀉꁁꈧꌠꆏꊿꀊꋨꈨꅇ

ꂷꉐꂷꉬꀋꉬꌠꎖꉺꄡꑟ。30ꀋꄸ

ꄷ，ꊿꇫꑌꈧꌠꀖꀨꅍꊌꀐꑲꆏ，ꅉ

ꄜꅇꉉꂶꌠꆹꁱꀋꐭꄡꑟ。31ꑞꃅ

ꆏ，ꆍꊇꋍꂷꋍꂷꃅꅉꄜꅇꉉꄉ，ꉹ

ꁌꁳꇗꅉꌷꎻ，ꋀꊇꁳꈐꊟꊋꊡꐨꊌ

ꎻ。32ꅉꄜꊿꒋꆹꅉꄜꊿꅇꃅ。33ꑞ

ꃅꆏ，ꏃꃅꌋꆹꊿꁳꌼꇑꀠꇁꎻꌠꀋ

ꉬꃅ，ꊿꁳꋬꂻꎻꌠꉬ。 

29至于作先知讲道的，只好
两个人，或是三个人，其余的
就当慎思明辨。30若旁边坐着的
得了启示，那先说话的就当闭
口不言。31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
一个地作先知讲道，叫众人学
道理，叫众人得劝勉。32先知的
灵原是顺服先知的，33因为神不
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 

34ꌋꅪꆹꑇꊿꏓꉻꇬꄉꁱꀋꐭꄡ

ꑟ，ꌃꎔꌺꃤꑇꊿꏓꉻꈧꌠꇬꑌꐯꇯ

ꑠꃅꐙꌐ，ꑞꃅꆏ，ꋀꁳꅇꂷꉉꎻꀋ

ꉆ。ꄹꏦꇬꉉꌠꌟꃅ，ꋀꊇꆹꑞꑌꅇ

ꃅꇬꎷꄡꑟ。35ꀋꄸꄷ，ꋀꊇꋍꑵꌷ

ꏾꑲꆏ，ꀁꇬꄉꋀꌐꊈꏭꅲꉆ，ꑞꃅ

ꆏ，ꌋꅪꑇꊿꏓꉻꇬꄉꅇꉉꇬꊇꅉꇬ

ꆹꎲꄏꌠ。（ꀊꆨꏂꀧꋍꈨꇬꆏ，34ꊭ、35ꊭꄻ

40ꊭꊂꆈꄀꄉ。）36ꏃꃅꌋꇗꅉꆹꆍꄷꄉꅐ

ꇁꌠꅀ？ꁊꆍꊇꀉꄂꇰꌠꅀ？ 

34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
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因为
不准她们说话。她们总要顺
服，正如律法所说的。35她们若
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
的丈夫，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
原是可耻的（有的古卷把 34-35 节放

在 40 节后）。36神的道理岂是从你
们出来吗？岂是单临到你们
吗？ 

37ꀋꄸꄷ，ꊿꋍꊨꏦꆹꅉꄜꊿꅀ

ꌃꎔꒌꃤꉬꉂꃅꉪꌠꐥꑲꆏ，ꋋꆹꉢ

ꁱꆍꊇꁵꌠꆹꌋꁵꅇꉬꌠꋌꅉꐚꄡ

ꑟ。38ꀋꄸꄷ，ꊿꋍꑠꉉꀋꏚꌠꆏ，ꌊ

ꑌꇫꉉꀋꏚꄡꑟ。39ꑠꅹ，ꃺꑌꊈ

ꀋ！ꆍꊇꆹꉌꃀꇬꇯꆐꅉꄜꅇꉉꏾꐯ

ꏾꌶ，ꃅꄷꉙꉉꌠꑌꄡꏢꄡꇍ。40ꌤ

ꑞꃅꄿꂿ，ꉥꑣꀕꃅꂴꊁꊱꁨꐥꃅꄉ

ꃅ。 

37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
或是属灵的，就该知道，我所
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38若有
人不承认这个命令，他也应该
不被承认。39所以我弟兄们，你
们要切慕作先知讲道，也不要
禁止说方言。40凡事都要规规矩
矩地按着次序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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ꏢꄖꀱꐥꇁ 基督的复活 

15 ꃺꑌꊈꀋ！ꀋꃉꉢꌒꅇꂴꏭꉢ

ꁊꆍꁳꈧꌠꉉꆍꇰꄉ，ꆍꁳ 15 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
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 

ꅉꐚꎻ；ꌒꅇꑠꆍꊇꑌꊪꄉꀐ，ꉈꑴꌒ

ꅇꉘꇉꄉꉆꈬꃅꉆꄎ。2ꄷꀋꁧ，ꀋ

ꄸꄷꆍꊇꏟꈯꀕꃅꉢꁊꆍꁳꈧꌠꐏꄉ

ꄎꑲꆏ，ꆍꊇꆹꀋꎪꃅꌒꅇꋋꈨꒉꄸ

ꃅꈭꋏꊌꌠꉬ，ꑠꀋꉬꑲꆏ，ꆍꊇꆹꀈ

ꈥꀕꃅꑇꌠꉬ。 

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
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2并且
你们若不是徒然相信，能以持
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
福音得救。 

3ꉢꀊꋨꄮꇬꈀꊪꊊꇈꉈꑴꄜꁊꆍ

ꇰꌠꆏꑠꉬ：ꉘꃀꆏ，ꏢꄖꆹꏂꀨꇬꈁ

ꉉꈧꌠꇬꈴꄉꉪꑽꃤꎁꃅꌦꀐ；4ꄷꀋ

ꁧ，ꌌꄃꁧꇬꄃꇫꎭꀐ；ꉈꑴꏂꀨꇬꈁ

ꉉꈧꌠꇬꈴꄉ，ꌕꑍꄹꉇꆏꀱꐥꇁꀐ；

5ꄷꀋꁧ，ꋌꏢꃔꂾꅐꇁ，ꊁꆏꁆꄻꊩ

ꌺꊰꑋꑹꂾꅐꇁ。6ꋍꈭꐨꆏ，ꋍꃢꃅ

ꋌꃺꑌꉬꉐꑹꂾꅐꇁ，ꋀꊇꈬꄔꀉꑌ

ꄹꁆꀃꑍꋋꄮꇫꐥꑴꌦ，ꄚ，ꌦꌠꑌ

ꐥꀐ。7ꋍꈭꐨꆏ，ꋌꑸꇱꂾꅐꇁ，ꊁ

ꆏꁆꄻꊩꌺꈧꌠꂾꅐꇁ，8ꄽꂫꇊꄽꂫ

ꆏꋌꉠꂾꑌꅐꇁ；ꉡꆹꒅꄮꀋꑟꃅꒅ

ꂷꌡ。9ꉠꑴꅉꆹ，ꁆꄻꊩꌺꈬꇬꀄꊭ

ꐯꀄꊭꍇꌠꉬ，ꌌꁆꄻꊩꌺꄷꇴꀋ

ꋭ，ꑞꃅꆏ，ꉢꋌꃀꏃꃅꌋꑇꊿꏓꉻ

ꇬꆼꍅꆹꆋꋺ。10ꄚ，ꀃꑍꋋꄮꆏ，ꏃ

ꃅꌋꑆꊋꒉꄸꃅ，ꉡꆹꊿꑠꃅꐙꂷꐛ；

ꄷꀋꁧ，ꏃꃅꌋꑆꊋꄻꉡꇖꌠꑌꀈꈥ

ꀋꈥ，ꉢꁆꄻꊩꌺꀉꁁꈧꌠꏭꀋꋌꃅ

ꀊꅰꃅꑘꎭꃣꅧ；ꄚ，ꌤꃅꂶꌠꆹꉢꀋ

ꉬꃅ，ꏃꃅꌋꑆꊋꉡꐊꒉꄸ。11ꉢꉬ

ꄿꂿ，ꁆꄻꊩꌺꈧꌠꉬꄿꂿ，ꉪꊇꑠꃅ

3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
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
说，为我们的罪死了，4而且埋
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
复活了；5并且显给矶法看，然
后显给十二使徒看，6后来一时
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
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
了的；7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
给众使徒看，8末了也显给我
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
一般。9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
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
迫神的教会。10然而我今日成了
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
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
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
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
在。11不拘是我，是众使徒，我
们如此传，你们也如此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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ꁊ，ꆍꊇꑌꑠꃅꑇꀐ。 
 

ꌦꊿꀱꐥꇁ 死人的复活 
12ꉪꊇꏢꄖꌦꈬꇬꄉꀱꐥꇁꌠꁊ

ꑲꆏ，ꆍꊇꈬꄔꇬꊿꋍꈨꋋꈨꑞꃅꌦ

ꊿꀱꐥꇁꌠꌤꑠꀋꐥꃅꉉꐺ？13ꀋꄸ

ꄷ，ꌦꊿꀱꐥꇁꌠꌤꑠꀋꐥꑲꆏ，ꏢꄖ

ꑌꀱꐥꀋꇁꀐ。14ꀋꄸꄷ，ꏢꄖꀱꐥ

ꀋꇁꑲꆏ，ꉪꊇꈁꁊꌠꌋꆀꆍꊇꈁꑇ

ꌠꐯꇯꀈꈥꀕꌠꉬꀐ；15ꄷꀋꁧ，ꉪꊇ

ꑓꀠꀕꃅꏃꃅꌋꎁꃅꅇꊪꃶꀋꐚꌠꌬ

ꀐ，ꑞꃅꆏ，ꉪꊇꆹꏃꃅꌋꏢꄖꁳꀱꐥ

ꇁꎻꀐꌠꅇꊪꌬꀐ。ꀋꄸꄷ，ꊿꌦꌠ

ꇯꍝꃅꀱꐥꀋꇁꑲꆏ，ꏃꃅꌋꑌꏢꄖ

ꁳꀱꐥꇁꀋꎽꀐ。16ꑞꃅꆏ，ꊿꌦꌠ

ꀱꐥꀋꇁꑲꆏ，ꏢꄖꑌꀱꇫꐥꀋꇁꌠ

ꉬ。17ꀋꄸꄷ，ꏢꄖꀱꐥꀋꇁꑲꆏ，ꆍ

ꊇꑇꐨꆹꀈꈥꀕꌠꉬ，ꆍꊇꄡꇗꑽꃤ

ꈬꇬꐥꑴꌦ。18ꊿꏢꄖꑇꄉꌦꈧꌠꑌ

ꈔꈤꌠꉬꀐ。19ꀋꄸꄷ，ꉪꊇꏢꄖꉘ

ꇉꌠꋋꍂꇬꀉꄂꉘꇉꐨꐥꑲꆏ，ꀊꅰ

ꃅꉹꁌꏭꀋꋌꃅꊽꎭꃅꉈꌠꌗ。 

12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
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
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13若没有
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
复活了。14若基督没有复活，我
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
的也是枉然；15并且明显我们是
为神妄作见证的，因我们见证
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
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
活了。16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
督也就没有复活了。17基督若没
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
你们仍在罪里。18就是在基督里
睡了的人也灭亡了。19我们若靠
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
比众人更可怜。 

20ꄚ，ꏢꄖꆹꇯꍝꃅꌦꈬꇬꄉꀱꐥ

ꇁꀐ，ꋋꆹꊿꌦꀐꈧꌠꈬꇬꂶꂷꇬꂾ

ꂔꂶꌠꉬ。21ꌦꃤꊿꋍꂷꇬꄉꇁ，ꌦ

ꈬꇬꄉꀱꐥꇁꌠꑌꄡꇗꊿꋍꂷꇬꄉ

ꇁ。22ꊿꈀꐥꌠꃅꑸꄉꒉꄸꃅꌦꌐ；

ꐯꌟꃅ，ꊿꈀꐥꌠꃅꏢꄖꈐꏭꄉꀱꐥ

ꇁꌐ。23ꄚ，ꊿꋍꂷꋑꀋꋒꂴꊁꃅꀱ

ꐥꇁ；ꏢꄖꆹꂶꂷꇬꂾꂔꂶꌠꉬ，ꊁꋌ

ꀱꉈꑴꇀꄮꇬ，ꊿꏢꄖꃤꉬꈧꌠꀱꐥ

ꇁ。24ꋍꈭꐨꆏ，ꋧꃅꌐꂫꈍꃅꑌꇫ

20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
成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21死
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
是因一人而来。22在亚当里众人
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
也都要复活。23但各人是按自己
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
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
些属基督的。24再后，末期到
了，那时基督既将一切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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ꑟꇁ，ꀊꋨꄮꇬꆏ，ꏲꂠꌠ、ꌅꈌꐥ

ꌠ、ꄐꅍꐥꌠꈀꐥꌠꃅꑳꌠꇱꈔꋏꇫ

ꎭꌐꄉ，ꃰꃅꇩꋌꏮꋍꀉꄉꏃꃅꌋ

ꁵ。25ꑞꃅꆏ，ꏢꄖꆹꀋꎪꃅꃰꃅꄻ

ꄉ，ꋍꁮꐚꉬꇮꃅꏃꃅꌋꄻꋍꑭꁆꇂ

ꃴꄔꄉꌐꌠꇁꉚ。26ꄽꂫꇊꄽꂫꇬ，

ꁮꐚꏃꃅꌋꇱꈔꋏꇫꎭꂶꌠꆹꌦꃤ

ꉬ。27ꑞꃅꆏ，ꏂꀨꇬꑠꃅꉉ：“ꐥ

ꇐꈀꐥꌠꃅꏃꃅꌋꄻꋍꑭꁆꇂꃴꄔꄉ

ꌐ”ꄷ。ꐥꇐꈀꐥꌠꐯꇯꄻꋍꇂꃴ

ꄉꀐꄷꑴꇬ，ꉉꄻꀋꅐ，ꐥꇐꈀꐥꌠ

ꋌꄻꏢꄖꇂꃴꄉꂶꌠꑴꅉꆹꇬꀋ

ꐊ。28ꐥꇐꈀꐥꌠꏢꄖꇂꃴꐥꑲꆏ，

ꀊꋨꄮꇬꆏ，ꌺꂶꌠꊨꏦꑌꐥꇐꈀꐥ

ꌠꄻꋍꇂꃴꐥꄉꎻꌠꏃꃅꌋꇂꃴꐥ

ꄉ，ꏃꃅꌋꁳꐥꇐꈀꐥꌠꄩꐥꎻ，ꏃ

ꃅꌋꁳꐥꇐꈀꐥꌠꌋꐛꎻ。 

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
了，就把国交与父神。25因为基
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
都放在他的脚下。26尽末了所毁
灭的仇敌就是死。27因为经上
说：“神叫万物都服在他的脚
下。”既说万物都服了他，明显
那叫万物服他的，不在其内
了。28万物既服了他，那时，子
也要自己服那叫万物服他的，
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
主。 

29ꑠꀋꉬꑲꆏ，ꊿꌦꊿꎁꃅꄉꋋ

ꑣꊪꀊꋨꈨ，ꊁꇁꋍꑍꆏꈍꃅꐙꂯ？ꀋ

ꄸꄷ，ꊿꌦꀐꌠꇯꍝꃅꀱꐥꀋꇁꑲꆏ，

ꑞꃅꋀꎁꃅꄉꋋꑣꊪ？30ꉪꊇꑞꃅꋍ

ꇅꋑꀋꋒꌦꀋꑴꈔꀋꑴꌠꉬ？31ꃺꑌ

ꊈꀋ！ꉡꆹꋍꑍꋑꀋꋒꌦꃤꈔꃤꊝꇬ

ꎷ，ꑠꆹꇯꍝꌠꉬ，ꑠꆹꉢꉠꌋꏢꄖꑳ

ꌠꇬꄉꆍꏭꄐꄉꈌꒉꌠꌋꆀꐯꌟ。

32ꉢꑱꃛꌙꄉꑋꁮꉆꁮꌋꆀꐮꉈꈽꄮ

ꇬ，ꀋꄸꄷ，ꉢꋧꃅꉘꇉꐨꀉꄂꐥꑲ

ꆏ，ꉠꈲꏣꑞꐥ？ꀋꄸꄷ，ꌦꊿꀱꐥꀋ

ꇁꑲꆏ， 

29不然，那些为死人受洗
的，将来怎样呢？若死人总不
复活，因何为他们受洗呢？30我
们又因何时刻冒险呢？31弟兄
们，我肯定地告诉你们：我是
天天面对着死；这就如同我在
我主基督耶稣里，指着你们所
夸的口一样肯定。32我若当日像
寻常人，在以弗所同野兽战
斗，那于我有什么益处呢？若
死人不复活， 

“ꉪꊇꀒꋠꀒꅝꑟ！ 
ꑞꃅꆏ，ꉪꊇꃆꏂꄑꆏꌦ

“我们就吃吃喝喝吧！ 
因为明天要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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ꀐ。” 
33ꆍꊇꊨꏦꈱꊨꏦꄡꊏ；ꊿꄸꐋꀨꃄ

ꆏ，ꆍꃅꇏꂄꐈꄸꐙꁧ。34ꆍꊇꀀꐚ

ꑓꄧꃅꄉꂄꎔꌠꃅ，ꑽꃤꄡꐆ，ꑞꃅ

ꆏ，ꆍꊇꊿꋍꈨꋋꈨ，ꏃꃅꌋꆍꋌꀋ

ꌧ。ꉢꋋꈨꉉꌠꆹꆍꁳꎲꄏꑊꏦꎻꂿ

ꄷꌠ。 

33你们不要自欺；滥交是败坏善
行。34你们要醒悟为善，不要犯
罪，因为有人不认识神。我说
这话是要叫你们羞愧。 

 

ꇭꀧꀱꐥꇁ 身体的复活 
35ꄚ，ꊿ：“ꌦꊿꈍꃅꀱꐥꇁ？ꋀ

ꊇꇭꀧꈍꃅꐚ？”ꃅꅲꌠꐥꏭꐛ。

36ꊿꇯꅝꌠꀋ！ꇗꂷꆏꄻꇫꊪꄉꌠ，ꇗ

ꂷꂶꌠꌦꀋꁧꑲꆏ，ꅿꁮꅿꀋꇁꌠ

ꉬ。37ꆏꊪꏽꄮꇬꇗꂷꂶꌠꆹꊁꒆꇁ

ꈧꌠꐛꐪꀋꉬ，ꆍꊇꊪꏽꌠꆹꋚꂷꀕ

ꀉꄂ，ꄉꀴꄉꉉꇬ，ꎭꂷꅀꀉꁁꇗꂷ

ꉬ。38ꏃꃅꌋꆹꋍꊨꏦꉪꐨꇬꍬꄉ，

ꐛꐪꂷꋌꄻꇬꁳ，ꄷꀋꁧꋚꂷꋍꑵꆏ

ꐛꐪꋍꑵꃅꐙ。39ꌦꆊꇭꀧꐛꐪꑌꐯ

ꀋꌡ：ꊾꆹꋍꑵꃅꐙ，ꑋꁮꉆꁮꆹꋍꑵ

ꃅꐙ，ꉌꊭꉌꇓꆹꋍꑵꃅꐙ，ꉚꑌꋍꑵ

ꃅꐙ。40ꉬꉎꑌꐛꐪꐥ，ꉬꐮꑌꐛꐪ

ꐥ；ꄚ，ꉬꉎꐛꐪꁨꑭꁤꇅꀕꌠꆹꋍ

ꑵ，ꉬꐮꐛꐪꁨꑭꁤꇅꀕꌠꆹꋍꑵ。

41ꉘꁮꆏꉘꁮꁨꑭꁤꇅꀕꌠꐥ，ꆧꁨ

ꆏꆧꁨꀕꑭꁤꇅꀕꌠꐥ，ꃅꏸꑌꃅꏸ

ꁨꑭꁤꇅꀕꌠꐥ，ꃅꏸꋋꂷꌋꆀꀊꋨ

ꂷꁨꑭꑌꐯꀋꌡ。 

35或有人问：“死人怎样复
活，带着什么身体来呢？”36无
知的人哪！你所种的若不死就
不能生。37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
将来的形体，不过是子粒，即
如麦子，或是别样的谷；38但神
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
并叫各等子粒各有自己的形
体。39凡肉体各有不同：人是一
样，兽又是一样，鸟又是一
样，鱼又是一样。40有天上的形
体，也有地上的形体；但天上
形体的荣光是一样，地上形体
的荣光又是一样。41日有日的荣
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
荣光；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
有分别。 

42ꌦꊿꀱꐥꇁꌠꑌꄡꇗꑠꃅꐙ：ꈀ

ꊪꈁꏽꄉꌠꆹꀋꎪꃅꍹꐛꌠ，ꀱꐥꇁ

ꌠꆹꍹꀋꐛꌠ；43ꈀꊪꈁꏽꄉꌠꆹꎲꄏ

42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
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
坏的；43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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ꑊꏦꌠ，ꀱꐥꇁꌠꆹꀑꑊꁤꇅꀕꌠ；ꈀ

ꊪꈁꏽꄉꌠꆹꊋꁧꌗꁧꌠ，ꀱꐥꇁꌠꆹ

ꊋꑌꁦꅤꌠ；44ꈀꊪꈁꏽꄉꌠꆹꌦꆊ

ꇭꀧ，ꀱꐥꇁꌠꆹꒌꃤꇭꀧ，ꀋꄸꄷ，

ꌦꆊꇭꀧꐥꑲꆏ，ꒌꃤꇭꀧꑌꀋꎪꃅ

ꐥꌠꉬ。45꒰ꀨꇬꑌꑠꃅꁱꇬꄀꄉ：

“ꑸꄉꊿꉘꃀꂶꌠꆹꒌꐊꌠꊿꇫꐥ

ꂷꐛ（“ꒌ”ꅀ“ꌦꌗ”ꃄꑌꍑ）”ꄷ；ꑸꄉ

ꄽꂫꂶꌠꆹꊿꁳꇫꐥꎻꌠꒌꑠꂷꐛ。

46ꄚ，ꒌꃤꂴꅐꇁꌠꀋꉬꃅ，ꌦꆊꃤꂴ

ꅐꇁꌠ，ꋍꈭꐨꑲꆀꒌꃤꇫꐥ。47ꊿ

ꇬꂾꂶꌠꆹꃄꅉꇬꄉꇁꌠ，ꋋꆹꌥꏮꃤ

ꉬ。ꊁꂶꌠꆹꉬꉎꇬꄉꇁꌠ。48ꌥꏮ

ꃤꂶꌠꈍꃅꐙꆏ，ꌥꏮꃤꈧꌠꑌꈍꃅ

ꐙ，ꉬꉎꃤꂶꌠꈍꃅꐙꆏ，ꉬꉎꃤꈧꌠ

ꑌꈍꃅꐙ。49ꉪꊇꐛꐪꌥꏮꃤꂶꌠꌡ

ꃅꐙꑲꆏ，ꉪꊇꊁꇁꋍꑍꆏꀋꎪꃅꐛꐪ

ꉬꉎꃤꂶꌠꑌꌡꌠꉬ。 

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
的，复活的是强壮的；44所种的
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
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
必有灵性的身体。45经上也是这
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
有灵的活人（“灵”或作“血气”）；”末
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46但
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
先，以后才有属灵的。47头一个
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
人是出于天。48那属土的怎样，
凡属土的也就怎样；属天的怎
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49我们
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
属天的形状。 

50ꃺꑌꊈꀋ！ꉢꉉꆍꇰ，ꌦꆊꇭꀧ

ꆹꏃꃅꌋꃰꃅꇩꐴꊛꀋꄐ；ꀋꎪꃅꍹ

ꐛꌠꆹꍹꀋꐛꌠꐴꊛꀋꄐ。51ꀋꃉ，

ꉢꌧꊋꂾꊋꌠꂁꌤꐘꉉꆍꇰ，ꉪꊇꐯ

ꇯꌦꌐꌠꀋꉬ，ꄚ，ꐯꇯꐛꐈꌐꌠꉬ；

52ꑓꂨꑓꋏꇢꉚꀋꂪꃅ，ꉶꁱꄽꂫꃢ

ꌠꄏꄷꌦꆏ，ꉶꁱꄏꐛꅹ，ꌦꊿꀱꐥ

ꇁꇈꍹꀋꐛꌠꐛ，ꉪꊇꑌꐛꐈꌠꉬ。

53ꀋꎪꃅꍹꐛꋍꑠꈍꃅꑌꐈꌌꍹꀋꐛ

ꌠꐛ（“ꐈ”ꄯꒉꂴꋐꌠꇬꆏ“ꈚ”ꃅꅑ。ꄚꐰꑌ

ꐯꌟ）；ꀋꎪꃅꌦꌠꋍꑠꈍꃅꑌꐈꌌꀋꌦ

ꌠꐛ；54ꀋꎪꃅꍹꐛꑠꐈꌌꍹꀋꐛꌠ

ꐛ，ꀋꎪꃅꌦꌠꋍꑠꐈꌌꀋꌦꌠꐛꑲ

50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
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
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51我
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
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
都要改变；52就在一霎时，眨眼
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
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
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53这
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变

成”原文作“穿”。下同）；这必死的总
要变成不死的；54这必朽坏的既
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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ꆏ，ꀊꋨꄮꇬꆏ，꒰ꀨꇬꅇꂷ“ꌦꃤꆹ

ꊋꐛꇱꑍꅝ”ꄷꇫꌠꅇꅐꀐ。 
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
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 

55ꌦꃤꀋ！ꅽꊋꐛꌗꐛꌠꌅꈌꇿꇬ

ꐥ？ꌦꃤꀋ！ꅽꅋꏸꇥꉧꇿꇬꐥ？56ꌦ

ꃤꅋꏸꇥꉧꆹꑽꃤꉬ，ꑽꃤꌅꈌꆹꄹꏦ

ꉬ。57ꄚ，ꏃꃅꌋꏭꈀꎭꀕ！ꋌꉪꌋ

ꑳꌠꏢꄖꇇꄧꈴꄉꉪꊇꁳꊋꐛꌗꐛ

ꎻ。58ꑠꅹ，ꉠꉂꇂꅉꌠꃺꑌꊈꀋ！

ꆍꊇꑌꈫꈈꃅꄉ，ꉌꃀꉪꐨ꒚ꁮꄡꋏ

ꃅ，ꅉꀕꃅꊋꇤꄉꌋꎁꃅꌤꃅ，ꑞꃅ

ꆏ，ꆍꑘꎭꃣꅧꌠꆹꌋꈐꏭꄉꀈꈥꀋꈥ

ꌠꆍꅉꐚ。 

55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
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 
56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
是律法。57感谢神，使我们借着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58所以
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
固，不可动摇，常常竭力多做
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
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 

 

ꎆꆳꌃꎔꌺꁵ 为圣徒捐项 

16 ꉉꅷꌃꎔꌺꎁꃅꎆꆳꌠꃆꂮ

ꑟꇬꆏ，ꀋꉊꉢꈍꃅꄉꏦꇁꄠ 16 论到为圣徒捐钱，我从
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 

ꑇꊿꏓꉻꈧꌠꏭꉉꆏ，ꆍꊇꑌꈍꃅꀕ

ꄡꑟ。2ꏃꑍꌠꇬꂾꄹꉇꆏ，ꆍꊇꊿꋍ

ꂷꈀꐥꃅꊨꏦꈁꊌꅍꇬꄉ，ꎆꃀꈨꅐ

ꌊꊭꇬꊎꄉ，ꑠꀋꉬꑲꆏ，ꉢꇫꑟꇀꄮ

ꇬꑲꆀ，ꆍꇫꍠꇫꆽꃅꎆꆳꂵ。3ꉢꇫ

ꑟꇁꈭꐨꆏ，ꆍꊇꄯꒉꁱꄉꈀꄸꊘꎭ

ꆏ，ꈀꄸꉢꇤꅷꆍꆲꎆꈧꌠꎭꌊꑳꇊ

ꌒꇌꁧꎻ。4ꀋꄸꄷ，ꉡꑌꁧꄡꑟꑲ

ꆏ，ꋀꊇꉡꐊꁧꇬꍑ。 

教会，你们也当怎样行。2每逢
七日的第一日，各人要照自己
的进项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
的时候现凑。3及至我来到了，
你们写信举荐谁，我就打发他
们，把你们的捐资送到耶路撒
冷去。4若我也该去，他们可以
和我同去。 

 

ꁦꅉꄐꏤ 计划行程 
5ꉢꂷꐕꄓꈴꇁꂿꄷ，ꈴꇁꑲꆏ，

ꉢꆍꄷꇁ，6ꉢꆍꈽꄉꈍꑋꑍꐥꌬꀋ

ꄿ，ꄷꀋꁧ，ꃅꋆꋋꂷꃅꆍꈽꐥꇬꑋ

ꌬꀋꄿ。ꑠꃅꑲꆏ，ꉢꇿꇬꁧꄿꂿ，

ꆍꐯꇯꉢꏁꉡꎭꉆ。7ꀋꃅꆹꉢꆍꄷꈴ

5我要从马其顿经过，既经
过了，就要到你们那里去，6或
者和你们同住几时，或者也过
冬。无论我往哪里去，你们就
可以给我送行。7我如今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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ꄉꆍꂿꆹꀋꏾ；ꀋꄸꄷꌋꉬꅲꑲꆏ，ꉢ

ꆍꈽꄉꀂꉗꌹꍈꐥꏾ。8ꄚ，ꉢꄡꇗ

ꑱꃛꌙꀀꅸꉬꊰꎺꄅꋩꑍꑟ，9ꑞꃅ

ꆏ，ꀃꈈꀉꒉꇈꑘꃅꊌꅍꐥꑠꐬꉠꎁ

ꃅꁉꄉꀐ，ꉈꑴꊿꉡꆼꁏꌠꑌꀉꑌꃅ

ꐥ。 

路过见你们；主若许我，我就
指望和你们同住几时。8但我要
仍旧住在以弗所，直等到五旬
节，9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
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
多。 

10ꀋꄸꄷ，ꄜꂿꄠꑟꇁꑲꆏ，ꆍꊇ

ꋓꉪꁨꄉ，ꋌꁳꆍꄷꄉꏦꃅꏦꅍꀋꐥ

ꎻ，ꑞꃅꆏ，ꋋꑌꉡꌋꆀꐯꌟꃅꌋꎁ

ꃅꌤꃅ。11ꑠꅹ，ꈀꄸꂷꑌꄜꂿꄠꉜ

ꄸꀋꉆ，ꐥꅍꀋꐥꃅꋌꏁꈝꃀꇬꎭꄉ，

ꋌꁳꉠꄹꇁꎻ，ꑞꃅꆏ，ꉡꆹꋋꌋꆀꃺ

ꑌꀉꁁꈧꌠꐯꇯꇫꑟꇁꌠꇁꉚ。12ꃺ

ꑌꑸꀧꇊꃆꂮꃅꄉꇬꆹ，ꉢꀱꇊꀱꃅ

ꋍꏭꃺꑌꈧꌠꐊꆍꄷꆹꄷꉉꋺ；ꋌꀋ

ꃅꆹꀋꏾꑴꌦ，ꄚ，ꊜꋽꄮꇬꆏ，ꋌꀋ

ꎪꃅꆍꄷꆹꌠꉬ。 

10若是提摩太来到，你们要
留心，叫他在你们那里无所惧
怕，因为他劳力做主的工，像
我一样。11所以无论谁，都不可
藐视他，只要送他平安前行，
叫他到我这里来，因我指望他
和弟兄们同来。12至于弟兄亚波
罗，我再三地劝他同弟兄们到
你们那里去；但这时他决不愿
意去，几时有了机会他必去。 

 

ꄽꂫꇬꈐꊟꊋꊡꅇꌋꆀꋬꂻꄜꅇ 最后的劝勉和问安 
13ꆍꊇꀋꎪꃅꀀꐚꑓꄧꀕꌶ，ꇗ

ꅉꇯꍝꌠꇬꄉꉆꈬꉆꈈꃅꄉ，ꌺꄿꌠ

ꄻ，ꇷꄙꃅꐥ。14ꆍꊇꌤꆿꑞꃅꄿ

ꂿ，ꉂꐪꑌꄉꃅ。 

13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
站立得稳，要作大丈夫，要刚
强。14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
心而做。 

15ꃺꑌꊈꀋ！ꌦꄝꃔꏤꆹꑸꇠꑸꃅ

ꄷꌋꑇꌠꊿꉘꃀꁯꌠꉬꌠꆍꅉꐚ，ꄷ

ꀋꁧ，ꋀꊇꆹꌃꎔꌺꀨꎹꉌꂵꑌꇬ

ꎷ。16ꉢꆍꏭꊿꑠꃅꐙꑠꅇꃅꄷꉉ，

ꊿꋀꌋꆀꐯꇯꌤꃅꈧꌠꑌꆍꇫꅇ

ꃅ。17ꌦꄝꃔ、ꃛꄳꇂꄖꌋꆀꑸꇠ

ꇴꐯꇯꄚꇁꄉ，ꉢꇿꐯꉢꇿ；ꑞꃅꆏ，

ꆍꊇꉠꄹꀋꐥꄉ，ꉠꉌꂵꐛꀋꐛ，ꄚ，

ꋀꊇꆍꎃꊐꀐ。18ꋀꊇꆹꉠꉌꂵꌋꆀ

15弟兄们，你们晓得司提反
一家，是亚该亚初结的果子，
并且他们专以服事圣徒为念。
16我劝你们顺服这样的人，并一
切同工同劳的人。17司提反和福
徒拿都并亚该古到这里来，我
很喜欢；因为你们待我有不及
之处，他们补上了。18他们叫我
和你们心里都快活；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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ꆍꉌꂵꐯꇯꋌꎼꁦꉘꀕꀐ，ꊿꑠꃅꐙ

ꌠꆹ，ꆍꊇꇫꁌꒉꄣꅼꅊꇈ。 
人，你们务要敬重。 

19ꑸꑭꑸꃅꄷꑇꊿꏓꉻꈧꌠꉬꇮ

ꆍꏭꋬꂻꄜ；ꑸꏲꇁ、ꀙꏢꇁꌋꆀꋀ

ꀁꇬꑇꊿꏓꉻꐯꇯꌋꒉꄸꃅꄉ，ꉌꈯ

ꑓꈜꃅꆍꏭꋬꂻꄜ。20ꄚꇬꃺꑌꈧꌠ

ꐯꇯꆍꏭꋬꂻꄜ。ꆍꊇꐮꂿꄮꇬ，ꆍ

ꑴꌠꌃꎔꃅꐮꁧꇉꇬꁬꄉꋬꂻꄜꅊ

ꇈ。 

19亚细亚的众教会问你们
安。亚居拉和百基拉并在他们
家里的教会，因主多多地问你
们安。20众弟兄都问你们安。你
们要亲脸问安，彼此务要圣
洁。 

21ꉢ，ꀧꇊ，ꋬꂻꄜꅇꋋꈍꑋꇬꆹ

ꉠꊨꏦꁱꌠꉬ。22ꀋꄸꄷ，ꊿꌋꀋꉂ

ꌠꐥꑲꆏ，ꋌꁳꍃꊌꏿꊌꎻ。ꌊꆹꀋ

ꎪꃅꇁ。23ꌋꑳꌠꏢꄖꑆꊋꅉꀕꃅꆍ

ꈽꄉꐥꅊꇈ。24ꏢꄖꑳꌠꈐꏭꄉ，ꉠ

ꉂꐪꌋꆀꆍꊇꋍꏅꐯꈽꐥ。ꀊꂱ。 

21我保罗亲笔问安。22若有
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主
必要来。23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
与你们众人同在。24我在基督耶
稣里的爱与你们众人同在。阿
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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ꇬꆀꄏꄯꒉꊁꁬꌠ 

哥林多后书 

 
ꋬꂻꄜ 问候 

1 ꏃꃅꌋꉪꐪꇬꈴꄉ，ꏢꄖꑳꌠꁆ

ꄻꊩꌺꐛꌠꀧꇊꌋꆀꃺꑌꄜꂿ 
1 奉神旨意作基督耶稣使徒的

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 
ꄠꑋ，ꄯꒉꁱꇬꆀꄏꏃꃅꌋꑇꊿꏓꉻ

ꌋꆀꑸꇠꑸꃅꄷꌃꎔꌺꈀꐥꌠꁵ。

2ꏃꃅꌋꉪꀉꄉꌋꆀꌋꑳꌠꏢꄖꄷꄉ

ꑆꊋ、ꋬꂻꑠꆍꊇꊌꅊꇈ。 

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并亚该亚
遍处的众圣徒。2愿恩惠、平安
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
与你们。 

 

ꀧꇊꎬꅧꈭꐨꈀꎭꀕꅇ 保罗在患难后的感恩 
3ꀮꄑꅇꄻꉪꌋꑳꌠꏢꄖꀉꄉꏃ

ꃅꌋꁵꅊꇈ，ꋋꆹꉌꆓꑌꌠꀉꄉꂶꌠ，

ꋋꆹꊾꉌꌒꄀꌠꏃꃅꌋ。4ꉪꊇꎬꅧ

ꈀꐥꌠꈬꇬꐤꄮꇬ，ꏃꃅꌋꆹꅉꀕꃅ

ꉪꊇꉌꌒꄀꄉ，ꉪꁳꏃꃅꌋꄻꉪꊇꁵ

ꌠꉌꌒꄀꅍꌌ，ꌞꊿꀉꁁꎬꅧꅍꈍꑋ

ꑵꃅꐥꈧꌠꏭꉌꌒꄀꎻ。5ꉪꊇꆹꏢ

ꄖꎬꅧꅍꈍꑋꀵꄜꑲꆏ，ꏢꄖꇇꄧꈴ

ꄉꉌꌒꄀꅍꀉꑌꃅꊌ。6ꉪꊇꎬꅧꌠ

ꆹ，ꆍꁳꉌꌒꄀꅍꌋꆀꈭꋏꌠꑠꊌꎻ

ꂿꄷꌠ；ꉪꊇꉌꌒꄀꅍꊌꌠꑌ，ꆍꁳ

3愿颂赞归与我们的主耶稣
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
父，赐各样安慰的神。4我们在
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
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
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5我们
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
多得安慰。6我们受患难呢，是
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
们得安慰呢，也是为叫你们得
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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ꉌꌒꄀꅍꊌꎻꂿꄷꌠꉬ；ꉌꌒꄀꅍꑠꆹ

ꆍꁳꉪꊇꈀꊝꌠꎬꅧꈧꌠꌡꑠꆍꇬꄽ

ꄐꎻꂿꄷꌠ。7ꉪꊇꆍꎁꃅꉘꇉꅍꐥ

ꌠꆹꀋꎪꌠꉬ，ꑞꃅꆏ，ꉪꅉꐚꌠꆏ，

ꆍꊇꉪꈽꄉꉌꎭꑓꅧꌠꊝꑲꆏ，ꆍꊇ

ꑌꀋꎪꃅꉪꈽꄉꉌꌒꄀꅍꊌꌠꉬ。 

们所受的那样苦楚。7我们为你
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
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也必
同得安慰。 

8ꃺꑌꊈꀋ！ꉪꊇꆍꁳꉪꑸꑭꑸꄉ

ꈀꊝꌠꎬꅧꅍꈧꌠꅉꀋꐚꎻꀋꏾ，ꉪ

ꊇꀊꄶꇬꄉ，ꉪꄩꍅꍑꐨꀉꇖꇨꄉꎬ

ꅧꅍꉪꊇꊋꃤꇬꄽꀋꄐꌠꊝ，ꄷꀋꁧ

ꐥꌠꇯꆏꉘꀋꇉꀐ；9ꉪꊇꊨꏦꉌꃀꄸ

ꈐꆹ，ꉪꊇꈍꃅꑌꀞꇽꌠꊝꄉꌦꀐꉂ，

ꑠꃅꄉ，ꉪꁳꌤꑞꑌꉪꊇꊨꏦꊋꃤꀋ

ꍞꃅ，ꌦꊿꁳꀱꐥꇁꎻꌠꏃꃅꌋꀉꄂ

ꍞꎻ。10ꏃꃅꌋꆹꉪꊇꌦꈔꆈꒉꀕꌠ

ꈬꇬꄉꋌꇱꈭꋏꎼꇁꋺꀐ，ꀋꃅꋌꉪ

ꊇꈭꋏꑴꌦ，ꄷꀋꁧ，ꉪꊇꆹꊁꇁꋍꑍ

ꋌꉪꊇꈭꋏꇁꑴꌦꌠꉪꇫꉘꇉ。11ꆍ

ꊇꆹꈼꂟꄉꉪꊇꇇꀤ，ꑠꃅꄉ，ꊿꈍꑌ

ꁳꑆꊋꒉꄸꃅꏃꃅꌋꏭꈀꎭꀕꎻ，ꑆ

ꊋꋋꈨꆹ，ꊿꈍꑋꉪꎁꃅꈼꂟꄉꉪꊌ

ꌠꉬ。 

8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
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
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
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9自
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
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
的神。10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
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
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
们。11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好
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就是为
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 

 

ꀧꇊꑎꃅꅲꇫꁧ 保罗推迟访问 
12ꉪꊇꈀꈌꒉꌠꆹ，ꉪꊨꏦꂄꄸꌧ

ꌠꉌꂵꌌꑠꃅꅇꊪꌬ，ꉪꊇꆹꏃꃅꌋꃤ

ꌃꇁꎔꌠꌋꆀꀋꎪꀋꑴꌠꇬꈴꄉꋧꃅ

ꃰꊿꐛ，ꉪꆹꃰꊿꀑꁮꅺꐳꐨꉈꀋꊪ

ꃅ，ꏃꃅꌋꑆꊋꉈꊪ，ꉪꊇꆍꏭꀊꅰ

ꃅꑠꃅꐙ。13ꉪꊇꀋꃅꁱꆍꁳꌠꅇꂷ

ꆹꆍꈀꀘꇮꌠ、ꈁꌧꌠꉬ。ꉡꆹꌤꆿ

ꃅꆍꊇꅉꐚꌐꄎꌠꉘꇉ，14ꑠꆹꆍꊇꊼ

12我们所夸的，是自己的良
心，见证我们凭着神的圣洁和
诚实，在世为人，不靠人的聪
明，乃靠神的恩惠，向你们更
是这样。13我们现在写给你们的
话，并不外乎你们所念的、所
认识的；我也盼望你们到底还
是要认识，14正如你们已经有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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ꇅꉪꊇꃆꂮꐝꉅꀐꌠꌋꆀꐯꌟ：ꆍꊇ

ꉪꎁꃅꈌꒉ，ꀋꇊꆏꉪꌋꑳꌠꃅꑍꄹ

ꉇꆏ，ꉪꊇꆍꎁꃅꈌꒉꌠꌡ。 

分认识我们，以我们夸口，好
像我们在我们主耶稣的日子以
你们夸口一样。 

15ꉢꑠꃅꇬꑅꐯꇬꑅꐛꅹ，ꈍꄮꇯ

ꆐꆍꄷꆹꂿꄷꉪꄉ，ꆍꁳꋍꁧꁦꎆꃅ

ꈲꏣꊌꎻ；16ꉢꆍꄷꈴꄉꂷꐕꄓꁧꇈ，

ꂷꐕꄓꄉꀱꆍꄷꇁꑲꆀ，ꆍꁳꉢꏁꒀ

ꄠꁧꎻꂾꉂꌠ。17ꉠꉪꇐꏤꇐꋋꈨꆹ

ꀯꆽꀰꆽꃅꐙꌠꉬꑴꅀ？ꉢꈁꉪꈁꏤ

ꄉꌠꆹꋧꃅꉪꐪꇬꈴꌠꉬꄉ，ꉢꋌꎼ

ꋍꇅꆏ‘ꉬ’ꋍꇅꆏ‘ꀋꉬ’ꃅꉉ

ꌠꅀ？18ꉢꀋꎪꀋꑴꌠꏃꃅꌋꏭꄐꄉ

ꉉ，ꇗꅉꉪꊇꁊꆍꇰꈧꌠꆹ，‘ꉬ’

ꄷꌦ、‘ꀋꉬ’ꄷꌦꃅꑠꈨꀋꉬ。

19ꑞꃅꆏ，ꑭꇁ、ꄜꂿꄠꌋꆀꉢꉪꌕ

ꑻꆍꈬꄔꄉꏃꃅꌋꌺꑳꌠꏢꄖꃆꂮꉙ

ꂘꇬ，‘ꉬ’ꄷꌦ、‘ꀋꉬ’ꄷꌦ

ꃅꑠꈨꀋꉬ，ꋍꄷꆹ‘ꉬ’ꌠꀉꄂ

ꐥ。20ꏃꃅꌋꈌꁧꅍꈍꑋꐥꄿꂿ，ꏢ

ꄖꇬꆹꐯꇯꉬꃅꀕꐛꌐꀐ。ꑠꅹ，ꋍ

ꈐꏭꑞꑌꇯꍝꌠꉬꌐꌠꑠꇇꄧꈴꄉ（ꇯ

ꍝꌠꑝꇂꉙꆹ“ꀊꂱ”ꄷ），ꏃꃅꌋꁳꉪꒉꄸ

ꃅꀑꒉꑊꒉꊌꎻ。21ꆍꊇꌋꆀꉪꊇꁳ

ꏢꄖꇬꄉꈫꈈꎻꇈ，ꉪꊇꌐꋉꂶꌠꆹ

ꏃꃅꌋꉬ。22ꋌꉈꑴꇇꌒꌌꉪꍅꄉ，

ꄷꀋꁧ，ꌃꎔꒌꋌꄻꉪꉌꃀꇬꊐꄉꀕ

ꀧꅍꃅꄉꀐ。 

15我既然这样深信，就早有
意到你们那里去，叫你们再得
益处；16也要从你们那里经过，
往马其顿去，再从马其顿回到
你们那里，叫你们给我送行往
犹太去。17我有此意，岂是反复
不定吗？我所起的意，岂是从
情欲起的，叫我忽是忽非吗？
18我指着信实的神说，我们向你
们所传的道，并没有是而又非
的。19因为我和西拉并提摩太，
在你们中间所传神的儿子耶稣
基督，总没有是而又非的，在
他只有一是。20神的应许不论有
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
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实在”原文

作“阿们”），叫神因我们得荣耀。
21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
并且膏我们的，就是神。22他又
用印印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
们心里作凭据（原文作“质”）。 

23ꉡꆹꏃꃅꌋꏭꇖꂟꄉ，ꋌꁳꉠ

（ꑝꇂꉙꇬꆏ“ꉠꒌꆠ”ꃅꅑ）ꎁꃅꅇꊪꌬꎻ，

ꉢꇬꆀꄏꉜꄉꀋꁧꌠꆹ，ꉢꄸꈐꅔꆹꀕ

ꃅꄻꆍꏆꂿꄷꌠ。24ꉪꊇꆹꆍꑇꐨꉌ

23我呼吁神给我的心作见
证，我没有往哥林多去是为要
宽容你们。24我们并不是辖管你
们的信心，乃是帮助你们的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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ꊋꇬꌄꇤꂿꄷꌠꀋꉬꃅ，ꆍꇇꀤꄉꆍ

ꁳꉌꌒꎻꂿꄷꌠꉬ。ꑞꃅꆏ，ꆍꊇꆹ

ꑇꐨꐥꑲꆀꉆꈬꄎ。 

乐，因为你们凭信才站立得
住。 

 

2 ꉡꆹꊨꏦꉪꄉꏤꄉꀐ，ꉈꑴꆍꄷ

ꆸꄮꇬ，ꈀꄸꑌꐒꅍꊀꅍꀋꐥꑲ 2 我自己定了主意再到你们那
里去，必须大家没有忧愁。 

ꆀꍑ。2ꀋꄸꄷ，ꉢꆍꁳꐒꊀꎻꇬꆹ，

ꊿꉢꋀꁳꐒꊀꎻꋋꈨꀉꄂꑲꆏ，ꀉꁁ

ꈀꄸꂷꉢꁳꉌꌒꇁꎻꄎꂯ？3ꌤꋌꐘꃆ

ꂮꄯꒉꉢꁱꆍꁳꋻꀐ，ꑠꆹꉢꇫꑟꇀꄮ

ꇬ，ꉢꁳꉌꌒꎻꄡꑟꈧꌠ，ꉢꋀꎼꐒꊀ

ꂵꏦꌠ。ꉢꈍꃅꑌꇬꑅꌠꆏ，ꉠꉌꌒ

ꐨꆍꌌꊨꏦꉌꌒꐨꃅꄉ。4ꉢꋌꃀꆹ

ꉌꂵꐒꆅꏽ，ꑓꁳꈍꑋꅐꄉ，ꄯꒉꁱ

ꆍꊇꁵ，ꑠꆹꆍꁳꉌꎭꑓꅧꎻꌠꀋꉬ

ꃅ，ꆍꁳꉢꈍꃅꆍꊇꉂꌠꅉꐚꎻꂿꄷ

ꌠ。 

2倘若我叫你们忧愁，除了我叫
那忧愁的人以外，谁能叫我快
乐呢？3我曾把这事写给你们，
恐怕我到的时候，应该叫我快
乐的那些人，反倒叫我忧愁。
我也深信，你们众人都以我的
快乐为自己的快乐。4我先前心
里难过痛苦，多多地流泪，写
信给你们，不是叫你们忧愁，
乃是叫你们知道我格外地疼爱
你们。 

 

ꊿꃅꑽꌠꏭꑽꃤꏆ 赦免犯过失的人 
5ꀋꄸꄷ，ꆍꊇꈬꄔꇬꊿꌞꊿꁳꐒ

ꊀꎻꌠꐥꑲꆏ，ꋋꆹꉢꁳꀉꄂꐒꊀꎻ

ꌠꀋꉬꃅ，ꆍꊇꋍꏅꁳꑌꐒꊀꅍꈍꑋ

ꐥꎻꌠꉬ。ꉢ‘ꈍꑋ’ꃅꉉꌠꆹꅇ

ꉉꌊꀊꅼꇨꀐꏭꐛ。6ꊿꋍꑠꉹꁌꇱ

ꌌꎭꃚꍈꑲꆏ，ꍑꀐ；7ꑠꃅꑎꆹ，ꋍꑽ

ꃤꄻꋌꏆꇈꋍꏭꉌꌒꄀꄈꍑ，ꑠꀋꉬ

ꑲꆏ，ꋌꐒꊀꇨꄉꉈꊰꑓꊰꂵ。8ꑠ

ꅹ，ꉢꆍꊇꏯꉉ，ꆍꀋꎪꏟꈯꀕꌠꉂ

ꐪꄻꋌꀦꄡꑟ。9ꑠꃅꄉ，ꉢꂴꏭꄯꒉ

ꁱꆍꁳꌠꆹ，ꌤꑞꉬꄿꂿ，ꆍꅇꃅꅲꅀ

ꀋꅲꌠꎖꉚꌠ。10ꆍꊇꑽꃤꄻꈀꄸꏆ

ꆏ，ꉡꑌꑽꃤꄻꈀꄸꏆ。ꀋꄸꄷ，ꉢ

5若有叫人忧愁的，他不但
叫我忧愁，也是叫你们众人有
几分忧愁。我说几分，恐怕说
得太重。6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
责罚，也就够了；7倒不如赦免
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
过，甚至沉沦了。8所以我劝你
们，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
心来。9为此我先前也写信给你
们，要试验你们，看你们凡事
顺从不顺从。10你们赦免谁，我
也赦免谁。我若有所赦免的，
是在基督面前为你们赦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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ꏆꅍꐥꑲꆏ，ꑠꆹꉢꏢꄖꂾꄉꆍꊇꎁ

ꃅꄻꊿꏆꌠꉬ；11ꑠꀋꉬꑲꆏ，ꌑꄉꂶ

ꌠꊜꋽꄮꇬꄉꉪꄩꊋꂵ，ꑞꃅꆏ，ꋍꉻ

ꏂꏡꁈꆹꉪꇫꅉꀋꐚꌠꀋꉬ。 

11免得撒但趁着机会胜过我们，
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 

 

ꀧꇊꐒꊀꐨꌋꆀꉌꌒꄀꐨ 保罗的忧虑和安慰 
12ꉢꀋꉊꂴꏭꄯꇊꑸꄉꏢꄖꌒꅇ

ꁊꆸꄮꇬ，ꌊꑌꀊꄶꇬꄉꉠꎁꃅꀃꈈ

ꋌꁉꄉ。13ꀊꋨꄮꇬꉢꄡꇗꉌꃀꑘꀋ

ꒃ，ꑞꃅꆏ，ꉢꀊꄶꇬꄉꉠꃺꑌꄝꄏ

ꉢꋌꎷꀋꊌ，ꑠꅹ，ꀊꄶꇬꄉꉢꂷꐕꄓ

ꉜꄉꁧꀐ。 

12我从前为基督的福音到了
特罗亚，主也给我开了门。13那
时，因为没有遇见兄弟提多，
我心里不安，便辞别那里的人
往马其顿去了。 

14ꏃꃅꌋꏭꈀꎭꀕ！ꋋꆹꅉꀕꃅꉪ

ꋌꏃꌊꏢꄖꇬꄉꊋꐛꌠꋩꈽꇬꎷ，ꄷ

ꀋꁧ，ꉪꊇꇇꄧꈴꄉ，ꏢꄖꌧꒉꄸꃅꇫ

ꅐꇁꌠꌗꅿꉗꌑꐩꀕꈧꌠꌌꇿꇬꑌꁊ

ꈴ。15ꑞꃅꆏ，ꏃꃅꌋꂾꆹ，ꉪꊇꊿꈭ

ꋏꊌꈧꌠꇭꀧꉬꄿꂿ，ꊿꈔꈤꈧꌠꇭ

ꀧꉬꄿꂿ，ꐯꇯꏢꄖꅿꉗꌑꐩꀕꌠ

ꅿ。16ꊿꋋꈨꆏ，ꌦꌠꅿꉗꐛꄉꋀꁳ

ꌦꎻ；ꊿꀊꋨꈨꆏ，ꐥꌠꅿꉗꐛꄉꋀ

ꁳꇫꐥꎻ。ꋍꑠꈀꄸꂷꇬꄽꄐ？17ꉪ

ꊇꆹꊿꀉꑌꈧꌠꀋꌡ，ꋀꆹꏃꃅꌋꇗ

ꅉꋀꌌꃷꐪꃼꇇꐛ；ꉪꊇꆹꀋꎪꀋꑴ

ꌠꏃꃅꌋꐛꅹꃅ，ꏢꄖꇇꄧꈴꄉꏃꃅ

ꌋꂾꄉꇗꅉꄜ。 

14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
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
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
气。15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
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
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16在
这等人，就作了死的香气叫他
死；在那等人，就作了活的香
气叫他活。这事谁能当得起
呢？17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利
混乱神的道；乃是由于诚实、
由于神，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
道。 

 

ꏤꐪꀊꏀꏲꌋꃅꊿ 新约的执事 

3 ꉪꊇꆹꊨꏦꀱꊨꏦꊘꎭꌠꉬꑴ

ꅀ？ꉪꊇꌞꊿꌟꃅꊿꊘꎭꄯꒉ 3 我们岂是又举荐自己吗？岂
像别人用人的荐信给你们， 

ꄻꆍꁳ，ꅀꆍꊘꎭꄯꒉꄻꊿꁳꃅꌠꉬ

ꑴꅀ？2ꆍꊇꆹꉪꊘꎭꄯꒉꁬꌠꉬ，ꋋ

或用你们的荐信给人吗？2你们
就是我们的荐信，写在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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ꆹꁱꉪꊇꉌꃀꇬꊐꄉꇈꉹꁌꃅꇫꅉ

ꐚ、ꇫꀘꑠꁬꉬ。3ꆍꊇꆹꑓꀠꀕꃅ

ꏢꄖꄯꒉꁬꉬ，ꉪꇇꄧꈴꄉꁱꄉꌠ；

ꄯꒉꋌꁬꆹꂷꋶꌌꁱꄉꌠꀋꉬꃅ，ꐩ

ꋊꐩꍂꃅꇫꐥꌠꏃꃅꌋꌃꎔꒌꌌꁱꄉ

ꌠꉬ；ꋋꆹꁱꇓꂵꇬꄀꄉꌠꀋꉬꃅ，ꁱ

ꉌꂵꇬꄀꄉꌠꉬ。 

心里，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
的。3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
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
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
不是写在石版上，乃是写在心
版上。 

4ꏢꄖꐛꅹꃅ，ꉪꊇꏃꃅꌋꂾꄉꑇ

ꐨꉌꊋꑠꑌ。5ꉪꊇꆹꊨꏦꉘꇉꄉꌤ

ꑞꑌꉪꀵꄜꄎꄷꌠꀋꉬ，ꉪꊇꇬꀳꇫ

ꄜꄎꌠꆹꏃꃅꌋꄷꄉꇁꌠꉬ。6ꏃꃅ

ꌋꉈꑴꉪꁳꏤꐪꀊꏀꏲꌋꃅꊿꄻꄎꎻ

ꌠꆹ，ꁱꂷꁱꄉꌠꇬꈴꌠꀋꉬꃅ，ꌃꎔ

ꒌꇇꄧꈴꌠꉬ；ꑞꃅꆏ，ꁱꂷꁱꄉꌠꆹ

ꊿꁳꌦꎻꌠ，ꌃꎔꒌꆹꊿꁳꇫꐥꎻ

ꌠ。7ꄹꏦꆹꁶꇓꏪꇬꄀꄉꌠ，ꋍꌅꅍ

ꃅꑘꆹꌦꃤꋌꈻꌊꊿꁳꇁ，ꄚ，ꄹꏦꇫ

ꅐꇁꇬꂯꁨꑭꁤꇅꀕ，ꄷꀋꁧꃀꑭꀑ

ꑊꁤꇅꀕꄉ，ꑱꌝꆀꊿꍻꋍꈁꑓꇬꀵ

ꀋꉆ；ꁨꑭꑠꑴꅉꇬꆹꐤꅉꑍꅉꑟ

ꌠ。8ꑠꉬꑲꆏ，ꌃꎔꒌꃤꌅꅍꃅꑘꆹ

ꀊꅰꃅꁨꑭꁤꇅꀕꌠꀋꉬꅀ？9ꀋꄸ

ꄷ，ꊿꏭꑽꃤꏤꌠꌅꅍꃅꑘꇯꆎꁨꑭ

ꁤꇅꀕꑲꆏ，ꑖꉬꄻꊿꁳꌠꌅꅍꃅꑘ

ꆹꀊꅰꃅꁨꑭꁤꇅꀕꀐ。10ꀋꉊꂴꏭ

ꁨꑭꁤꇅꀕꀊꋨꈨꆹ，ꁨꑭꀊꅰꃅꁤ

ꇅꀕꋋꈨꐛꅹꃅ，ꁨꑭꁤꇅꀕꌠꀋꌗ

ꀐ。11ꀋꄸꄷ，ꀜꋊꇫꎭꀊꋨꈨꇯꆎ

ꁨꑭꁤꇅꀕꑲꆏ，ꈍꄮꑌꇫꐥꌠꋋꈨ

ꆹꀊꅰꃅꁨꑭꁤꇅꀕꀐ。 

4我们因基督所以在神面前
才有这样的信心。5并不是我们
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
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6他叫
我们能承当这新约的执事，不
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精意；
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精意是
叫人活（“精意”或作“圣灵”）。7那用
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职事尚且
有荣光，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
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
脸；这荣光原是渐渐退去的；
8何况那属灵的职事，岂不更有
荣光吗？9若是定罪的职事有荣
光，那称义的职事，荣光就越
发大了。10那从前有荣光的，因
这极大的荣光，就算不得有荣
光了；11若那废掉的有荣光，这
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 

12ꉪꊇꆹꉘꇉꅍꑠꃅꐙꌠꐥꐛꅹ， 12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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ꉌꂵꀉꒉꃅꉉꌠꉬ，13ꉪꊇꃀꑭꌋꆀꐯ

ꀋꌡ，ꃀꑭꆹꁀꁱꌌꋍꈁꑓꇬꉱꄉ，ꑱ

ꌝꆀꊿꁳꀜꅐꁧꂯꂶꌠꌐꂫꂿꄎꀋ

ꎽ。14ꄚ，ꋀꊇꆹꉌꂵꆸꉂꇨꄉ，ꅑꅸ

ꀃꑍꋋꄮꑟꌠ，ꋀꊇꏤꐪꀉꆹꀗꄮꇬ

ꆏ，ꁀꁱꋋꂷꄡꇗꇔꇬꀋꎭꑴꌦ；ꁀ

ꁱꋋꂷꆹꏢꄖꇬꄉꇔꇫꎭꀐꌠꉬ。

15ꄚ，ꅑꅸꀃꑍꋋꄮꑟꌠ，ꋀꊇꋍꃢꋑ

ꀋꋒꃀꑭꄯꒉꈧꌠꀗꄮꇬꆏ，ꁀꁱꄡ

ꇗꋀꊇꉌꃀꇬꉱꎍꑴꌦ。16ꋀꊇꈍꄮ

ꏮꌋꐊꇀꆏ，ꁀꁱꂶꌠꈍꄮꇬꇔꇫꎭ

ꌠꉬ。17ꌋꆹꌃꎔꒌꂶꌠꉬ；ꌋꒌꇿ

ꇬꐤꆏ，ꇿꇬꄿꐨꌠꊌ。18ꉪꊇꋍꏅ

ꈁꑓꉱꀋꄉꃅ，ꌋꀑꒉꑊꒉꉪꊌꂿꄎ

ꑲꆏ，ꉪꊇꀋꇊꆏꑊꈻꇓꉜꌠꌡ，ꑊꈻ

ꇓꇬꄉꋌꁨꌊꌋꐛꐪꐛꊀꐛ，ꐤꅉꀑ

ꒉꑊꒉꅉꑟꇁꇬꎷ，ꉪꊇꆹꌋꒌꇬꄉꐛ

ꐈꌊꇁꌠꌡ。 

大胆讲说，13不像摩西将帕子蒙
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
看到那将废者的结局。14但他们
的心地刚硬，直到今日诵读旧
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揭
去；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
了。15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
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
心上。16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
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17主就
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那里
就得以自由。18我们众人既然敞
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
从镜子里返照，就变成主的形
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
变成的。 

 

ꄢꌺꇬꀀꌠꁌꇐꈣꂷ 瓦器里的宝贝 

4 ꉪꊇꎭꃅꉈꐨꊌꄉꌅꅍꃅꎁꋌꐘ

ꉪꊪꄉꑲꆏ，ꉪꆹꉈꀋꊰꑓꀋ

ꊰ； 

4 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
分，就不丧胆；2乃将那些 

2ꌤꎲꄏꉉꊾꇰꀋꉆꈧꌠꉪꊇꍞꇫꎭ

ꀐ，ꉪꊇꌤꊾ꒰ꊿꇫꑠꀋꃅ，ꉪꊇꏃ

ꃅꌋꇗꅉꌌꆹꑽꃅꉙꀋꂘ；ꇗꅉꃶꐚ

ꌠꀉꄂꄜꋊꎼꇁꄉ，ꏃꃅꌋꂾꄉꉪꊨ

ꏦꉪꊘꎭꊿꁳꇈ，ꊿꈀꄸꁳꑌꉌꂵꈴ

ꄿꎻ。3ꀋꄸꄷ，ꉪꈁꁊꌠꌒꅇꈧꌠꂁ

ꉱꄉꑲꆏ，ꋋꆹꊿꈔꈤꈧꌠꏭꀉꄂꑠꃅ

ꂁꉱꄉꌠꉬ。4ꊿꏃꃅꌋꀋꑇꑠꆹꋧ

ꃅꋋꂷꇬꌦꌋꂶꌠꇱꎼꉌꁍꑓꇰꄉ，

暗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
诈，不谬讲神的道理；只将真
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
己荐与各人的良心。3如果我们
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
的人身上。4此等不信之人被这
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
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
督本是神的像。5我们原不是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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ꏢꄖꀑꒉꑊꒉꌒꅇꁨꑭꁳꋀꌶꀋ

ꎽ。ꏢꄖꊇꅉꆹꏃꃅꌋꐛꐪꉬ。5ꉪ

ꊇꆹꊨꏦꃆꂮꁊꌠꀋꉬꃅ，ꏢꄖꑳꌠꆹ

ꌋꉬꃅꑠꁊꌠ，ꄷꀋꁧ，ꑳꌠꐛꅹꃅꉪ

ꊇꆹꆍꁏꐚꄻ。6‘ꁨꑭꆈꋧꋪꅉꇬ

ꄉꁨꎼꇁ’ꄷꉉꋺꌠꏃꃅꌋꇁꉪꊇꉌ

ꃀꇬꁨꄉ，ꉪꁳꏃꃅꌋꁨꑭꁤꇅꀕꌠ

ꆹꑳꌠꏢꄖꀑꑊꇬꄉꉜꅐꇁꌠꑠꅉꐚ

ꎻ。 

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
并且自己因耶稣作你们的仆
人。6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
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
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
基督的面上。 

7ꉪꊇꆹꁨꇐꁌꇐꈤꋋꂷꉪꄻꄢꌺ

ꂷꇬꊐꄉ，ꑠꆹꊋꃤꀉꒉꐯꀉꒉꋋꈨꉪ

ꄷꄉꅐꇁꌠꀋꉬꃅ，ꏃꃅꌋꄷꄉꅐꇁ

ꌠꉬꌠꄇꇖꀕꎻꂿꄷꌠ。8ꉪꊇꆹꈍ

ꑋꁁꏯꃅꁮꐚꊝꑴꇬ，ꄚ，ꉪꆹꁮꐚꇱ

ꅥꆿꀋꐛ；ꉪꊇꈍꃅꇮꌠꉪꋌꀋꌧꑴ

ꇬ，ꄚ，ꉈꀋꊰꑓꀋꊰ；9ꉪꊇꊿꌌꆼ

ꍅꆹꆋꑴꇬ，ꄚ，ꏃꃅꌋꇱꇵꇬꀋꎭ；

ꉪꊇꊿꇱꅥꐚꇬꅜꑴꇬ，ꄚ，ꌥꄮꈔꄮ

ꀋꑟ。10ꉪꊇꇭꀧꇬꅉꀕꃅꑳꌠꌦꃤ

ꀵꐺꄉ，ꑳꌠꀑꇬꁳꉪꊇꇭꀧꇬꄉꄇ

ꇖꀕꃅꉜꅐꇁꉆꎻ。11ꑞꃅꆏ，ꉪꊇ

ꊿꇫꐥꋋꈨꅉꀕꃅꑳꌠꎁꃅꊿꏮꌦꃤ

ꈔꃤꈬꇬꊐ，ꋍꑠꆹꑳꌠꀑꇬꁳꉪꀋꎪ

ꃅꌦꌠꇭꀧꇬꄉꉜꅐꇁꉆꎻꂿꄷꌠ。

12ꑠꃅꉜꎼꇁꇬ，ꌦꃤꆹꉪꊇꇭꀧꇬꏹ

ꐺ，ꄚ，ꀑꇬꆹꆍꊇꇭꀧꇬꏹꐺ。 

7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
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
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8我们
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
作难，却不至失望；9遭逼迫，
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至
死亡。10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
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
上。11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
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
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
出来。12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
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
动。 

13ꄚ，ꉪꊇꑇꐨꉌꊋꑌꑲꆏ，꒰ꀨ

ꇬ：“ꉢꑇ，ꑠꅹꉢꑠꃅꉉ”ꄷꁱꇬ

ꄀꄉꌠꌟꃅ，ꉪꊇꑌꑇ，ꑠꅹꉪꑌꅇꂷ

ꉉ。14ꌋꑳꌠꁳꀱꐥꇁꎻꂶꌠꆹꀋꎪ

ꃅꉪꁳꑌꑳꌠꈽꄉꀱꐥꇁꎻꌠꉪꅉ

13但我们既有信心，正如经
上记着说：“我因信，所以如此
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
话。14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
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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ꐚ，ꄷꀋꁧ，ꉪꊇꌋꆀꆍꊇꐯꇯꋌꄻ

ꋍꂾꉆꄉ。15ꋋꈨꉬꇮꆍꁧꎁꃅꌠ，

ꑠꃅꄉ，ꊿꐤꅉꀉꑌꅉꑟꐛꅹ，ꑆꊋ

ꁳꀊꅰꃅꁦꎆꎻ，ꈀꎭꀕꅇꑌꐤꅉꀉ

ꑌꅉꑟ，ꄚꄉꀑꒉꑊꒉꃅꏮꏃꃅꌋ

ꄀ。 

活，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
在他面前。15凡事都是为你们，
好叫恩惠因人多越发加增，感
谢格外显多，以致荣耀归与
神。 

 

ꑇꐨꉌꊋꉘꇉꄉꐥ 靠信心生活 
16ꑠꅹ，ꉪꊇꆹꉈꀋꊰꑓꀋꊰ。ꉪ

ꊇꉇꇷꀜꐡꆿꐛꄷꑲꑌ，ꉪꊇꉌꃀꄸ

ꈐꆹꋍꑍꋍꉙꃅꏀꁏꏽ。17ꉪꀂꉗꍈ

ꀉꄂꌠ、ꑾꌙꌠꎬꅧꐨꋋꈨꆹꉪꋍꉎ

ꀋꐥꌠ、ꐩꋊꐩꍂꌠꀑꒉꑊꒉꋌꃅꐛ

ꇁꌠꉬ。18ꉪꊇꆹꉪꊌꂿꈧꌠꉈꇬꌠ

ꀋꉬꃅ，ꉪꇬꊊꀋꂿꈧꌠꉈꇬꌠꉬꅊ

ꇈ；ꑞꃅꆏ，ꊌꂿꈧꌠꆹꀂꉗꍈꀉꄂ

ꌠ，ꇬꊊꀋꂿꈧꌠꆹꐩꋊꐩꍂꌠꉬ。 

16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
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
天。17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
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
的荣耀。18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
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
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
是永远的。 

 

5 ꉪꊇꅉꐚꌠꆏ，ꉪꋧꃅꁁꑳꋋꂷ

ꀋꄸꄷꐆꇫꎭꑲꆏ，ꉬꉎꇬꑳꇤ 5 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
帐棚若拆毁了，必得神所 

ꐩꋊꐩꍂꃅꇫꋦꌠꊿꋉꄉꌠꀋꉬꃅ，

ꏃꃅꌋꋉꄉꌠꑠꀋꎪꃅꉪꊌ。2ꉪꊇ

ꁁꑳꋋꂷꇬꄉꌗꏿ，ꉬꉎꇬꄉꇁꌠꑳ

ꀊꋨꂷꊌꏾꐯꊌꏾ，ꀋꇊꆏꌌꃢꈜꃅ

ꈚꐺꌠꌡ。3ꀋꄸꄷ，ꌌꃢꈜꃅꈚꐺ

ꑲꆏ（ꀊꆨꏂꀧꋍꈨꇬ“ꃢꈜꇔꇫꎭ”ꃅꅑ），ꉪ

ꊇꊿꊌꂾꄮꇬꅩꀧꍓꃅꀋꐛꀐ。4ꉪ

ꊇꁁꑳꋋꂷꇬꄉꌗꏿ、ꎬꅧ，ꉪꆹꋋ

ꈨꇔꇫꎭꏾꌠꀋꉬꃅ，ꀊꋨꈨꈚꏾꌠ

ꉬ。ꑠꃅꄉ，ꈍꃅꑌꌦꌠꑠꄻꀑꇬꁳ

ꑍꅝꎻ。5ꑠꅹ，ꉪꊩꉘꌠꆹꏃꃅꌋ

ꉬ，ꉈꑴꌃꎔꒌꋌꄻꉪꇖꄉꌌꄉꀧꅍ

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
存的房屋。2我们在这帐棚里叹
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
屋，好像穿上衣服，3倘若穿上
（有古卷“穿上”作“脱下”），被遇见的
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4我们在
这帐棚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
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
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
了。5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
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作凭据
（原文作“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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ꃅꄉ。 
6ꑠꅹ，ꉪꊇꅉꀕꃅꏦꃅꏦꅍꀋ

ꐥ，ꄷꀋꁧ，ꉪꊇꆹꉪꊨꏦꇭꀧꋋꂷꇬ

ꀀꑲꆏ，ꌋꀕꆀꐮꐞꌠꉪꅉꐚ。7ꑞ

ꃅꆏ，ꉪꊇꌤꃅ、ꊾꊝꇬ，ꉪꂿꐨꇬ

ꈴꄉꃅꌠꀋꉬꃅ，ꑇꐨꉌꊋꇬꈴꄉꃅ

ꌠꉬ。8ꉪꊇꏦꃅꏦꅍꀋꐥꌠꆹ，ꀊꅰ

ꃅꉪꇭꀧꇬꐞꄉꌋꈽꐥꏾꌠꉬ。9ꑠ

ꅹ，ꉪꇭꀧꋋꂷꇬꀀꄿꂿ，ꇭꀧꋋꂷ

ꇬꀋꀀꄿꂿ，ꉪꊇꆹꑞꅉꄐꅉꉪꌐꄉ

ꀐ，ꑠꆹꏃꃅꌋꁳꉌꇿꎻꂿꄷꌠ。

10ꑞꃅꆏ，ꉪꊇꉹꁌꆹꀋꎪꃅꏢꄖꀞꇽ

ꑋꅉꂶꌠꂾꅐꇁꌐꇈ，ꂱꑱꑴꅉꈀꃅ

ꌠꇬꈴꄉꂄꃅꌠꂄꊌ，ꄸꃅꌠꄸꊝꇁ

ꌠꉬ。 

6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
惧，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
便与主相离。7因我们行事为人
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
8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
身体与主同住。9所以，无论是
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
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10因为
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
出来，叫各人按着本身所行
的，或善或恶受报。 

 

ꐮꄮꌠꌅꅍꃅꎁ 和好的职分 
11ꏃꃅꌋꆹꊿꇫꏦꃪꄡꑟꌠ，ꋍꑠ

ꉪꊇꅉꐚ，ꑠꅹ，ꉪꊾꇬꊾꑣ；ꄚ，ꉪ

ꊇꈍꃅꐙꌠꆹꏃꃅꌋꂾꄉꄇꇖꀕꌠ

ꉬ，ꉪꇫꉘꇉꌠꆏ，ꆍꂄꄸꌧꌠꉌꂵꇬ

ꑌꄇꇖꀕꌠꉬꅊꇈ。12ꉪꊇꆹꉈꑴꋍ

ꃢꃅꆍꏭꉪꊨꏦꊘꎭꌠꀋꉬꃅ，ꆍꁳ

ꉪꊇꒉꄸꃅꈌꒉꅍꐥꎻꌠ；ꆍꁳꊿꉌ

ꃀꄸꈐꀋꈴꃅ，ꉇꇴꉇꉻꇬꈴꄉꈌꒉ

ꈧꌠꏭꅇꀱꅍꊌꎻꂿꄷꌠ。13ꀋꄸ

ꄷ，ꉪꊇꆹꃶꀐꌠꉬꑲꆏ，ꉪꆹꏃꃅꌋ

ꎁꃅꌠꉬ；ꀋꄸꄷ，ꉪꊇꋓꉪꁨꃅꐙꑲ

ꆏ，ꉪꆹꆍꎁꃅꌠꉬ。14ꋋꆹꏢꄖꉂꐪ

ꉪꈐꊟꊋꊡꌠꉬꅊꇈ；ꑞꃅꆏ，ꉪꊇꉪ

ꇬ，ꊾꂷꉹꁌꎁꃅꌦꀐꑲꆏ，ꉹꁌꃅ

ꌦꌐꀐꌠ；15ꄷꀋꁧ，ꋌꉹꁌꎁꃅꌦ

11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
所以劝人；但我们在神面前是
显明的，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
也是显明的。12我们不是向你们
再举荐自己，乃是叫你们因我
们有可夸之处，好对那凭外貌
不凭内心夸口的人，有言可
答。13我们若果颠狂，是为神；
若果谨守，是为你们。14原来基
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
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
了；15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
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
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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ꄉ，ꊿꇫꐥꈧꌠꁳꊨꏦꎁꃅꇫꐥꎻꌠ

ꀋꉬꃅ，ꋀꎁꃅꌦꇈꀱꐥꇁꌠꌋꎁꃅ

ꇫꐥꎻꌠ。 
16ꑠꅹ，ꀃꑍꇈꉈꆏ，ꉪꊇꆹꉇꇴ

ꉇꉻꇬꈴꄉꊿꀋꉜꀐ（ꑝꇂꉙꇬꆏ“ꇭꀧꇬ

ꈴꄉ”ꃅꅑ）；ꋌꃀꆹ，ꉪꊇꉇꇴꉇꉻꇬꈴ

ꄉꏢꄖꉜꋺꑴꇬ，ꄚ，ꉪꊇꀋꃉꑠꃅꀋ

ꉜꀐ。17ꀋꄸꄷ，ꊾꂷꏢꄖꈐꏭꐥꑲ

ꆏ，ꋋꆹꊿꀊꏀꃅꄻꄉꌠꉬ，ꌤꀉꆹꌠ

ꈢꋒꁧꇈ，ꉬꇮꐈꀊꏀꌠꐛꀐ。18ꋋ

ꈨꈀꐥꃅꏃꃅꌋꄷꄉꇁꌠ，ꋌꏢꄖꇇ

ꄧꈴꄉꉪꁳꋋꌋꆀꐮꄮꎻ；ꉈꑴꆏ，

ꊾꏯꉙꂘꄉꊿꁳꋋꌋꆀꐮꄮꎻꌠꌅꅍ

ꃅꎁꑠꑌꋌꄻꉪꁳ。19ꋍꑠꆹꏃꃅꌋ

ꏢꄖꈐꏭꄉꋧꃅꃰꊿꁳꋋꌋꆀꐮꄮ

ꎻ，ꋀꑽꃤꄻꋀꀂꏽꐕꀋꄉ，ꄷꀋꁧ，

ꐮꄮꇗꅉꋋꏢꋌꏮꉪꇯꄉꇈꀐ。20ꑠ

ꅹ，ꉪꊇꏢꄖꊩꌺꐛ，ꀋꇊꆏꏃꃅꌋꉪ

ꊇꇇꄧꈴꄉꆍꏭꉉꌠꌡ；ꉪꊇꏢꄖꎃ

ꊐꄉꆍꏭꏃꃅꌋꀕꆀꐮꄮꄷꇖꂟ。

21ꏃꃅꌋꆹꑽꃤꀋꐥꀊꋨꂷꁳꉪꎁꃅ

ꑽꃤꐛꎻ（“ꑽꃤꀋꐥ”ꑝꇂꉙꇬꆏ“ꑽꃤꀋ

ꌧ”ꃅꅑ），ꑠꆹꉪꁳꋍꈐꏭꄉꏃꃅꌋꃤ

ꑖꉬꐛꎻꂿꄷꌠ。 

16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
凭着外貌（原文作“肉体”。本节同。）

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
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
17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
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
了。18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
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
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
19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
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
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
道理托付了我们。20所以，我们
作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
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
你们与神和好。21神使那无罪的
（“无罪”原文作“不知罪”），替我们成
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
神的义。 

 

6 ꉪꊇꏃꃅꌋꀕꆀꐯꇯꑘꃅꈧꌠ

ꑌ，ꆍꊇꏯꀈꈥꀕꃅꏃꃅꌋꑆꊋ 6 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
不可徒受他的恩典；2因为 

ꊪꀋꉆꄷꉉ。2ꑞꃅꆏ，ꋌꄹꇬ：“ꉌ

ꇿꃅꊩꄮꇬ，ꉢꈌꁧꆏꁳꀐ；ꈭꋏꃅꑍ

ꄹꉇ，ꉢꆎꇇꀤꀐ”ꄷ。ꉜꉏ！ꀋꃅ

ꋋꇅꆹꉌꇿꃅꊩꄮꉬ，ꀋꃅꋋꄮꆹꈭꋏ

ꃅꑍꉬꀐ。3ꌤꑞꉬꄿꂿ，ꉪꊇꌞꊿ

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
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
了你。”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
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
3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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ꈭꄡꋍꈜꄡꇊ，ꑠꀋꉬꑲꆏ，ꉪꌅꅍꃅ

ꎁꊿꌌꍍꋉꄸꄀꂵ；4ꀱꌊꌤꑟꑵꇬꉬ

ꄿꂿ，ꉪꊇꊨꏦꆹꏃꃅꌋꁏꐚꉬꌠꄜ

ꋊꅐꇁ，ꅺꌡꇬ：ꈍꑋꃅꋰꄉ、ꉮ

ꊝ、ꌢꎭꇤꀠꀕ、ꎬꅧ、5ꅤꏶ、

ꏦꑳꃹ、ꃸꆽ、ꑘꎭꃣꅧ、ꀀꐚꑓ

ꄧ、ꂮꐚ、6ꊈꎴ、ꌧꇐꂿꇐ、ꀊ

ꉗꃅꋰꄉ、ꉌꆓꑌ、ꌃꎔꒌꌵꄉꉌ

ꐡ、ꉂꐪꇯꍝꌠ、7ꇗꅉꃶꐚꌠ、

ꏃꃅꌋꄐꐨꀉꒉꌠ；ꑖꉬꇇꌭꃼꇇꑳ

ꇇꊭ；8ꀑꒉꑊꒉ、ꎲꄏꉈꏠ、ꂓꄸ

ꌗꄸ、ꂓꎔꌗꎔ；ꊾꊏꊿꅰꌠꌡꑴ

ꇬ，ꄚ，ꀋꎪꀋꑴꌠꉬ；9ꊿꇫꅉꀋꐚ

ꌠꌡꑴꇬ，ꄚ，ꊿꃅꇫꅉꐚꌐꌠꉬ；ꌦ

ꌠꌡꑴꇬ，ꄚ，ꇫꐥꌠꉬ；ꊿꌌꎭꃚꍈ

ꌠꌡꑴꇬ，ꄚ，ꀑꇬꆺꄮꀋꑟ；10ꐒꊀ

ꌠꌡꑴꇬ，ꄚ，ꅉꀕꃅꉌꇿꑓꇿꌠꉬ；

ꌢꎭꌠꌡꑴꇬ，ꄚ，ꊿꈍꑋꁳꌣꈚꎻ

ꌠꉬ；ꋍꍈꑋꀋꐥꌠꌡꑴꇬ，ꄚ，ꑞꑌ

ꐥꌐꌠꉬ。 

得这职分被人毁谤；4反倒在各
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
人，就如在许多的忍耐、患
难、穷乏、困苦、5鞭打、监
禁、扰乱、勤劳、警醒、不
食、6廉洁、知识、恒忍、恩
慈、圣灵的感化、无伪的爱
心、7真实的道理、神的大能；
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8荣
耀、羞辱、恶名、美名，似乎
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9似
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
的；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
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至丧命
的；10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
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
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
样样都有的。 

11ꇬꆀꄏꊿꀋ！ꆍꏭꆏ，ꉪꈂꀸꆹ

ꁉꄉꌠ，ꉪꄸꈐꆹꅔꃅꅔꆙꀕꌠ。

12ꆍꊇꀁꃶꌺꃅꐙꌠꆹ，ꉪꊇꒉꄸꀋꉬ

ꃅ，ꆍꊨꏦꉌꏣꀁꎴꒉꄸ。13ꆍꊇꑌ

ꐯꌟꃅꉌꃀꅔꆙꀕꃅꉠꑆꊋꀱ。ꉠ

ꅇꂷꋋꈨꆹꉢꉠꀉꑳꏭꉉꌠꌡ。 

11哥林多人哪！我们向你
们，口是张开的，心是宽宏
的。12你们狭窄，原不在乎我
们，是在乎自己的心肠狭窄。
13你们也要照样用宽宏的心报答
我。我这话正像对自己的孩子
说的。 

 

ꇫꐥꌠꏃꃅꌋꑷꂿ 永生神的殿 
14ꆍꊇꌋꆀꊿꀋꑇꌠꑴꅉꆹꐯꀋ

ꋭ，ꋀꈽꄉꇁꄉꋍꇷꄡꀵ。ꑖꉬꌋꆀ

ꑗꀋꉬꌠꐯꌟꅍꑞꂷꐥ？ꁤꇅꀕꌠꌋ

14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
不要同负一轭。义和不义有什
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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ꆀꆈꋧꋪꌠꐮꈴꅍꑞꂷꐥ？15ꏢꄖꌋ

ꆀꀖꆺ（“ꀖꆺ”ꆹꑊꋌꌌꁈꂓꀉꁁꂷ）ꐮꊒꅍ

ꑞꂷꐥ？ꊿꑇꌠꌋꆀꀋꑇꌠꇢꊭꐯꌟ

ꅍꑞꂷꐥ？16ꏃꃅꌋꑷꂿꌋꆀꌩꁱꇓ

ꁱꑞꐯꌟꅍꐥ？ꑞꃅꆏ，ꉪꊇꆹꇫꐥꌠ

ꏃꃅꌋꑷꂿꉬ，ꑠꆹꏃꃅꌋꉉꋺꌠꌋ

ꆀꐯꌟ，ꋌ： 

相通呢？15基督和彼列（“彼列”就

是撒但的别名）有什么相和呢？信
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
呢？16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
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
就如神曾说： 

“ꉢꋀꈬꄔꀀ， 
ꋀꈬꄔꇬꏮꐺ； 
ꉡꆹꋀꏃꃅꌋꄻ， 
ꋀꊇꆹꉠꉹꁌꄻ”ꄷ。 

“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 
在他们中间来往； 
我要作他们的神， 
他们要作我的子民。” 

17ꉈꑴ：“ꆍꊇꀋꎪꃅꋀꈬꄔꄉꅐ

ꇁ， 
 
ꋀꊇꌋꆀꊨꄅꑍꄷꄉ， 
ꐥꇐꁧꀋꎴꌠꑞꑌꄡꐛꑲꆏ，ꉢ

ꆍꊇꊩꄻꌠꉬ。 

17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
出来， 

与他们分别， 
不要沾不洁净的物， 
我就收纳你们。 

18ꉡꆹꆍꀉꄉꄻ， 
ꆍꊇꆹꉠꌳꃈꅮꄻ”ꄷ。 
ꑠꆹꀋꄐꅍꀋꐥꌠꌋꉉꌠꉬ。 

18我要作你们的父， 

你们要作我的儿女。” 
这是全能的主说的。 

 

7 ꉂꇁꅉꌠꃺꑌꊈꀋ！ꑠꃅꈌꁧꉪ

ꁳꄉꑲꆏ，ꉪꊇꊨꏦꁳꁦꎴꅐꎻ 
7 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

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 
ꄉ，ꇭꀧꌋꆀꒌꆠꇬꀋꎴꀋꈻꌠꈀꐥ

ꃅꌩꎳꇫꎭꇈ，ꏃꃅꌋꏦꃪꄉ，ꌃꇁ

ꎔꐛꄡꑟ。 

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
畏神，得以成圣。 

 

ꀧꇊꑇꊿꏓꉻꉪꁏꄺꀱꒉꄸꃅꉌꇿ 保罗为教会悔改而喜乐 
2ꆍꊇꉌꃀꅔꆙꀕꃅꉪꊇꊩꄻ。

ꉪꊇꊿꈀꄸꂷꂾꑌꈴꀋꄿꀋꋻ，ꊿꈀ

ꄸꂷꇬꑌꀜꐆꀋꋻ，ꊿꈀꄸꂷꒇꏣꑌ

2你们要心地宽大收纳我
们。我们未曾亏负谁，未曾败
坏谁，未曾占谁的便宜。3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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ꇑꀋꋻ。3ꉢꑠꃅꉉꌠꆹ，ꉢꆍꑽꃤꏤ

ꂿꄷꌠꀋꉬ；ꉢꋌꃀꉉꋺ，ꆍꊇꅉꀕꃅ

ꉪꉌꂵꇬꀀꇬꎷ，ꉪꊇꆹꆍꌋꆀꐤꑌ

ꐯꈽꐥ、ꌥꑌꐯꈽꌦꏾ。4ꉢꉌꂵꀉ

ꒉꐯꀉꒉꃅꄉꆍꏭꅇꉉ；ꉢꆍꒉꄸꃅ

ꀊꅰꃅꈌꒉꉏꂨ，ꉌꌒꄀꅍꀉꑌꃅ

ꊌ；ꉪꊇꆹꎬꅧꈀꐥꌠꈬꇬꄉꉌꇿꐯ

ꉌꇿ。 

这话，不是要定你们的罪；我
已经说过，你们常在我们心
里，情愿与你们同生同死。4我
大大地放胆，向你们说话；我
因你们多多夸口，满得安慰；
我们在一切患难中分外地快
乐。 

5ꀋꉊꂴꏭꉪꊇꇁꌊꂷꐕꄓꑟꄷ

ꑌ，ꉪꊇꇭꀧꄡꇗꑭꀋꆏ，ꉪꊇꈭꀕ

ꇍꀕꃅꎭꇁꅧꌠꊝꀐ，ꇭꀧꉈꏭꉈꈽ

ꅍꐥ，ꄸꈐꆏꏸꏦꃨꆰ；6ꄚ，ꊿꉈꊰ

ꑓꊰꌠꏭꉌꌒꄀꌠꏃꃅꌋꆹ，ꄝꄏꇁ

ꌠꇇꄧꈴꄉꉪꊇꏯꉌꌒꄀꇁꀐ；7ꋌꇁ

ꌠꇇꄧꈴꌠꀉꄂꀋꉬꃅ，ꉈꑴꋌꆍꄷ

ꄉꈁꊌꌠꉌꌒꄀꐨꇬꈴꄉ，ꉪꏭꉌꌒ

ꄀꀐ；ꑞꃅꆏ，ꋋꆹꆍꂿꏾꈨꏾꅍ、

ꐒꅍꊀꅍꌋꆀꆍꉠꏯꈮꈜꐨꃅꋌꉉꉪ

ꇰꀐ，ꑠꃅꄉ，ꉢꀊꅰꃅꉌꇿꀐ。8ꋌ

ꃀꄯꒉꉢꁱꆍꁳꁬꌠꆍꋌꎼꐒꊀ，ꉢ

ꊁꆏꉌꆐꅑꑴꇬ，ꄚ，ꀃꑍꋋꄮꆹꉌꆐ

ꀋꅑ，ꑞꃅꆏ，ꄯꒉꁬꌠꆍꋌꎼꐒꊀ

ꌠꉢꅉꐚ，ꄚ，ꐒꊀꌠꆹꋋꇅꇬꀉꄂꌠ

ꉬ。9ꀃꑍꋋꄮꉢꉌꇿꐯꉌꇿ，ꉢꆍꊇ

ꐒꊀꐛꅹꃅꉌꇿꌠꀋꉬꃅ，ꆍꊇꐒꊀ

ꈬꇬꄉꉪꁏꄺꀱꀐꐛꅹꃅꉌꇿꌠ

ꉬ。ꆍꊇꆹꏃꃅꌋꉪꐪꈴꄉꐒꊀꑲ

ꆏ，ꆍꌤꑞꃅꄿꂿ，ꉪꒉꄸꃅꄉꉮꏣ

ꀋꊝ。10ꑞꃅꆏ，ꏃꃅꌋꉪꐪꇬꈴꄉ

ꐒꊀꇬꆹ，ꉌꆐꀋꅑꌠꉪꁏꄺꀱꌠꑠꇫ

ꅐꇁꄉ，ꊁꆏꈭꋏꊌ；ꄚ，ꋧꃅꋋꂷꇬ

5我们从前就是到了马其顿
的时候，身体也不得安宁，周
围遭患难，外有争战，内有惧
怕；6但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
借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们；7不但
借着他来，也借着他从你们所
得的安慰，安慰了我们，因他
把你们的想念、哀恸和向我的
热心，都告诉了我，叫我更加
欢喜。8我先前写信叫你们忧
愁，我后来虽然懊悔，如今却
不懊悔，因我知道那信叫你们
忧愁，不过是暂时的。9如今我
欢喜，不是因你们忧愁，是因
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来。你
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凡事就
不至于因我们受亏损了。10因为
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
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
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11你
看，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
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自
诉、自恨、恐惧、想念、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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ꈴꄉꐒꊀꇬꆹ，ꊿꁳꌦꎻꌠ。11ꆏꉜ

ꉏ！ꆍꊇꏃꃅꌋꉪꐪꇬꈴꄉꐒꊀꄉ，

ꑠꈍꑋꇫꅐꇁ：ꀊꅰꃅꊋꇤ、ꊨꏦꑖ

ꉬꄜ、ꄹꅔꄉꃃ、ꐬꆠ、ꉪꉂ

ꏽ、ꉌꈯꑓꈜ、ꊨꏦꅑꀵ；ꌤꋋꈨ

ꇬꄉ，ꆍꊇꉬꇮꃅꊨꏦꆹꁦꎴꌠꆍꄜ

ꋊꎼꇁꀐ。12ꄯꒉꋌꃀꉢꁱꆍꁳꑴ

ꇬ，ꄚ，ꊿꉮꃤꃅꀐꈨꌠꎁꃅꁱꌠꀋ

ꉬ，ꊿꉮꃤꌸꈧꌠꎁꃅꁱꌠꑌꀋꉬ

ꃅ，ꏃꃅꌋꂾꄉ，ꆍꊇꉪꉈꇬꌠꈮꈜꐨ

ꄜꋊꎼꇁꂿꄷꌠ。13ꑠꅹ，ꉪꊇꆹꉌꌒ

ꄀꅍꊌꀐ。 

心、责罚（或作“自责”）；在这一切
事上，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
的。12我虽然从前写信给你们，
却不是为那亏负人的，也不是
为那受人亏负的，乃要在神面
前把你们顾念我们的热心表明
出来。13故此我们得了安慰。 

ꄷꀋꁧ，ꉌꌒꄀꅍꈬꇬꄉ，ꆍꊇꉹꁌ

ꈧꌠꄝꄏꁳꉌꂵꇗꄃꀕꎻꐛꅹ，ꉪꊇ

ꀊꅰꃅꉌꇿꑓꇿꀐ。14ꀋꄸꄷ，ꉢꄝ

ꄏꄷꄉꆍꏭꍖꀴꇬꆹ，ꑊꏦꅍꀋꐥ；

ꑞꃅꆏ，ꉢꆍꊇꏯꈁꉉꌠꉬꇮꃅꇯꍝ

ꌐꌠꌟꃅ，ꉢꄝꄏꄷꄉꆍꏭꍖꀴꌠꅇ

ꂷꑌꇯꍝꌐꌠꉬ。15ꄝꄏꉪꇁꆍꋍꏅ

ꐯꇯꅇꃅꅲ，ꆍꈍꃅꐬꆠꏾꌌꀕꃅꋋ

ꋩꋋꏦꌠꑠꄀꄮꇬꆏ，ꋌꆍꉂꌠꉌꃀ

ꄸꈐꆹꀊꅰꃅꊷꆣꀕꀐ。16ꀋꃉꉢꑞ

ꑌꆍꉌꒊꉆꐛꅹ，ꉢꇿꐯꉢꇿ。 

并且在安慰之中，因你
们众人使提多心里畅快欢喜，
我们就更加欢喜了。14我若对提
多夸奖了你们什么，也觉得没
有惭愧，因我对提多夸奖你们
的话成了真的；正如我对你们
所说的话也都是真的。15并且提
多想起你们众人的顺服，是怎
样恐惧战兢地接待他，他爱你
们的心肠就越发热了。16我如今
欢喜，能在凡事上为你们放
心。 

 

ꃅꇏꂶꄟꂄꃅꎆꆳ 慷慨捐助 

8 ꃺꑌꊈꀋ！ꉢꀋꃉꏃꃅꌋꄻꂷꐕ

ꄓꑇꊿꏓꉻꈧꌠꁵꌠꑆꊋꃆꂮ 8 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
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2就 

ꉉꆍꇰ；2ꋀꊇꎬꅧꈬꇬꄉꎖꉺꀉꇨꐯ

ꀉꇨꃅꊜꄮꇬ，ꋀꊇꄡꇗꉌꇿꐨꇎꐯ

ꇎ；ꋀꊇꌢꎭꇤꅝꅜꄮꇬ，ꋀꊇꄡꇗ

ꃅꇏꂶꄟꂄꃅꎆꆳ。3ꉡꆹꋀꊇꊋꈀ

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
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
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
厚恩。3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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ꑌꃅ，ꄷꀋꁧ，ꋀꊋꃤꄩꐂꄉ，ꃅꏾꑽ

ꏾꃅꎆꆳꋙꆳꀐꌠꉢꇫꅇꊪꌬꉆ；4ꋀ

ꊇꀱꇊꀱꃅꉪꏭꇖꂟ，ꋀꁳꎆꆳꌃꎔ

ꌺꁵꌠꌤꋌꐘꇬꊋꌗꍈꅐꎻꄷ；5ꄷꀋ

ꁧ，ꋀꈀꃅꌠꆹ，ꉪꉘꇉꐨꇬꀉꄂꈴꄉ

ꃅꌠꀋꉬꃅ，ꀊꅰꃅꏃꃅꌋꉪꐪꇬꈴ

ꄉꃅꌠꉬ，ꂴꆏꊨꏦꑴꅉꋀꌞꌋꁵ，

ꋍꈭꐨꆏꉪꊇꐊꇁ。6ꑠꅹ，ꉢꄝꄏꏭ

ꉉ，ꆍꈬꄔꇬꎆꆳꋙꆳꌠꌤꑠꃅꀐꑲ

ꆏ，ꃅꌊꐱꁍꄡꑟꄷ。7ꆍꊇꆹꑇꐨꉌ

ꊋ、ꈌꉐ、ꌧꇐꂿꇐ、ꉌꈯꑓꈜꌠ

ꌋꆀꉪꊇꆍꉂꌠꀂꏽꄉ（ꀊꆨꏂꀨꋍꈨꇬꆏ

“ꆍꊇꉪꉂꌠꀂꏽꄉ”ꃅꅑ），ꇎꑭꑌꌠꀊꅰ

ꃅꇫꅐꇁꑲꆏ，ꆍꊇꎆꆳꋙꆳꌠꌤꋌ

ꐘꇬꄉꑌ，ꇎꑭꑌꌠꀊꅰꃅꇫꅐꇁꄡ

ꑟ。 

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
甘心乐意地捐助；4再三地求我
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
情上有份；5并且他们所做的，
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更照神
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
附了我们。6因此我劝提多，既
然在你们中间开办这慈惠的
事，就当办成了。7你们既然在
信心、口才、知识、热心和待
我们的爱心上，都格外显出满
足来，就当在这慈惠的事上也
格外显出满足来。 

8ꉢꅇꑠꉉꌠꆹ，ꆍꏭꅇꁵꌠꀋꉬ

ꃅ，ꌞꊿꈮꈜꐨꌌꆍꉂꏣꇯꍝꇰꀋꍝ

ꌠꎖꉚꌠ。9ꆍꊇꆹꉪꌋꑳꌠꏢꄖꑆ

ꊋꆍꅉꐚ，ꋌꊇꅉꃅꇬꌣꈚꌠꉬ，ꄚ，

ꋌꆍꐛꅹꃅꌢꎭꌠꐛ，ꋌꌢꎭꌠꐛꌠ

ꆹ，ꆍꁳꌣꈚꉆꎻꂿꄷꌠ。10ꌤꋌꐘ

ꃅꄉꇬ，ꉢꉠꉜꐨꉉꆍꊇꇰ，ꆍꊇꆹꀋ

ꉊꄹꈎꌤꋌꐘꃅꀐ，ꆍꊇꉌꂵꇬꇫꃅ

ꏾ，ꑠꆹꆍꈲꏣꐥꌠꉬ。11ꀋꃉꆏ，ꌤ

ꋌꐘꃅꌐꄡꑟꀐ；ꌤꋌꐘꆍꇫꃅꏾꄉ

ꃅꌠꉬꑲꆏ，ꆍꊇꆹꆍꈀꐥꌠꇬꈴꄉ

ꃅꐛꄡꑟ。12ꑞꃅꆏ，ꊾꂷꉌꂵꇬꇯ

ꆐꃅꏾꑽꏾꑲꆏ，ꋍꆲꎆꆹꈀꄸꑌꇫꊪ

ꏾꌠꉬ，ꋍꆲꎆꆹꋌꀋꐥꌠꇬꈴꄉꅐꌠ

ꀋꉬꃅ，ꋌꈀꐥꈧꌠꇬꈴꄉꅐꌠꉬ。

8我说这话，不是吩咐你
们，乃是借着别人的热心试验
你们爱心的实在。9你们知道我
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
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
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
足。10我在这事上把我的意见告
诉你们，是与你们有益；你们
去年所开始做的，不但是最先
有这行动，也是最先有这意
愿。11如今就当办成这事；既有
愿做的心，也当照你们所有的
去办成。12因为人若有愿做的
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
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13我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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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ꉡꆹꑴꅉꇬꌞꊿꁳꆏꈩꄉꀕꎻ，ꆍꁳ

ꆏꐙꄏꎻꌠꀋꉬꃅ，14ꐽꏡꎻꂿꄷꌠ；

ꀋꃅꆍꁦꎆꐨꈧꌠꌌꋀꊇꀋꇎꅉꇱ，

ꑠꃅꑲꆏ，ꊁꇁꋍꑍꋀꊇꑌꋀꁦꎆꐨꈧ

ꌠꌌꆍꀋꇎꅉꇱ，ꑠꃅꄉ，ꆍꊇꐯꇯꐽ

ꏡꉆ。15ꑠꆹꁱꏂꀨꇬꄀꄉꌠꌋꆀꐯ

ꌟ： 

不是要别人轻省，你们受累，
14乃要均平；就是要你们的富
余，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
使他们的富余，将来也可以补
你们的不足，这就均平了。15如
经上所记： 

“ꋚꒉꀉꑌꃅꏓꌠꑌꁦꎆꃅꀋꐛ， 
ꋚꒉꀁꑌꃅꏓꌠꑌꀋꇎꃅꀋꐛ”

ꄷ。 

“多收的也没有余， 
少收的也没有缺。” 

 

ꄝꄏꌋꆀꋍꌤꃅꐋꀨ 提多和他的同工 
16ꏃꃅꌋꏭꈀꎭꀕ，ꏃꃅꌋꇁꄝ

ꄏꉌꐡꄉ，ꋌꁳꉢꌟꃅꊋꇤꄉꆍꊝ

ꎻ。17ꋌꉠꅇꃅꀐꌠꉬꑴꇬ；ꄚ，ꋍꊨ

ꏦꑴꅉꀊꅰꃅꈮꈜꃅꆍꄷꆹꏾꌠꉬ。

18ꃺꑌꀉꁁꂷꑌꉪꇤꅷꋋꐊꆹꎻ，ꃺ

ꑌꋋꂷꆹꌒꅇꇬꄉꑇꊿꏓꉻꈀꐥꃅꇫ

ꍖꀴꂷꉬ；19ꑠꀉꄂꀋꉬꃅ，ꋌꑇꊿꏓ

ꉻꈧꌠꌋꌊꉪꐊꄉ，ꆲꎆꏮꉪꇯꄉꈧ

ꌠꎭꌊꇫꑟꀐ，ꑠꆹꌋꏭꀑꒉꑊꒉꄀꉆ

ꌠ，ꉈꑴꉪꉌꃀꇫꃅꏾꌠꑌꄜꋊꅐꇁ

ꉆ。20ꑠꃅꄉ，ꊿꁳꉪꊇꆲꎆꀉꑌꃅ

ꏓꒉꄸꃅꉪꊂꊨꀖꀋꎽ。21ꉪꊇꋓꉪ

ꁨꄉꌋꂾꀉꄂꀋꉬꃅ，ꊿꂾꑌꌤꆿꉾ

ꃪꌠꃅꌶ。22ꉈꑴꃺꑌꀉꁁꂷꑌꉪꇤ

ꅷꋀꐊꆹꎻ；ꋍꈮꈜꐨꆹꌤꈍꑋꐘꇬ

ꄉꈍꑋꃢꃅꉪꌌꎖꉚꋺ，ꀋꃅꋌꆍꊇ

ꉌꒊꐯꉌꒊꐛꅹ，ꀊꅰꃅꈮꈜꀐꌠ

ꉬ。23ꄝꄏꃆꂮꃅꇬꆏ，ꋋꆹꉠꐋꀨ

ꉬ，ꉪꐯꇯꆍꎁꃅꌤꃅꌠ；ꃺꑌꀊꋨꑍ

16多谢神，感动提多的心，
叫他待你们殷勤，像我一样。
17他固然是听了我的劝；但自己
更是热心，情愿往你们那里
去。18我们还打发一位兄弟和他
同去，这人在福音上得了众教
会的称赞；19不但这样，他也被
众教会挑选，和我们同行，把
所托与我们的这捐资送到了，
可以荣耀主，又表明我们乐意
的心。20这就免得有人因我们收
的捐银很多，就挑我们的不
是。21我们留心行光明的事，不
但在主面前，就在人面前也是
这样。22我们又打发一位兄弟同
去；这人的热心，我们在许多
事上，屡次试验过，现在他因
为深信你们，就更加热心了。
23论到提多，他是我的同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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ꂷꃅꇬꆹ，ꋍꑊꑇꊿꏓꉻꈧꌠꊩꌺꉬ，

ꏢꄖꀑꒉꑊꒉꉬ。24ꑠꅹ，ꆍꊇꑴꌠ

ꀋꎪꃅꑇꊿꏓꉻꈧꌠꂾꄉ，ꆍꉂꏣꊫ

ꌐꄜꋊꎼꇁꅊꇈ，ꉈꑴꉢꆍꍖꀴꌠꊫ

ꌐꑌꄜꋊꎼꇁ。 

同为你们劳碌的。论到那两位
兄弟，他们是众教会的使者，
是基督的荣耀。24所以你们务要
在众教会面前显明你们爱心的
凭据，并我所夸奖你们的凭
据。 

 

ꌃꎔꌺꎁꃅꎆꆳ 为圣徒捐献 

9 ꉉꅷꌃꎔꌺꇲꄻꌠꌤꃆꂮꑟꇬ

ꆏ，ꉢꄯꒉꁱꆍꁳꄉꉉꌋꀋꌸ 9 论到供给圣徒的事，我不必
写信给你们，2因为我知道 

ꀐ，2ꑞꃅꆏ，ꉡꆹꆍꊇꉌꂵꇬꃅꏾꌠ

ꉢꅉꐚꐛꅹ，ꉢꀋꆏꃅꂷꐕꄓꊿꂾꄉ

ꆍꍖꀴ，ꉢꋀꏭꑸꇠꑸꊿꄐꏤꄉꋍꈓ

ꐛꀐꄷꉉ；ꄷꀋꁧ，ꆍꉌꈯꑓꈜꄟꊿ

ꈍꑋꋌꎼꉌꐡꀐ。3ꄚ，ꃺꑌꋋꈨꉢ

ꊪꆍꄷꎼꆹꌠꆹ，ꆍꁳꉠꅇꇬꈴꄉꄐꏤ

ꁟꑻꃅꄉꄷꌠ；ꋌꀋꉬꑲꆏ，ꉪꌤꋌ

ꐘꀂꏽꅇꂷꆍꈀꍗꈀꀴꈧꌠꃅꀈꈥꀕ

ꂵ。4ꀋꄸꄷ，ꂷꐕꄓꊿꉡꐊꇀꄮꇬ，

ꆍꊇꄐꏤꀋꄉꌠꋀꂿꑲꆏ，ꉪꊇꃶꐚ

ꃅꇬꑅꌠꆹ，ꀱꌊꉪꎲꄏꑊꏦꅍꐛꌠ

ꉬ；ꆍꊇꊨꏦꎲꄏꑊꏦꌠꆹꂯ，ꀊꅰꃅ

ꉉꄻꀋꅐꀐ。5ꑠꅹ，ꉢꉜꇬꄺꅐꐯꄺ

ꅐꌠꆏ，ꉢꃺꑌꀊꋨꈨꇖꂟꄉ，ꋀꁳ

ꂴꆍꄷꆹꎻꑲꆀ，ꋀꁳꀋꉊꂴꏭꆍꈌ

ꁧꄉꌠꆲꎆꈧꌠꏓꐯꇯꁟꑻꃅꄉꎻ，

ꑠꃅꑲꆏ，ꆲꎆꆍꅐꌠꆹꊿꆍꄀꇗꄉꅐ

ꌠꀋꉬꃅ，ꆍꑴꅉꇯꆐꅐꏾꃅꅐꌠꄇ

ꇖꀕꀐ。 

你们乐意的心，常对马其顿人
夸奖你们，说亚该亚人预备好
了，已经有一年了；并且你们
的热心激动了许多人。3但我打
发那几位弟兄去，要叫你们照
我的话预备妥当，免得我们在
这事上夸奖你们的话落了空。
4万一有马其顿人与我同去，见
你们没有预备，就叫我们所确
信的，反成了羞愧；你们羞
愧，更不用说了。5因此，我想
不得不求那几位弟兄先到你们
那里去，把从前所应许的捐资
预备妥当，就显出你们所捐
的，是出于乐意，不是出于勉
强。 

6“ꀁꑌꃅꊪꏽꌠꆏꀁꑌꃅꒇ

ꋩ，ꀉꑌꃅꊪꏽꌠꆏꀉꑌꃅꒇꋩ”

ꄷ，ꅇꂷꋋꇬꆹꇯꍝꌠꉬ。7ꊿꈀꄸꑌ

6“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
收，”这话是真的。7各人要随本
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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ꊨꏦꉌꂵꇬꆲꎆꈍꑋꏓꏾꆏꈍꑋꏓ，

ꌌꐒꅍꐘꃅꄡꄉ，ꄀꇗꄀꑣꄉꄡꃅ，

ꑞꃅꆏ，ꏃꃅꌋꆹꊿꉌꇿꑓꇿꃅꎆꆳ

ꌠꋍꉌꃹ。8ꏃꃅꌋꆹꑆꊋꈍꑋꑵꑠ

ꀉꑌꐯꀉꑌꃅꄻꆍꁳꄐꌠꉬ，ꆍꁳꅉ

ꀕꃅꑞꑌꇎꄉ，ꌤꂄꇁꎔꌠꑠꀉꑌꑵ

ꃅꀕꄎꎻ。9ꑠꆹꁱꏂꀨꇬꄀꄉꌠꌋ

ꆀꐯꌟ： 

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
所喜爱的。8神能将各样的恩惠
多多地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
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
9如经上所记： 

“ꋍꎆꋚꋌꇱꁸꌢꎭꌠꁵꄉ， 
ꋀꇇꀤ； 
ꋍꑖꉬꑠꆹꐩꋊꐩꍂꃅꀋꑍꀋ

ꈤ”ꄷ。 

“他施舍钱财， 
周济贫穷； 
他的仁义存到永远。” 

10ꋚꇕꄻꋙꊪꒉꏽꌠꁵꇈꋚꄻꊾꍈꂶ

ꌠꆹ，ꀋꎪꃅꋚꇕꀉꑌꐯꀉꑌꃅꄻꆍ

ꁳ，ꉈꑴꆍꑖꉬꂶꂷꑌꁦꎆꇁꌠꉬ；

11ꏃꃅꌋꆹꆍꁳꑞꑌꇎꌐꄉ，ꀉꑌꐯ

ꀉꑌꃅꄖꊾꇖꄎꎻ，ꑠꃅꄉ，ꉪꇇꄧ

ꈴꄉꈀꎭꀕꅇꌌꏃꃅꌋꏭꉉ。12ꑞꃅ

ꆏ，ꇲꄻꌠꌤꋌꐘꃅꇬ，ꌃꎔꌺꀋꇎꀋ

ꂪꌠꇬꁥꇱꌠꀉꄂꀋꉬꃅ，ꄷꀋꁧ，ꊿ

ꈍꑋꀊꅰꃅꏃꃅꌋꏭꈀꎭꀕꇁ。13ꋀ

ꊇꆹꇲꄻꌠꌤꋌꐘꀂꏽꄉꊫꌐꊌꀐ；

ꆍꏢꄖꉉꏚꇈꋍꌒꅇꇬꍬꄉꃅꄉ，ꎆ

ꃀꀉꑌꃅꄔꋀꌋꆀꉹꁌꁵꌠꋀꊇꅉ

ꐚ，ꑠꃅꄉ，ꋀꊇꀑꒉꑊꒉꏮꏃꃅꌋ

ꄀ。14ꏃꃅꌋꑆꊋꈁꁠꀉꒉꐯꀉꒉꌠ

ꑠꋌꄻꆍꄸꈐꇬꊐꄉꐛꅹ，ꋀꊇꑌꇯ

ꍝꀕꃅꆍꂿꆍꈨꏾ，ꆍꎁꃅꈼꂟ。

15ꏃꃅꌋꏭꈀꎭꀕ，ꑞꃅꆏ，ꋍꑆꊋꈁ

ꁠꆹꅇꂷꌊꉉꅐꇁꀋꉆ！ 

10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
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
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
11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
舍，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
神。12因为办这供给的事，不但
补圣徒的缺乏，而且叫许多人
越发感谢神。13他们从这供给的
事上得了凭据，知道你们承认
基督，顺服他的福音，多多地
捐钱给他们和众人，便将荣耀
归与神。14他们也因神极大的恩
赐显在你们心里，就切切地想
念你们，为你们祈祷。15感谢
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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ꀧꇊꋍꊨꏦꌅꅍꃅꎁꃆꂮꅔꀥ 保罗为自己的职分辩护 

10 ꉢ，ꀧꇊ，ꆍꊇꂾꄮꇬꆺꀋꒉ

ꄇꀋꒉ，ꆍꄷꀋꐥꄮꇬꆹ，ꆍ 10 我保罗，就是与你们见
面的时候是谦卑的，不 

ꏭꀬꅑꃅꐙꌠꉬ，ꀃꑍꋋꄮꉢꉠꊨꏦ

ꑴꅉꃅꏢꄖꃤꑖꈈꀕ、ꄮꐽꌠꌌꆍ

ꏭꉉ。2ꊿꋍꈨꉪꇬ，ꉪꊇꆹꋧꃅꉪꐨ

ꇬꈴꄉꌤꃅꎼꈀ，ꉢꉪꇬꑌꀋꎪꃅꀬ

ꅑꌠꌊꊿꋋꈨꊝꑲꆀꍑꎼꈀ；ꉢꆍꏭ

ꇖꂟꌠꆏ，ꉢꆍꄷꑟꇀꄮꇬ，ꆍꆹꉢꁳ

ꑠꃅꀬꅑꌠꐥꄡꎽ。3ꑞꃅꆏ，ꉪꊇꋧ

ꃅꋋꂷꇬꄉꌤꃅꑴꇬ，ꉪꊇꆹꋧꃅꉪ

ꐨꌌꄉꉈꈽꌠꀋꉬ。4ꉪꊇꌌꉈꈽꌠ

ꇇꌭꑴꅉꆹꋧꃅꃤꀋꉬ，ꉪꊇꇇꌭꆹ

ꏃꃅꌋꂾꄉꊋꃤꑌ，ꁾꇓꈫꈈꌠꋌꅸ

ꁖꄎꃅꑠꉬ；5ꏂꇫꏡꁈꋍꑞꋍꑵꌋꆀ

ꊾꈭꋍꈜꇈꄉꊿꁳꏃꃅꌋꅉꐚꀋꎽ

ꌠ、ꆺꒉꄇꒉꌠꌤꋍꑞꋍꑵ，ꐯꇯꉪ

ꅥꁖꌐꀐ；ꉈꑴꆏ，ꊿꉌꂵꉪꐨꈧꌠ

ꈀꐥꌠꃅꇑꌊꉈꑴꇁꄉ，ꊿꁳꏢꄖꇂ

ꃴꐥꇁꎻ。6ꄷꀋꁧ，ꉡꆹꄐꏤꄉꀐ，

ꆍꇯꍝꃅꑞꑌꅇꃅꅱꄮꆏ，ꊿꅇꃅꀋ

ꅲꌠꈀꐥꌠꃅ，ꉢꋀꎭꃚꍈꇁꌠꉬ。 

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向你们是勇
敢的，如今亲自借着基督的温
柔、和平劝你们。2有人以为我
们是凭着血气行事，我也以为
必须用勇敢待这等人；求你们
不要叫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
有这样的勇敢。3因为我们虽然
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
争战。4我们争战的兵器，本不
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
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
5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
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
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
使他都顺服基督。6并且我们已
经预备好了，等你们十分顺服
的时候，要责罚那一切不顺服
的人。 

7ꆍꊇꆹꑓꋪꈀꂿꈧꌠꀉꄸꉜꌠ

ꅀ？ꀋꄸꄷ，ꊾꂷꉌꃀꄸꈐꇬꇯꍝꃅ

ꊨꏦꆹꏢꄖꃤꉬꌠꑠꑇꑲꆏ，ꋋꆹꉈꑴ

ꉪꀱꏡꀱꄡꑟ，ꋌꈍꃅꏢꄖꃤꉫꆏ，ꉪ

ꊇꑌꈍꃅꏢꄖꃤꉬꌠ。8ꌋꌅꈌꋌꄻ

ꉪꁳ，ꑠꆹꌌꆍꀜꐆꂿꄷꌠꀋꉬꃅ，ꌌ

ꆍꄕꄻꂿꄷꌠ；ꉢꌅꈌꋋꈨꒉꄸꃅꄉ

ꊼꇅꈌꒉꇬꑌ，ꑊꏦꅍꀋꐥ。9ꉡꆹꆍ

ꊇꉢꄯꒉꁱꌊꆍꇷꆍꇋꌠꃅꉪꂵꏦ

7你们是看眼前的吗？倘若
有人自信是属基督的，他要再
想想，他如何属基督，我们也
是如何属基督的。8主赐给我们
权柄，是要造就你们，并不是
要败坏你们；我就是为这权柄
稍微夸口，也不至于惭愧。9我
说这话，免得你们以为我写信
是要威吓你们。10因为有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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ꄉ，ꅇꂷꋋꈨꉉꌠꉬ。10ꑞꃅꆏ，ꊿ

ꑠꃅꉉꌠꐥ：“ꄯꒉꋌꁱꌠꆹꀋꀧꀋ

ꄒꇨ，ꊾꃚꊾꄜ；ꋍꑴꅉꂶꌠꂿꇬ

ꆏ，ꐛꐪꑌꊵꑵꃅꀋꐛ，ꅇꂷꑌꌗꅍ

ꀋꐥ”ꄷ。11ꉪꊇꆍꄷꀋꐥꄮꇬ，ꅇ

ꂷꉪꈍꃅꁱꄯꒉꇬꄀꄉꌠ，ꊁꉪꐮꂿ

ꄮꇬꑌ，ꉪꊇꀋꎪꃅꈍꃅꌤꃅꌠꉬ。 

“他的信又沉重、又利害；及至
见面，却是气貌不扬、言语粗
俗的。”11这等人当想，我们不
在那里的时候，信上的言语如
何，见面的时候，行事也必如
何。 

12ꑞꃅꆏ，ꉪꊇꆹꉪꊨꏦꌌꊿꊨꏦ

ꊘꎭꈧꌠꌋꆀꋍꈜꄉꐯꌟꀋꀬ；ꋀꊇ

ꆹꊨꏦꌌꊨꏦꎕꑣ，ꊨꏦꌌꊨꏦꌡ

ꉚ，ꑠꆹꀑꀋꁮꌠꉬ。13ꉪꊇꆹꀋꀧꀋ

ꄒꃅꈌꒉꀋꏾ，ꉪꆹꏃꃅꌋꎖꉪꁳꌠ

ꃅꋮꈐꏭꇬꄉꀉꄂꈌꒉ，ꑠꆹꉪꊇꀉꑌ

ꈚꑟ，ꄷꀋꁧꆍꄷꇯꑟꂿꄷꌠ。14ꉪ

ꊇꆍꄷꑞꄮꇬ，ꉪꆹꊨꏦꃅꋮꐂꀐꌠ

ꀋꉬ；ꑞꃅꆏ，ꉪꊇꆹꈍꄮꇯꆐꆍꄷꑟ

ꄉ，ꏢꄖꌒꅇꁊꆍꁳꀐ。15ꉪꊇꆹꉪ

ꃅꋮꉈꐂꄉꌞꊿꎬꅧꃅꀕꄉꌠꌌꈌꀋ

ꒉ；ꄚ，ꆍꑇꐨꉌꊋꁦꎆꄮꇬꆏ，ꎖꉪ

ꁳꄉꌠꃅꋮꆹꆍꒉꄸꃅꄉꀊꅰꃅꀊꐯ

ꇁꌠꑠꉪꇫꉘꇉ；16ꑠꃅꄉ，ꉪꊇꆍꃅ

ꄷꐂꄉ，ꌒꅇꁊꊿꀊꅰꃅꈜꎴꃅꄷꀀ

ꌠꇰꄎ；ꉪꊇꆹꌞꊿꃅꋮꈐꏭꄉꌞꊿ

ꃅꄉꈧꌠꌌꈌꒉꀋꏾ。17ꈌꒉꌠꆏ，

ꌋꏭꄐꄉꈌꒉꄡꑟ。18ꑞꃅꆏ，ꏃꃅ

ꌋꇫꊪꇫꄻꏾꌠꆹꊨꏦꀱꊨꏦꍗꈧꌠ

ꀋꉬꃅ，ꌋꇫꈀꍗꈧꌠꉬ。 

12因为我们不敢将自己和那
自荐的人同列相比；他们用自
己度量自己，用自己比较自
己，乃是不通达的。13我们不愿
意分外夸口，我们的夸口是在
神所划给我们的范围内，这范
围也包括你们。14既然你们是在
这范围内，我们把基督的福音
传给你们，就不是过界。15我们
不仗着别人所劳碌的，分外夸
口；但指望你们信心增长的时
候，所量给我们的界限，就可
以因着你们更加开展，16得以将
福音传到你们以外的地方，并
不是在别人界限之内，借着他
现成的事夸口。17但夸口的，当
指着主夸口。18因为蒙悦纳的，
不是自己称许的，乃是主所称
许的。 

 

ꀧꇊꌋꆀꁆꄻꊩꌺꃶꀋꐚꌠ 保罗和假使徒 

11 ꉢꊼꇅꇰꑴꀕꃅꐙꑴꇬ，ꆍꑴ

ꌠꉡꅑꄡꀵꅊꇈ，ꇯꍝꃅꇬ， 11 但愿你们宽容我这一点
愚妄，其实你们原是宽 

ꆍꊇꆹꂴꇯꆐꄻꉢꏆꀐꌠꉬ。2ꉢꆍ 容我的。2我为你们起的愤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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ꊇꒉꄸꃅꉌꈻꃴꆅꌠꆹ，ꑴꅉꇬꏃꃅ

ꌋꉌꈻꃴꆅꌠꌋꆀꐯꌟ；ꑞꃅꆏ，ꆍ

ꊇꆹꉢꈌꁧꌐꊈꂷꁵꋺꀐ，ꑠꃅꄉ，ꆍ

ꊇꆹꑮꆜꌺꊈꎴꇈꁦꋠꅿꀋꋻꑠꂷꌡ

ꄉ，ꉢꇱꌞꏢꄖꁵ。3ꉡꆹꆍꏢꄖꒉꄸ

ꃅꑌꌠꉌꃀꌃꎔꐙꎴꂶꌠꄷꅠꌠꏭꉜ

ꄉꎎꌠꀉꄂꏦ，ꀋꇊꆏꁮ꒰ꏡꌠꏂꇫ

ꏡꁈꌌꄉꑤꊅꊏꅰꌠꌡ。4ꀋꄸꄷ，

ꊾꈨꇁꌊ，ꑳꌠꉪꁊꆍꇰꂶꌠꀋꉬꃅ，

ꀉꁁꑳꌠꑠꂷꁊ，ꅀꒌꆍꈀꊪꋺꂶꌠ

ꀋꉬꃅꀉꁁꑠꂷꆍꊪꄉ，ꅀꌒꅇꆍꈨ

ꋺꑵꌠꀋꉬꃅ，ꀉꁁꋍꑵꊿꁊꆍꇰꇬ，

ꆍꊇꆹꈍꃅꈝꐮꃅꊿꋋꈨꁊꌠꊪꉏ！

5ꄚ，ꉢꉪꇬ，ꉡꆹꁆꄻꊩꌺꋍꉎꀋꐥ

ꀊꋨꈨꀋꏣꅌꍈꑋꀋꐥ。6ꉢꈌꇖꉏ

ꇰꑴꇬ，ꄚ，ꉢꌧꇐꂿꇐꆹꀉꑌꃅꐥ，

ꋍꑠꆹꉪꊇꌤꑞꇬꄉꑌꐝꉅꃅꉉꋊꆍ

ꇰꀐ。 

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
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
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
3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
去那向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
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
一样。4假如有人来，另传一个
耶稣，不是我们所传过的；或
者你们另受一个灵，不是你们
所受过的；或者另得一个福
音，不是你们所得过的；你们
容让他也就罢了。5但我想，我
一点不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
下。6我的言语虽然粗俗，我的
知识却不粗俗。这是我们在凡
事上向你们众人显明出来的。 

7ꉢꁌꑞꑌꀋꈁꃅꌒꅇꁊꆍꁳꐛ

ꅹ，ꉠꊨꏦꉢꌌꌠꐭꃅꄉ，ꆍꁳꌟꒉꐛ

ꎻ，ꑠꆹꉢꑽꃤꃅꀐꌠꉫꀕ？8ꉢꑇꊿꏓ

ꉻꀉꁁꇬꇑꄉ，ꋀꄷꃄꎆꉢꒃꌊꄉꆍ

ꎁꃅꌤꃅ。9ꉢꆍꊇꌋꆀꐯꈽꐤꄮ

ꇬ，ꉢꑞꑵꈉꄻꇬ，ꉢꆍꈬꄔꈀꄸꂷꇬ

ꑌꎭꏿꀋꋻ，ꃺꑌꂷꐕꄓꄉꇁꈧꌠꑞ

ꑌꄻꉠꀋꇎꀋꂪꅉꇱꌐꀐ。ꋌꃀꉢ

ꑞꑌꋓꉪꁨꄉꆍꁳꎭꏿꀋꎽ，ꋌꊂꑌ

ꀋꎪꃅꋓꉪꁨꄉꆍꁳꎭꏿꀋꎽ。10ꏢ

ꄖꇗꅉꃶꐚꌠꉠꉌꂵꇬꑌꐛꅹ，ꑸꇠ

ꑸꃅꄷꋋꂷꇬꃅꊿꉠꈌꒉꅍꋌꑵꏢꇋ

ꄎꌠꀋꐥ。11ꑞꒉꄸꉬ？ꉢꆍꊇꀋꉂ

7我因为白白传神的福音给
你们，就自居卑微，叫你们高
升，这算是我犯罪吗？8我亏负
了别的教会，向他们取了工价
来给你们效力。9我在你们那里
缺乏的时候，并没有累着你们
一个人；因我所缺乏的，那从
马其顿来的弟兄们都补足了。
我向来凡事谨守，后来也必谨
守，总不至于累着你们。10既有
基督的诚实在我里面，就无人
能在亚该亚一带地方阻挡我这
自夸。11为什么呢？是因我不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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ꒉꄸꅀ？ꉢꆍꊇꉂꌠꆹꏃꃅꌋꅉꐚ。 你们吗？这有神知道。 
12ꉢꀋꃅꈀꃅꌠꆹ，ꀋꃅꊁꑌꃅꑴ

ꌦ，ꑠꆹꊿꊜꋽꄮꎹꐺꈧꌠꊜꋽꄮꀋꊌ

ꐛꅹ，ꋀꁳꌤꋀꈀꈌꒉꌠꇬꄉ，ꉪꌋ

ꆀꐯꀉꄂꌡꎻꂿꄷꌠ。13ꊿꀊꋨꈨꆹ

ꁆꄻꊩꌺꃶꀋꐚꌠꉬ，ꋀꊇꆹꏢꄖꁆ

ꄻꊩꌺꉫꎴꀕꃅꊾꊏꊿꅰ。14ꋍꑠꆹ

ꊿꋌꇰꅍꑌꀋꐥ，ꑞꃅꆏ，ꌑꄉꂯꋍ

ꊨꏦꋌꄻꌊꁨꑭꐝꇅꀕꌠꉬꉎꊩꌺꉫ

ꎴꀕꃅꄉ。15ꑠꅹ，ꀋꄸꄷ，ꋍꊪꑭꑌ

ꄻꎳꌊꊪꑭꑖꉬꈨꉫꎴꀕꃅꄉꇬ，ꌤ

ꋌꐘꋍꍈꑋꊿꋌꇰꅍꀋꐥ。ꋀꊇꃅ

ꐨꑽꑌꈍꃅꐙꆏ，ꋀꌐꂫꑌꀋꎪꃅꈍ

ꃅꐙꌠꉬ。 

12我现在所做的，后来还要
做，为要断绝那些寻机会人的
机会，使他们在所夸的事上也
不过与我们一样。13那等人是假
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
徒的模样。14这也不足为怪，因
为连撒但也装作光明的天使。
15所以，他的差役若装作仁义的
差役，也不算希奇。他们的结
局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 

 

ꀧꇊꈀꊝꌠꎬꅧꐨ 保罗所受的患难 
16ꉢꉈꑴꉉꌦ：ꊿꈀꄸꂷꑌꉢꌊ

ꊾꇰꂷꃅꉜꀋꉆ；ꄚ，ꀋꄸꄷꆍꊇꑠꃅ

ꉜꑲꆏ，ꉢꌊꀒꁨꊾꇰꂷꃅꋨꏦꄉ，

ꉢꁳꑌꈌꒉꅌꍈꊌꎻ。17ꀋꃅꅇꂷꉢ

ꉉꌠꆹ，ꌋꁵꅇꇬꈴꄉꉉꌠꀋꉬꃅ，ꊾ

ꇰꂷꌡꄉꉌꂵꀉꒉꃅꈌꒉꌠꉬ；18ꊿꈍ

ꑋꃅꋧꃅꉪꐨꇬꈴꄉꈌꒉꑲꆏ，ꉡꑌ

ꊨꏦꈌꒉꀐ。19ꆍꊇꆹꀑꁮꅺꐳꊿ，

ꑠꅹ，ꆍꉌꂵꋰꏾꃅꇯꅝꊿꈀꃅꌠꆍ

ꋰꄉꄎ。20ꀋꄸꄷ，ꆍꊇꊿꌌꄀꇗꄉ

ꁏꐚꄻ，ꅀꊿꌌꋟꅝ，ꅀꊿꌌꇑꑣ，

ꅀꊿꌌꉙꉗ，ꅀꆍꁧꇉꊿꌌꏶꃅꑠꃅ

ꇬ，ꋌꈀꃅꌠꉬꇮꃅꆍꋰꄉꄎ。21ꉢ

ꅇꂷꋋꈨꉉꇬꉠꑊꏦ，ꉢꊋꁧꇨ，ꌤ

ꑠꃅꐙꌠꃅꀋꄐ； 

16我再说，人不可把我看作
愚妄的；纵然如此，也要把我
当作愚妄人接纳，叫我可以略
略自夸。17我说的话不是奉主命
说的，乃是像愚妄人放胆自
夸；18既有好些人凭着血气自
夸，我也要自夸了。19你们既是
精明人，就能甘心忍耐愚妄
人。20假若有人强你们作奴仆，
或侵吞你们，或掳掠你们，或
侮慢你们，或打你们的脸，你
们都能忍耐他。21我说句惭愧的
话，做这样的事，我们太没有
勇气了； 

ꄚ，ꌞꊿꌤꑟꐘꇬꄉꀬꅑꃅꈌꒉꌠ， 然而人在何事上勇敢（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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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ꉢꄇꀋꉆꃅꅇꂷꇬꉉ）ꉡꑌꀬꅑꃅꈌ

ꒉꌠꉬ。22ꋀꊇꆹꑝꀨꆾꊿꅀ？ꉡꑌ

ꉬ。ꋀꊇꆹꑱꌝꆀꊿꅀ？ꉡꑌꉬ。

ꋀꊇꆹꑸꀨꇁꉴꊂꋊꅀ？ꉡꑌꉬ。

23ꋀꊇꆹꏢꄖꁏꐚꅀ？（ꉢꄇꀋꉆꅇꑠ

ꇬꉉ）ꉢꀊꅰꃅꏢꄖꁏꐚꉬ。ꉢꋀꊇ

ꏭꀋꋌꃅꑘꎭꃣꅧ，ꉢꀉꑌꃢꏦꑳꇬ

ꃹꀐ。ꉢꊿꌌꈀꇨꀕꃅꅤꏶ，ꈍꑍꃢ

ꃅꌦꀋꇊꀐ。24ꉢꒀꄠꊿꌌꉬꃢꅤꏶ

ꋻ，ꋍꃢꌠꇖꊰꇅ，ꋍꇅꀋꇎꃅꅥ；

25ꊿꌌꄯꁯꌊꌕꃢꅥ，ꋍꃢꇓꂵꌊꊿ

ꌌꅥ，ꇉꆿꐛꌠꌕꃢꋒ，ꋍꑍꋍꉔꂷꎿ

ꃀꇬꁮꐺ。26ꉢꈍꑋꃢꈜꎴꃅꄷꁧ，

ꒊꃀꇬꄉꆽꀠꀋꇊ，ꏄꍿꊝꄉꆽꀠꀋ

ꇊ，ꊨꏦꊿꋅꃺꑌꇱꎼꆽꀠꀋꇊ，ꉇ

ꉻꊿꇱꎼꆽꀠꀋꇊ，ꇓꈓꇬꄉꆽꀠꀋ

ꇊ，ꇈꈬꇉꃪꄉꆽꀠꀋꇊ，ꎿꇬꄉꆽ

ꀠꀋꇊ，ꃺꑌꃶꀋꐚꌠꇱꎼꆽꀠꀋ

ꇊ。27ꉢꎬꅧꐒꊀꌠꊝꄉ，ꈍꑋꃢꃅ

ꀀꑌꀋꇴ；ꉢꋚꂮꒉꌤꏽꄉ，ꈍꑋꃢ

ꃅꀋꋠꀋꅝ，ꈜꈼꄮꇬ，ꅪꃅꅩꀧ

ꍓ。28ꌤꉇꉻꑠꀉꄂꀋꉬꃅ，ꉢꑇꊿ

ꏓꉻꈧꌠꉈꇬꌠꌤꑠꑌ，ꋍꑍꋑꀋꋒꃣ

ꁧꌟꃅꉠꇭꀧꇬꍑꎍ。29ꈀꄸꂷꊋꁧ

ꇬ，ꉢꋌꈽꄉꊋꀋꁧ？ꈀꄸꂷꑇꐨꇬ

ꄉꅞꇬ，ꉢꋍꎁꃅꉌꀋꊸ？ 

句愚妄话）我也勇敢。22他们是
希伯来人吗？我也是。他们是
以色列人吗？我也是。他们是
亚伯拉罕的后裔吗？我也是。
23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
句狂话）我更是。我比他们多
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
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24被
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
减去一下； 
25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
次；遇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
在深海里。26又屡次行远路，遭
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
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
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
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27受劳
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
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
冷，赤身露体。28除了这外面的
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
天天压在我身上。29有谁软弱，
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
焦急呢？ 

30ꀋꄸꄷ，ꉢꈌꀋꒉꀋꉆꑲꆏ，ꉡ

ꆹꌤꆿꉢꊋꁧꌠꃆꂮꈧꌠꌌꈌꒉ。

31ꐩꋊꐩꍂꃅꇫꍗꇫꀴꉆꌠꌋꑳꌠꀉ

ꄉꏃꃅꌋꂶꌠꆹ，ꉢꀋꈱꀋꏅꌠꋌꅉ

ꐚ。32ꉢꄊꂷꌧꇱꇓꈓꐤꄮꇬ，ꑸꅿ

30我若必须自夸，就夸那关
乎我软弱的事便了。31那永远可
称颂之主耶稣的父神，知道我
不说谎。32在大马士革亚哩达王
手下的提督，把守大马士革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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ꄊꌅꃀꇂꃴꍤꆫꇛꌺꂷꄊꂷꌧꇱꇓꈓ

ꐏꄉꉡꒃꂿꄷ；33ꄚ，ꈄꀕꂷꌊꉢꊿ

ꇱꄻꌍꑓꇬꑆꇓꈓꊖꁋꏭꌠꎿꇁꎻ

ꄉ，ꋍꇇꈐꇬꄉꉢꁈꈭꅐꇁ。 

要捉拿我；33我就从窗户中，在
筐子里，从城墙上被人缒下
去，脱离了他的手。 

 

ꐛꒌꇣꋲꌠꌋꆀꀖꀨꅍ 异象和启示 

12 ꉢꈌꒉꇬꆹꈲꏣꍈꀋꐥꑴꇬ，

ꄚ，ꃅꅍꎷꀋꊌꄉꑠꃅꌠ； 
12 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

是不得己的；如今我要 
ꀋꃉꉢꌋꄷꄉꇁꌠꐛꒌꇣꋲꌠꌋꆀꀖ

ꀨꅍꃆꂮꑠꉉ。2ꊿꏢꄖꈐꏭꐥꀐꌠ

ꑠꂷꉢꌧ，ꊯꇖꈎꂾ，ꋌꌋꇱꏃꌊꉬꉎ

ꌕꊐꀕꌠꇬꁧꀐ。ꉡꆹꋌꋍꊨꏦꇭꀧ

ꈐꏭꐥꅀꇭꀧꉈꏭꐥꌠꉢꇫꅉꀋꐚ，

ꏃꃅꌋꀉꄂꋋꅉꐚ。3ꊿꋋꂷꆹꉢ

ꌧ，ꋋꆹꋍꇭꀧꈐꏭꐥꅀꇭꀧꉈꏭꐥ

ꌠꉢꇫꅉꀋꐚ，ꏃꃅꌋꀉꄂꇫꅉꐚ。

4ꊿꋋꂷꌋꇱꐕꌊꐥꌒꅉꇬꄉ，ꅇꂷꂁ

ꉱꄉꌠꑠꋌꈨ，ꅇꑠꆹꊿꇬꉇꑲꀋꌧ

ꌠ。5ꉡꆹꊿꋋꂷꎁꃅꈌꒉ；ꄚ，ꉠꊨ

ꏦꆹꉠꊋꁧꅍꀉꄂꑲꆏ，ꀉꁁꑞꑌꈌ

ꀋꒉ。6ꉢꊨꏦꈌꒉꏾꄷꑲꑌ，ꉢꄡꇗ

ꄇꀋꉆꌠꀋꌗ，ꑞꃅꆏ，ꉢꅇꂷꃶꐚꌠ

ꉉ；ꄚ，ꊿꉢꋌꉜꌊꋌꉠꇭꀧꇬꄉꈀ

ꂿꈀꈨꈧꌠꏭꀋꋌꃅꀉꒉꇨꂵꏦꄉ，

ꉢꊨꏦꏢꇋꄉꀋꉉ。7ꉈꑴꉢꀖꀨꅍ

ꀉꒉꐯꀉꒉꌠꊌꐛꅹ，ꀋꇰꀋꇊꃅꆺ

ꒉꄇꒉꂵꏦꄉ，ꍱꏢꉀꉠꇭꀧꇬꋉ

ꄉ，ꑠꆹꌑꄉꊩꌺꂷꁳꉠꏯꇁꎻꌠ，ꑠ

ꀋꉬꑲꆏ，ꉢꀊꅰꃅꆺꒉꄇꒉꂵ。8ꌤ

ꋌꐘꐛꅹꃅ，ꉢꌕꃢꏢꄖꏭꍲꋌꏡꍠ

ꇫꎭꄷꇖꂟꋺ。9ꄚ，ꋌꉠꏯ：“ꉠ

ꑆꊋꆹꆏꌬꇎꌠꉬ，ꑞꃅꆏ，ꉠꊋꃤꆹ

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2我认得
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十四
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或在
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
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3我
认得这人，或在身内，或在身
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
道。4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
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5为
这人，我要夸口；但是为我自
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
不夸口。6我就是愿意夸口，也
不算狂，因为我必说实话；只
是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
看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
见、所听见的。7又恐怕我因所
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
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
就是撒但的差役要攻击我，免
得我过于自高。8为这事，我三
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9他
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
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
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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ꊿꊋꁧꅍꇬꄉꐛꒆ”ꄷ。ꑠꅹ，ꉢꀊ

ꅰꃅꊨꏦꊋꁧꅍꌌꈌꒉꏾ，ꑠꃅꄉ，ꏢ

ꄖꊋꃤꁳꉠꇭꀧꇬꑌꇁꎻ。10ꉢꏢꄖ

ꒉꄸꃅ，ꊋꁧꏢꁧ、ꍍꋉꄸꄀ、ꐤ

ꇨꐤꊋ、ꆼꍅꆹꆋ、ꎭꐨꅧꐪꋋꈨ

ꉢꌌꉌꇿꉆꅍꃅꄉ，ꑞꃅꆏ，ꉢꈍꄮꊋ

ꁧꆏ，ꈍꄮꇷꄙꌠꉬꀐ。 

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
覆庇我。10我为基督的缘故，就
以软弱、凌辱、急难、逼迫、
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
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ꀧꇊꇬꆀꄏꑇꊿꏓꉻꉈꇬꐨ 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关怀 
11ꉢꊾꇰꂷꐛꌠꆹꆍꇱꄀꇗꌊꑠ

ꃅꐙꌠꉬ；ꊇꅉꃅꇬꆹ，ꉢꆍꊇꇱꌌꍖ

ꀴꄡꑟ。ꉢꋍꑵꀋꌗꑴꇬ，ꉢꁆꄻꊩ

ꌺꀉꒉꇊꀉꒉꀊꋨꈨꀋꏣꅍꋍꑵꑋꀋ

ꐥ！12ꉡꆹꆍꊇꈬꄔꄉ，ꋰꈬꋰꈈꌠ

ꌊ，ꌋꃅꐪꑽꑌꌋꆀꌤꂵꌦꂵꌋꌠ、

ꄐꐨꇣꋲꌠꇇꄧꈴꄉ，ꉢꁆꄻꊩꌺꂷ

ꉬꌠꊫꌐꉢꀖꆍꀦꀐ。13ꉢꉠꊨꏦꁳ

ꆍꃣꇖꐛꀋꎽꌠꌤꋌꐘꀉꄂꑲꆏ，ꆍ

ꊇꑇꊿꏓꉻꀉꁁꈧꌠꀋꏣꅍꑞꐥ？ꆍ

ꊇꑴꌠꉠꀋꎃꀋꊒꋋꈨꄻꉢꏆꅊ

ꇈ。 

11我成了愚妄人，是被你们
强逼的；我本该被你们称许才
是。我虽算不了什么，却没有
一件事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
下。12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
忍耐，借着神迹、奇事、异
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13除了
我不累着你们这一件事，你们
还有什么事不及别的教会呢？
这不公之处，求你们饶恕我
吧。 

14ꀋꃉꉢꌕꃢꀕꌠꆍꄷꁧꂿꄷꄐ

ꄉꀐ，ꉢꈍꃅꑌꊨꏦꁳꆍꃣꇖꐛꀋ

ꎽ；ꑞꃅꆏ，ꉢꆍꊇꁨꇐꄉꇐꉪꌠꀋꉬ

ꃅ，ꆍꊇꑴꅉꇖꂟꌠꉬ。ꀉꑳꆹꀿꃀ

ꎁꃅꎆꊭꋚꄎꄡꀋꑟ，ꀿꃀꄈꀉꑳꎁ

ꃅꎆꊭꋚꄎꄡꑟ。15ꉡꑌꉌꂵꇬꆍꒌ

ꆠꎁꃅꎆꃹꋙꃹ、ꑅꅐꊋꅐꏾ。ꉢ

ꀊꅰꃅꆍꉂꑲꆏ，ꆍꉂꐪꀊꅰꃅꀁꑌ

ꃅꉢꊌꌠꅀ？16ꉉꄻꀋꅐ，ꉠꊨꏦꆍꃣ

ꇖꀋꐛ，ꄚ，ꆍꊇꋍꈨꋋꈨꆹꉢꐈꋓꄉ

ꁈꏂꁈꇭꌊꆍꊏꅰꌠꃅꉉ。17ꊿꉢꇱ

14如今我打算第三次到你们
那里去，也必不累着你们；因
我所求的是你们，不是你们的
财物。儿女不该为父母积财，
父母该为儿女积财；15我也甘心
乐意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
难道我越发爱你们，就越发少
得你们的爱吗？16罢了，我自己
并没有累着你们，你们却有人
说，我是诡诈，用心计束缚你
们。17我所差到你们那里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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ꊪꅷꆍꄷꆹꎻꈧꌠ，ꉢꋀꋍꂷꇇꄧꄉ

ꆍꄷꉠꈲꏣꎹꋺꑴꅀ？18ꉢꄝꄏꏭꆍ

ꄷꆹꄷꉉ，ꃺꑌꀊꋨꂷꑌꉢꊪꋌꇯꎼ

ꆹ，ꄝꄏꆍꄷꈲꏣꎹꋺꑴꅀ？ꉪꊇꌤꃅ

ꇬ，ꉌꂵꋍꂷꃅꐙꌠꀋꉬꅀ？ꑭꁘꋍꁘ

ꃅꐕꌠꀋꉬꅀ（“ꉌꂵ”ꆹꌌ“ꌃꎔꒌ”ꃅꄉ

ꇬꑌꍑ）？ 

人，我借着他们一个人占过你
们的便宜吗？18我劝了提多到你
们那里去，又差那位兄弟与他
同去；提多占过你们的便宜
吗？我们行事，不同是一个心
灵吗（“心灵”或作“圣灵”）？不同是
一个脚踪吗？ 

19ꆍꊇꆹꀋꃅꆸꈐꉪꆍꏭꑖꉬꄜꌠ

ꉂꃅꉪꑴꌦ；ꉪꊇꆹꊇꅉꃅꇬꑳꌠꈐ

ꏭꄉꏃꃅꌋꂾꄉꅇꉉꌠ。ꉂꇁꅉꌠ

ꃺꑌꊈꀋ！ꌤꉪꈀꃅꌠꆹꆍꊇꄕꄻꂿ

ꄷꌠꉬ。20ꉡꆹꉢꉈꑴꆍꄷꇀꄮꇬ，ꉢ

ꈀꂿꌠꌋꆀꉢꆍꈀꉘꇉꐨꐯꀋꌡꌠ

ꐒ，ꆍꈀꂿꌠꌋꆀꆍꉡꉘꇉꐨꐯꀋꌡ

ꌠꑌꐒ；ꉈꑴꉢꆍꈬꄔꐮꏈꐯꅒ、ꉌ

ꈻꃴꆅ、ꇨꇅꃃ、ꊨꏦꎁꀉꄂꉪ、

ꐮꍍꋉ、ꐮꊂꀠ、ꆺꒉꄇꒉꌠꌋꆀ

ꌼꇑꀠꇁꌠꌤꑠꐥꌠꏦ。21ꉢꆍꄷꇀ

ꄮꇬ，ꉠꏃꃅꌋꉢꁳꆍꂾꄉꑊꏦꎻꌠ

ꏦ；ꉈꑴꊿꈍꑋꀋꉊꂴꏭꑽꃤꐆ，ꌤ

ꍍꆀꌠ、ꌞꃆꍯꒆꍯꌠ、ꎼꐊꃏꐊ

ꌠꃅꇈꉪꁏꄺꀱꀋꅲꐛꅹ，ꉡꆹꉌꐒ

ꇁꎭ。 

19你们到如今，还想我们是
向你们分诉；我们本是在基督
里当神面前说话。亲爱的弟兄
啊，一切的事都是为造就你
们。20我怕我再来的时候，见你
们不合我所想望的，你们见我
也不合你们所想望的；又怕有
纷争、嫉妒、恼怒、结党、毁
谤、谗言、狂傲、混乱的事；
21且怕我来的时候，我的神叫我
在你们面前惭愧；又因许多人
从前犯罪，行污秽、奸淫、邪
荡的事，不肯悔改，我就忧
愁。 

 

ꄽꂫꇬꋓꉪꁨꅍꌋꆀꋬꂻꄜꅇ 最后的警戒和问候 

13 ꋌꃢꆏꉢꌕꃢꀕꌠꆍꄷꆹꌠꉬ

ꀐ，“ꌤꆿꑞꉬꄿꂿ，ꅇꊪꌬ 13 这是我第三次要到你们
那里去。“凭两三个人的 

ꊿꑍꂷꌕꑻꋍꇬꑋꀋꎪꃅꅇꊪꌬꑲꆀ

ꍑ”ꄷ。2ꉢꋌꃀꉉꋺ，ꀋꃅꆍꄷꀋ

ꐥꇬꑌꉈꑴꉉꌦ，ꉢꑍꃢꀕꌠꆍꂿꄮ

ꇬꉉꆍꇰꌠꌟꃅ，ꉢꊿꑽꃤꐆꀐꌠꌋ

ꆀꀉꁁꈧꌠꏭꑠꃅꉉ：ꀋꄸꄷ，ꉢꉈꑴ

口作见证，句句都要定准。”2我
从前说过，如今不在你们那里
又说，正如我第二次见你们的
时候所说的一样，就是对那犯
了罪的，和其余的人说：我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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ꇁꑲꆏ，ꈍꃅꑌꄝꆍꀋꏆꌠꉬ。3ꆍꊇ

ꏢꄖꉠꇭꀧꇬꈴꄉꅇꉉꌠꊫꌐꎹꑲ

ꆏ，ꉢꈍꃅꑌꄝꆍꀋꏆꌠꉬ。ꑞꃅ

ꆏ，ꏢꄖꆹꆍꇭꀧꄉꊋꁧꌠꀋꉬ，ꋋꆹ

ꆍꇭꀧꇬꄉꄐꅍꀉꒉꃅꐥꌠꉬ。4ꋌ

ꊋꁧꐛꅹꊿꇱꋯꌩꏍꇬꄀꇫꎭ，ꄚ，

ꏃꃅꌋꊋꃤꀉꒉꌠꐛꅹꃅ，ꋌꄡꇗꇫ

ꐥꑴꌦ。ꉪꊇꑌꑠꃅꋌꈽꄉꊋꁧ，

ꄚ，ꏃꃅꌋꄻꆍꀦꌠꊋꃤꀉꒉꌠꐛꅹ

ꃅ，ꉪꑌꀋꎪꃅꋌꈽꇫꐥ。 

再来，必不宽容。3你们既然寻
求基督在我里面说话的凭据，
我必不宽容。因为基督在你们
身上不是软弱的；在你们里面
是有大能的。4他因软弱被钉在
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仍然
活着。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
弱，但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
能，也必与他同活。 

5ꆍꊇꀋꎪꃅꊨꏦꑇꐨꉌꊋꑌꅀ

ꀋꑌꌠꉪꉚꎖꉚ，ꊨꏦꑌꎖꉺꌶ。ꀋ

ꄸꄷ，ꆍꊇꆹꎕꅐꀋꄐꈧꌠꀋꉬꑲꆏ，

ꑳꌠꏢꄖꆹꆍꉌꃀꇬꑌꌠꉬ，ꋍꑠꆍꇫ

ꅉꀋꐚꅀ？6ꉡꆹꉪꊇꆹꊿꎕꅐꀋꄐꈧ

ꌠꀋꉬꌠꑠꆍꅉꐚꌠꉘꇉ。7ꉪꊇꏃ

ꃅꌋꏭꈼꂟꄉ，ꆍꁳꌤꄷꅠꑠꋍꐘꑋ

ꃅꄡꎽ。ꑠꆹꉪꊨꏦꆹꎕꅐꀐꈧꌠꉬ

ꌠꄜꋊꎼꇁꂿꄷꌠꀋꉬꃅ，ꆍꁳꌤꉾ

ꃪꎃꊒꌠꃅꎻꑲꆀ，ꊿꁳꋀꄿꐨꃅꉪ

ꊇꆹꎕꅐꀋꄐꈧꌠꉬꃅꉜꎻꂿꄷꌠ。

8ꉪꊇꌤꇗꅉꃶꐚꌠꏭꄘꑣꌠꑞꑌꃅ

ꀋꉆ，ꌤꇗꅉꃶꐚꌠꇬꊋꁧꄏꌠꑠꀉ

ꄂꃅꉆ。9ꉪꊇꊋꁧ，ꆍꊇꇷꄙꄷꑲ

ꑌ，ꉪꊇꉌꇿꑓꇿꌠꉬ；ꄷꀋꁧ，ꉪꊇ

ꈀꈼꂟꌠꆹꆍꊿꐛꒆꌠꐛꄷꑠꉬ。

10ꑠꅹ，ꉢꆍꈽꀋꐥꄮꇬ，ꅇꂷꋋꈨꁱ

ꆍꁳꄉ，ꉡꌋꆀꆍꐮꂿꄮꇬ，ꉢꌋꄻ

ꉢꁳꌠꌅꈌꑠꌌꇧꊋꃅꆍꊝꄻꀋꅐ

ꎻ，ꌅꈌꋍꑠꑴꅉꆹꌌꊾꀜꐆꇁꌠꀋꉬ

ꃅ，ꊾꄕꄻꎻꂿꄷꌠ。 

5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
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
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
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6我却盼
望你们晓得，我们不是可弃绝
的人。7我们求神，叫你们一件
恶事都不做。这不是要显明我
们是蒙悦纳的，是要你们行事
端正，任凭人看我们是被弃绝
的吧！8我们凡事不能敌挡真
理，只能扶助真理。9即便我们
软弱，你们刚强，我们也欢
喜；并且我们所求的，就是你
们作完全人。10所以，我不在你
们那里的时候，把这话写给你
们，好叫我见你们的时候，不
用照主所给我的权柄，严厉地
待你们；这权柄原是为造就人
的，并不是为败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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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ꄽꂫꇬꅇꂷꆏ，ꃺꑌꊈꃅꉌꇿ

ꅊꇈ。ꊿꐛꒆꌠꄻꌶ；ꉌꌒꄀꅇꊪ；

ꉌꂵꋍꂷꉪꐨꋍꏢꃅꐙꌶ；ꋯꑌꐮꄮ

ꃅꐥꌶ。ꑠꃅꑲꆏ，ꄮꐽ、ꉌꎔꉂꑭ

ꑌꌠꏃꃅꌋꆹꀋꎪꃅꅉꀕꃅꆍꈽꐥꌠ

ꉬ。12ꆍꊇꐮꁧꇉꁬꄉꋬꂻꄜꅊꇈ，

ꀋꎪꃅꐮꏯꌃꎔꃅꐙꌶ。13ꌃꎔꌺꈀ

ꐥꌠꃅꆍꏭꋬꂻꄜꌐ。14ꌋꑳꌠꏢꄖ

ꑆꊋ、ꏃꃅꌋꉂꐪ、ꌃꎔꒌꉌꐡꐨ

ꅉꀕꃅꆍꋍꏅꌋꆀꐯꈽꐥꅊꇈ。 

11还有末了的话：愿弟兄们
都喜乐。要作完全人，要受安
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
睦。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
你们同在。12你们亲脸问安，彼
此务要圣洁。13众圣徒都问你们
安。14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
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
们众人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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ꏦꇁꄠꄯꒉ 

加拉太书 

 
ꋬꂻꄜ 问候 

1 ꁆꄻꊩꌺꄻꌠꀧꇊ（ꊿꒉꄸꀋ

ꉬ，ꊿꇇꄧꈴꌠꑌꀋꉬ，ꑳꌠꏢ 1 作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
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 

ꄖꌋꆀꋌꁳꌦꈬꇬꄉꀱꐥꇁꎻꌠꏃꃅ

ꌋꀉꄉꇇꄧꈴꄉꁆꄻꊩꌺꐛꌠ）2ꌋꆀ

ꉡꐊꌠꃺꑌꈧꌠ，ꄯꒉꁱꏦꇁꄠꑇꊿ

ꏓꉻꈧꌠꁵ。3ꑆꊋ、ꋬꂻꑠꆹꏃꃅ

ꌋꀉꄉꌋꆀꉪꌋꑳꌠꏢꄖꄷꄉꆍꊌꅊ

ꇈ。4ꏢꄖꆹꉪꏃꃅꌋꀉꄉꉪꐪꇬꈴ

ꄉ，ꉪꑽꃤꎁꃅꀑꇬꁮ，ꉪꊇꋌꈭꋏ

ꌊꑽꃤꆈꒉꀕꌠꃅꋊꋋꋏꇬꐞꇁ。

5ꀑꒉꑊꒉꏮꏃꃅꌋꄀꅷꐩꋊꐩꍂꄮ

ꑟꅊꇈ。ꀊꂱ。 

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
活的父神），2和一切与我同在的
众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
会。3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与你们。
4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
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
罪恶的世代。5但愿荣耀归于
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ꌒꅇꀉꁁꀋꐥ 别无福音 
6ꉢꋌꇰꐯꋌꇰꌠꆏ，ꆍꊇꑠꃅꐳ

ꃅꏢꄖꑆꊋꇇꄧꈴꄉꆍꊇꇳꍝꂶꌠꆍ

ꇤꇫꎭꇈ，ꀱꌒꅇꀉꁁꑵꑇꁧ。7ꀉ

ꁁꑵꌠꆹꌒꅇꇯꍝꌠꀋꉬꃅ，ꊿꆍꃸ

ꆽꄉ，ꏢꄖꌒꅇꄺꀱꏢꉨꌠ。8ꄚ，ꉪ

6我惊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
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
别的福音。7那并不是福音，不
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
的福音更改了。8但无论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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ꊇꉬꄿꂿ，ꉬꉎꄉꇁꌠꊩꌺꉬꄿꂿ，ꀋ

ꄸꄷꌒꅇꁊꆍꁳꇬ，ꌒꅇꉪꊇꁊꆍꁳ

ꋺꈧꌠꌋꆀꐯꀋꌡꑲꆏ，ꋋꆹꌌꍃꏽ

ꄡꑟꌠꉬ。9ꉪꊇꉉꋺꀐ，ꀋꃅꉈꑴꉉ

ꌦ，ꀋꄸꄷ，ꊿꌒꅇꁊꆍꁳꇬ，ꂴꆍꈀ

ꊪꋺꈧꌠꌋꆀꐯꀋꌡꑲꆏ，ꊿꋋꂷꆹ

ꌌꍃꏽꄡꑟꌠꉬ。10ꉢꀋꃅꊿꉌꃀꊌ

ꏾꌠꅀꏃꃅꌋꉌꃀꊌꏾꌠꉬ？ꉢꊿꉌ

ꃹꅍꃅꌠꉬꑴꅀ？ꀋꄸꄷ，ꄡꇗꊿꉌ

ꃹꅍꃅꑴꌦꌠꉬꑲꆏ，ꉡꆹꏢꄖꁏꐚ

ꀋꉬꀐ。 

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
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
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9我
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
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
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
10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
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
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
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 

 

ꀧꇊꈍꃅꁆꄻꊩꌺꐛ 保罗怎样成为使徒 
11ꃺꑌꊈꀋ！ꉢꉉꆍꇰ，ꉢꑍꃀꑍ

ꈁꁊꌠꌒꅇꆹꊿꉪꐨꇬꄉꅐꇁꌠꀋ

ꉬ。12ꑞꃅꆏ，ꌒꅇꆹꉢꊿꄷꄉꊪꌊ

ꇁꌠꀋꉬ，ꌞꊿꄻꉢꂘꌠꑌꀋꉬ，ꋋꆹ

ꑳꌠꏢꄖꄷꄉꀖꁉꎼꇁꌠꉬ。13ꉢꀋ

ꉊꒀꄠꑇꇐꇬꌤꈀꃅꌠ，ꈍꃅꊋꈀꑌ

ꃅꏃꃅꌋꑇꊿꏓꉻꆼꍅꆹꆋ、ꉮꌠꑠ

ꆍꈨꋺ。14ꒀꄠꑇꇐꈬꇬ，ꉡꆹꉠꇩ

ꏤꊿꉡꌋꆀꋍꄜꈧꌠꏭꀋꋌꃅꀉꒉꃅ

ꀻꎆ，ꉢꉠꀋꁌꀋꁧꋊꃅꏦꃤꎁꃅꀊ

ꅰꃅꈮꈜ。15ꄚ，ꏃꃅꌋꆹꉢꀉꂿꀃ

ꃀꇬꀀꑴꌦꇯꆐꋌꌋꄉꇈ，ꑆꊋꄻꉢ

ꁳꄉꉡꇳꍝꌠꉬ。16ꋍꌺꃆꂮꋌꀖꁉ

ꉠꉌꂵꇬꊐꄉ，ꉢꁳꋍꃆꂮꁊꉇꉻꊿ

ꇰꎻꏾꑲꆏ，ꉡꆹꋧꃅꃰꊿ（ꑝꇂꉙꇬꆏ

“ꊿꌦꌗꃤ”ꃅꅑ）ꈧꌠꌋꆀꐯꀋꇖꀋꄟ；

17ꑳꇊꌒꇌꄉ，ꊿꉠꂴꇯꆐꁆꄻꊩꌺ

ꄻꀐꈧꌠꑌꂿꀋꆹꃅ，ꉢꎼꀊꇁꀨꀉ

ꄂꉜꄉꁧ，ꊁꆏꀱꉈꑴꄊꂷꌧꇱꑟ

11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
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
意思。12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
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
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13你们听
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
事，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
教会。14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
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
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15然
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
来、又施恩召我的神，16既然乐
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
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
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17也没有
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作
使徒的；惟独往阿拉伯去，后
又回到大马士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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ꇁ。 
18ꌕꈎꐛꈭꐨꑲꆀ，ꉢꑳꇊꌒꇌꆹ

ꄉꏢꃔꌋꆀꐮꂿ，ꄷꀋꁧꋌꈽꄉꃅꐎ

ꊯꉬꑍꐥ。19ꌋꃺꑌꑸꇱꀉꄂꑲꆏ，

ꁆꄻꊩꌺꀉꁁꈧꌠꉢꋌꀋꂿ。20ꉢꁱ

ꆍꁳꋋꈨꆹꈰꏅꌠꅇꀋꉬ，ꋋꆹꉢꏃꃅ

ꌋꂾꄉꉉꌠꉬ。21ꋍꈭꐨꆏ，ꉢꎼꑪ

ꆀꑸꌋꆀꏸꆀꏦꃅꄷꑟꀐ。22ꀊꋨꄮ

ꇬ，ꒀꄠꃅꄷꏢꄖꑇꊿꏓꉻꈀꐥꈧꌠ

ꃅꄡꇗꉡꂿꀋꋻꑴꌦ。23ꄚ，ꋀꊇ

ꆏ：“ꊿꀋꉊꉪꊇꆼꍅꆹꆋꋺꂶꌠ，

ꀋꃉꀱꌊꋌꂴꏭꇫꀜꐆꌠꇗꅉꏡꌠꄜ

ꉺ”ꄷꑠꋀꈨꀐ。24ꋀꊇꐯꇯꉡꒉꄸ

ꃅꀑꒉꑊꒉꋀꏮꏃꃅꌋꄀ。 

18过了三年，才上耶路撒冷
去见矶法，和他同住了十五
天。19至于别的使徒，除了主的
兄弟雅各，我都没有看见。20我
写信给你们的不是谎话，这是
我在神面前说的。21以后我到了
叙利亚和基利家境内。22那时，
犹太信基督的各教会都没有见
过我的面。23不过听说，那从前
逼迫我们的，现在传扬他原先
所残害的真道。24他们就为我的
缘故，归荣耀给神。 

 

ꁆꄻꊩꌺꈧꌠꀧꇊꊩꄻ 保罗被众使徒接纳 

2 ꃅꐎꊯꇖꈎꈭꐨꆏ，ꉡꌋꆀꀠꇁ

ꀠꀱꑳꇊꌒꇌꁦꌦ，ꄷꀋꁧ，ꄝ 2 过了十四年，我同巴拿巴又
上耶路撒冷去，并带着提多 

ꄏꑌꉣꑊꏃꁧ。2ꉡꆹꀖꀨꅍꊪꊊꐛ

ꅹꃅꀊꄶꇬꆹꌠ，ꌒꅇꉇꉻꊿꈬꇬꄉ

ꉢꈁꁊꈧꌠꉉꃺꑌꊈꇰ（ꄚ，ꉡꆹꁠꆈ

ꏭꄉꉉꊿꂓꐥꌗꐥꌠꇰ），ꉡꆹꀋꃅꅀ

ꀋꉊꀈꈥꀕꃅꋓꈽꀥꈿꌠꀉꄂꏦ。

3ꄚ，ꉡꌋꆀꐮꐊꌠꄝꄏꑌ，ꋌꑝꇂꊿ

ꉬꑴꇬ，ꋋꄀꇗꄉꌐꍓꏦꃤꃅꌠꀋ

ꐥ。4ꃺꑌꃶꀋꐚꌠꑠꈨꀋꌋꀕꃅꈏ

ꃹꇁꇈ，ꉪꊇꏢꄖꇬꄉꊨꏦꄿꐨꌠꈍ

ꃅꐙꌠꆈꍮꇁꄉ，ꉪꁳꁏꐚꄻꎻꑴ

ꇬ，5ꄚ，ꉪꊇꆹꌒꅇꇗꅉꃶꐚꌠꁳꄡ

ꇗꆍꈬꄔꇬꐥꎻꂿꄷꐛꅹ，ꉪꊇꋍꇅ

ꌹꍈꑋꄻꋀꏆꄉꋀꅇꃅꀋꋻ。6ꊿꂓ

ꐥꌗꐥꈧꌠꆏ，ꋌꊿꑟꏠꌠꉬꄿꂿ，ꉠ

同去。2我是奉启示上去的，把
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弟
兄们陈说，却是背地里对那有
名望之人说的，惟恐我现在，
或是从前，徒然奔跑。3与我同
去的提多，虽是希腊人，也没
有勉强他受割礼。4但有偷着引
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
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
们作奴仆。5可是我们就是一刻
的工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
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
中间。6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不
论他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干；



ꏦꇁꄠꄯꒉ  2 586 加拉太书  2 
 

ꉈꁒꅍꇬꀋꐥ；ꏃꃅꌋꆹꀑꑊꉜꄉꎸ

ꃤꏿꌠꀋꉬ。ꊿꂓꐥꌗꐥꀊꋨꈨ，ꉠ

ꇬꁦꎆꇱꅍꀋꐥ，7ꀱꌊꋀꊌꂿꌠꆏ，

ꌋꉠꇇꄧꈴꄉꌒꅇꁊꊿꌐꍓꏦꃤꃅꀋ

ꋻꀊꋨꈨꁵꇬ，ꌋꀺꄮꇇꄧꈴꄉꌒꅇ

ꁊꊿꌐꍓꏦꃤꃅꋺꀊꋨꈨꁵꌠꌋꆀꐯ

ꌟ。8ꀺꄮꋌꎼꉌꐡꂶꌠꆹ，ꀺꄮꁳꊿ

ꌐꍓꏦꃤꃅꀐꈧꌠꎁꃅꁆꄻꊩꌺꄻ

ꎻ，ꉡꑌꋌꇱꎼꉌꐡꄉ，ꉢꁳꉇꉻꊿ

ꎁꃅꁆꄻꊩꌺꄻ。9ꉈꑴꑇꊿꏓꉻꈯ

ꌬꉬꄷꌠꑸꇱ、ꏢꃔ、ꒀꉴꆹ，ꏃꃅ

ꌋꑆꊋꄻꉢꁳꌠꋀꌕꑻꅉꐚꈭꐨꆏ，

ꋀꌕꑻꉡꌋꆀꀠꇁꀠꑋꏯꇇꇀꑳꁆꌠ

ꉩꄉꇗꅉꃅꇈ（ꇇꉩꇗꅉꆹꋍꑊꋀꌕꑻꌟꃅꁆꄻ

ꊩꌺꌗꀐꄷꌠꄜ），ꉪꁳꉇꉻꊿꃅꈋꉜꄉꁧ

ꎻ；ꋀꊇꆏꊿꌐꍓꏦꃤꃅꀐꌠꃅꈋꉜ

ꄉꁧ。10ꋀꊇꉪꏭꎺꄉꊿꌢꎭꌠꇇꀤ

ꄷꀉꄂꇖꂟ，ꋍꑠꆹꉢꊇꅉꇬꇯꆐꈮꈜ

ꃅꇫꃅꂿꄷꌠꉬ。 

神不以外貌取人。那些有名望
的，并没有加增我什么，7反倒
看见了主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
割礼的人，正如托彼得传福音
给那受割礼的人；8那感动彼
得，叫他为受割礼之人作使徒
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
作使徒。9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
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
矶法、约翰，就向我和巴拿巴
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叫我们往
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
的人那里去；10只是愿意我们记
念穷人，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
行的。 

 

ꀧꇊꀊꄝꀊꄉꀺꄮꏭꊨ 保罗在安提阿责备彼得 
11ꊁꆏ，ꏢꃔꇁꀊꄝꀊꑟ，ꋋꆹꊨ

ꀖꄻꅐꑠꐥꄉ，ꉢꑓꋪꑓꊒꀕꃅꋋ

ꄙ。12ꊿꑸꇱꄷꄉꇁꌠꇫꑟꀋꇁꌦ

ꂾ，ꋌꉇꉻꊿꌋꆀꐯꈽꋙꋠ；ꋀꊇꇫ

ꑟꇁꈭꐨꆏ，ꋌꊿꌐꍓꏦꃤꃅꈧꌠꏦ

ꐛꅹ，ꋌꉇꉻꊿꈧꌠꄷꄉꄓꁧꀐ。

13ꒀꄠꊿꀉꁁꈧꌠꑌꋌꈽꄉꀋꎴꀕꃅ

ꄉ，ꄷꀋꁧꀠꇁꀠꑋꋀꈽꄉꀋꎴꀕꃅ

ꄉ。14ꄚ，ꋀꊇꀋꊒꌠꃅꄉ，ꌒꅇꇗ

ꅉꃶꐚꌠꌋꆀꐯꀋꋭꌠꉢꂿꄷꌦꆏ，

ꉢꉹꁌꂾꄉꏢꃔꏭꑠꃅꉉ：“ꆏꒀꄠ

11后来矶法到了安提阿，因
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
他。12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以
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及
至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
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
13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
假，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装
假。14但我一看见他们行得不
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
众人面前对矶法说：“你既是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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ꊿꉬꇬ，ꀋꄸꄷ，ꆏꒀꄠꊿꐊꄉꌤꀋ

ꃅꀕ，ꉇꉻꊿꐊꄉꌤꃅꑲꆏ，ꆏꈍꃅ

ꉇꉻꊿꆏꇱꄀꇗꌊꒀꄠꊿꐊꇁꂯ？”
ꄷ。 

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
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
人随犹太人呢？” 

 

ꒀꄠꊿꌋꆀꉇꉻꊿꐯꇯꑇꐛꅹꈭꋏꊌ 犹太人和外邦人都因信得救 
15ꉪꊇꆹꒆꎼꇁꇬꇯꆐꒀꄠꊿꉬ，

ꉇꉻꑽꊿꀋꉬ。16ꊿꑖꉬꐛꌠꆹꄹꏦ

ꍬꒉꄸꀋꉬꃅ，ꑳꌠꏢꄖꑇꒉꄸꉬꌠꑠ

ꉪꅉꐚ，ꄷꀋꁧ，ꉪꊇꑌꏢꄖꑳꌠꑇ

ꄉ，ꉪꁳꄹꏦꍬꒉꄸꃅꑖꉬꐛꌠꀋꉬ

ꃅ，ꑳꌠꑇꄉꑖꉬꐛꎻꌠꉬ，ꑞꃅꆏ，

ꋧꃅꃰꊿꆏ（ꑝꇂꉙꇬꆏ“ꌦꑌꌗꑌꌠ”ꃅ

ꅑ），ꄹꏦꍬꐛꅹꃅꑖꉬꐛꌠꋍꂷꑋꀋ

ꐥ。17ꀋꄸꄷ，ꉪꊇꏢꄖꇬꄉꑖꉬꐛ

ꌠꑠꇖꂟꑲꆀ，ꄡꇗꑽꊿꉬꑴꌦꇬꆹ，

ꏢꄖꆹꊿꁳꑽꃤꐆꎻꌠꅀ？ꈍꃅꑌꀋ

ꉬ！18ꑍꃀꑍꉢꐆꇬꈀꎭꌠ，ꀋꄸꄷꉢ

ꀱꌊꇫꋈꄻꇬꆹ，ꋍꑠꊨꏦꆹꑽꃤꐆꊿ

ꉬꃅꊩꀽꌠꉬ。19ꉢꄹꏦꒉꄸꃅ，ꄹ

ꏦꏭꉜꄉꌦꀐ，ꑠꆹꉢꁳꏃꃅꌋꏭꉜ

ꄉꇫꐥꎻꂿꄷꌠ；ꉡꆹꏢꄖꈽꋯꌩꏍ

ꇬꄀꀐ。20ꀋꃅꇫꐥꌠꆹꉢꀋꉬꃅ，

ꏢꄖꉠꈐꏭꐥꌠꉬ；ꄷꀋꁧ，ꀃꑍꋋꄮ

ꉠꇭꀧꋋꂷꇫꐥꌠꆹ，ꉢꏃꃅꌋꌺꑇ

ꐛꅹꃅꇫꐥꌠ，ꋋꆹꉡꉂ，ꉠꎁꃅꊨꏦ

ꀑꇬꁮ。21ꉡꆹꏃꃅꌋꑆꊋꉢꀜꋊꇬ

ꀋꎭ；ꀋꄸꄷꑖꉬꆹꄹꏦꇇꄧꈴꄉꊌ

ꌠꉬꑲꆏ，ꏢꄖꆹꀈꈥꀕꃅꌦꌠꉬ

ꀐ。 

15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
是外邦的罪人，16既知道人称义
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
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
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
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
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
17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
旧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人犯
罪的吗？断乎不是！18我素来所
拆毁的，若重新建造，这就证
明自己是犯罪的人。19我因律
法，就向律法死了，叫我可以
向神活着；我已经与基督同钉
十字架，20现在活着的，不再是
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
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
为我舍己。21我不废掉神的恩；
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
是徒然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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ꄹꏦꌋꆀꑇꐨꉌꊋ 律法和信心 

3 ꌧꅍꀋꐥꌠꏦꇁꄠꊿꀋ！ꑳꌠꏢ

ꄖꊿꋯꌩꏍꇬꄀ，ꋍꑠꀉꄻꀕꃅ 3 无知的加拉太人哪，耶稣基
督钉十字架，已经活画在 

ꑴꁱꆍꀦꀐ，ꈀꄸꂷꉈꑴꆍꁍꃕꌦ？

2ꉢꌤꋌꐘꀉꄂꆍꏭꅲ：ꌃꎔꒌꆍꊪꊊ

ꌠꆹꄹꏦꍬꒉꄸꉬꌠꅀꌒꅇꈨꇈꑇꒉ

ꄸꉬ？3ꆍꊇꆹꇬꂾꇬꌃꎔꒌꉘꇉꄉꃅ

ꌠꉬꑲꆏ，ꀋꃅꋋꄮꇭꀧꎸꃤꉘꇉꄉꐛ

ꒆꑴꌦꅀ？ꆍꊇꆹꑠꃅꇯꅝꅀ？4ꆍꊇꎬ

ꅧꌠꑠꑋꃅꊝꇬ，ꐯꇯꀈꈥꀕꌠꅀ？ꇯ

ꍝꃅꀈꈥꀕꌠꉬꑴꅀ？5ꏃꃅꌋꌃꎔꒌ

ꋌꄻꆍꇖꇈ，ꆍꇢꊭꄉꄐꐨꇣꋲꌠꃅ

ꌠꆹ，ꆍꄹꏦꍬꒉꄸꉬꌠꅀꆍꌒꅇꅲꇈ

ꇬꑅꌠꒉꄸꉬ？ 

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
呢？2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
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
是因听信福音呢？3你们既靠圣
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
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4你
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
吗？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5那
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
行异能的，是因你们行律法
呢？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 

6ꏂꀨꇬꅑꌠ：“ꑸꀨꇁꉴꏃꃅꌋ

ꑇꄉ，ꋌꑖꊿꉬꌠꌗ”ꄷꇫꌠꌡ。

7ꑠꅹ，ꆍꊇꆹꊿꏃꃅꌋꑇꀊꋨꈨꑲꆀ

ꑸꀨꇁꉴꌺꇖꉬꌠꅉꐚꄡꑟ。8ꄷꀋ

ꁧ，ꌃꎔꏂꀨꄯꒉꆹꂴꇯꆐꐝꉅꃅꊌ

ꂿ，ꏃꃅꌋꉇꉻꊿꁳꑇꒉꄸꃅꑖꉬꐛ

ꎻꂿꄷꄉ，ꂴꈍꄮꇯꆐꌒꅇꁊꑸꀨꇁ

ꉴꁵꄉ，ꑠꃅꉉ：“ꇩꏤꈀꐥꌠꉬꇮ

ꀋꎪꃅꅽꒉꄸꃅꌒꃤꊌ”ꄷ。9ꑠꃅ

ꉜꎼꇁꇬ，ꊿꏃꃅꌋꑇꀊꋨꈨꆹꑇꐨ

ꉌꊋꑌꌠꑸꀨꇁꉴꌋꆀꐯꇯꌒꃤꊌ。 

6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
算为他的义。”7所以你们要知
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
伯拉罕的子孙。8并且圣经既然
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
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
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
9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
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 

10ꄹꏦꍬꌠꈀꉘꇉꌠꃅꍃꊌꏿꊌ

ꌠꉬ；ꑞꃅꆏ，ꏂꀨꄯꒉꇬ：“ꅉꀕꃅ

ꁱꄹꏦꄯꒉꇬꄀꄉꈧꌠꈴꄉꃅꌐꌠꀋ

ꉬꑲꆏ，ꍃꊌꏿꊌꌠꉬ”ꄷꁱꇬꄀ

ꄉ。11ꊿꄹꏦꉘꇉꄉꏃꃅꌋꂾꄉꑖꉬ

ꐛꌠꋍꂷꑋꀋꐥ，ꋍꑠꑓꀠꀕꌠꉬ；ꑞ

10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
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
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
去行的，就被咒诅。”11没有一
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
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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ꃅꆏ，ꏂꀨꄯꒉꇬ：“ꑖꊿꀋꎪꃅꑇ

ꐛꅹꃅꇫꐥ”ꄷ。12ꄹꏦꑴꅉꆹꑇꐨ

ꋌꌌꅉꃀꃅꀋꄉ，꒰ꀨꇬ：“ꌤꋋꈨ

ꃅꌠꆏ，ꀋꎪꃅꋋꒉꄸꃅꇫꐥ”ꄷꀉ

ꄂꄹ。13ꏢꄖꉪꎁꃅꍃꊌꏿꊌꀐꑲꆏ

（“ꊌ”ꑝꇂꉙꇬꆏ“ꐛ”ꃅꅑ），ꉪꊇꆹꄹꏦ

ꍃꏽꈬꇬꄉꋌꋊꎼꇁ；ꑞꃅꆏ，ꏂꀨꄯ

ꒉꇬ：“ꄻꌩꇬꄀꈀꄉꌠꃅꍃꊌꏿꊌ

ꌠꉬ”ꄷꁱꇬꄀꄉ。14ꑠꃅꄉ，ꑸꀨ

ꇁꉴꌒꃤꆹ，ꏢꄖꑳꌠꒉꄸꃅꇁꉇꉻꊿ

ꄷꑟꄎꄉ，ꉪꁳꑇꐛꅹꃅꈀꈌꁧꄉꌠ

ꌃꎔꒌꊌꎻ。 

人必因信得生。”12律法原不本
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就
必因此活着。”13基督既为我们
受了咒诅（“受”原文作“成”），就赎
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
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
被咒诅的。”14这便叫亚伯拉罕
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
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
的圣灵。 

 

ꄹꏦꌋꆀꈌꁧꅍ 律法和应许 
15ꃺꑌꊈꀋ！ꉢꊿꈁꉉꌠꎃꐚꅇ

ꂷꉉ，ꊿꏤꄉꌠꏤꐪꆹ，ꀋꄸꄷꏤꄉ

ꀐꑲꆏ，ꊿꏤꐪꋌꐘꇬꀜꋊꅀꁦꎆꇱ

ꉆꌠꀋꐥ。16ꈀꈌꁧꄉꌠꑴꅉꇬꆹꑸ

ꀨꇁꉴꌋꆀꋍꌺꇖꊂꋊꏭꉉꌠ；ꏃꃅ

ꌋꆹ：“ꌺꇖꊂꋊꊈ”ꃅꊿꈍꑋꈨꏭ

ꄐꄉꉉꌠꀋꉬꃅ，ꋋꆹ：“ꅽꊂꋊꀊ

ꋨꂷ”ꃅꊿꋍꂷꏭꄐꄉꉉꌠ，ꊿꋋꂷ

ꆹꏢꄖꉬ。17ꉢꉉꌠꆹꑠꄜ：ꏃꃅꌋꂴ

ꏭꈁꏤꄉꌠꏤꐪꆹ，ꇖꉏꌙꊰꈎꈭꐨ

ꄻꄉꌠꄹꏦꇱꀜꋊꇫꎭꀋꉆ，ꈌꁧꅍ

ꁳꀈꈥꀕꎻꀋꉆ。18ꑞꃅꆏ，ꍸꇐꐴ

ꊛꌠꆹꀋꄸꄷꄹꏦꇬꄉꇁꌠꉬꑲꆏ，ꈌ

ꁧꅍꇬꄉꇁꌠꀋꉬ；ꄚ，ꏃꃅꌋꆹꈌꁧ

ꅍꇇꄧꈴꄉ，ꍸꇐꋌꄻꑸꀨꇁꉴꇖꌠ

ꉬ。 

15弟兄们，我且照着人的常
话说：人的文约，若已经立定
了，就没有能废弃或加增的。
16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
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
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
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
是基督。17我是这么说：神预先
所立的约，不能被那四百三十
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
于虚空。18因为承受产业，若本
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但神
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
拉罕。 

19ꑠꉬꑲꆏ，ꄹꏦꌌꑞꃅꌠꉬ？ꄹ

ꏦꑴꅉꇬꆹꑽꃤꒉꄸꃅꄻꇬꇯꄉ，ꈌꁧ

19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
有的呢？原是为过犯添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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ꅍꊌꌠꌺꇖꊂꋊꂶꌠꇫꑟꇁꌠꇁꉚꂿ

ꄷꌠ，ꄷꀋꁧ，ꄹꏦꆹꉬꉎꊩꌺꌋꆀꇢ

ꆣꉆꂷꇇꄧꈴꄉꏤꄻꄉꌠ。20ꄚ，ꇢ

ꆣꉆꂶꌠꋍꁁꏯꀉꄂꎁꃅꌊꄻꌠꀋ

ꉬ；ꏃꃅꌋꆹꋍꂷꉬ。 

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
且是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
的。20但中保本不是为一面作
的；神却是一位。 

 

ꁏꐚꌋꆀꌺ 奴仆和儿子 
21ꑠꃅꑲꆏ，ꄹꏦꆹꏃꃅꌋꈌꁧꅍ

ꆼꁏꌠꉫꀕ？ꈍꃅꑌꀋꉬ！ꀋꄸꄷ，ꄹ

ꏦꊿꁳꀑꇬꊌꄎꎻꑠꏢꁊꋺꑲꆏ，ꑖ

ꉬꆹꄹꏦꇬꄉꅐꇁꌠꉬꀐ。22ꄚ，ꌃ

ꎔꏂꀨꄯꒉꆹꑞꑌꋌꈭꑽꃤꈐꏭꊐ

ꄉ，ꈀꈌꁧꄉꌠꌒꃤꆹꊿꑳꌠꏢꄖꑇ

ꐛꅹꃅ，ꄻꊿꑇꈧꌠꁳ。23ꄚ，ꑇꐨ

ꇗꅉꋋꏢꇫꑟꀋꇁꌦꂾ，ꉪꊇꄹꏦꇱ

ꐏꁇꄉ，ꇊꄉꅷꊁꇁꋍꑍꇗꅉꇯꍝꌠ

ꄇꇖꀕꃅꇫꅐꇀꄮꑟ。24ꑠꃅꄉ，ꄹ

ꏦꆹꉪꊇꁰꍋꌠꂘꃀꉬ，ꉪꊇꋌꏃꏢ

ꄖꄷꄉ，ꉪꁳꑇꐛꅹꃅꑖꉬꐛꎻ。

25ꄚ，ꑇꐨꇗꅉꋋꏢꇫꑟꇁꀐꑲꆏ，ꋌ

ꊂꇈꉈꆏ，ꉪꊇꆹꂘꃀꂶꌠꇂꃴꀋꐥ

ꀐ。26ꑠꅹ，ꆍꊇꆹꏢꄖꑳꌠꑇꐛꅹ

ꐯꇯꏃꃅꌋꌺꐛꌐꀐ。27ꆍꊇꋋꑣꊪ

ꄉꏢꄖꇂꃴꐥꈧꌠꐯꇯꏢꄖꆍꌌꃢꈜ

ꌟꃅꄻꈚꄉꀐ。28ꒀꄠꊿꅀꑝꇂꊿ

ꉬꌠꀋꍣ，ꊨꏦꌄꇤꌠꅀꁏꐚꉬꌠꑌ

ꀋꍣ，ꌺꃰꅩꃰꑌꀋꍣ；ꑞꃅꆏ，ꆍꊇ

ꐯꇯꏢꄖꇬꄉꇭꀧꋍꂷꐛꀐ。29ꆍꊇ

ꆹꏢꄖꃤꉬꑲꆏ，ꆍꊇꆹꐯꇯꑸꀨꇁꉴ

ꊂꋊꉬ，ꈌꁧꅍꇬꈴꄉꐴꊛꊿꐛꌠꉬ

ꀐ。 

21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
反对吗？断乎不是！若曾传一
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义就诚
然本乎律法了。22但圣经把众人
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
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
23但“信”的时代还未来以先，我
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
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24这
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
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
信称义。25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
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傅
的手下了。26所以，你们因信基
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27你们受
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
了。28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
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
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
一了。29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
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
承受产业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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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ꉢꉉꌠꆹꑠꄜ：ꐴꊛꊿꀊꋨꂷꆹ，

ꋌꁨꇐꄉꇐꈀꐥꌠꌌꁈꉬꑴ 4 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
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 

ꇬ，ꄚ，ꋌꀉꑳꌺꃅꄉꄮꇬꆹ，ꁏꐚꌋ

ꆀꐯꀋꌡꐨꍈꑋꀋꐥ，2ꄡꇗꂘꃀꌋꆀ

ꂱꈈꇂꃴꐥꅷꃅꑍꃅꉖꋍꀉꄉꄐꏤꄉ

ꌠꇫꑟꇀꄮꑟ。3ꉪꊇꑌꄡꇗꑠꃅꐙ，

ꉪꊇꀉꑳꌺꃅꄉꄮꇬ，ꋧꃅꌧꇐꐭꌠ

ꇂꃴꐥ。4ꄚ，ꃅꑍꃅꉖꇎꄮꇬꆏ，ꏃ

ꃅꌋꋍꌺꋌꊪꎼꇁ，ꋋꆹꌋꅪꇱꒆꎼ

ꇁ，ꄷꀋꁧ，ꄹꏦꇂꃴꄉꒆ，5ꊿꄹꏦ

ꇂꃴꐥꌠꋌꋊꎼꇁꄉ，ꉪꁳꌺꂒꉻꊌ

ꎻ。6ꆍꊇꌺꐛꑲꆏ，ꏃꃅꌋꆹꋍꌺꒌ

ꋌꊪꌊꆍꊇ（ꑝꇂꉙꆏ“ꉪꊇ”ꃅꅑ）ꉌꃀꇬ

ꃹꄉ，ꆍꊇ：“ꀋꁧꀉꄉꀋ！”ꃅ

ꇴ。7ꑠꃅꉜꎼꇁꇬ，ꋌꊂꇈꉈꆏ，ꆎꆹ

ꁏꐚꀋꉬꃅ，ꌺꉬꀐ；ꆎꆹꌺꉬꑲꆏ，

ꆏꏃꃅꌋꉘꇉꄉꐴꊛꊿꐛ。 

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2乃在
师傅和管家的手下，直等他父
亲预定的时候来到。3我们为孩
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
下，也是如此。4及至时候满
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
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5要
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
们得着儿子的名分。6你们既为
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
你们（原文作“我们”）的心，呼叫：
“阿爸！父！”7可见，从此以
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
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
嗣。 

 

ꀧꇊꏦꇁꄠꊿꉈꇬ 保罗关怀加拉太人 
8ꄚ，ꀋꉊꂴꏭꆍꊇꏃꃅꌋꆍꋌꀋ

ꌧꌥꄮꇬ，ꆍꊇꆹꊇꅉꇬꏃꃅꌋꀋꉬ

ꈧꌠꁏꐚꄻ；9ꀋꃉꆍꊇꆹꏃꃅꌋꆍꌧ

ꑲꆏ，ꀊꅰꃅꏃꃅꌋꆍꌥꄷꑌꄹꉆ，

ꆍꑞꃅꉈꑴꀱꌊꊋꁧꇈꌬꍩꀋꐥꌠꌧ

ꇐꐭꌠꄷꁧꄉ，ꋍꁏꐚꄻꏾꌠꉬ？10ꆍ

ꊇꆹꃅꑍ、ꃅꆪ、ꄮꐰ、ꃅꈎꇬꍬ

ꑴꌦ，11ꉢꆍꎁꃅꃨꆰ，ꑞꃅꆏ，ꉡꆹ

ꉢꆍꇭꀧꇬꈀꃅꈧꌠꃅꌊꀈꈥꀕꌠꀉ

ꄂꏦ。 

8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
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作
奴仆；9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
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
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
情愿再给他作奴仆呢？10你们谨
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
11我为你们害怕，惟恐我在你们
身上是枉费了工夫。 

12ꃺꑌꊈꀋ！ꉢꆍꊇꏯꉡꌋꆀꐯ

ꌟꃅꐥꄷꇖꂟ；ꑞꃅꆏ，ꉡꑌꆍꌋꆀ

ꐯꌟꃅꐥꋺ，ꆍꊇꆹꌤꉠꃀꈴꀋꄿꌠ

12弟兄们，我劝你们要像我
一样；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
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13你们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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ꃅꀋꋻ。13ꉢꉘꃀꃢꌠꌒꅇꁊꆍꁳꌠ

ꆹ，ꉢꇭꀧꆄꒉꄸ，ꑠꆹꆍꅉꐚ。14ꆍ

ꊇꉠꇭꀧꒉꄸꃅꎖꉺꌠꊝꇬ，ꆍꉢꉚ

ꀋꄸ，ꉡꀋꑁꀋꈌꃅ，ꀱꌊꉡꋩꉡꏦ，

ꀋꇊꆏꉡꆹꏃꃅꌋꊩꌺꂷꉬꌠꌡ，ꏢ

ꄖꑳꌠꌡ。15ꆍꀊꋨꄮꇬꃅꏾꌠꉌꃀ

ꇿꁧꀐ？ꀊꋨꄮꇬꆹ，ꀋꄸꄷꃅꉆꑲ

ꆏ，ꆍꊨꏦꑓꂷꃹꉢꁳꄷꑌ，ꆍꉬꅲ

ꌠꉬ。ꋍꑠꆹꉢꇫꅇꊪꌬꄎꌠꉬ。

16ꀃꑍꋋꄮꉢꇗꅉꃶꐚꌠꉉꆍꇰꇬꆏ，

ꉢꆍꁮꐚꐛꀐꌠꅀ？ 

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
因为身体有疾病。14你们为我身
体的缘故受试炼，没有轻看
我，也没有厌弃我，反倒接待
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
耶稣。15你们当日好的意愿在哪
里呢？那时你们若能行，就是
把自己的眼睛剜出来给我，也
都情愿。这是我可以给你们作
见证的。16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
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 

17ꊿꀊꋨꈨꈮꈜꃅꆍꊝ，ꄚ，ꋀꊇ

ꆹꂄꃅꌠꀋꉬꃅ，ꆍꊢꑍꄷꎭꄉ（ꑝꇂꉙ

ꆏꄚꇬ“ꆍꋌꈢꉈꏭꊐꄉ”ꃅꅑ），ꆍꁳꈮꈜꃅ

ꋀꊇꊝꎻꂿꄷꌠꉬ。18ꌤꂄꎔꌠꇬ

ꄉ，ꅉꀕꃅꈮꈜꃅꊾꊝ，ꋍꑠꑴꅉꇬꆹ

ꉾꌠꉬ，ꄚ，ꉡꌋꆀꆍꐯꈽꐤꄮꇬꀉ

ꄂꑠꃅꌠꀋꉬ。19ꀉꑳꊈꀋ！ꉡꆹꉈꑴ

ꆍꎁꃅꀋꃀꂷꀉꑳꒅꄮꆄꈻꌠꌟꃅꎬ

ꅧꄉ，ꇁꉚꅷꏢꄖꆍꉌꃀꇬꄉꇴꐛꉻ

ꐙꇀꄮꑟ。20ꉡꆹꉢꀋꃅꆍꌋꆀꐯꈽ

ꐥꄉ，ꉠꅇꉉꄟꄺꀱꄉꉉꆍꇰꑟꁈ，

ꑞꃅꆏ，ꉢꆍꎁꃅꉈꑴꈍꃅꇮꀋꐚꉢ

ꋌꀋꌧꀐ。 

17那些人热心待你们，却不
是好意，是要离间你们（原文作

“把你们关在外面”），叫你们热心待
他们。18在善事上，常用热心待
人，原是好的，却不单我与你
们同在的时候才这样。19我小子
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
直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
20我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那里，改
换口气，因我为你们心里作
难。 

 

ꑤꏧꌋꆀꌒꇁꂴꄜꋊꐨ 夏甲与撒拉的预表 
21ꆍꊿꄹꏦꇂꃴꐥꏾꋋꈨꉉꉡ

ꇰ，ꄹꏦꆍꊇꋋꈨꀋꋻꅀ？22ꑞꃅꆏ，

ꁱꄹꏦꇬꄀꄉꇬ，ꑸꀨꇁꉴꌺꑍꂷꐥ：

ꋍꂷꆏꁏꃀꒆꌠ，ꋍꂷꆏꊨꏦꌄꇤꌠ

ꌋꅪꒆꌠ。23ꄚ，ꁏꃀꂶꌠꈀꒆꌠꆹ，

ꇭꀧꎸꃤꇬꈴꄉꒆꌠ；ꊨꏦꌄꇤꌠꌋ

21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
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
见律法吗？22因为律法上记着，
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
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妇人
生的。23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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ꅪꂶꌠꈀꒆꌠꆏ，ꈌꁧꅍꇇꄧꈴꄉꒆ

ꌠꉬ。24ꑠꆹꅺꌡꄉꉉꌠ：ꌋꅪꀊꋨꑍ

ꂷꆹꏤꐪꑍꏢ；ꋍꏢꆏꑭꆃꁧꇬꄉꅐꇁ

ꌠ，ꌺꒆꁏꐚꐛ，ꋋꆹꑤꏧꉬ。25ꑤꏧ

ꄷꁱꂷꋋꑍꂷꆹꀊꇁꀨꃅꄷꑭꆃꁧꏭ

ꄐꄉꉉꌠ，ꋋꆹꀋꃅꑳꇊꌒꇌꌋꆀꋍ

ꑵꌠ，ꑞꃅꆏ，ꑳꇊꌒꇌꌋꆀꋍꌳꃈ

ꅮꐯꇯꁏꐚꄻꌠ。26ꄚ，ꄩꏭꐛꌠꑳ

ꇊꌒꇌꆹꊨꏦꌄꇤꌠꉬ，ꋋꆹꉪꊇꀉꂿ

ꉬ。27ꑞꃅꆏ，꒰ꀨꇬ： 

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之妇人
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24这
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
约；一约是出于西奈山，生子
为奴，乃是夏甲。25这夏甲二字
是指着阿拉伯的西奈山，与现
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耶路撒
冷和她的儿女都是为奴的。26但
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
她是我们的母。27因为经上记
着： 

“ꌋꅪꌺꀋꁨ、ꇖꀋꉘꌠ，ꆎꆹꉌ

ꇿꌶ；ꀉꑳꒅꄮꈍꃅꆄꈻꌠꑠꊝ

ꀋꋻꌠ，ꆎꆹꃚꐕꉐꐓꄉꇳꉔ

ꌶ，ꑞꃅꆏ，ꌋꅪꌐꊈꀋꁨꌠꆹ

ꌐꊈꁨꌠꏭꀋꋌꃅꌳꃈꅮꀉꑌ

ꃅꐥ”ꄷꁱꇬꄀꄉ。 

“不怀孕、不生养，你要欢
乐；未曾经过产难的，你要
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
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
多。” 

28ꃺꑌꊈꀋ！ꆍꊇ（ꀊꆨꏂꀨꋍꈨꇬꆏ“ꉪꊇ”

ꃅꅑ）ꆹꑱꌒꌟꃅ，ꈌꁧꅍꇬꈴꄉꌳꃈꅮ

ꄻꌠꉬ。29ꀊꋨꄮꇬ，ꇭꀧꎸꃤꇬꈴ

ꄉꒆꂶꌠꆹꌃꎔꒌꇬꈴꄉꒆꂶꌠꋌꌌ

ꆼꍅꆹꆋ，ꀋꃅꑌꑠꃅꐙ。30ꄚ，꒰ꀨ

ꇬꈍꃅꉉ？“ꁏꃀꂶꌠꌋꆀꋍꌺꈹꇫ

ꎭ！ꑞꃅꆏ，ꁏꃀꌺꆹꊨꏦꌄꇤꌠꌋꅪ

ꌺꂶꌠꈽꐴꊛꊿꄻꀋꉆ”ꄷ。31ꃺ

ꑌꊈꀋ！ꑠꃅꉜꎼꇁꇬ，ꉪꊇꆹꁏꃀꌳ

ꃈꅮꀋꉬꃅ，ꌋꅪꊨꏦꌄꇤꂶꌠꌳꃈ

ꅮꉬꀐ。 

28弟兄们，你们（有古卷“你们”作“我

们”）是凭着应许作儿女，如同以
撒一样。29当时那按着血气生
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
现在也是这样。30然而经上是怎
么说的呢？是说：“把使女和她
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
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
受产业。”31弟兄们，这样看
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
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 

 

5 ꏢꄖꆹꉪꋌꋊꃑꇫꎭꄉ，ꉪꁳꄿ

ꐨꌠꊌꎻ，ꑠꅹ，ꉆꈬꃅꉆꌶ， 5 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
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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ꉈꑴꁏꐚꇁꄉꁳꊀꄅꄉꄡꎽꀐ。 不要再被奴仆的轭挟制。 
 

ꏢꄖꈐꏭꄉꄿꐨꌠꊌ 在基督里的自由 
2ꉢꀧꇊꉉꆍꇰ，ꀋꄸꄷ，ꌐꍓꏦ

ꃤꃅꑲꆏ，ꏢꄖꆹꆍꇬꈲꏣꀋꐥꀐꌠ

ꉬ。3ꉢꉈꑴꋍꃢꃅꇯꍝꃅꊿꌐꍓꏦ

ꃤꈀꃅꌠꏭꄐꄉꉉ，ꋋꆹꄹꏦꈀꐥꌠ

ꍬꌠꎝꁯ。4ꆍꊇꄹꏦꉘꇉꄉꑖꉬꐛ

ꌠꆹ，ꏢꄖꌋꆀꐮꐞꄉꑆꊋꈬꇬꄉꊰ

ꀐꌠꉬ。5ꉪꊇꆹꌃꎔꒌꊫꄉ，ꑇꐨꉌ

ꊋꇇꄧꈴꄉꑖꉬꉪꈀꉘꇉꌠꇁꉚ。

6ꏢꄖꑳꌠꄷꆹ，ꌐꍓꏦꃤꃅꅀꀋꃅꌠ

ꐯꇯꇿꋌꀋꐥ；ꊿꋌꎼꉂꐪꑌꇁꌠꑇ

ꐨꉌꊋꀉꄂꇿꋌꐥ。 

2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
礼，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3我
再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地
说，他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
4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
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
5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
候所盼望的义。6原来在基督耶
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
效；惟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
才有功效。 

7ꆍꊇꋌꃀꀥꋓꇬꉾꐯꉾꇬꎷ，ꈀ

ꄸꂷꆍꈭꋍꈜꇈꄉ，ꆍꁳꇗꅉꃶꐚꌠ

ꍬꀋꎽ？8ꉙꅇꂘꅇꑠꃅꐙꌠꆹꆍꇳꍝ

ꂶꌠꄷꄉꅐꇁꌠꀋꉬ。9ꃔꋌꀁꑌꑍ

ꇯꎭꅫꈍꒈꂷꋌꂨꀉꒉꇁꄎ。10ꉢꌋ

ꈐꏭꄉꇬꑅꐯꇬꑅꌠꆏ，ꆍꊇꀋꎪꃅ

ꉌꃀꉪꐨꀉꁁꀋꑌ；ꄚ，ꊿꆍꃸꆽꌠ

ꆏ，ꈀꄸꉬꄿꂿ，ꀋꎪꃅꋍꑽꃤꀵꄜꌠ

ꉬ。11ꃺꑌꊈꀋ！ꀋꄸꄷ，ꉢꄡꇗꌐ

ꍓꏦꃤꃆꂮꄜꁊꑴꌦꑲꆏ，ꉢꑞꃅꊿ

ꌌꆼꍅꆹꆋꑴꌦ？ꀋꄸꄷꑠꉬꑲꆏ，ꌩ

ꏍꆹꊽꉌꁕꅍꀋꐥꀐ。12ꉡꆹꊿꆍꃸ

ꆽꈧꌠꋍꊨꏦꋌꍓꈔꑟꉂ。 

7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
阻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
呢？8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那召
你们的。9一点面酵能使全团都
发起来。10我在主里很信你们必
不怀别样的心；但搅扰你们
的，无论是谁，必担当他的罪
名。11弟兄们，我若仍旧传割
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
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
没有了。12恨不得那搅乱你们的
人把自己割绝了。 

13ꃺꑌꊈꀋ！ꆍꊇꆹꏃꃅꌋꇱꇳ

ꍝꄉꆍꁳꄿꐨꊌꎻꌠ，ꄚ，ꆍꄿꐨꌠꆹ

ꌌꈁꏾꃅꎲꏾꌠꊜꋽꄮꃅꄉꀋꉆ，ꉌ

ꃀꉂꑭꑌꄉꐮꀨꎹꇬꎷ。14ꑞꃅꆏ，

ꄹꏦꉬꇮꃅꏓꇁꅇꂷ“ꃷꇎꉂꇬꊨ

13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
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
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
爱心互相服事。14因为全律法都
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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ꏦꉂꌠꌡ”ꄷꇫꌠꇬꐊꌐꀐ。15ꆍ

ꊇꋓꉪꁨꄉ，ꀋꄸꄷꆍꊇꐮꀜꐯꑝꇬ

ꆹ，ꆍꐮꈔꋏꀐꌠꉬ。 

了。15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
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 

 

ꌃꎔꒌꂶꂷꌋꆀꇭꀧꏾꅍ 圣灵的果子和肉身的情欲 
16ꉢꉉꆍꇰ：ꆍꊇꆹꌃꎔꒌꐊꄉ

ꃅꄡꑟ，ꑠꃅꑲꆏ，ꆍꊇꆹꇭꀧꎲꏾꅍ

ꁳꈁꏾꃅꀋꎽꀐ。17ꑞꃅꆏ，ꏾꅍꆹ

ꌃꎔꒌꌋꆀꐮꉈꈽ，ꌃꎔꒌꑌꏾꅍꌋ

ꆀꐮꉈꈽ，ꋋꑍꑵꆹꐮꁮꐚꐛꄉ，ꆍꁳ

ꆍꇫꃅꏾꈧꌠꃅꀋꄐꎻ。18ꄚ，ꀋꄸ

ꄷ，ꌃꎔꒌꆍꊇꈜꏁꑲꆏ，ꆍꊇꆹꄹꏦ

ꇂꃴꀋꐥꀐ。 

16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
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 
17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
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
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
的。18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
不在律法之下。 

19ꇭꀧꏾꅍꌤꑠꆹꄇꇖꀕꃅꂿꉆ

ꌠ；ꅺꌡꇬ，ꎼꃅꃏꑽ、ꍍꆀ、ꎼꐊ

ꃏꐊ、20ꌩꁱꇓꁱꉙ、ꃔꌤꌬ、ꌁ

ꑷ、ꐯꇏꐮꑣ、ꉌꆅꑓꌂ、ꇨꇅ

ꃃ、ꊨꏦꎁꀉꄂꉪ、ꐮꋦꐮꑣ、ꑇ

ꇐꌍꀜꀕꌠ、21ꉌꈻꃴꆅ（ꀊꆨ꒰ꀨꋍꈨꆏ

ꄚꇬꁱꂷ“ꊿꌉ”ꃅꑠꇬꅑꌠꐥ）、ꎧꅝꎧ

ꑱ、ꋠꎖꅜꎖꃅꑠꐥ；ꉢꂴꏭꉉꆍꇰ

ꋺ，ꀋꃅꉈꑴꉉꆍꇯꌦ，ꊿꌤꋍꑠꃅꌠ

ꆹꈍꃅꑌꏃꃅꌋꇩꋀꇫꐴꊛꀋꄐ。 

19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
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
20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
忌恨、恼怒、结党、纷争、异
端、21嫉妒（有古卷在此有“凶杀”二

字）、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
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
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
国。 

22ꌃꎔꒌꇬꄉꈁꅑꇁꌠꂶꂷꆹꉂ

ꐪ、ꉌꇿ、ꄮꐽ、ꋰꄿ、ꉌꆓ

ꑌ、ꉌꎔꑌ、ꀋꎪꀋꑴ、23ꑖꈈ

ꀕ、ꌄꏲꃅꑠꉬ。ꌤꑠꃅꐙꌠꆹ，ꄹ

ꏦꇫꏢꇋꌠꀋꐥ。24ꊿꑳꌠꏢꄖꃤꉬ

ꌠꆏ，ꇭꀧꌋꆀꇭꀧꅑꎍꌠꎲꏾꅍꐯ

ꇯꋯꌩꏍꇬꄀꀐꌠꉬ。25ꀋꄸꄷ，ꉪ

ꊇꆹꌃꎔꒌꉘꇉꄉꇫꐥꌠꉬꑲꆏ，ꉪ

ꊇꌃꎔꒌꉘꇉꄉꌤꃅꄡꑟ。26ꂓꉨꌗ

22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
爱、喜乐、和平、忍耐、恩
慈、善良、信实、23温柔、节
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
止。24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
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
同钉在十字架上。25我们若是靠
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
26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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ꉪ、ꐮꌾꐯꀖ、ꐮꉌꈻꃴꆅꃅꄡ

ꐛ。 
相嫉妒。 

 

ꐮꇇꀤꄉꃣꇖꀵꄜ 互相分担重担 

6 ꃺꑌꊈꀋ！ꀋꄸꄷ，ꊿꉘꀋꇉꃅ

ꑽꃤꇱꆹꍑꇂꃴꊐꄉꌠꐥꑲꆏ， 6 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
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 

ꆍꊇꊿꒌꃤꉬꋋꈨꉌꂵꑖꈈꀕꌠꌌꋋ

ꇇꀤꄉ，ꋌꁳꄺꀱꎻꄡꑟ；ꆍꊇꊨꏦ

ꑌꋓꉪꁨꄉ，ꊏꅰꌠꊝꄉꑽꈜꃹꂵ。

2ꋍꂷꃣꁧꀉꇖꇬ，ꆍꊇꐮꇇꀤꄉꀵ

ꄜ，ꑠꃅꑲꆏ，ꏢꄖꄹꏦꆹꐛꒆꌠꉬ

ꀐ。3ꊿꌗꅍꀋꐥꈧꌠ，ꀋꄸꄷꌗꅍꐥ

ꃅꉨꇬꆹ，ꊨꏦꈱꊨꏦꊏꌠꉬ。4ꊾ

ꂷꇬꈀꐥꃅꊨꏦꃅꐨꑽꑌꇬꍤꎖꉚꄡ

ꑟ，ꑠꃅꑲꆀ，ꋌꌞꊿꀉꁁꃅꐨꑽꑌ

ꐛꅹꃅꈌꀋꒉꃅ，ꊨꏦꃅꐨꑽꑌꀉꄂ

ꐛꅹꃅꈌꒉꉆ。5ꑞꃅꆏ，ꊾꂷꇬꈀꐥ

ꌠꀋꎪꃅꊨꏦꃣꁧꊨꏦꀵꄜꌶ。 

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
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2你
们各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
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3人
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
自欺了。4各人应当察验自己的
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
自己，不在别人了，5因为各人
必担当自己的担子。 

6ꇗꅉꇬꄉꉙꅇꂘꅇꊪꌠꆏ，ꉾꃪ

ꌠꈀꐥꌠꃅꌌꂘꊿꂶꌠꈿꄉꌬꄡ

ꑟ。7ꊨꏦꈱꊨꏦꄡꊏ，ꏃꃅꌋꆹꊿ

ꇬꉚꄸꀋꉆꌠꉬ；ꊾꂷꑞꊪꆏꑞꊌ。

8ꇭꀧꏾꅍꇬꍬꄉꊪꏽꌠꆏ，ꀋꎪꃅꇭ

ꀧꏾꅍꇬꄉꀜꐡꌠꋌꊌ；ꌃꎔꒌꊂꈹ

ꄉꊪꏽꌠꆏ，ꀋꎪꃅꌃꎔꒌꄷꄉꐩꋊ

ꐩꍂꀑꇬꋌꊪꊊ。9ꉪꊇꂄꃅꎔꏿ

ꇬ，ꉪꐨꊰꀋꉆ，ꉈꀋꊰꑲꆏ，ꃅꑍꑞ

ꄮꇬꆏ，ꒇꋩꅍꊌꇁꌠꉬ。10ꑠꅹ，ꉪ

ꊇꊜꋽꑲꆏ，ꉹꁌꏭꌤꂄꎔꌠꃅꄡꑟ，

ꑇꊿꋍꁯꊿꏭꆏ，ꉪꊇꀊꅰꃅꑠꃅꀕ

ꄡꑟ。 

6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
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7不要
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
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8顺
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
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
灵收永生。9我们行善，不可丧
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
收成。10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
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
当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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ꄽꂫꇬꈐꊟꊋꊡꅇꌋꆀꋬꂻꄜꅇ 最后的劝勉和祝福 
11ꉠꊨꏦꁱꆍꊇꁵꌠꁱꂷꈍꒈ

ꌠ，ꆍꊼꇅꉜꉏ！12ꊿꉇꇴꉇꉻꀑꑊꎹ

ꈹꌠꆏ，ꆍꊇꋀꇱꄀꇗꌊꌐꍓꏦꃤ

ꃅ，ꑠꆹꋀꊨꏦꏢꄖꌩꏍꎁꃅꄉꊿꌌ

ꆼꍅꌠꏦꌠꉬ。13ꋀꊇꌐꍓꏦꃤꃅꀊ

ꋨꈨ，ꋀꊨꏦꂯꄹꏦꇬꀋꍬ；ꋀꊇꆹ

ꆍꁳꌐꍓꏦꃤꃅꎻꏾ，ꑠꆹꋀꊇꆍꇭ

ꀧꎸꃤꇇꄧꈴꄉꈌꒉꂿꄷꌠ。14ꄚ，

ꉡꆹꈍꃅꑌꀉꁁꌊꄉꈌꀋꒉ，ꉪꌋꑳ

ꌠꏢꄖꌩꏍꀉꄂꌌꄉꈌꒉ；ꉠꏯꉜꇬ

ꆹ，ꌩꏍꋋꏢꐛꅹꃅ，ꋧꃅꆹꋯꌩꏍꇬ

ꄀꀐ；ꋧꃅꏭꉜꇬꆹ，ꉡꆹꋯꌩꏍꇬꄀ

ꀐ。15ꌐꍓꏦꃤꃅꅀꀋꃅꌠꆹꀋꉬꀋ

ꉆꅍꀋꐥ，ꀋꉬꀋꉆꌠꆏ，ꊿꀊꏀꃅꄻ

ꄉꑠꂷꄻ。16ꇗꅉꋋꏢꇬꈴꄉꈀꃅꌠ

ꆏ，ꋬꂻ、ꎭꃅꉈꌠꑠꄻꇬꇯꄉ，ꄻ

ꋀꊇꌋꆀꏃꃅꌋꉹꁌꑱꌝꆀꊿꁵꅊ

ꇈ。 

11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
是何等的大呢！12凡希图外貌体
面的人都勉强你们受割礼，无
非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
逼迫。13他们那些受割礼的，连
自己也不守律法；他们愿意你
们受割礼，不过要借着你们的
肉体夸口。14但我断不以别的夸
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
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
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
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
架上。15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
紧要，要紧的就是作新造的
人。16凡照此理而行的，愿平
安、怜悯加给他们和神的以色
列民。 

17ꀃꑍꇈꉈꆏ，ꊿꃅꉡꁁꀕꉌꀋꇁ

ꀐ，ꑞꃅꆏ，ꉠꇭꀧꇬꑳꌠꌐꂷꅑ。 
17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

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
记。 

18ꃺꑌꊈꀋ！ꉪꌋꑳꌠꏢꄖꑆꊋꆹ

ꅉꀕꃅꆍꉌꃀꇬꑌꅊꇈ，ꀊꂱ。 
18弟兄们，愿我主耶稣基督

的恩常在你们心里，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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ꑱꃛꌙꄯꒉ 

以弗所书 

 
ꋬꂻꄜ 问候 

1 ꏃꃅꌋꉪꐪꇬꈴꄉꏢꄖꑳꌠꁆ

ꄻꊩꌺꄻꌠꀧꇊ，ꄯꒉꁱꏢꄖꑳ 1 奉神旨意，作基督耶稣使徒
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 

ꌠꇬꄉꀋꎪꀋꎙꌠꑱꃛꌙꌃꎔꌺꈧꌠ

ꁵ。 
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
忠心的人。 

2ꑆꊋꌋꆀꋬꂻꆹꏃꃅꌋꉪꀉꄉ

ꌋꆀꌋꑳꌠꏢꄖꄷꄉꆍꊌꅊꇈ。 
2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

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与你
们。 

 

ꏢꄖꈐꏭꒌꃤꌒꃤ 基督里的属灵福气 
3ꀮꅇꄑꅇꆹꄻꉪꌋꑳꌠꏢꄖꀉꄉ

ꏃꃅꌋꁵꅊꇈ，ꋋꆹꏢꄖꇬꄉꉬꉎꒌ

ꃤꉬꌠꌒꃤꋍꑞꋍꑵꄻꉪꁳ。4ꏃꃅ

ꌋꁍꄻꏃꄻꂾꇯꆐ，ꏢꄖꇬꄉꉪꊇꋌ

ꌊꄻꄉꀐ，ꋌꉪꁳꋍꂾꄉꌃꎔꌠꌋꆀ

ꆐꀋꅑꌠꐛꎻ；ꉈꑴꏃꃅꌋꉪꊇꉂꐛ

ꅹ，5ꋌꊨꏦꉪꐨꉌꈀꃹꌠꇬꈴꄉ，ꏢ

ꄖꑳꌠꒉꄸꃅ，ꉪꁳꌺꇖꂒꉻꊌꎻꌠ

ꂴꇯꆐꋌꄐꏤꄉꀐ。6ꑠꃅꄉ，ꏃꃅ

ꌋꋍꀑꒉꑊꒉꌠꑆꊋꁳꀮꄑꅍꊌꎻ；

3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
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
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4就
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
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
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
爱我们， 
5就按着自己意旨所喜悦的，预
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
名分，6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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ꑆꊋꋋꈨꆹꋌꇫꉂꌠꌺꂶꌠꇬꄉꋌꄻ

ꉪꇖꀐ。7ꉪꊇꆹꋌꇫꉂꌠꌺꂶꌠꌦ

ꅪꇇꄧꈴꄉꀑꇬꋊꄉꈭꋏꌠꊌ，ꑽꃤ

ꑌꄚꄉꏆꃤꊌ，ꑠꆹꋍꂵꇤꌠꑆꊋꇬ

ꄉꇁꌠ。8ꑆꊋꋍꑠꆹꏃꃅꌋꌧꅍꂿꅍ

ꀑꁮꅺꐳꐨꈀꐥꌠꃅꌌꇎꐯꇎꃅꈁꁠ

ꃅꄻꉪꁳꌠ，9ꑠꆹꉬꇮꃅꋍꊨꏦꂴꇯ

ꆐꄐꏤꄉꌠꉪꐪꉾꃪꌠꇬꈴꄉ，ꉪꁳ

ꋍꉪꐪꌧꊋꂾꊋꂁꌤꈧꌠꅉꐚꎻꌠ；

10ꈁꄐꈁꏤꄉꈧꌠꇬꈴꄉ，ꃅꑍꄮꈉ

ꇎꄮꆏ，ꉬꉎꉬꐮꇬꈀꐥꌠꁳꉬꇮꃅ

ꏢꄖꇬꄉꏓꇁꋍꂷꐛꎻ。11ꉪꊇꑌꋍ

ꈐꏭꄉꍸꇐꊌꀐ(“ꊌ”ꅀ“ꐛ”ꄷꑌꍑ)，ꋍꑠ

ꑴꅉꇬꆹꊨꏦꉪꎖꐨꇬꈴꄉꌤꄙꀕꃪ

ꀕꃅꂶꌠ，ꊨꏦꉪꐪꇬꈴꄉꂴꇯꆐꄐ

ꏤꄉꌠꉬ。12ꑠꃅꄉ，ꏃꃅꌋꆹꉪꊿ

ꇬꂾꇬꏢꄖꉘꇉꈧꌠꁳꋍꀮꄑꉆꌠꀑ

ꒉꑊꒉꎁꃅꇫꐥꎻꂿꄷꌠ。13ꆍꊇꇗ

ꅉꃶꐚꌠꆍꈨꑲꆏ，ꇗꅉꋋꏢꆹꆍꁳ

ꈭꋏꊊꎻꌠꌒꅇꉬ，ꏢꄖꑌꆍꇬꑅ

ꀐ，ꆍꇬꑅꑲꆏ，ꈀꈌꁧꄉꌠꌃꎔꒌ

ꆍꊪꌊꌐꂷꃅꄉꀐ。14ꌃꎔꒌꆹꉪꊇ

ꍸꇐꊌꌠꊫꌐꉬꅷꏃꃅꌋꋍꉹꁌꋌꋊ

ꌊꇁꄮꇬꑟ（“ꉹꁌ”ꑝꇂꉙꇬꆏ“ꁨꇐ”ꃅ

ꅑ），ꑠꃅꄉ，ꋍꀑꒉꑊꒉꁳꀮꅇꄑꅇ

ꊌꎻ。 

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
给我们的。7我们借这爱子的血
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乃
是照他丰富的恩典。8这恩典是
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
赏给我们的，9都是照他自己所
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
意的奥秘；10要照所安排的，在
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
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
归于一。11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
基业（“得”或作“成”），这原是那位
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
意所预定的，12叫我们这首先在
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称赞神
的荣耀。13你们既听见真理的
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
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
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14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
直等到神之民（“民”原文作“产业”）

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 

 

ꀧꇊꈼꂟꅇ 保罗的祷告 
15ꑠꅹ，ꆍꊇꌋꑳꌠꑇꇈꌃꎔꌺꈀ

ꐥꌠꉂꌠꉢꈨꀐꄉ，16ꉢꆍꒉꄸꃅꀋꆏ

ꃅꏃꃅꌋꏭꈀꎭꀕ，ꈼꂟꄮꇬ，ꆍꃆ

ꂮꉉꇬꎷ。17ꉡꆹꉪꌋꑳꌠꏢꄖꏃꃅ

15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
主耶稣，亲爱众圣徒，16就为你
们不住地感谢神，祷告的时
候，常提到你们，17求我们主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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ꌋ，ꀑꒉꑊꒉꌠꀉꄉꏭꇖꂟꄉ，ꌧꅍ

ꂿꅍꌋꆀꀖꀨꅍꄖꊾꇖꌠꌃꎔꒌꂶ

ꌠꌌꈁꁠꃅꄻꆍꏽꄉ，ꆍꁳꇯꍝꃅꋋ

ꅉꐚꎻ；18ꄷꀋꁧ，ꆍꉌꃀꇬꑓꋪꋌꁨ

ꌬꄉ，ꆍꁳꋍꑆꊋꇬꈴꄉꇳꍝꌠꑠꆹ

ꉘꇉꐨꈍꒈꒊꌠꅉꐚꎻ，ꆍꁳꌃꎔꌺ

ꈁꊌꌠꋍꍸꇐꆹꀑꒉꑊꒉꈍꃅꂵꇤꀕ

ꌠꅉꐚꎻ；19ꉈꑴꆍꁳꋌꄻꉪꑇꊿꋋ

ꈨꈁꀨꌠꊋꃤꆹꈍꃅꀋꇰꀋꉈꌠꅉꐚ

ꎻ。20ꏃꃅꌋꆹꋌꏢꄖꇭꀧꇬꄉꈀꃅ

ꌠꄐꅍꊋꃤꀉꒉꌠꇬꈴꄉ，ꑳꌠꁳꌦ

ꈬꇬꄉꀱꐥꇁꎻ，ꑳꌠꁳꉬꉎꇬꄉꋍ

ꇀꑳꏭꑌꎻ；21ꄷꀋꁧ，ꑳꌠꁳꏲꂠ

ꌠ、ꌅꈌꐥꌠ、ꄐꅍꐥꌠ、ꌟꒉꌠ

ꂾꌋꆀꂓꈁꅑꌠꋋꈨꄩꀉꒉꃅꐂꎻ；

ꋋꍂꀉꄂꀋꉬꃅ，ꊁꍁꌠꑌꐱꁍꁧ

ꀐ。22ꉈꑴꑞꑌꄻꋍꑭꁆꇂꃴꄔꄉ，

ꋌꁳꑇꊿꏓꉻꎁꃅꐥꇐꈀꐥꌠꀂꏾꄻ

ꎻ。23ꑇꊿꏓꉻꆹꋍꇭꀧꉬ，ꑇꊿꏓ

ꉻꆹꐥꇐꈀꐥꌠꋌꊐꐛꂶꌠꇱꊐꐛꍣ

ꂨꀕꌠꉬ。 

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
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
们，使你们真知道他；18并且照
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
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
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
荣耀；19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
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20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
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
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
21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
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
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
也都超过了。22又将万有服在他
的脚下，使他为教会作万有之
首。23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
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ꌦꃤꇬꄉꇫꐥꇁ 出死入生 

2 ꆍꊇꑽꃤꄸꃤꈬꇬꄉꌦ，ꋋꆹꆍ

ꁳꇫꐥꇁꎻ。2ꀊꋨꄮꇬ，ꆍꊇꆹ 2 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2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 

ꑽꃤꄸꃤꈬꇬꄉꊾꊝꌤꃅ，ꋧꃅꋋꂷ

ꃅꀹꊂꈹ，ꃅꈬꇬꌅꈌꐥꌠꏃꌋꂶꌠ

ꅇꃅ，ꋋꆹꀃꑍꋋꄮꌊꃅꌋꑽꌺꉌꃀꇬ

ꈀꑌꌠꑊꋋꂷꌠꉬ。3ꀋꉊꂴꏭꉪꊇ

ꑌꊿꋋꈨꈬꇬꐥꄉ，ꇭꀧꏾꅍꁳꈁꏾ

ꃅꎻ，ꇭꀧꎸꃤꌋꆀꉌꃀꈀꉌꃹꅍꇬ

ꈴꄉꃅ，ꉪꑴꅉꆹꇨꃃꇫꋩꌺꉬ，ꊿꀉ

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
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
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3我
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
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
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
子，和别人一样。4然而神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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ꁁꌋꆀꐯꌟ。4ꄚ，ꏃꃅꌋꆹꉈꁒꑗꊰ

ꌠꂵꇤꀕꃅꐥꑲꆏ，ꋍꉂꐪꀊꅼꐛ

ꅹ，ꋌꉪꉂꌠꉬ；5ꉪꊇꑽꃤꈬꄉꌥꄮ

ꇬ，ꋌꉪꁳꏢꄖꌋꆀꐯꇯꀱꐥꇁꎻ（ꆍ

ꈭꋏꊌꌠꆹꑆꊋꇬꄉꇁꌠ）。6ꋌꉈꑴ

ꉪꁳꏢꄖꑳꌠꈽꄉꀱꐥꇁꇈꐯꇯꉬꉎ

ꇬꑌꎻ，7ꑠꃅꄉ，ꋋꆹꋍꑆꊋꂵꇤꀕ

ꌠꄇꇖꀕꃅꄻꃅꋊꊁꇁꌠꊿꀨ；ꑆꊋ

ꋋꈨꆹꋌꌌꏢꄖꑳꌠꇬꄉꉪꏭꉈꁒꑓ

ꊰꌠꉬ。8ꆍꊇꈭꋏꊌꌠꆹꑆꊋꇬꄉ

ꅐꇁꌠ，ꑇꌠꐛꅹꑌꉬ。ꑠꆹꊨꏦꄷ

ꄉꅐꇁꌠꀋꉬꃅ，ꏃꃅꌋꄻꆍꈀꇖꌠ

ꉬ；9ꃅꐨꑽꑌꇬꄉꅐꇁꌠꑌꀋꉬ，ꑠ

ꀋꉬꑲꆏ，ꊿꈌꒉꌠꐥꂵ。10ꉪꊇꑴ

ꅉꆹꋍꌤꑘꉬ，ꏢꄖꑳꌠꇬꄉꄻꐛꌠ，

ꉪꁳꂄꃅꎔꏿꎻꂿꄷꌠ，ꑠꆹꏃꃅꌋ

ꈁꄐꈁꏤꄉꉪꁳꃅꎻꌠꉬ。 

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
爱，5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
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
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6他又
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
一同坐在天上，7要将他极丰富
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
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
来的世代看。8你们得救是本乎
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
自己，乃是神所赐的；9也不是
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10我
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
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
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ꏢꄖꇬꄉꇭꀧꋍꂷꐛ 在基督里为一 
11ꑠꅹ，ꆍꊇꆹꎺꄅꄡꑟ：ꀋꉊꂴ

ꏭꇭꀧꎸꃤꈴꄉꉜꇬ，ꆍꊇꆹꉇꉻꊿ

ꉬ，ꌐꍓꏦꃤꃅꀋꋻꈧꌠꄷ；ꂓꋌꑵꇬ

ꂾꇬꆹꊿꇇꐛꇭꀧꇬꄀꄉꌐꍓꏦꃤꃅ

ꀐꈧꌠꄻꆍꂓꌠꉬ。12ꀊꋨꄮꇬ，ꆍ

ꊇꌋꆀꏢꄖꐮꃆꂮꀋꐥ，ꆍꊇꆹꑱꌝ

ꆀꇩꏤꊿꌋꆀꁸꑍꄷꄉ，ꆍꊇꆹꈀꈌ

ꁧꄉꌠꏤꐪꀂꏽꇬꉇꉻꊿꉬ；ꄷꀋ

ꁧ，ꆍꊇꆹꋧꃅꋋꂷꐥꇬꉘꇉꅍꀋꐥ，

ꏃꃅꌋꑌꀋꐥ。13ꆍꊇꀋꉊꂴꏭꏃꃅ

ꌋꀕꆀꈍꎳꃅꇢꌠꊿꋋꈨ，ꀃꑍꋋꄮ

ꆏ，ꏢꄖꑳꌠꇬꄉ，ꋍꌦꅪꉘꇉꄉꏃꃅ

ꌋꏢꁮꑟꀐ。14ꋌꉪꊇꁳꐮꄮꎻꐛꅹ

11所以你们应当记念：你们
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
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
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
所起的。12那时，你们与基督无
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
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
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
13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
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
已经得亲近了。 

14因他使我们和睦（原文作“因

他是我们的和睦”），将两下合而为



ꑱꃛꌙꄯꒉ  3 602 以弗所书  3 
 

（ꑝꇂꉙꆏ“ꋋꆹꉪꊇꐮꄮꐮꄻꌠꉬꐛꅹ”ꃅꅑ），ꑍ

ꁥꏓꇁꋍꁥꐛ，ꊖꁋꇢꊭꇢꄉꏭꌠꑌ

ꐆꇫꎭꀐ，ꊨꏦꇭꀧꌊꄉꌂꃆꑷꑘꋌ

ꇱꀜꋊꇫꎭ；15ꄷꀋꁧ，ꁱꄹꏦꇬꄀꄉ

ꌠꏥꏦꈧꌠꋌꀜꋊꇫꎭꄉ，ꊨꏦꇇꄧ

ꈴꄉꑍꑵꌠꄻꐯꇯꌊꊿꀊꏀꂷꐛ，ꑠ

ꃅꄉ，ꐮꄮꐮꄻꌠꆹꃅꐛꀐ。16ꌩꏍ

ꇬꄉꌂꃆꑷꑘꋌꌩꎳꇫꎭꑲꆏ，ꌩꏍ

ꋋꏢꀂꏽꄉꊿꑍꁥꌠꁳꇭꀧꋍꂷꐛ

ꄉ，ꏃꃅꌋꀕꆀꐮꄮꎻꀐ；17ꄷꀋꁧ，

ꋌꇁꌊꄮꐽꌠꌒꅇꋌꁊꆍꈜꎴꃅꄷꀀ

ꌠꁵ，ꁊꊿꈛꑌꃅꄷꀀꌠꑌꁵ。18ꑞ

ꃅꆏ，ꉪꊿꑍꁥꌠꋍꇇꄧꈴꄉꌃꎔꒌ

ꋍꂷꇱꎼꉌꐡꄉ，ꉬꉎꀉꄉꂾꃹꆹ

ꄎ。19ꑠꃅꄉ，ꆍꊇꆹꉇꄅꊿꌋꆀꉈ

ꏭꊿꀋꄻꀐ，ꆍꆹꌃꎔꌺꌋꆀꇩꏤꋍ

ꂷꇬꐥ，ꆍꆹꏃꃅꌋꑷꈓꊿꉬꀐ。

20ꄷꀋꁧ，ꆍꊇꆹꌌꁆꄻꊩꌺꌋꆀꅉꄜ

ꊿꅉꃀꄩꋉꄉꌠꉬ，ꏢꄖꑳꌠꊨꏦꆹ

ꌌꑳꎏꄅꇓꂶꌠꃅꄉ；21ꑳꋋꂷꃅꏢ

ꄖꇱꏓꈻꋍꂷꃅꄉ，ꋍꑍꋍꉙꃅꌋꌃ

ꎔꑷꂿꐛꀐ。22ꆍꊇꑌꋋꉘꇉꄉꋌꇱ

ꋈꄻꌊꏃꃅꌋꋍꌃꎔꒌꇇꄧꈴꄉꇫꐥ

ꌠꀀꅉꐛ。 

一，以自己的身体拆毁了中间
隔断的墙；15而且废掉那记在律
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
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
就了和睦。16既在十字架上灭了
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
为一体，与神和好了；17并且来
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
人，也给那近处的人。18因为我
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
感，得以进到父面前。19这样，
你们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与
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
20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
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
石；21各（或作“全”）房靠他联络
得合式，渐渐成为主的圣殿。
22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
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ꀧꇊꉇꉻꊿꏭꇗꅉꁊ 保罗向外邦人传道 

3 ꑠꅹ，ꉢꀧꇊꆍꊇꉇꉻꊿꋋꈨꎁ

ꃅꄉ，ꑳꌠꏢꄖꐛꅹꃅꊾꇬ 3 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
作了基督耶稣被囚的。2谅 

ꐛ。2ꆍꊇꈍꃅꑌꇫꈨꋺꌠꆏ，ꏃꃅꌋ

ꑆꊋꄻꉢꁳꄉ，ꆍꏭꉈꇬꑓꑣꌠꌅꅍ

ꃅꎁꋌꏮꉢꇯ，3ꀖꀨꅍꌊꉢꁳꌒꅇꌧ

ꊋꂾꊋꌠꂁꌤꑠꅉꐚꎻ；ꑠꆹꂴꏭꀑꐱ

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
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3用启
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
我以前略略写过的。4你们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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ꃅꉢꁱꆍꁳꋺꈧꌠꌡ。4ꆍꊇꀘꀐꑲ

ꆏ，ꆍꊇꆹꏢꄖꌧꊋꂾꊋꌠꂁꌤꀉꇨ

ꃅꉢꌧꌠꆍꅉꐚꉆ。5ꀃꑍꋋꄮꆹꌃ

ꎔꒌꇇꄧꈴꄉꌧꊋꂾꊋꌠꂁꌤꑠꋌꀖ

ꋍꌃꎔꁆꄻꊩꌺꌋꆀꅉꄜꊿꀨ，ꄚ，

ꃅꋊꀋꉊꂴꈧꌠꇬꆹ，ꋌꑠꃅꄉꊿꁳꌧ

ꊋꂾꊋꌠꂁꌤꅉꐚꎻꌠꀋꉬ。6ꌧꊋ

ꂾꊋꌠꂁꌤꋌꑵꆹꑠꉬ：ꉇꉻꊿꏢꄖ

ꑳꌠꈐꏭꄉ，ꌒꅇꇇꄧꈴꇈ，ꑱꌝꆀ

ꊿꌋꆀꐯꇯꐴꊛꊿꐛ，ꐯꇯꇭꀧꋍꂷ

ꐛ，ꐯꇯꄉꈌꁧꅍꊌ。7ꉢꌒꅇꋌꑵꏲ

ꌋꃅꊿꄻꌠꆹ，ꏃꃅꌋꑆꊋꈁꁠꇬꈴ

ꇁꌠ，ꑆꊋꈁꁠꑠꆹꋌꋍꃅꐨꊋꃤꇬꈴ

ꄉꄻꉢꁳꌠꉬ。8ꉠꑴꅉꆹꌃꎔꌺꈬ

ꇬꀄꊭꇊꀄꊭꂶꌠꇯꀋꒊ，ꄚ，ꋌꑆ

ꊋꑠꄻꉢꁳꄉ，ꉢꁳꏢꄖꃤꎖꈴꀋꄐ

ꌠꂵꇤꀕꐨꑠꁊꉇꉻꊿꁵꎻ；9ꀃꌋꀊ

ꆨꅑꅸꇁꇬ，ꂁꉱꁍꄻꏃꄻꌠꏃꃅꌋ

ꈐꏭꊐꄉꌠꌧꊋꂾꊋꌤꈍꃅꄐꏤꄉ

ꌠ，ꋌꉈꑴꄻꉹꁌꁳꐝꉅꎻ。10ꏃꃅ

ꌋꆹꑇꊿꏓꉻꇇꄧꈴꄉ，ꉬꉐꇬꏲꂠ

ꌠ、ꌅꈌꐥꌠꁳꀋꃅꋍꌧꅍꂿꅍꋍꑞ

ꋍꑵꅉꐚꎻ。11ꋍꑠꆹꏃꃅꌋꁍꄻꏃ

ꄻꂾꉪꌋꏢꄖꑳꌠꇬꄉꈁꏤꄉꌠꉪꐪ

ꇬꈴꇁꌠꉬ。12ꉪꊇꆹꑳꌠꑇꐛꅹ，ꋍ

ꈐꏭꄉꏦꃅꏦꅍꀋꐥ，ꀋꎪꃅꑇꄉꇁ

ꏃꃅꌋꂾꑟ。13ꑠꅹ，ꉢꆍꏭꇖꂟ，

ꆍꊇꆹꉢꆍꎁꃅꎬꅧꌠꊝꐛꅹꃅꉈꄡ

ꊰ，ꋍꑠꑴꅉꇬꆹꆍꀑꒉꑊꒉꉬ。 

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
秘。5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
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
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6这
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
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
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 
7我作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
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
大能赐给我的。8我本来比众圣
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
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
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9又使
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
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
如何安排的，10为要借着教会使
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
知神百般的智慧。11这是照神从
万世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
里所定的旨意。12我们因信耶
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
信不疑地来到神面前。13所以，
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
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
荣耀。 

 

ꊿꏢꄖꉂꐪꅉꐚ 知道基督的爱 
14ꑠꅹ，ꉢꁡꊭꃄꇴꄂꃅꀉꄉꂾ 14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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ꄉꈼꂟ。15ꉬꉎꉬꐮꊿꁯꇫꈁꀀꌠꃅ

ꋍꄷꄉꂓꊪꊊꌠꉬ（“ꊿꁯ”ꅀ“ꋋꑷꃅ”

ꃄꑌꄿ）。16ꉢꋍꏭꋍꀑꒉꑊꒉꌐꀋꉆꌠ

ꌋꆀꋍꌃꎔꒌꇇꄧꈴꄉ，ꆍꉌꃀꄸꈐ

ꇬꊋꃤꁳꀉꇨꇁꎻꄷꇖꂟ；17ꆍꊇꑇꐛ

ꅹꃅ，ꏢꄖꆍꉌꃀꄸꈐꇬꀀ，ꑠꃅꄉ，

ꆍꉂꐪꁳꐴꑌꆊꑌꎻ，18ꆍꁳꌃꎔꌺ

ꈧꌠꌋꆀꐯꇯꄉꏢꄖꉂꐪꆹꈍꃅꀊ

ꎴ、ꀊꐯ、ꀊꂥ、ꀊꅼꌠꐝꉅꄎ

ꎼ；19ꄷꀋꁧ，ꆍꁳꉂꐪꋍꑠꆹꊿꇫꎖ

ꀋꄐꌠꅉꐚꎻ；ꑠꃅꄉ，ꏃꃅꌋꃤꐛꍣ

ꂨꀕꌠꈀꐥꌠꁳꆍꋌꊐꐛꍣꂨꀕ

ꎻ。 

15天上地上的各（或作“全”）家，
都是从他得名。16求他按着他丰
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
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17使基
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
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
基，18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
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19并
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
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
满了你们。 

20ꏃꃅꌋꆹꋌꉪꉌꃀꇬꄉꈀꃅꌠ

ꊋꃤꇬꈴꄉ，ꇎꐯꇎꃅꑞꑌꋌꃅꐛ

ꌐ，ꋌꃅꐛꌠꆹꉪꊇꇫꇖꇬꂟ、ꇫꎖ

ꇬꉨꄎꌠꀋꉬ。21ꋌꑇꊿꏓꉻꇬꌋꆀ

ꏢꄖꑳꌠꇬꄉꋍꋏꇈꋍꋏꃅꐩꋊꐩꍂ

ꃅꀑꒉꑊꒉꊌꅊꇈ。ꀊꂱ。 

20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
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
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21但
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
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
代，永永远远。阿们。 

 

ꇭꀧꇬꄉꋍꂷꐛ 身体里的合一 

4 ꉢꌋꒉꄸꃅꊾꇬꄻꂶꌠꆍꏭꉉ：

ꆍꊇꆹꇳꍝꄉꀐꌠꉬꑲꆏ，ꊾꊝ 
4 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

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 
ꌤꃅꇬꇳꍝꄉꌠꑆꊋꌋꆀꐯꋭꄡ

ꑟ。2ꑞꉬꄿꂿ，ꆺꀋꒉ、ꑖꈈꀕ、

ꋰꄿꇬꎷ，ꉂꑭꑌꄉꐮꊪꐯꏆ，3ꄮꐽ

ꌠꌊꐮꑌꐯꑲ，ꏟꈯꃅꌃꎔꒌꄻꆍꈀ

ꇖꌠꏓꇁꋍꂷꐛꌠꉌꂵꂶꌠꐏꁇꄉ。

4ꇭꀧꆹꋍꂷꀉꄂ，ꌃꎔꒌꋍꂷꀉꄂ，

ꑠꆹꆍꇳꍝꊌꄮꇬ，ꐯꇯꉘꇉꅍꋍꂷꐥ

ꌠꌋꆀꐯꌟ。5ꌋꋍꂷ，ꑇꐨꋍꑵ，ꋋ

ꑣꋍꑵ，6ꏃꃅꌋꋍꂷ，ꋋꆹꊿꈀꐥꌠ

的恩相称。2凡事谦虚、温柔、
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3用和
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
赐合而为一的心。4身体只有一
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
蒙召，同有一个指望。5一主，
一信，一洗，6一神，就是众人
的父，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
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7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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ꀉꄉ，ꈀꐥꌠꄩꐥ，ꈀꐥꌠꈬꇬꈴꐺ，

ꈀꐥꌠꈬꇬꑌꀀ。7ꉪꊇꂱꑱꈁꊌꌠ

ꑆꊋꆹꉬꇮꃅꏢꄖꎖꉪꂱꑱꈁꁵꌠꈁ

ꁠꇬꈴꇁꌠ。8ꑠꅹ，꒰ꀨꇬ： 

们各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
给各人的恩赐。8所以经上说： 

“ꋌꐕꌊꄩꁧꄮꇬ， 
ꑽꃤꄸꃤꋌꐒꋌꈄꄉ， 
ꈁꁠꋍꑞꋍꑵꋌꄻꊿꏽ”ꄷ

ꉉ。 

“他升上高天的时候， 
掳掠了仇敌， 
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 

9ꐕꌊꄩꁧꃅꉉꑴꇬ，ꂴꄩꄉꅉꃴꇬꐛ

ꇁꌠꀋꉬꅀ？10ꀁꋌꐛꇁꀊꋨꂷꆹꐕꌊ

ꂿꃅꈧꌠꄩꆹꄉꐥꇐꈀꐥꌠꃅꋌꊐꐛ

ꂨꀕꂿꄷꂶꌠꉬ。11ꋌꄻꊿꈀꇖꌠꆹ

ꁆꄻꊩꌺꐥ，ꅉꄜꊿꐥ，ꌒꅇꁊꌠꐥ，

ꆫꂘꊿꌋꆀꂘꃀꐥ；12ꑠꆹꌃꎔꌺꁳꊋ

ꒆꌧꒆꄉꂱꑱꌅꅍꃅꑘꃅꎻ，ꏢꄖꇭ

ꀧꄕꄻꄉ，13ꇁꉚꅷꉪꊇꋍꏅꃅꇗꅉꇯ

ꍝꌠꇬꄉꏓꇁꋍꂷꐛ，ꉪꊇꏃꃅꌋꌺ

ꌧꄉꒆꌟꒉꐛ，ꈯꄿꆹꏢꄖꒆꀉꒉꄮ

ꈯꄿꐛꃅꐙꄮꑟ；14ꑠꃅꄉ，ꉪꊇꆹꀉ

ꑳꌺꄻꄉꑽꇁꊿꊾꏂꇫꌠꌋꆀꊾꊏꌠ

ꏡꁈꇬꃹꃅꑠꃅꀋꐛꀐ；ꉈꑴꑇꇐꌍ

ꀜꀕꈀꐥꌠꑠꇱꌌꉈꈧꐺꄉ，ꇂꉈꇀ

ꉈꃅꑇꇐꌍꀜꀕꌠꋍꑞꋍꑵꊂꈹꁧꑠ

ꃅꑌꀋꐛ；15ꉂꏣꀉꄂꑌꄉꅇꂷꇯꍝ

ꌠꉉ，ꑞꑌꉀꎆꄉꏢꄖꀑꋾꂶꌠꌋꆀ

ꐯꅑꇬꎷ；16ꇭꀧꋋꂷꃅꋋꉘꇉꄉꐯ

ꎏꐮꁠꌊꁟꑻꀕ，ꇭꀧꇬꃷꅍꊨꂷꂱ

ꑱꎁꂱꑱꃅ，ꂱꑱꂿꄐꐯꀋꌡꐨꇬꈴ

ꄉꐮꇇꀤ，ꑠꃅꄉ，ꇭꀧꁳꋍꑍꋍꉙꃅ

ꒆꀉꒉꄉ，ꉂꐪꇬꄉꊨꏦꄕꄻꎻ。 

9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
吗？10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
之上要充满万有的。11他所赐
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
音的，有牧师和教师；12为要成
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
的身体，13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
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
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
长成的身量；14使我们不再作小
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
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
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
端；15惟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
长进，连于元首基督；16全身都
靠他联络得合式，百节各按各
职，照着各体的功用彼此相
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
中建立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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ꊿꀉꆹꌋꆀꊿꀊꏀ 旧人和新人 
17ꑠꅹ，ꉢꉉꆍꇰ，ꄷꀋꁧꌋꇬꄉ

ꇯꍝꀕꃅꉉ，ꆍꊇꌤꃅꄮꇬ，ꉇꉻꊿ

ꂸꉪꇐꉨꌠꉌꃀꑌꄉꌤꃅꌠꄡꌡ；

18ꋀꊇꉌꁍꉌꇰꄉ，ꏃꃅꌋꄻꊿꈀꇖ

ꌠꀑꇬꌋꆀꇢꑍꄷꄉꀐ，ꑠꆹꋀꊨꏦ

ꌧꅍꀋꐥ，ꉌꂵꆸꉂꒉꄸ，19ꉌꂵꇬꂄ

ꑭꍈꑋꇬꀋꑌꑲꆏ，ꋀꊨꏦꏾꅍꁳꈁ

ꏾꃅꎻ，ꌤꍍꆀꌠꋍꑞꋍꑵꑠꃅꏾꇬ

ꎷ。20ꆍꊇꆹꏢꄖꌷꀐ，ꄚ，ꑠꃅꐙꌠ

ꀋꉬ。21ꀋꄸꄷ，ꋍꇗꅉꆍꇫꅲꋺ，ꋍ

ꂘꅇꆍꇫꊪꀐ，ꋍꄷꄉꇗꅉꃶꐚꌠꆍ

ꇫꌷꀐꑲꆏ，22ꆍꋌꃀꃅꐨꑽꑌꇬꊿ

ꀉꆹꂶꌠꆹꃢꈜꇔꌠꌟꃅꇔꇫꎭ；ꊿ

ꀉꆹꋋꂷꆹꊨꏦꏾꅍꇱꁍꃕꄉꐤꅉꐤ

ꅉꀜꅐꁧꌠꉬ。23ꉈꑴꆍꉌꃀꉪꐨꄺ

ꀱꌊꀊꏀꏃꃅꄉ，24ꄷꀋꁧ，ꊿꀊꏀꂶ

ꌠꌌꈚꅍꃅꈚ；ꊿꀊꏀꋋꂷꆹꏃꃅꌋ

ꐛꐪꇬꈴꄉꄻꄉꌠꉬ，ꇗꅉꃶꐚꌠ、

ꑖꉬꌠꌋꆀꌃꎔꌠꑠꇫꐊ。 

17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
地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
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18他们心
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
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
硬，19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
欲，贪行种种的污秽。20你们学
了基督，却不是这样。21如果你
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
学了他的真理，22就要脱去你们
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
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23又
要将你们的心志改换一新，24并
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
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
圣洁。 

 

ꐥꐨꀊꏀꍬꏦ 新生活的守则 
25ꑠꅹ，ꆍꊇꑴꌠꈱꅇꏅꅇꑠꍞꇫ

ꎭ，ꈀꄸꑌꃷꇎꏭꅇꐚꉉ，ꑞꃅꆏ，ꉪ

ꊇꆹꇭꀧꋍꂷꇬꈁꅑꌠꉬ。26ꆏꇨꇅ

ꃃꑲꑌꑽꃤꄡꃅ，ꃃꑭꑌꅷꉘꁮꈞꆈ

ꃸꄮꑟꀋꉆ；27ꄸꈐꇬꉆꈉꍈꑋꄻꑊ

ꋌꌌꁈꄡꁵ。28ꋌꃀꊾꈐꊾꈱꋺꌠ

ꆏ，ꋌꉈꄡꈐꄡꈱꀐ；ꑘꁨꊖꑣꇬꎷ，

ꊨꏦꇇꐛꄉꌤꑌꐚꀕꌠꃅ，ꑠꃅꑲꆏ，

ꊨꏦꊌꐨꁦꎆꄉꁸꊿꀋꇎꀋꂪꀊꋨꈨ

25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各
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
互相为肢体。26生气却不要犯
罪，不可含怒到日落；27也不可
给魔鬼留地步。28从前偷窃的，
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
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
少的人。29污秽的言语，一句不
可出口，只要随事说造就人的



ꑱꃛꌙꄯꒉ  5 607 以弗所书  5 

 

ꁵꅍꐥ。29ꅇꂷꁧꀋꎴꌠꆏ，ꋍꇬꑋ

ꈌꇬꄉꅐꇁꀋꉆ，ꌤꑞꑌꅇꂷꊾꄕꄻ

ꌠꀉꄂꉉꄉ，ꊿꇫꈨꌠꁳꈲꏣꐥꎻ。

30ꏃꃅꌋꌃꎔꒌꁳꐒꊀꄡꎽ，ꆍꊇꑴ

ꅉꆹꋍꌐꂷꆍꊪꄉꈭꐨ，ꀑꇬꋊꄉꈭ

ꋏꊌꌠꃅꑍꄹꉇꇫꑟꇁꌠꇁꉚꌠꉬ。

31ꉌꃀꏷꈌꌠ、ꌁꑷꌠ、ꇨꇅꃃ

ꌠ、ꏞꏈꌠ、ꍍꋉꄸꄀꌠꈀꐥꌠꌋ

ꆀꀋꂄꆈꒉꀕꌠꈀꐥꌠꃅ，ꆍꈬꄔꄉ

ꌩꎳꇫꎭꄡꑟ；32ꄷꀋꁧ，ꉌꆓꑌꃅꐮ

ꊝ，ꉌꃀꎭꃅꉇꑭꑌ，ꏃꃅꌋꏢꄖꇬꄉ

ꑽꃤꄻꆍꊇꏆꀐꌠꌟꃅ，ꆍꊇꑽꃤꄻ

ꐯꏆ。 

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30不
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
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
子来到。31一切苦毒、恼恨、忿
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
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32并
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
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
恕了你们一样。 

 

5 ꑠꅹ，ꆍꊇꆹꉂꏣꉂꑟꊌꌠꌳꃈ

ꅮꌟꃅꏃꃅꌋꉜꄉꌷꄡꑟ。2ꏢ 
5 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

慈爱的儿女一样。2也要凭 
ꄖꉪꊇꉂ，ꉪꎁꃅꀑꇬꁮ，ꊨꏦꆹꌌꉎ

ꅞꅍꌋꆀꆦꑝꅍꅿꉘꌑꐩꀕꌠꃅꄉ，

ꌞꏃꃅꌋꁵ，ꉪꊇꑌꋌꌟꃅꉂꏣꇬꈴ

ꄉꌤꃅ。3ꎼꃅꃏꑽꌠꃆꂮ，ꉈꑴꈁ

ꍍꈁꆀꌠꅀꎆꇢꋚꇢꌠꑠꆏ，ꆍꈬꄔ

ꇬꉉꂯꉉꀋꉆ，ꑠꑲꆀꌃꎔꌺꐛꃅꐙ

ꌠꉬ。4ꎲꅇ、ꅇꂷꃄꈌꄐꌠꌋꆀꊿ

ꒈꊿꈧꃙꈌꅇꑠꉉꀋꋭ，ꈀꎭꀕꅇꉉ

ꇬꎷ。5ꑞꃅꆏ，ꆍꊇꇯꍝꃅꇫꅉꐚꌠ

ꆏ，ꎼꃅꃏꑽꌠꉬꄿꂿ，ꍍꆀꌠꉬꄿ

ꂿ，ꎆꇢꋚꇢꌠꉬꄿꂿ，ꏢꄖꌋꆀꏃ

ꃅꌋꇩꇬꆹ，ꋀꃤꋍꁧꇬꀋꐊꌠꉬ；ꎆ

ꇢꋚꇢꌠꆏ，ꌩꁱꇓꁱꏭꀍꃈꄚꌠꌋ

ꆀꐯꌟ。 

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
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
供物和祭物献与神。3至于淫
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
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
圣徒的体统。4淫词、妄语和戏
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
的话。5因为你们确实地知道，
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
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
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
拜偶像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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ꁨꑭꌳꃈꅮ 光明的子女 
6ꌞꅇꈥꉐꈣꁳꊏꇂꃴꅞꄡꎽ，ꌤ

ꋋꈨꐛꅹꃅ，ꏃꃅꌋꇨꇅꃃꌠꀋꎪꃅ

ꇁꌊꃅꌋꑽꌺꈧꌠꇭꀧꇬꌸ。7ꑠꅹ，

ꆍꊇꋀꐋꄡꄻ。8ꀋꉊꂴꏭꆍꊇꆹꆈ

ꋧꋪꌠꉬ，ꄚ，ꀋꃉꌋꈐꏭꄉꇬꆹꁤꇅ

ꀕꌠꉬꀐ，ꊾꊝꌤꃅꇬꑌꁨꑭꌳꃈꅮ

ꌡꄡꑟ。9ꁨꑭꈁꅑꌠꂶꂷꆹꉌꂵꂄ

ꎔ、ꋍꏅꑖꉬ、ꀋꎪꀋꑴꃅꑠꉬ。

10ꑞꌤꆹꌋꇫꉌꃹꌠꉬꌠꎕꑣꇬꎷ。

11ꌤꆈꋧꋪꇈꈲꏣꀋꐥꌠꆏ，ꊿꈽꄉ

ꑠꄡꃅ，ꀱꌊꊿꌤꑠꃅꌠꏭꊨꀖ；12ꑞ

ꃅꆏ，ꋀꊇꁠꆈꄉꈀꃅꌠꆹ，ꉉꎼꇁꇬ

ꂯꎲꄏꌠꉬ。13ꌤꅑꀵꅍꐥꌠꆏ，ꁨ

ꑭꇱꁨꄇꇖꀕꎼꇁ；14ꑞꃅꆏ，ꈀꐥꌠ

ꁳꄇꇖꀕꃅꇫꅐꇁꎻꌠꆹ，ꁨꑭꉬ。

ꑠꅹ，ꌋꑠꃅꉉ： 

6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
因这些事，神的忿怒必临到那
悖逆之子。7所以你们不要与他
们同伙。8从前你们是暗昧的，
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
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9光
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善良、
公义、诚实。10总要察验何为主
所喜悦的事。11那暗昧无益的
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
行这事的人；12因为他们暗中所
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
的。13凡事受了责备，就被光显
明出来；14因为一切能显明的，
就是光。所以主说： 

“ꆏꊿꀀꑌꇴꋋꂷ， 
ꀀꐚꇁꄡꑟ， 
ꌦꈬꇬꄉꀱꐥꇁ， 
ꏢꄖꁨꑭꇁꆏꁦꀐ”ꄷ。 

“你这睡着的人， 
当醒过来， 
从死里复活， 
基督就要光照你了。” 

15ꆍꊇꋓꉪꁨꄉꌤꃅꌶ，ꊿꇯꅝꌠꄡ

ꌡꃅ，ꊿꌧꅍꂿꅍꐥꌠꌡꄡꑟ。16ꃅ

ꑍꄮꈉꌌꁧꄡꈿ，ꑞꃅꆏ，ꃅꑍꆹꀊꉗ

ꃅꀋꐥꀐ（ꑝꇂꉙꇬꆏ“ꃅꋊꋋꋏꆹꄷꅠ”ꃅ

ꅑ）。17ꊿꁋꊾꎴꌠꄡꄻꃅ，ꌋꉪꐪꈍ

ꃅꐙꌠꐝꉅꌶ。18ꎧꄡꑱ，ꎦꆹꊿꋌ

ꎼꁍꇑꎴꇉꃄꈌꄐꉆ；ꀱꌊꌃꎔꒌꁳ

ꆍꌵꈴꎻ。19ꍗꅇꀴꅇ、ꍖꀴꑵ

ꉙ、ꒌꃤꑵꉙꌊꐮꏯꉉ，ꈌꋓꉌꏓꃅ

ꉙꑵꄉꌋꏭꍖꀴ。20ꌤꑞꉬꄿꂿ，ꉪ

15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
人，当像智慧人。16要爱惜光
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17不
要作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
如何。18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
荡；乃要被圣灵充满。19当用诗
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
口唱心和地赞美主。20凡事要奉
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
谢父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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ꌋꑳꌠꏢꄖꂓꄜꄉ，ꅉꀕꃅꏃꃅꌋꀉ

ꄉꏭꈀꎭꀕꇬꎷ。 
 

ꑮꃀꌋꆀꌐꃶ 妻子和丈夫 
21ꉈꑴꏢꄖꏦꃪꌠꉌꃀꑌꄉ，ꐮ

ꅇꃅꉐꃅꄡꑟ。22ꆍꊇꑮꃀꄻꌠ，ꌋ

ꅇꃅꌠꌟꃅꊨꏦꌐꃶꅇꃅ；23ꑞꃅꆏ，

ꌐꃶꆹꑭꃀꀂꏾꉬ，ꋍꑠꏢꄖꆹꑇꊿꏓ

ꉻꀂꏾꉬꌠꌋꆀꐯꌟ；ꋌꉈꑴꑇꊿꏓ

ꉻꈀꐥꌠꈭꋏꌋꉬ。24ꑇꊿꏓꉻꈍꃅ

ꏢꄖꅇꃅꆏ，ꑮꃀꑌꈍꃅꄉꑞꑌꌐꃶ

ꅇꃅꌶ。25ꆍꊇꌐꃶꄻꌠꆏ，ꏢꄖꑇ

ꊿꏓꉻꉂꌠꌟꃅ，ꆍꊨꏦꑮꃀꉂ；ꏢ

ꄖꑇꊿꏓꉻꎁꃅꀑꇬꁮ，26ꇗꅉꇇꄧ

ꈴꄉꀆꐒꌌꑇꊿꏓꉻꋌꋋꑣꁧꎴꄉꌃ

ꇁꎔꐛ，27ꌞꊨꏦꁵꉆꄉ，ꑇꊿꏓꉻꀑ

ꒉꑊꒉꑠꂷꄻ；ꍍꆀꅌꍈ、ꑊꈜꁮꌠ

ꑠꇯꆏꀋꐥꃅ，ꌃꎔꄉꆐꅑꅌꍈꑋꀋ

ꐥꌠꉬ。28ꌐꃶꑌꀋꇊꆏꊨꏦꇭꀧꉂ

ꌠꌟꃅꑮꃀꉂꄡꑟ；ꑮꃀꉂꑲꆏ，ꊨꏦ

ꉂꌠꉬꀐ。29ꑞꃅꆏ，ꊿꊨꏦꇭꀧꌁ

ꑷꂷꐥꀋꇮ，ꊾꂷꇬꈀꐥꃅꊨꏦꇭꀧ

ꀕꌋꃅ、ꀨꎹꇬꎷ；ꑠꆹꏢꄖꑇꊿꏓ

ꉻꏭꊝꌠꌋꆀꐯꌟ，30ꑞꃅꆏ，ꉪꊇꐯ

ꇯꋍꇭꀧꇬꈁꅑꌠꉬ（ꀊꆨ꒰ꀨꋍꈨꇬꆏꄚꇬ

“ꋍꃷꅍꌋꆀꋍꆊꌧꉬ”ꃅꅑꌠꐥ）。31ꋍꑠꒉ

ꄸꃅ，ꊿꀿꃀꄷꄉꐞꌊꑮꃀꌋꆀꐯꈽ

ꄉ，ꊿꑍꂷꇁꇭꀧꋍꂷꐛ。32ꑠꆹꌧ

ꊋꂾꊋꌠꂁꌤꀉꒉꐯꀉꒉꌠꉬ，ꄚ，ꉡ

ꆹꏢꄖꌋꆀꑇꊿꏓꉻꏭꄐꄉꉉꌠꉬ。

33ꑠꅹ，ꆍꊇꈀꄸꑌꊨꏦꉂꌠꌟꃅꆍꑮ

ꃀꉂꄡꑟ；ꑮꃀꑌꋍꌐꃶꁌꒉꄣꅼꄡ

21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
此顺服。22你们作妻子的，当顺
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
23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
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
体的救主。24教会怎样顺服基
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
夫。25你们作丈夫的，要爱你们
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
教会舍己，26要用水借着道把教
会洗净，成为圣洁，27可以献给
自己，作个荣耀的教会，毫无
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
洁没有瑕疵的。28丈夫也当照样
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
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29从来没
有人憎恶自己的身子，总要保
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
样，30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
（有古卷在此有“就是他的、他的肉”）。
31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
32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
基督和教会说的。33然而你们各
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
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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ꑟ。 
 

ꌺꇖꌋꆀꀿꃀ 儿女与父母 

6 ꆍꊇꌳꃈꅮꄻꌠꆏ，ꌋꈐꏭꄉꀿ

ꅇꃀꅇꃅꌶ，ꑠꆹꇗꅉꇬꇯꆐꋭ 
6 你们作儿女的，要在主里听

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 
ꋽꌠꉬ。2-3ꀿꃀꁌꒉꄣꅼ，ꅽꊨꏦꁳ

ꌒꃤꊌꄉ，ꐥꍂꎴꎻ。ꋋꆹꈌꁧꐨꇫ

ꐊꌠꏥꏦꇬꂾꏡꌠꉬ。 

2-3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
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
命。 

4ꆍꊇꀿꃀꄻꌠꆏ，ꌳꃈꅮꁳꇨꇅ

ꃃꄡꎽ，ꌋꉙꅇꂘꅇꇬꌋꆀꅇꈪꊐꌠ

ꇬꀉꄂꈴꄉꋀꀨꎹ。 

4你们作父母的，不要惹儿
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
警戒养育他们。 

 

ꁏꐚꌋꆀꌌꁈ 仆人和主人 
5ꆍꊇꁏꐚꄻꌠꆏ，ꆍꀋꇊꆏꏢꄖ

ꅇꃅꌠꌟꃅ，ꏸꏦꏾꌌꀕꃅꄉ，ꉌꂵ

ꀋꎪꀋꑴꃅꆍꇭꀧꎸꃤꌌꁈꅇꃅ

ꌶ。6ꊾꉌꃹꅍꃅꌠꌡꄉ，ꑓꂿꅺꈨ

ꅈꇬꀉꄂꄡꃅꀕ，ꏢꄖꁏꐚꌡꄉ，ꉌ

ꃀꄸꈐꇬꄉꏃꃅꌋꉪꐪꍬ，7ꉌꃀꇬꇯ

ꆐꀨꎹꏾ，ꀋꇊꆏꊿꀨꎹꌠꀋꉬꃅ，ꌋ

ꀨꎹꌠꌡꌶ。8ꑞꃅꆏ，ꆍꊇꅉꐚꌠ

ꆏ，ꊿꌤꂄꎔꌠꈀꃅꌠꆹ，ꁏꐚꄻꌠꉬ

ꄿꂿ，ꊨꏦꌄꇤꌠꉬꄿꂿ，ꀋꎪꃅꂱ

ꑱꈀꃅꌠꇬꈴꄉꌋꈁꁠꋌꊌ。9ꆍꊇ

ꌌꁈꄻꌠꑌꑠꃅꁏꐚꏭꊝ，ꋀꊇꄡꇷ

ꄡꇍ；ꑞꃅꆏ，ꆍꊇꅉꐚꌠꆏ，ꋀꊇꌋ

ꆀꆍꊇꐯꇯꌋꋍꂷꉬꉎꇬꐥ，ꋌꊿꉚ

ꇬꈐꀋꍣꉈꀋꍣ。 

5你们作仆人的，要惧怕战
兢，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
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
6不要只在眼前事奉，像是讨人
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
心里遵行神的旨意，7甘心事
奉，好像服事主，不像服事
人。8因为晓得各人所行的善
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
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
赐。9你们作主人的待仆人也是
一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
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
上，他并不偏待人。 

 

ꄷꅠꌠꌋꆀꐮꉈꈽ 与罪恶争战 
10ꉢꅇꂷꉉꀋꌐꑴꌦ，ꆍꊇꑴꌠ

ꌋꉘꇉꄉ，ꋍꄐꐨꊋꃤꀉꒉꌠꇬꊫꄉ，

10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
靠着主，倚赖他的大能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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ꊿꇷꄙꌠꄻ。11ꂽꃢꈜꏃꃅꌋꄻꊾꇖ

ꋋꋬꈥꎼꄻꈚꄉꄡꑟ，ꑠꃅꑲꆏ，ꑊꋌ

ꌌꁈꊾꏂꏡꁈꆍꇫꄙꇫꑣꄎ。12ꑞꃅ

ꆏ，ꉪꊇꆹꌦꌗꃤꈧꌠꌋꆀꐮꉈꈽꌠ

ꀋꉬꃅ，ꏲꂠꈧꌠ、ꌅꈌꐥꈧꌠ、ꋧ

ꃅꆈꋧꋪꋋꂷꏲꌠ、ꃅꃴꇬꒌꃤꑊ

ꋌꄷꅠꌠꌋꆀꐮꉈꈽꌠꉬ。13ꑠꅹ，

ꏃꃅꌋꄻꊿꈀꇖꌠꂽꃢꈜꋬꈥꌠꄻꈚ

ꄉ，ꊋꋠꏢꅝꃅꑍꑞꄮꇬꁮꄙꐙꄙꉆ，

ꄷꀋꁧꑞꑌꃅꐛꈭꐨ，ꇬꉆꄎꑴꌦ。

14ꑠꅹ，ꉆꈬꃅꉆꄉꌶ，ꇗꅉꃶꐚꌠꌊ

ꐧꃬꃅꅑ，ꋍꏅꑖꉬꌊꑣꃅꄉꉦꏪ

ꉱ，15ꉈꑴꋬꂻꌠꌒꅇꌌꈛꎼꂿꄷꌠꑬ

ꅮꃅꅑꄉ；16ꉈꑴꆏ，ꀋꎪꌠꑇꐨꉌꊋ

ꌌꄩꈜꃅꄉ，ꄷꅠꂶꌠꄷꄉꇁꌠꄔꉈ

ꈀꐥꌠꄡꇫꎭꉆ；17ꉈꑴꈭꋏꑆꊋꐯ

ꃃꀎꇓꅑꄉ，ꌃꎔꒌꂗꍵꑱꃀꄻꇇꁉ

ꊭꄉ，ꋋꆹꏃꃅꌋꇗꅉꉬ；18ꌃꎔꒌꉘ

ꇉꄉ，ꈍꄮꇬꑌꀉꑌꁁꏯꃅꈼꂟ、ꇖ

ꂟꇬꎷ，ꄷꀋꁧ，ꄚꄉꀀꐚꑓꄧꀕꃅ

ꋰꄉ，ꌃꎔꌺꎁꃅꈼꂟ，19ꉠꎁꃅꑌꈼ

ꂟ，ꉢꁳꈌꉐꊌꄉ，ꉌꂵꀉꒉꃅꈌꋊꄉ

ꌒꅇꌧꊋꂾꊋꌠꂁꌤꈧꌠꉉꐝꉅꄎ

ꎻ。20ꉡꆹꌒꅇꌧꊋꂾꊋꌠꂁꌤꋋꈨ

ꒉꄸꃅ，ꁆꄻꊩꌺꎸꉗꅑꂷꐛꀐ。ꉠ

ꎁꃅꈼꂟꄉ，ꉢꁳꈀꃅꋭꅈꇬꈴꄉꉌ

ꂵꀉꒉꃅꉉꄜꎻ。 

作刚强的人。11要穿戴神所赐的
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
计。12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
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
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
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13所
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
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
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
立得住。14所以要站稳了，用真
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
护心镜遮胸，15又用平安的福音
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
16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
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17并
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
宝剑，就是神的道；18靠着圣
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
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
求，19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
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
的奥秘，20（我为这福音的奥秘
作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
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 

 

ꄽꂫꋬꂻꄜꅇ 最后的问安 
21ꀋꃅꉂꇁꅉꌠꀋꎪꀋꎙꃅꌋꀨ

ꎹꌠꃺꑌꄫꏸꇴꆍꄷꁧ，ꋋꆹꉠꌤꈧ

ꌠꌋꆀꉠꃆꂮꈍꃅꐙꌠꉬꇮꃅꉉꆍꇰ

21今有所亲爱、忠心事奉主
的兄弟推基古，他要把我的事
情并我的景况如何，全告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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ꄉ，ꆍꁳꅉꐚꎻꌠꉬ。22ꋋꆹꉈꃅꉢ

ꇱꇤꅷꆍꄷꁧꄉ，ꆍꁳꉪꃆꂮꈍꃅꐙ

ꌠꅉꐚꎻꂿꄷꌠ，ꉈꑴꋌꁳꆍꏭꉌꌒ

ꄀꎻ。 

们，叫你们知道。22我特意打发
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
道我们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
们的心。 

23ꋬꂻ、ꉂꐪ、ꑇꐨꉌꊋꆹꏃꃅ

ꌋꀉꄉꌋꆀꌋꑳꌠꏢꄖꄷꄉꃺꑌꊈꊌ

ꅊꇈ。24ꄷꀋꁧ，ꊿꉌꂵꇬꇯꍝꃅꉪ

ꌋꑳꌠꏢꄖꉂꈧꌠꃅꑆꊋꊌꅊꇈ。 

23愿平安、仁爱、信心，从
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与弟兄
们。24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
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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ꃏꆀꀘꄯꒉ 

腓立比书 

 
ꋬꂻꄜ 问候 

1 ꏢꄖꑳꌠꁏꐚꀧꇊꌋꆀꄜꂿꄠ

ꑋ，ꄯꒉꁱꃏꆀꀘꈁꀀꌠꏢꄖꑳ 1 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
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 

ꌠꈐꏭꐥꌠꌃꎔꌺ、ꆫꃬꊿꌋꆀꏲ

ꌋꃅꊿꈧꌠꁵ。 
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
督、诸位执事。 

2ꑆꊋ、ꋬꂻꆹꏃꃅꌋꉪꀉꄉꌋ

ꆀꌋꑳꌠꏢꄖꄷꄉꆍꊌꅊꇈ。 
2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

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与你们。 
 

ꀧꇊꃏꆀꀘꊿꎁꃅꈼꂟ 保罗为腓立比人祷告 
3ꋍꃢꋑꀋꋒꉢꉪꆍꄀꄮꇬꆏ，ꉢ

ꏃꃅꌋꏭꈀꎭꀕꇬꎷ；4ꋍꃢꋑꀋꋒꉢ

ꆍꋍꏅꎁꃅꈼꂟꄮꇬꆏ，ꉢꉌꇿꑓꇿ

ꃅꈼꂟꇬꎷ。5ꑞꃅꆏ，ꂴꇬꂾꄹꉇꅑ

ꅸꀃꑍꋋꄮꑟꌠ，ꆍꊇꆹꉌꂵꋍꂷꉪ

ꐨꋍꏢꃅꌒꅇꁳꌄꆣꎻꌠꉬ。6ꉢꇬ

ꑅꐯꇬꑅꌠꆏ，ꆍꉌꃀꇬꄉꂄꌤꃅꀐ

ꂶꌠꀋꎪꃅꌤꋌꐘꋌꃅꐛꒆꌠꉬ，ꅑ

ꅸꑳꌠꏢꄖꃅꑍꄹꉇꑟ。7ꉢꆍꋍꏅ

ꎁꃅꉪꐨꑠꐥꌠ，ꑴꅉꇬꆹꄡꑟꌠꉬ；

ꑞꃅꆏ，ꆍꊇꆹꅉꀕꃅꉠꉌꂵꇬꑌꇬ

3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
我的神；4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
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地祈
求。5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
你们是同心合意地兴旺福音。
6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工
的，必成全这工，直到耶稣基
督的日子。7我为你们众人有这
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
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
锁之中，是辩明证实福音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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ꎷ，ꉢꎸꉗꅑꄮꇬꉬꄿꂿ，ꌒꅇꀥ

ꍣ、ꊩꀽꄮꉬꄿꂿ，ꆍꊇꉬꇮꃅꉡꌋ

ꆀꐯꇯꑆꊋꊌ。8ꉢꏢꄖꑳꌠꉈꁒꑗ

ꊰꐨꇬꈴꄉ，ꇯꍝꀕꃅꆍꊇꋍꏅꂿꏾ

ꈨꏾ，ꑠꆹꏃꃅꌋꉠꎁꃅꇫꅇꊪꌬꉆ

ꌠꉬ。9ꉢꈀꈼꂟꌠꆏ，ꆍꊇꉂꏣꆹꌧ

ꇐꌋꆀꂿꇐꈨꇐꋍꑞꋍꑵꇬꄉꀉꑌꃅ

ꁦꎆꄉ，10ꆍꁳꉬꀋꉬꌠꊨꄅꄎꎻ，ꊿ

ꀋꎪꀋꑴꇈꑽꅍꀋꐥꌠꄻꄉ，ꅑꅸꏢ

ꄖꃅꑍꄹꉇꑟ；11ꄷꀋꁧ，ꑳꌠꏢꄖꉘ

ꇉꄉꑖꉬꂶꂷꀱꇗꀕꃅꅑ，ꑠꃅꄉ，

ꀑꒉꑊꒉꌋꆀꀮꄑꅇꐯꇯꏮꏃꃅꌋꄀ

ꎻ。 

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8我
用基督耶稣的心切切地想念你
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作见
证的。9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
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
上，多而又多，10使你们能分别
是非，作诚实无过的人，直到
基督的日子；11并靠着耶稣基督
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
赞归与神。 

 

ꉡꃅꄉꇬꆹ，ꀑꇬꆹꏢꄖꉬ 对我而言生命是基督 
12ꃺꑌꊈꀋ！ꉡꆹꆍꁳꌤꉢꈀꊝꈧ

ꌠꆹꀊꅰꃅꌒꅇꋌꎼꌄꆣꌠꉬꌠꅉꐚ

ꎻꏾ；13ꑠꃅꄉ，ꉢꎸꉗꅑꌠꆹ，ꇜꃛꑷ

ꂿꐏꂽꌋꆀꊿꀉꁁꈬꇬꄉ，ꏢꄖꒉꄸ

ꃅꌠꄇꇖꀕꃅꉉꋊꎼꇁꀐ。14ꑠꀉꄂ

ꇯꀋꉬꃅ，ꌋꈐꏭꃺꑌꀊꋨꈨꀉꑌꈫ

ꁁꌠꉢꎸꉗꅑꐛꅹꃅ，ꑇꐨꉌꊋꀊꅰ

ꃅꀉꒉꃅꑌ，ꉌꂵꐤꅉꀉꒉꅉꃅꏃꃅ

ꌋꇗꅉꁊ，ꑞꑌꋀꊇꇬꀋꏦ。 

12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
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
兴旺；13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
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
明是为基督的缘故。14并且那在
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
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
神的道，无所惧怕。 

15ꊿꋍꈨꋋꈨꆹꉌꈻꃴꆅ、ꐮꋦ

ꐮꑣꐛꅹꃅꏢꄖꃆꂮꁊꌠ，ꄚ，ꊿꉪ

ꐨꃪꌠꑌꄉꌒꅇꁊꌠꑌꐥ；16ꊿꋋꈨꑠ

ꃅꀕꌠꆹꉂꏣꑋꒉꄸ，ꉡꆹꌒꅇꀥꍣ

ꂿꄷꄉꌊꄻꄈꂷꉬꌠꋀꅉꐚ；17ꊿꀊ

ꋨꈨꏢꄖꃆꂮꁊꌠꆹꊨꏦꎁꃅꂿꄷ

ꌠ，ꋀꀋꎪꀋꑴꃅꀋꐛ，ꋀꊇꆹꉢꁳꎸ

ꉗꅑꄉꀊꅰꃅꎬꅧꎻꂿꄷꌠ。18ꄚ，

15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
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16这
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
辩明福音设立的；17那一等传基
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
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18这有
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
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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ꋍꑠꑞꂷꑽꐥ？ꉪꐨꀋꉾꃅꁊꌠꉬꄿ

ꂿ，ꉌꃀꇯꍝꃅꁊꌠꉬꄿꂿ，ꈍꃅꄿ

ꂿ，ꏢꄖꆹꋀꌌꄜꁊꈴꀐ。ꉢꋋꐛꅹ

ꃅꉌꇿꐯꉌꇿ，ꄷꀋꁧ，ꉢꉌꇿꑴ

ꌦ。19ꑞꃅꆏ，ꌤꋌꐘꆹꆍꊇꈼꂟꅇ

ꌋꆀꑳꌠꏢꄖꒌꇇꀤꌠꇇꄧꈴꄉ，ꊁ

ꄽꂫꆏꀋꎪꃅꉢꁳꈭꅐꎻꌠꉢꅉꐚ。

20ꉢꇯꍝꀕꃅꈀꇁꉚꌠꌋꆀꈀꉘꇉꌠ

ꇬꈴꄉꉜꇬ，ꌤꉢꁳꎲꄏꑊꏦꎻꌠꋍ

ꑵꇯꆏꀋꐥ；ꌤꑞꀂꏽꑌꉌꂵꀉꒉ，ꌦ

ꄿꂿ，ꐥꄿꂿ，ꏢꄖꁳꉠꇭꀧꇬꄉꀉ

ꒉꃅꇫꅐꇁꇬꎷꎻ。21ꑞꃅꆏ，ꉢꇫꐥ

ꇬꆹꏢꄖꉬ，ꌦꇬꑌꈲꏣꐥꌠꉬ。

22ꄚ，ꉢꇭꀧꇬꐥꇬ，ꀋꄸꄷ，ꉠꃅꅍ

ꈧꌠꃅꐛꐨꐥꑲꆏ，ꉡꆹꑞꌊꄻꋭꌠ

ꉢꇬꀋꌧ。23ꉢꊋꋠꅍꑍꑵꇢꊭꑐ

ꎍ，ꉡꆹꋧꃅꋋꂷꇬꐞꄉꏢꄖꌋꆀꐯ

ꈽꐥꁧꏾ，ꑞꃅꆏ，ꑠꆹꀊꅰꃅꃪꌠ

ꉬ。24ꄚ，ꉢꇭꀧꇬꐥꇬ，ꆍꃅꄉꇬ

ꆹ，ꀊꅰꃅꀋꉬꀋꉆꌠꉬ。25ꉢꑠꃅꇬ

ꑅꐯꇬꑅꑲꆏ，ꉢꄡꇗꋧꃅꐥꄉ，ꄷ

ꀋꁧꆍꌋꆀꐯꈽꐥꄉ，ꆍꁳꆍꇫꈁꑇ

ꌠꇗꅉꇬꄉꀻꑌꀻꎆ、ꉋꑌꉌꇿꎻꌠ

ꉢꅉꐚ；26ꑠꃅꄉ，ꉢꉈꑴꆍꈽꐥꐛꅹ

ꃅ，ꆍꏢꄖꑳꌠꇬꄉꈁꊌꌠꈌꒉꅍꁳ

ꀊꅰꃅꀉꑌꅉꑟꎻ。 

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
还要欢喜；19因为我知道，这事
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
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20照
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
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
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
在我身上照常显大。21因我活着
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
22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工
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
什么。23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
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
得无比的；24然而，我在肉身活
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25我既
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
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
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
喜乐；26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
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
就越发加增。 

27ꆍꌤꃅꊾꊝꇬꏢꄖꌒꅇꌋꆀꐯ

ꋭꑲꆏ，ꉢꆍꊇꂿꇁꇬꉬꄿꂿ，ꅀꉢꆍ

ꄷꀋꐥꃅꆍꃆꂮꈍꃅꐙꌠꉢꈨꌠꉬꄿ

ꂿ，ꆍꊇꉪꐨꋍꑵꑌ，ꉆꈬꉆꈈ，ꇫꈁ

ꑇꌠꌒꅇꎁꃅꈏꇤꊋꇤꌠꉢꅉꐚ。

27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
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
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
见你们的景况，知道你们同有
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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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ꑞꌤꉬꄿꂿ，ꁮꐚꆍꇷꇋꌠꄡꏦ；ꑠ

ꆹꋀꆏꈔꑍꁧ，ꆍꆹꈭꋏꊌꌠꐯꇯꏃꃅ

ꌋꄷꄉꅐꇁꌠꉬꌠꊩꀽꀐ。29ꑞꃅ

ꆏ，ꆍꊇꑆꊋꊌꇬ，ꏢꄖꑇꌠꀉꄂꀋꉬ

ꃅ，ꄷꀋꁧ，ꋍꎁꃅꎬꅧꌠꑌꉬ。30ꆍ

ꊇꉈꈽꅍꆹꉠꉈꈽꅍꌋꆀꐯꌟ，ꉠꉈ

ꈽꅍꆹꀋꉊꆍꂿꋺ，ꀋꃅꑌꉢꑠꐥꌠꆍ

ꈨꑴꌦ。 

的福音齐心努力。28凡事不怕敌
人的惊吓；这是证明他们沉
沦；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
29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
基督，并要为他受苦。30你们的
争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
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 

 

ꏢꄖꑇꊿꆺꀋꒉꐨꌋꆀꏢꄖꆺꀋꒉꐨ 以基督的心为心 

2 ꑠꅹ，ꀋꄸꄷꏢꄖꈐꏭꇬ，ꈐꊟ

ꊋꊡꅍꑞꐥ，ꉂꐪꉌꌒꄀꅍꑞ 2 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
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 

ꐥ，ꌃꎔꒌꑌꑲꅍꑞꐥ，ꉌꃀꇬꉌꆓ

ꌠꌋꆀꉈꁒꑗꊰꅍꑞꑌꆏ，2ꆍꊇꑌꉪ

ꐨꐯꌟ，ꉂꏣꐯꌟꌶ，ꉌꃀꉪꐨꋍꑵꌠ

ꑌ，ꉜꐨꋍꑵꌠꑌꄉ，ꉢꁳꉌꇿꅍꈍ

ꑋꃅꐥꎻ。3ꌤꑞꉬꄿꂿ，ꊨꏦꎁꀉ

ꄂꉪꀋꉆ，ꀑꒉꑊꒉꀈꈥꀕꌠꉪꀋꉆ；

ꉌꂵꇬꇯꆏꆺꀋꒉ，ꈀꄸꑌꌞꊿꆹꊨ

ꏦꏭꀋꋌꃅꉾꉂꃅꉪ。4ꈀꄸꑌꂱꑱ

ꊨꏦꌤꀉꄂꉈꄡꇬꃅ，ꌞꊿꌤꑌꉈꇬ

ꌶ。5ꆍꊇꆹꏢꄖꑳꌠꉌꃀꌌꆍꉌꃀꃅ

ꄉꄡꑟ。 

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
怜悯，2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
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
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
足。3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
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
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4各人不
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
的事。5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
为心。 

6ꋌꊇꅉꇬꏃꃅꌋꐛꐪꉬꑴꇬ， 
ꋋꆹꊨꏦꌋꆀꏃꃅꌋꐯꒈꌠꑠꋌ

ꌌꇤꇫꎭꀋꉆꅍꃅꀋꄉ； 

6他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
的； 

7ꀱꌊꋍꊨꏦꁳꈥꇤꀕꎻꄉ，ꁏ

ꐚꐛꐪꋌꒃꅑ， 
ꒆꇁꊿꇴꉻꃅꐙ； 
ꋌꊾꇴꉻꃅꐙꑲꆏ， 

7反倒虚己， 
取了奴仆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既有人的样子， 

8ꊨꏦꋌꌌꌠꐭꌠꃅꄉ， 8就自己卑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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ꄸꈐꇬꄉꅇꃅꉐꃅꅲꄉꌥꄮꑟ，

ꄷꀋꁧ，ꌩꏍꇬꄉꌦ。 
存心顺服，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9ꑠꅹ，ꋌꏃꃅꌋꇱꐕꌊ 
ꋍꄩꀋꐥꌠꃅꄉ， 
ꉈꑴꂓꋍꉎꀋꐥꌠꄻꋋꇖ； 

9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 
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
名， 

10ꑠꃅꄉ，ꉬꉎꇬ、ꉬꐮꇬꌋꆀꅉ

ꃴꇬꈀꐥꌠꃅ， 
ꑳꌠꂓꐛꅹꃅꁡꊭꃄꇴꀋꄂꌠ

ꀋꐥ， 

10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
地底下的， 
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 

11ꑳꌠꏢꄖꆹꌋꉬꄷꀋꉉꌠꀋꐥ

ꄉ， 
ꀑꒉꑊꒉꏮꏃꃅꌋꀉꄉꄀ。 

11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 
 
使荣耀归与父神。 

 

ꋧꃅꋋꂷꇬꄉꁨꑭꁤꇅꀕꌠꌡ 在这世上像明光照耀 
12ꑠꃅꉜꎼꇁꇬ，ꉠꉂꇁꅉꌠꃺꑌ

ꊈꀋ！ꆍꊇꆹꅉꀕꃅꅇꃅꉐꃅ，ꉢꆍꄷ

ꐤꄮꇬꀉꄂꀋꉬꃅ，ꉢꀋꃅꆍꄷꀋꐥ

ꄮꇬꑌ，ꆍꀊꅰꃅꅇꃅꉐꃅ；ꑠꅹ，ꆍ

ꊇꃨꆰꏾꌌꀕꃅꆍꈭꋏꊌꌠꌤꈧꌠꃅ

ꐛꄡꑟ（ꅀ“ꆍꈭꋏꊌꌠꇇꄧꈴꄉꌤꃅꄡꑟ”ꄷꑌ

ꍑ）；13ꑞꃅꆏ，ꆍꊇꉪꄉꏤꄉꌤꃅꌠꆹ

ꉬꇮꏃꃅꌋꆍꈐꏭꄉꃅꌠ，ꑠꆹꋍꎔꇂ

ꃨꌠꉪꐨꈧꌠꃅꐛꂿꄷꌠ。14ꆍꊇꈀ

ꃅꌠꆏ，ꉬꇮꅫꏒꅇꄡꉉ，ꐯꄡꀥ，

15ꑠꃅꄉ，ꆍꁳꊨꀖꉆꅍꍈꀋꐥ，ꀋꎪ

ꀋꑴꃅꄉ，ꃅꋊꇂꈪꇂꍰꇈꑽꈜꇬꍬ

ꋋꋏꇬꄉꏃꃅꌋꆐꀋꅑꌠꌳꃈꅮꄻ

ꎻ。ꆍꃅꋊꋋꋏꇬꐥꇬ，ꁨꑭꁤꇅꀕ

ꌠꇬꌶꌠꌡ，16ꀑꇬꇗꅉꑠꄜꋊꎼꇁ

ꄉ，ꉢꁳꏢꄖꃅꑍꄹꉇꑟꇁꇬꆏ，ꊨꏦ

ꆹꀈꈥꀕꃅꀋꀥ，ꀈꈥꀕꃅꑘꀋꃅꌠꈌ

ꒉꉆꎻ。17ꆍꑇꐨꉌꊋꉢꌌꆦꑝꅍꃅ

12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
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
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
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
当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
工夫；13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
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
就他的美意。14凡所行的，都不
要发怨言、起争论，15使你们无
可指责，诚实无伪，在这弯曲
悖谬的世代，作神无瑕疵的儿
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
明光照耀，16将生命的道表明出
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
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17我以
你们的信心为供献的祭物，我
若被浇奠在其上，也是喜乐，
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18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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ꄉꄻꉎꅞꄮꇬ，ꀋꄸꄷ，ꉠꑴꅉꆹꌌꎧ

ꃅꄉꉷꆦꑝꅍꈧꌠꇬꎭꑲꑌ，ꉡꆹꉌ

ꇿꌠꉬ，ꄷꀋꁧ，ꉢꆍꋍꏅꌋꆀꐯꈽ

ꉌꇿꌠꉬ；18ꆍꊇꑌꐯꌟꃅꉌꇿ，ꄷꀋ

ꁧꆍꉢꈽꄉꉌꇿ。 

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
同喜乐。 

 

ꄜꂿꄠꌋꆀꑱꀠꃛꄝ 提摩太和以巴弗提 
19ꉢꌋꉘꇉꄉꐳꃅꄜꂿꄠꉢꇤꅷ

ꆍꂿꆹꑲꆀ，ꉢꁳꆍꌤꈧꌠꅉꐚꄉ，ꄸ

ꈐꉌꌒꄀꅍꊌꎻ。20ꑞꃅꆏ，ꉡꆹꊿ

ꀉꁁꉡꌋꆀꉌꃀꋍꂷꑌꌠꀋꐥꄉ，ꇯ

ꍝꃅꆍꌤꈧꌠꉈꇬ。21ꌞꊿꀉꁁꈧꌠ

ꆹꑳꌠꏢꄖꌤꑠꎹꀋꈹꃅ，ꊨꏦꈲꏣ

ꀉꄂꎹꈹ。22ꄚ，ꆍꊇꆹꄜꂿꄠꊿꈍ

ꃅꐙꂷꉬꌠꆍꅉꐚ，ꋋꆹꌹꂷꀋꁧꐊ

ꌠꌟꃅ，ꉡꐊꄉꌒꅇꎁꃅꌤꃅ。23ꑠ

ꅹ，ꉠꌤꈍꃅꐙꌠꉢꉜꅐꇁꄷꌦꆏ，ꋋ

ꇅꃅꋋꇤꅷꆹꌠꉘꇉ；24ꄚ，ꉡꆹꌋꉘ

ꇉꄉ，ꉡꑌꀋꎪꃅꉆꐥꃅꆍꄷꆹꌠꉢ

ꇬꑅ。 

19我靠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
摩太去见你们，叫我知道你们
的事，心里就得着安慰。20因为
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挂
念你们的事。21别人都求自己的
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22但
你们很清楚提摩太的为人，他
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并为
着福音的工作与我一起劳苦。
23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样
了结，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
24但我靠着主自信我也必快去。 

25ꑠꃅꑴꇬ，ꉢꉜꇬꉢꀋꎪꃅꑱꀠ

ꃛꄝꇤꅷꆍꄷꆹꑲꆀꍑ。ꋋꆹꉠꃺ

ꑌ，ꉡꌋꆀꐯꇯꌤꃅ，ꐯꇯꂽꄻ，ꋋꆹ

ꆍꇫꈁꁆꈀꄻꂶꌠ，ꉠꈁꈉꌠꄻꉡꇇ

ꀤꂶꌠꑌꉬ。26ꋌꆍꋍꏅꂿꏾꈨꏾ，

ꄷꀋꁧ，ꉌꂵꐒꌦꄉꏽ，ꑞꃅꆏ，ꋌꆅ

ꌠꆹꆍꈨꀐ。27ꋌꇯꍝꃅꆅꄉꌦꀋꇊ

ꀐ；ꄚ，ꏃꃅꌋꋋꎭꃅꉈ，ꋍꏭꀉꄂꎭ

ꃅꀋꉈꃅ，ꉡꎭꃅꑌꉈꄉ，ꉢꁳꀊꅰꃅ

ꉌꐒꀋꎽ。28ꑠꅹ，ꉢꇨꆰꇨꊸꃅꋋ

ꇤꅷꆍꄷꆹ，ꆍꁳꉈꑴꋋꂿꄉꉌꇿꑓ

ꇿꉆꎻ，ꉡꑌꐒꊀꅍꀁꑌꃅꐥꉆ。

25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
弗提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
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
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
给我需用的。26他很想念你们众
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
听见他病了。27他实在是病了，
几乎要死；然而神怜恤他，不
但怜恤他，也怜恤我，免得我
忧上加忧。28所以我越发急速打
发他去，叫你们再见他，就可
以喜乐，我也可以少些忧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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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ꑠꅹ，ꆍꊇꑴꌠꌋꈐꏭꄉꉌꇿꑓꇿꃅ

ꇫꋩꇫꏦ，ꄷꀋꁧ，ꊿꑠꃅꐙꑠꁌꒉ

ꌶ；30ꑞꃅꆏ，ꋌꏢꄖꎁꃅꀕꌠꌤꑘꇬ

ꄉꌦꀋꇊ，ꋌꀑꇬꀋꑴꃅ，ꆍꉠꇇꀤ

ꇈꉠꀋꇎꀋꂪꈧꌠ，ꋌꄻꉠꇇꀤ。 

29故此，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
地接待他，而且要尊重这样的
人；30因他为做基督的工夫，几
乎至死，不顾性命，要补足你
们供给我的不及之处。 

 

ꑖꉬꃶꐚꌠ 真正的义 

3 ꃺꑌꊈꀋ！ꉢꅇꂷꀉꁁꉉꅍꐥꑴ

ꌦ，ꆍꊇꑴꌠꌋꉘꇉꄉꉌꇿ。 3 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
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 

ꅇꂷꋋꈨꉢꉈꑴꁱꆍꁳꌦ，ꉢꃅꄉꇬ

ꆹ，ꋍꑠꊋꀋꋠ，ꆍꃅꄉꇬꆹ，ꋍꑠꈲꏣ

ꐥꌠꉬ。2ꊿꈌꌡꈧꌠ、ꄸꃅꅠꑽꈧ

ꌠ、ꌐꍓꄷꆏꏽꇴꀕꈧꌠ，ꆍꇫꋓꉪ

ꁨꄉꄡꑟ；3ꑞꃅꆏ，ꇯꍝꃅꌐꍓꏦꃤ

ꃅꌠꆹ，ꉪꊇꏃꃅꌋꒌꉘꇉꄉꀍꃈꄚ，

ꏢꄖꑳꌠꇬꄉꈌꒉꇈꇭꀧꎸꃤꉘꀋꇉ

ꈧꌠꉬ。4ꇯꍝꃅꇬ，ꉡꑌꇭꀧꎸꃤꉘ

ꇉꉆ；ꀋꄸꄷꌞꊿꉪꇬ，ꋌꇭꀧꎸꃤ

ꉘꇉꉆꄷꑲꆏ，ꉡꆹꀊꅰꃅꉘꇉꉆ

ꀐ。5ꉢꒆꊂꉆꑍꐛꄹꉇꆏꌐꍓꏦꃤ

ꃅꀐ，ꉡꆹꑱꌝꆀꊿꋅꀝꑷꂱꁯꌠꑭ

ꊂꉬ，ꉡꆹꑝꀨꆾꊿꒆꎼꇁꌠꑝꀨꆾꊿ

ꉬ。ꄹꏦꇬꈴꄉꉜꇬ，ꉡꆹꃔꆀꌏꊿ

ꉬ；6ꈮꈜꐨꃅꄉꇬ，ꉡꆹꑇꊿꏓꉻꆼ

ꍅꆹꆋꌠꉬ；ꄹꏦꑖꉬꃅꄉꇬꆹ，ꉡꆹ

ꊨꀖꉆꅍꍈꀋꐥꌠꉬ。7ꄚ，ꂴꏭꉢꉜ

ꇬꉠꈲꏣꐥꈧꌠ，ꀋꃉꆏ，ꏢꄖꐛꅹꃅ

ꉢꉜꌊꈲꏣꀋꐥꌠꃅꄉ。8ꑠꀉꄂꀋ

ꉬꃅ，ꉡꆹꌤꑞꑌꉢꉜꌊꈲꏣꀋꐥꌠ

ꃅꄉꌐ，ꑞꃅꆏ，ꉠꌋꏢꄖꑳꌠꉢꌧꌠ

ꑠꆹꉢꌌꁌꇐꈤꋍꉎꀋꐥꌠꃅꄉ。ꋋ

ꒉꄸꃅꌤꑞꑌꉢꉜꌊꀉꀜꀊꇁꃅꄉꉢ

给你们，于我并不为难，于你
们却是妥当。2应当防备犬类，
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割
的；3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
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
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4其
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
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
着了。5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
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
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
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6就
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
律法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
的。7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
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
的。8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
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
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
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
基督；9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
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
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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ꍞꇫꎭꀐ，ꑠꆹꊨꏦꁳꏢꄖꊌꎻꂿꄷ

ꌠ；9ꄷꀋꁧ，ꋍꈐꏭꄉ，ꊨꏦꆹꄹꏦꐛ

ꅹꃅꑖꉬꊌꌠꀋꉬꃅ，ꏢꄖꑇꐛꅹꑖ

ꉬꊌꌠꉬ，ꑖꉬꑠꆹꏃꃅꌋꑇꐛꅹꇫꅐ

ꇁꌠ，10ꑠꃅꄉ，ꉢꁳꏢꄖꌧ，ꋍꀱꐥꇁ

ꌠꊋꃤꀉꒉꌠꅉꐚꎻ，ꄷꀋꁧ，ꉢꁳꋋ

ꌋꆀꐯꈽꎬꅧꌠꅉꐚ，ꌦꌠꀂꏽꄉꋋ

ꌋꆀꐯꌟꎻ；11ꑠꃅꇬꆹ，ꈍꃅꄿꂿ，

ꉡꑌꌦꈬꇬꄉꀱꐥꇁꄎꌠꉬ。 

而来的义，10使我认识基督，晓
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
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11或
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 

 

ꁻꌐꇬꉜꄉꀥ 向着标杆直跑 
12ꑠꃅꉉꌠꆹ，ꉢꊌꀐꅀꐛꒆꀐꄷ

ꌠꀋꉬꃅ，ꉢꊋꇤꄉꎹꈹꇬꆹ，ꈍꃅꄿ

ꂿ，ꏢꄖꑳꌠꉢꊌꉆꄷꌠ，ꑞꃅꆏ，ꉢ

ꋌꊌꀐ。13ꃺꑌꊈꀋ！ꉡꆹꊨꏦꊌꀐ

ꉂꃅꀋꉪ，ꉠꌤꋍꐘꀉꄂꐥ：ꊂꆈꏭꈧ

ꌠꄡꎺꃅ，ꂴꆽꏭꈧꌠꉜꄉꊋꇤ，14ꁻ

ꌐꇬꉜꄉꊒꆽꀕꃅꀥꄉ，ꊨꏦꁳꏢꄖ

ꑳꌠꈐꏭꄉꈁꁠꊌꎻ，ꈁꁠꑠꆹꏃꃅ

ꌋꉬꉎꇬꄉꊾꇳꍝꇈꄻꊿꁳꌠ。15ꑠ

ꅹ，ꉪꊇꈬꄔꇬꊿꐛꒆꌠꈀꐥꌠꃅꉌ

ꃀꐯꌟꌠꑌꇬꎷ；ꀋꄸꄷ，ꌤꑞꇬꄉꉌ

ꃀꀉꁁꑵꑋꆏ，ꏃꃅꌋꑌꀋꎪꃅꑞꇬ

ꄉꆍꏭꄐꌐꌠꉬ。16ꄚ，ꉪꊇꑞꊌꀐ

ꌠ，ꉪꌭꈬꃅꑞꌭꄉꄡꑟ。 

12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
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
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
所以得着我的。13弟兄们，我不
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
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
力面前的，14向着标杆直跑，要
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
来得的奖赏。15所以我们中间，
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
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
也必以此指示你们。16然而，我
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
么地步行。 

17ꃺꑌꊈꀋ！ꆍꊇꑴꌠꐯꇯꉡꌷ，

ꋓꉪꁨꄉꊿꉪꊇꋀꌌꌶꀠꃅꉜꄉꃅꈧ

ꌠꑌꉜꄡꑟ；18ꑞꃅꆏ，ꊿꈍꑋꌤꃅꇬ

ꆹ，ꏢꄖꌩꏍꁮꐚꉬ。ꉢꈍꑋꃢꃅꉉ

ꆍꇰꋺ，ꀋꃅꑓꁴꑰꀕꇤꄉꉉꆍꇯ

ꌦ：19ꋀꊇꌐꂫꆹꈔꑍꌠꉬ，ꋀꊇꏃꃅ

ꌋꆹꋀꊨꏦꀃꃀ，ꋀꆹꊨꏦꎲꄏꑊꏦ

17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
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
样行的人；18因为有许多人行
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
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地
告诉你们：19他们的结局就是沉
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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ꅍꋀꌌꀑꒉꑊꒉꅍꃅꄉ，ꉈꃅꃄꅉꇬ

ꌤꀉꄂꉪꇬꎷ。20ꄚ，ꉪꊇꆹꉬꉎꇩ

ꃰꊿꉬ，ꄷꀋꁧ，ꈭꋏꌋꑳꌠꏢꄖꂶ

ꌠꉬꉎꇬꄉꀁꋌꐛꇁꌠꇁꉚ。21ꋋꆹ

ꐥꇐꈀꐥꌠꁳꋍꇂꃴꐥꎻꌠꊋꃤꀉꒉ

ꌠꇬꈴꄉ，ꉪꇭꀧꋍꇗꁘꆹꋋꂷꐛꄟ

ꋌꇱꄺꀱꌊꋍꇭꀧꀑꒉꑊꒉꂶꌠꌋꆀ

ꐯꌟ。 

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
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20我们
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
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
降临。21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
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
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
耀的身体相似。 

 

4 ꉠꉂꇁꅉꌠ、ꉢꇫꂿꏾꈨꏾꌠ

ꃺꑌꊈꀋ！ꆍꊇꆹꉠꉌꇿꅍ、ꉠ 4 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
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 

ꄂꌆꀍꄟꉬ，ꉠꉂꇁꅉꌠꃺꑌꊈꀋ！

ꆍꊇꆹꌋꉘꇉꄉꉆꈬꉆꈈꃅꄉꄡꑟ。 
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
应当靠主站立得稳。 

 

ꅇꈪꊐ 劝勉 
2ꉢꒀꀊꄂꌋꆀꑪꄖꏸꑋꏯꌋꈐ

ꏭꄉꉌꂵꋍꂷꃅꐙꄷꉉꀐ。3ꉡꑌꆏ

ꊿꇯꍝꃅꀉꁁꌋꆀꇁꄉꋍꇷꀵꋋꂷꏭ

ꌋꅪꋋꑍꂷꇇꀤꄷꇖꂟ，ꑞꃅꆏ，ꋀ

ꊇꆹꌒꅇꀂꏽꄉꉡꌋꆀꐯꇯꑘꎭꃣꅧ

ꋺ；ꉈꑴꇱꆺꂳ，ꄷꀋꁧ，ꀉꁁꉡꌋꆀ

ꌤꃅꈧꌠ，ꋀꂓꉬꇮꀑꇬꄯꒉꋐꌠꇬ

ꅑꌐ。4ꆍꊇꑴꌠꌋꉘꇉꄉꅉꀕꃅꉌ

ꇿꇬꎷ。ꉢꉈꑴꉉꌦ，ꆍꑴꌠꉌꇿ

ꌶ。5ꋍꏅꁳꆍꉌꃀꑖꈈꀕꌠꅉꐚ

ꎻ。ꌋꇁꂯꄉꀐ。6ꆍꊇꐒꊀꅍꑞꑌ

ꀋꐥꄡꑟ，ꑞꑌꈼꂟ、ꇖꂟꌠꌋꆀꈀ

ꎭꀕꅇꇇꄧꈴꄉ，ꆍꈀꇖꌠꉉꏃꃅꌋ

ꇰ。7ꏃꃅꌋꆹꋬꂻꊿꉪꇬꀋꑟꌠꋌ

ꄻꊾꇖ，ꀋꎪꃅꏢꄖꑳꌠꇬꄉꆍꉌꂵ

ꌋꆀꉪꇐꀧꌋꃅꌠꉬ。8ꃺꑌꊈꀋ！

ꉢꅇꂷꀉꁁꉉꅍꐥꑴꌦ：ꌤꇯꍝꌠ、

2我劝友阿爹和循都基，要
在主里同心。3我也求你这真实
同负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
人，因为她们在福音上曾与我
一同劳苦；还有革利免，并其
余和我一同做工的，他们的名
字都在生命册上。4你们要靠主
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
乐。5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
心。主已经近了。6应当一无挂
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
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
神。7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
怀意念。8弟兄们，我还有未尽
的话：凡事真实的、可敬的、
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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ꇫꁌꒉꉆꌠ、ꑖꉬꌠ、ꁦꎴꌠ、ꊿ

ꋋꉂꌠ、ꂓꌗꂄꎔꌠꑠ；ꀋꄸꄷꑌꇐ

ꑲꇐꐊ、ꍖꀴꋭꅍꑠꐥꑲꆏ，ꌤꋍꑠ

ꆹꆍꉬꇮꇬꉨꇬꏡꄡꑟ。9ꆍꊇꉠꇭ

ꀧꇬꄉꈀꌷꌠ、ꈀꊪꌠ、ꈀꈨꌠ、

ꈀꂿꌠꌤꋋꈨꉬꇮꆍꇫꃅꑲꆏ，ꋬꂻ

ꄻꊾꇖꌠꏃꃅꌋꆹꀋꎪꃅꆍꌋꆀꐯꈽ

ꐥꌠꉬ。 

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
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
念。9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
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
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
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 

 

ꈁꁠꐛꅹꃅꃏꆀꀘꊿꏭꈀꎭꀕ 谢腓立比人的馈送 
10ꉢꌋꉘꇉꄉꉌꇿꐯꉌꇿ，ꑞꃅ

ꆏ，ꀃꑍꋋꄮ，ꆍꉌꃀꈐꇬꉈꑴꉡꉈꇬ

ꌦꀐ；ꆍꊇꆹꂴꏭꉡꉈꇬ，ꄚ，ꊜꋽꄮ

ꀋꐥ。11ꉢꑠꃅꉉꌠꆹ，ꉢꀋꇎꅍꐥꄷ

ꌠꀋꉬ，ꐥꐨꈍꃅꐙꄿꂿ，ꉡꆹꇎꑭꑌ

ꉆꇬꎷ，ꑠꆹꉢꌷꐙꀐꌠꉬ。12ꉡꆹꌢ

ꎭꄮꇬꈍꃅꐥꋭ，ꌣꈚꄮꇬꈍꃅꐥꋭ

ꌠꉢꅉꐚ，ꂊꄿꂿ，ꂮꄿꂿ；ꁦꎆꄿ

ꂿ，ꀋꇎꄿꂿ；ꑞꌤꉬꄿꂿ，ꉡꆹꏡꁈ

ꉾꃪꂁꄉꌠꉢꌷꅜꀐ。13ꊋꃤꄻꉢꁳ

ꂶꌠꉘꇉꄉ，ꉡꆹꌤꑞꑌꉢꃅꄎ。

14ꄚ，ꑠꃅꑴꇬ，ꆍꊇꉢꈽꄉꎭꊝꅧꊝ

ꌠꑴꅉꃅꇬꆹꌤꂄꇁꎔꌠꉬ。15ꃏꆀ

ꀘꊿꀋ！ꆍꊇꑌꅉꐚꌠꆏ，ꉢꇬꂾꌒ

ꅇꁊꄉ，ꂷꐕꄓꐞꁦꄮꇬ，ꉉꅷꁵꌠ

ꌋꆀꊪꌠꃆꂮꑟꇬ，ꆍꀉꄂꑲꆏ，ꑇ

ꊿꏓꉻꀉꁁꊵꑵꄻꉡꇲꄻꌠꀋꐥ。

16ꉢꄟꌒꇊꆀꏦꐤꄮꇬꂯ，ꆍꋍꃢꀋ

ꄿꑍꃢꃅꊿꆍꇤꅷꉠꈉꄻꐨꆍꎭꌊꉢ

ꁳꇁ。17ꉡꆹꆍꏭꊵꑵꄖꉢꁳꄷꀋ

ꇖ，ꉢꈀꇖꌠꆹꆍꂶꂷꐤꅉꀉꑌꅉꑟ

ꄉ，ꄻꆍꃤꃅꄉꁱꄯꒉꇬꄀꄉꌠꑠ

10我靠主大大地喜乐，因为
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
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
没得机会。11我并不是因缺乏说
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景况都可
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
12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
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
或有余、或缺乏，随事随在，
我都得了秘诀。13我靠着那加给
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14然而
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
事。15腓立比人哪，你们也知道
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
候，论到授受的事，除了你们
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
我。16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
们也一次两次地打发人供给我
的需用。17我并不求什么馈送，
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
多，归在你们的帐上。18但我样
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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ꉬ。18ꄚ，ꉡꆹꑞꀕꑌꐥ，ꄷꀋꁧꁦꎆ

ꃅꐥ；ꉢꇎꐯꇎꀐ，ꑞꃅꆏ，ꑱꀠꃛꄝ

ꄷꄉꆍꄻꉡꇖꌠꉢꊪꊊꀐ，ꋍꑠꌌꌑ

ꐩꀕꌠꅿꉗꌋꆀꏃꃅꌋꇫꊪ、ꇫꉌ

ꃹꌠꆦꑝꅍꃅꄉ。19ꉠꏃꃅꌋꀋꎪꃅ

ꋍꀑꒉꑊꒉꌐꀋꉆꌠꇬꈴꇈ，ꏢꄖꑳ

ꌠꇬꄉ，ꆍꁳꆍꈁꈉꈀꄻꌠꃅꇎꌐ

ꎻ。20ꀑꒉꑊꒉꆹꏮꉪꏃꃅꌋꀉꄉꄀ

ꅸꐩꋊꐩꍂꄮꇬꑟꅊꇈ，ꀊꂱ！ 

足，因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
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
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19我
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
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
的都充足。20愿荣耀归给我们的
父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ꄽꂫꇬꋬꂻꄜꅇ 最后的问安 
21ꏢꄖꑳꌠꈐꏭꌃꎔꌺꈀꐥꌠꏭ

ꋬꂻꄜꅊꇈ。ꄚꉠꄹꐥꌠꃺꑌꈧꌠ

ꐯꇯꆍꏭꋬꂻꄜ。22ꄚꇬꌃꎔꌺꈧꌠ

ꐯꇯꆍꏭꋬꂻꄜ，ꊿꇽꌒꄰꅍꐥꈧꌠ

ꉈꃅꆍꏭꋬꂻꄜ。23ꌋꑳꌠꏢꄖꑆꊋ

ꅉꀕꃅꆍꉌꃀꇬꑌꅊꇈ。 

21请问在基督耶稣里的各位
圣徒安。在我这里的众弟兄都
问你们安。22众圣徒都问你们
安。在凯撒家里的人特特地问
你们安。23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
在你们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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ꇬꇊꑟꄯꒉ 

歌罗西书 

 
ꋬꂻꄜ 问候 

1 ꏃꃅꌋꉪꐪꇬꈴꄉꏢꄖꑳꌠꁆ

ꄻꊩꌺꄻꌠꀧꇊꌋꆀꃺꑌꄜꂿ 
1 奉神旨意，作基督耶稣使徒

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2写 
ꄠ，2ꄯꒉꁱꇬꇊꑟꐥꌠꌃꎔꌺ、ꏢ

ꄖꈐꏭꄉꀋꎪꀋꎙꌠꃺꑌꈧꌠꁵ。ꑆ

ꊋ、ꋬꂻꑠꏃꃅꌋꉪꀉꄉꄷꄉꆍꊌ

ꅊꇈ。 

信给歌罗西的圣徒，在基督里
有忠心的弟兄。愿恩惠、平安
从神我们的父归与你们。 

 

ꀧꇊꇬꇊꑟꊿꒉꄸꃅꏃꃅꌋꏭꈀꎭꀕ 保罗为歌罗西人感谢神 
3ꉪꊇꆹꏃꃅꌋ、ꉪꌋꑳꌠꏢꄖ

ꀉꄉꏭꈀꎭꀕ，ꉪꅉꀕꃅꆍꎁꃅꈼꂟ

ꇬꎷ。4ꑞꃅꆏ，ꉪꊇꈀꈨꌠꆏ，ꆍꊇ

ꏢꄖꑳꌠꇬꄉꑇꐨꉌꊋꑌ，ꉌꃀꑌꌃ

ꎔꌺꈀꐥꌠꉂꄷ；5ꆍꊇꑠꃅꐙꌠꆹꆍ

ꊭꉬꉎꇬꄉꌠꉘꇉꅍꎁꃅꌠ；ꉘꇉꅍ

ꋌꑵꆹꀋꉊꂴꏭꌒꅇꇗꅉꃶꐚꌠꇬꄉ

ꆍꈀꈨꈧꌠꉬ。6ꌒꅇꋌꑵꁊꆍꄷꑟ，

ꋧꃅꋋꇂꃴꃅꑌꁊꈴ，ꄷꀋꁧ，ꂶꂷ

ꅑ、ꐤꅉꁦꎆꅉꑟ，ꑠꆹꆍꈬꄔꇬꄉ，

ꌒꅇꆍꈨꀊꋨꄹꉇꇈꉈꆏ，ꏃꃅꌋꑆ

3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
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
4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
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5是为
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
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
的道上所听见的。6这福音传到
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
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
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
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7正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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ꊋꇯꍝꃅꆍꅉꐚꌠꌋꆀꐯꌟ。7ꑠꆹ

ꆍꊇꉪꉂꇁꅉꌠ、ꐯꇯꁏꐚꄻꌠꑱꀠ

ꃛꄷꄉꈀꌷꊊꈧꌠꌡ。ꑱꀠꃛꆹꆍꊇ

（ꀊꆨ꒰ꀨꋍꈨꇬ“ꉪꊇ”ꃅꅑꌠꐥ）ꎁꃅꏢꄖꃤ

ꀋꎪꀋꎙꌠꏲꌋꃅꊿꄻꀐ。8ꑱꀠꃛ

ꆹꉈꑴꆍꊇꌃꎔꒌꐛꅹꃅꈀꑌꌠꉂꐪ

ꑌꋌꉉꉪꊇꇰꀐ。 

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作仆
人的以巴弗所学的。他为你们
（有古卷作“我们”）作了基督忠心的
执事，8也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
爱心告诉了我们。 

 

ꏢꄖꊇꅉꌋꆀꃅꅍ 基督的本性和工作 
9ꑠꅹ，ꌤꋌꐘꉪꊇꈨꀊꋨꄹꉇꇈ

ꉈꆏ，ꀋꆏꃅꆍꎁꃅꈼꂟ、ꇖꂟ，ꆍ

ꊇꆹꒌꃤꌧꅍꂿꅍꌋꆀꀑꁮꐨꈀꐥꌠ

ꇬꄉ，ꏃꃅꌋꉪꐨꆍꇫꅉꐚꈴꅊꇈ；

10ꑠꃅꄉ，ꆍꁳꌤꃅꊾꊝꇬꌋꂾꈴꄿ，

ꑞꑌꋍꉌꃹ，ꂄꎔꌠꌤꈀꐥꌠꇬꄉꂶ

ꂷꅑ，ꐤꅉꀉꑌꅉꃅꏃꃅꌋꃆꂮꅉꐚ

ꎻ；11ꋍꀑꒉꑊꒉꌠꌅꈌꊋꃤꇬꈴꄉ，

ꋍꊋꃤꌌꆍꊋꀥꇱꉆ；ꑠꃅꄉ，ꆍꁳꑞ

ꑌꉌꇿꑓꇿꃅꋰꄉ，ꄻꐯꏆꉆꎻ。

12ꉈꑴꏃꃅꌋꀉꄉꏭꈀꎭꀕꌠꆏ，ꋋꆹ

ꉪꁳꌃꎔꌺꈧꌠꌋꆀꐯꇯꄉꁤꇅꇄꅉ

ꇬꄉꍸꇐꊪꄎꎻ。13ꉪꊇꆹꊋꃤꆈꋧ

ꋪꌠꇬꄉꋌꇱꈭꋏꌊꋍꉁꅉꌠꌺꃰꃅ

ꇩꇬꑟꀐ；14ꉁꅉꌠꌺꂶꌠꇇꄧꈴꄉ，

ꉪꊇꆹꀑꇬꋊꄉꈭꋏꌠꊌ，ꑽꃤꑌꏆ

ꃤꊌ。 

9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
子，也就为你们不住地祷告祈
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
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
10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
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
结果子，渐渐地多知道神；11照
他荣耀的权能，得以在各样的
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
喜喜地忍耐宽容；12又感谢父，
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
得基业。13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
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
国里；14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
赎，罪过得以赦免。 

15ꉁꅉꌠꌺꂶꌠꆹꂿꀋꉆꌠꏃꃅ

ꌋꂶꌠꐛꐪꉬ，ꋋꆹꇬꂾꒆꂶꌠꉬ，ꐥ

ꇐꈀꐥꌠꀋꄻꑴꌦꇯꆐꋌꇫꐥꀐ。

16ꑞꃅꆏ，ꐥꇐꈀꐥꌠꃅꋍꇇꄧꈴꄉ

ꄻꄉꌠ，ꉬꉎꐥꇐꉬꄿꂿ，ꉬꐮꐥꇐ

ꉬꄿꂿ；ꂿꉆꌠꅀꂿꀋꉆꌠꉬꄿꂿ；

15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
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
以先。16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
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
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
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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ꑋꅉꐥꌠ、ꌟꒉꌠꂾ、ꏲꂠꌠ、ꌅ

ꈌꐥꌠꉬꄿꂿ，ꑞꀕꑌꋍꇇꄧꈴꄉꄻ

ꄉꌠ，ꉈꑴꋍꎁꃅꄻꄉꌐꌠꉬ。17ꋋ

ꆹꐥꇐꈀꐥꌠꂾꇯꆐꇫꐥ，ꐥꇐꈀꐥ

ꌠꃅꋋꉘꇉꄉꇫꐥ。18ꋋꆹꇭꀧꂶꌠ

ꀂꏾꑌꉬ，ꇭꀧꂶꌠꆹꑇꊿꏓꉻꇬꈀ

ꐥꌠꄜ。ꋋꆹꊧꀨ，ꋋꆹꌦꈬꇬꄉꉘ

ꃀꇬꀱꒆꇁꂶꌠꉬꄉ，ꋌꁳꌤꑞꇬꑌ

ꇬꂾꂶꌠꐛꎻ。19ꑞꃅꆏ，ꏃꃅꌋꀉ

ꄉꆹꌐꃅꌐꀋꉆꌠꈀꐥꃅꋍꈐꏭꀀꌠ

ꉌꃹ。20ꋋꆹꋍꌦꅪꌩꏍꇬꄉꈀꅐꌠ

ꇇꄧꈴꄉ，ꄮꐽꋌꃅꐛꀐꑲꆏ，ꋍꇇ

ꄧꈴꄉꐥꇐꈀꐥꌠꁳꉬꐮꐥꌠꉬꄿ

ꂿ，ꉬꉎꐥꌠꉬꄿꂿ，ꐯꇯꊨꏦꌋꆀ

ꐮꄮꎻ。 

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
又是为他造的。17他在万有之
先；万有也靠他而立。18他也是
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元始，是
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
在凡事上居首位。19因为父喜欢
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
住。20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
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
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
的，都与自己和好了。 

21ꆍꊇꀋꉊꂴꏭꏃꃅꌋꀕꆀꇢꑍ

ꄷꄉ，ꆍꄸꃅꅠꑽꐛꅹ，ꆍꉌꃀꇬꆹꋌ

ꆍꌌꁮꐚꃅꄉ。22ꄚ，ꀃꑍꋋꄮꆏ，ꋌ

ꏢꄖꇭꀧꌦꌠꇇꄧꈴꄉ，ꆍꁳꋍꊨꏦ

ꌋꆀꐮꄮꎻ，ꉬꇮꌃꇁꎔꐛꌐ，ꆐꍈꑋ

ꀋꅑ，ꊨꀖꉆꅍꍈꀋꐥꃅ，ꆍꊇꋌꇱ

ꏃꌊꋍꂾꑟ。23ꄚ，ꆍꊇꑠꃅꑲꆀ

ꍑ：ꆍꊇꆍꈁꑇꌠꇗꅉꇬꄉꏟꈯꀕ，

ꉆꈬꉆꈈ，ꑭꁘꀋꎙ，ꆍꊿꈻꌊꐺꄉ

ꌒꅇꉘꇉꅍꆍꄝꆘꅝ(ꑝꇂꉙꇬꆏ“ꐞꁧ”ꃅꅑ)

ꑠꀋꐥ。ꌒꅇꋌꑵꆹꆍꈀꈨꋺꌠꉬ，

ꁊꋧꃅꋋꇂꃴꃰꊿꇬꈀꐥꌠꇰꌠꑌꉬ

（“ꃰꊿꇬꈀꐥꌠ”ꑝꇂꉙꇬꆏ“ꐥꇐꈀꄻꄉꌠ”ꃅ

ꅑ），ꉢꀧꇊꑌꌒꅇꋌꑵꏲꌋꃅꊿꄻ

ꀐ。 

21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
恶行，心里与他为敌。22但如今
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
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
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
引到自己面前。23只要你们在所
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
定不移，不至被引动失去（原文

作“离开”）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
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与普
天下万人听的（“万人”原文作“凡受造

的”），我保罗也作了这福音的执
事。 

 



ꇬꇊꑟꄯꒉ  2 627 歌罗西书  2 

 

ꀧꇊꑇꊿꏓꉻꎁꃅꌠꌅꅍꃅꎁ 保罗在教会的职分 
24ꀋꃅꉢꆍꎁꃅꎬꅧꑴꇬ，ꉌꇿꏭ

ꃅꐙ；ꄷꀋꁧ，ꏢꄖꇭꀧꉬꌠꑇꊿꏓ

ꉻꎁꃅꄉ，ꏢꄖꎭꇨꅦꇨꊜꄮꇬꀋꇎ

ꑴꌦꈧꌠꃅꏓꉠꇭꀧꇬꄀꌐꎽ。25ꉡ

ꆹꏃꃅꌋꆍꎁꃅꌅꅍꃅꎁꄻꉢꈀꇖꌠ

ꇬꈴꄉ，ꑇꊿꏓꉻꏲꌋꃅꊿꄻꀐ，ꑠ

ꃅꄉ，ꏃꃅꌋꇗꅉꁳꐛꒆꃅꁊꈴꎻ；

26ꇗꅉꋋꏢꆹꀃꌋꀊꆨꃀꃅꋊꃅꂁꉱꄉ

ꅷꇁꌠꌧꊋꂾꊋꌠꂁꌤꉬ，ꄚ，ꀃꑍꋋ

ꄮꆏ，ꋍꌃꎔꌺꂾꄉꄜꋊꎼꇁꀐ。

27ꏃꃅꌋꋀꁳꅉꐚꎻꏾꌠꆏ，ꌧꊋꂾ

ꊋꌠꂁꌤꋋꈨꆹꉇꉻꊿꈬꄔꇬꄉꀑꒉ

ꑊꒉꌐꀋꉆꃅꐥ，ꋋꆹꏢꄖꆍꉌꃀꇬ

ꄉꀑꒉꑊꒉꌠꉘꇉꅍꐛꀐꄷꌠ。28ꉪ

ꊇꋋꄜꁊꇬ，ꌧꅍꂿꅍꈍꑋꑵꃅꌌꄉ，

ꊿꋍꂷꈀꐥꌠꏭꅇꈪꊐꄉꉙꂘ，ꏢꄖ

ꇬꄉꊿꋍꂷꈀꐥꌠꃅꐛꒆꐯꐛꒆꃅꏃ

ꌊꏃꃅꌋꂾꑟ。29ꉡꑌꑠꐛꅹꃅꑘꎭ

ꃣꅧ，ꋌꉠꈐꏭꄉꈀꃅꌠꊋꃤꀉꒉꌠ

ꇬꈴꄉ，ꉢꈏꇤꊋꇤ。 

24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
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
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
基督患难的缺欠。25我照神为你
们所赐我的职分，作了教会的
执事，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
备；26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
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
显明了。27神愿意叫他们知道，
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
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
成了有荣耀的盼望。28我们传扬
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戒各
人、教导各人，要把各人在基
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
29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
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 

 

2 ꉢꆍꊇꌋꆀꇅꄂꏦꊿ，ꉈꑴꊿꉡ

ꂿꀋꋻꌠꈀꐥꌠꎁꃅꈍꃅꈏꇤꊋ 2 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
老底嘉人，并一切没有与我 

ꇤꌠꑠꆹ，ꉢꆍꁳꇫꅉꐚꎻꏾ。2ꉡꆹ

ꋀꉌꃀꁳꉌꌒꄀꅍꊌꎻꂿꄷꌠ，ꉂꏣ

ꐛꅹꃅꐯꎏꐮꁠꇈ，ꈍꑋꈍꑋꃅꉪꐚ

ꏡꐚꄉꉌꊋꀉꒉꃅꑌ，ꑠꃅꄉ，ꋀꁳꇯ

ꍝꃅꏃꃅꌋꌧꊋꂾꊋꌠꂁꌤꅉꐚꎻ，

ꂁꌤꆹꏢꄖꉬ；3ꈀꊭꈁꏑꄉꌠꌧꅍꂿ

ꅍꌋꆀꌧꇐꂿꇐꈀꐥꌠꃅꂁꏢꄖꈐꏭ

ꊐꄉꌐ。4ꉢꅇꂷꋋꈨꉉ，ꑠꀋꉬꑲ

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地尽心
竭力，2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
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
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
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
督；3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
都在他里面藏着。4我说这话，
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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ꆏ，ꊿꅇꎔꉏꃨꑠꌌꆍꊇꋌꁍꃕꅜ

ꂵ。5ꉠꇭꀧꆍꌋꆀꐯꈽꀋꐥꑴꇬ，

ꉠꉌꃀꆹꆍꌋꆀꐯꈽꐥ，ꆍꊇꇗꁨꏦ

ꁨ，ꏢꄖꑇꌠꉌꃀꑌꈫꈈꌠꑠꉢꊌꂾ

ꄮꇬꆏ，ꉢꇿꐯꇿꀐ。 

们。5我身子虽与你们相离，心
却与你们同在，见你们循规蹈
矩，信基督的心也坚固，我就
欢喜了。 

 

ꏢꄖꀑꇬꂵꇤꀕꐨ 基督生命的丰盛 
6ꆍꊇꆹꌋꏢꄖꑳꌠꆍꊪꄉꀐꑲ

ꆏ，ꋍꈜꍬꄉꃅ，7ꋍꈐꏭꄉꐴꅿꉀꎆ，

ꑇꐨꉌꊋꈫꈈꄡꑟ；ꑠꆹꆍꈀꊪꌠꉙ

ꅇꂘꅇꌋꆀꐯꌟ，ꈀꎭꀕꑭꑌꌠꉌꃀ

ꑌꀊꅰꃅꒆꀐ。8ꆍꊇꑴꌠꋓꉪꁨ

ꄉ，ꊿꋍꋧꐈꌷꇐꌋꆀꅇꈥꉐꈣꀨꀋ

ꐥꌠꑠꌌꄉ，ꏢꄖꇬꀋꈴꃅ，ꃰꊿꋊꃅ

ꏦꃤꌋꆀꋧꃅꌧꇐꐭꌠꇬꈴꄉ，ꆍꋌ

ꇱꇊꌊꁧꂵ。9ꑞꃅꆏ，ꏃꃅꌋꊇꅉ

ꌐꀋꉆꌠꈀꐥꌠꐯꇯꐛꄟꇴꉻꅑꃅꏢ

ꄖꈐꏭꀀꌐ；10ꆍꊇꋍꈐꏭꄉꑌꂵꇤ

ꀕꌠꊌꀐ。ꋋꆹꋍꑞꋍꑵꏲꂠꌅꈌꐥ

ꌠꀑꋾꂶꌠꉬ。11ꆍꊇꋍꈐꏭꄉꑌꌐ

ꍓꏦꃤꆍꊪꊊꀐ，ꌐꍓꏦꃤꋌꑵꆹꊿ

ꇇꌌꃅꌠꀋꉬꃅ，ꏢꄖꆍꁳꇭꀧꎸꃤ

ꏾꅍꈧꌠꇔꇫꎭꎻꂿꄷꄉꃅꌠ。12ꆍ

ꊇꋋꑣꊪꄉꋌꈽꄃꇫꎭꑲꆏ，ꄚꇬꄉ

ꋌꈽꀱꐥꇁꀐ，ꑠꆹꋌꁳꌦꈬꇬꄉꀱꐥ

ꇁꎻꌠꏃꃅꌋꊋꃤꆍꉬꇮꃅꇬꑅꒉ

ꄸ。13ꀋꉊꂴꏭꆍꊇꆹꑽꃤꇬꌋꆀꌐ

ꍓꏦꃤꃅꀋꋻꌠꇭꀧꇬꄉꌦꀐ，ꆍꊇ

（ꀊꆨꏂꀧꋍꈨꇬ“ꉪꊇ”ꃅꅑꌠꐥ）ꑽꃤꈀꐥꌠ

ꃅꏃꃅꌋꄻꆍꏆꀐ，ꑠꃅꄉ，ꆍꁳꏢ

ꄖꈽꄉꀱꐥꇁꎻ；14ꉈꑴꁱꄹꏦꇬꄀ

ꄉꌠꌌꉪꏭꄉꌠ、ꉪꏭꄘꑣꌠꁱꂷ

6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
稣，就当遵他而行，7在他里面
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
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
增长了。8你们要谨慎，恐怕有
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
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
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
去。9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
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
面，10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
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
首。11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
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
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
12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
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
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
13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
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有

古卷作“我们”）一切过犯，便叫你
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14又涂抹
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
碍于我们的字据，把它撤去，
钉在十字架上。15既将一切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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ꊫꌐꈧꌠꋌꌉꇫꎭꀐ，ꋌꇱꒃꌊꋯꌩ

ꏍꇬꄀꀐ。15ꏲꂠꌠ、ꌅꈌꐥꌠꈀꐥ

ꌠꌅꈌꊋꃤꃅꋌꇱꇔꇫꎭꇈꋌꈻꌊꄇ

ꇖꀕꃅꋍꏅꀨ，ꄚꄉꌩꏍꐛꅹꃅꋀꄩ

ꊋꌠꋩꈽ。16ꑠꅹ，ꋙꋠꒉꅝꌠꃆꂮ

ꉬꄿꂿ，ꎺꄅꋩꑍ、ꆧꁨꐛꒆꌋꆀꑬ

ꆏꄹꉇꉬꄿꂿ，ꊿꁳꆍꊂꍆꇽꎻꀋ

ꉆ。17ꋋꈨꑴꅉꇬꆹꌤꊁꇫꅐꇁꌠꁰ

ꒌꉬ；ꄚ，ꐛꏦꂶꌠꆹꏢꄖꉬ。18ꊿꉇ

ꉈꃅꆺꀋꒉꄇꀋꒉ、ꉬꉎꊩꌺꏭꉙꍗ

ꎴꃅꈧꌠꁳꆍꈁꁠꇑꄡꎽ。ꊿꋌꏠꆹ

ꅉꀕꃅꊨꏦꈀꂿꈀꈨꌠꀉꄂꍣꉺ，ꋀ

ꊨꏦꉌꃀꏾꅍꊂꈹꄉ，ꁢꊧꀋꐥꃅꆺ

ꒉꄇꒉ。19ꋀꊇꆹꈫꈈꃅꀂꏾꂶꌠꅑ

ꀋꎍ；ꇭꀧꋋꂷꃅꋋꉘꇉꄉꈬꑳꊨꂷ

ꐯꎏꐮꁠꄎꑲꆏ，ꏃꃅꌋꐛꅹꃅꀊꅰ

ꃅꉀꎆꄎ。 

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
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16所以
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
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
你们。17这些原是后事的影儿；
那形体却是基督。18不可让人因
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
夺去你们的奖赏。这等人拘泥
在所见过的，随着自己的欲
心，无故地自高自大，19不持定
元首，全身既然靠着他，筋节
得以相助联络，就因神大得长
进。 

 

ꏢꄖꈐꏭꐥꐨꀊꏀ 基督里的新生活 
20ꀋꄸꄷ，ꆍꊇꏢꄖꈽꄉꌦꄉ，ꋧ

ꃅꌧꇐꐭꌠꇬꐞꀐꑲꆏ，ꆍꊇꑞꃅꄡ

ꇗꋧꃅꋋꂷꇬꐥꑴꌦꌠꌟꃅꄉ，

21“ꒃꀋꉆ、ꋠꀋꉆ、ꐛꇬꄀꀋ

ꉆ”ꌠꏥꏦꀊꋨꈨꍬꑴꌦ？22ꋋꈨꉬ

ꇮꊿꉪꐨꇬꈴꄉꅇꁵ、ꉙꂘꌠꉬ。

ꉉꅷꑠꈀꐥꌠꇬꑟꇬꆏ，ꌬꄷꆏꉬꇮ

ꃅꀜꐡꁧꌐꀐ。23ꏥꏦꋋꈨꆹꊿꋌꎼ

ꌧꅍꂿꅍꐤꂓꀉꄸꀵ，ꊨꏦꉪꐨꌌꄉ

ꀍꃈꄚ，ꊨꏦꆹꆺꀋꒉꄷ，ꊨꏦꇭꀧꁳ

ꎬꅧꎻ，ꄚ，ꇯꍝꃅꇬ，ꋍꑠꊨꏦꇭꀧ

ꏾꅍꌄꇤꌠꀂꏽꇬꆹ，ꇿꋌꍈꑋꀋꐥ

ꌠꉬ。 

20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
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
在世俗中活着，21服从那“不可
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
条呢？22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
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
时候就都败坏了。23这些规条使
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
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
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
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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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ꑠꅹ，ꆍꊇꀋꄸꄷꇯꍝꃅꏢꄖꌋ

ꆀꐯꈽꀱꐥꇁꀐꑲꆏ，ꌤꄩꏭꐥ 3 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
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 

ꌠꎹꈹꄡꑟ；ꀊꄶꇬ，ꏢꄖꆹꏃꃅꌋꇀ

ꑳꏯꑌ。2ꆍꑴꌠꃄꅉꇬꌤꉈꄡꇬ

ꃅ，ꌤꄩꏭꐥꌠꉈꇬ。3ꑞꃅꆏ，ꆍꊇ

ꆹꌦꀐ，ꆍꀑꇬꂶꌠꆹꏢꄖꌋꆀꐯꈽ

ꂁꏃꃅꌋꈐꏭꊐꄉ。4ꏢꄖꆹꆍꊇꀑ

ꇬꉬ（“ꆍꊇ”ꀊꆨꏂꀨꋍꈨꇬꆏ“ꉪꊇ”ꃅꅑ），

ꋌꇫꅐꇀꄮꇬꆏ，ꆍꊇꑌꋌꈽꄉꋍꀑ

ꒉꑊꒉꈬꇬꄉꇫꅐꇁꌠꉬ。 

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2你
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
地上的事。3因为你们已经死
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
在神里面。4基督是你们（有古卷

作“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
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
荣耀里。 

5ꑠꅹ，ꆍꊇꃄꅉꇬꇭꀧꇖꌋꁳꌦ

ꎻ；ꅺꌡꇬ，ꎼꃅꃏꑽ、ꍍꆀ、ꎼꐊ

ꃏꐊ、ꄷꅠꌠꏾꅍꌋꆀꎆꇢꋚꇢ（ꎆ

ꇢꋚꇢꌠꆹꌩꁱꇓꁱꉙꌠꌋꆀꐯꌟ）

ꃅꋍꑠ。6ꌤꋋꈨꐛꅹꃅ，ꏃꃅꌋꇨꇅ

ꃃꐨꆹꀋꎪꃅꇁꌊꃅꌋꑽꌺꌸꇁꌠ

ꉬ。7ꆍꊇꌤꋧꃅꃤꋋꈨꈐꏭꐤꄮꇬ，

ꆍꑌꑠꃅꀕꑽꋺ。8ꄚ，ꀋꃉꆍꊇꆹꌤ

ꋍꑠꈀꐥꌠꃅꇵꇫꎭꌶ，ꅺꌡꇬ，ꌁꑷ

ꌠ、ꇨꇅꃃꌠ、ꄷꅠꅋꏸꑌꌠ、ꎼ

ꋉꃏꄀꌠꌋꆀꈂꀸꇬꍍꆀꌠꅇꂷ

ꑠ。9ꐮꏯꈱꅇꏅꅇꄡꉉ，ꑞꃅꆏ，ꊿ

ꀉꆹꂶꌠꌋꆀꊿꀉꆹꂶꌠꃅꐨꆹꆍꇔ

ꇫꎭꀐ，10ꊿꀊꏀꂶꌠꃢꈜꌟꃅꆍꄻ

ꈚꄉꀐ；ꊿꀊꏀꋋꂷꆹꌧꇐꂿꇐꀂꏽ

ꐤꅉꏀꅉꑟꀐ，ꋋꆹꋋꄻꌠꌋꂶꌠꐛ

ꇴꐛꉻꌋꆀꐯꌟ。11ꄚꇬꆹꑝꇂꊿꌋ

ꆀꒀꄠꊿꀋꍣ，ꊿꌐꍓꏦꃤꃅꋺꌠꌋ

ꆀꀋꋻꌠꀋꍣ，ꉇꄅꊿꌋꆀꑭꇴꄝꊿ

ꀋꍣ，ꁏꐚꄻꌠꌋꆀꊨꏦꌄꇤꌠꀋ

ꍣ；ꏢꄖꀉꄂꑞꑌꋍꈐꏭꐊꌐ，ꋌꉈ

5所以，要治死你们在地上
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
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
偶像一样。6因这些事，神的忿
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7当你们
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
这样行过。 
8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
事，以及恼恨、忿怒、恶毒（或

作“阴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
言语。9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
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
10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
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
象。11在此并不分希腊人、犹太
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
化外人、西古提人、为奴的、
自主的；惟有基督是包括一
切，又住在各人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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ꑴꊿꋍꂷꈀꐥꌠꈐꏭꀀ。 
12ꑠꅹ，ꆍꊇꆹꏃꃅꌋꌊꄻꄉꌠꉹ

ꁌꉬ，ꌃꎔꄉꉂꐪꊌꌠꊿꉬꑲꆏ，ꆍꆹ

ꉌꃀꉈꁒꑗꊰꌠ、ꉌꎔꑌꌠ、ꆺꀋ

ꒉꌠ、ꑖꈈꀕꌠ、ꋰꄿꌠꑌꌶ（ꑝꇂꉙ

ꇬꆏ“ꈚ”ꃅꅑ）。13ꀋꄸꄷ，ꊿꋋꂷꌋ

ꆀꀊꋨꂷꐮꅫꏒꅇꐥꑲꆏ，ꉌꏣꎴꃅ

ꐮꐊ，ꄻꐯꏆꇬꎷ；ꌋꈍꃅꄻꆍꏆꀐ

ꑲꆏ，ꆍꊇꑌꈍꃅꄉꄻꐯꏆꄡꑟ。

14ꋋꈨꈭꐨꆏ，ꆍꊇꉈꑴꉂꏣꑌꀕꌶ，

ꉂꏣꆹꑞꑌꐮꄮꐯꋭꃅꋌꏓꈻꐯꇯꄉ

ꌠꉬ。15ꉈꑴꏢꄖꋬꂻꁳꆍꉌꃀꇬꄉ

ꌄꇤꎻ；ꆍꊇꑌꋋꐛꅹꃅꇳꍝꌠꊌ，

ꇁꇭꀧꋍꂷꐛ，ꄷꀋꁧ，ꉌꃀꈀꎭꀕꑭ

ꑌ。16ꏢꄖꇗꅉꂵꇤꐯꂵꇤꃅꄻꉌꃀ

ꇬꊐꄉ，ꌧꅍꂿꅍꋍꑞꋍꑵꌌꐯꉗꐯ

ꂘ、ꐮꏯꅇꈪꊐ，ꍗꅇꀴꅇ、ꍖꀴ

ꑵꉙ、ꒌꃤꑵꉙꑠꌌ，ꉌꂵꈀꎭꀕꑭ

ꑌꄉꏃꃅꌋꏭꀮꄑ。17ꑞꃅꄿꂿ，ꅇ

ꉉꅀꌤꃅꇬ，ꐯꇯꌋꑳꌠꂓꄜꄉ，ꋍ

ꇇꄧꈴꄉꏃꃅꌋꀉꄉꏭꈀꎭꀕ。 

12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
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原文作

“穿”。下同）怜悯、恩慈、谦虚、
温柔、忍耐的心。13倘若这人与
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
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
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14在
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
心就是联络全德的。15又要叫基
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主；你
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
要存感谢的心。16当把基督的道
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以各
样的智慧，用诗章、颂词、灵
歌，彼此教导，互相劝戒，心
被恩感，歌颂神。17无论做什
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
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 

 

ꐥꐨꀊꏀꐧꋦꆹꑟꐨ 新生活的社会责任 
18ꆍꊇꑮꃀꄻꌠ，ꊨꏦꁦꋠꅇꃅꉐ

ꃅꄡꑟ，ꋍꑠꌋꈐꏭꆹꋭꌠꉬ。19ꆍꊇ

ꌐꃶꄻꌠ，ꆍꑮꃀꉂꌶ，ꋀꄩꄡꇨꄡ

ꊋ。20ꆍꊇꌳꃈꅮꄻꌠ，ꑞꑌꀿꃀꅇ

ꃅꉐꃅꌶ，ꑞꃅꆏ，ꑠꆹꌋꉌꇿꅍꉬ。

21ꆍꊇꀉꄉꄻꌠ，ꌳꃈꅮꇨꇅꃃꅍꄡ

ꃅ，ꋀꉈꊰꑓꊰꂵ。22ꆍꊇꁏꐚꄻ

ꌠ，ꑞꑌꆍꋧꃅꌌꁈꅇꃅꉐꃅꌶ，ꊾ

ꉌꃹꅍꃅꌠꌟꃅꑓꂿꅺꈨꅉꀉꄂꀨꄡ

18你们作妻子的，当顺服自
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
的。19你们作丈夫的，要爱你们
的妻子，不可苦待她们。20你们
作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
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21你们作
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
怕他们失了志气。22你们作仆人
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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ꎹꃅ，ꉌꃀꀋꎪꀋꑴꃅꄉꌋꏦꌋꃪꇬ

ꎷꌶ。23ꑞꃅꄿꂿ，ꉌꂵꇬꄉꃅꇬ

ꎷ；ꊿꎁꃅꀕꌠꀋꉬꃅ，ꌋꎁꃅꀕꌠ

ꌡꌶ；24ꑞꃅꆏ，ꌋꄷꄉꍸꇐꆹꈁꁠꃅ

ꄉꀋꎪꃅꆍꊌꌠꆍꅉꐚ。ꆍꊇꇫꀨ

ꎹꌠꆹꌋꏢꄖꉬ。25ꀋꑗꀋꉬꌠꃅꀊ

ꋨꂷꆹ，ꀋꎪꃅꀋꑗꀋꉬꌠꌌꋋꀱꌠ

ꉬ；ꌊꆹꈐꀋꍣꉈꀋꍣꃅꊿꉚ。 

人，不要只在眼前事奉，像是
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
畏主。23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
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
人做的；24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
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事
奉的乃是主基督。25那行不义
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
偏待人。 

4 ꆍꊇꌌꁈꄻꌠꆏ，ꐽꏡꃅꁏꐚꊝ

ꌶ，ꑞꃅꆏ，ꆍꊇꑌꌌꁈꋍꂷꉬ 4 你们作主人的，要公公平平
地待仆人，因为知道你们也 

ꉎꇬꐥꌠꆍꅉꐚ。 有一位主在天上。 
 

ꅇꈪꊐ 劝导 
2ꆍꊇꏟꈯꀕꃅꈼꂟ，ꄚꇬꄉꀀꐚ

ꑓꄧꀕꃅꈀꎭꀕꌶ；3ꋍꈭꐨꉪꊇꎁꃅ

ꑌꈼꂟ，ꏃꃅꌋꏭꇗꅉꁊꌠꀃꈈꁉꉪ

ꁳꄷꇖꂟꄉ，ꉪꁳꏢꄖꌧꊋꂾꊋꌠꂁ

ꌤꉉꄎꎻ（ꉡꆹꑠꎁꃅꄉꊿꌌꎸꉗ

ꄀ），4ꉢꁳꅇꂷꉉꋭꌠꇬꈴꄉ，ꌧꊋ

ꂾꊋꌠꂁꌤꑠꄜꋊꅐꇁꎻ。5ꆍꊇꑴ

ꌠꃅꑍꄮꈉꌌꁧꄡꈿꃅ，ꌧꅍꂿꅍꐥ

ꃅꉈꏭꊿꌋꆀꐮꑌꐯꑲꌶ。6ꆍꅇꂷ

ꉐꂷꅉꀕꃅꑖꈈꀕꃅꐙꌶ，ꀋꇊꆏꋂ

ꄻꇬꇯꄉꌠꌡ，ꑠꃅꄉ，ꈍꃅꈀꄸꂷꏭ

ꅇꀱꄡꑟꌠꆍꅉꐚꉆ。 

2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
醒感恩；3也要为我们祷告，求
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
基督的奥秘（我为此被捆锁），
4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
发明出来。5你们要爱惜光阴，
用智慧与外人交往。6你们的言
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
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各
人。 

 

ꄽꂫꋬꂻꄜꅇ 最后的问安 
7ꉠꉂꇁꅉꌠꃺꑌꄫꏸꇴꆹꌤꉠꃆ

ꂮꈧꌠꈀꐥꃅꉉꆍꇰꌠꉬ。ꋋꆹꀋꎪ

ꀋꎙꌠꏲꌋꃅꊿꂷꉬ，ꉡꌋꆀꐯꇯꌋ

ꁏꏢꄻ。8ꋌꉈꃅꉢꇱꇤꅷꆍꄷꆹꄉ，

7有我亲爱的兄弟推基古要
将我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他
是忠心的执事，和我一同作主
的仆人。8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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ꆍꁳꉪꊇꃆꂮꅉꐚꎻ，ꉈꑴꋌꁳꆍꏭ

ꉌꌒꄀꎽ。9ꉢꉈꑴꉪꊇꀋꎪꀋꎙ、

ꉂꇁꅉꌠꃺꑌꀊꆀꑭꃅꑌꉢꇤꅷꋌꇯ

ꎼꆹ；ꋋꑌꆍꃅꄷꊿꉬ。ꋀꊇꆹꄚꇬ

ꌤꈧꌠꈀꐥꃅꉉꆍꊇꇰꌠꉬ。 

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
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
9我又打发一位亲爱忠心的兄弟
阿尼西母同去；他也是你们那
里的人。他们要把这里一切的
事都告诉你们。 

10ꉢꈽꄉꏦꑳꇬꀀꌠꑸꆀꄉꇴꆍ

ꏭꋬꂻꄜ。ꀠꇁꀠꀑꑌꌺꂶꈌꑌꆍ

ꊇꏯꋬꂻꄜ，ꂶꈌꋌꂶꃆꂮꃅꇬꆹ，ꉢ

ꆍꊇꏯꀋꄸꄷꋌꆍꉚꇁꑲꆏ，ꆍꇫꋩ

ꇫꏦꄷꅇꁵꋺꀐ。11ꒀꌦꄖꄷꑌꄹꌠ

ꑷꎴꑌꆍꏭꋬꂻꄜ。ꊿꌐꍓꏦꃤꍬ

ꈧꌠꇢꊭꇬ，ꊿꋋꌕꑻꀉꄂꏃꃅꌋꃰ

ꃅꇩꎁꃅꉢꈽꄉꌤꃅ，ꑠꃅꄉ，ꉠꉌꃀ

ꁳꉌꌒꄀꅍꊌꎻ。12ꆍꃅꄷꄉꇁꌠ、

ꏢꄖꑳꌠꁏꐚꑱꀠꃛꑌꆍꏭꋬꂻ

ꄜ。ꋌꅉꀕꃅꊋꇤꏡꇤꄉꆍꎁꃅꈼ

ꂟ，ꆍꊇꏃꃅꌋꉪꐨꈀꐥꌠꇬꄉꐛ

ꒆ、ꑇꐨꉌꊋꇎꃅꑌ、ꉆꈬꃅꉆꄎ

ꅊꇈ。13ꋌꆍꊇꌋꆀꇅꄂꏦ、ꑭꇁ

ꀧꆀꃺꑌꎁꃅꑘꎭꃣꅧꅗ，ꋍꑠꆹꉢꋍ

ꎁꃅꅇꊪꌬꉆꌠꉬ。14ꉂꇁꅉꌠꆅꉁ

ꊿꇊꏦꌋꆀꄂꂷꑋꑌꆍꏭꋬꂻꄜ。

15ꆍꊇꑴꌠꇅꄂꏦꃺꑌꈧꌠꏭꋬꂻꄜ

ꅊꇈ，ꆀꃔꌋꆀꋍꏤꑇꊿꏓꉻꏭꑌꋬ

ꂻꄜ。16ꆍꄯꒉꋌꁬꀘꈭꐨꆏ，ꏮꇅ

ꄂꏦꑇꊿꏓꉻꁵꄉꋀꁳꇫꀘꎻ；ꆍꊇ

ꑌꄯꒉꇅꄂꏦꄉꇁꁬꌠꀘ。17ꑸꏸꀮ

ꏭ：“ꀋꎪꃅꋓꉪꁨꄉꌋꈐꏭꄉꊪꄉ

ꌠꌅꅍꃅꎁꈧꌠꃅꌐ”ꄷꉉ。 

10与我一同坐监的亚里达古
问你们安。巴拿巴的表弟马可
也问你们安。（说到这马可，你
们已经受了吩咐，他若到了你
们那里，你们就接待他。）11耶
数又称为犹士都，也问你们
安。奉割礼的人中，只有这三
个人是为神的国与我一同做工
的，也是叫我心里得安慰的。
12有你们那里的人，作基督耶稣
仆人的以巴弗问你们安。他在
祷告之间，常为你们竭力地祈
求，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
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站立
得稳。13他为你们和老底嘉并希
拉波立的弟兄多多地劳苦，这
是我可以给他作见证的。14所亲
爱的医生路加和底马问你们
安。15请问老底嘉的弟兄和宁
法，并她家里的教会安。16你们
念了这书信，便交给老底嘉的
教会，叫他们也念；你们也要
念从老底嘉来的书信。17要对亚
基布说：“务要谨慎，尽你从主
所受的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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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ꉢ，ꀧꇊꊨꏦꇇꐛꄉꄯꒉꁱꌊ

ꆍꏭꋬꂻꄜ。ꆍꑴꌠꉠꎷꎤꎺꄅꌶ，

ꑆꊋꅉꀕꃅꆍꈽꐥꅊꇈ。 

18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你
们要记念我的捆锁。愿恩惠常
与你们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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ꄟꌒꇊꆀꏦꄯꒉꂴꁬꌠ 

帖撒罗尼迦前书 

 
ꋬꂻꄜ 问候 

1 ꀧꇊ、ꑭꇁꌋꆀꄜꂿꄠꄯꒉꁱ

ꏃꃅꌋꀉꄉꌋꆀꌋꑳꌠꏢꄖꈐ 1 保罗、西拉、提摩太，写信
给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 

ꏭꄟꌒꇊꆀꏦꑇꊿꏓꉻꁵ。ꑆꊋ、

ꋬꂻꃅꆍꊌꅊꇈ。 
稣基督里的教会。愿恩惠、平
安归与你们。 

 

ꄟꌒꇊꆀꏦꊿꑇꐨꌋꆀꌶꀠ 帖撒罗尼迦人的信心和榜样 
2ꉪꊇꆍꋍꏅꒉꄸꃅꅉꀕꃅꏃꃅꌋ

ꏭꈀꎭꀕ，ꈼꂟꄮꇬꉉꆍꄀꇬꎷ，3ꏃ

ꃅꌋꉪꀉꄉꂶꌠꂾꄉ，ꉪꊇꆹꆍꊇꑇ

ꐛꅹꃅꈀꃅꐛꌠꌤꑘ，ꉌꃀꉂꏣꑌꐛ

ꅹꃅꈀꊝꌠꑘꃤ，ꉪꌋꑳꌠꏢꄖꇁꉚ

ꐛꅹꃅꋰꄿꌠꑠꉪꊇꇫꎺꄅꇬꎷ。

4ꏃꃅꌋꆍꉂꌠꃺꑌꊈꀋ！ꆍꊇꆹꈀꌋ

ꄉꈧꌠꉬꌠꉢꅉꐚ；5ꉪꊇꌒꅇꁊꆍꁳ

ꇬ，ꅇꂷꀉꄂꌌꀋꁊꃅ，ꌅꈌꊋꃤ、

ꌃꎔꒌꌋꆀꑇꐨꉌꊋꀊꅼꌠꑌꌌꁊꌠ

ꉬ。ꉪꊇꆍꈽꐤꄮꇬ，ꆍꒉꄸꃅꉪꊇ

ꈍꃅꊾꊝꌤꃅꌠꆍꅉꐚ。6ꄷꀋꁧ，

ꆍꊇꎬꅧꈬꇬꄉꌃꎔꒌꄻꆍꇖꌠꉌꇿ

2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
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3在
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地记念
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工夫，因爱
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
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4被神所
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
拣选的；5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
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
在乎权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
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
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
人。6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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ꅍꆍꊌ，ꇗꅉꇯꍝꌠꆍꊪꊊꄉ，ꆍꊇ

ꉪꉚꄉꌷ，ꆍꊇꌋꉚꄉꑌꌷꀐ；7ꄷꀋ

ꁧ，ꆍꊇꆹꂷꐕꄓꌋꆀꑸꇠꑸꑇꊿꇬ

ꈀꐥꌠꌶꀠꐛꀐ。8ꑞꃅꆏ，ꌋꇗꅉ

ꆍꄷꄉꄜꁊꅐꇁꀐ，ꆍꏃꃅꌋꑇꌠꉌ

ꊋꆹꂷꐕꄓꌋꆀꑸꇠꑸꀉꄂꀋꉬꃅ，

ꀉꁁꇿꇬꑌꁊꈴꀐ；ꑠꅹ，ꉪꊇꅇꂷꁦ

ꎆꉉꄻꀋꅐ。9ꑞꃅꆏ，ꃅꄷꀊꋨꈨꇬ

ꊿꈧꌠꊨꏦꆹꋍꑠꋀꄜꋊꎼꇁꀐ：ꉪꊇ

ꈍꃅꆍꃅꄷꃹ，ꆍꈍꃅꌩꁱꇓꁱꆍꍞ

ꇫꎭꇈ，ꏮꏃꃅꌋꇂꃴꐥꇁꄉ，ꇯꍝ

ꀕ、ꀉꄻꀕꃅꇫꐥꌠꏃꃅꌋꀨꎹ，

10ꉈꑴꋍꌺꉬꉎꇬꄉꀁꋌꐛꇁꌠꇁ

ꉚ。ꌺꋋꂷꆹꌦꈬꇬꄉꀱꐥꇁ，ꉪꋌ

ꇱꈭꋏꌊꊁꇁꋍꑍꇨꇅꃃꐨꑠꐞꌠꑳ

ꌠꂶꌠꉬ。 

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
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
主；7甚至你们作了马其顿和亚
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8因
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
出来，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
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在各处
也都传开了；所以不用我们说
什么话。9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
明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
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
神，要服事那又真又活的神，
10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
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
离将来忿怒的耶稣。 

 

ꀧꇊꄟꌒꇊꆀꏦꐤꄮꇬꌅꅍꃅꑘ 保罗在帖撒罗尼迦的职事 

2 ꃺꑌꊈꀋ！ꆍꊇꑴꅉꆹꉪꊇꆍꄷ

ꆹꇬꀈꈥꀕꌠꀋꉬꑠꆍꅉꐚ。 
2 弟兄们，你们自己原晓得我

们进到你们那里，并不是徒 
2ꉪꊇꀋꉊꃏꆀꀘꄉꊿꌌꉮ、ꍍꋉꌠ

ꆍꅉꐚ；ꄚ，ꉪꊇꆹꉪꏃꃅꌋꉘꇉꄉ，

ꉌꂵꀉꒉꏦꅍꀋꐥꃅ，ꉈꈽꐨꀉꇨꌠ

ꇬꄉꏃꃅꌋꌒꅇꉪꁊꆍꁳ。3ꉪꊇꊾ

ꅇꈪꊐꌠꆹꀕꑽꌠꇬꄉꅐꇁꌠꀋꉬ，ꁧ

ꀋꎴꌠꇬꄉꅐꇁꌠꀋꉬ，ꏂꇫꏡꁈꌬ

ꌠꑌꀋꉬ；4ꄚ，ꏃꃅꌋꉪꊇꋍꄻꈴ

ꄉ，ꌒꅇꏮꉪꇯꄉꑲꆏ，ꉪꊇꑌꉉ，ꊿ

ꉌꇿꅍꃅꌠꀋꉬꃅ，ꉪꉌꃀꎖꉺꌠꏃ

ꃅꌋꉌꇿꅍꃅꌠꉬ。5ꑞꃅꆏ，ꉪꊇꐥ

ꅷꇁꇬꅇꂷꊾꍚꊾꑻꌠꉉꀋꋻ，ꋍꑠ

ꆹꆍꅉꐚꌠꉬ；ꉈꑴꉌꃀꇢꑭꑌꌠꑌ

然的。2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
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的；然而
还是靠我们的神放开胆量，在
大争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
们。3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
误，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用
诡诈；4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
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
讲，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
讨那察验我们心的神喜欢。5因
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
话，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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ꀋꉬ，ꑠꆹꏃꃅꌋꉪꎁꃅꇫꅇꊪꌬꉆꌠ

ꉬ。6-7ꉪꊇꏢꄖꁆꄻꊩꌺꄻ，ꊿꁳꉪ

ꁌꒉꎻꉆꑴꇬ，ꄚ，ꆍꏭꅀꌞꊿꏭꀑ

ꒉꑊꒉꇖꀋꋻ，ꆍꈬꄔꄉꀉꂿꀉꑳꀉ

ꆂꄐꌠꌟꃅ，ꑗꃅꑖꈈꀕꌠꉌꂵꀉꄂ

ꑌ。8ꉪꊇꑠꃅꆍꉂꌠꉬꑲꆏ，ꉪꊇꏃ

ꃅꌋꌒꅇꄻꆍꁳꏾꌠꀉꄂꀋꉬꃅ，ꉪ

ꊇꊨꏦꀑꇬꇯꆎꄻꆍꁳꏾꌠꉬ，ꑞꃅ

ꆏ，ꆍꊇꆹꉪꊇꇬꈀꉂꌠꉬ。9ꃺꑌꊈ

ꀋ！ꆍꊇꎺꄉ，ꉪꊇꆹꏃꃅꌋꌒꅇꁊꆍ

ꁳꄮꇬ，ꆍꈬꄔꋍꂷꁳꑌꐙꄏꀋꎽꂿ

ꄷꄉ，ꉪꎬꅧꄉꑍꇁꌋꀋꐥꃅꑘꃅꃤ

ꑽ。10ꆍꊇꊿꌋꑇꌠꋋꈨꏭꆹ，ꉪꊇ

ꈍꃅꌃꎔ、ꑖꉬ、ꊨꀖꉆꅍꍈꀋꐥ

ꌠꉬꉏ！ꋍꑠꆍꇫꅇꊪꌬꉆ，ꏃꃅꌋꑌ

ꇫꅇꊪꌬꉆ。11ꀋꁧꂷꊨꏦꌳꃈꅮꏭ

ꈀꊝꌠꌟꃅ，ꆍꋍꂷꋑꀋꋒꉪꊇꆍꏭ

ꉉ，12ꉪꊇꈍꃅꆍꈐꊟꊋꊡ，ꈍꃅꆍꏭ

ꉌꌒꄀꌠꑠꆹꆍꊇꅉꐚ；ꑠꃅꄉ，ꆍꁳ

ꌤꃅꇬ，ꏃꃅꌋꂾꈴꄿꎻ；ꋋꆹꆍꋌꇱ

ꇳꍝꌊꋍꇩꇬꃹ、ꋍꀑꒉꑊꒉꊌꌠ

ꉬ。 

藏着贪心，这是神可以作见证
的。6-7我们作基督的使徒，虽然
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
或向别人求荣耀，只在你们中
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
己的孩子。8我们既是这样爱你
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
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
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
9弟兄们，你们记念我们的辛苦
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
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
累。10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
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责，
有你们作见证，也有神作见
证。11-12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
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
各人，好像父亲待自己的儿女
一样，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
召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
神。 

13ꑠꅹ，ꉪꊇꑌꀋꆏꃅꏃꃅꌋꏭꈀ

ꎭꀕ，ꑞꃅꆏ，ꉪꊇꈁꁊꌠꏃꃅꌋꇗꅉ

ꆍꈨꇈꆍꊪꄉꀐ；ꆍꌌꊿꇗꅉꃅꀋꉜ

ꃅ，ꌌꏃꃅꌋꇗꅉꃅꉜ。ꇗꅉꋋꈨꆹ

ꇯꍝꃅꏃꃅꌋꃤꉬ，ꄷꀋꁧ，ꇗꅉꆹꆍ

ꌋꑇꊿꋋꈨꉌꂵꇬꑌꐺ。14ꃺꑌꊈ

ꀋ！ꆍꊇꆹꒀꄠꃅꄷꏢꄖꑳꌠꈐꏭꏃ

ꃅꌋꑇꊿꏓꉻꈧꌠꇬꉜꄉꌷꋺ；ꑞꃅ

ꆏ，ꆍꊇꑌꊨꏦꃅꄷꊿꇱꉮꎬꅧꀐ，ꑠ

13为此，我们也不住地感谢
神，因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
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
道，乃以为是神的道。这道实
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
主的人心中。14弟兄们，你们曾
效法犹太中，在基督耶稣里神
的各教会，因为你们也受了本
地人的苦害，像他们受了犹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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ꆹꋀꊇꒀꄠꊿꇱꉮꎬꅧꌠꌋꆀꐯꌟ。

15ꒀꄠꊿꋋꈨꌋꑳꌠꌋꆀꅉꄜꊿꋀꌉ

ꇫꎭ，ꉈꑴꉪꊇꋀꈹꉈꏭꎭ。ꋀꊇꆹ

ꏃꃅꌋꉌꇿꅍꀋꊌ，ꄷꀋꁧ，ꊿꈀꐥ

ꌠꌋꆀꐮꁮꐚꐛ；16ꋀꊇꉪꁳꇗꅉꁊ

ꉇꉻꊿꁵꄉꉇꉻꊿꁳꈭꋏꊌꎻꀋꅲ，

ꋀꊇꅉꀕꃅꊨꏦꑽꃤꄸꃤꐛꃅꑌ。

ꄽꂫꆏ，ꏃꃅꌋꇨꇅꃃꐨꇁꋀꇭꀧꇬ

ꌸꀐ。 

人的苦害一样。15这犹太人杀了
主耶稣和先知，又把我们赶出
去。他们不得神的喜悦，且与
众人为敌；16不许我们传道给外
邦人，使外邦人得救，常常充
满自己的罪恶。神的忿怒临在
他们身上，已经到了极处。 

 

ꀧꇊꉈꑴꄟꌒꇊꆀꏦꑇꊿꏓꉻꂾꈨꏾ 保罗愿再访帖撒罗尼迦的教会 
17ꃺꑌꊈꀋ！ꉪꊇꀂꉗꌹꍈꆍꌋ

ꆀꐮꐞ，ꑠꆹꇭꀧꐞꌠꄸ，ꉌꂵꐞꌠꀋ

ꉬ；ꉪꊇꆹꏟꈯꀕꃅꏡꁈꎹꄉꆍꂿꏾ

ꐯꏾ。18ꑠꅹ，ꉪꊇꆍꄷꆸꏢꉨ，ꉢ，

ꀧꇊꋍꃢꑍꃢꆍꄷꆹꂿꄷ，ꄚ，ꌑꄉꇁ

ꉪꊇꈭꋍꈜꇈ。19ꉪꉘꇉꅍ、ꉌꇿꅍ

ꌋꆀꈀꈌꒉꌠꄂꌆꀍꄟꆹꑞꉬ？ꋋꆹꉪ

ꌋꑳꌠꇀꄮꇬ，ꆍꊇꋍꂾꄉꉆꈬꉆꈈ

ꄷꌠꀋꉬꅀ？20ꑞꃅꆏ，ꆍꊇꆹꉪꀑꒉ

ꑊꒉꌋꆀꉌꌒꑓꌒꅍꉬ。 

17弟兄们，我们暂时与你们
离别，是面目离别，心里却不
离别；我们极力地想法子，很
愿意见你们的面。18所以我们有
意到你们那里，我保罗有一两
次要去，只是撒但阻挡了我
们。19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
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
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
前站立得住吗？20因为你们就是
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 

 

3 ꉪꊇꋰꀋꄐꀐꄉ，ꊨꏦꃅꑶꄅꄉ

ꇁꉚꏾ，2ꉪꃺꑌꏢꄖꌒꅇꇬꄉ 3 我们既不能再忍，就愿意独
自等在雅典，2打发我们的 

ꏃꃅꌋꌤꃅꐋꀨꐛꌠꄜꂿꄠꉪꊇꇤꅷ

ꆍꄷꆹꄉ（“ꏃꃅꌋꌤꃅꐋꀨ”ꀊꆨ꒰ꀨꋍꈨꇬ

“ꏃꃅꌋꏲꌋꃅꊿꄻꌠ”ꃅꅑꌠꑌꐥ），ꆍꁳꈫ

ꈈꎻ，ꄷꀋꁧ，ꆍꈁꑇꌠꇗꅉꇬꄉꆍ

ꏭꉌꌒꄀ。3ꑠꀋꉬꑲꆏ，ꊿꊋꋠꅍꋍ

ꑞꋍꑵꇱꎼꉈꈧꐺꌠꐥꂵ；ꑞꃅꆏ，ꉪ

ꊇꊋꋠꅍꊝꌠꆹꀮꑍꀮꉖꇯꆐꑠꃅꀮꄉ

兄弟在基督福音上与神同工的
提摩太前去（“与神同工的”有古卷作

“作神执事的”），坚固你们，并在你
们所信的道上劝慰你们，3免得
有人被诸般患难动摇；因为你
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
定的。4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



ꄟꌒꇊꆀꏦꄯꒉꂴꁬꌠ  3 639 帖撒罗尼迦前书  3 

 

ꇈꌠꉬꌠꆍꊇꊨꏦꅉꐚ。4ꉪꊇꆍꄷ

ꐤꄮꇬ，ꂴꇯꆐꉉꆍꇰꇬ，ꉪꊇꀋꎪꃅ

ꎬꅧꌠꊝꄷ，ꊁꆏꇯꍝꃅꅇꅐꀐ，ꋍꑠ

ꆍꊇꑌꅉꐚ。5ꑠꅹ，ꉢꉈꑴꋰꀋꄐ

ꃅ，ꊿꉢꇤꅷꀊꄶꇬꄉꆍꑇꐨꉌꊋꈍ

ꃅꐙꌠꉜꆹ。ꉡꆹꊾꊏꊿꅰꂶꌠꆍꊇ

ꋌꇱꊏꅰꅞꄉ，ꉪꊇꈀꎭꈀꅧꄉꌠꋌ

ꇱꎼꀈꈥꀕꌠꏦ。 

候，预先告诉你们，我们必受
患难，以后果然应验了，你们
也知道。5为此，我既不能再
忍，就打发人去，要晓得你们
的信心如何，恐怕那诱惑人的
到底诱惑了你们，叫我们的劳
苦归于徒然。 

6ꄚ，ꄜꂿꄠꀋꑍꊂꑲꆀꆍꄷꄉꀱ

ꇁꄉ，ꆍꊇꑇꐨꉌꊋꌋꆀꉂꐪꃆꂮꅇ

ꂷꈨꌒꌠꋌꄜꉪꊇꇰꇁ，ꋌꉉꉪꊇꇰ

ꇬ，ꆍꊇꆹꅉꀕꃅꉪꎺꉪꄅꄷ，ꄷꀋ

ꁧ，ꆍꊇꑌꉪꊇꆍꂿꏾꌠꌟꃅꉪꂿꏾ

ꐯꏾꄷ。7ꑠꅹ，ꃺꑌꊈꀋ！ꉪꊇꆹꊋ

ꋠꅍꌋꆀꎬꅧꐨꈀꐥꌠꇬꄉ，ꆍꑇꐨ

ꉌꊋꒉꄸꃅ，ꉌꌒꄀꌠꊌꀐ；8ꀋꄸ

ꄷ，ꆍꊇꌋꉘꇉꄉꉆꈬꃅꉆꄎꑲꆏ，

ꉪꊇꇫꐥꀐ。9ꉪꊇꏃꃅꌋꂾꄉꆍꐛ

ꅹꃅꉌꇿꑓꇿ；ꉌꇿꑓꇿꈀꐥꌠꑠꃆ

ꂮꃅ，ꉪꊇꆹꆍꎁꃅꄉꈀꎭꀕꐨꈍꃅ

ꐙꌠꌌꏃꃅꌋꑆꊋꀱꌐꉆꂯ？10ꉪꊇꑍ

ꇁꌋꀋꐥꃅꏟꈯꀕꃅꈼꂟꄉ，ꆍꂿꆹ

ꑲꆀ，ꆍꑇꐨꉌꊋꀋꇎꀋꂪꈧꌠꇬꁥ

ꇱꑟꉂ。 

6但提摩太刚才从你们那里
回来，将你们信心和爱心的好
消息报给我们，又说你们常常
记念我们，切切地想见我们，
如同我们想见你们一样。7所以
弟兄们，我们在一切困苦患难
之中，因着你们的信心就得了
安慰；8你们若靠主站立得稳，
我们就活了。9我们在神面前，
因着你们甚是喜乐，为这一切
喜乐，可用何等的感谢为你们
报答神呢？10我们昼夜切切地祈
求，要见你们的面，补满你们
信心的不足。 

11ꉪꏃꃅꌋꀉꄉꌋꆀꉪꌋꑳꌠꈛ

ꎂꃅꉪꏁꆍꄷꑟꆹꅊꇈ；12ꉪꊇꆍꉂꌠ

ꌟꃅ，ꌋꆍꐮꉂꐮꅉꌠꌋꆀꋍꏅꉂꌠ

ꉌꃀꁳꋍꑍꋍꉙꃅꁦꎆ、ꇎꈴꎻꅊ

ꇈ；13ꑠꃅꄉ，ꉪꌋꑳꌠꌋꆀꋍꌃꎔꌺ

ꈧꌠꇀꄮꇬꆏ，ꆍꁳꉪꏃꃅꌋꀉꄉꂾ

ꄉꉌꃀꈫꈈ，ꌃꇁꎔꐛ，ꊨꀖꉆꅍꍈꀋ

11愿神我们的父和我们的主
耶稣，一直引领我们到你们那
里去；12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
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增
长、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们一
样；13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
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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ꐥꎻ。 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
洁，无可责备。 

 

ꏃꃅꌋꉌꃹꅍꊌꂿꄷꄉꐥ 讨神喜悦的生活 

4 ꃺꑌꊈꀋ！ꉢꅇꂷꀉꁁꉉꅍꐥꑴ

ꌦ：ꉪꊇꌋꑳꌠꉘꇉꄉꆍꏭꇖ 4 弟兄们，我还有话说：我们
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 

ꂟ，ꆍꊇꏯꈐꊟꊋꊡ，ꆍꊇꆹꉪꊇꈁꉙ

ꈁꂘꌠꆍꊪꄉ，ꈍꃅꀕꋭꄉꏃꃅꌋꁳ

ꉌꇿꎻꌠꆍꅉꐚꑲꆏ，ꆍꊇꀋꃅꆍꈀ

ꃅꌠꇬꈴꄉ，ꀊꅰꃅꈒꇤꊋꇤꌶ。

2ꉪꊇꌋꑳꌠꇇꄧꈴꄉ，ꁵꅇꑞꑵꁊꆍ

ꁳꌠꑠꆹꑴꅉꇬꆍꅉꐚ。3ꏃꃅꌋꉪ

ꐪꆹ，ꋌꆍꁳꌃꇁꎔꐛ，ꎼꃅꃏꑽꂾꁈ

ꎻꌠꑠꉬ；4ꋌꆍꈀꄸꁳꑌꅉꐚꎻꌠ

ꆏ，ꈍꃅꌃꎔ、ꐤꒉꌠꌌꄉꊨꏦꇭꀧ

ꐏꁇꄉ，5ꉇꉻꊿꏃꃅꌋꀋꌧꈧꌠꌟ

ꃅ，ꊨꏦꇭꀧꏾꅍꁳꈁꏾꃅꀋꎽ。

6ꊾꂷꁳꌤꑠꄩꐂꄉꋍꃺꑌꉙꉗꀋꎽ；

ꑞꃅꆏ，ꌤꋌꑵꌠꆹ，ꌋꀋꎪꃅꇫꀱꌠ

ꉬ，ꑠꆹꉪꊇꂴꉉꆍꇰꋺ，ꉈꑴꆍꏭꊡ

ꀱꄉꉉꀐꌠꌋꆀꐯꌟ。7ꏃꃅꌋꉪꊇ

ꇳꍝꌠꆹ，ꉪꁳꀋꎴꀋꈻꌠꈬꇬꃹꎻ

ꌠꀋꉬꃅ，ꉪꁳꌃꇁꎔꐛꎻꂿꄷꌠ。

8ꑠꅹ，ꋍꑠꄘꑣꂶꌠꆹ，ꊿꏭꄘꑣꌠꀋ

ꉬꃅ，ꌃꎔꒌꋌꄻꆍꇖꌠꏃꃅꌋꏭꄘ

ꑣꌠꉬ。 

们，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
训，知道该怎样行，可以讨神
的喜悦，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
的，更加勉励。2你们原晓得我
们凭主耶稣传给你们什么命
令。3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
圣洁，远避淫行；4要你们各人
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
自己的身体，5不放纵私欲的邪
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
6不要一个人在这事上越分，欺
负他的弟兄；因为这一类的
事，主必报应，正如我们预先
对你们说过，又切切嘱咐你们
的。7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
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
洁。8所以，那弃绝的，不是弃
绝人，乃是弃绝那赐圣灵给你
们的神。 

9ꉉꅷꃺꑌꐮꉂꐮꅉꌠꃆꂮꑟꇬ

ꆏ，ꊿꀉꁁꁳꄯꒉꁱꆍꁳꎻꄻꀋꅐ

ꀐ。ꑞꃅꆏ，ꏃꃅꌋꉙꅇꂘꅇꆹꆍꊇ

ꊨꏦꊪꊊꀐ，ꆍꊇꏯꐮꉂꐮꅉꄷ。

10ꆍꊇꂷꐕꄓꑭꊂꃺꑌꈧꌠꏭꇯꍝꃅ

ꑠꃅꀕꀐꌠꉬ，ꄚ，ꉢꆍꊇꃺꑌꈧꌠꏭ

9论到弟兄们相爱，不用人
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蒙
了神的教训，叫你们彼此相
爱。10你们向马其顿全地的众弟
兄固然是这样行，但我劝弟兄
们要更加勉励；11又要立志作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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ꀊꅰꃅꊋꇤꏡꇤꄉꑠꃅꀕꄷꊋꊡ。

11ꉈꑴꉌꃀꉪꄉꏤꄉꊿꀋꁏꀋꆽꌠ

ꄻ，ꊨꏦꌤꀞ，ꊨꏦꇇꐛꄉꌤꑘꃅ，ꑞ

ꑌꉢꀋꉊꆍꏭꈁꉉꌠꌟꃅꀕ；12ꑠꃅ

ꄉ，ꆍꁳꉇꉻꊿꏭꌤꆿꊒꆽꀕꌠꃅꉆ

ꎻꄉ，ꊨꏦꑌꀋꇎꀋꂪꅍꀋꐥꀐ。 

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
工，正如我们从前所吩咐你们
的，12叫你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
正，自己也就没有什么缺乏
了。 

 

ꌋꑟꇁꂯꀐ 主的降临 
13ꉉꅷꊿꀀꑌꇴꀐꈧꌠꑟꇬꆏ，

ꆍꊇꊿꀉꁁꉘꇉꅍꀋꐥꈧꌠꌟꃅꉌꐒ

ꇁꎭꂵꏦꄉ，ꉪꊇꆹꃺꑌꊈꁳꅉꀋꐚ

ꎻꀋꏾ。14ꀋꄸꄷ，ꉪꊇꆹꑳꌠꌦꇈ

ꀱꐥꇁꌠꑇꑲꆏ，ꊿꑳꌠꈐꏭꄉꀀꑌ

ꇴꀐꈧꌠꑌꀋꎪꃅꑳꌠꌋꆀꐯꇯꄉꏃ

ꃅꌋꇱꏃꇁ。15ꉪꊇꀋꃅꌋꅇꂷꇬꈴ

ꄉꌤꐘꉉꆍꇰ：ꉪꊇꊿꇫꐥꅷꌋꇫꑟ

ꇀꄮꑟꋋꈨ，ꈍꃅꑌꊿꀀꑌꇴꀐꈧꌠ

ꂴꆽꐊꀋꄐ；16ꑞꃅꆏ，ꌋꊨꏦꀋꎪꃅ

ꉬꉎꇬꄉꀁꋌꐛꇁ，ꇳꃚꉓꃚꌋꆀꉬ

ꉎꊩꌺꌟꒉꃚꋒꇫꐊ，ꉈꑴꏃꃅꌋꉶ

ꁱꑌꇫꄏ；ꊿꏢꄖꇬꄉꌦꀐꈧꌠꀋꎪ

ꃅꂴꀱꐥꇁ。17ꋍꈭꐨꆏ，ꉪꊇꀋꌦ

ꃅꇫꋒꇈꋋꈨꀋꎪꃅꋀꈽꄉꌋꇱꐕꌊ

ꃅꄂꇬꃹꁧꇈ，ꃅꃴꇬꄉꌋꀕꆀꐮ

ꋒ，ꑠꃅꄉ，ꉪꊇꐩꋊꐩꍂꃅꌋꀕꆀ

ꐯꈽꄉꐥ，18ꑠꅹ，ꆍꊇꅇꂷꋋꈨꌌꐮ

ꏯꈐꊟꊋꊡꄡꑟ。 

13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
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
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
样。14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
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
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
来。15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
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
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
经睡了的人之先；16因为主必亲
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
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
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
复活。17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
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
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
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18所
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
慰。 

5 ꃺꑌꊈꀋ！ꉉꅷꃅꑍꄮꈉꃆꂮꑟ

ꇬꆹ，ꉢꉈꑴꄯꒉꁱꆍꁳꄻꀋꅐ 
5 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

不用写信给你们，2因为你 
ꀐ，2ꑞꃅꆏ，ꌋꃅꑍꄹꉇꆹꌋꐓꏄꍿꇁ

ꌠꌟꃅꇫꑟꇁ。3ꊿꋬꂻꐥꅍꀋꐥꃅ

ꉉꑌꃅꄉꇬꆏ，ꉮꃤꆹꉘꀋꇉꄲꄷꇁꋀ

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
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3人正
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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ꇭꀧꇬꌸ，ꀋꇊꆏ，ꆄꈻꌠꇁꌋꅪꀉꑳ

ꒅꂷꊝꌠꌡ；ꋀꊇꆹꈍꃅꑌꁈꁧꀋ

ꄐ。4ꄚ，ꃺꑌꊈꀋ！ꆍꊇꆹꆈꋧꋪꅉ

ꇬꐥꄉ，ꃅꑍꀊꋨꄮꏄꍿꇁꌠꌟꃅꆍ

ꄷꑟꇁꌠꀋꉬ。5ꆍꊇꐯꇯꁨꑭꌺꉬ，

ꐯꇯꂵꆧꌺꉬ，ꉪꊇꆹꈊꃀꃤꀋꉬ，ꆈ

ꏸꏷꅉꃤꑌꀋꉬ；6ꑠꅹ，ꉪꊇꌞꊿꀉ

ꁁꌟꃅꀀꑌꄡꇴꃅ，ꀀꐚꑓꄧꃅꋓꉪ

ꁨꄉꇬꎷ。7ꊿꀀꑌꇴꌠꆏ，ꈊꃀꀀ

ꑌꇴ；ꊿꎧꑱꌠꑌꈊꃀꎧꑱ。8ꄚ，ꉪ

ꊇꆹꂵꆧꃤꉬꑲꆏ，ꉪꊇꋓꉪꁨꄉꄡ

ꑟ，ꑇꐨꌋꆀꉂꐪꌌꉪꇭꀧꇬꀧꌋꃅ

ꌠꉦꏪꑣꃅꄉ，ꈭꋏꊌꉘꇉꐨꌌꐯꃃ

ꀎꇓꃅꄉꅑ。9ꑞꃅꆏ，ꏃꃅꌋꉪꊇ

ꋌꌌꎭꃚꍈꃅꏤꄉꌠꀋꉬꃅ，ꉪꊇꁳ

ꉪꌋꑳꌠꏢꄖꇇꄧꈴꄉꈭꋏꊌꎻꃅꏤ

ꄉꌠ。10ꑳꌠꉪꊇꎁꃅꌦ，ꑠꃅꄉ，ꉪ

ꊇꀀꑌꑴꌦꄿꂿ、ꀀꑌꇴꀐꄿꂿ，ꐯ

ꇯꋌꈽꄉꐥ。11ꑠꅹ，ꆍꊇꅉꀕꃅꈀ

ꃅꌠꌟꃅ，ꐮꈐꊟꊋꊡ，ꐮꄖꐮꄻꄉ

ꐥꄡꑟ。 

临到他们，如同产难临到怀胎
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
脱。4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
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
样。5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
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
的，也不是属幽暗的；6所以，
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
总要警醒谨守。7因为睡了的人
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
间醉。8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
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
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
头盔戴上。9因为神不是预定我
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
们主耶稣基督得救。10他替我们
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
都与他同活。11所以，你们该彼
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
素常所行的。 

 

ꄽꂫꇬꉙꅇꂘꅇꌋꆀꋬꂻꄜꅇ 最后的劝导和问安 
12ꃺꑌꊈꀋ！ꉪꊇꆍꏭꊿꆍꈬꄔ

ꄉꑘꎭꃣꅧꈧꌠꁌꒉꄣꅼꄷꇖꂟ，ꊿ

ꋋꈨꆹꌋꈐꏭꄉꆍꊇꏲꂠ、ꉙꂘꈧꌠ

ꉬ；13ꉈꑴꋀꊇꈀꃅꌠꌤꑘꐛꅹꃅ，ꆍ

ꊇꉂꏣꑌꄉꀊꅰꃅꋀꁌꒉ；ꆍꊇꑌꐮ

ꄮꐮꄻꃅꄉꐥ。14ꉢꉈꑴꃺꑌꊈꏭꉉ

ꌦ，ꆍꑴꌠꊿꏦꀋꍬꌠꏭꅇꈪꊐ，ꊿ

ꉈꊰꑓꊰꌠꏭꈐꊟꊋꊡ，ꊋꁧꌗꁧꌠ

ꄕꄻ，ꉈꑴꋰꄿꃅꋍꏅꊝ。15ꆍꊇꋓ

12弟兄们，我们劝你们敬重
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
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戒你们
的；13又因他们所做的工，用爱
心格外尊重他们；你们也要彼
此和睦。14我们又劝弟兄们，要
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
的人，扶持软弱的人，也要向
众人忍耐。15你们要谨慎，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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ꉪꁨꄉ，ꈀꄸꉬꄿꂿ，ꄸꌌꄸꀱꀋꉆ；

ꆍꐮꊝꅀꆍꌞꊿꊝꄿꂿ，ꅉꀕꃅꂄꃅ

ꂄꌠꀉꄂꎹꈹꇬꎷ。 

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或是彼
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
求善良。 

16ꅉꀕꃅꉌꇿꌶ，17ꀋꆏꃅꈼꂟꇬ

ꎷ，18ꌤꑞꉬꄿꂿ，ꏃꃅꌋꏭꈀꎭꀕꇬ

ꎷ，ꑞꃅꆏ，ꑠꆹꏃꃅꌋꏢꄖꑳꌠꇬꄉ

ꆍꏭꈁꏤꄉꌠꉪꐪꉬ。19ꌃꎔꒌꉌꐡ

ꅍꈔꋏꇬꄡꎭ；20ꅉꄜꊿꉙꅇꂘꅇꑠꉜ

ꄡꄸ；21ꄚ，ꌤꑞꉬꄿꂿ，ꌌꎖꉺꉚ

ꄉ，ꂄꌠꎔꌠꆏꌭꈬꃅꄉ；22ꌤꆿꄷꅠ

ꌠꆏꋓꉪꁨꄉꄡꃅ。 

16要常常喜乐，17不住地祷
告，18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
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
意。19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20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21但要
凡事察验，善美的要持守；22各
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 

23ꋬꂻꄻꊾꇖꌠꏃꃅꌋꊨꏦꆍꁳ

ꌃꇁꎔꐛꎻꅊꇈ。ꉈꑴꆍꒌꌋꆀ

ꆠ、ꇭꀧꐯꇯꀧꌋꃅꌠꊌꌐꄉ，ꉪꌋ

ꑳꌠꏢꄖꇫꑟꇀꄮꇬ，ꊨꀖꉆꅍꍈꀋ

ꐥꅊꇈ。24ꆍꊇꇳꍝꂶꌠꊇꅉꆹꀋꎪ

ꀋꑴꌠꉬ，ꋌꀋꎪꃅꌤꋋꈨꋌꃅꐛ。 

23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
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
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
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
责。24那召你们的本是信实的，
他必成就这事。 

25ꃺꑌꊈꀋ！ꆍꊇꑴꌠꉪꎁꃅꈼ

ꂟꅊꇈ。26ꃺꑌꈧꌠꁧꇉꇬꁬꄉꋀꏭ

ꋬꂻꄜ，ꀋꎪꃅꌃꎔꃅꐙꌶ。27ꉢꌋ

ꏭꄐꄉꆍꏭꉉ，ꄯꒉꋌꁬꀘꃺꑌꈀꐥ

ꌠꃅꇰ。 

25请弟兄们为我们祷告。
26与众弟兄亲脸问安，务要圣
洁。27我指着主嘱咐你们，要把
这信念给众弟兄听。 

28ꉪꌋꑳꌠꏢꄖꑆꊋꅉꀕꃅꆍꈽ

ꐥꅊꇈ。 
28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

你们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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ꄟꌒꇊꆀꏦꄯꒉꊁꁬꌠ 

帖撒罗尼迦后书 

 
ꋬꂻꄜ 问候 

1 ꀧꇊ、ꑭꇁꌋꆀꄜꂿꄠꄯꒉꁱ

ꄟꌒꇊꆀꏦꑇꊿꏓꉻꁵ，ꑇꊿꏓ 1 保罗、西拉、提摩太，写信
给帖撒罗尼迦在神我们的父 

ꉻꋋꂷꆹꏃꃅꌋꉪꀉꄉꌋꆀꌋꑳꌠꏢ

ꄖꈐꏭꐊꌠꉬ。2ꑆꊋ、ꋬꂻꑠꏃꃅ

ꌋꉪꀉꄉꌋꆀꌋꑳꌠꏢꄖꄷꄉꆍꊇꊌ

ꅊꇈ。 

与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2愿恩
惠、平安，从我们父神和主耶
稣基督归与你们。 

 

ꏢꄖꀱꇁꄮꇬꀞꇽꐨ 基督再来的审判 
3ꃺꑌꊈꀋ！ꉪꊇꆹꆍꒉꄸꃅꅉꀕ

ꃅꏃꃅꌋꏭꈀꎭꀕꄡꑟ，ꋍꑠꊇꅉꇯ

ꆐꋭꌠꉬ；ꑞꃅꆏ，ꆍꊇꑇꐨꉌꊋꆹꐤ

ꅉꁦꎆꅉꑟ，ꉈꑴꆍꋍꏅꐮꉂꐮꅉꌠ

ꉌꃀꑌꇎꐯꇎ。4ꄷꀋꁧ，ꉪꊇꏃꃅ

ꌋꑇꊿꏓꉻꈧꌠꇬꄉꆍꎁꃅꈌꒉ，ꑞ

ꃅꆏ，ꆍꊇꆹꆼꍅꆹꆋꎬꅧꅍꈀꊝꌠꈬ

ꇬꄉ，ꄡꇗꋰꄿꌠꌋꆀꑇꐨꉌꊋꑌꑴ

ꌦ。5ꑠꆹꏃꃅꌋꊒꆽꀕꃅꀞꇽꌠꊫ

ꌐꄇꇖꀕꌠꉬ，ꆍꁳꏃꃅꌋꇩꌋꆀꐯ

ꋭꄎꂿꄷꄉ，ꆍꊇꆹꇩꋋꂷꒉꄸꃅꎭ

3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
常感谢神，这本是合宜的；因
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并且你
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
足。4甚至我们在神的各教会里
为你们夸口，都因你们在所受
的一切逼迫患难中，仍旧存忍
耐和信心。5这正是神公义判断
的明证，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
国，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6神
既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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ꊝꅧꊝ。6ꏃꃅꌋꆹꊒꆽꀕꌠꉬꑲꆏ，

ꋌꀋꎪꃅꎬꅧꅍꌌꊿꆍꊇꋀꎼꎭꌶꅧ

ꌸꈧꌠꏭꀱ；7ꋋꑌꀋꎪꃅꆍꊇꊿꎭꌶ

ꅧꌸꋋꈨꁳꉪꊇꈽꄉꑬꆏꎻ。ꀊꋨꄮ

ꇬꆏ，ꌋꑳꌠꌋꆀꋍꊋꃤꐥꌠꉬꉎꊩ

ꌺꐮꐊꉬꉎꇬꃆꄔꉐꆂꈬꇬꄉꇫꅐ

ꇁ，8ꊿꏃꃅꌋꀋꌧ、ꉪꌋꑳꌠꌒꅇ

ꃅꀋꅲꈧꌠꏭꎭꃚꍈꇁ。9ꋀꊇꑗꉘ

ꊝꇁ，ꑗꉘꆹꋀꐩꋊꐩꍂꃅꈔꑍꄉ，ꋀ

ꊇꆹꌋꀑꑊꌋꆀꌋꌅꈌꊋꃤꁤꇅꀕꌠ

ꁨꑭꇬꄉꐞꁧꃅꑠꉬ。10ꀊꋨꄹꉇꆏ

ꌋꇫꑟꇁ，ꋋꆹꋍꌃꎔꌺꇭꀧꇬꄉꀑ

ꑊꁤꇅꀕꇁ；ꊿꋋꈁꑇꌠꆹꋋꒉꄸꃅ

ꋌꇰꈌꉛꀕꌐ（ꉪꊇꆍꏭꈀꌬꌠꅇꊪ

ꆍꑌꑇꀐ）。11ꑠꅹ，ꉪꊇꅉꀕꃅꆍ

ꎁꃅꈼꂟ，ꉪꏃꃅꌋꆹꆍꊇꋌꉜꌊꋌ

ꈀꇳꍝꄉꌠꋭꃅꄉꅊꇈ，ꉈꑴꊋꃤꀉ

ꒉꌠꌊꆍꇫꈁꁯꌠꂄꎔꈧꌠ、ꆍꇬꑅ

ꐛꅹꈀꃅꌠꌤꑘꈧꌠꉬꇮꋌꇱꃅꐛꌐ

ꅊꇈ。12ꑠꃅꑲꆏ，ꉪꊇꌋꑳꌠꂓꆹꆍ

ꊇꈬꄔꄉꀑꒉꑊꒉꊌꀐ，ꆍꊇꑌꋍꇭ

ꀧꇬꄉꀑꒉꑊꒉꊌ，ꋋꈨꉬꇮꃅꉪꏃ

ꃅꌋꀕꆀꌋꑳꌠꏢꄖꑆꊋꈴꄉꅐꇁꌠ

ꉬ。 

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 
7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
们同得平安。那时，主耶稣同
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
中显现，8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
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
9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
沦，离开主的面和他权能的荣
光。10主降临的那一日，他要在
圣徒的身上得荣耀，又在一切
信的人身上显为希奇；你们也
要在他们的行列中，因为我们
对你们做的见证，你们相信
了。11因此，我们常为你们祷
告，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
所蒙的召，又用大能成就你们
一切所羡慕的善良和一切因信
心所做的工夫，12叫我们主耶稣
的名在你们身上得荣耀，你们
也在他身上得荣耀，都照着我
们的神并主耶稣基督的恩。 

 

ꄹꏦꀋꐥꊿ 不法之人 

2 ꃺꑌꊈꀋ！ꉉꅷꌤꆿꉪꌋꑳꌠꏢ

ꄖꀱꇁꇈꉪꊇꋍꄷꏓꌠꃆꂮꑟꇬ 2 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
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 

ꆏ，2ꉢꀋꃅꑠꃅꆍꏭꇖꂟ：ꒌꉬꄿ

ꂿ、ꅇꂷꉬꄿꂿ、ꄯꒉꉪꂓꎁꊐꄉ

ꁱꌠꉬꄿꂿ，ꌋꃅꑍꀋꃅꑟꇁꀐꃅꉉ

ꌠꐥꇬ，ꆍꊇꈝꐮꃅꉌꂵꇙꈧꄡꐺ，

集，2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
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
的日子现在到了（“现在”或作

“就”），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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ꃧꑌꃨꄡꆰ。3ꊿꏡꁈꑞꌌꌬꄿꂿ，

ꆍꊇꋌꁳꇱꊏꅰꅜꄡꎽ；ꑞꃅꆏ，ꃅꑍ

ꀊꋨꄮꑟꇁꂾ，ꀋꎪꃅꇗꅉꐞ、ꑇꇐ

ꁏꌠꌤꑠꐥ，ꄷꀋꁧ，ꊿꑽꃤꆈꒉꀕ

（ꑝꇂꉙꇬꆏ“ꄹꀋꐥꏦꀋꐥꊿ”ꃅꅑ），ꈔꑍꌺ

ꄷꑌꄹꂶꌠꇫꅐꇁꌠꉬ。4ꋌꌋꏭꄘ

ꑣ，ꋍꊨꏦꋌꐕꌊꌋꉬꄷꌠꈀꐥꌠ、

ꊿꇫꀍꃈꄚꌠꈀꐥꌠꄩꄉ，ꄷꀋꁧ，

ꋌꏃꃅꌋꑷꂿꇬꑌꄉ，ꊨꏦꆹꏃꃅꌋ

ꉬꄷꉉ。5ꉢꆍꄷꐤꄮꇬ，ꌤꋋꈨꉢꉉ

ꆍꇰꋺꌠꆍꋌꀋꎺꀐꅀ？6ꀋꃅꋋꏢꋌ

ꇋꌠ、ꋌꁳꃅꑍꑞꄮꇬꑲꆀꇫꅐꇁꉆ

ꎻꌠꆹꑞꉬꌠ，ꋍꑠꆍꑌꅉꐚꀐ。7ꑞ

ꃅꆏ，ꄹꀋꁨꏦꀋꁨꌠꂁꌤꆹꇙꈧꐺ

ꀐ，ꄚ，ꀋꃅꇫꏢꇬꇋꂷꐥꑴꌦ，ꊁ

ꆏ，ꇫꏢꇬꇋꂶꌠꎞꌊꁧ，8ꀊꋨꄮꇬ

ꆏ，ꊿꄹꀋꁨꏦꀋꁨꀊꋨꂷꀋꎪꃅꅔ

ꁖꇁ，ꌋꑳꌠꋍꈂꀸꇬꌗꌌꊿꋋꂷꋌ

ꇱꈔꋏꇫꎭ，ꀁꋌꐛꇁꌠꀑꑊꌊꊿꋋ

ꂷꋌꇱꀜꋊꇫꎭ。9ꊿꄹꀋꁨꏦꀋꁨ

ꋋꂷ，ꌑꄉꊋꃤꇬꈴꄉ，ꋍꑞꋍꑵꄐ

ꐨꇣꋲꌠ、ꌋꃅꐪꑽꑌꌋꆀꌤꂵꌦ

ꂵꌋꃶꀋꐚꌠꑠꃅ，10ꄷꀋꁧ，ꊿꈔꑍ

ꈧꌠꇭꀧꇬꄉꋍꑞꋍꑵꀋꑗꀋꉬꌠꑠ

ꏂꇫ；ꑞꃅꆏ，ꋀꊇꆹꇗꅉꃶꐚꌠꉂꄉ

ꋀꁳꈭꋏꊌꎻꌠꑠꋀꇬꀋꊪ。11ꑠ

ꅹ，ꏃꃅꌋꆹꉌꃀꆹꑽꆽꀠꌠꇫꅐꇁꑠ

ꂷꄻꋀꁳꄉ，ꋀꁳꈱꅇꏅꅇꑠꑇꎻ，

12ꑠꃅꄉ，ꊿꇗꅉꃶꐚꌠꀋꑇꃅ，ꀱꌊ

ꀋꑗꀋꉬꌠꑠꉌꃹꈧꌠꉬꇮꃅꌌꑽꃤ

ꏤꌐ。 

慌。3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
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
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
有那大罪人（原文作“不法者”），就
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4他是
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
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
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
是神。5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
候，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你
们不记得吗？6你们也知道，那
现在拦阻他的是什么，是叫他
到了的时候，才可以显露。7因
为那不法的隐意已经发动，只
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到那
拦阻的被除去，8那时这不法的
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
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
废掉他。9这不法的人来，是照
撒但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
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10并
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
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
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11故
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
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12使一
切不信真理、倒喜爱不义的
人，都被定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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ꈭꋏꑆꊋꒉꄸꃅꌊꄻꄉ 为救恩被拣选 
13ꌋꆍꉂꌠꃺꑌꊈꀋ！ꉪꊇꀕꅉ

ꆹꆍꊇꐛꅹꃅꏃꃅꌋꏭꈀꎭꀕꇬꎷꄡ

ꑟ；ꑞꃅꆏ，ꏃꃅꌋꆍꊇꋌꇱꌊꄻꄉ

ꌌꂶꂷꇬꂾꅑꌠꄻ（ꀊꆨꏂꀨꋍꈨꇬꆏ“ꉘꃀ

ꇬꇯꆐꆍꊇꋌꇱꌊꄻꄉ”ꃅꅑ），ꆍꁳꇗꅉꇯꍝ

ꌠꑇꐛꅹ，ꉈꑴꌃꎔꒌꇱꌵꉌꐡꄉꌃ

ꇁꎔꐛ，ꈭꋏꊌꄎꎻ。14ꑠꅹ，ꏃꃅꌋ

ꉪꈁꁊꌠꌒꅇꇇꄧꈴꄉꆍꊇꇳꍝꌠ

ꆹ，ꆍꁳꉪꌋꑳꌠꏢꄖꀑꒉꑊꒉꊌꎻ

ꂿꄷꌠ。15ꑠꃅꑲꆏ，ꃺꑌꊈꀋ！ꆍꊇ

ꉆꈬꉆꈈꃅꄉ，ꆍꊇꈀꊪꊊꌠꉙꅇꂘ

ꅇꉪꉉꆍꇰꌠꉬꄿꂿ，ꁱꆍꁳꈧꌠꉬ

ꄿꂿ，ꏟꈯꀕꃅꇬꍪ。 

13主所爱的弟兄们哪，我们
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
拣选了你们作初结的果子（有古

卷作“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
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
成为圣洁，能以得救。14神借着
我们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召你
们来分享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
耀。15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站
立得稳，凡所领受的教训，不
拘是我们口传的，是信上写
的，都要坚守。 

16ꏃꃅꌋꆹꉪꊇꉂ，ꋌꂄꃅꄉꐩꋊ

ꐩꍂꉌꌒꄀꅍ、ꎔꇁꃨꌠꉘꇉꅍꋌꄻ

ꉪꇖ。ꏃꃅꌋꀉꄉꌋꆀꉪꌋꑳꌠꏢ

ꄖꑋ，17ꆍꉌꃀꉌꌒꄀ，ꉈꑴꈁꉉꈀꃅ

ꌠꌤꂄꃪꌠꇬꄉꆍꁳꈫꈈꎻꅊꇈ。 

16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和那
爱我们、开恩将永远的安慰并
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的父神，
17安慰你们的心，并且在一切善
行善言上坚固你们。 

 

ꉪꊇꎁꃅꈼꂟ 为我们祷告 

3 ꃺꑌꊈꀋ！ꉢꅇꂷꀉꁁꉉꅍꐥꑴ

ꌦ，ꆍꊇꑴꌠꉪꊇꎁꃅꈼꂟꄉ， 3 弟兄们，我还有话说，请你
们为我们祷告，好叫主的道 

ꌋꇗꅉꁳꆍꈬꄔꇬꄉꄜꁊꌠꌟꃅ，ꐳ

ꃅꁊꈴꄉꀑꒉꑊꒉꊌꎻ；2ꉈꑴꉪꁳꊿ

ꄸꇗꀋꁨꏦꀋꁨꌠꇇꈐꄉꐞꇁꎻ；ꑞ

ꃅꆏ，ꊿꉬꇮꑇꐨꉌꊋꑌꌐꌠꀋꉬ。

3ꄚ，ꌊꆹꀋꎪꀋꑴꌠ，ꆍꁳꈫꈈꎻ，ꆍ

ꋌꀧꌋꃅꌊꄷꅠꂶꌠꄷꄉꐞꇁ。4ꆍ

ꊇꃆꂮꃅꄉꇬ，ꉪꊇꌋꉘꇉꄉꇬꑅꐯ

ꇬꑅꌠꆏ，ꆍꊇꀋꃅꉪꊇꆍꏭꈁꉉꌠ

理快快行开，得着荣耀，正如
在你们中间一样；2也叫我们脱
离无理之恶人的手；因为人不
都是有信心。3但主是信实的，
要坚固你们，保护你们脱离那
恶者（或作“脱离凶恶”）。4我们靠主
深信，你们现在是遵行我们所
吩咐的，后来也必要遵行。5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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ꍬ，ꊁꑌꀋꎪꃅꇬꍪꌠꉬ。5ꌋꆍꉌꃀ

ꈭꏃꈜꏁꄉ，ꆍꁳꏃꃅꌋꉂ、ꏢꄖꋰ

ꄿꌠꌷꎻꅊꇈ。 

主引导你们的心，叫你们爱
神，并学基督的忍耐。 

 

ꊿꐵꑷꌠꏭꅇꈪꊐ 警告闲懒 
6ꃺꑌꊈꀋ！ꉪꊇꌋꑳꌠꏢꄖꂓꄜ

ꄉꆍꏭꉉ，ꃺꑌꎽꇑꃏꆹ、ꉪꊇꄻꋀ

ꂘꌠꃷꋪꏦꃤꋀꇬꀋꍬꌠꑠꆏ，ꆍꊇ

ꋋꌋꆀꋍꈜꄡꇁꄡꑟ。7ꆍꊨꏦꑴꅉ

ꆹꈍꃅꉪꊇꌷꄡꑟꌠꆍꅉꐚ；ꑞꃅꆏ，

ꉪꊇꆍꈬꄔꐥꇬ，ꎽꇑꃏꆹꃅꀕꀋꋻ，

8ꀈꈥꀕꃅꌞꋚꑌꋠꀋꋻ；ꀱꌊꆍꈀꄸ

ꂷꐙꄏꏦꄉ，ꉪꊇꑍꇁꌋꀋꐥꃅꑘꎭ

ꃣꅧꄉꌤꃅ。9ꋍꑠꆹꉪꊇꌅꈌꀋꐥꌠ

ꒉꄸꀋꉬꃅ，ꌶꀠꄻꆍꀦꄉ，ꆍꁳꉪ

ꊇꌷꎻꂿꄷꌠ。10ꉪꊇꆍꄷꐤꄮꇬ，

ꉉꆍꇰꋺ，ꀋꄸꄷꊿꌤꃅꀋꅲꌠꐥꑲ

ꆏ，ꋋꆹꋙꋠꀋꉆꄷ。11ꑞꃅꆏ，ꉪꊇ

ꈨꇁꇬ，ꆍꈬꄔꊿꎽꇑꃏꆹ，ꌤꑞꑌꀋ

ꃅꀕ，ꀱꌊꌞꌤꁁꀕꉌꐺꌠꑠꐥꄷ。

12ꉪꊇꌋꑳꌠꏢꄖꉘꇉꄉꊿꋍꑠꏭꉉ，

ꊿꋍꑠꏭꅇꈪꊐ，ꌕꈈꀕꃅꌤꃅ，ꋚ

ꊨꏦꃤꋠꄷ。13ꄚ，ꃺꑌꊈꀋ！ꆍꊇ

ꆏꌤꂄꎔꌠꃅꌠꉪꐨꑠꇤꇬꄡꎭ。

14ꀋꄸꄷ，ꊿꉪꄯꒉꋌꁬꇬꅇꂷꋀꇫ

ꅇꃅꀋꅲꌠꐥꑲꆏ，ꈀꄸꂷꉬꌠꎺꄉ，

ꇫꄡꑌꄡꑴꃅꋍꊨꏦꁳꑊꏦꎲꄏꎻ；

15ꄚ，ꋌꌊꆍꁮꐚꃅꄡꄉ，ꃺꑌꌟꃅꋍ

ꏭꅇꈪꊐ。 

6弟兄们，我们奉主耶稣基
督的名吩咐你们，凡有弟兄不
按规矩而行，不遵守从我们所
受的教训，就当远离他。7你们
自己原知道应当怎样效法我
们；因为我们在你们中间，未
尝不按规矩而行，8也未尝白吃
人的饭；倒是辛苦劳碌，昼夜
做工，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
9这并不是因我们没有权柄，乃
是要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效
法我们。10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
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
肯做工，就不可吃饭。11因我们
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
矩而行，什么工都不做，反倒
专管闲事。12我们靠主耶稣基督
吩咐、劝戒这样的人，要安静
做工，吃自己的饭。13弟兄们，
你们行善不可丧志。14若有人不
听从我们这信上的话，要记下
他，不和他交往，叫他自觉羞
愧；15但不要以他为仇人，要劝
他如弟兄。 

 

ꄽꂫꇬꋬꂻꄜꅇ 祝福 
16ꋬꂻꄻꊾꇖꌠꌋꈍꄮꇬꉬꄿ 16愿赐平安的主随时随事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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ꂿ、ꑞꌤꉬꄿꂿꊨꏦꋬꂻꄻꆍꇖꅊ

ꇈ。ꌋꅉꀕꃅꆍꊇꋍꏅꌋꆀꐯꈽꐥ

ꅊꇈ。17ꉢꀧꇊꇇꐛꄉꄯꒉꁱꌊꆍꏭ

ꋬꂻꄜ。ꄯꒉꉢꈀꁱꌠꃅꌐꂷꑠꄀ

ꄉ，ꉠꁱꑟꆹꑠꃅꐙꌠꉬ。18ꉪꌋꑳ

ꌠꏢꄖꑆꊋꅉꀕꃅꆍꋍꏅꈽꐥꅊ

ꇈ。 

自给你们平安。愿主常与你们
众人同在。17我保罗亲笔问你们
安。凡我的信都以此为记，我
的笔迹就是这样。18愿我们主耶
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众人同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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ꄜꂿꄠꄯꒉꂴꁬꌠ 

提摩太前书 

 
ꋬꂻꄜ 问候 

1 ꉪꈭꋏꌋꏃꃅꌋꀕꆀꉪꉘꇉꅍ

ꏢꄖꑳꌠꁵꅇꇬꈴꄉ，ꏢꄖꑳꌠ 1 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
基督耶稣之命，作基督耶稣 

ꁆꄻꊩꌺꄻꌠꀧꇊ，2ꄯꒉꁱꑇꐨꇬꄉ

ꉠꌺꇯꍝꀕꌠꐛꌠꄜꂿꄠꁵ。 
使徒的保罗，2写信给那因信主
作我真儿子的提摩太。 

ꑆꊋ、ꉈꁒꑓꊰ、ꋬꂻꑠꏃꃅ

ꌋꀉꄉꌋꆀꉪꌋꏢꄖꑳꌠꄷꄉꆏꊌꅊ

ꇈ。 

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
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与你。 

 

ꇗꅉꃶꀋꐚꌠꋓꉪꁨꄉ 防备假道 
3ꉢꂷꐕꄓꉜꄉꁦꄮꇬ，ꉢꅽꏯꉉ

ꋺ，ꆏꄡꇗꑱꃛꌙꐥꄉ，ꊿꀊꋨꈍꑋ

ꑹꏭꑇꇐꎎꌠꁊꀋꉆꄷꊡꄉꉉ，4ꅇꂷ

ꇁꀦꀋꐥꌠꌋꆀꊿꋊꀋꃷꎵꌠꑠꑌꅲ

ꀋꉆꄷ；ꌤꋋꈨꀂꏽꆹꅔꀥꌠꀉꄂꇫ

ꅐꇁ，ꊾꄜꎟꄉꊿꁳꏃꃅꌋꑷꈓꏲꊿ

ꉽꂷꄻꎻꌠꑠꇫꅐꀋꇁ。5ꄚ，ꁵꅇꏓ

ꅉꏡꅉꆹꉂꐪꉬ，ꉂꐪꆹꐙꎴꀕꌠꉌ

ꃀ、ꈴꄿꌠꉌꂵꌋꆀꀋꎪꀋꑴꌠꑇꐨ

ꉌꊋꇬꄉꅐꇁꌠꉬ。6ꊿꋍꈨꋋꈨꋍ

3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
劝你仍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
几个人不可传异教，4也不可听
从荒渺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
谱；这等事只生辩论，并不帮
助实现神的计划（“计划”原文也可作

“培训”），这计划是凭着信心才能
实现的。5但命令的总归就是
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亏
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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ꑠꇬꄉꐞꁧ，ꀱꌊꅇꈥꉐꈣꉉ；7ꋀꊇ

ꆹꄹꏦꂘꃀꄻꏾ，ꄚ，ꋀꈁꉉꈀꈻ

ꌠ、ꈀꈌꈀꍣꌠꋀꊨꏦꂯꇫꐞꀋ

ꉅ。 

的。6有人偏离这些，反去讲虚
浮的话，7想要作教法师，却不
明白自己所讲说的、所论定
的。 

8ꊿꋭꋽꃅꄹꏦꌬꑲꆏ，ꄹꏦꑴꅉ

ꆹꉾꃪꌠꉬꌠꉪꅉꐚ；9ꑞꃅꆏ，ꄹꏦꆹ

ꑖꊿꎁꃅꄻꄉꌠꀋꉬꃅ，ꊿꄹꏦꀋꐥ

ꌠꌋꆀꌊꃅꌋꑽꌠ、ꌋꀋꉪꌋꀋꏣ

ꌠꌋꆀꑽꃤꐆꌠ、ꀋꌃꀋꎔꌠꌋꆀ

ꋧꃅꊂꈹꌠ、ꀿꃀꌉꌠꌋꆀꊿꌉꊾ

ꆳꌠ、10ꎼꃅꃏꑽꌠꌋꆀꁦꋠꁦꋠꎹ

ꌠ、ꊿꃵꊾꋠꌠꌋꆀꈱꅇꏅꅇꉉ

ꌠ、ꅇꏤꃶꀋꐚꌠꒃꌠ，ꉈꑴꀉꁁꌤ

ꋍꑞꋍꑵꇗꅉꃶꐚꌠꇬꄙꌠꑠꎁꃅꄻ

ꄉꌠꉬ。11ꑠꆹꌌꀮꄑꉆꌠꏃꃅꌋꏮ

ꉢꇯꄉꌠꌒꅇꀑꒉꑊꒉꇬꈴꄉꉉꌠ

ꉬ。 

8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
只要人用得合宜；9因为律法不
是为义人设立的，乃是为不法
和不服的，不虔诚和犯罪的，
不圣洁和恋世俗的，弑父母和
杀人的，10行淫和亲男色的，抢
人口和说谎话的，并起假誓
的，或是为别样敌正道的事设
立的。11这是照着可称颂之神交
托我荣耀福音说的。 

 

ꎭꃅꉈꌠꐛꅹꃅꏃꃅꌋꏭꈀꎭꀕ 感谢神的怜悯 
12ꉡꆹꊋꃤꄻꉢꁳꌠꉪꌋꑳꌠꏢ

ꄖꏭꈀꎭꀕ，ꑞꃅꆏ，ꉢꋌꉜꌊꀋꎪ

ꀋꎙꌠꃅꄉ，ꉢꋌꁆꌌꋋꀨꎹ。13ꉢ

ꂴꏭꆹꏃꃅꌋꍍꋉꄸꄀꌠ、ꊾꆼꍅꆹ

ꆋꌠ、ꊿꄱꊾꐳꌠꉬ；ꄚ，ꉈꁒꑓꊰ

ꌠꉢꊌꀐ，ꑞꃅꆏ，ꌤꉢꈀꃅꈧꌠꆹꉢ

ꑇꑌꀋꑇ、ꐝꑌꇫꐞꀋꉅꄮꇬꃅ

ꌠ。14ꄷꀋꁧ，ꉠꌋꑆꊋꆹꀊꅰꃅꂵ

ꇤꀕꄉ，ꉢꁳꏢꄖꑳꌠꇬꄉꑇꐨꉌꊋ

ꌋꆀꉂꏣꑌꎻ。15“ꏢꄖꑳꌠꋧꃅ

ꋋꂷꇬꇁꌠꆹꑽꊿꈭꋏꇁꂿꄷꌠꉬ”

ꄷꅇꂷꋋꇬꆹꑇꉆꌠꉬ，ꉬꇮꃅꊪꊊ

ꉆꌐꌠꉬ。ꑽꊿꈬꇬ，ꉡꆹꑽꃤꆈꒉ

12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
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
心，派我服事他。13我从前是亵
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
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
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
的。14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
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
和爱心。15“基督耶稣降世，为
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
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
是个罪魁，16然而我蒙了怜悯，
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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ꀕꂶꌠꉬ，16ꄚ，ꉡꆹꉈꁒꑓꊰꌠꊌ

ꀐ，ꑠꆹꑳꌠꏢꄖꉢꊿꑽꃤꆈꒉꀕꋋ

ꂷꇭꀧꇬꄉ，ꋍꋰꄿꌠꈀꐥꃅꄻꊿꀦ

ꂿꄷꌠ，ꑠꃅꄉ，ꌌꊁꇁꋍꑍꊿꋌꑅꄉ

ꐩꋊꐩꍂꀑꇬꊌꈧꌠꌶꀠꄻꎻ。17ꐤ

ꒉ、ꀑꒉꑊꒉꆹꄻꍹꐛꀠꐙꇁꀋꉆ

ꌠ、ꊌꂿꀋꉆꌠ、ꐩꋊꃰꃅ、ꀉꄂ

ꀕꌠꏃꃅꌋꁵꅷꐩꋊꐩꍂꄮꑟꅊ

ꇈ。ꀊꂱ。 

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
信他得永生的人作榜样。17但愿
尊贵、荣耀归与那不能朽坏、
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
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18ꉠꌺꄜꂿꄠꀋ！ꉡꆹꂴꏭꆏꄎꄉ

ꉉꌠꅉꄜꅇꈧꌠꇬꈴꄉ，ꁵꅇꋋꏢꏮ

ꆏꇯ，ꑠꃅꄉ，ꆏꁳꎔꇁꃨꌠꉈꈽꈬꇬ

ꄉꊋꐛꉆꎻ，19ꅉꀕꃅꑇꐨꉌꊋꌋꆀ

ꈴꄿꌠꉌꂵꑌꇬꎷ。ꊿꊨꏦꈴꄿꌠ

ꉌꂵꋀꇵꇫꎭꌠꆏ，ꇗꅉꇯꍝꌠꀂꏽ

ꇬ，ꋀꆹꆳꂾꆿꐛꀐꌠꌡ。20ꋀꈬꄔ

ꇬꑟꂰꆾꌋꆀꑸꆀꎭꄊꑋꆹꊿꑠꃅꐙ

ꑠꑍꂷꉬ，ꋍꑊꉢꏮꌑꄉꁵꄉꋍꑊꁳ

ꑗꉘꊝꎻ，ꉈꑴꍍꋉꄸꄀꌠꀋꃅꀐ。 

18我儿提摩太啊，我照从前
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
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
仗，19常存信心和无亏的良心。
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
同船破坏了一般。20其中有许米
乃和亚历山大，我已经把他们
交给撒但，使他们受责罚，就
不再谤讟了。 

 

ꈼꂟꃆꂮꄐꂘ 关于祷告的教导 

2 ꉢꅽꏯꉉ，ꂴꇬꂾꆏꊿꄙꇁꃪꌠ

ꎁꃅꇖꂟ、ꈼꂟ、ꌞꎁꃅꈼ 
2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

求、祷告、代求、祝谢；  
ꂟ、ꈀꎭꀕ；2ꀊꅰꃅꃰꃅꌋꆀꊿꌅ

ꈌꐥꌠꎁꃅꈼꂟꄉ，ꉪꊇꁳꌋꉪꌋꏡ

ꄉꉥꑣꀕꃅ、ꋬꂻꄮꐽꃅꇫꐥꉆ

ꎻ。3ꑠꆹꉾꃪꌠ，ꏃꃅꌋꉪꈭꋏꌋꂶ

ꌠꉌꃹꃅꇫꊪꌠꉬ。4ꋌꊿꈀꐥꌠꁳ

ꈭꋏꊌ、ꇗꅉꇯꍝꌠꐝꉅꎻꏾ。5ꑞ

ꃅꆏ，ꏃꃅꌋꆹꋍꂷꀉꄂꐥ，ꏃꃅꌋꀕ

ꆀꃰꊿꇢꆣꉆꊿꑌꋍꂷꀉꄂꐥ，ꋋꆹ

ꏢꄖꑳꌠꉬ；ꏢꄖꑳꌠꆹꃰꊿꉬ；6ꋌ

2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
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
平安无事地度日。3这是好的，
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
4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5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
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成为
人的基督耶稣；6他舍了自己做
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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ꋍꊨꏦꀑꇬꁮꄉ，ꃰꊿꇬꈀꐥꌠꑽꃤ

ꋊꁌꃅꀐ，ꃅꑍꑞꄮꇬꆏ，ꌤꋌꐘꊩꀽ

ꅐꇁꀐ。7ꉡꆹꋋꐛꅹꃅꁆꌌꇗꅉꄜ

ꁊꌠ、ꁆꄻꊩꌺ、ꉇꉻꊿꂘꃀꑠꄻ

ꄉ，ꋀꉗꋀꂘꄉꑇꎻ，ꇗꅉꇯꍝꌠꌷ

ꎻ；ꅇꂷꉢꉉꌠꆹꇯꍝꌠꉬ，ꈱꅇꏅꅇ

ꀋꉬ。 

证明出来了。7我为此奉派，作
传道的、作使徒、作外邦人的
师傅，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
道，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
言。 

8ꉡꆹꁦꋠꈧꌠꇨꇅꀋꃃ，ꐯꀋꊨ

ꐯꀋꏈꃅ（“ꐯꊨꐮꏈ”ꅀ“ꉌꉪꄅ”ꃄꑌ

ꄿ），ꌃꎔꌠꇇꐕꌊꄉꇿꇬꄉꑌꈼꂟꑟ

ꁈ。9ꉈꑴꌋꅪꑌꎲꁨꄏꁦ、ꊨꏦꈯ

ꊨꏦꌅ，ꀍꏶꀕ、ꏂꅪ、ꍗꀕꑠꌌ

ꅑꃚꅑꅺꃅꄡꄉ，ꃢꈜꁌꇨꌠꄡꈚ

ꃅ，ꃢꈜꋽꈭꀕꌠꈚꑟꁈ；10ꂄꃅꎔꏿ

ꌠꑠꑲꆀꊨꏦꆹꏃꃅꌋꏦꃪꌠꉬꄷꌠ

ꌋꅪꌋꆀꐯꋭ。11ꌋꅪꆹꇗꄃꀕꃅꇗ

ꅉꌷ，ꑞꑌꅇꃅꇬꎷ。12ꉢꌋꅪꁳꊿ

ꂘꀋꎽ，ꋌꁳꑌꁦꋠꄩꏲꀋꎽ，ꋌꁳꇗ

ꄃꂷꑌꎻ。13ꑞꃅꆏ，ꂴꑸꄉꄻ，ꊁ

ꑤꊅꄻ；14ꄷꀋꁧ，ꁮꏂꇱꊏꅰꅞꇈꉔ

ꑽꃤꇬꃹꂶꌠꆹꑸꄉꀋꉬꃅꑤꊅꉬ。

15ꄚ，ꀋꄸꄷ，ꌋꅪꉌꂵꑇꑭꑌ、ꉂ

ꏣꑌ，ꉈꑴꌃꎔꇈꊨꏦꈯꊨꏦꌅꑲ

ꆏ，ꀋꎪꃅꌺꁨꌺꒆꌠꇬꄉꈭꋏꊌꌠ

ꉬ。 

8我愿男人无忿怒，无争论
（“争论”或作“疑惑”），举起圣洁的
手，随处祷告。9又愿女人廉
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妆
饰，不以编发、黄金、珍珠和
贵价的衣裳为妆饰；10只要有善
行，这才与自称是敬神的女人
相宜。11女人要沉静学道，一味
地顺服。12我不许女人讲道，也
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静。
13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
夏娃；14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
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15然
而，女人若常存信心、爱心，
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
救。 

 

ꆫꃬꊿꌅꅍꃅꎁ 监督的资格 

3 “ꀋꄸꄷ，ꊾꂷꆫꃬꌠꌅꅍꃅ

ꎁꊌꏾꑲꆏ，ꋋꆹꂄꃅꎔꏿꌞꌤ 
3 “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

就是羡慕善工。”这话是可 
ꑠꁯꌠꉬ”ꄷꅇꂷꋋꇬꆹꑇꉆꌠꉬ。

2ꆫꃬꊿꄻꌠꆹꀋꎪꃅꊨꀖꉆꅍꍈꀋꐥ

ꑲꆀꍑ，ꋌꌋꅪꋍꂷꌐꃶꀉꄂꄻ，ꋌ

信的。2作监督的，必须无可指
责，只作一个妇人的丈夫，有
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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ꌄꏲ、ꊨꏦꈯꊨꏦꌅ、ꇗꄃꂷꑌ、

ꊿꈜꎴꃅꄷꄉꇁꌠꋨꏦꏾ，ꊿꂘꑲꌧ

ꌶ。3ꎧꑱꄉꑘꀋꐆ，ꊿꀋꅥ；ꑖꈈ

ꀕ、ꇑꀋꈿꑣꀋꈿ、ꎆꀋꇢꋚꀋ

ꇢ；4ꉥꑣꀕꃅꊨꏦꑷꈓꏲꂠꄉ，ꌳꃈ

ꅮꁳꌤꑞꑌꀨꀕꊱꀕꃅꅇꃅꅲꎻ。

5ꀋꄸꄷ，ꊾꂷꋍꑷꈓꌤꆿꇯꋌꋋꏲꂠ

ꑲꀋꌧꑲꆏ，ꋌꈍꃅꄉꏃꃅꌋꑇꊿꏓ

ꉻꏲꂠꄎꂯ？6ꀊꏀꏃꃅꑇꇐꇬꃹꌠ

ꆏ，ꆫꃬꊿꄻꀋꉆ，ꑠꀋꉬꑲꆏ，ꋌꆺ

ꒉꄇꒉꄉ，ꊰꑊꋌꌌꁈꈀꊝꌠꑗꉘꇬ

ꃹꂵ。7ꉈꑴꆏ，ꆫꃬꊿꄻꌠꀋꎪꃅ

ꑇꇐꉈꏭꑌꂓꂄꌗꂄꌶ，ꑠꀋꉬꑲꆏ，

ꊿꇱꌌꍍꋉꄸꄀꄉꊰꑊꋌꌌꁈꐱꂦꇬ

ꃹꂵ。 

远人，善于教导。3不因酒滋
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
竞、不贪财；4好好管理自己的
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
5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
能照管神的教会呢？6初入教
的，不可作监督，恐怕他自高
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
里。7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
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
的网罗里。 

 

ꏲꌋꃅꊿꌅꅍꃅꎁ 执事的资格 
8ꏲꌋꃅꊿꄻꌠꑌꑠꃅꐙ；ꀋꎪꃅ

ꇗꄃꂷꑌ，ꋍꈌꑍꅇꀋꉉ，ꎧꀋꇢ，ꀋ

ꑗꀋꉬꎆꑠꀋꉪ；9ꐙꎴꀕꌠꉌꂵꑌ

ꄉ，ꏟꈯꀕꃅꇗꅉꌧꊋꂾꊋꌠꂁꌤꑠ

ꍬꌶ。10ꊿꋋꈨꑌꂴꌌꎖꉺꉚꌶ，ꀋ

ꄸꄷ，ꊨꀖꉆꅍꍈꀋꐥꑲꆏ，ꋀꁳꏲ

ꌋꃅꊿꄻꎻ。11ꌋꅪꏲꌋꃅꊿ（ꑝꇂꉙ

ꇬꆏ“ꌋꅪ”ꃅꅑ）ꄻꌠꑌꑠꃅꐙꌶ；ꋌꀋ

ꎪꃅꇗꄃꂷꑌꃅꐙ，ꌞꊂꀠꅇꀋꉉ、

ꌄꏲ，ꌤꑞꑌꀋꎪꀋꎙꌶ。12ꏲꌋꃅ

ꊿꆹꌋꅪꋍꂷꌐꃶꀉꄂꄻꉆ，ꉥꑣꃅ

ꌳꃈꅮꉙꂘ，ꊨꏦꑷꈓꏲꂠꌶ。13ꑞ

ꃅꆏ，ꉾꃪꃅꏲꌋꃅꊿꄻꌠꆏ，ꊨꏦꆹ

ꎔꇁꃨꌠꑋꅉꉆꅉꊌ，ꄷꀋꁧ，ꏢꄖ

ꑳꌠꈐꏭꑇꐨꇬꄉꉌꂵꀉꒉꐯꀉꒉ。 

8作执事的，也是如此；必
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喝
酒，不贪不义之财；9要存清洁
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10这
等人也要先受试验，若没有可
责之处，然后叫他们作执事。
11女执事（原文作“女人”）也是如
此；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有
节制，凡事忠心。12执事只要作
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
女和自己的家。13因为善作执事
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
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
有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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ꑇꇐꌧꊋꂾꊋꌠꂁꌤ 敬虔的奥秘 
14ꉡꆹꐳꃅꅽꄹꆸꑟꉂ，ꑠꅹ，ꌤ

ꋍꑠꂴꁱꆏꁳ。15ꑠꃅꄉ，ꀋꄸꄷ，ꉢ

ꀊꉗꏢꄉꇤꑲꑌ，ꏃꃅꌋꑷꈓꇬꌤꆿ

ꈍꃅꃅꋭꌠꑌꆏꅉꐚꉆ；ꑷꈓꋋꂷꆹ

ꐩꋊꐩꍂꃅꇫꐥꌠꏃꃅꌋꑇꊿꏓꉻ

ꉬ，ꋋꆹꇗꅉꃶꐚꌠꑷꈯꌷꁧꌋꆀꅉ

ꃀꉬ。16ꇰꀋꃀꌠꇆ！ꑇꇐꌧꊋꂾꊋ

ꌠꂁꌤ，ꊿꑠꀋꉬꃅꉉꌠꀋꐥ：ꏃꃅꌋ

ꆹꇭꀧꐛꄉꇫꅐꇁꄉ， 

14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
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15倘若我
耽延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
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
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
基。16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
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
现， 

ꌃꎔꒌꇱꌌꑖꉬꌠꃅꄉ， 
 
ꉬꉎꊩꌺꇱꊌꂿ， 
ꊿꇱꁊꉇꉻꃅꄷꎭ， 
ꋧꃅꊿꇱꌌꑇꅍꃅꄉ， 
ꋩꌊꀑꒉꑊꒉꅉꇬꃹ。 

被圣灵称义（或作“在灵性称

义”）， 
被天使看见， 
被传于外邦， 
被世人信服， 
被接在荣耀里。 

 

ꊿꇗꅉꃶꐚꌠꋀꇤꇫꎭꌠꐥꄷꅉꄜ 预言有人离弃真道 

4 ꌃꎔꒌꐝꉅꃅꉉ，ꊁꇁꋍꑍꆏ，

ꀋꎪꃅꊿꋍꈨꇗꅉꃶꐚꌠꋀꇵ 4 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
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 

ꇫꎭꄉ，ꊾꊏꊿꅰꌠꑊꋌꒌꌋꆀꑊꋌ

ꇗꅉꊂꈹꁧꄷ。2ꑞꃅꆏ，ꑠꆹꈰꏅꌠ

ꊿꈧꌠꀋꉬꉫꎴꀕꃅꌠꉬ；ꊿꋋꈨꂄ

ꄸꌧꌠꉌꂵꆹꎸꅍꅩꍠꀕꑠꇱꌌꆽꋻ

ꅑꀐꌠꌡ。3ꋀꊇꑮꑟꅪꏷꌠꏢꇋ，

ꊿꏭꋠꅍꋍꈨꋋꈨꄡꋠꄷ；ꋠꅍꅝꒉ

ꑠꆹꏃꃅꌋꈀꄻꄉꌠ，ꊿꑇꇈꇗꅉꇯ

ꍝꌠꐝꉅꌠꁳꈀꎭꀕꄉꊪꎻꂿꄷ

ꌠ。4ꏃꃅꌋꈀꄻꄉꌠꐥꇐꆹꐯꇯꉾ

ꃪꌐꌠꉬ，ꀋꄸꄷ，ꈀꎭꀕꄉꇫꊪꑲ

ꆏ，ꇵꇫꎭꉆꌠꋍꑵꑋꀋꐥ；5ꑞꑌꏃ

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2这
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
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
般。3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
物，就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
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4凡
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
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
5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
圣洁了。 



ꄜꂿꄠꄯꒉꂴꁬꌠ  4 656 提摩太前书  4 
 

ꃅꌋꇗꅉꌋꆀꊿꈼꅇꂟꅇꐛꅹꃅꌃꎔ

ꀐ。 
 

ꏢꄖꑳꌠꏲꌋꃅꊿꉾꃪꂷ 基督耶稣的好执事 
6ꀋꄸꄷ，ꌤꋋꈨꆏꌌꅽꃺꑌꊈꏭ

ꌗꋏꑲꆏ，ꆎꆹꏢꄖꑳꌠꏲꌋꃅꊿꉾ

ꃪꂷꉬꀐ。ꆎꆹꑇꐨꅇꂷꌋꆀꆏꇫꊂ

ꈹꅷꇁꌠꇗꅉꂄꎔꌠꑠꀂꏽꄉꉙꂘꐨ

ꊌꌠꉬ。7ꄚ，ꋧꃅꅇꂷꀊꋨꈨꌋꆀ

ꀊꂵꈱꅇꏅꅇꑠꇵꇫꎭꄉ，ꌋꉪꌋꏡ

ꌠꇬꄉꊨꏦꁰꍋ。8“ꇭꀧꁰꍋꇬ，

ꈲꐪꀁꑌꃅꐥ；ꌋꉪꌋꏡꇬꀉꄂ，ꑞ

ꑌꈲꐪꐥ，ꑞꃅꆏ，ꋋꍂꌋꆀꊁꍁꌠ

ꐯꇯꈌꁧꅍꐥ”。9ꅇꂷꋋꇬꆹꑇꉆ

ꌠꉬ，ꉬꇮꃅꊪꉆꌐꌠꉬ。10ꉪꊇꑘ

ꎭꃣꅧꄉꊋꇤꌠꆹꋍꑠꎁꃅꌠꉬ，ꑞꃅ

ꆏ，ꉪꊇꉘꇉꅍꆹꐩꋊꐩꍂꇫꐥꌠꏃꃅ

ꌋꅑꎍ；ꋋꆹꃰꊿꇬꈀꐥꌠꈭꋏꌋ

ꉬ，ꋌꀊꅰꃅꑇꊿꈧꌠꈭꋏꌋꉬ。 

6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
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
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
的善道上得了教育。7只是要弃
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渺的
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8“操练
身体，益处还少；惟独敬虔，
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
生的应许。”9这话是可信的，是
十分可佩服的。10我们劳苦努
力，正是为此，因我们的指望
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
主，更是信徒的救主。 

11ꌤꆿꋋꈨꆏꑴꌠꌌꊿꏭꊡꄉ

ꉉ，ꌌꊿꏭꑌꉙꂘꌶ。12ꊿꁳꆏꈎꄜ

ꀊꏀꄉ，ꆏꉚꄸꄡꎽꃅ，ꆏꅽꅇꂷꉐ

ꂷ、ꃅꐨꑽꑌ、ꉂꐪ、ꑇꐨꉌꊋꌋ

ꆀꁦꎴꌠꑠꇬꄉꑇꊿꈧꌠꌶꀠꄻ。

13ꆏꄇꄝꋊꄉ꒰ꀨꀘ、ꊾꈐꊟꊋꊡ、

ꊿꉗꊿꂘꅷꉢꇫꑟꇀꄮꇬꑟ。14ꄻꆏ

ꁳꄉꌠꑆꊋꈁꁠꈧꌠ，ꆏꌌꊵꑵꀋꉬ

ꃅꄉꂵ，ꑆꊋꈁꁠꋍꑠꆹꂴꏭꅉꄜꅇ

ꇬꈴꄉ，ꅡꈭꌟꒉꈧꌠꇇꐛꅽꇭꀧꄀ

ꄮꇬꄻꆎꇖꌠꉬ。15ꌤꋍꑠꆹꆏꊋꇤ

ꄉꃅꌶ，ꄷꀋꁧ，ꉌꊢꃅꀕꄉ，ꊿꁳ

ꅽꀻꎆꐨꉜꅐꇁꎻ。16ꆏꑴꌠꅽꊨꏦ

11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
要教导人。12不可叫人小看你年
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
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
的榜样。13你要以宣读、劝勉、
教导为念，直等到我来。14你不
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
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
候赐给你的。15这些事你要殷勤
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
看出你的长进来。16你要谨慎自
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
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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ꌋꆀꊨꏦꈁꉙꈁꂘꐨꋓꉪꁨ，ꌤꋍꑠ

ꀂꏽꉌꊫꑌꌶ；ꑞꃅꆏ，ꆏꑠꃅꀕꇬ

ꆹ，ꅽꊨꏦꈭꋏꄎ，ꉈꑴꊿꅽꅇꅲꌠ

ꑌꈭꋏꄎ。 

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 

 

ꌞꊿꎁꃅꌠꆹꑟꐨ 对别人的责任 

5 ꃀꌠꀕꏭꊨꀖꀋꉆ，ꋍꏭꉉꇬ，

ꊨꏦꀉꄉꏭꉉꌠꌡꌶ；ꀊꉘꄿꏀ 
5 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

如同父亲；劝少年人如同弟 
ꏭꉉꇬ，ꊨꏦꃺꃶꀁꑳꏭꉉꌠꌡꌶ；

2ꌋꅪꀒꋏꌠꏭꉉꇬ，ꊨꏦꀉꂿꏭꉉꌠ

ꌡꌶ；ꅫꃀꌱꃀꈎꄜꀊꏀꌠꏭꉉꇬ，ꊨ

ꏦꅫꃀꏭꉉꌠꌡꌶ；ꑞꑌꉌꃀꐙꎴꀕ

ꇬꎷ。3ꌋꅪꇯꍝꃅꃆꍸꃀꅐꇬꀀꌠ

ꑠꏭꁌꒉꌶ。4ꀋꄸꄷ，ꃆꍸꃀꂷꌳꃈ

ꅮꁨꅀꇖꑳꇖꂵꁨꑲꆏ，ꋀꁳꂴꆏꊨ

ꏦꀁꇬꄉ，ꈍꃅꑇꐨꇬꄉꀿꃀꀨꎹꌠ

ꌷꄉ，ꀿꃀꏭꑆꊋꀱꎻ；ꑞꃅꆏ，ꑠꆹ

ꏃꃅꌋꇫꉌꃹꌠꉬ。5ꌋꅪꀞꄂꀕꃅ

ꊫꅉꎷꀋꊌꌠ、ꇯꍝꃅꃆꍸꃀꅐꀊꋨ

ꂷꆹ，ꏃꃅꌋꉘꇉꄉ，ꑍꇁꌋꀋꐥꃅꇖ

ꂟ、ꈼꂟ。6ꄚ，ꋟꅝꈩꌒꌠꎹꌠꃆ

ꍸꃀꑠꆹꐥꇬꌦꌠꌗꀐ。7ꆏꌤꋋꈨꌌ

ꋀꊇꏯꉉꄉ，ꋀꁳꊨꀖꉆꅍꍈꀋꐥ

ꎻ。8ꊿꀋꄸꄷꋍꊨꏦꏣꃀꏣꑟꀋꉜ

ꀋꅲꇬꆹ，ꇗꅉꇯꍝꌠꋌꇱꇵꇫꎭꌠ

ꉬꀐ；ꋋꆹꊿꀋꑇꈧꌠꏭꀋꋌꃅꀋꉾ

ꀋꃪꌠꉬ；ꊨꏦꇨꊨꏣꑟꀋꉜꀋꅲꌠ

ꆹ，ꀊꅰꃅꆹꑽꀐꌠꉬ。 

兄；2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
少年妇女如同姐妹；总要清清
洁洁的。3要尊敬那真为寡妇
的。4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
子、孙女，便叫他们先在自己
家中学着行孝，报答亲恩；因
为这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5那
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是仰
赖神，昼夜不住地祈求祷告。
6但那好宴乐的寡妇，正活着的
时候，也是死的。7这些事你要
嘱咐她们，叫她们无可指责。
8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
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
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 

9ꃆꍸꃀꂓꁱꄯꒉꇬꄀꄉꌠꆏ，ꀋ

ꎪꃅꃘꊰꈎꈀꉐ，ꐥꅷꇁꇬꁦꋠꋍꂷ

ꑮꃀꀉꄂꄻꌠꑲꆀꍑ；10ꋌꉈꑴꂄꃅ

ꎔꏿꌠꂓꌗꐥꌶ，ꅺꌡꇬ，ꌺꉘꇖꉘ，

9寡妇记在册子上，必须年
纪到六十岁，从来只作一个丈
夫的妻子，10又有行善的名声，
就如养育儿女，接待远人，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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ꄹꃥꈜꎴꃅꄷꇁꌠꋨꏦ，ꌃꎔꌺꏸꑭ

ꒈꋌ，ꊿꊋꋠꅍꐥꌠꇇꀤ，ꊋꇤꄉꌤ

ꂄꎔꌠꋍꑞꋍꑵꑠꃅ。11ꃆꍸꃀꈎꄜ

ꀊꏀꑠꆏ，ꂓꁱꄯꒉꇬꄀꄡꄉ，ꑞꃅ

ꆏ，ꋀꊇꇭꀧꏾꅍꇙꈧꐺꄉꏢꄖꏭꆼ

ꁏꄮꇬꆏ，ꋀꌞꄹꐛꁧꏾ。12ꋀꊇꊿ

ꇱꌌꑽꃤꏤꌠꆹꋀꉘꃀꇬꅇꏤꈀꒃꄉ

ꈧꌠꋀꇤꇫꎭꀐꒉꄸ；13ꄷꀋꁧ，ꋀꊇ

ꋻꅑꄉꐵꑷ，ꋋꑷꅍꄂꀊꋨꑷꅍꏹꃅ

ꇬꈧꐺ；ꐵꑷꌠꀉꄂꀋꉬꃅ，ꉈꑴꈌꑌ

ꉐꎴ，ꌞꌤꁁꀕꉌꐺ，ꅇꂷꉉꀋꋭꌠ

ꉉ。14ꑠꅹ，ꉢꉜꇬꆹ，ꃆꍸꃀꈎꄜꀊ

ꏀꌠꆏ，ꉈꑴꌞꄹꐛꁧꄉꌺꁨꇖꉘ、

ꑲꏲꇣꏲꄈꍑ，ꑠꃅꄉ，ꁮꐚꁳꉪꏭꊨ

ꀖꌠꊧꅍꎹꀋꊌꎻ。15ꑞꃅꆏ，ꋍꈨ

ꋋꈨꌑꄉꊂꈹꁧꌠꐥꀐ。16ꀋꄸꄷ，

ꌋꅪꌋꑇꂷꋍꑱꈐꇬꃆꍸꃀꅐꌠꐥꑲ

ꆏ，ꊨꏦꆏꃆꍸꃀꇇꀤꄉꑇꊿꏓꉻꁳ

ꊋꋠꅍꀋꐥꎻꄡꑟ，ꑠꃅꑲꆏ，ꑇꊿꏓ

ꉻꆹꃆꍸꃀꇯꍝꃅꀞꄂꀞꇁꊫꅉꀋꊌ

ꈧꌠꇇꀤꄎ。 

圣徒的脚，救济遭难的人，竭
力行各样善事。11至于年轻的寡
妇，就可以辞她，因为她们的
情欲发动，违背基督的时候，
就想要嫁人。12她们被定罪，是
因废弃了当初所许的愿；13并且
她们又习惯懒惰，挨家闲游；
不但是懒惰，又说长道短，好
管闲事，说些不当说的话。14所
以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生
养儿女，治理家务，不给敌人
辱骂的把柄；15因为已经有转去
随从撒但的。16信主的妇女，若
家中有寡妇，自己就当救济她
们，不可累着教会，好使教会
能救济那真无倚靠的寡妇。 

17ꉾꃪꃅꑇꊿꏓꉻꏲꂠꌠꅡꈭꌟ

ꒉꆹꁌꒉꄣꅼꌠꋍꁧꁦꎆꃅꊌꋭꄡꑟ；

ꊿꊋꇤꄉꇗꅉꁊꄉꊿꉗꊿꂘꈧꌠꀊ

ꅰꃅꑠꃅꐙꄡꑟ。18ꑞꃅꆏ，꒰ꀨꇬ：

“ꇂꁮꐂꇓꈺꄮꇬ，ꇂꁮꂴꈄꄀꄡ

ꄉ”ꃅꅑ。ꉈꑴ：“ꊿꊋꃅꌠꃄꁌ

ꊌꌠꆹꄡꑟꌠꉬ”ꄷꑌꄹ。19ꌌꅡꈭ

ꌟꒉꊂꅇꎹꌠꄯꒉꆹ，ꊿꅇꊪꌬꌠꑍꂷ

ꌕꑻꀋꐥꑲꆏ，ꇬꄡꊪ。20ꊿꑽꃤꐥ

ꌠꆏ，ꋍꏅꂾꄉꋍꏭꊨꀖꄉ，ꊿꀉꁁ

17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
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
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
18因为经上说：“牛在场上踹谷
的时候，不可笼住它的嘴。”又
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
19控告长老的呈子，非有两三个
见证就不要收。20犯罪的人，当
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
人也可以惧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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ꈧꌠꁳꑌꏸꏦꎻ。 
21ꉡꆹꏃꃅꌋꀕꆀꏢꄖꑳꌠ、ꈀ

ꌋꄉꌠꉬꉎꊩꌺꂾꄉꅽꏯꉉ；ꅇꂷꋋ

ꈨꆏꇬꍪꌶ，ꉪꐨꎎꀋꉆ，ꌤꃅꇬꈏꍣ

ꉇꍣꀋꉆ。22ꊿꇭꀧꇬꄉꇇꐛꏦꃤꃅ

ꇬ，ꇨꊸꀋꉆ；ꌞꊿꑽꃤꈬꇬꄡꃹꃅ，

ꊨꏦꐙꎴꃅꐏꁇꄉꌶ。23ꅽꀃꃀꐛꀋ

ꌒꐛꅹ，ꆏꈍꑋꃢꃅꆄꈻ，ꑍꃀꑍꌟꃅ

ꀆꐒꀉꄂꄡꅝꃅ，ꎦꍈꊼꇅꅝꇬꑌ

ꍑ。 

21我在神和基督耶稣，并蒙
拣选的天使面前嘱咐你；要遵
守这些话，不可存成见，行事
也不可有偏心。22给人行按手的
礼，不可急促；不要在别人的
罪上有份，要保守自己清洁。
23因你胃口不清，屡次患病，再
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点
酒。 

24ꊿꋍꈨꋋꈨꑽꃤꆹꄇꃅꄇꇖꀕ

ꌠꉬ，ꀋꇊꆏꑽꃤꈧꌠꂴꀞꇽꅉꂾꑟ

ꌠꌡ；ꊿꋍꈨꋋꈨꑽꃤꆹꊁꑲꆀꇫꐊ

ꆹꌠꌡ。25ꑠꃅꄉ，ꂄꃅꎔꏿꌠꑌꄇ

ꃅꄇꇖꀕꌠꐥ；ꄇꇖꀋꇖꈧꌠꑌꂁꄉ

ꀋꉆ。 

24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如
同先到审判案前；有些人的罪
是随后跟了去的。25这样，善行
也有明显的；那不明显的，也
不能隐藏。 

 

6 ꇁꄉꄅꄉꁏꐚꄻꌠꆏ，ꊨꏦꌌꁈ

ꋌꌌꀊꅰꃅꁌꒉꋭꃅꄉꄡꑟ， 
6 凡在轭下作仆人的，当以自

己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免 
ꑠꀋꉬꑲꆏ，ꏃꃅꌋꂓꌋꆀꇗꅉꊿꇱ

ꌌꍍꋉꄸꄀꂵ。2ꁏꐚꂷꌌꁈꇗꅉꑇ

ꑠꂷꐥꇬ，ꋍꌌꁈꆹꑇꊿꃺꑌꂷꉫꒉ

ꄸꃅ，ꋌꋍꌌꁈꉜꄸꀋꉆ；ꄷꀋꁧ，ꀊ

ꅰꃅꉪꏡꄉꋋꀨꎹ，ꑞꃅꆏ，ꀨꎹꈲ

ꏣꊌꌠꆹꊿꇗꅉꑇꄉꉂꐪꊌꈧꌠꉬ。 

得神的名和道理，被人亵渎。
2仆人有信道的主人，不可因为
与他是弟兄就轻看他；更要加
意服事他，因为得服事之益处
的，是信道蒙爱的。 

 

ꇗꅉꃶꀋꐚꌠꌋꆀꇇꇐꃶꐚꌠ 假道理和真财富 
ꆏꑴꌠꑠꌌꊿꉗꊿꂘ，ꊾꈐꊟꊋ

ꊡ。3ꀋꄸꄷ，ꊿꑇꇐꎎꌠꁊꄉ，ꉪꌋ

ꑳꌠꏢꄖꅇꂷꀊꌃꌆꈧꌠꌋꆀꌋꉪꌋ

ꏡꌠꇗꅉꋌꇬꀋꍬꑲꆏ，4ꋋꆹꆺꒉꄇ

ꒉ，ꌧꅍꍈꀋꐥ，ꊋꋠꈧꌠꀉꄂꇔꅲ

你要以此教训人、劝勉人。 
3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
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敬
虔的道理，4他是自高自大，一
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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ꏾ，ꈌꀥꉐꑣꌠꉬ；ꄚꇬꄉꉌꈻꃴ

ꆅ、ꐯꀥꐮꑣ、ꍍꋉꄸꄀ、ꃄꈌꄐ

ꃅꉌꉪꄅꑠꇫꅐꇁ，5ꄷꀋꁧ，ꊿꉪꐨ

ꀜꅐ、ꇗꅉꃶꐚꌠꋀꇤꆘꅝꇫꎭꈧ

ꌠꐮꋦꐮꑣꑠꇫꅐꇁ。ꋀꊇꆹꌋꉪꌋ

ꏡꌠꌤꋀꌌꈲꏣꊌꌠꈝꂾꏢꃅꄉ。

6ꄚ，ꌋꉪꌋꏡꌠꌋꆀꉌꃀꇎꑭꑌꌠꄻ

ꐯꇯꌠꆏ，ꈲꏣꀉꒉꃅꊌꀐꌠꉬ；7ꑞ

ꃅꆏ，ꉪꊇꋧꃅꋋꂷꇬꇁꇬꑞꑌꌌꀋ

ꇁ，ꉪꁦꄮꇬꑌ，ꑞꑌꌌꀋꁧ，8ꉪꊇꋠ

ꅍꈚꅍꊌꑲꆏ，ꉌꃀꇎꑭꑌꄡꑟ。

9ꄚ，ꊿꎆꇢꋚꇢꈧꌠꆏ，꒟ꇁꌌꉪꈬ

ꇬꃹ，ꊰꇁꐱꂦꌋꆀꇯꅝꉮꐪꐥꌠꏾ

ꅍꇬꊐꄉ，ꊿꁳꀜꅐꌠꌋꆀꈔꑍꌠꈬ

ꇬꃹꎻ。10ꎆꇢꋚꇢꑠꆹꄷꅠꈀꐥꌠ

ꇁꀦꉬ，ꊿꋍꈨꋋꈨꎆꇢꋚꇢꄉ，ꎆꋚ

ꇱꊏꅰꌊꇗꅉꇯꍝꌠꇬꐞꁧꀐ，ꑠꃅ

ꄉ，ꐒꊀꎬꅧꅍꈍꑋꌌꊨꏦꋌꉀꈴ

ꀐ。 

词；从此就生出嫉妒、纷争、
毁谤、妄疑，5并那坏了心术、
失丧真理之人的争竞。他们以
敬虔为得利的门路。6然而，敬
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
7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
来，也不能带什么去，8只要有
衣有食，就当知足。9但那些想
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
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
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
10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
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
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 

 

ꎔꇁꃨꌠꉈꈽꐨ 美好的仗 
11ꄚ，ꆏꊿꏃꃅꌋꃤꉬꋋꂷ，ꌤꋍ

ꑠꂾꁈꄉ，ꋍꏅꑖꉬ、ꌋꉪꌋꏡ、ꑇ

ꐨꉌꊋ、ꉂꐪ、ꋰꄿ、ꑖꈈꀕꑠꎹ

ꈹ。12ꆏꑇꐨꀊꋨꑵꎁꃅꄉꎔꇁꃨꌠ

ꉈꈽꐨꇬꄉꉈꈽ，ꏟꈯꀕꃅꐩꋊꐩꍂ

ꀑꇬꌭꄉꌶ。ꆎꆹꋋꐛꅹꃅꇳꍝꌊꇁ

ꌠ，ꅇꊪꌬꊿꈍꑋꂾꄉꑌꆏꅇꊪꎔꇁ

ꃨꌠꌬꀐ。13ꉡꆹꐥꇐꈀꐥꌠꁳꇫꐥ

ꎻꌠꏃꃅꌋꂾꄉ，ꀘꄂ•ꀙꇁꄏꏭꎔꇁ

ꃨꌠꅇꊪꌬꋺꌠꏢꄖꑳꌠꂾꄉ，ꅽꏯ

ꉉ：14ꁵꅇꋋꈨꍬ，ꆐꄡꅑ、ꊨꀖꉆ

11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
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
心、爱心、忍耐、温柔。12你要
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
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
证人面前，已经作了那美好的
见证。13我在叫万物生活的神面
前，并在向本丢•彼拉多作过那
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嘱咐
你：14要守这命令，毫不玷污，
无可指责，直到我们的主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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ꅍꍈꀋꐥꅷꉪꌋꑳꌠꏢꄖꇫꅐꇀꄮ

ꑟ。15ꃅꑍꑞꄮꇬꆏ，ꋋꆹꑳꌠꏢꄖ

ꁳꄇꇖꀕꇁꎻ。ꋋꆹꊿꇫꀮꄑꉆꌠ、

ꀉꄂꀕꃅꌅꈌꊋꃤꐥꌠꃰꃅꉎꃰꃅ、

ꌌꁈꉎꌌꁈꉬ；16ꋋꆹꀉꄂꀕꃅꀋꌦ

ꌠ、ꁨꑭꊿꇬꊩꀋꉆꌠꇬꀀꂶꌠꉬ；

ꊿꇫꂿꀋꋻ、ꊿꇫꂿꑌꀋꄐ。ꐤꒉ

ꌠꌋꆀꐩꋊꐩꍂꌠꌅꈌꊋꃤꃅꏮꋌꁳ

ꅊꇈ。ꀊꂱ。 

基督显现。 
15到了日期，那可称颂、独有权
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16就
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
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
是不能看见的，要将他显明出
来。但愿尊贵和永远的权能都
归给他。阿们。 

17ꆏꊿꃅꋊꋋꋏꇬꌣꈚꈧꌠꏭ

ꉉ，ꋀꏭꆺꄡꒉ，ꎆꋚꉘꇉꀋꉆꌠꑠꑌ

ꉘꄡꇉꃅ，ꐥꇐꊰꑋꑟꃅꄻꉪꇖꄉꉪ

ꁳꉌꇿꎻꌠꏃꃅꌋꂶꌠꀉꄂꉘꇉ

ꄷ。18ꉈꑴꋀꏭꉉꄉꋀꁳꂄꃅꎔꏿ，

ꌤꉾꃪꌠꇬꄉꌣꈚ，ꁵꏾꃅꄻꊿꁳ，

ꉌꇿꃅꄻꊾꇖꎻ（“ꊾꇖ”ꅀ“ꉈꇬ”ꃄꑌ

ꍑ），19ꑠꃅꑲꆏ，ꋀꊨꏦꎔꇁꃨꌠꅉꃀ

ꋀꏓꊭꄉ，ꊁꇁꋍꑍꎁꃅꄐꏤ，ꑠꃅ

ꄉ，ꋀꁳꀑꇬꇯꍝꀕꌠꊌꎻ。 

17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
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
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厚赐百
物给我们享受的神。18又要嘱咐
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
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供给”或作

“体贴”），19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
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
真正的生命。 

20ꄜꂿꄠꀋ！ꉢꏮꆏꇯꈀꄉꈧꌠꐏ

ꁇꄉ，ꋧꃅꅇꈥꉐꈣꈧꌠꌋꆀꇗꅉꇯ

ꍝꌠꄘꑣꌠ、ꀋꉬꀕꌠꌡꌠꌧꇐꌷꇐ

ꈧꌠꂾꁈ。21ꊿꋍꈨꄹꇬꋀꊨꏦꌧꇐ

ꌷꇐꋍꑠꐥꄷ，ꑠꃅꄉ，ꋀꊇꆹꇗꅉꇯ

ꍝꌠꇬꄉꎎꁧꀐ。 

20提摩太啊，你要保守所托
付你的，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
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21已
经有人自称有这学问，就偏离
了真道。 

ꏃꃅꌋꑆꊋꅉꀕꃅꆍꈽꄉꐥꅊ

ꇈ。 
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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ꄜꂿꄠꄯꒉꊁꁬꌠ 

提摩太后书 

 
ꋬꂻꄜ 问候 

1 ꏃꃅꌋꉪꐪꍬꇈ，ꏢꄖꑳꌠꈐꏭ

ꀑꇬꈌꁧꐨꇬꈴꄉ，ꏢꄖꑳꌠꁆ 1 奉神旨意，照着在基督耶稣
里生命的应许，作基督耶稣 

ꄻꊩꌺꄻꌠꀧꇊ，2ꄯꒉꁱꉠꉂꇁꅉꌠ

ꌺꄜꂿꄠꁵ。ꑆꊋ、ꉈꁒꑗꊰ、ꋬ

ꂻꆹꏃꃅꌋꀉꄉꌋꆀꉪꌋꏢꄖꑳꌠꄷ

ꄉꆏꊌꅊꇈ。 

使徒的保罗，2写信给我亲爱的
儿子提摩太。愿恩惠、怜悯、
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
稣归与你。 

 

ꌒꅇꇬꄉꀋꎪꀋꎙ 忠于福音 
3ꏃꃅꌋꏭꈀꎭꀕ，ꏃꃅꌋꆹꉢꉪ

ꁍꁈꐪꊛꄉꉌꃀꐙꎴꌠꌌꇫꀨꎹꂶꌠ

ꉬ。ꉢꈼꂟꄮꇬꆏ，ꋍꃢꋑꀋꋒꉢꎺ

ꆏꄀꇬꎷ；4ꉢꎺꅽꑓꁴꈧꌠꄀꄮꇬ

ꆏ，ꑍꇁꌋꀋꐥꃅꉢꆎꂿꏾꄉ，ꉢꁳꉌ

ꇿꑓꇿꉆꎻꑟꉂ。5ꉢꉪꇁꅽꑇꐨꇯ

ꍝꌠꇬꄀ，ꑇꐨꋍꑠꂴꏭꆹꅽꀊꂵꇊ

ꑱꌋꆀꅽꀉꂿꑿꆀꏸꑋꉌꃀꇬꑌꌠ

ꉬ，ꉡꆹꑇꐨꑠꅽꉌꃀꑌꌠꑌꉢꇬꑅꐯ

ꇬꑅ。6ꑠꅹ，ꉢꆎꌗꋏꄉ，ꆏꁳꅽꑆ

ꊋꈁꁠꈧꌠꉈꑴꃆꄔꌟꃅꊨꄉꐞꇁ

3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
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事奉的
神；祈祷的时候，不住地想念
你，4记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
地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
乐。5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
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
亲友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
你的心里。6为此我提醒你，使
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
再如火挑旺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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ꎻ；ꑆꊋꈁꁠꋋꈨꆹꉢꇇꐛꌠꇇꄧꈴ

ꄉꏃꃅꌋꄻꆎꇖꌠꉬ。7ꑞꃅꆏ，ꏃꃅ

ꌋꄻꉪꊇꇖꌠꆹ，ꏸꏦꌠꉌꃀꀋꉬꃅ，

ꇷꄙ、ꉂꏣꑌ、ꌄꏲꌠꉌꃀꉬ。8ꆏ

ꑴꌠꆏꉪꌋꎁꃅꅇꊪꌬꌠꌤꑠꌌꎲꄏ

ꅍꃅꄡꄉ，ꉢꌋꎁꃅꊾꇬꄻꋋꂷꑌꌌ

ꅽꎲꄏꅍꃅꄡꄉ；ꏃꃅꌋꊋꃤꇬꈴ

ꄉ，ꌒꅇꎁꃅꉢꈽꄉꎬꅧꇬꎷ。9ꏃ

ꃅꌋꉪꊇꈭꋏꀐ，ꋌꌃꎔꌠꇳꍝꅇꌊ

ꉪꊇꇳꍝ；ꋍꑠꆹꉪꃅꐨꑽꑌꇬꈴꌠꀋ

ꉬꃅ，ꋍꉪꐨꌋꆀꑆꊋꇬꈴꌠꉬ。ꑆ

ꊋꑠꆹꀊꆨꑞꑌꀋꐥꌦꂾꇯꆐ，ꏢꄖ

ꑳꌠꈐꏭꄉꄻꉪꇖꀐꌠ；10ꄚ，ꀃꑍꋋ

ꄮꉪꈭꋏꌋꏢꄖꑳꌠꇫꅐꇀꄮꇬꑲ

ꆀ，ꋍꇇꄧꈴꄉꄜꋊꎼꇁ。ꌦꈔꆹꋌ

ꇱꀜꋊꇫꎭꀐ，ꌒꅇꇇꄧꈴꄉ，ꀜꐡ

ꀋꉆꌠꀑꇬꋌꌌꇫꅐꇁꀐ。11ꉡꆹꌒ

ꅇꋍꑠꒉꄸꃅꊪꌊꇗꅉꁊꊿꄻ，ꁆꄻ

ꊩꌺꄻ，ꂘꃀꄻ。12ꑠꒉꄸꃅ，ꉡꑌꎬ

ꅧꋋꈨꊝ；ꄚ，ꉢꑊꏦꎲꄏꉂꃅꀋꉪ，

ꑞꃅꆏ，ꉢꇬꑅꌠꆹꈀꄸꉬꌠꉢꅉꐚ，

ꉢꏮꋌꇯꄉꌠ（ꑝꇂꉙꇬꆏ“ꋌꏮꉢꇯꄉꌠ”ꃄ

ꑌꍑ）ꋌꇫꀧꌋꃅꄎꌠꑌꉢꇬꑅꐯꇬꑅ

ꅷꃅꑍꀊꋨꄹꉇꑟ。13ꉠꄹꄉꆏꈨꌠ

ꀊꌃꌆꌠꅇꂷꎕꏦꈧꌠ，ꌌꏢꄖꑳꌠ

ꈐꏭꑇꐨꉌꊋꌋꆀꉂꐪꇬꄉꌬ，ꅉꀕ

ꃅꇬꍪ。14ꋌꃀꏮꆎꈁꇯꄉꌠꇗꅉꂄ

ꎔꌠꆏ，ꆏꑴꌠꌃꎔꒌꉪꄸꈐꇬꀀꂶ

ꌠꉘꇉꄉꏟꈯꀕꃅꐏꁇꄉ。 

7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
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
心。8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作见
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
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
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9神救了
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
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
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
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10但
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
显现，才表明出来了。他已经
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
坏的生命彰显出来。11我为这福
音奉派作传道的，作使徒，作
师傅。12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
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
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
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或作“他所交

托我的”），直到那日。13你从我听
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
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
常守着。14从前所交托你的善
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
的圣灵牢牢地守着。 

15ꊿꑸꑭꑸꈁꀀꌠꃅꉢꋀꍞꇫ

ꎭ，ꑠꆹꆏꅉꐚ，ꋀꈬꄔꇬꃏꏣꇊꌋꆀ

15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
我，这是你知道的，其中有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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ꉾꃀꐕꆀꑋꇫꐊ。16ꀊꆀꌋꃚꏤꊿ

ꋋꑷꆹꌋꇫꉈꁒꑓꊰꅊꇈ，ꑞꃅꆏ，ꋌ

ꈍꑍꃢꃅꉢꋌꎼꉌꂵꁦꉘꀕ，ꉠꎸꉗ

ꋌꌌꎲꄏꑊꏦꅍꃅꀋꄉ；17ꀱꌊꋌꇊ

ꂷꐤꄮꇬ，ꊋꇤꄉꉢꎷ，ꄷꀋꁧꎹꊊ

ꀐ。18ꌋꋌꁳꀊꋨꄹꉇꆏꌋꉈꁒꑓꊰ

ꅍꊌꎻꅊꇈ。ꋌꑱꃛꌙꄉꈍꑋꃅꉡ

ꀨꎹꌠꆹ，ꑓꀠꀕꃅꆏꅉꐚꌠꉬ。 

吉路和黑摩其尼。16愿主怜悯阿
尼色弗一家的人，因他屡次使
我畅快，不以我的锁链为耻；
17反倒在罗马的时候，殷勤地找
我，并且找着了。18愿主使他在
那日得主的怜悯。他在以弗所
怎样多多地服事我，是你明明
知道的。 

 

ꏢꄖꑳꌠꂽꉾꃪꌠ 基督耶稣的精兵 

2 ꉠꌺꀋ！ꆏꏢꄖꑳꌠꑆꊋꇬꄉꇷ

ꄙꌶ。2ꅇꊪꌬꊿꈍꑋꂾꄉꆏꈨ 2 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
恩典上刚强起来。2你在许 

ꌠꉠꉙꅇꂘꅇꈧꌠ，ꆎꑌꏮꊿꀋꎪꀋ

ꎙꇈꌞꊿꂘꄎꈧꌠꁵ。3ꆎꆹꑳꌠꏢ

ꄖꂽꑼꉾꃪꂷꌡꃅ，ꉢꈽꄉꎬꅧꌶ。

4ꊿꂽꄻꌠꆹ，ꋧꃅꌤꆿꌌꋍꇭꀧꇬꆽ

ꀋꒆꃅ，ꊿꋌꏁꌊꂽꄻꇁꂶꌠꁳꉌꇿ

ꎻ。5ꀋꄸꄷ，ꊾꂷꋓꈿꅉꇬꄉꌞꊿ

ꌋꆀꋓꈿꇬ，ꋓꈿꏥꏦꇬꀋꈴꃅꋓꈿ

ꑲꆏ，ꋌꄂꌆꀍꄟꊌꀋꄐ。6ꇵꂷꅧ

ꇗꀕꌠꑘꃅꊿꆹꂴꋚꊌꄡꑟ。7ꆏꑴ

ꌠꅇꂷꉢꈁꉉꋋꈨꊼꇅꉪꉚꅊꇈ，ꑞ

ꃅꆏ，ꌤꑞꉬꄿꂿ，ꌋꀋꎪꃅꀑꁮꅺ

ꐳꐨꋌꄻꆏꁳꌠꉬ。 

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
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
人的人。3你要和我同受苦难，
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4凡在军
中当兵的，不将世务缠身，好
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5人若
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
能得冠冕。6劳力的农夫，理当
先得粮食。7我所说的话你要思
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 

8ꆏꑴꌠꑳꌠꏢꄖꆹꄊꃥꊂꋊꌺꇖ

ꉬ，ꋌꌦꈬꇬꄉꀱꐥꇁꀐꌠꎺꄉ，ꑠꆹ

ꉢꈁꁊꌠꌒꅇꈧꌠꌋꆀꐮꊒꌠꉬ。

9ꉡꆹꌒꅇꑠꎁꃅꎬꅧꌠꊝ，ꄷꀋꁧ，

ꊾꇬꌡꃅꊿꇱꐒꈄꄉ；ꄚ，ꑠꃅꑴꇬ，

ꏃꃅꌋꇗꅉꆹꊿꇱꐒꈄꀋꄉ。10ꑠ

ꅹ，ꉢꉹꁌꈀꌋꄉꈧꌠꎁꃅꌤꑞꑌꋰ

ꄉꇬꎷ，ꑠꃅꄉ，ꋀꁳꑌꏢꄖꑳꌠꈐꏭ

8你要记念耶稣基督乃是大
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
合乎我所传的福音。9我为这福
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
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
绑。10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
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
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11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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ꈭꋏꑆꊋꌋꆀꀑꒉꑊꒉꐩꋊꐩꍂꌠꊌ

ꉆꎻ。11ꅇꂷꋋꈨꆹꑇꉆꌠꉬ： 
可信的话说： 

“ꀋꄸꄷ，ꉪꊇꏢꄖꈽꄉꌦꑲꆏ，

ꀋꎪꃅꋌꈽꄉꇫꐥꑌꇁ； 
12ꀋꄸꄷ，ꉪꊇꋰꄉꄎꑲꆏ，ꀋꎪ

ꃅꋌꈽꄉꃰꃅꑌꄻ； 
ꀋꄸꄷ，ꉪꊇꋌꀋꏚꑲꆏ，ꋋꑌ

ꀋꎪꃅꉪꀋꏚ； 
13ꉪꊇꎩꎙꄷꑲꑌ，ꋋꆹꄡꇗꀋꎪ

ꀋꎙꌠꉬ，ꑞꃅꆏ， 
ꋌꋍꊨꏦꏭꆼꁏꀋꉆ”ꄷ。 

“我们若与基督同死， 
也必与他同活； 

12我们若能忍耐， 
也必和他一同作王； 
我们若不认他， 
他也必不认我们； 

13我们纵然失信， 
他仍是可信的， 
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 

 

ꌤꃅꊿꉈꏠꅍꀋꐥꌠ 无愧的工人 
14ꆏꑴꌠꋍꏅꁳꌤꋋꈨꉪꉚꎺꉜ

ꎻ，ꏃꃅꌋꂾꄉꋀꏭꅇꈪꊐ，ꅇꂷꌌ

ꐯꀥꀋꉆ，ꑠꆹꈲꏣꀋꐥꃅ，ꊿꇫꅲꈧ

ꌠꇬꀜꐆꐨꀉꄂꐥꌠꉬ。15ꆎꆹꊋꈀ

ꑌꃅꇤꄉꏃꃅꌋꂾꄉꉌꇿꅍꊌ，ꌤꃅ

ꊿꉈꏠꅍꀋꐥꑠꂷꄻ，ꄜꐨꉬꌠꑠꇬ

ꈴꄉꇗꅉꇯꍝꌠꉉꀽꄡꑟ。16ꄚ，ꊿ

ꋧꃅꅇꈥꉐꈣꉉꌠꂾꁈ，ꑞꃅꆏ，ꊿ

ꋍꑠꆹꀋꎪꃅꀊꅰꃅꌋꀋꏦꀋꃪꅉꇬ

ꃹ。17ꊿꋋꈨꅇꂷꆹꀴꊪꂷꊂꌟꃅꀊ

ꅰꐳꁖꀊꅰꀉꒉꃅꁭꁘ，ꋀꈬꄔꑟꂰ

ꆾꌋꆀꃏꅿꄳꑋꇫꐊ。18ꋀꊇꆹꇗꅉ

ꇯꍝꌠꇬꄉꎎꁧꀐ，ꋀꊇꄹꇬꀱꐥꇁ

ꌠꌤꆹꇫꈴꁧꀐꄷꄉ，ꊿꈍꑋꈨꑇꐨ

ꉌꊋꋀꀜꐆꇫꎭꀐ。19ꄚ，ꏃꃅꌋꈫ

ꈈꌠꅉꃀꆹꇫꋦꀐ；ꅉꃀꄩꏭꆏꌐꂷꑠ

ꇬꅑ：“ꌋꆹꈀꄸꋍꊿꉬꌠꋌꌧ”
ꄷ；ꉈꑴ：“ꌋꂓꈀꇴꌠꆏ，ꈍꃅꑌꀋ

14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
在神面前嘱咐他们，不可为言
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
能败坏听见的人。15你当竭力在
神面前得蒙喜悦，作无愧的工
人，按着正意分解真理的道。
16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
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
17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
大，其中有许米乃和腓理徒，
18他们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
已过，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
19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
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
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
总要离开不义。” 



ꄜꂿꄠꄯꒉꊁꁬꌠ  3 666 提摩太后书  3 
 

ꑗꀋꉬꌠꇬꄉꐞꇁ”ꃅꅑ。 
20ꑷꂿꀉꒉꂷꈐꏭꎊꈬꌬꅍꐎ꒰

ꌊꄻꄉꌠꀉꄂꀋꉬꃅ，ꌩꇓꌌꄻꄉꌠ

ꑌꇫꎍ；ꎊꈬꁌꇐꈤꌠꑌꐥ，ꀉꁘꀊ

ꇁꌠꑌꐥ。21ꀋꄸꄷ，ꊾꂷꊨꏦꁦꎴ

ꃅꄉꌤꀋꂄꀋꎔꈧꌠꐞꑲꆏ，ꋌꀋꎪ

ꃅꌬꅍꁌꇐꈤꌠꄻ，ꌃꇁꎔꐛ，ꌋꌌꌬ

ꉆ，ꄐꏤꄉꌤꂄꎔꌠꋍꑞꋍꑵꑠꃅ。 

20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
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
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21人若
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
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
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22ꆏꑴꌠꀊꉘꄿꏀꏾꅍꑠꂾꁈ，ꊿ

ꉌꃀꐙꎴꃅꇖꂟꅷꌋꄷꑟꈧꌠꈽꄉꋍ

ꏅꑖꉬ、ꑇꐨ、ꉂꐪ、ꄮꐽꌠꎹ

ꈹ。23ꇯꅝꇈꌧꇐꌷꇐꀋꐥꃅꅔꀥꑠ

ꆏ，ꈍꃅꑌꇤꇫꎭ，ꑞꃅꆏ，ꌤꑠꆹꐯ

ꊨꐮꏈꌠꇫꅐꇁꌠꆏꅉꐚ。24ꄚ，ꌋ

ꁏꐚꆹꐯꊨꐮꏈꀋꉆ，ꑗꃅꑖꈈꀕꃅ

ꋍꏅꊝ，ꊾꉙꂘꑲꌧ，ꄸꈐꇬꄷꋰꄉ，

25ꑖꈈꀕꃅꊿꄘꑣꑠꏭꅇꈪꊐ；ꑠꃅꇬ

ꆹ，ꏃꃅꌋꉪꁏꄺꀱꌠꉌꃀꄻꋀꁳꄉ，

ꇗꅉꇯꍝꌠꋀꇫꐝꉅꉆꇬꌬꀋꄿ，26ꑠ

ꃅꄉ，ꊿꈁꏾꃅꑊꋌꌌꁈꇱꇊꌊꁧꀐ

ꋋꈨꁳꎺꐚꑓꄧꀕꇁꄉ，ꑊꋌꐱꂦꇬ

ꄉꐞꇁꉆꎻ。 

22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
那清心求告主的人追求公义、
信德、仁爱、和平。23惟有那愚
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
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争竞的。
24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
温温和和地待众人，善于教
导，存心忍耐，25用温柔劝戒那
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
的心，可以明白真道，26叫他们
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
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 

 

ꋧꃅꌐꂫꄮꇬꊿꐛꄟ 末世的人性 

3 ꋧꃅꌐꂫꄮꇬ，ꀋꎪꃅꀕꑍꆽꀠ

ꐨꐥꑠꇫꑟꇁꌠꆏꅉꐚꄡꑟ。 
3 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

日子来到。2因为那时人要 
2ꑞꃅꆏ，ꀊꋨꄮꇬꆏ，ꊿꊨꏦꀉꄂꉜ

ꅲ、ꎆꇢꋚꇢ、ꈌꒉ、ꆺꒉꄇꀋ

ꉆ、ꍍꋉꄸꄀ、ꀿꃀꅇꀋꃅ、ꈌꋙ

ꍈꀀꇇꑝ、ꉌꂵꀋꌃꀋꎔ、3ꏣꑟꉂ

ꏣꀋꐥ、ꊿꏆꀋꅲ、ꌞꊂꀠꅇꉉ、

ꊨꏦꌄꏲꀋꄐ、ꊾꇨꁴꍂꅿ、ꂄꎔ

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
狂傲、谤讟、违背父母、忘恩
负义、心不圣洁、3无亲情、不
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
性情凶暴、不爱善良、4卖主卖
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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ꌠꌁꑷ、4ꌋꃷꐋꃷ、ꈁꏾꃅꇫ

ꃅ、ꀀꁁꊿꀋꐥ、ꋟꅝꈩꌒꏽ、ꏃ

ꃅꌋꀋꉂ，5ꉇꇷꆹꌋꉪꌋꏡꏭꃅꐙ，

ꄚ，ꌋꉪꌋꏡꌠꄜꐨꇯꍝꌠꆹꋀꇫꆼ

ꁏ，ꊿꑠꃅꐙꌠꆹ，ꆏꑴꌠꐵꇫꎭ。 

宴乐、不爱神，5有敬虔的外
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
人你要躲开。 

6ꊿꋌꑵꆹꆈꌊꌞꅍꃹꄉ，ꌞꌋꅪ

ꌧꅍꀋꐥꌠꊏꑎꌠꉬ。ꌋꅪꋋꈨꆹꑽ

ꃤꄸꃤꋀꀵꐺꄉ，ꏾꅍꋍꑞꋍꑵꇱꊏ

ꅰꅜ；7ꋀꅉꀕꃅꌷꑴꇬ，ꄚ，ꈍꄮꑌ

ꇗꅉꇯꍝꌠꋀꇫꐝꉅꀋꄐ。8ꀋꉊꃀ

ꑸꆀꌋꆀꑷꀘꑋꈍꃅꃀꑭꄘꑣꆏ，ꊿ

ꋌꑵꑌꈍꃅꇗꅉꃶꐚꌠꄘꑣ；ꋀꉌꃀ

ꆹꎒꐡꀐ，ꑇꐨꇬꄉꍞꇫꎭꉆꀐꌠ

ꉬ。9ꄚ，ꋀꊇꉈꑴꑠꃅꄘꑣꀋꄐꀐ，

ꑞꃅꆏ，ꊿꀊꋨꑍꂷꌟꃅ，ꋀꇯꅝꐨꆹ

ꀋꎪꃅꋍꏅꂾꄉꅔꁖꇁ。 

6那偷进人家，控制无知妇
女的，正是这等人。这些妇女
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
诱，7常常学习，终久不能明白
真道。8从前雅尼和佯庇怎样敌
挡摩西，这等人也怎样敌挡真
道；他们的心地坏了，在真道
上是可废弃的。9然而他们不能
再这样敌挡，因为他们的愚昧
必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像那
二人一样。 

 

ꄽꂫꇬꄜꂿꄠꏭꉉ 对提摩太的最后吩咐 
10ꄚ，ꆎꆹꉠꉙꅇꂘꅇ、ꑌꇐꑲ

ꇐ、ꉪꅉꄐꅉ、ꑇꐨꉌꊋ、ꊪ

ꏆ、ꉂꐪ、ꋰꄿꌠꑠꇬꍬꄉꃅꀐ，

11ꆎꆹꀊꄝꀊ、ꑱꇬꆃꌋꆀꇊꌦꄓꄉ

ꉢꈀꊝꌠꎬꅧꌠ、ꆼꍅꆹꆋꌠꑠꑌꆏ

ꅉꐚꀐ。ꉡꆹꆼꍅꆹꆋꈍꒈꌠꊝꉏ！

ꄚ，ꌊꆹꌤꋋꈨꈬꇬꄉꉢꋌꈭꋏꎼꇁ

ꀐ。12ꑠꀉꄂꀋꉬꃅ，ꊿꉪꄉꏤꄉꏢ

ꄖꑳꌠꇬꄉꏃꃅꌋꏦꃪꃅꇫꐥꏾꌠ

ꆹ，ꉬꇮꃅꆼꍅꆹꆋꌠꊝꌠꉬ。13ꄚ，

ꊿꄸꃅꅠꑽꌠꌋꆀꊾꁍꃕꌠꆏ，ꀋꎪ

ꃅꐤꅉꄷꅉꑟ，ꋌꈱꊾꊏ，ꊾꑌꈱꋋ

ꊏ。14ꄚ，ꆎꆹꏟꈯꀕꃅꆏꈀꌷꌠꌋ

ꆀꆏꇬꑅꌠꑠꊭꉌꃀꇬꊐꄉ；ꑞꃅꆏ，

10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
训、品行、志向、信心、宽
容、爱心、忍耐，11以及我在安
提阿、以哥念、路司得所遭遇
的逼迫、苦难。我所忍受是何
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苦难
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12不但
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
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13只
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
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
哄。14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
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
是跟谁学的，15并且知道你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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ꈀꄸꄷꌷꌊꇁꌠꆹꆏꅉꐚ，15ꄷꀋꁧ，

ꆎꆹꀄꊭꃅꇬꇯꆐꌃꎔ꒰ꀨꆏꇫꐝꉅ

ꌠꆏꅉꐚ；ꌃꎔꏂꀨꋌꋐꆹꆏꏢꄖꑳ

ꌠꑇꐛꅹ，ꆏꋌꎼꈭꋏꊌꌠꌧꅍꂿꅍ

ꐥꄎ。16ꌃꎔꏂꀨꇬꅇꂷꆹꏃꃅꌋꇁ

ꊾꉌꐡꄉꊿꁱꎼꇁꌠꉬ（ꅀ“ꏃꃅꌋꇁꊾꉌ

ꐡꄉꊿꁱꎼꇁꌠꌃꎔꏂꀨ”ꄷꑌꍑ），ꉙꂘ、ꆫ

ꃬ、ꊿꁳꀱꈛꊒꍬꇁꎻ、ꊾꁰꍋꄉ

ꑖꉬꌷꌠꑠꃆꂮꇬꃅꈲꏣꐥꌠꉬ，17ꑠ

ꃅꄉ，ꊿꏃꃅꌋꃤꉬꌠꁳꐛꒆꄉ，ꄐ

ꏤꄉꌤꂄꎔꌠꋍꑞꋍꑵꃅꎻ。 

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
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
16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或作“凡神

所默示的圣经”），于教训、督责、
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
益的，17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4 ꉡꆹꏃꃅꌋꂾꌋꆀꊁꇁꋍꑍꐥꊿ

ꌦꊿꀞꇽꌠꏢꄖꑳꌠꂾꄉ，ꋌꇫ 4 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
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 

ꅐꇁꌠꌋꆀꋍꃰꃅꇩꐛꅹꃅꅽꏯꉉ：

2ꀋꎪꃅꇗꅉꄜꁊ；ꊜꋽꄿꂿ，ꊝꀋꋽ

ꄿꂿ，ꉌꊢꇬꎷ，ꄷꀋꁧꋰꃅꋰꄉꉙ

ꅇꂘꅇꋍꑞꋍꑵꌌꊿꏭꊨꀖ、ꅇꈪ

ꊐ、ꈐꊟꊋꊡ。3ꑞꃅꆏ，ꃅꑍꑞꄮ

ꇬꆏ，ꊾꆹꀋꎪꃅꇗꅉꀊꌃꌠꋀꇫꉌ

ꅧꑓꇤ，ꅳꀧꐫꇓꑳꄉ，ꊨꏦꎲꏾꅍ

ꊂꈹ，ꂘꃀꈍꑋꁦꎆ；4ꄷꀋꁧ，ꅳꀧꋍ

ꄉꇗꅉꇯꍝꌠꀋꅲꃅ，ꅇꂷꀨꀋꐥꌠ

ꏭꉜꄉꎎ。5ꄚ，ꆎꆹꌤꑞꑌꋓꉪꁨ

ꌶ，ꎬꅧꌠꋰꄉ，ꇗꅉꄜꁊꌠꌤꃅꄉ，

ꅽꌅꅍꃅꎁꃅꅐꇁꌶ。 

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
你。2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
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
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
戒人、劝勉人。3因为时候要
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
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
增添好些师傅，4并且掩耳不听
真道，偏向荒渺的言语。5你却
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
道的工夫，尽你的职分。 

6ꉡꆹꀋꃅꊿꇱꌌꎧꃅꄉꉷꆦꑝꅍ

ꈧꌠꇬꎭ，ꉢꋧꃅꐝꄮꑟꀐ。7ꎔꇁꃨ

ꌠꉈꈽꐨꑠꉢꉈꈽꋺꀐ，ꀥꄡꑟꌠꈝ

ꃀꉢꀥꌐꀐ，ꈁꑇꌠꇗꅉꉢꐏꁇꄉ

ꀐ。8ꋌꊂꇈꉈꆏ，ꑖꉬꄂꌆꀍꄟꉠꎁ

ꃅꊏꇫꄉꌠꐥ，ꑖꉬꇬꈴꄉꀞꇽꌠꌋ

6我现在被浇奠，我离世的
时候到了。7那美好的仗我已经
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
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8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
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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ꆹꃅꑍꀊꋨꄹꉇꆏꄂꌆꂶꌠꋌꄻꉢꁳ

ꌠꉬ；ꄻꉢꀉꄂꁵꌠꀋꉬꃅ，ꄻꊿꋌꇫ

ꅐꇁꌠꑠꈀꉂꌠꑌꁵ。 

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
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
人。 

 

ꊨꏦꅇꀁꎴꍈ 个人的短语 
9ꆏꐳꃅꉠꄹꇁ。10ꑞꃅꆏ，ꄂꂷ

ꋧꃅꋋꂷꉁꇨꄉ，ꉢꋌꍞꇫꎭꇈꋌꎼ

ꄟꌒꇊꆀꏦꁧꀐ；ꇱꇍꌧꆹꏦꇁꄠꉜ

ꄉꁧꀐ，ꄝꄏꆹꄊꂷꄠꉜꄉꁧꀐ；11ꇊ

ꏦꀉꄂꉠꄹꐥ。ꆏꇀꄮꇬ，ꂶꈌꑌꏃ

ꇁ，ꑞꃅꆏ，ꋌꇗꅉꄜꁊꌠꌤꀂꏽꉠꇬ

ꈲꏣꐥ（ꑝꇂꉙꇬꆏ“ꇗꅉꄜꁊ”ꅀ“ꉡꀨꎹ”ꃄ

ꑌꍑ）。12ꄫꏸꇴꉢꇤꅷꑱꃛꌙꆹꀐ。

13ꆏꇀꄮꇬꆏ，ꉠꃢꈜꉢꄯꇊꑸꐤꄮꇬ

ꀋꎺꃅꏦꀯꏤꅍꊰꇈꈫꌠꒃꌊꇁ，ꉈ

ꑴꉠꄯꒉꈧꌠꑌꌌꇁ，ꀊꅰꃅꀋꉬꀋ

ꉆꌠꆏ，ꆭꑆꏂꀨꈧꌠꒃꌊꇁ。14ꐮ

ꋩꇎꇷꑸꆀꎭꄊꉢꋌꉮꀙꀐ；ꌋꀋꎪ

ꃅꋍꃄꄟꑽꄟꇬꉜꄉꋋꀱꇁꌠꉬ。

15ꆎꑌꋋꋓꉪꁨꄉꌶ，ꑞꃅꆏ，ꋌꋍꊋ

ꈀꑌꃅꉪꅇꂷꇬꄘꑣꀐ。 

9你要赶紧地到我这里来。 
10因为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
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革
勒士往加拉太去，提多往挞马
太去；11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
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
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于我有益处
（“传道”或作“服事我”）。12我已经打
发推基古往以弗所去。13我在特
罗亚留于加布的那件外衣，你
来的时候可以带来，那些书也
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皮
卷。14铜匠亚历山大多多地害
我；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
15你也要防备他，因为他极力敌
挡了我们的话。 

16ꉢꉘꃀꃢꌠꀞꇽꅉꇬꄉꊨꏦꑖ

ꉬꄛꄮꇬ，ꊿꉠꇇꀤꇀꂷꀋꊌꃅ，ꀱ

ꌊꋀꊇꐯꇯꉢꋀꍞꇫꎭ；ꑽꃤꑠꆹꄻ

ꋀꀂꏽꄡꄉꅊꇈ。17ꌋꀉꄂꉠꏢꁮꏭ

ꉆꄉꊋꃤꄻꉢꁳꄉ，ꌒꅇꉢꄜꁊꂥꀘ

ꌐꄉ，ꉇꉻꊿꁳꊌꈨꎻ；ꉡꑌꆿꅪꈌ

ꇬꄉꋌꇱꈭꋏꎼꇁ。18ꌋꆹꀋꎪꃅꉢ

ꋌꈭꋏꌊꄷꅠꋍꑞꋍꑵꌠꇬꐞꇁ，ꀋ

ꎪꃅꉢꋌꇱꈭꋏꌊꋍꉬꉎꇩꑌꃹꌠ

ꉬ。ꀑꒉꑊꒉꐩꋊꐩꍂꃅꏮꋌꄀꅊ

ꇈ。ꀊꂱ。 

16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
帮助，竟都离弃我；但愿这罪
不归与他们。17惟有主站在我旁
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
尽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
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18主
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
救我进他的天国。愿荣耀归给
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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ꄽꂫꇬꋬꂻꄜꅇ 最后的问安 
19ꉠꎁꃅꀙꏢꇁ、ꑸꏲꇁꌋꆀꀊ

ꆀꌋꃚꏤꊿꋋꑷꏭꋬꂻꄜ。20ꑱꇁꄖ

ꆹꇬꆀꄏꀀꀐ。ꄯꇊꃏꃀꆅꐛꅹ，ꉢ

ꋌꁳꂰꆀꄖꊰꇈꎻꀐ。21ꆏꑴꌠꐳꃅ

ꄉꃅꋆꑟꇁꂾꇯꆐꉠꄹꇁ。ꑿꀯ

ꇊ、ꀯꄠ、ꆺꆍ、ꇱꇅꄂꑸꌋꆀꃺ

ꑌꈀꐥꈧꌠꃅꅽꏯꋬꂻꄜꌐ。22ꌋꅽ

ꒌꌋꆀꐯꈽꐥꅊꇈ。ꑆꊋꑌꅉꀕꃅ

ꆍꊇꈿꐥꅊꇈ。 

19问百基拉、亚居拉和阿尼
色弗一家人的安。20以拉都在哥
林多住下了。特罗非摩病了，
我就留他在米利都。21你要赶紧
在冬天以前到我这里来。有友
布罗、布田、利奴、革老底
亚，和众弟兄都问你安。22愿主
与你的灵同在。愿恩惠常与你
们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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ꄝꄏꄯꒉ 

提多书 

 

ꋬꂻꄜ 问候 

1 ꏃꃅꌋꁏꐚ，ꑳꌠꏢꄖꁆꄻꊩꌺ

ꀧꇊꆹ，ꏃꃅꌋꈀꌋꄉꌠꉹꁌꑇ 1 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
保罗，凭着神选民的信心与 

ꐨꌋꆀꌋꉪꌋꏡꌠ、ꃶꐚꌠꌧꇐꂿ

ꇐꇬꈴꄉꄯꒉꋌꁬꁱ，2ꉡꆹꈱꅇꏅꅇ

ꀋꉉꌠꏃꃅꌋꁍꄻꏃꄻꂾꇯꆐꈀꈌꁧ

ꄉꌠꐩꋊꐩꍂꀑꇬꇁꉚ。3ꃅꑍꑞꄮ

ꇬꆏ，ꏃꃅꌋꆹꄜꁊꌤꑘꇇꄧꈴꄉ，ꋍ

ꇗꅉꋌꄜꋊꎼꇁꀐ；ꄜꁊꌠꌤꑘꋋꈨꆹ

ꏃꃅꌋꉪꈭꋏꌋꁵꅇꇬꈴꄉꏮꉢꇯꀐ

ꌠ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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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ꉢꄯꒉꁱꄝꄏꁵ，ꄝꄏꆹꉪꊇꐯ

ꇯꇬꑅꌠꇗꅉꇬꈴꄉꉠꌺꇯꍝꌠꄻ。

ꑆꊋ、ꋬꂻꑠꆹꏃꃅꌋꀉꄉꌋꆀꉪꈭ

ꋏꌋꏢꄖꑳꌠꄷꄉꆏꊌꅊ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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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ꄝꄏꈌꅿꄯꄉꃅꌠꌤꑘ 提多在克里特的事工 
5ꂴꏭꆏꉢꇤꈌꅿꄯꎼꄉꇈꌠꆹ，

ꆏꁳꌤꀞꀋꌐꌦꈧꌠꀞꁟꑻꀕꃅꄉꎻ

ꂿꄷꌠ；ꉈꑴꉢꅽꏯꈁꉉꌠꇬꈴꄉ，

ꇓꈓꇫꈁꐛꌠꇬꄉꅡꈭꌟꒉꌊꄻ。

5我从前留你在克里特，是
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
齐了；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
各城设立长老。6若有无可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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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ꀋꄸꄷ，ꊿꊨꀖꉆꅍꍈꀋꐥ，ꑮꃀꋍ

ꂷꀉꄂꁨ，ꀉꑳꑌꌋꑇꌠꉬ，ꊿꋀꆹ

ꎼꐊꃏꐊ、ꊾꆼꁏꌠꉬꃅꋀꊂꅇꎹ

ꌠꀋꐥ，ꑠꃅꐙꑠꆏ，ꌊꄻꄉꉆ。7ꆫ

ꃬꊿꆹꏃꃅꌋꌤꏲꊿꉬꑲꆏ，ꋌꀋꎪ

ꃅꑠꃅꐙꑲꆀꍑ：ꊨꀖꉆꅍꍈꀋꐥ，

ꆺꀋꒉꄇꀋꒉ、ꇨꃃꇫꋩꃅꀋꐛ、

ꎧꅝꎧꑱꊿꀋꄻ、ꊿꀋꅥ、ꎆꀋꎴ

ꀋꈻꌠꀋꇢ；8ꈜꎴꃅꄷꇁꌠꄹꃥꋨꏦ

ꏾ，ꂄꃅꎔꏿ、ꇗꄃꂷꑌ、ꊒꆽ

ꀕ、ꌃꎔ、ꊨꏦꈯꊨꏦꌅ；9ꏟꈯꀕ

ꃅꈁꂘꌠꇗꅉꑇꉆꌠꇬꍬ；ꑠꃅꑲꆏ，

ꀊꌃꌆꌠꉙꅇꂘꅇꑠꌊꊾꈐꊟꊋꊡ

ꄎ，ꉈꑴꊿꅔꀥꌠꑠꑌꋌꀥꈌꉛꀕ

ꄎ。10ꑞꃅꆏ，ꊿꈍꑋꈨꁎꆽꇁ，ꅇ

ꈥꉐꈣꉉꄉꈱꊾꊏ；ꌐꍓꏦꃤꃅꀊꋨ

ꈨꆹꀊꅰꃅꑠꃅꐙ。11ꊿꋋꈨꈂꀸꆹ

ꈍꃅꑌꋍꄉꇬꎷꌶ。ꋀꊇꆹꎆꋚꀋꎴ

ꀋꈻꌠꇢꐛꅹ，ꊿꂘꀋꋭꌠꌌꊿꂘ

ꄉ，ꊿꋋꑷꃅꋀꀜꐆꇫꎭ。12ꈌꅿꄯ

ꊿꈬꄔꇬꋀꃅꄷꅉꄜꊾꂷꑠꃅꉉ：

“ꈌꅿꄯꊿꆹꅉꀕꃅꈱꅇꉉꇬꎷ，ꋀ

ꊇꆹꄷꅠꌠꑋꁮꉆꁮꉬ，ꋚꇢꑓꃴꃷ，

ꐵꑷꑓꀠꀕ”ꄷꉉꋺ。13ꑠꆹꅇꊪꃶ

ꐚꌠꉬ，ꑠꅹ，ꆏꏟꈯꀕꃅꋀꏭꊨꀖ

ꄉ，ꋀꁳꇗꅉꇯꍝꌠꇬꄉꊈꎴꆐꀋꅑ

ꎻ；14ꒀꄠꊿꅇꂷꀨꀋꐥꈧꌠꌋꆀꊿ

ꇗꅉꃶꐚꌠꐞꈧꌠꏥꏦꑠꄡꅲ。15ꁦ

ꎴꌠꊿꃅꄉꇬꆹ，ꐥꇐꑞꑌꁦꎴ；ꍍ

ꆀꇈꀋꑇꌠꊿꃅꄉꇬꆹ，ꑞꑌꁧꀋꎴ，

ꄷꀋꁧ，ꋀꊇꉪꐨꌋꆀꂄꄸꌧꌠꉌꂵ

的人，只作一个妇人的丈夫，
儿女也是信主的，没有人告他
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就可以
设立。7监督既是神的管家，必
须无可指责，不傲慢、不暴
躁、不因酒滋事、不打人、不
贪无义之财；8乐意接待远人，
好善、庄重、公平、圣洁、自
持；9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
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
把争辩的人驳倒了。10因为有许
多人不服约束，说虚空话欺哄
人；那奉割礼的，更是这样。
11这些人的口总要堵住。他们因
贪不义之财，将不该教导的教
导人，败坏人的全家。12有克里
特人中的一个本地先知说：“克
里特人常说谎话，乃是恶兽，
又馋又懒。”13这个见证是真
的。所以你要严严地责备他
们，使他们在真道上纯全无
疵；14不听犹太人荒渺的言语和
离弃真道之人的诫命。15在洁净
的人，凡物都洁净；在污秽不
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连心
地和天良也都污秽了。16他们说
是认识神，行事却和他相背；
本是可憎恶的，是悖逆的，在
各样善事上是可废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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ꉬꇮꍍꆀꀐ。16ꋀꊇꆹꏃꃅꌋꋀꌧꄷ

ꑴꇬ，ꄚ，ꋀꃅꐨꑽꑌꆹꋋꌋꆀꐯꀋ

ꊒ；ꋀꊇꆹꊇꅉꇬꇯꆐꊿꋋꌂꌠ，ꌊꃅ

ꌋꑽꌠꉬ，ꌤꂄꎔꌠꋍꑞꋍꑵꃅꀋꋭ

ꌠꉬ。 
 

ꇗꅉꊈꂄꌠ 纯正的道理 

2 ꄚ，ꆏꈁꉉꌠꉙꅇꂘꅇꆹꇗꅉꊈ

ꂄꌠꇬꊒꌶ。2ꀉꁌꃀꌠꀕꏭꉙ 2 但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
正的道理。2劝老年人要有 

ꂘꄉꌄꏲ、ꇗꄃꂷꑌ、ꊨꏦꈯꊨꏦ

ꌅꃅꑠꃅꐙꎻ；ꑇꐨꉌꊋ、ꉂꏣ、ꋰ

ꄿꌠꐯꇯꌃꎴꆐꀋꅑꌶ。3ꉈꑴꀊꂵ

ꃀꌠꏭꉉ，ꃄꄟꑽꄟꀹꑳ，ꌞꊂꀠꅇ

ꀋꉉ，ꎧꏸꁏꐚꄡꄻ，ꇗꅉꂄꎔꌠꌌ

ꊾꉙꂘꄷ；4ꑠꃅꄉ，ꌋꅪꀊꏀꌠꄐꂘ

ꄉꋀꁳꌐꃶꉂ，ꌳꃈꅮꉂꎻ；5ꋀꁳꊨ

ꏦꈯꊨꏦꌅ、ꊈꎴ、ꑳꇤꀨꎹ，ꂄ

ꑭꑌꄉꊾꊝ，ꊨꏦꌐꃶꅇꃅꎻ，ꑠꀋ

ꉬꑲꆏ，ꏃꃅꌋꇗꅉꊿꇱꌌꍍꋉꄸꄀ

ꂵ。6ꉈꑴꀊꉘꄿꏀꏭꊨꏦꈯꊨꏦꌅ

ꌶꄷꉙꂘ。7ꅽꊨꏦꆹꌤꑞꇬꑌꂄꎔ

ꃅꀕꌠꌶꀠꐛ，ꇗꅉꉙꂘꇬꊒꆽꀕ、

ꇗꄃꂷꑌ，8ꅇꂷꁦꎴ，ꊨꀖꉆꅍꍈꀋ

ꐥ，ꊿꁎꆽꈧꌠꁳꑞꇬꑌꉪꏭꉉꅍꀋ

ꊌꄉ，ꊨꏦꎲꄏꑊꏦꎻ。9ꁏꐚꏭꉙ

ꂘꄉꊨꏦꌌꁈꅇꃅꎻ，ꌤꑞꑌꌌꁈꉌ

ꃹꅍꃅ；ꋍꏭꈌꀱꉐꄡꀋꉆ；10ꎆꋚꄡ

ꄌꄡꈐꃅ，ꀋꎪꀋꑴꐨꉜꅐꇁꉆꌶ，ꑠ

ꃅꄉ，ꑞꑌꉪꈭꋏꌋꏃꃅꌋꇗꅉꁳꀑ

ꑊꁤꇅꀕ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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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ꑞꃅꆏ，ꏃꃅꌋꋍꏅꈭꋏꌠꑆ

ꊋꆹꄇꇖꀕꃅꇫꅐꇁꀐ，12ꉪꏭꉙꂘꄉ

11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
显明出来，12教训我们除去不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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ꉌꂵꌋꀋꉪꌋꀋꏣꌠꌋꆀꋧꃅꏾꅍꑠ

ꌩꎳꇫꎭ，ꋋꍂꇬꄉꊨꏦꈯꊨꏦꌅ、

ꊒꆽꀕ、ꌋꉪꌋꏡꃅꐥ；13ꌒꃤꈀꉘ

ꇉꌠꇁꉚ，ꄷꀋꁧ，ꋍꄩꀋꐥꌠꏃꃅꌋ

ꀕꆀꉪꈭꋏꌋꑳꌠꏢꄖꀑꒉꑊꒉꇫꅐ

ꇁꌠꇁꉚ。14ꋋꆹꉪꊇꎁꃅꊨꏦꀑꇬ

ꁮꄉ，ꑽꃤꄸꃤꈬꇬꄉꉪꊇꋌꋊꎼꇁ，

ꉪꊇꋌꇱꒈꋌꁦꎴ，ꉈꃅꉪꁳꋍꊨꏦ

ꉹꁌꄻꄉ，ꈮꈜꃅꂄꃅꎔꏿꎻ。15ꆏ

ꑴꌠꌤꋋꈨꉉꐝꉅꃅꄉ，ꊾꅇꈪꊐ，

ꌅꈌꋍꑞꋍꑵꌬꄉꊿꊨꊿꀖ。ꊿꁳ

ꆏꉚꄸꎻꀋ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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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ꌤꋭꋽꌠꃅ 做合宜的事 

3 ꆏꑴꌠꋍꏅꏭꌗꋏꄉ，ꋀꁳꏲ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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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ꅇꍬ，ꄐꏤꄉꌤꂄꎔꌠꋍꑞꋍꑵꃅ

ꎻ。2ꌞꊂꍍꋉꄸꄡꄀ，ꐮꄡꇑꄡꅔ，

ꄮꐽꃅꄉ，ꋍꏅꏭꑖꈈꀕꇬꎷ。3ꀋꉊ

ꂴꏭ，ꉪꊇꑌꌧꅍꀋꐥ、ꌊꃅꌋ

ꑽ、ꁍꃕꌠꊝ，ꊨꏦꏾꅍꋍꑞꋍꑵꌋ

ꆀꋟꅝꈩꌒꑠꀉꄂꀨꎹꆽꃴ，ꄸꈐꅉ

ꀕꃅꄷꅠ、ꉌꈻꃴꆅꑠꑌ，ꉪꊇꊿꌌ

ꌁꑷ，ꉪꊨꏦꑌꐮꌂ。4ꄚ，ꏃꃅꌋꉪ

ꈭꋏꌋꉌꆓꐨꌋꆀꊾꉂꌠꉂꐪꄇꇖꀕ

ꃅꇫꅐꇀꄮꇬꆏ，5ꉪꊇꋌꈭꋏꄉꀐ，

ꋌꉪꊇꈭꋏꌠꆹ，ꉪꊇꊨꏦꈀꃅꌠꑖ

ꉬꒉꄸꀋꉬꃅ，ꋍꎭꃅꉈꐨꒉꄸꉬ，ꒅ

ꀱꌠꋋꑣꌋꆀꌃꎔꒌꏀꁏꏽꌠꇇꄧꈴ

ꌠꉬ。6ꌃꎔꒌꆹꏃꃅꌋꑳꌠꏢꄖꉪ

ꈭꋏꌋꇇꄧꈴꄉ，ꀊꄖꐯꀊꄖꃅꄻꉪ

ꇭꀧꇬꎭꌠꉬ，7ꑠꆹꉪꁳꋍꑆꊋꐛ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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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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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ꄉꐴꊛꊿꐛꉆꎻꂿꄷꌠ（ꅀ“ꉘꇉꅍꇬꈴꄉ

ꐩꋊꐩꍂꀑꇬꊪꉆ”ꃄꑌꄿ）。 

“可以凭着盼望承受永生”）。 

8ꅇꂷꋍꑠꆹꑇꉆꌠꉬ。ꉡꑌꅽꌤ

ꋋꈨꇯꍝꀕꃅꉉꐝꉅꏾ，ꑠꃅꄉ，ꊿ

ꏃꃅꌋꑇꀐꀊꋨꈨꁳꋓꉪꁨꄉꌤꑘꑌ

ꐚꀕꌠꃅꎻ（ꅀ“ꋓꉪꁨꄉꂄꃅꎔꏿ”ꄷꑌ

ꍑ）。ꑠꆹꐯꇯꌤꎔꇁꃨꌠꉬꌐ，ꄷꀋ

ꁧ，ꊾꈲꏣꐥ。9ꌧꅍꀋꐥꃅꐯꀥ

ꌠ、ꀈꈥꀕꃅꊿꋊꉉꌠꌋꆀꐯꅒꐮ

ꑣꌠꑠꂾꁈ，ꄷꀋꁧ，ꄹꏦꐛꅹꃅꄉ

ꅔꈿꀥꈿꌠꂾꁈꌶ；ꑞꃅꆏ，ꌤꋍꑠꉬ

ꇮꀈꈥꀕ、ꈲꏣꀋꐥꌠꉬ。10ꊿꋌ

ꁥꀊꋩꁥꃅꐯꏑꌠꆏ，ꋍꃢꑍꃢꇬꏭ

ꅇꈪꊐꋺꈭꐨꆏ，ꇬꄡꅲ；11ꑞꃅꆏ，

ꆍꊇꅉꐚꌠꆏ，ꊿꋋꈨꆹꇗꅉꐞꄉꑽ

ꃤꐆꀐ，ꊨꏦꆹꑓꀠꀕꃅꀋꉬꌠꅉꐚ

ꀐꇬ，ꄡꇗꇫꃅꑴ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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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ꀧꇊꁵꅇꌋꆀꋬꂻꄜꅇ 最后的短语和问安 
12ꑸꄝꂷꅀꄫꏸꇴꉢꇤꅷꅽꄹꆹ

ꇬ，ꆏꑴꌠꐳꃅꆀꇬꀧꆀꄉꉡꂿꇁ，ꑞ

ꃅꆏ，ꉢꀊꄶꄉꃅꋆꄮꐰꈳꅐꆹꂿꄷ

ꄐꏤꄉꀐ。13ꆏꑴꌠꐳꃅꑗꅒꊿꑭꇂ

ꌋꆀꑸꀧꇊꑋꏃꎭꄉ，ꋍꑊꁳꀋꇎꅍ

ꀋꐥꎻ。14ꄷꀋꁧ，ꉪꊿꆹꌤꑘꑌꐚ

ꀕꌠꌷꌶ（ꅀ“ꂄꃅꎔꏿꌠꌷ”ꄷꑌꍑ），ꈁꈉ

ꈀꄻꌠꄐꏤꄉ，ꑠꀋꉬꑲꆏ，ꂶꂷꀋ

ꅑꂵ。15ꊿꉢꈽꈀꐥꈧꌠꐯꇯꆍꏭꋬ

ꂻꄜ。ꉪꎁꃅꊿꑇꐨꉌꊋꑌꄉꉪꉂ

ꀊꋨꈨꏭꑌꋬꂻꄜ。ꑆꊋꆹꅉꀕꃅ

ꆍꋍꏅꈽꐥꅊ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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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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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ꋬꂻꄜ 问候 
1ꑳꌠꏢꄖꐛꅹꃅꊿꈢꏦꑳꊐꄉ

ꌠꀧꇊꌋꆀꃺꑌꄜꂿꄠꑋ，ꄯꒉꁱꉪ

ꊇꉂꇁꅉꌠꌤꃅꐋꀨꃏꆺꂱ、2ꉪꊇ

ꅫꃀꑸꃏꑸ、ꉪꊇꈽꂽꄻꌠꑸꏸꀮꌋ

ꆀꆍꏤꄉꐯꏑꌠꑇꊿꏓꉻꁵ。3ꑆ

ꊋ、ꋬꂻꑠꆹꏃꃅꌋꉪꀉꄉꌋꆀꌋꑳ

ꌠꏢꄖꄷꄉꆍꊌꅊꇈ。 

1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同
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
爱的同工腓利门，2和妹子亚腓
亚，并与我们同当兵的亚基
布，以及在你家的教会。3愿恩
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
耶稣基督归与你们。 

 

ꃏꆺꂱꉂꐪꌋꆀꑇꐨ 腓利门的爱心和信心 
4ꉢꈼꂟꄮꇬ，ꉢꉉꆏꄀ，ꅉꀕꃅ

ꆎꒉꄸꃅꏃꃅꌋꏭꈀꎭꀕꇬꎷ；5ꑞꃅ

ꆏ，ꅽꉂꐪ，ꄷꀋꁧ，ꆏꌋꑳꌠꏢꄖꌋ

ꆀꌃꎔꌺꇬꈀꐥꌠꏭꑇꐨꉌꊋꑌꌠꉢ

ꊌꈨꀐ(ꅀ“ꆏꌋꑳꌠꌋꆀꌃꎔꌺꈧꌠꏭꉂꏣꑌ、

ꑇꐨꉌꊋꑌꌠꉪꊌꈨꀐ”ꃄꑌꍑ)。6ꆎꌋꆀꊿ

ꐯꇯꑌꌠꑇꐨꉌꊋꇬꄉꇿꋌꇫꅐꇁ

ꄉ，ꊿꁳꆍꌤꂄꌠꋍꑞꋍꑵꉬꇮꃅꏢ

ꄖꎁꃅꀕꌠꅉꐚꎻꅊꇈ。7ꃺꑌꀋ！

ꅽꉂꐪꒉꄸꃅꉢꉌꇿꑓꇿ、ꉌꌒꄀ

4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常
为你感谢我的神；5因听说你的
爱心，并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
的信心（或作“因听说你向主耶稣和众

圣徒有爱心、有信心”）。6愿你与人
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
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
做的。7兄弟啊，我为你的爱
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因
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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ꅍꀉꒉꃅꊌ，ꑞꃅꆏ，ꅽꉂꐪꌃꎔꌺ

ꈧꌠꋌꎼꉌꂵꁦꉘꀕꀐ。 
 

ꀧꇊꀊꆀꑭꃅꎁꃅꇖꂟ 保罗为阿尼西母请求 
8ꉢꏢꄖꉘꇉꄉꉌꂵꀉꒉꃅꅽꏯ

ꌤꋭꋽꌠꉉꄎꑴꇬ，9ꄚ，ꉢꀧꇊꈎꄜ

ꇁꀐꋋꂷꂯ，ꀋꃅꉈꑴꑳꌠꏢꄖꒉꄸ

ꃅꊿꈢꏦꑳꇬꊐ，ꉢꉂꐪꇬꈴꄉꅽꏯ

ꇖꂟ，10ꉡꆹꉢꊿꌌꈢꎤꄈꄮꇬꈀꒆꌠ

ꉠꌺꀊꆀꑭꃅꎁꃅꅽꏯꇖꂟꌠ（ꊾꂓꋋꂷ

ꆹ“ꈲꐛꐥ”ꄷꌠꄜ）。11ꋌꃀꆹꋌꅽꇬꈲ

ꏣꀋꐥ，ꄚ，ꀃꑍꋋꄮꅽꉣꑊꇬꐯꇯ

ꈲꏣꐥꀐ。12ꀋꃅꋌꉢꇤꅷꀱꅽꄹꆹ

ꎻ，ꋋꆹꊿꉠꉌꂵꇬꎌꂷꉬ。13ꉢꊇ

ꅉꃅꇬꆹꋋꄻꉠꏢꁮꐥꄉ，ꋌꁳꉢꌒ

ꅇꒉꄸꃅꈢꎤꄈꄮꇬ，ꅽꎃꊐꄉꉡꀨ

ꎹꎻꏢꉨ。14ꄚ，ꅽꉪꐨꅉꀋꐚꑲ

ꆏ，ꉢꑠꃅꀕꀋꏾ，ꆏꁳꅽꂄꃅꎔꏿꌠ

ꆹꄀꇗꌠꀋꉬꃅ，ꊨꏦꇫꃅꏾꃅꀕꎻ

ꌠ。15ꋌꀂꉗꌹꍈꆎꐞꁧꌠꆹ，ꆏꁳꐩ

ꋊꐩꍂꃅꋌꊊꎻꂿꄷꌠꉬꇬꌬꀋꄿ；

16ꋋꆹꉈꑴꁏꐚꀋꉬꀐ，ꁏꐚꒊꀋꋌ

ꀐ，ꋋꆹꉂꇁꅉꌠꃺꑌꉬ；ꉢꃅꄉꇬ

ꆹ，ꇯꍝꃅꑠꃅꐙ，ꆎꆹꂯꉉꄻꀋꅐ

ꀐ！ꑠꆹꇭꀧꎸꃤꇬꀉꄂꈴꄉꉉꌠꀋꉬ

ꃅ，ꌋꄷꈴꄉꉉꌠꑌꉬ。 

8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
咐你合宜的事；9然而像我这有
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
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
你，10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
儿子阿尼西母（此名就是“有益处”的

意思）求你。11他从前与你没有
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
处。12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
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13我本
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
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伺候我。14但
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
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
勉强，乃是出于甘心。15他暂时
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
他；16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
仆，是亲爱的兄弟；在我实在
是如此，何况在你呢！这也不
拘是按肉体说，是按主说。 

17ꀋꄸꄷ，ꆏꇯꍝꃅꉢꆏꌌꐋꀨꂷ

ꃅꄉꉜꑲꆏ，ꆏꑴꌠꉡꋩꉡꏦꌠꌟꃅ

ꋋꋩꋋꏦꅊꇈ。18ꀋꄸꄷ，ꋌꅽꏯꃅ

ꑽꏿꑽꅍꐥ，ꅽꎆꅽꋚꁯꑲꆏ，ꆏꋋꈨ

ꐯꇯꏮꉠꀂꏽꄉꌐ。19ꉢꀋꎪꃅꄻꆎ

ꌣꌠꉬ。ꑠꆹꉢꀧꇊꊨꏦꁱꄉꌠꉬ。

17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
他，如同收纳我一样。18他若亏
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
的帐上，19我必偿还。这是我保
罗亲笔写的。我并不用对你
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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ꉢꆏꉇꄻꀋꅐ，ꅽꊨꏦꑴꅉꂯꉠꃤꆏ

ꁭꌠꉬ。20ꃺꑌꀋ！ꆏꉢꁳꌋꈐꏭꄉ

ꆎꒉꄸꃅꈲꏣꊌꎻꌠꉢꇫꉘꇉ；ꄷꀋ

ꁧ，ꉡꆹꉠꉌꂵꏢꄖꈬꇬꄉꆏꎼꁦꉘ

ꀕꌠꉘꇉ。21ꉢꄯꒉꁱꆏꁳ，ꆏꀋꎪ

ꃅꅇꃅꌠꉢꇬꑅꐯꇬꑅ，ꆏꈀꃅꌠꆹ

ꀋꎪꃅꉢꈁꉉꌠꏭꀋꋌꌠꑠꉢꅉꐚ。 

20兄弟啊，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
得快乐（或作“益处”）；并望你使我
的心在基督里得畅快。21我写信
给你，深信你必顺服，知道你
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 

22ꉈꑴꆏ，ꑳꀀꅉꁨꑌꄐꏤꉡꄉ，

ꑞꃅꆏ，ꉡꆹꆍꈼꂟꌠꇇꄧꈴꄉ，ꀋꎪ

ꃅꑆꊋꊌꇈꆍꄷꆹꌠꑠꉘꇉ。 

22此外，你还要给我预备住
处，因为我盼望借着你们的祷
告，必蒙恩到你们那里去。 

 

ꄽꂫꋬꂻꄜꅇ 最后的问安 
23ꏢꄖꑳꌠꒉꄸꃅꉢꈽꏦꑳꇬꀀ

ꌠꑱꀠꃛꅽꏯꋬꂻꄜ。24ꉡꐊꌤꃅꌠ

ꂶꈌ、ꑸꆀꄉꇴ、ꄂꂷꌋꆀꇊꏦꑌ

ꅽꏯꋬꂻꄜ。25ꉪꌋꑳꌠꏢꄖꑆꊋꅉ

ꀕꃅꅽꉌꂵꇬꑌꅊꇈ。ꀊꂱ。 

23为基督耶稣与我同坐监的
以巴弗问你安。24与我同工的马
可、亚里达古、底马、路加也
都问你安。25愿我们主耶稣基督
的恩常在你的心里。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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ꑝꀨꆾꄯꒉ 

希伯来书 

 
ꏃꃅꌋꋍꌺꇇꄧꈴꄉꅇꉉ 神借着他儿子说话 

1 ꏃꃅꌋꆹꀊꆨꃀꅉꄜꊿꈀꐥꌠꇇ

ꄧꈴꄉꀉꑌꃢ、ꀉꑌꁁꏯꃅꁍ 1 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
多方地晓谕列祖，2就在这 

ꁈꁳꅉꐚꎻꑲꆏ，2ꋧꃅꌐꂫꋋꋏꇬ

ꄉ，ꋍꌺꇇꄧꈴꄉꉉꉪꊇꇰ；ꈍꄮꇯꆐ

ꋋꄻꐥꇐꈀꐥꌠꐴꊛꊿꂶꌠꃅꄉꀐ，

ꋍꇇꄧꈴꄉꋧꃅꈧꌠꑌꄻꋺ。3ꋋꆹ

ꏃꃅꌋꀑꒉꑊꒉꇬꄉꅐꇁꌠꁨꑭꏂꃅ

ꏁꇅꀕꌠꉬ，ꋋꆹꏃꃅꌋꊇꅉꐛꒌꇯ

ꍝꌠꉬ，ꅉꀕꃅꋍꌅꈌꊋꃤꁵꅇꌊꄉ

ꐥꇐꈀꐥꌠꃅꋌꄏꄉꌠꉬ。ꃰꊿꑽ

ꃤꃅꋌꒈꋌꇫꎭꇈ，ꋌꇁꉬꉎꋍꄩꀋ

ꐥꂶꌠꇀꑳꏭꑌ。4ꂒꉻꋌꈀꊪꄉꐴ

ꊛꌠꆹꉬꉎꊩꌺꏭꀋꋌꃅꀊꅰꃅꐤꒉ

ꑲꆏ，ꋋꆹꀉꒉꃅꉬꉎꊩꌺꄩꐂꀐ。 

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
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
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3他是神
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
真像，常用他权能的命令托住
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
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4他所承
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
贵，就远超过天使。 

 

ꌺꂶꌠꆹꀉꒉꃅꉬꉎꊩꌺꄩꐂ 圣子远超过天使 
5ꏃꃅꌋꆹꉬꉎꊩꌺꈀꄸꂷꏭ： 

“ꆎꆹꉠꌺꉬ，ꉢꀃꑍꆎꒆ”ꃅꉉ

ꋺ？ 

5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
个说： 
“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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ꉈꑴꈀꄸꂷꏭꄐꄉ： 
“ꉡꆹꋍꀉꄉꄻꂯ，ꋋꆹꉠꌺꄻ

ꂯ”ꃅꉉꋺ？ 

你”？又指着哪一个说：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
子”？ 

6ꉈꑴꆏ，ꏃꃅꌋꋍꌺꒉꁳꋧꃅꂶ

ꌠꇬꇁꎻꄮꇬ，ꋌꑠꃅꉉ： 
“ꏃꃅꌋꊩꌺꇬꈀꐥꌠꃅꋍꏭꀍ

ꃈꄚꌐ”ꄷ。 

6再者，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
时候，就说： 
“神的使者都要拜他。” 

7ꉉꅷꉬꉎꊩꌺꃆꂮꑟꇬꆏ， 
ꋌꉈꑴ： 

“ꏃꃅꌋꆹꃅꆳꋌꌌꋍꊩꌺꃅꄉ，

ꃆꄔꉐꆂꋌꌌꋍꁏꐚꃅꄉ”

ꄷ。 

7论到使者， 
又说： 

“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
役。” 

8ꄚ，ꉉꅷꌺꃆꂮꑟꇬꆏ， 
ꋌꑠꃅꉉ： 

“ꏃꃅꌋꀋ！ꅽꑋꅉꂶꌠꆹꐩꋊꐩ

ꍂꃅꀋꑍꀋꈤ， 
ꅽꇩꏤꌅꈌꆹꊒꆽꀕꌠꉬ。 

8论到子却说： 
 
“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
的， 
你的国权是正直的。 

9ꆏꑖꉬꌠꉌꃹ，ꄷꅠꌠꌁꑷ； 
ꑠꅹ，ꏃꃅꌋ，ꅽꏃꃅꌋꆹꉌꇿ

ꌠꅿꉗꌒꋌꀕꌌꆎꌐꋉ，ꑠꆹꋌ

ꅽꐋꀨꇬꌐꋉꌠꏭꀋꋌꀐ”

ꄷ。 

9你喜爱公义，憎恶罪恶； 
所以神，就是你的神， 
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
同伴。” 

10ꋌꉈꑴ： 
“ꌋꀋ！ꇬꂾꇬꇯꆐꃄꅉꀕꃀꆏꄻ

ꄉꀐ， 
ꃅꃴꑌꅽꇇꊂꉬ。 

10又说： 
“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
基， 
天也是你手所造的。 

11ꃅꃴꃄꅉꐯꇯꈔꑍꁧꄷꑲꑌ，ꆎ

ꆹꄡꇗꇫꐥꇬꎷ； 
ꃅꃴꃄꅉꐯꇯꃢꇓꃢꈜꌟꃅꐤ

ꅉꐤꅉꀉꆹꁧꀐ； 

11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
存； 
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 

12ꃅꃴꃄꅉꆹꃢꇓꃢꈜ꒚ꌠꌟꃅꆏ 12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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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ꐯꇯꇁ，ꃅꃴꃄꅉꐯꇯꄺꀱ

ꀐ。 
ꄚ，ꆏꀉꄂꐩꋊꐩꍂꃅꐛꀋꐈ， 
ꅽꈎꄜꆹꑞꅉꐛꅉꂷꀋꐥ”ꄷ

ꉉ。 

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 
 
惟有你永不改变， 
你的年数没有穷尽。” 

13ꏃꃅꌋꐥꅷꇁꉬꉎꊩꌺꈀꄸꂷ

ꏭ： 
“ꆏꉠꇀꑳꏭꑌꄉ， 

ꅽꁮꐚꈧꌠꉢꄻꅽꑬꊙꅉꄻꄉ

ꌠꇁꉚꄉ”ꃅꑠꉉꋺ？ 

13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
个说： 
“你坐在我的右边， 
等我使你仇敌作你的脚
凳。” 

14ꉬꉐꊩꌺꆹꌤꃅꆿꃅꌠꒌꉬꄉ，ꁆꌊ

ꊿꈭꋏꑆꊋꊪꊊꇁꈧꌠꎁꃅꊋꅐꌠꀋ

ꉬꅀ？ 

14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
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
吗？ 

 

ꈭꋏꑆꊋꇰꀋꃀꌠ 伟大的救恩 

2 ꑠꅹ，ꉪꊇꀊꅰꃅꇗꅉꉪꈀꈨꋋ

ꈨꋓꉪꁨꄡꑟ。ꑠꀋꉬꑲꆏ，ꉪ 
2 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

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 
ꊇꈩꎃꁠꁧꂵ。2ꀋꄸꄷ，ꉬꉎꊩꌺꇇ

ꄧꈴꄉꈀꄜꁊꌠꅇꂷꆹꇯꍝꌠꉬ，ꊿ

ꑽꃤꐆꌠꌋꆀꌊꃅꌋꑽꌠꑞꌌꋀꀱꋭ

ꌠꑞꋀꊌꀐꌠꉬꑲꆏ；3ꈭꋏꑆꊋꑠꒈ

ꒊꌠꉪꇬꉚꀋꁨꇬꆹ，ꉪꊇꈍꃅꄉꑽ

ꃤꂾꁈꄎꂯ？ꈭꋏꑆꊋꑠꂴꇬꂾꆏꌋ

ꊨꏦꉉꌠ，ꊁꆏꊿꇫꈨꈧꌠꊩꀽꉪꇰ

ꀐꌠꉬ。4ꏃꃅꌋꆹꉈꑴꊨꏦꉪꐪꇬ

ꈴꄉ，ꌋꃅꐪꑽꑌ、ꌤꂵꌦꂵꌋ

ꌠ、ꄐꐨꇣꋲꌠꋍꑞꋍꑵꌋꆀꌃꎔ

ꒌꑆꊋꈁꁠꌊ，ꋀꈽꄉꅇꊪꌬꀐ。 

去。2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
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
了该受的报应；3我们若忽略这
么大的救恩，怎能逃罪呢？这
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
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4神
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
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
恩赐，同他们作见证。 

 

ꈭꋏꑆꊋꀹꄻꊿ 救恩的元帅 
5ꉪꊇꈁꉉꌠꊁꇁꋍꑍꋧꃅꂶꌠ

ꆹ，ꏃꃅꌋꂴꏭꄻꉬꉎꊩꌺꁳꏲꀋ

5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
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6但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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ꎽ。6ꄚ，ꊿꏂꀨꄯꒉꇬꄉꊩꀽꄉꑠꃅ

ꉉꌠꐥ： 
在经上某处证明说： 

“ꊿꑞꂷꌗꌠꉥ，ꆏꇫꉈꇬ； 
ꋧꃅꊿꑞꂷꌗꌠꉥ，ꆏꇫꀨ

ꎸ。 
7ꆏꋌꁳꊼꇅꉬꉎꊩꌺꀋꒊꀕꃅ

ꄉꎻ（ꅀ“ꆏꋌꁳꀂꉗꌺꍈꀉꄂꉬꉎꊩꌺꀋ

ꒊꃅꄉꎻ”ꄷꑌꍑ）， 
ꀑꒉꑊꒉꌋꆀꐤꒉꌠꆏꄻꄂꌆ

ꀍꄟꃅꋌꄀꄉ； 
ꄷꀋꁧ，ꐥꇐꅽꇇꈀꄻꄉꈧꌠ

ꃅꄻꋌꁳꏲꂠꎻꄉ（ꀊꆨꏂꀨꋍꈨꇬ

ꆏ，ꋋꇬꀕꀋꐊ）， 
8ꐥꇐꈀꐥꌠꃅꆏꄻꋍꑭꁆꇂꃴ

ꄔꄉꎻ”ꄷ。 

“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 
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 
 

7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 
（或作“你叫他暂时比天使小”）， 
 
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 
 
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
（有古卷无“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

管理”）， 
8叫万物都服在他的脚下。” 

ꐥꇐꈀꐥꌠꃅꋍꇂꃴꐥꌐꄷꑲꆏ，ꋍ

ꇂꃴꀋꐥꑠꑵꀋꐥ。ꄚ，ꀃꑍꋋꄮꐥ

ꇐꈀꐥꌠꃅꋍꇂꃴꐥꌠꉪꇬꊊꀋꂿꑴ

ꌦ；9ꉬꉎꊩꌺꀋꒊꀕꃅꐙꌠꑳꌠꀉꄂ

ꉪꊌꂿ（ꅀ“ꑳꌠꀂꉗꌹꍈꀉꄂꉬꉎꊩꌺꀋꒊ”ꄷ

ꑌꍑ），ꑞꃅꆏ，ꋌꌦꌠꐒꆅꐨꊝꄉ，ꐤ

ꒉꌠꌋꆀꀑꒉꑊꒉꑠꄂꌆꀍꄟꃅꄉꋌ

ꊌ，ꋌꁳꏃꃅꌋꑆꊋꇬꈴꄉ，ꊿꋍꂷ

ꇬꈀꐥꌠꎁꃅꌦꐨꈌꑟꎻꀐ。10ꂴꏭ

ꐥꇐꈀꐥꌠꃅꏃꃅꌋꃤꉬ，ꑞꑌꋍꄷ

ꄉꅐꇁꌠꉬ；ꌺꈍꑋꋌꏃꀑꒉꑊꒉꅉ

ꇬꃹ，ꑠꃅꄉ，ꋀꈭꋏꌠꀹꄻꊿꂶꌠꁳ

ꎭꌶꅧꌸꐛꅹꃅꄉ，ꐛꒆꄎꎻ，ꏃꃅ

ꌋꑠꃅꌠꆹꊇꅉꇬꇯꆐꋭꋽꌠꉬ。

11ꑞꃅꆏ，ꊿꁳꌃꇁꎔꐛꎻꂶꌠꌋꆀ

ꊿꌃꇁꎔꐛꄎꈧꌠꐯꇯꋍꂷꄷꄉꅐꇁ

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
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
还不见万物都服他；9惟独见那
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或作

“惟独见耶稣暂时比天使小”），因为受
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
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
人尝了死味。10原来那为万物所
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
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
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
本是合宜的。11因那使人成圣的
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
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
不以为耻，12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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ꌠ；ꑠꅹ，ꋌꋀꏭꃺꑌꃅꇴꇬꑌꎲꀋ

ꄏ，12ꋌꄹꇬ： 
“ꅽꂓꆹꉢꄜꉠꃺꑌꇰꂯ， 

ꑇꊿꏓꉻꇬꄉꉢꆎꉙꍗ”ꄷ。 
13ꋌꉈꑴ： 

“ꉡꆹꋋꉘꇉ”ꄷ。ꉈꑴ： 

“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
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 

13又说： 
“我要倚赖他。”又说： 

“ꇬꉚ！ꉡꆹꏃꃅꌋꄻꉢꁳꌠꌳꃈ

ꅮꌋꆀꐯꈽꐥ”ꄷꉉ。 
“看哪！我与神所给我的儿
女。” 

14ꌳꃈꅮꋋꈨꐯꇯꌦꆊꇭꀧꑌꑲꆏ，

ꋋꑌꐯꌟꃅꇁꌊꌦꑌꆊꑌꌠꇭꀧꐛ，

ꑠꃅꄉ，ꋋꆹꉈꃅꋍꊨꏦꌦꃤꇇꄧꈴ

ꄉ，ꌦꈔꇬꌄꇤꌅꈌꐥꌠꑊꋌꌌꁈꂶ

ꌠꋌꅥꆿꐛꀐ。15ꄷꀋꁧ，ꋌꑠꃅꀕ

ꄉ，ꊿꐥꍂꃅꌦꏦꈔꏦꐛꅹꃅꁏꐚꐛ

ꈧꌠ，ꋌꋊꃑꎼꇁꀐ。16ꋋꆹꈍꃅꑌꉬ

ꉎꊩꌺꈭꀋꋏꃅ，ꑸꀨꇁꉴꊂꋊꈭꋏ

ꌠꉬ。17ꑠꅹ，ꋌꀋꎪꃅꑞꑌꋍꃺꑌ

ꌡꄡꑟ，ꑠꃅꄉ，ꋌꏃꃅꌋꌤꑘꇬꄉ

ꉌꆓꑌꌠ、ꀋꎪꀋꎙꌠꆦꑝꌌꁈꐛ，

ꋌꉹꁌꑽꃤꎁꃅꆦꑝꅍꃅꄉꄻꉎ

ꅞ。18ꋍꊨꏦꆹꑊꋌꌌꀕꉪꄉꎭꌶꅧ

ꌸꑲꆏ，ꋌꊿꑊꋌꌌꀕꉪꈧꌠꇇꀤꄎ

ꌠꉬ。 

14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
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
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
鬼，15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
而为奴仆的人。16他并不救拔天
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
裔。17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
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
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
罪献上挽回祭。18他自己既然被
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
的人。 

 

ꑳꌠꆹꃀꑭꏭꀋꋌꃅꇰꀋꃀ 耶稣大过摩西 

3 ꐯꇯꄉꉬꉎꇬꇳꍝꊌꌠꌃꎔꃺ

ꑌꊈꀋ！ꉪꊇꉜꌊꁆꄻꊩꌺ、ꆦ 3 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
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 

ꑝꌌꁈꃅꄉꌠꑳꌠꆹ，ꆍꊇꇬꉨꇬꏡ

ꄡꑟ；2ꋌꋋꌋꋋꄻꂶꌠꎁꃅꀋꎪꀋ

ꎙ，ꀋꇊꆏꃀꑭꏃꃅꌋꑱꈐꈀꐥꌠꇬ

ꄉꀋꎪꀋꎙꌠꌡ。3ꑶꋉꇣꄉꈧꌠꑳ

者、为大祭司的耶稣；2他为那
设立他的尽忠，如同摩西在神
的全家尽忠一样。3他比摩西算
是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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ꂶꌠꏭꀋꋌꃅꀑꑊꁤꇅꀕꌠꌟꃅ，ꋋ

ꆹꃀꑭꏭꀋꋌꃅꀑꒉꑊꒉꀉꑌꃅꊌ

ꋭ；4ꑞꃅꆏ，ꑳꇤꆹꀋꎪꃅꊿꇫꋉꌠ

ꐥ，ꄚ，ꐥꇐꈀꐥꌠꋈꄻꌠꆹꏃꃅꌋ

ꉬ。5ꃀꑭꆹꏃꃅꌋꑱꈐꈀꐥꌠꇬꄉꀋ

ꎪꀋꎙꃅꁏꐚꄻ，ꑠꆹꌤꊁꏭꀋꎪꃅ

ꊿꇫꉉꄜꈧꌠꊩꀽꂿꄷꌠ。6ꄚ，ꏢ

ꄖꆹꌺꃅꄉ，ꏃꃅꌋꑱꈐꏲꂠ；ꀋꄸ

ꄷ，ꉪꊇꐪꊛꄉꈌꒉꉆꌠꉘꇉꐨꌋꆀ

ꉌꂵꀉꒉꌠꑌꅷꐱꁍꑲꆏ，ꉪꊇꆹꋍ

ꑱꈐꉬꀐ。 

屋的，比房屋更尊荣；4因为房
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
的就是神。5摩西为仆人，在神
的全家诚然尽忠，为要证明将
来必传说的事。6但基督为儿
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
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
是他的家了。 

 

ꏃꃅꌋꉹꁌꑬꆏ 神子民的安息 
7ꌃꎔꒌꄹꇬ：“ꀋꄸꄷ，ꀃꑍꋍ

ꅇꂷꆍꈨꑲꆏ， 
7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
听他的话， 

8ꉌꂵꆸꉂꀋꉆ，ꇈꈬꇉꃪꇬꄉꋋ

ꆼꁏꇈꋋꌌꉪꄮꇬꄡꌡ。 
8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
我发怒，试探我的时候一
样。 

9ꀊꄶꇬꄉ，ꆍꀋꁌꀋꁧꉡꌌꉪ，

ꄷꀋꁧ，ꋀꊇꃅꐎꇖꊰꈎꂷꉠ

ꃅꐨꉜ。 

9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
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
四十年之久。 

10ꑠꅹ，ꃅꋊꀊꋨꋏꊿꉢꇫꉌꅧꑓ

ꇤꄉ，ꉢ： 
‘ꊿꋋꈨꉌꂵꇬꅉꀕꃅꁍꇑꎴꇉ

ꇬꎷꄉ，ꉠꃅꐨꋀꇬꀋꌧ’ꄷ

ꉉ。 

10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
说： 
‘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
得我的作为！’ 

11ꑠꅹ，ꉢꇨꇅꃃꄉꅇꏤꒃꄉ： 
‘ꋀꊇꈍꃅꑌꉠꑬꆏꅉꇬꃹꀋ

ꉆ’ꄷ”ꄷ。 

11我就在怒中起誓说： 
‘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
息。’” 

12ꃺꑌꊈꀋ！ꆍꊇꋓꉪꁨꄉꌶ，ꆍꈬ

ꄔꊿꋍꈨꋋꈨꀋꑇꌠꄷꅠꉌꃀꑌꄉ，

12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
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



ꑝꀨꆾꄯꒉ  4 685 希伯来书  4 

 

ꐩꋊꐩꍂꃅꇫꐥꌠꏃꃅꌋꂶꌠꄷꄉꐞ

ꁧꂵ。13‘ꀃꑍ’ꄷꋋꑍꇫꈴꀋꁧ

ꑴꌦꇯꆐ，ꆍꊇꋍꑍꋑꀋꋒꃅꐮꏯꈐ

ꊟꊋꊡꇬꎷ，ꑠꀋꉬꑲꆏ，ꆍꈬꄔꋍꈨ

ꋋꈨꑽꃤꇱꁍꃕꄉꉌꂵꆸꉂꂵ。14ꀋ

ꄸꄷ，ꉪꇫꂿꇯꍝꌠꑇꐨꉌꊋꈧꌠꉪ

ꊇꌭꏟꈯꀕꅷꐱꁍꑲꆏ，ꏢꄖꈐꏭꆹ

ꉪꊇꃤꋍꁧꇫꐊꀐ。15꒰ꀨꇬꑠꃅ

ꉉ：“ꀋꄸꄷ，ꀃꑍꋍꅇꂷꆍꈨꑲꆏ，

ꆍꊇꆹꆍꋋꆼꁏꄮꇬꌟꃅ，ꉌꂵꆸꉂꀋ

ꉆ”ꄷ。16ꀊꋨꄮꇬ，ꊿꋍꅇꂷꈨꇈ

ꋋꆼꁏꌠꆹꈀꄸꉬ？ꃀꑭꐊꉞꏹꄉꅐ

ꇁꌠꋍꏅꈧꌠꀋꉬꅀ？17ꃅꐎꇖꊰꈎꂷ

ꏃꃅꌋꈀꄸꋍꉌꅧꑓꇤꌠꉬ？ꊿꑽꃤ

ꄸꃤꃅꇈꋀꇭꀧꐚꇈꈬꇉꃪꅞꄉꌦꀊ

ꋨꈨꀋꉬꅀ？18ꏃꃅꌋꈀꄸꏭꅇꏤꒃ

ꄉ，ꋀꁳꋍꑬꆏꅉꃹꆹꀋꎽꌠꉬ？ꊿꏃ

ꃅꌋꅇꃅꀋꅲꀊꋨꈨꀋꉬꅀ？19ꑠꃅꉜ

ꎼꇁꇬ，ꋀꊇꀋꑇꐛꅹ，ꋀꊇꆹꏃꃅꌋ

ꑬꆏꅉꇬꃹꆹꀋꄐ。 

心，把永生神离弃了。13总要趁
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
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
心里就刚硬了。14我们若将起初
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
督里有份了。15经上说：“你们
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
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
16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
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
出来的众人吗？17神四十年之
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
犯罪、尸首倒在旷野的人吗？
18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
的安息呢？岂不是向那些不信
从的人吗？19这样看来，他们不
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
故了。 

 

4 ꑬꆏꅉꇬꃹꉆꄷꌠꈌꁧꐨꇫꋒꑴ

ꌦꑲꆏ，ꉪꊇꏸꏦꄡꑟ，ꑠꀋꉬ 4 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
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 

ꑲꆏ，ꉪꊇ（“ꉪꊇ”ꑝꇂꉙꇬꆏ“ꆍꊇ”ꃅ

ꅑ）ꈬꄔꇬꊿꊂꀋꂥꄉꇫꊰꇈꌠꐥ

ꂵ。2ꑞꃅꆏ，ꌒꅇꁊꋀꁳꌠꌟꃅ，ꁊ

ꉪꁳꌠꑠꐥ；ꄚ，ꋀꈀꈨꌠꇗꅉꆹꋀꈲ

ꏣꀋꐥ，ꑞꃅꆏ，ꋀꊇꑇꐨꉌꊋꆹꋀꈀ

ꈨꌠꇗꅉꌋꆀꐯꀋꋭ。3ꄚ，ꉪꊇꊿ

ꇬꑅꀐꈧꌠꆹꑬꆏꅉꃹꄎ，ꑠꆹꏃꃅꌋ

ꈁꉉꌠꌡ：“ꉢꇨꇅꃃꇈꑠꃅꅇꏤꒃ

ꄉꉉ：‘ꋀꊇꈍꃅꑌꉠꑬꆏꅉꃹꀋ

我们中间（“我们”原文作“你们”）或
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2因为有
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
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
益，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
见的道调和。3但我们已经相信
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
神所说：“我在怒中起誓说：‘他
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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ꉆ’ꄷ”ꄷ。ꇯꍝꃅꇬ，ꏃꃅꌋꐥ

ꇐꄻꌠꑘꃤꆹ，ꁍꄻꏃꄻꈭꐨꆏ，ꃅꐛ

ꌐꀐ。4꒰ꀨꋍꈚꇬꑠꃅꀕꐎꏃꑍꀕ

ꌠꃆꂮꉉ：“ꏃꑍꀕꌠꆏ，ꏃꃅꌋꋍ

ꑘꃤꈀꐥꌠꃅꋌꃅꌐꄉ，ꑬꆏꀐ”
ꄷ。5ꉈꑴꋍꈚꆏꑠꃅꉉ：“ꋀꊇꈍ

ꃅꑌꉠꑬꆏꅉꃹꀋꉆ”ꄷ。6ꊿꀋꎪ

ꃅꑬꆏꅉꇬꃹꆹꌠꐥꑴꇬ，ꂴꏭꌒꅇ

ꈨꀊꋨꈨꆹꇫꅇꀋꃅꐛꅹ，ꈏꃹꆹꀋ

ꄐ。7ꑠꅹ，ꈍꑋꈓꐛꈭꐨꆏ，ꋌꄊꃥ

ꄯꒉꇬꄉꉈꑴꃅꑍꋍꑍꏤꄉ，ꂴꏭꈁ

ꉉꌠꌟꃅꑠꃅꉉ： 

造物之工，从创世以来已经成
全了。4论到第七日，有一处
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
切的工。”5又有一处说：“他们
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6既有必
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
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
7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
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
的说： 

“ꆍꊇꀃꑍꀋꄸꄷꋍꅇꂷꈨꑲꆏ， 
ꉌꂵꆸꉂꀋꉆ”ꄷ。 

“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 
就不可硬着心。” 

8ꀋꄸꄷ，ꑿꎺꑸꋀꁳꑬꆏꎻꀐꑲꆏ，

ꊁꆏꏃꃅꌋꆹꃅꑍꀉꁁꀋꉉꀐ。9ꑠꃅ

ꉜꎼꇁꇬ，ꀋꎪꃅꀉꁁꑬꆏꄹꉇꄷꃅꑍ

ꑠꑍꊏꏃꃅꌋꉹꁌꄉꑴꌦ。10ꑞꃅ

ꆏ，ꑬꆏꅉꃹꌠꆹꊨꏦꑘꃤꀋꃅꀕꑬꆏ

ꀐꌠꉬ，ꑠꆹꏃꃅꌋꋍꑘꃤꀋꃅꀕꑬꆏ

ꀐꌠꌋꆀꐯꌟ。11ꑠꅹ，ꉪꊇꀋꎪꃅ

ꊋꇤꄉꑬꆏꅉꀊꋨꂷꃹ，ꑠꀋꉬꑲꆏ，

ꉪꊇꊿꋍꈨꋋꈨꊿꑇꑌꀋꑇ、ꅇꑌ

ꀋꃅꀊꋨꈨꌷꄉꑇꇐꀂꏽꄉꅞꂵ。 

8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
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
了。9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
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
10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
自己的工，正如神歇了他的工
一样。11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
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
从的样子跌倒了。 

12ꏃꃅꌋꇗꅉꆹꍅꁍꀕ、ꇿꋌꐥ

ꌠꉬ，ꑠꆹꂗꍵꑱꃀꑍꈌꅑꌠꈀꐥꌠꏭ

ꀋꋌꃅꄧ，ꄷꀋꁧꒌꌋꆀꆠ、ꃷꅍꊨ

ꂷꌋꆀꃷꅍꏴꏵꐯꇯꋌꌉꈴ、ꑠꑍ

ꁆꏿꄎꌠꉬ；ꋌꊿꉌꃀꄸꈐꑞꉪꌠ、

ꑞꃅꏾꌠꂯꉬꇮꃅꋌꉜꅐꇁꄎ。13ꄷ

ꀋꁧ，ꐥꇐꈀꄻꄉꌠꃅꋍꂾꄉꄇꇖꀋ

12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
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
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
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
和主意都能辨明。13并且被造
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
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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ꇖꌠꋍꑵꑋꀋꐥ；ꐥꇐꈀꐥꌠꆹ，ꑞꑌ

ꉪꏮꋌꁳꌠꌋꂶꌠꂾꄉ，ꄇꇖꀕꃅꁉ

ꄉꌐꌠꉬꅊꇈ。 

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
的。 

 

ꑳꌠꆹꆦꑝꌌꁈꉬ 耶稣是大祭司 
14ꉪꊇꆹꐕꌊꉬꉎꇬꃹꁧꌠ、ꐤ

ꒉꌠꆦꑝꌌꁈꑠꂷꐥ，ꋋꆹꏃꃅꌋꌺꑳ

ꌠꉬ。ꑠꃅꑲꆏ，ꉪꊇꏟꈯꀕꃅꇗꅉ

ꉪꇫꉉꏚꈧꌠꍬꄡꑟ。15ꑞꃅꆏ，ꉪ

ꆦꑝꌌꁈꂶꌠꆹꉪꊋꁧꐨꋌꇫꉈꁒꀋ

ꄐꌠꀋꉬ；ꋋꑌꉪꊇꌟꃅ，ꌤꑞꇬꑌꌌ

ꉪꅍꊝꋺ，ꄚ，ꋋꆹꑽꃤꀋꐆ。16ꑠ

ꅹ，ꉪꊇꏦꃅꏦꅍꀋꐥꃅꇁꌊꑆꊋꄻ

ꊾꇖꌠꑋꅉꂶꌠꂾꑟ，ꑠꆹꉪꉈꁒꑓ

ꊰꅍꊌ，ꈉꄻꄮꇬ，ꑆꊋꌋꆀꇇꀤꐨ

ꊌꂿꄷꌠ。 

14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
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
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
道。15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
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
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
他没有犯罪。16所以我们只管坦
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
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
的帮助。 

 

5 ꃰꊿꈬꇬꄉꈀꌋꎼꇁꌠꆦꑝꌌꁈ

ꆹ，ꊪꌊꊿꎁꃅꄉꌤꏃꃅꌋꃤꉬ 5 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
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 

ꌠꀞꄻꄉ，ꈁꁠꌋꆀꑽꃤꋊꌠꆦꑝꅍ

ꑠꄻꉎꅞꂿꄷꌠ（ꅀ“ꑽꃤꎁꃅꈁꁠꌋꆀꆦꑝꅍ

ꄻꉎꅞ”ꄷꑌꍑ）。2ꊿꌧꅍꀋꐥꌠꌋꆀꈜ

ꑽꌠꆹꋌꂄꃅꇫꊝꄎ，ꑞꃅꆏ，ꋍꊨꏦ

ꑌꊋꁧꅍꇱꆼꒆꄉꌠꉬ；3ꑠꅹ，ꋋꆹ

ꉹꁌꌋꆀꋍꊨꏦꎁꃅꆦꑝꄉꑽꃤꋊꄡ

ꑟꌠꉬ。4ꆦꑝꌌꁈꋋꂷꀑꒉꑊꒉꆹ，

ꊿꊨꏦꇬꎷꄉꊌꌠꀋꐥ，ꋋꆹꑸꇍꌟ

ꃅꏃꃅꌋꄷꄉꇳꍝꌠꊌꌠꉬ。 

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或作“要为罪

献上礼物和祭物”）。2他能体谅那愚
蒙的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
也是被软弱所困；3故此，他理
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4这
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惟
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 

5ꐯꌟꃅ，ꏢꄖꑌꋍꊨꏦꀑꒉꑊꒉ

ꎹꄉꆦꑝꌌꁈꄻꌠꀋꉬꃅ，ꋍꏭ：

“ꆎꆹꉠꌺꉬ，ꉢꀃꑍꆎꒆ”ꃅꉉꀊ

ꋨꂷꄷꄉꋌꊌꌠ；6꒰ꀨꀉꁁꋍꈚꇬꑠ

5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
耀作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
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
你”的那一位；6就如经上又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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ꃅꉉ：“ꆎꆹꂴꏸꑭꄓꀊꋨꉹꌠꇬꈴ

ꄉ，ꐩꋊꐩꍂꃅꆦꑝꊿꄻ”ꄷ。7ꏢ

ꄖꇭꀧꃅꐤꄮꇬ，ꋌꏅꄉꐒꉩꏽ，ꑓ

ꁴꅐꄉꈼꂟ，ꋋꈭꋏꄉꋌꁳꀋꌦꄎꌠ

ꌋꂶꌠꏭꇖꂟꇈ，ꋍꈏꇤꊋꇤꄉꑇꌠ

ꒉꄸꃅ，ꈀꈌꁧꄉꌠꋌꊌꀐ。8ꋋꆹꌺ

ꉬꑴꇬ，ꄚ，ꋋꆹꎬꅧꈬꇬꄉꅇꃅꉐꃅ

ꌠꋌꌷꅜꀐ。9ꋌꐛꒆꀐꑲꆏ，ꋋꆹꊿ

ꋍꅇꈀꃅꈧꌠꎁꃅꄉ，ꐩꋊꐩꍂꃅꈭ

ꋏꊌꌠꇁꀦꐛꀐ，10ꏃꃅꌋꆹꂴꏸꑭꄓ

ꀊꋨꉹꌠꇬꈴꄉ，ꋌꁳꆦꑝꌌꁈꄻ

ꎻ。 

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
次永远为祭司。”7基督在肉体的
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
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
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8他虽
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
学了顺从。9他既得以完全，就
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
的根源，10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
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 

 

ꊿꇗꅉꇬꁏꌠꏭꅇꈪꊐ 警戒叛道的人 
11ꂴꏸꑭꄓꃆꂮꃅꄉꇬꆹ，ꉪꊇꅇ

ꂷꀉꑌꈨꉉꅍꐥ，ꄚ，ꆍꋋꅲꇬꇉꃹ

ꀋꄐꐛꅹ，ꋍꃆꂮꉉꂥꀘꃅꆍꇰꇬꊋ

ꐯꊋ。12ꆍꊇꌶꄟꇬꉜꇬꆹ，ꆍꂘꃀ

ꄻꄡꑟꀐ，ꄚ，ꊿꁳꏃꃅꌋꌃꎔꅇꅉ

ꃀꌷꇐꈧꌠꇬꂾꇬꄉꌌꆍꉙꂘꎻꄻꅐ

ꑴꌦꅊꇈ，ꄷꀋꁧ，ꆍꊇꆹꊿꋚꀉꇨ

ꀉꏦꌠꋠꀋꄐꃅꑍꅝꄻꅐꈨꐛ。13ꑍ

ꀉꄂꅝꄎꌠꆏ，ꉬꇮꃅꇗꅉꑖꉬꌠꋀ

ꇫꋒꀋꌧ，ꑞꃅꆏ，ꋀꊇꆹꀉꑳꌺꉬ；

14ꊿꒆꌟꒉꐛꌠꀉꄂꋚꀉꇨꀉꏦꌠꋠ

ꄎ，ꋀꊇꆹꊨꄅꐨꄜꎟꋺꄉꌧꅍꐥ，ꑠ

ꃅꄉ，ꂄꌠꄸꌠꊨꄅꄎ。 

11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
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
们听不进去。12看你们学习的工
夫，本该作师傅，谁知还得有
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
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
不能吃干粮的人。13凡只能吃奶
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
为他是婴孩；14惟独长大成人
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
习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
了。 

 

6 ꑠꅹ，ꉪꊇꆹꏢꄖꇗꅉꉪꇬꂾꇬ

ꌷꈧꌠꀉꄂꌆꇬꄡꎹꃅ，ꊋꇤꄉ 
6 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

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 
ꌧꒆꐛꒆꅈꇬꃹꄡꑟ；ꉈꑴꅉꃀꑠꋈ

ꄻꀋꅐꀐ，ꅺꌡꇬ，ꌦꈔꃅꐨꇬꄉꉪ

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
懊悔死行、信靠神、2各样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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ꁏꄺꀱ、ꏃꃅꌋꑇ、2ꋋꑣꏦꃤꋍꑞ

ꋍꑵ、ꇇꐛꏦꃤ、ꌦꊿꀱꐥꇁꌠꌋ

ꆀꐩꋊꐩꍂꀞꇽꌠꉙꅇꂘꅇꋍꑞꋍꑵ

ꈧꌠ。3ꀋꄸꄷ，ꏃꃅꌋꉬꅲꑲꆏ，ꉪ

ꊇꀋꎪꃅꑠꃅꀕꌠꉬ。4ꊿꑠꈨꐥ，ꁨ

ꑭꇁꋀꌶ、ꉬꉎꑆꊋꈍꃅꐙꌠꋀꊝ

ꋺ、ꉈꑴꌃꎔꒌꇬꑌꋍꁧꐊ、5ꏃꃅ

ꌋꂄꎔꌠꇗꅉꈍꃅꐙꌠꋀꇫꊝꋺ、

ꊁꇁꌅꈌꊋꃤꋀꊝꋺ。ꉉꅷꊿꋋꈨꑟ

ꇬꆏ，6ꀋꄸꄷ，ꇗꅉꋀꍞꇫꎭꑲꆏ，

ꋀꁳꉈꑴꉪꁏꄺꀱꎻꀋꉆꀐ；ꑞꃅ

ꆏ，ꋀꊇꉈꑴꋍꃢꃅꏃꃅꌋꌺꋀꋯꌩ

ꏍꇬꄀꄉ，ꑓꀠꀕꃅꋌꁳꎲꄏꎻ。

7ꑠꆹꃄꅉꏬꌡ，ꂷꉐꈍꑋꃢꃅꐛꇈꒈ

ꊭꑙ，ꉐꀖꉐꇁꇫꋦꄉ，ꊪꏽꊿꌬꅍ

ꐛ，ꑠꃅꄉ，ꏃꃅꌋꄷꄉꌒꃤꊌ；8ꀋꄸ

ꄷ，ꍱꌋꆀꏹꆺꁬꇫꋦꇁꇬꆹ，ꋍꑠꀋ

ꎪꃅꌬꍩꀋꐥ，ꍃꃤꏿꃤꀋꇊꊌ，ꄽ

ꂫꆏꌌꐔꄀꇫꎭ。9ꉂꇁꅉꌠꃺꑌꊈ

ꀋ！ꉪꊇꉉꆹꑠꃅꉉꑴꇬ，ꄡꇗꆍꃅ

ꐨꑽꑌꆹꋋꈨꏭꀋꋌꃅꉾꌠꉪꇬꑅꐯ

ꇬꑅ，ꄷꀋꁧ，ꈭꋏꊌꄉꏽ。10ꑞꃅ

ꆏ，ꏃꃅꌋꆹꀋꑗꀋꉬꌠꀋꉬ，ꆍꊇꃅ

ꐨꑽꑌꌋꆀꆍꊇꋍꂓꎁꃅꇫꅐꇁꌠꉂ

ꐪ，ꋌꇬꀋꎺꌠꀋꉬ；ꆍꉂꐪꆹꀋꉊꆍ

ꌃꎔꌺꀨꎹ，ꀋꃅꑌꀨꎹꑴꌦꌠꑠ

ꉬ。11ꉪꊇꆹꆍꋍꂷꈀꐥꌠꃅꑠꃅꊋ

ꇤꄉ，ꆍꁳꉘꇉꅍꇎꐯꇎꌠꐥꅷꐱꁍ

ꎻꏾ；12ꄷꀋꁧ，ꆍꐵꄡꑷꃅ，ꊿꑇꐨ

ꉌꊋꌋꆀꋰꄿꌠꇇꄧꈴꄉꏃꃅꌋꈌꁧ

ꐨꋀꊪꊊꈧꌠꉜꄉꌷꇬꎷ。 

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以
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3神若许
我们，我们必如此行。4论到那
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
滋味、又于圣灵有份、5并尝过
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权能
的人，6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
叫他们从新懊悔了；因为他们
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
地羞辱他。7就如一块田地，吃
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蔬菜，
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
福；8若长荆棘和蒺藜，必被废
弃，近于咒诅，结局就是焚
烧。9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
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
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10因为
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
做的工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
心，就是先前伺候圣徒，如今
还是伺候。11我们愿你们各人都
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
足的指望，一直到底；12并且不
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
忍耐承受应许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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ꏃꃅꌋꈌꁧꐨꀋꎪꌠ 神确切的应许 
13ꀋꉊꂴꏭ，ꏃꃅꌋꑸꀨꇁꉴꏭꈌ

ꁧꄈꄮꇬ，ꀉꁁꋍꏭꀋꋌꃅꇰꀋꃀꌠ

ꀋꐥꐛꅹ，ꏃꃅꌋꋍꊨꏦꏭꄐꄉꅇꏤ

ꒃꄉꑠꃅꉉ：14“ꉉꅷꌒꃤꃆꂮꑟꇬ

ꆹ，ꉢꀋꎪꃅꌒꃤꀉꒉꃅꄻꆎꇖꌠꉬ；

ꉉꅷꌺꇖꊂꋊꃆꂮꑟꇬꆹ，ꉢꀋꎪꃅ

ꅽꌺꅽꇖꁳꀉꑌꇁꎻ”ꄷ。15ꄚꄉ，

ꑸꀨꇁꉴꆏꀊꉗꃅꋰꄉ，ꊁꆏ，ꏃꃅꌋ

ꈀꈌꁧꄉꈧꌠꋌꊪꊊꀐ。16ꊾꆹꉬꇮ

ꃅꊿꊨꏦꒊꀋꋌꌠꏭꄐꄉꅇꏤꒃꇬ

ꎷ，ꄷꀋꁧ，ꅇꏤꆹꌌꊫꄲꀋꎪꌠꃅ

ꄉ，ꌌꌤꐮꈌꀥꌠꋍꑞꋍꑵꑠꀞꄻ。

17ꈁꉬꇁꌠꐯꌟ，ꏃꃅꌋꆹꊿꋍꈌꁧꐨ

ꊪꄉꐴꊛꈧꌠꁳꋍꉪꐪꆹꄺꀱꀋꉆꌠ

ꅉꐚꎻꏾ，ꄚꄉꋌꅇꏤꒃꄉꌌꊫꄲ

ꃅ。18ꌤꄺꀱꀋꉆꌠꋋꑍꑵꇬꈴꄉ，

ꏃꃅꌋꈍꃅꑌꈰꏅꀋꉆ，ꑠꃅꄉ，ꉪꊇ

ꊿꁾꅉꇬꉜꄉꁈꋋꈨꁳꈐꊟꊋꊡꐨꀉ

ꒉꌠꊌꄉ，ꄻꉪꂾꐕꄉꌠꉘꇉꅍꉪꌭ

ꏟꈯꀕꎻ。19ꉪꊇꆹꉘꇉꐨꋍꑠꐥ，ꀋ

ꇊꆏꒌꆠꇉꇻꇥꉧꌡ，ꈫꑌꈫꈈ，ꇫ

ꉈꊪꑌꉆ，ꄷꀋꁧ，ꈝꃀꁮꅷꂪꌦꀉꒉ

ꁬꌠꇬꃹ。20ꂴꅑꊿꄻꌠꑳꌠꆹꂴꏸ

ꑭꄓꀊꋨꉹꌠꇬꈴꄉ，ꐩꋊꐩꍂꃅꆦ

ꑝꌌꁈꐛꀐꑲꆏ，ꋌꉪꎁꃅꂪꌦꀉꒉ

ꁬꌠꇬꃹ。 

13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
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
指着起誓的，就指着自己起
誓，说：14“论福，我必赐大福
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
孙多起来。”15这样，亚伯拉罕
既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
的。16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起
誓，并且以起誓为实据，了结
各样的争论。17照样，神愿意为
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
旨意是不更改的，就起誓为
证。18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神
决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
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
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19我们有
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
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20作
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
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
为我们进入幔内。 

 

ꂴꏸꑭꄓꆦꑝꊿꉹꌠ 麦基洗德的祭司等次 

7 ꂴꏸꑭꄓꋋꂷꆹꌒꇌꃰꃅꉬ，ꉈ

ꑴꋍꉎꀋꐥꌠꏃꃅꌋꆦꑝꊿꑌ 7 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
是至高神的祭司。他当亚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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ꉬ。ꑸꀨꇁꉴꃰꃅꀉꁁꈧꌠꋌꇱꅥꆿ

ꐛꄉꀱꇀꄮꇬ，ꂴꏸꑭꄓꇁꑸꀨꇁꉴ

ꋨꏦ，ꄷꀋꁧ，ꋬꂻꄻꇬꁳ。2ꑸꀨꇁ

ꉴꑌꋍꈀꐥꅍꊯꁧꋊꋍꁧꋌꄖꇫ

ꇖ。ꂴꏸꑭꄓꂓꋋꂷꁏꎼꇁꇬꆹ

‘ꑖꉬꃰꃅ’ꄷꌠꄜ；ꋌꉈꑴꌒꇌꃰ

ꃅꉬ，ꁏꎼꇁꇬꆹ‘ꋬꂻꃰꃅ’ꄷꌠ

ꄜ。3ꂴꏸꑭꄓꆹꀿꀋꐥꃀꀋꐥ、ꋊ

ꀋꐥꁆꀋꐥ，ꒅꄮꑌꀋꐥ，ꌥꄮꑌꀋ

ꐥ，ꋋꆹꏃꃅꌋꌺꌋꆀꐯꌟ。 

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
迎接他，给他祝福。2亚伯拉罕
也将自己所得来的，取十分之
一给他。他头一个名翻出来，
就是仁义王，他又名撒冷王，
就是平安王的意思。3他无父、
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
命之终，乃是与神的儿子相
似。 

4ꆍꊇꊼꇅꉪꉚ，ꉪꊇꁍꁈꑸꀨꇁ

ꉴꇯꆎꊨꏦꌉꈿꁮꅜꅍꊯꁧꋊꋍꁧꄖ

ꋋꇖꑠ，ꊿꋋꂷꆹꈍꃅꐤꒉꂷꉬꉏ！

5ꆦꑝꌅꅍꃅꑘꊌꌠꆺꃥꌺꇖꆹ，ꁵꅇ

ꊪꌊꄹꏦꇬꈴꄉꉹꁌꄷꊯꁧꋊꋍꁧ

ꎴ；ꉹꁌꋋꈨꆹꊨꏦꃺꑌꉬ。ꋀꊇꆹ

ꑸꀨꇁꉴꇭꀧꇬꄉꅐꇁꌠꉬꑴꇬ（“ꇭ

ꀧ”ꑝꇂꉙꇬꆏ“ꐧꌧ”ꃅꅑ），ꄡꇗꏦꃤꇬ

ꈴꄉꊯꁧꋊꋍꁧꎴ。6ꂴꏸꑭꄓꀉꄂ

ꋀꌋꆀꋍꁯꑭꊂꀋꉬ，ꄚ，ꋌꑸꀨꇁꉴ

ꄷꊯꁧꋊꋍꁧꎴꄉ，ꋬꂻꄻꈌꁧꐨꊌ

ꌠꑸꀨꇁꉴꁵ。7ꌅꅍꃅꎁꀉꒉꂶꌠ

ꋬꂻꄻꌅꅍꃅꎁꀄꊭꂶꌠꁵꑵ，ꋋꆹ

ꇗꅉꀥꀋꉆꏢꉬ。8ꄚꇬꄉꊯꁧꋊꋍ

ꁧꎴꈧꌠꆹꐯꇯꀋꎪꃅꌦꌠꊿꉬꌐ；

ꄚ，ꀊꄶꇬꄉꊯꁧꋊꋍꁧꎴꂶꌠꆹ，ꊿ

ꋍꎁꃅꅇꊪꌬꌠꉉꇬ，ꋋꆹꇫꐥꌠꉬ

ꄷ。9ꄷꀋꁧꑠꃅꉉꉆ，ꊯꁧꋊꋍꁧꎴ

ꌠꆺꃥꆹ，ꋋꑌꑸꀨꇁꉴꇇꄧꈴꄉꊯ

ꁧꋊꋍꁧꏮꀐꌠꉬ；10ꑞꃅꆏ，ꂴꏸꑭ

ꄓꑸꀨꇁꉴꋨꏦꇀꄮꇬ，ꆺꃥꆹꋍꁍꁈ

4你们想一想，先祖亚伯拉
罕将自己所掳来上等之物取十
分之一给他，这人是何等尊贵
呢！5那得祭司职位的利未子
孙，领命照例向百姓取十分之
一，这百姓是自己的弟兄，虽
是从亚伯拉罕身中生的（“身”原文

作“腰”），还是照例取十分之一。
6独有麦基洗德，不与他们同
谱，倒收纳亚伯拉罕的十分之
一，为那蒙应许的亚伯拉罕祝
福。7从来位分大的，给位分小
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理。8在
这里收十分之一的，都是必死
的人；但在那里收十分之一
的，有为他作见证的说，他是
活的。9并且可说那受十分之一
的利未，也是借着亚伯拉罕纳
了十分之一；10因为麦基洗德迎
接亚伯拉罕的时候，利未已经
在他先祖的身中（“身”原文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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ꇭꀧꇬꑌꀐ（“ꇭꀧ”ꑝꇂꉙꇬꆏ“ꐧꌧ”ꃅ

ꅑ）。 
“腰”）。 

11ꀋꉊꂴꏭ，ꉹꁌꆹꆺꃥꊿꆦꑝꌅ

ꅍꃅꑘꇂꃴꄉꄹꏦꊪ，ꀋꄸꄷ，ꌅꅍ

ꃅꑘꋋꈨꇬꈴꄉꐛꒆꄎꑲꆏ，ꉈꑴꑞ

ꃅꆦꑝꊿꀉꁁꑠꂷꒆꇁꄻꅐꑴꌦꌠ

ꉬ？ꑞꃅꆦꑝꊿꀉꁁꂷꑸꇍꀊꋨꉹꌠ

ꀋꈴꃅ，ꂴꏸꑭꄓꀊꋨꉹꌠꇬꈴꄉꃄ

ꄻꅐꑴꌦ？12ꆦꑝꌅꅍꃅꑘꄺꀱꀐꑲ

ꆏ，ꄹꏦꑌꀋꎪꃅꄺꀱꑲꆀꍑ。13ꑞ

ꃅꆏ，ꅇꂷꇬꏭꄐꄉꉉꌠꊿꀊꋨꂷꆹ，

ꀉꁁꁯꑭꊂꉬ，ꊿꀊꋨꁯꑭꊂꆹꐥꅷ

ꇁꆦꑝꇮꊙꂾꄉꌤꃅꋺꂷꀋꐥ。14ꉪ

ꌋꆹꑓꀠꀕꃅꒀꄊꁯꌠꇬꄉꅐꇁꂷ

ꉬ；ꄚ，ꊿꋋꁯꑭꊂꇬ，ꃀꑭꆹꌤꆦꑝ

ꊿꃆꂮꑠꉉꀋꋻ。15ꀋꄸꄷ，ꆦꑝꊿ

ꀉꁁꂴꏸꑭꄓꌋꆀꐯꌟꑠꂷꒆꇁꇬꆹ，

ꉠꅇꂷꆹꀊꅰꃅꄇꇖꀕꀐꌠꉬ。16ꋋ

ꆹꊿꋊꊿꁆꏥꏦꇬꈴꄉꆦꑝꊿꐛꌠꀋ

ꉬꃅ，ꀋꑍꀋꈤꌠꀑꇬꊋꃤꇬꈴꄉꆦ

ꑝꊿꐛꌠꉬ（“ꀋꑍꀋꈤ”ꑝꇂꉙꇬꆏ“ꀜꐡꀋ

ꉆ”ꃅꅑ）。17ꑞꃅꆏ，ꋍꎁꃅꅇꊪꌬꌠ

ꑠꃅꉉ： 

11从前百姓在利未人祭司职
位以下受律法，倘若借这职位
能得完全，又何用另外兴起一
位祭司，照麦基洗德的等次，
不照亚伦的等次呢？12祭司的职
位既已更改，律法也必须更
改。13因为这话所指的人本属别
的支派，那支派里从来没有一
人伺候祭坛。14我们的主分明是
从犹大出来的；但这支派，摩
西并没有提到祭司。15倘若照麦
基洗德的样式，另外兴起一位
祭司来，我的话更是显而易见
的了。16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
属肉体的条例，乃是照无穷之
生命的大能（“无穷”原文作“不能毁

坏”）；17因为有给他作见证的
说： 

“ꆎꆹꂴꏸꑭꄓꀊꋨꉹꌠꇬꈴꄉꐩ

ꋊꐩꍂꃅꆦꑝꊿꄻ”ꄷ。 
“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
远为祭司。” 

18ꏥꏦꂴꏡꌠꆹꊋꁧꌬꍩꀋꐥꐛꅹ，

ꀜꋊꇫꎭꀐ，19（ꄹꏦꑴꅉꆹꋍꑵꑋꋌ

ꋋꃅꐛꀋꋻ）ꑠꃅꄉ，ꉘꇉꐨꀊꅰꃅꎔ

ꃨꑠꏃꈻꌊꇁꀐ，ꉘꇉꐨꋌꑵꇬꊫꄉ，

ꉪꊇꆹꈏꃹꄉꏃꃅꌋꂾꑟꉆ。20ꑳꌠ

18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益，所
以废掉了，19（律法原来一无所
成）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靠
这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面
前。20再者，耶稣为祭司，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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ꆦꑝꊿꄻꇬ，ꋌꅇꏤꀋꒃꃅꄻꌠꀋ

ꉬ。ꊿꀉꁁꈧꌠꆹꆦꑝꌌꁈꐛꄮꇬ，

ꅇꏤꒃꄉꌊꄻꄉꌠꀋꉬ，21ꑳꌠꀉꄂ

ꅇꏤꒃꄉꌊꄻꄉꌠꉬ；ꑞꃅꆏ，ꋋꌊ

ꄻꂶꌠꋍꏭꑠꃅꉉ：“ꌋꅇꏤꒃꀐꑲ

ꆏ，ꈍꃅꑌꉌꆐꀋꅑ，ꆎꆹꐩꋊꐩꍂꃅ

ꆦꑝꊿꄻꌠꉬ”ꄷ。22ꅇꏤꒃꄉꌊ

ꄻꄉꌠꉬꑲꆏ，ꑳꌠꆹꀊꅰꃅꉾꃪꌠ

ꏤꐪꇬꇢꆣꉆꊿꂶꌠꐛꀐ。23ꊿꀋꉊ

ꆦꑝꊿꐛꀊꋨꈨꆹ，ꃷꁨꆹꈍꑋꃅꐥ，

ꄚ，ꌦꃤꇁꈜꄡꄉ，ꋀꊇꀊꉗꃅꐥꀋ

ꄐ。24ꄚ，ꋋꂷꆹꐩꋊꐩꍂꃅꇫꐥꌠ

ꉬꑲꆏ，ꋍꆦꑝꌅꅍꃅꑘꆹꈍꄮꑌꄻ

ꀋꀱ。25ꊿꋋꉘꇉꄉꈏꃹꄉꏃꃅꌋꂾ

ꈀꑟꌠꃅ，ꋌꋀꈭꋏꅷꐱꁍ；ꑞꃅꆏ，

ꋋꆹꐩꋊꐩꍂꃅꇫꐥꄉ，ꋀꎁꃅꇖ

ꂟ。 

是不起誓立的。至于那些祭
司，原不是起誓立的，21只有耶
稣是起誓立的；因为那立他的
对他说：“主起了誓，决不后
悔，你是永远为祭司。”22既是
起誓立的，耶稣就作了更美之
约的中保。23那些成为祭司的，
数目本来多，是因为有死阻
隔，不能长久。24这位既是永远
常存的，他祭司的职位就长久
不更换。25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
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
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 

26ꑠꃅꌃꎔ、ꄷꅠꌠꀋꐥ、ꀋꍍ

ꀋꆀ、ꑽꊿꌋꆀꀊꎴꃅꇢ、ꃅꃴꈧ

ꌠꏭꀋꋌꌠꆦꑝꌌꁈꆹ，ꊇꅉꃅꇬꇯ

ꆐꉪꊇꌋꆀꐮꄉꄐꌠꉬ。27ꋋꆹꆦꑝ

ꌌꁈꀊꋨꈨꌋꆀꐯꀋꌡ，ꋀꊇꆹꋍꑍ

ꋑꀋꋒꀋꎪꃅꂴꆏꊨꏦꑽꃤꎁꃅꆦ

ꑝ，ꊁꆏꉹꁌꑽꃤꎁꃅꆦꑝꄻꅐ；ꑞ

ꃅꆏ，ꋋꆹꋍꃢꀉꄂꃅꊨꏦꋌꄻꉎꅞ

ꄉꌤꋌꐘꋌꃅꐛꀐ。28ꄹꏦꊇꅉꇬꆹ

ꊿꊋꁧꌠꁳꆦꑝꌌꁈꐛꎻꌠ；ꄚ，ꄹ

ꏦꈭꐨꈀꒃꌠꅇꏤꆹ，ꌺꂶꌠꁳꆦꑝ

ꌌꁈꄻꎻꄉ，ꋌꐩꋊꐩꍂꃅꐛꒆ。 

26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
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
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
27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
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
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
上，就把这事成全了。28律法本
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在
律法以后起誓的话，是立儿子
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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ꏤꐪꀊꅰꃅꎔꃨ、ꀊꏀꌠꆦꑝꌌꁈ 更美更新之约的大祭司 

8 ꉪꈁꉉꌠꌤꈧꌠꇬ，ꀋꉬꀋꉆꌠ

ꆹ，ꉪꊇꆦꑝꌌꁈꑠꃅꐙꂷꐥ， 8 我们所讲的事，其中第一要
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 

ꋋꆹꉬꉎꇬꋍꉎꀋꐥꂶꌠꑋꅉꇀꑳꏭ

ꑌꀐ。2ꋋꆹꌃꎔꅉꌋꆀꁁꑳꇯꍝꈚ

ꌠꇬꄉꏲꌋꃅꊿꄻ；ꁁꑳꋋꂷꆹꊿꄵ

ꄉꌠꀋꉬꃅꏃꃅꌋꄵꄉꌠ。3ꆦꑝꌌ

ꁈꈀꐥꌠꃅꌌꈁꁠꌋꆀꆦꑝꅍꌞꂿꄷ

ꄉꌊꄻꄉꌠ，ꑠꅹ，ꆦꑝꌌꁈꋋꂷꑌ

ꀋꎪꃅꌞꅍꁵꅍꐥꌶ。4ꀋꄸꄷ，ꋌ

ꃄꅉꇬꐥꑲꆏ，ꋋꆹꈍꃅꑌꆦꑝꌌꁈ

ꄻꀋꉆꌠ，ꑞꃅꆏ，ꃄꅉꇬꆹꆦꑝꊿꄹ

ꏦꇬꉜꄉꈁꁠꌞꁵꌠꐥꀐ。5ꋀꇫꀨ

ꎹꌠꌤꊇꅉꆹꉬꉎꇬꌤꈧꌠꐛꐪꌋꆀ

ꁰꒌꉬ，ꑠꃅꄉ，ꃀꑭꁁꑳꄵꂿꄷꄮ

ꇬ，ꏃꃅꌋꋍꏭꅇꈪꊐ，ꋍꏭ：“ꆏ

ꑴꌠꋓꉪꁨꄉ，ꑞꃅꄿꂿ，ꆎꆹꑞꑌꁦ

ꀑꇬꄉꅽꏯꄐꌐꄉꈧꌠꇬꈴꄉꃅꇬ

ꎷ”ꄷ。6ꀃꑍꋋꄮꑳꌠꈁꊌꌠꌅꅍ

ꃅꑘꆹꀊꅰꃅꎔꇁꃨꌠꉬ，ꑞꃅꆏ，ꋋ

ꆹꀊꅰꃅꎔꇁꃨꌠꏤꐪꇢꆣꉆꊿꂶꌠ

ꄻꀐ；ꏤꐪꋌꑵꆹꀊꅰꃅꎔꇁꃨꌠꈌ

ꁧꅍꇬꈴꄉꏤꄉꌠꉬ。7ꀋꄸꄷ，ꏤ

ꐪꂴꑵꌠꆐꀋꅑꑲꆏ，ꏤꐪꊁꑵꌠꌌ

ꋍꎃꊐꄻꀋꅐꀐ。8ꑠꅹ，ꌋꋍꉹꁌꏭ

ꊨꀖ（ꅀ“ꑠꅹ，ꌋꏤꐪꀉꆹꀋꇎꀋꂪꐨꇬꄐꄉꉉ”

ꄷꑌꍑ），ꋌꄹꇬ： 

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
座的右边，2在圣所，就是真帐
幕里作执事；这帐幕是主所支
的，不是人所支的。3凡大祭司
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
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
的。4他若在地上，必不得为祭
司，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
的祭司。5他们供奉的事本是天
上事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
将要造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
他，说：“你要谨慎，作各样的
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
样式。”6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位是
更美的，正如他作更美之约的
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
立的。7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
无处寻求后约了。8所以主指责
他的百姓说（或作“所以主指前约的缺

欠说”）： 

“ꃅꑍꑟꇁꂯꀐ，ꉡꆹꑱꌝꆀꁯꌠ

ꌋꆀꒀꄊꁯꌠꏭꏤꐪꀊꏀꒃ

ꂯ， 

“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
和犹大家另立新约， 

9ꑠꆹꋀꀋꁌꀋꁧꇇꁉꄷꉢꈻꌊ， 9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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ꉞꏹꄉꉢꏃꅐꇀꄮꇬ，ꏤꐪꋀꊇ

ꌋꆀꈁꏤꄉꑵꌠꀋꌡ； 
ꑞꃅꆏ，ꋀꊇꆹꉌꊫꑌꃅꉠꏤꐪ

ꀋꍬ，ꉡꑌꋀꀋꉜꋀꀋꅲ。 
ꑠꆹꌋꉉꌠ”ꄷ。 

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
们所立的约； 
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
我也不理他们。 
这是主说的。” 

10ꌋꉈꑴꑠꃅꉉ： 
“ꃅꑍꀊꋨꄮꈭꐨ，ꏤꐪꉢꑱꌝꆀ

ꁯꌠꌋꆀꒃꄉꑵꌠꆹꑠꃅꐙ： 
ꉡꆹꉠꄹꏦꉢꄻꋀꄸꈐꇬꊐꄉ，

ꁱꋀꉌꂵꇬꄀꄉ； 
ꉡꆹꋀꏃꃅꌋꄻ， 
ꋀꊇꆹꉠꃰꊿꄻ。 

10主又说： 
“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
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 
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
面，写在他们心上； 
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
我的子民。 

11ꋀꊇꈀꄸꑌꂱꑱꃷꇎꌋꆀꂱꑱ

ꃺꑌꏭ：‘ꌋꆏꌧꄡꑟ’ꃅꉙ

ꂘꄻꀋꅐ； 
ꑞꃅꆏ，ꋀꀄꊭꇊꀄꊭꂶꌠꇬ

ꄉꅑꅸꀉꒉꇊꀉꒉꂶꌠꑟꌠꃅ

ꀋꎪꃅꉢꌥꌐ。 

11他们不用各人教导自己的乡
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
认识主’； 
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
的，都必认识我。 

12ꉡꆹꋀꀋꑗꀋꉬꌠꄻꋀꏆ，ꋀꑽ

ꃤꄸꃤꑌꉢꎺꀋꄉꀐ”ꄷ。 
12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 
不再记念他们的罪愆。” 

13ꏤꐪꀊꏀꄷꉉꑲꆏ，ꏤꐪꂴꑵꌠꆹꀉ

ꆹꀐ；ꄚ，ꐤꅉꀉꆹꅉꑟ、ꐤꅉꊯꅉ

ꑟꌠꆹꈍꃅꑌꐘꀋꈨꁧꂯꄉꀐ。 

13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
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
有了。 

 

ꉬꐮꇬꌋꆀꉬꉎꇬꌃꎔꅉ 在地上和天上的圣所 

9 ꂴꏭꏤꐪꑵꌠꇬꆹꀍꃈꄚꌠꏥꏦ

ꌋꆀꋧꃅꃤꌃꎔꅉꏥꏦꇫꐊ。 9 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
世界的圣幕。2因为有预备 

2ꑞꃅꆏ，ꁁꑳꄐꏤꄉꀐꌠꐥ，ꁁꑳꂴ

ꁨꌠꆹꄻꌃꎔꅉꂓꄉ，ꈐꏭꂷꇭꄉ

ꅍ、ꇮꊙꌋꆀꄻꇫꎆꄉꌠꎬꁱꑠꇫ

ꎍ。3ꁿꅍꂪꌦꑍꁬꀕꌠꊂꆈꆏ，ꉈ

的帐幕，头一层叫作圣所，里
面有灯台、桌子和陈设饼。3第
二幔子后又有一层帐幕，叫作
至圣所，4有金香炉（“炉”或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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ꑴꁁꑳꁨꇬꐙ，ꁁꑳꋋꁨꆹꄻꌃꎔꋍ

ꉎꀋꐥꅉꂓꄉ，4ꑳꋋꁨꈐꏭꆏꏂꌊꄻ

ꄉꌠꅿꉗꌒꋌꄔꅍ（ꅀ“ꅿꉘꌒꋌꄔꅉꇮꊙ”

ꄷꑌꍑ）ꌋꆀꏁꇙꄉꌠꏤꐪꇮꊙꂶꌠꇫ

ꎍ，ꏤꐪꇮꊙꇬꆏꂸꇂꊐꅍ꒰ꄢꌺꂷ

ꌋꆀꑸꇍꄯꁯꅿꁮꇙꋺꏡꌠꇬꀀ，ꉈ

ꑴꏤꐪꇓꏪꀊꋨꑍꀻꑌꇬꀀ。5ꏤꐪ

ꇮꊙꋋꂷꄩꆏ，ꀑꒉꑊꒉꌠꏸꇊꀨꁰ

ꒌꑠꇁꑆꊋꄻꊿꁳꌠꑋꅉꂶꌠꄩꉱ

（“ꑆꊋꄻꊿꁳ”ꑝꇂꉙꇬꆏ“ꑽꃤꉱ”ꃅꅑ）。

ꉢꀋꃅꑭꀕꋧꋪꃅꋋꈨꉉꂥꀘꀋꉆ。

6ꌬꅍꋋꈨꑠꃅꄐꏤꄉꌐꀐꑲꆏ，ꆦꑝ

ꊿꈧꌠꆏ，ꅉꀕꃅꁁꑳꇬꂾꁨꌠꇬꃹ

ꄉ，ꏃꃅꌋꏭꆦꑝꌠꇗꅉꃅ。7ꁁꑳ

ꑍꁨꀕꌠꆹ，ꆦꑝꌌꁈꀉꄂꋍꈎꋍꃢ

ꋍꊨꏦꃅꇁꈏꃹꄉ，ꌦꅪꌌꄉꊨꏦꌋ

ꆀꉹꁌꑽꃤꀋꋓꀋꉪꃅꐆꈧꌠꎁꃅꆦ

ꀋꑝꌠꀋꐥ。8ꌃꎔꒌꆹꑠꃅꄉꐝꉅ

ꃅꄐꌐ，ꁁꑳꂴꁨꌠꄡꇗꇬꐙꑴꌦꄮ

ꇬ，ꌃꎔꋍꉎꀋꐥꅉꇬꃹꌠꈜꃀꆹꄻ

ꊿꀋꀨꑴꌦꄷ。9ꁁꑳꂴꁨꌠꆹꀃꑍ

ꋋꄮꌡꀠꂷꉬ，ꌞꁵꌠꈁꁠꌋꆀꆦꑝ

ꅍꆹ，ꂄꄸꌧꌠꉌꂵꇬꈴꄉꉉꇬ，ꈍꃅ

ꑌꀍꃈꄚꊿꈧꌠꁳꐛꒆꎻꀋꄐ。10ꌤ

ꋋꈨꌋꆀꋠꅍꅝꒉ、ꋍꑞꋍꑵꒈꋌꒈ

ꑻꏥꏦꀊꋨꈨꆹ，ꐯꇯꇭꀧꎸꃤꏥꏦ

ꀉꄂꉬꌐ，ꏥꏦꑠꆹꌬꅷꑞꑌꄺꀱꄈ

ꄮꇬꑟ。 

“坛”），有包金的约柜，柜里有盛
吗哪的金罐和亚伦发过芽的
杖，并两块约版；5柜上面有荣
耀基路伯的影罩着施恩座（“施恩”

原文作“蔽罪”）。这几件我现在不能
一一细说。6这些物件既如此预
备齐了，众祭司就常进头一层
帐幕，行拜神的礼。7至于第二
层帐幕，惟有大祭司一年一次
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
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8圣灵用
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
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
明。9那头一层帐幕作现今的一
个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
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
人得以完全。10这些事，连那饮
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都不过
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振兴
的时候为止。 

11ꄚ，ꀋꃅꏢꄖꇫꑟꇁꀐꄉ，ꋌꊁ

ꇁꋍꑍꌤꎔꇂꃨꈧꌠꆦꑝꌌꁈꄻꀐ，

ꋌꁁꑳꀊꅰꃅꇰꀋꃀ、ꀊꅰꃅꐛꒆ

11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作
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
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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ꂶꌠꇬꈴ；ꁁꑳꋋꂷꆹꊿꇇꄻꄉꌠꀋ

ꉬ，ꋧꃅꋋꂷꃤꑌꀋꉬ；12ꄷꀋꁧ，ꋌ

ꍶꌦꌋꆀꇂꇤꌺꌦꌌꆦꀋꑝꃅ，ꊨꏦ

ꌦꅪꌊꆦꑝꄉ，ꋌꌃꎔꋍꉎꀋꐥꅉꇬ

ꋍꃢꀉꄂꃹꇈ，ꐩꋊꐩꍂꃅꑽꃤꇬꄉ

ꋊꎼꇁꌠꌤꑠꋌꃅꐛꀐ。13ꀋꄸꄷ，

ꍶꌦꌋꆀꇂꁮꌦ、ꑍꃀꐗꋧꐛꃀꐛꌠ

ꑠꄻꊿꁧꀋꎴꌠꇭꀧꇬꎭꇬꂯ，ꊿꁳ

ꌃꇁꎔꐛ、ꇭꀧꁦꎴꅐꄎꎻꑲꆏ；

14ꏢꄖꌦꅪꆹꀊꅰꃅꆍꊇꉌꂵꋌꒈꋌ

ꁦꎴꅐꌠꀋꉬꅀ（“ꉌꂵ”ꑝꇂꉙꇬꆏ“ꂄꄸ

ꌧꌠꉌꂵ”ꃅꅑ）？ꑞꃅꆏ，ꏢꄖꆹꐩꋊꐩ

ꍂꌠꒌꇇꄧꈴꄉ，ꊨꏦꆐꀋꅑꃅꋌꌞ

ꏃꃅꌋꁵ，ꆍꌦꈔꃅꐨꑽꑌꋌꌩꎳꇫ

ꎭꄉ，ꆍꁳꐥꋊꐥꍂꃅꇫꐥꌠꏃꃅꌋ

ꀨꎹꎻ。 

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
的；12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
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
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
13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
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
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14何况
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
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
能洗净你们的心（原文作“良心”），
除去你们的死行，使你们事奉
那永生神吗？ 

15ꑠꅹ，ꋋꆹꏤꐪꀊꏀꌠꇢꆣꉆꊿ

ꂶꌠꄻꀐ，ꋌꌦꄉꏤꐪꀉꆹꄮꇬꊿꈀ

ꐆꌠꑽꃤꋊ，ꑠꃅꄉ，ꊿꈀꇴꈀꍝꄉ

ꌠꁳꈌꁧꄉꌠꐩꋊꐩꍂꍸꇐꈧꌠꊌ

ꎻ。16ꃴꂷꋜꅇꆹꊿꃴꂷꋜꂶꌠꌦꈭ

ꐨꑲꆀꅇꌗꉆ（“ꃴꂷꋜ”ꑝꇂꉙꇬꆏꁱꂷ

“ꏤꐪ”ꑍꂷꌠꌡ）；17ꑞꃅꆏ，ꃴꂷꋜꂶꌠ

ꌦꈭꐨꑲꆀ，ꃴꂷꋜꅇꇿꋌꐥ；ꊿꃴ

ꂷꋜꂶꌠꇫꐥꑴꌦꑲꆏ，ꃴꂷꋜꅇꆹ

ꇿꋌꐥꑴꅀ？18ꑠꅹ，ꏤꐪꂴꑵꌠꑌꌦ

ꅪꌌꄉꀋꏤꌠꀋꉬ；19ꑞꃅꆏ，ꃀꑭꆹ

ꄹꏦꇬꈴꄉꏥꏦꋍꑞꋍꑵꄜꉹꁌꋍꏅ

ꇰꈭꐨꆏ，ꋌꍶꑐꅩꍠꀕꌠꌋꆀꆽꀍ

ꁬꌌꇂꇤꌺꌦ、ꍶꌦꌋꆀꀆꐒꍀꄉ，

ꄻꄯꒉꇬꎭ，ꉈꑴꄻꉹꁌꈧꌠꇭꀧꑌ

15为此，他作了新约的中
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
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
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16凡有
遗命，必须等到留遗命的人死
了（“遗命”原文与“约”字同）；17因为
人死了，遗命才有效力；若留
遗命的尚在，那遗命还有用处
吗？18所以前约也不是不用血立
的；19因为摩西当日照着律法将
各样诫命传给众百姓，就拿朱
红色绒和牛膝草，把牛犊、山
羊的血和水洒在书上，又洒在
众百姓身上，说：20“这血就是
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21他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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ꎭꄉꑠꃅꉉ：20“ꌦꅪꋋꈨꆹꏃꃅꌋ

ꆍꊇꌋꆀꏤꐪꒃꌠꊫꌐꉬ”ꄷ。

21ꋌꉈꑴꐯꌟꃅꌦꅪꈧꌠꋌꌌꁁꑳꌋ

ꆀꌬꅍꋍꑞꋍꑵꈧꌠꇬꎭꌐ。22ꄹꏦ

ꇬꈴꄉꉜꇬꆹ，ꐥꇐꈀꐥꌠꃅꌦꅪꇱ

ꎼꁦꎴꌠꉬꌐꄉꏽ，ꀋꄸꄷ，ꌦꀋꅐ

ꑲꆏ，ꑽꃤꆹꈍꃅꑌꏆꃤꊌꀋꄐꌠ

ꉬ。 

照样把血洒在帐幕和各样器皿
上。22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
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
就不得赦免了。 

 

ꏢꄖꆦꑝꅍꐛꄉ，ꑽꃤꋌꇱꌩꎳꇫꎭ 基督献己为祭除掉了罪 
23ꑠꅹ，ꉬꉎꎊꈬꐛꐪꇬꉜꄉꄻꄉ

ꌠꎊꈬꆹꀋꎪꃅꆦꑝꅍꋋꈨꌌꄉꁦꎴ

ꄻꅐ；ꄚ，ꉬꉎꇬꎊꈬꈧꌠꊨꏦꆹꀋꎪ

ꃅꆦꑝꅍꀊꅰꃅꎔꌠꌌꄉꁦꎴꄻ

ꅐ。24ꑞꃅꆏ，ꏢꄖꆹꌃꎔꅉꊿꇇꌌ

ꄻꄉꑠꂷꇬꃹꆹꌠꀋꉬꃅ（ꋋꆹꌃꎔꅉ

ꇯꍝꀕꂶꌠꒋꒌꀉꄂꉬ），ꉬꉎꇬꃹ

ꀐꌠꉬ，ꀃꑍꋋꄮꆏ，ꋌꉪꎁꃅꏃꃅꌋ

ꂾꑟꀐ；25ꋋꆹꀉꑌꃢꃅꊨꏦꋌꌞꉎ

ꅞꌠꀋꉬ，ꋋꆹꆦꑝꌌꁈꈧꌠꌟꃅ，ꋍ

ꈓꋑꀋꋒꇌꌦꍶꌦꌌꄉꋍꉎꀋꐥꌠꌃ

ꎔꅉꇬꃹꇬꎷꌠꀋꉬ（“ꇌꌦꍶꌦ”ꑝꇂꉙ

ꇬꆏ“ꀉꁁꌦꅪꉬ”ꃅꅑ）。26ꀋꄸꄷꑠꆹꉬ

ꑲꆏ，ꁍꄻꏃꄻꈭꐨꅑꅸꇁꌠ，ꏢꄖꆹ

ꈍꑋꃢꃅꎬꅧꄻꅐꀐ；ꄚ，ꋋꆹꀃꑍꋋ

ꄮꋧꃅꌐꂫꇬꄉꋍꃢꀉꄂꃅꇫꅐꇁ，

ꊨꏦꋌꌌꆦꑝꅍꃅꌞꉎꅞꄉ，ꑽꃤꋌ

ꌩꋌꎵꇫꎭꌐꀐ。27ꏥꏦꇬꏤꄉꇬ，

ꊿꈀꄸꑌꋍꃢꌦ，ꌦꈭꐨꀞꇽꊝ。

28ꑠꃅꄉ，ꏢꄖꋍꃢꀉꄂꃅꋍꀑꇬꋌꌞ

ꌊꄉꊿꈍꑋꑽꃤꀵꄜꀐꑲꆏ，ꊁꇁꋍ

ꑍꋌꊿꋋꇁꉚꈧꌠꂾꑍꃢꀕꌠꇫꅐꇀ

23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必
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那天
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
去洁净。24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
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
圣所的影像），乃是进了天堂，
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25也不
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那大祭
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
（“牛羊的血”原文作“不是自己的血”）。
26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
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
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
好除掉罪。27按着定命，人人都
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28像这
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
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
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
关，乃是为拯救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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ꄮꇬꆏ，ꑽꃤꌋꆀꐮꃆꂮꀋꐥꃅ，ꋀ

ꈭꋏꇁꌠꉬ。 
 

10 ꄹꏦꆹꊁꇁꋍꑍꌤꎔꇁꃨꈧꌠ

ꁰꒌꉬ，ꌤꈧꌠꐛꐪꇯꍝꌠꀋ 10 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
儿，不是本物的真像，  

ꉬ。ꑠꃅꑲꆏ，ꈍꃅꑌꋍꈓꋑꀋꋒꆦ

ꑝꅍꐯꌟꌠꌊꆦꑝꌠꇇꄧꈴꄉ，ꊿꁨ

ꃹꇁꈧꌠꁳꐛꒆꎻꀋꄐ。2ꑠꀋꉬꑲ

ꆏ，ꆦꑝꌠꌤꆹꀋꉊꈍꄮꇯꆐꀋꆏꌦ

ꅀ？ꑞꃅꆏ，ꀍꃈꄚꌠꊿꆹꁦꎴꅐꑲ

ꆏ，ꋀꂄꄸꌧꌠꉌꂵꆹꑽꃤꐥꏭꃅꀋ

ꐛꀐ。3ꄚ，ꆦꑝꅍꋋꈨꆹꊿꋌꎼꋍꈓ

ꋑꀋꋒꉪꇁꑽꃤꈧꌠꄀꇬꎷ；4ꑞꃅ

ꆏ，ꇂꁮꌦꌋꆀꍶꌦꆹꈍꃅꑌꑽꃤꌩ

ꎳꀋꄐ。 

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
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
2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
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
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
了。3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
起罪来；4因为公牛和山羊的
血，断不能除罪。 

5ꑠꅹ，ꏢꄖꋧꃅꋋꂷꇬꑟꇁꄮ

ꇬ，ꋌꑠꃅꉉ： 
“ꏃꃅꌋꀋ！ꆦꑝꅍꌋꆀꈁꁠꆹꆏ

ꇫꈁꀋꏾꌠ， 
ꆎꆹꇭꀧꆏꄐꏤꉢꁳꄉꋺꀐ； 

5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
就说： 
“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
意的， 
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 

6ꐔꄀꆦꑝꅍꌋꆀꑽꃤꋊꆦꑝꅍ

ꑠꆹꆏꇫꉌꀋꃹ。 
6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
的。 

7ꀊꋨꄮꇬꉡꆏ：‘ꏃꃅꌋꀋ！ꉢ

ꇁꀐ， 
ꑠꆹꅽꉪꐪꇬꈴꄉꃅꂿꄷꌠ； 
ꉠꌤꆹꁱꎭꆱꄯꒉꇬꄀꄉꀐ’

ꄷꉉ”ꄷ。 

7那时我说：‘神啊，我来
了， 
为要照你的旨意行； 
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
了。’” 

8ꂴꏭꈁꉉꌠꆏ：“ꆦꑝꅍꌋꆀꈁꁠ，

ꐔꄀꆦꑝꅍꌋꆀꑽꃤꋊꆦꑝꅍꑠꆹꆏ

ꇫꈁꀋꏾ，ꆏꇫꉌꑌꀋꃹ（ꋋꈨꆹꉬꇮ

ꃅꄹꏦꇬꈴꄉꌞꌠꉬ）”ꄷꌠ。9ꊁ

8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
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
你不喜欢的（这都是按着律法
献的）。”9后又说：“我来了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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ꆏ，ꋌꄹꇬ：“ꉢꅽꉪꐪꇬꉜꄉꃅꂿ

ꄷꇁꀐ”ꄷ。ꑠꃅꉜꎼꇁꇬ，ꏤꐪꊁ

ꏡꌠꏤꂿꄷꐛꅹ，ꏤꐪꂴꏡꌠꋌꀜꋊ

ꇫꎭꀐ。10ꉪꊇꆹꏃꃅꌋꉪꐪꇬꈴ

ꄉ，ꑳꌠꏢꄖꊨꏦꇭꀧꋍꃢꀉꄂꃅꋌ

ꄻꉎꅞꄉ，ꉪꌃꇁꎔꐛꄎ。11ꆦꑝꊿ

ꈀꐥꌠꃅ，ꋍꑍꋑꀋꋒꃅꇬꉆꄉꏃꃅ

ꌋꀨꎹ，ꈍꑋꃢꃅꆦꑝꅍꐯꌟꌠꌌꆦ

ꑝ，ꆦꑝꅍꋋꈨꆹꈍꄮꑌꑽꃤꌩꎳꀋ

ꄐ。12ꄚ，ꏢꄖꆹꐩꋊꐩꍂꃅꑽꃤꋊ

ꌠꆦꑝꅍꋍꃢꀉꄂꄻꉎꅞꈭꐨꆏ，ꋌ

ꇁꏃꃅꌋꇀꑳꁆꏯꑌꀐ；13ꋋꈭꐨꆏ，

ꋋꆹꋍꁮꐚꉬꇮꋍꑬꊙꅉꐛꄮꇁꉚ。

14ꑞꃅꆏ，ꋌꋍꃢꆦꑝꇈ，ꊿꌃꇁꎔꐛ

ꌠꁳꐩꋊꐩꍂꃅꐛꒆꎻ。15ꌃꎔꒌꑌ

ꉪꏭꅇꊪꌬꀐ；ꑞꃅꆏ，ꋌꑠꃅꉉꋺ： 

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
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的。10我
们凭这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
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
圣。11凡祭司天天站着事奉神，
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
永不能除罪。12但基督献了一次
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
坐下了；13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
他的脚凳。14因为他一次献祭，
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
全。15圣灵也对我们作见证；因
为他既已说过： 

16“ꌋꄹꇬ，ꃅꑍꀊꋨꄮꈭꐨꆏ， 
ꉡꌋꆀꋀꊇꈁꏤꄉꌠꏤꐪꆹꑠ

ꃅꐙ： 
ꉠꄹꏦꆹꉢꁱꋀꉌꂵꇬꄀꄉꂯ， 
ꉈꑴꄻꋀꈐꏭꊐꄉꂯ”ꄷ。 

16“主说：那些日子以后， 
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
样： 
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
上，又要放在他们的里
面。” 

17ꊁꆏꋌ： 
“ꉡꆹꋀꑽꃤꄸꃤꌋꆀꄹꏦꐆꌠ

ꃅꐨꑽꑌꉢꎺꉌꂵꇬꊐꀋꄉꀐ

ꌠꉬ”ꄷꉉ。 

17以后就说： 
“我不再记念他们的罪愆和他
们的过犯。” 

18ꑽꃤꄸꃤꋋꈨꏆꃤꊌꀐꑲꆏ，ꑽꃤ

ꎁꃅꆦꑝꄻꀋꅐꀐ。 
18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再
为罪献祭了。 

 

ꈐꊟꊋꊡꅍꌋꆀꅇꈪꊐꅍ 劝勉和警戒 
19ꃺꑌꊈꀋ！ꉪꊇꑳꌠꌦꅪꐛꅹ 19弟兄们，我们因耶稣的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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ꃅꁨꀕꄏꀕꃅꌃꎔꋍꉎꀋꐥꅉꃹꆹ，

20ꑠꆹꋍꇇꄧꈴꄉꈝꃀꏀꑌꀊꏀ、ꍄ

ꑌꍅꁍꀕꑠꏢꋌꀺꉪꁳꄉ，ꂪꌦꁬꌠ

ꇬꈴꆹ，ꂪꌦꋌꁬꆹꋍꇭꀧꉬ；21ꉈꑴ

ꆦꑝꌌꁈꂷꏃꃅꌋꑱꈐꏲꂠ，22ꄷꀋ

ꁧ，ꉪꄸꈐꇬꉌꂵꈴꀋꄿꈧꌠꌩꎳꇫ

ꎭꀐ，ꇭꀧꆹꀆꐒꐝꍠꀕꌠꌊꒈꋌꁦ

ꎴꀐ，ꑠꉬꑲꆏ，ꉪꊇꉌꂵꀋꎪꀋ

ꑴ、ꑇꐨꉌꊋꇎꐯꇎꃅꑌꄉꇁꏃꃅ

ꌋꂾꑟꄡꑟ；23ꉈꑴꉪꈀꉉꏚꌠꉘꇉ

ꐨꑌꉪꏟꈯꀕꃅꐏꁇꄉꉈꈧꀋꐺꌶ，

ꑞꃅꆏ，ꈌꁧꅍꄻꉪꁳꂶꌠꆹꀋꎪꀋ

ꑴꌠꉬ；24ꉈꑴꐮꉈꇬꑓꇬ，ꐮꉂꐮ

ꅉ，ꐮꈐꊟꊋꊡꄉꂄꃅꎔꏿ。25ꆍꊇ

ꐯꀋꏓꃅꆏꀋꉆ，ꊿꆏꋻꅑꀐꌠꀊꋨ

ꈨꄡꌡꃅ，ꀱꌊꄉꐮꈐꊟꊋꊡ，ꃅꑍ

ꀊꋨꄮꇫꑟꇁꂯꀐꌠꆍꅉꐚ（ꑝꇂꉙꇬꆏ

“ꊌꂿ”ꃅꅑ）ꑲꆏ，ꀊꅰꃅꑠꃅꐙꄡ

ꑟ。 

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20他为我
们开了一条新路，一条经过幔
子，就是经过他身体的活路。
21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
22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
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
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
面前；23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
指望，不至摇动，因为那应许
我们的是信实的。24又要彼此相
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25你
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
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
既知道（原文作“看见”）那日子临
近，就更当如此。 

26ꑞꃅꆏ，ꇗꅉꇯꍝꌠꉪꊇꅉꐚ

ꈭꐨ，ꀋꄸꄷꉇꉈꃅꑽꃤꃅꑲꆏ，ꌌꑽ

ꃤꋊꌠꆦꑝꅍꆹꀉꁁꀋꐥꀐ；27ꏸꏦꃨ

ꆰꃅꄉꀞꇽꌠꌋꆀꁮꐚꈧꌠꋌꐗꈔꌠ

ꃆꄔ꒰ꃅꏁꇅꀕꌠꀉꄂꇁꉚꀐ。28ꅇ

ꊪꌬꊿꑍꂷꌕꑻꇇꄧꈴꄉ，ꊿꃀꑭꄹ

ꏦꇬꐆꈧꌠꇯꆎ，ꊿꋀꎭꃅꀋꉈꃅꌉ

ꌦꇫꎭꑠ；29ꀋꄸꄷ，ꊾꂷꏃꃅꌋꌺꄔ

ꈻꄉ，ꋌꁳꌃꎔꐛꎻꌠꏤꐪꌦꅪꋌꌌ

ꎃꐚꌠꃅꄉ，ꉈꑴꑆꊋꄻꊿꁳꌠꌃꎔ

ꒌꂶꌠꏭꑌꍍꋉꑲꆏ；ꆍꊇꉪꉚ，ꋋ

ꆹꑗꉘꈍꃅꃴꇉꀕꌠꊝꉏ？30ꑞꃅꆏ，

26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
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
有了；27惟有战惧等候审判和那
烧灭众敌人的烈火。28人干犯摩
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
尚且不得怜恤而死；29何况人践
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
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
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
罚该怎样加重呢？30因为我们知
道谁说：“伸冤在我，我必报
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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ꉪꊇꆹ“ꑗꇖꈨꂟꃆꂮꆹꉢꌅ，ꉢꀋ

ꎪꃅꇫꀱ”ꃅꉉꂶꌠꈀꄸꉬꌠꉪꅉ

ꐚ，ꋌꉈꑴ“ꌋꋍꉹꁌꀞꇽꇁ”ꄷꑌ

ꄹ。31ꑽꇁꐩꋊꐩꍂꇫꐥꌠꏃꃅꌋꇇ

ꈐꃹꇬꆹ，ꇯꍝꃅꊽꐬꆠꌠꉬ！ 

姓。”31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
是可怕的！ 

32ꀋꉊꂴꏭ，ꁨꑭꇁꆍꌶꈭꐨ，ꀉ

ꇨꃅꐮꉈꈽꌠꎬꅧꐨꋍꑞꋍꑵꆍꈀꊝ

ꌠ，ꆍꊇꉪꉚꎺꉜ。33ꋍꁁꏯꆏ，ꆍꊇ

ꊿꇱꌌꍍꋉꄸꄀ，ꎭꇨꅦꇨꊝ，ꉙꍡ

ꌠꑫꐛꄉ，ꄻꋍꏅꁳꉜꎻ；ꋍꁁꏯꆏ，

ꆍꊇꆹꊿꎬꅧꐨꑠꊝꈧꌠꐋꀨꐛ。

34ꑞꃅꆏ，ꊿꎤꊐꄉꀊꋨꈨꆍꇫꎭꃅ

ꉈꀐ，ꄷꀋꁧ，ꆍꁨꇐꄉꇐꊿꇑꌊꁧ

ꇬꑋ，ꉌꃀꇬꄷꄉꋰꏾꃅꆍꋰꄉ，ꆍ

ꊇꆹꊨꏦꁨꇐꄉꇐꀊꅰꃅꎔꃨꇈꀋꑍ

ꀋꈤꌠꁨꌠꆍꅉꐚ。35ꑠꅹ，ꆍꊇꆹꉌ

ꂵꀬꅑꌠꑠꍞꇫꎭꀋꉆ；ꉌꂵꑠꃅꐙꌠ

ꑌꇬꆹ，ꀋꎪꃅꈁꁠꀉꒉꌠꊌꌠꉬ。

36ꆍꊇꀋꎪꃅꋰꃅꋰꄉꇬꎷ，ꑠꃅꑲ

ꆏ，ꏃꃅꌋꉪꐪꆍꃅꌐꄉ，ꏃꃅꌋꈀ

ꈌꁧꄉꈧꌠꃅꆍꊌꅜꉆ。 

32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
照以后，所忍受大争战的各样
苦难：33一面被毁谤，遭患难，
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
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34因
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
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
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
更美、长存的家业。35所以，你
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
的心必得大赏赐。36你们必须忍
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
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 

37“ꑞꃅꆏ，ꀂꉗꍈꀉꄂꐥꇬꆏ， 
ꇁꂿꄷꂶꌠꇫꑟꇁ，ꇁꀋꑎ。 

38ꄚ，ꑖꊿꆹꑇꐨꉌꊋꉘꇉꄉꇫꐥ

（“ꑖꊿ”ꀊꆨꏂꀨꋍꈨꇬꆏ“ꉪꊇꑖꊿ”

ꃅꅑ）， 
ꀋꄸꄷ，ꋌꉈꑴꎞꑲꆏ，ꉡꆹꋋ

ꉌꀋꃹ”ꄷ。 

37“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 
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 

38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义人”

有古卷作“我的义人”）， 
 
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
他。” 

39ꉪꊇꆹꊿꉈꑴꎞꄉꈔꈤꈧꌠꀋꉬꃅ，

ꊿꑇꐨꉌꊋꑌꇈꒌꆠꈭꋏꊊꈧꌠ

ꉬ。 

39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
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
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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ꑇꐨꉌꊋ 信心 

11 ꑇꐨꆹꈀꉘꇉꌠꌤꈧꌠꀋꎪꐨ

ꉬ，ꊌꀋꂿꌠꌤꈧꌠꊫꌐ 11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
底，是未见之事的确 

ꉬ。2ꀊꆨꊿꆹꑇꐨꋌꑵꇬꄉꊫꄲꎔ

ꇂꃨꌠꊌꀐ。3ꉪꊇꆹꑇꐛꅹ，ꋧꃅꋋ

ꈨꆹꏃꃅꌋꅇꂷꇇꄧꈴꄉꄻꐛꌠꉪꅉ

ꐚ；ꑠꃅꄉ，ꈀꂿꌠꆹꐥꇐꊌꂿꉆꌠꇬ

ꄉꄻꎼꇁꌠꀋꉬꌠꉪꅉꐚ。 

据。2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
证据。3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
世界是借神话造成的；这样，
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
造出来的。 

4ꑸꀨꆹꑇꐛꅹ，ꏃꃅꌋꏭꆦꑝ，

ꋍꈀꆦꑝꅍꆹꇠꑱꈀꆦꑝꅍꏭꀋꋌꃅ

ꎔ，ꑠꅹ，ꑖꉬꐛꌠꊫꄲꋌꊌ，ꑠꆹꏃ

ꃅꌋꋍꈁꁠꏭꄐꄉꈀꌬꌠꅇꊪꉬ。

ꋋꆹꌦꀐꑴꇬ，ꑇꐨꋌꑵꇇꄧꈴꄉ，ꋌ

ꄡꇗꅇꉉꑴꌦ。5ꑱꆍꆹꑇꐛꅹ，ꏃꃅ

ꌋꇱꋩꌊꁧ，ꌦꃤꑌꋌꇬꀋꂿ，ꊾꑌ

ꋌꎷꊊꀋꄐ，ꑞꃅꆏ，ꋋꆹꏃꃅꌋꇱꋩ

ꌊꁧꀐ。ꋌꏃꃅꌋꇱꋩꌊꀋꁧꌦꂾ

ꇯꆐ，ꏃꃅꌋꋍꐛꅹꃅꉌꇿꌠꊫꄲꋌ

ꊌꀐ。6ꊿꑇꐨꀋꐥꑲꆏ，ꈍꃅꑌꏃ

ꃅꌋꉌꇿꅍꊿꋌꊊꀋꄐ；ꑞꃅꆏ，ꊿ

ꏃꃅꌋꂾꇁꌠꆏ，ꀋꎪꃅꏃꃅꌋꇫꐥ

ꌠꑇꑲꆀꍑ，ꄷꀋꁧ，ꋌꈁꁠꄻꊿꋌ

ꎷꋌꈹꌠꁵꌠꑠꑌꑇꌶ。7ꇊꑸꆹꑇꐛ

ꅹ，ꌤꋌꇬꀋꂿꌠꏃꃅꌋꄐꌐꋌꀦ

ꄉ，ꏦꑭꃪꑭꑌꌠꉌꂵꂶꌠꉌꐡꀐ，

ꇖꁨꄜꇉꑠꇷꋌꄐꏤꄉ，ꋍꏤꋋꑷꁳ

ꈭꋏꊊꎻ。ꑠꃅꄉ，ꋧꃅꀊꋨꂷꏭꑽ

ꃤꀞꀐ，ꊨꏦꑌꑇꐨꇬꄉꇁꌠꑖꉬꋌ

ꊪꄉꐴꊛꀐ。 

4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
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
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
物作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
因这信，仍旧说话。5以诺因着
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
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
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
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明证。6人
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
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
人。7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
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
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
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
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
义。 

8ꑸꀨꇁꉴꆹꑇꐛꅹ，ꏃꃅꌋꋋꇴ

ꋋꍝꄮꇬ，ꋌꇫꅇꃅꄉꅐꁧ，ꋌꃅꄷ

8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
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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ꊁꇁꋍꑍꋌꇫꊪꄉꐴꊛꈚꌠꉜꄉꁧ；

ꅐꁦꄮꇬ，ꇿꇬꉜꄉꁧꌠꋌꇫꅉꀋ

ꐚ。9ꋋꆹꑇꐛꅹ，ꃅꄷꈌꁧꋌꁳꄉꈚ

ꌠꇬꄉꄹꃥꄻ，ꀋꇊꆏꐯꇯꈌꁧꅍꋍ

ꑵꊌꌠꑱꌒ、ꑸꇱꑋꌟꃅ，ꌞꃅꄷꄉ

ꁁꑳꄵꀀ。10ꑞꃅꆏ，ꋋꆹꇓꈓꅉꃀ

ꈬꂶꌠꇁꉚ，ꇓꈓꂶꌠꆹꏃꃅꌋꈁꄐ

ꈁꏤ、ꈀꋉꈀꄻꄉꌠꉬ。11ꑇꐛꅹ，

ꌒꇁꊨꏦꂯꈎꄜꀉꑳꁨꉆꄮꀋꉬꀐꑴ

ꇬ，ꄡꇗꀉꑳꁨꄎꑴꌦ，ꑞꃅꆏ，ꋋꆹ

ꋍꏭꈌꁧꀊꋨꂷꋌꇬꑅꉆꃅꉪ；12ꑠ

ꅹ，ꊿꀋꇊꆏꌦꀐꌠꌡꑠꂷꇬꄉꌺꒆ

ꇖꒆꇁ，ꌺꇖꆹꃅꃴꃅꏸꌟꃅꐍꐷꀕ，

ꎿꋮꂤꏂꌟꃅꃷꂿꑖꀋꉬ。 

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
候，还不知往哪里去。9他因着
信，就在所应许之地作客，好
像在异地居住帐棚，与那同蒙
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
10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
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11因
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
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她
以为那应许她的是可信的；12所
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
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
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 

13ꊿꋋꈨꃅꑇꐨꉌꊋꑌꄉꌦꌐ

ꌠ，ꈀꈌꁧꄉꈧꌠꋀꋌꀋꊌ；ꄚ，ꈜꎴ

ꃅꄷꄉꋀꊌꂿ，ꄷꀋꁧ，ꉌꇿꑓꇿꃅ

ꋨꏦ，ꋀꊇꉈꑴꊨꏦꆹꋧꃅꋋꂷꇬꉇ

ꄅꊿꉬ，ꋧꃅꋋꂷꇬꈿꀀꌠꉬꄷꉉ

ꏚ。14ꊿꅇꂷꋍꑠꉉꌠꆹ，ꋀꊨꏦꀀ

ꅉꃅꄷꑠꂷꎹꄷꄜꋊꀐ。15ꀋꄸꄷ，

ꋀꊇꀀꅉꋀꇫꐞꇁꈚꌠꉪꉂꑲꆏ，ꋀ

ꊇꄡꇗꀱꉈꑴꁧꌠꊜꋽꄮꐥꑴꌦ。

16ꄚ，ꋀꊇꇬꁭꇬꉨꌠꆹꀀꅉꃅꄷꀊꅰ

ꃅꎔꃨꑠꂷꉬ，ꀀꅉꃅꄷꋋꂷꆹꉬꉎꇬ

ꐛ。ꑠꅹ，ꏃꃅꌋꆹꌌꋀꏃꃅꌋꄷꇴ

ꇬ，ꋌꉈꏠꏭꃅꀋꐛ；ꑞꃅꆏ，ꋋꆹꋀ

ꎁꃅꇓꈓꂷꋌꇱꄐꏤꄉꀐ。 

13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
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
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
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
居的。14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
己要找一个家乡。15他们若想念
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
的机会。16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
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
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
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
一座城。 

17ꑸꀨꇁꉴꆹꑇꐛꅹ，ꎖꉚꌠꊜꄮ

ꇬ，ꑱꌒꋌꌞꇬꁳ；ꑠꆹꈌꁧꅍꊪꂶꌠ

ꊨꏦꌺꄂꋌꌞꇬꁳꌠꉬ。18ꉉꅷꌺꋋ

17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
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
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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ꂷꃆꂮꑟꇬꆏ，ꅇꂷ：“ꑱꌒꄷꄉꒆ

ꌠꑲꆀꅽꊂꋊꉬ”ꄷꉉꋺ。19ꋌꉜ

ꇬ，ꏃꃅꌋꆹꊿꌦꀐꌠꁳꀱꐥꇁꎻꄎ

ꑴꌦ；ꋋꑌꀋꇊꆏꌦꈬꇬꄉꋍꌺꋌꊌ

ꌊꇁꌠꌡ。20ꑱꌒꆹꑇꐛꅹ，ꊁꇁꋍꑍ

ꌤꈧꌠꏭꄐꄉꋬꂻꄻꑸꇱꌋꆀꑱꌕ

ꁵ。21ꑸꇱꆹꑇꐛꅹ，ꃀꐚꂯꄉꄮꇬ，

ꂱꑱꅉꃅꋬꂻꄻꒀꌝꌺꑍꂷꌠꁵ，ꄯ

ꁯꄙꄉꏃꃅꌋꏭꀍꃈꄚ。22ꒀꌝꆹꑇ

ꐛꅹ，ꃀꐚꂯꄉꄮꇬ，ꑱꌝꆀꊿꋅꆹꊁ

ꆏꉞꏹꄉꅐꇁꌠꃆꂮꉉ，ꄷꀋꁧ，ꊨꏦ

ꃷꅍꈧꌠꌌꈍꃅꌠꃴꂷꋜ。 

独生的儿子献上。18论到这儿
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
要称为你的后裔。”19他以为神
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
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20以
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
雅各、以扫祝福。21雅各因着
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
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
拜神。22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
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
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
命。 

23ꃀꑭꒆꎼꇁꄷꆏ，ꋋꆹꀉꑳꎔꃨ

ꑠꂷꉬꌠꋍꀉꂿꀉꄉꊌꂿꇬꆏ，ꑇꐛ

ꅹ，ꋍꑊꃰꃅꅇꁵꎼꇁꌠꀋꏦꃅ，ꋌꌘ

ꁮꆪꂷꋍꑊꂁꄉ。24ꃀꑭꆹꑇꐛꅹ，

ꒆꀉꒉꈭꐨꆏ，ꋌꃔꇅꀋꃋꂶꌠꌺꉬ

ꄷꌠꋍꉌꀋꃹ。25ꋋꆹꏃꃅꌋꉹꁌꈽ

ꄉꎬꅧꄷꑲꑌ，ꇇꈤꋋꇅꀉꄂꌠꑽꃤ

ꉌꇿꅍꈧꌠꊪꀋꏾ。26ꋌꉜꇬ，ꏢꄖ

ꎁꃅꊿꌌꍍꋉꇬ，ꉞꏹꐎꃅ꒰ꄣꈧꌠ

ꁨꌠꏭꀋꋌꃅꁌꇐꈤ，ꑞꃅꆏ，ꋋꆹꈁ

ꁠꊁꋍꑍꋌꈁꊌꈧꌠꇁꉚ。27ꋋꆹꑇ

ꐛꅹ，ꃰꃅꇨꇅꃃꌠꀋꏦꃅ，ꋌꎼꉞ

ꏹꃅꄷꄉꐞꁧ；ꑞꃅꆏ，ꋌꉌꃀꏟꈯꃅ

ꋰꄉ，ꀋꇊꆏꌋꊌꂿꀋꉆꂶꌠꋌꂿꀐ

ꌠꌡ。28ꋋꆹꑇꐛꅹ，ꐂꈴꎺꄅꋩꑍ

ꃷꋪꇬꍬꇈ（“ꇬꍬ”ꅀ“ꄻ”ꃄꑌꍑ），ꌦ

ꅪꎭꌠꏦꃤꑠꃅꄉ，ꌺꒉꈔꋏꂶꌠꁳ

ꑱꌝꆀꊿꏭꀋꇁꎻ。29ꋀꊇꆹꑇꐛ

23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
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
信，把他藏了三个月，并不怕
王命。24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
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25他宁
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
愿暂时享受罪中之乐。26他看为
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
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
赐。27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
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
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28他
因着信，就守逾越节（“守”或作

“立”），行洒血的礼，免得那灭长
子的临近以色列人。29他们因着
信，过红海如行干地；埃及人
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30以
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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ꅹ，ꎿꅪꂶꌠꈳꄮꇬ，ꃄꅉꀊꃶꅉꇬ

ꈴꌠꌡ；ꉞꏹꊿꇫꈴꒉꏭꄐꇬꆏ，ꋀꒈ

ꈁꃃꌦꌐꀐ。30ꑱꌝꆀꊿꑇꐛꅹ，ꑳ

ꆀꇬꇓꈓꉈꏭꏃꑍꏮꇈ，ꇓꈓꊖꁋꐡ

ꀐ。31ꎲꃷꃆꅿꇁꉴꆹꑇꐛꅹ，ꉌꈯ

ꑓꈜꃅꆈꍮꊿꈧꌠꋨꏦ，ꑠꃅꄉ，ꋋꆹ

ꊿꅇꀋꃅꉐꀋꃅꈧꌠꈿꄉꀋꌦꀋ

ꈔ。 

七日，城墙就倒塌了。31妓女喇
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地接待
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
一同死亡。 

32ꉢꉈꑴꀉꁁꑞꉉꑴꌦꂯ？ꀋꄸ

ꄷ，ꋍꂷꋍꂷꃅꑭꀕꋧꋪꃅꄉ，ꏸ

ꄆ、ꀠꇁ、ꊸꌜ、ꑳꃛꄣ、ꄊ

ꃥ、ꌑꃅꇓꌋꆀꅉꄜꊿꌤꈧꌠꉉꇬ

ꆹ，ꄮꈉꇬꀋꇎꀐ。33ꋀꊇꆹꑇꐛꅹ，

ꁮꐚꇩꏤꋀꍅꇂꃴꅞꄉꀐ，ꋍꏅꑖꉬ

ꌠꃅꀐ，ꈌꁧꄉꌠꋀꊌꀐ，ꆿꅪꈁꐞ

ꋀꈌꋍꄉꀐ，34ꃆꄔꉙꀕꐞꌠꋀꌉꌦ

ꀐ，ꂗꍵꑱꃀꂰꑳꀕꌠꂾꄉꁈꁧꀐ；

ꊋꁧꌠꐈꇷꄙꌠꐛ，ꉈꈽꅉꇬꄉꌳꈄ

ꌠꇫꅐꇁ，ꉇꉻꂽꉬꇮꃅꋀꅥꉈꎞ。

35ꌋꅪꊨꏦꌦꊿꀱꐥꇁꄉꋀꊌꌠꐥ。

ꉈꑴꊿꎭꃚꈀꇨꀕꌠꊝꌠꐥ，ꈌꊰꄉ

ꄝꃑꎼꇁꌠꑠꊌꀋꏾ(“ꄝꃑ”ꑝꇂꉙꇬꆹ“ꋊ”ꃅ

ꅑ)，ꋀꊇꑠꃅꌠꆹ，ꋀꀊꅰꃅꂄꎔꌠꀱ

ꐥꇁꌠꑠꊌꂿꄷꌠ。36ꋀꊇꋍꈨꋋꈨ

ꆏꊿꌌꒊꈧ、ꅥꏶ、ꎸꉗꌌꄀꄉ，

ꊿꈢꏦꑳꇬꊐꄉꃅꎬꅧꑠꈍꑋꑵꃅ

ꊝ，37ꋍꈨꆏꇓꂵꌊꊿꅥꌦ，ꒇꎽꌊꊿ

ꒇꌦ，ꌌꉪꌠꊝ，ꂗꍵꑱꃀꌊꊿꌉꌦ，

ꍶꑆꑾꑆꈚꄉꁈꉈꏭꏹꐺ，ꋠꅍꈚꅍ

ꀋꊌ，ꎭꇨꅦꇨꊝ，ꊿꇱꌌꆼꍅꆹꆋ，

38ꋀꊇꇈꈬꇉꃪꏶ，ꁦꀑꁧꄩꈴ，ꃪꐬ

32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
一细说，基甸、巴拉、参孙、
耶弗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
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33他们
因着信，制伏了敌国，行了公
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
口，34灭了烈火的猛势，脱了刀
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争
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
军。35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
活。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
且得释放（“释放”原文作“赎”），为要
得着更美的复活。36又有人忍受
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
等的磨炼，37被石头打死，被锯
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
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
穷乏、患难、苦害，38在旷野、
山岭、山洞、地穴，飘流无
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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ꑆ、ꃅꐬꀀꃅꄁꃰꏿ，ꋧꃅꋋꂷꊇꅉ

ꇬꆹꋀꀋꋭꌠꉬ。 
39ꊿꋋꈨꐯꇯꑇꐛꅹꊫꄲꂄꎔꌠ

ꋀꊌꀐ，ꄚ，ꈌꁧꋀꁳꄉꈧꌠꋀꋌꀋ

ꊌ；40ꑞꃅꆏ，ꏃꃅꌋꉪꎁꃅꌤꆿꀊꅰ

ꃅꎔꃨꌠꋌꄐꏤꄉꀐꄉ，ꋀꊇꁳꋀꉪ

ꈽꄉꊌꌠꀋꉬꑲꆏ，ꐛꒆꀋꄐꎻ。 

39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
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
的；40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
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
得，就不能完全。 

 

ꌋꃤꏲꂘꐨ 主的管教 

12 ꉪꊇꆹꃅꄂꉪꈭꉪꇍꐺꌠꌟ

ꃅ，ꅇꊪꌬꊿꑠꑋꃅꐥꑲꆏ， 
12 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

人，如同云彩围着我 
ꃣꁧꋍꑞꋍꑵꇔꀁꋌꅞ，ꈝꐮꃅꉪꋌ

ꐒꋌꒆꄉꌠꑽꃤꑠꇔꇫꎭ，ꉌꂵꇬꄷ

ꋰꄉ，ꈝꃀꉪꂾꁮꌠꇬꉜꄉꀥꇬꎷꄡ

ꑟ。2ꀑꐕꄉꉪꑇꐨꉌꊋꇬꂾꄻ、ꌐ
ꂫꎤꌠꑳꌠꉜ，ꋋꆹꄻꂴꏭꅞꄉꌠꉌꇿ

ꑓꇿꅍꈧꌠꐛꅹꃅ，ꎲꄏꑊꏦꌠꋌꉜ

ꌊꊵꑵꃅꀋꄉ，ꌩꏍꇬꄉꎭꇨꅦꇨꄽ

ꇈ，ꋌꇁꏃꃅꌋꑋꅉꇀꑳꁆꏯꑌ。

3ꑽꊿꑠꃅꋍꏭꄙꌠꋌꋰꄉꀊꋨꂷꆹ，

ꆍꇬꉨꇬꏡꌶ，ꑠꀋꉬꑲꆏ，ꆍꐙꑌꐙ

ꄏ，ꉇꑌꉈꊰꂵ。4ꆍꊇꑽꃤꄸꃤꌋ

ꆀꐮꉈꈽꇬ，ꐮꉈꈽꅷꌦꅐꐶꑷꄮꇬ

ꀋꑟꑴꌦ。5ꌺꏭꉙꂘꌠꌟꃅꆍꏭꉙ

ꂘꂶꌠꅇꂷꆹꆍꇬꀋꎺꀐ，ꋌ： 

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
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
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
程。2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
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
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
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
边。3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
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
4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
到流血的地步。5你们又忘了那
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 

“ꀉꑳꀋ！ꌋꅽꏯꏲꂘꌠꆏꇬꉚꄡ

ꄸ，ꆏꋌꌌꊨꀖꄮꇬꑌ， 
ꆏꉈꊰꑓꊰꀋꉆ； 

“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 
被他责备的时候， 
也不可灰心； 

6ꑞꃅꆏ，ꊿꌋꇫꈀꉂꌠꆏ， 
ꋌꀋꎪꃅꋀꏲꂘ，ꉈꑴꌺꋌꇫꊪ

ꇫꄻꌠꋌꇫꅥꏶ”ꄷꉉꀐ。 

6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
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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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ꆍꈁꋰꈁꄽꌠꆹ，ꏃꃅꌋꆍꏲꂘꌠ

ꉬ，ꋋꆹꀿꃀꌺꇖꊝꌠꌟꃅꆍꊝ。ꌺ

ꋍꀋꁧꁳꌌꏲꂘꀋꎽꂷꇿꐤ？8ꏲꂘꑴ

ꅉꇬꆹꌺꈧꌠꐯꇯꇫꊪꌠꉬ，ꀋꄸꄷ，

ꆍꊇꏲꂘꌠꑠꀋꊪꑲꆏ，ꆍꊇꆹꌺꀋꉬ

ꃅ，ꃀꎹꌺꉬ。9ꉈꑴꆏ，ꉪꊇꇨꊨꀉ

ꄉꉪꏲꂘꋺꇬ，ꉪꂯꋋꁌꒉꄣꅼꑲꆏ，

ꒌꈧꌠꀉꄉꂶꌠꆹ，ꉪꀊꅰꃅꋍꅇꃅ

ꄉꀑꇬꊌꄡꀋꑟꅀ？10ꉪꀉꄉꆹꀂꉗꌹ

ꍈꀉꄂꊨꏦꉪꐨꈴꄉꉪꏲꂘꌠ；ꒌꈧ

ꌠꀉꄉꂶꌠꀉꄂꋌꉪꏲꂘꇬꉪꈲꏣꊌ

ꂿꄷꌠ，ꉪꁳꋍꌃꎔꌠꀂꏽꉪꃤꋍꁧ

ꐊꎻ。11ꏲꂘꌠꌤꆏ，ꏲꂘꄮꇬꆹꉌ

ꌒꏭꃅꀋꐛꃅ，ꀱꌊꆄꈻꏭꃅꐙ；ꊁ

ꆏꊿꄜꎟꋺꈧꌠꋬꂻꂶꂷꑠꅑ，ꑠꆹꑖ

ꉬꀕ。 

7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
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
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8管教
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
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
了。 
9再者，我们曾有生身的父管教
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
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
他得生吗？10生身的父都是暂随
己意管教我们；惟有万灵的父
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
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11凡
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
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练
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
义。 

12ꑠꅹ，ꆍꊇꑴꌠꇇꀁꋌꊰꌠ、

ꑭꆹꈢꌠꐯꇯꎇꈻꄉ；13ꊨꏦꏸꑭꎁꑌ

ꃅꄉ，ꈝꃀꄻꌊꊒꆽꀕꃅꄉ，ꐂꀜꌠ

ꁳꑭꆗꀋꎽꃅ，ꀱꌊꌒꃅꅍꀋꐥꎻ

（“ꑭꆗ”ꅀ“ꈛꎙ”ꄷꑌꍑ）。 

12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
手、发酸的腿，挺起来；13也要
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
使瘸者不至歪脚，反得痊愈（“歪

脚”或作“差路”）。 
 

ꊿꏃꃅꌋꑆꊋꋀꍞꇫꎭꈧꌠꏭꅇꈪꊐ 警戒违弃神恩典的人 
14ꆍꊇꆹꋍꏅꌋꆀꐮꄮꌠꎹꈹꌶ，

ꄷꀋꁧ，ꌃꎔꌠꎹꈹ；ꊿꀋꌃꀋꎔꌠꆹ

ꌋꂿꄎꌠꀋꐥ。15ꉈꑴꋓꉪꁨꄉ，ꊿ

ꏃꃅꌋꑆꊋꋀꋌꀋꊌꌠꐥꂵ；ꅋꐴꅿ

ꇁꄉꆍꃸꆽꇁꇈ，ꑠꐛꅹꃅꋍꏅꋌꍍ

ꋌꆀꁧꀋꎴꌠꐥꂵ；16ꎼꃅꃏꑽꌠꐥ

ꂵ，ꑱꌕꌟꃅꌋꀋꉪꌋꀋꏣꌠꐥꂵ。

14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
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
能见主。15又要谨慎，恐怕有人
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
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
污秽；16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
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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ꑱꌕꆹꋙꐚꀉꄂꐛꅹꃅ，ꊨꏦꌺꒉꂒ

ꉻꂶꌠꋌꃷꇫꎭꀐ。17ꊁꆏꀉꄉꄷꄉ

ꈀꇁꌠꋬꂻꊪꏾ，ꄚ，ꋍꀉꄉꆹꇫꉬꀋ

ꅲ，ꋌꈨꃅꉩꄉꇖꂟꑴꇬ，ꄚ，ꋍꀉꄉ

ꁳꉪꁏꏭꁏꎻꌠꈛꍈꇬꀋꁮ。ꑠꆹꆍ

ꅉꐚꌠꉬ。 

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17后来
想要承受父所祝的福，竟被弃
绝，虽然号哭切求，却得不着
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这
是你们知道的。 

18ꆍꊇꆹꁦꌺꇇꐛꇬꄀꉆꑠꂷꇬꑟ

ꇁꌠꀋꉬ；ꁦꌺꋋꂷꇬꃆꄔꉐꆂꅩꇉ

ꀕꌠ、ꄄꆈ、ꆈꋧꀕꌠ、ꆲꇨꑠ

ꐥ，19ꉶꁱꄎꃚꌋꆀꅇꂷꉉꃚꑠꐥ。

ꃚꋒꋍꑠꈨꌠꆏ，ꉬꇮꃅꉈꑴꋀꏭꅇ

ꄡꉉꀐꄷꇖꂟꌐ；20ꑞꃅꆏ，ꅇꂷꄻꋀ

ꏭꉉꈧꌠꆹꋀꇬꄽꀋꄐ，ꅇꂷꆏ：

“ꁧꋋꂷꇬꈁꊫꇁꌠꆏ，ꑋꁮꉆꁮꉬ

ꄷꑲꑌ，ꇓꂵꌌꅥꌦꇫꎭ”ꄷꉉ。

21ꈀꂿꌠꆹꊽꐬꆠꐯꐬꆠ，ꄷꀋꁧ，ꃀ

ꑭꇯ：“ꉢꐬꆠꌊꑑꃹ”ꃅꉉ。

22ꆍꊇꇫꑟꇁꌠꆹꑭꉢꁧꉬ，ꋌꈚꆹꐩ

ꋊꐩꍂꃅꇫꐥꌠꏃꃅꌋꇓꈓꉬ，ꉬꉎ

ꇬꑳꇊꌒꇌꉬ。ꀊꄶꇬꉬꉎꊩꌺꄙꀕ

ꃪꀕꃅꐥ，23ꂓꁱꉬꉎꇬꄀꄉꀐꌠꌺꒉ

ꈧꌠꐯꏑꅉꇬꐙ，ꋍꏅꀞꇽꌠꏃꃅꌋ

ꀕꆀꐛꒆꀐꌠꑖꊿꒌꆠꇫꐥ，24ꄷꀋ

ꁧ，ꏤꐪꀊꏀꇬꇢꆣꉆꌠꑳꌠꌋꆀꋌ

ꈀꅐꌠꌦꅪꇫꐥ；ꌦꅪꋌꑵꈁꉉꌠꆹ

ꑸꀨꌦꅪꈁꉉꌠꏭꀋꋌꃅꂄꎔ。 

18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
山；此山有火焰、密云、黑
暗、暴风、19角声与说话的声
音。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求
不要再向他们说话；20因为他们
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说：“靠
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也要
用石头打死。”21所见的极其可
怕，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
战兢。”22你们乃是来到锡安
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
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
使，23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
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
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 
24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
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
血所说的更美。 

25ꆍꊇꋓꉪꁨꄉꇬꎷ，ꆍꏭꅇꉉ

ꂶꌠꆍꇤꇫꎭꀋꉆ；ꑞꃅꆏ，ꃄꅉꇬ

ꄉꋀꏭꅇꈪꊐꂶꌠꋀꇤꇫꎭꈧꌠꂯ，

ꋀꑽꃤꂾꁈꀋꄐꑠ，ꉪꊇꉬꉎꇬꄉꉪ

ꏭꅇꈪꊐꂶꌠꁏꋋꈨꆹ，ꈍꃅꑽꃤꂾ

25你们总要谨慎，不可弃绝
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些弃
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
能逃罪，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
上警戒我们的呢？26当时他的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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ꁈꄎꑴꌦꂯ？26ꀊꋨꄮꇬ，ꋍꃚꋒꆹꃄ

ꅉꋋꂷꃅꋌꌌꇫꄉ꒚ꐺ；ꄚ，ꀃꑍꋋ

ꄮꆏ，ꋋꆹ：“ꉈꑴꋍꃢꆏ，ꉢꃄꅉꀉ

ꄂꇘꑐꌠꀋꉬꃅ，ꃅꃴꑌꇘꑐꌠꉬ”
ꄷꈌꁧꄉꀐ。27ꉈꑴꋍꃢꄷꅇꂷꋋꈨ

ꆹ，ꋌꇱꌌꇘꑐꈧꌠꃅꊈꌊꁧꌐꌠꄐꂥ

ꀘꌠ（ꋌꇱꌌꇘꑐꈧꌠꆹꐥꇐꈀꄻꄉ

ꌠꉬ）。ꑠꃅꄉ，ꀋꇙꀋꑐꈧꌠꁳꅉ

ꀕꃅꇬꐙꎻ。28ꑠꅹ，ꉪꊇꃰꃅꇩꇘ

ꑐꀋꄐꑠꂷꊌꀐꑲꆏ，ꈀꎭꀕꇈ，ꏃ

ꃅꌋꉌꃹꐨꇬꈴꄉ，ꈏꇤꊋꇤꄉꑇ，

ꏃꃅꌋꏦꃪ，ꋍꏭꀍꃈꄚꄡꑟ。29ꑞ

ꃅꆏ，ꉪꏃꃅꌋꆹꃆꄔꉙꀕꐞꌠꉬ。 

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
说：“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
还要震动天。”27这再一次的
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
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
动的常存。28所以，我们既得了
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
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
心事奉神。29因为我们的神乃是
烈火。 

 

ꌤꏃꃅꌋꉌꃹꅍꃅ 蒙神喜悦的服务 

13 ꆍꊇꀋꎪꃅꅉꀕꃅꃺꑌꐮꉂ

ꌠꉌꃀꑌꌶ。2ꉂꏣꑌꄉꈜꎴ 
13 你们务要常存弟兄相爱

的心。2不可忘记用爱心 
ꃅꄷꇁꌠꉇꄅꊿꋨꏦꌠꑠꀋꎺꀋꉆ；

ꑞꃅꆏ，ꊿꉇꄅꊿꋨꏦꋺꌠ，ꅉꀋꐚ

ꃅꉬꉎꊩꌺꋨꏦꌠꐥ。3ꆍꊇꆹꊿꏦ

ꑳꀀꈧꌠꎺꄅꄡꑟ，ꀋꇊꆏꆍꊇꋀꌋ

ꆀꐯꇯꏦꑳꀀꌠꌡꌶ；ꊿꎭꊝꅧꊝꌠ

ꑌꎺꄅꄡꑟ，ꊨꏦꑌꇭꀧꈐꏭꐥꌠꑠ

ꉪꇫꑟꌶ。 

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
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
3你们要记念被捆绑的人，好像
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记念遭
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
之内。 

4ꃝꐨꆹꈀꄸꑌꇫꁌꒉꄡꑟ，ꀀꈤ

ꑌꍍꆀꀋꉆ；ꑞꃅꆏ，ꊿꎼꃅꃏꑽꌠ

ꌋꆀꌞꃆꍯꒆꍯꌠꆹ，ꏃꃅꌋꀋꎪꃅ

ꇫꀞꇽꌠꉬ。5ꆍꊇꉌꃀꄸꈐꇬꎆꇢꋚ

ꇢꀋꉆ，ꊨꏦꈁꁨꈧꌠꇎꀐꉂꃅꉪ；

ꑞꃅꆏ，ꌊꆹ：“ꉢꈍꃅꑌꆎꇤꇫꎭ

ꀋꇊ，ꆏꍜꇬꀋꎭ”ꃅꉉꋺ。6ꑠꅹ，

ꉪꊇꆹꉌꂵꀉꒉꃅꄉ：“ꌊꆹꉠꇇꀤ

4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
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
人，神必要审判。5你们存心不
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
为足；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
下你，也不丢弃你。”6所以我们
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
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样



ꑝꀨꆾꄯꒉ  13 711 希伯来书  13 

 

ꌠ，ꉢꈍꃅꑌꏸꀋꏦ。ꊾꆹꉢꋀꌌꑞ

ꃅꄎ？”ꃅꉉꉆ。 
呢？” 

7ꂴꏭꊿꆍꊇꏃꂠ、ꏃꃅꌋꇗꅉ

ꄜꁊꆍꁳꈧꌠꆏ，ꆍꊇꋀꎺꌶ，ꋀꑇꐨ

ꉌꊋꌷ，ꋓꉪꁨꄉꋀꊇꌐꂫꈍꃅꐙꌠ

ꉜ。8ꑳꌠꏢꄖꆹꀋꅓꉇ、ꀃꑍ、ꋌ

ꊂꐩꋊꐩꍂꃅꐯꌟꌠꉬ。9ꆍꊇꆹꉙ

ꅇꂘꅇꇟꌋꌠꋍꑞꋍꑵꁳꊏꅰꌌꁧꄡ

ꎽ，ꑞꃅꆏ，ꊿꉌꃀꆹꋠꅍꅝꒉꉘꀋꇉ

ꃅ，ꑆꊋꉘꇉꄉꈫꈈꑲꆀꉾꃪꌠꉬ。

ꊿꋠꅍꅝꒉꉌꊢꌠꆹ，ꐥꅷꇁꈲꏣꐥ

ꀋꋻ。10ꉪꊇꆹꆦꑝꇮꊙꂷꐥ，ꇮꊙ

ꇬꎍꌠꆦꑝꅍꈧꌠꆹꁁꑳꇬꌤꃅꊿꈧ

ꌠꇫꋠꀋꉆꌠꉬ。11ꎇꃀꍅꑓꌦꆦꑝ

ꌌꁈꌌꋍꉎꀋꐥꌠꌃꎔꅉꇬꃹꄉ，ꑽ

ꃤꋊꌠꆦꑝꅍꄻ；ꎇꃀꍅꑓꂿꂶꌠꆏ

ꌌꍆꁍꉈꏭꄉꐔꄀꇫꎭ。12ꑠꅹ，ꑳ

ꌠꆹꊨꏦꌦꅪꌊꄉꉹꁌꁳꌃꇁꎔꐛ

ꎻ，ꋌꇓꈓꉈꏭꄉꎭꊌꅧꊌ。13ꑠꃅ

ꄉ，ꉪꊇꑌꅐꍆꁍꉈꏭꄉ，ꋌꈽꄉꋌ

ꈀꊝꌠꍍꋉꄸꄀꈧꌠꄽꄡꑟ。14ꉪꊇ

ꄚꇬꆹꇓꈓꅉꀕꃅꇬꐙꌠꑠꀋꐥ，ꉪꊇ

ꆹꊁꇁꋍꑍꇓꈓꂶꌠꎹꈹꌠꉬ。15ꉪ

ꊇꆹꑳꌠꉘꇉꄉ，ꅉꀕꃅꀮꄑꌠꌌꆦ

ꑝꅍꃅꄉꌞꏃꃅꌋꁵꇬꎷꄡꑟ，ꑠꆹ

ꊿꌋꂓꉉꏚꀊꋨꈨꂱꀯꇬꂶꂷꉬ。

16ꄚ，ꌤꂄꃅꎔꏿꌠꌋꆀꎆꋚꏓꊿꁳ

ꌠꑠꆏꀋꎺꀋꉆ，ꑞꃅꆏ，ꆦꑝꅍꑠꃅ

ꐙꌠꆹꏃꃅꌋꇫꉌꃹꌠꉬ。 

7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
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
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
他们为人的结局。8耶稣基督昨
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
样的。9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
的教训勾引了去，因为人心靠
恩得坚固才是好的，并不是靠
饮食。那在饮食上专心的，从
来没有得着益处。10我们有一祭
坛，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
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11原来
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作
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
外。12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
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
苦。13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
外，就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
凌辱。14我们在这里本没有常存
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 
15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
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
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16只是不
可忘记行善和捐输的事，因为
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 

17ꆍꊇꆹꊿꆍꏃꂠꈧꌠꅇꃅꄡ

ꑟ，ꄷꀋꁧ，ꋀꇂꃴꐥꄡꑟ；ꑞꃅꆏ，

17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
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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ꋀꊇꆹꆍꒌꆠꎁꃅꈍꄮꑌꀀꐚꑓꄧꀕ

ꇬꎷ，ꀋꇊꆏꊁꇁꋍꑍꎆꏲꎆꏮꊿꈧꌠ

ꌡ；ꆍꊇꆹꋀꁳꏭꄮꇬꐒꊀꄡꎽꃅ，ꉌ

ꇿꎻ；ꀋꄸꄷ，ꋀꐒꊀꑲꆏ，ꆍꊇꈲꏣ

ꀋꐥꀐ。 

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
交帐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
时候有快乐，不至忧愁，若忧
愁就与你们无益了。 

18ꆍꊇꑴꌠꉪꊇꎁꃅꈼꂟ，ꑞꃅ

ꆏ，ꉪꊇꆹꊨꏦꉌꃀꈴꀋꄿꏭꃅꀋꐛ，

ꑞꌤꉬꄿꂿ，ꇗꅉꊒꆽꀕꌠꇬꉜꄉꃅ

ꏾ。19ꉢꀊꅰꃅꆍꏭꇖꂟꌠꆏ，ꉠꎁ

ꃅꈼꂟꄉ，ꉢꁳꐳꃅꀱꆍꄷꁧꎻ。 

18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因我
们自觉良心无亏，愿意凡事按
正道而行。19我更求你们为我祷
告，使我快些回到你们那里
去。 

 

ꄽꂫꋬꂻꄜꅇ 祝福和最后的问安 
20ꏃꃅꌋꋬꂻꄻꊾꇖ，ꋋꆹꐩꋊ

ꐩꍂꌠꏤꐪꌦꅪꇇꄧꈴꄉ，ꑿꊇꌠꆫ

ꃀꉪꌋꑳꌠꁳꌦꈬꇬꄉꀱꐥꇁꎻ；21ꏃ

ꃅꌋꆹꌤꂄꎔꌠꋍꑞꋍꑵꀂꏽꄉꆍꁳ

ꐛꒆꎻ，ꆍꁳꋍꉪꐪꇬꍬꎻꅊꇈ；ꋌꉈ

ꑴꑳꌠꏢꄖꇇꄧꈴꄉ，ꆍꉌꃀꇬꄉꌤ

ꋍꉌꈀꃹꅍꃅ。ꀑꒉꑊꒉꐩꋊꐩꍂꃅ

ꏮꋌꄀꅊꇈ。ꀊꂱ。22ꃺꑌꊈꀋ！ꉢ

ꀑꐱꃅꄯꒉꁱꆍꁳ，ꆍꊇꑴꌠꉠꈐꊟ

ꊋꊡꌠꅇꂷꆍꇫꅲꅊꇈ。23ꉪꃺꑌꄜ

ꂿꄠꆹꋊꃑꎼꇁꀐꌠꆍꅉꐚꀐꄡꑟ；

ꀋꄸꄷ，ꋌꐳꃅꉠꄹꑟꇁꄎꑲꆏ，ꉢꀋ

ꎪꃅꋌꈽꄉꆍꂿꁧ。24ꆍꊇꑴꌠꆍꏃ

ꂠꈧꌠꌋꆀꌃꎔꌺꈧꌠꏭꋬꂻꄜ。

ꊿꑴꄊꆀꄉꇁꈧꌠꑌꆍꏭꋬꂻꄜ。

25ꑆꊋꆹꅉꀕꃅꆍꋍꏅꈽꐥꅊꇈ。ꀊ

ꂱ。 

20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
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
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21在
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
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
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
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
远远。阿们。22弟兄们，我略略
写信给你们，望你们听我劝勉
的话。23你们该知道，我们的兄
弟提摩太已经释放了；他若快
来，我必同他去见你们。24请你
们问引导你们的诸位和众圣徒
安。从意大利来的人也问你们
安。25愿恩惠常与你们众人同
在。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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ꑸꇱꄯꒉ 

雅各书 

 
ꋬꂻꄜ 问候 

1 ꏃꃅꌋꀕꆀꌋꑳꌠꏢꄖꁏꐚꄻ

ꌠꑸꇱꆹ，ꁭꁘꄉꀀꌠꊰꑋꁯꑭ 1 作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
各，请散住十二个支派之人 

ꊂꌠꊿꏭꋬꂻꄜ。 的安。 
 

ꑇꐨꉌꊋꌋꆀꌧꅍꂿꅍ 信心和智慧 
2ꉠꃺꑌꊈꀋ！ꆍꊇꎖꉺꋍꑞꋍꑵ

ꑠꇬꃸꄮꇬꆏ，ꑠꌌꉌꇿꅍꀉꒉꐯꀉꒉ

ꌠꃅꄉ；3ꑞꃅꆏ，ꆍꑇꐨꉌꊋꎖꉺꌠ

ꈳꅐꈭꐨꆏ，ꋰꄿꌠꇫꅐꇁꌠꆍꅉ

ꐚ。4ꄚ，ꋰꄿꌠꑌꋰꅷꄽꂫꑟꄡꑟ，

ꑠꃅꄉꆍꁳꐛꒆꌧꅍꐥꄉꀋꇎꀋꂪꅍ

ꀋꐥꎻ。5ꀋꄸꄷ，ꆍꊇꈬꄔꊿꌧꅍ

ꂿꅍꀋꇎꀋꂪꌠꐥꑲꆏ，ꋋꆹꅼꐯꅼ

ꃅꄻꋍꏅꁵꌠ、ꊾꑌꀋꊨꀋꀖꌠꏃ

ꃅꌋꏭꇖꂟꄡꑟ，ꌋꆹꀋꎪꃅꄻꋋꇖ

ꌠꉬ。6ꑇꐨꉌꊋꇬꀉꄂꈴꄉꇖꂟ，ꋍ

ꍈꑋꉪꄡꄅ；ꑞꃅꆏ，ꊿꉪꄅꀊꋨꂷꆹ

ꎿꇬꒈꂃꒊꆱꌟꃅꆳꐊꉐꐊꐺ。7ꊿ

ꑠꃅꐙꌠꆹꌋꄷꄉꊵꑵꊌꉂꃅꑠꄡ

2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
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
3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
验，就生忍耐。4但忍耐也当成
功，使你们成全完备，豪无缺
欠。5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
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
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
他。6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
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
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
7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
么。8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
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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ꉪ。8ꊿꉌꃀꉪꐨꑍꑵꑌꌠꆹ，ꈝꃀꋌ

ꈀꈴꌠꇬꃅꉪꐨꏟꈯꀋꈯ。 
 

ꌢꎭꌋꆀꌣꈚ 贫穷和富有 
9ꌠꐭꌠꏃꃅꌋꇱꐕꌊꄩꄉꇬ，ꉌ

ꇿꄡꑟ；10ꌣꈚꌠꊰꇁꌠꐭꌠꐛꇬꑌꑠ

ꃅꐙꄡꑟ，ꑞꃅꆏ，ꋋꆹꀋꎪꃅꈢꋒ

ꁧ，ꀋꇊꆏꁬꃨꌋꆀꐯꌟ。11ꉘꁮꅐ

ꇁ，ꊷꆳꁎꄮꇬꆏ，ꁬꆰꋌꆗꀊꃶ，ꁬ

ꃨꆰꃨꑌꊰꁧ，ꋍꎔꐪꑌꄚꄉꑍꀐ；

ꊿꌣꈚꀊꋨꂷ，ꌤꋌꈀꃅꌠꇬꄉꑌꑠ

ꃅꊯꅉꑍꅉꑟ。 

9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
乐；10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
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
花一样；11太阳出来，热风刮
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
容就消没了；那富足的人，在
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 

 

ꎖꉚꌋꆀꌌꉪ 考验和试探 
12ꊿꌌꉪꌠꊝꇈꋰꄉꌠꆹꌒꃤꐥ

ꌠꉬ，ꑞꃅꆏ，ꎖꉚꌠꈳꅐꈭꐨꆏ，ꀋ

ꎪꃅꀑꇬꄂꌆꀍꄟꊌꌠꉬ，ꑠꆹꌋꈌꁧ

ꄉꄻꊿꋋꉂꈧꌠꁵꌠꉬ。13ꊾꂷꌌꉪ

ꌠꊝꇬ，ꋌ：“ꉡꆹꏃꃅꌋꇱꌌꀕꉪ

ꌠ”ꃅꉉꀋꉆ；ꑞꃅꆏ，ꏃꃅꌋꆹꄷ

ꅠꌠꇫꌌꉪꀋꄐ，ꋋꑌꊾꌌꀋꉪ。

14ꄚ，ꊾꂷꌌꉪꌠꊝꌠꆹ，ꊨꏦꏾꅍꇱ

ꌌꈻꎷ、ꊏꅰꌠ。15ꊨꏦꏾꅍꆹꌺꁨ

ꀐꑲꆏ，ꊁꆏꑽꃤꄚꄉꒆꎼꇁ，ꑽꃤꒆ

ꀉꒉꈭꐨꆏ，ꄚꄉꌦꃤꇫꅐꇁ。16ꉠ

ꉂꇁꅉꌠꃺꑌꊈꀋ！ꉜꄡꑽꅊꇈ。

17ꂄꎔꌠꑆꊋꈁꁠꋍꑞꋍꑵꌋꆀꐛꒆ

ꌠꈁꁠꇖꅍꋍꑞꋍꑵꃅꄩꏯꄉꇁꌐ

ꌠ，ꁨꑭꈀꐥꌠꀉꄉꄷꄉꇁꌠꉬ；ꋍꄷ

ꆹꄺꀱꌠꀋꐥ，ꁰꒌꏮꐺꌠꑌꀋꐥ。

18ꋋꆹꊨꏦꉪꐪꇬꈴꄉ，ꇗꅉꇯꍝꌠꌊ

ꉪꋌꒆꎼꇁ，ꉪꁳꐥꇐꋌꈀꄻꄉꌠꈬ

12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
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
爱他之人的。13人被试探，不可
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
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
14但各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
私欲牵引、诱惑的。15私欲既怀
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
成，就生出死来。16我亲爱的弟
兄们，不要看错了。17各样美善
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
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
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
也没有转动的影儿。18他按自己
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
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初
熟的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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ꇬꄉꂶꂷꇬꂾꂔꌠꌡꎻ。 
 

ꇗꅉꅲꌠꌋꆀꇗꅉꍬꌠ 听道和行道 
19ꉠꉂꇁꅉꌠꃺꑌꊈꀋ！ꑠꆹꆍꊇ

ꅉꐚꌠꉬ。ꄚ，ꆍꊇꈀꄸꑌꐳꃅꅲ，

ꀅꌳꀅꌳꃅꉉ，ꀅꌳꀅꌳꃅꇨꇅꃃ；

20ꑞꃅꆏ，ꊿꇨꇅꃃꐨꆹꏃꃅꌋꑖꉬꋌ

ꋋꃅꐛꀋꄐ。21ꑠꅹ，ꆍꊇꆹꍍꆀꈀ

ꐥꌠꌋꆀꇫꋒꇈꌠꄸꃤꅠꃤꑠꇔꇫꎭ

ꌐ，ꉌꂵꑖꈈꀕꌠꑌꄉꈀꊪꈁꏽꄉꌠ

ꇗꅉꊪꌶ，ꇗꅉꋋꏢꆹꆍꒌꆠꈭꋏꄎ

ꌠꉬ。 

19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
们所知道的。但你们各人要快
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
怒；20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
的义。21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
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
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
救你们灵魂的道。 

22ꄚ，ꆍꊇꑴꌠꇗꅉꇬꍬꄉꃅ，ꅲ

ꀉꄂꅲꇬꆹ，ꊨꏦꈱꊨꏦꊏꌠꉬꀐ。

23ꑞꃅꆏ，ꇗꅉꀉꄂꅲꇈꇗꅉꍬꄉꀋ

ꃅꌠꆏ，ꊾꂷꑊꈻꇓꂾꄉꊨꏦꀑꑊꐛ

ꐪꉜꌠꌡ，24ꉜꇈꁧꈭꐨꆏ，ꋍꊨꏦꀑ

ꑊꈍꃅꐙꌠꋌꀕꀋꎺꀐ。25ꑭꋧꃅꄉ

ꄹꏦꐛꒆ、ꊿꁳꄿꐨꎻꀊꋨꏢꍤꉚ，

ꄷꀋꁧ，ꅉꀕꃅꑠꃅꐙꇬꎷꌠꆏ，ꊿꋍ

ꑠꅲꇈꀋꎺꌠꀋꉬꃅ，ꇬꍪꄉꃅꅐꑌ

ꇁ，ꑠꃅꑲꆏ，ꌤꋌꈀꃅꌠꀂꏽꄉꋌꀋ

ꎪꃅꌒꃤꊌ。 

22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
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23因为
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
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24看
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
如何。25惟有详细察看那全备、
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
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
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
的事上必然得福。 

26ꀋꄸꄷ，ꊾꂷꋍꊨꏦꇯꍝꀕꃅ

ꌋꑇꉂꃅꉪ，ꄚ，ꀱꌊꋍꉐꆂꆏꋌꋋ

ꌅꀋꄐꇬꆹ，ꋋꆹꈱꊨꏦꊏꌠꉬ，ꊿꋋ

ꂷꑇꇐꆹꀈꈥꀕꌠ。27ꏃꃅꌋꉪꀉꄉ

ꂶꌠꂾꄉ，ꁦꎴ、ꍍꆀꅍꀋꐥꌠꑇꇐ

ꆹ，ꎬꅧꈬꇬꃆꍸꃀꌋꆀꊾꍸꀉꑳꈧ

ꌠꀨꎹ，ꄷꀋꁧ，ꊨꏦꀧꌋꃅꄉꋧꃅ

ꁳꌌꍍꆀꀋꎽꌠꑠꉬ。 

26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
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
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27在神
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
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
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
沾染世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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ꈏꍣꉇꍣꄉꊾꊝꀋꉆ 禁戒偏待人 

2 ꉠꃺꑌꊈꀋ！ꆍꊇꆹꉪꀑꒉꑊꒉ

ꌠꌋꑳꌠꏢꄖꑇꑲꆏ，ꊾꇴꊾ 2 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
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 

ꉻꉜꄉꊾꊝꀋꉆ。2ꀋꄸꄷ，ꊾꂷꏂ

ꇇꀘꅑ，ꃢꎔꈚꑣꈚꄉꆍꉻꏑꅉꃹ；

ꉈꑴꊿꌢꎭꂷꑌꃢꈜꏧꑐꏥꑐꃅꑠꈬ

ꈚꇫꃹꆹ；3ꆍꊇꆏꊿꃢꎔꈚꑣꈚꂶꌠ

ꉜꒉꄉ，ꋍꏭ：“ꈴꑋꅉꑌꌒꋋꂷꇬ

ꑌ”ꄷ；ꉈꑴꊿꌢꎭꂶꌠꏭꆏ：“ꆏ

ꀊꄶꇬꉆꄉ”ꄷ，ꅀ“ꄚꉠꑬꊙꅉ

ꇂꃴꑌꄉ”ꄷ。4ꋍꑠꆹꆍꊇꈏꍣꉇ

ꍣꄉꊾꊝ，ꉪꐨꄷꅠꌠꌊꊿꊨꇽꌠꀋ

ꉬꅀ？ 

按着外貌待人。2若有一个人带
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
你们的会堂去；又有一个穷人
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3你们就
重看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
“请坐在这好位上；”又对那穷人
说：“你站在那里。”或“坐在我
脚凳下边。”4这岂不是你们偏心
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 

5ꉠꉂꇁꅉꌠꃺꑌꊈꀋ！ꅲꄉ！ꏃ

ꃅꌋꆹꋧꃅꇬꌢꎭꌟꁧꊿꋌꌋꄉ，ꋌ

ꋀꁳꑇꐨꇬꄉꌣꈚꎻ，ꄷꀋꁧ，ꋌꋀ

ꁳꋍꃰꃅꇩꍸꇐꊪꊿꃅꄉꎻꌠꀋꉬ

ꅀ？ꋍꃰꃅꇩꆹꋌꈌꁧꊿꋋꉂꌠꁵꌠ

ꉬ。6ꄚ，ꆍꊇꆏꀱꌊꌢꎭꌟꁧꊿꉜ

ꄸ。ꌣꈚꊿꀊꋨꈨꆹꆍꆼꍅꆹꆋꇈ，

ꆍꊇꋀꇱꈻꌊꀞꇽꅉꇬꆹꌠꀋꉬꅀ？

7ꋀꊇꆹꆍꇫꉙꍗꌠꂓꐤꒉꂶꌠꋀꌌꍍ

ꋉꄸꄀꌠꀋꉬꅀ？ 

5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
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
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
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
国吗？6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
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拉
你们到公堂去吗？7他们不是亵
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所敬奉”

或作“被称”）？ 

8ꏂꀨꇬ：“ꃷꇎꉂꇬꊨꏦꉂꌠ

ꌡꌶ”ꄷꁱꇬꄀꄉ。ꆍꊇꆹꏟꈯꃅ

ꄹꏦꐤꒉꐯꐤꒉꋋꏢꍬꑲꆀꍑꌠ；

9ꄚ，ꀋꄸꄷ，ꆍꊇꊾꇴꊾꉻꉜꄉꊾꊝ

ꑲꆏ，ꑠꆹꑽꃤꃅꌠꉬ，ꄹꏦꇱꀞꌊꄹ

ꏦꐆꌠꃅꄉ。10ꑞꃅꆏ，ꄹꏦꈀꐥꌠ

ꇬꍬꌠꆏ，ꄹꏦꋍꏢꀂꏽꄉꅞꑲꆏ，

ꋋꆹꄹꏦꈀꐥꌠꃅꐆꀐꌠꉬ。11ꂴꏭ

8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
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
法，才是好的；9但你们若按外
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
为犯法的。10因为凡遵守全律法
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
犯了众条。11原来那说不可奸淫
的，也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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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ꌞꃆꍯꒆꍯꀋꉆ’ꄷꉉꂶꌠ，

‘ꊿꌉꊾꆳꀋꉆ’ꄷꑌꉉ；ꀋꄸꄷ，

ꆏꌞꃆꀋꍯꒆꀋꍯꄷꑲꑌ，ꆏꊿꌉꊾ

ꆳꑲꆏ，ꆎꆹꄡꇗꄹꏦꐅꂷꐛꀐ。 

奸淫，却杀人，仍是成了犯律
法的。 

12ꆍꊇꆹꄹꏦꊿꁳꊨꏦꄿꐨꎻꏡ

ꌠꇬꈴꄉꌌꀞꇽꌠꉬꑲꆏ，ꄹꏦꋋꏢ

ꇬꍬꄉꅇꉉ、ꌤꃅꄡꑟ。13ꑞꃅꆏ，

ꊾꉈꀋꁒꑗꀋꊰꌠꆏ，ꉈꀋꁒꑗꀋꊰ

ꌠꀞꇽꋀꊝ；ꉈꁒꑗꊰꑴꅉꆹꀞꇽꄩ

ꊋꀐ。 

12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
律法受审判，就该照这律法说
话行事。13因为那不怜悯人的，
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
是向审判夸胜。 

 

ꑇꐨꌋꆀꃅꐨ 信心与行为 
14ꃺꑌꊈꀋ！ꀋꄸꄷ，ꊾꂷꊨꏦꑇ

ꐨꉌꊋꐥꄷꉉꇬ，ꄚ，ꋌꃅꐨꑽꑌꀋ

ꐥꑲꆏ，ꑞꈲꏣꐥꂯ？ꑇꐨꉌꊋꋌꑵ

ꋋꈭꋏꄎꑴꅀ？15ꀋꄸꄷ，ꃺꑌꂷꅀꅫ

ꃀꂷꇭꀧꅩꀧꍓꇈ，ꉈꑴꋠꅍꅝꒉꑌ

ꀋꊌꇬ，16ꆍꊇꈬꄔꊿꋀꏭ：“ꋬꂻ

ꈨꅪꃅꁧꌶ！ꆍꋠꂊꈚꊸꅊꇈ”ꄷꉉ

ꌠꐥ；ꄚ，ꋀꇭꀧꈁꈉꈀꄻꌠꆏꄻꋀ

ꀋꁵꑲꆏ，ꑠꑞꈲꏣꐥꂯ？17ꑠꃅꄉ，

ꀋꄸꄷꃅꐨꑽꑌꀋꐊꑲꆏ，ꑇꐨꉌꊋ

ꆹꌦꌠꉬ。 

14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
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
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
15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
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16你们
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
地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
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
的，这有什么益处呢？17这样，
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 

18ꀋꎪꃅꊿ：“ꆏꑇꐨꉌꊋꐥ，

ꄚꉡꆹꃅꐨꑽꑌꐥ”ꃅꉉꌠꐥ；ꆏꅽ

ꃅꐨꑽꑌꀋꐊꌠꑇꐨꉌꊋꄐꉢꀦꑲ

ꆏ，ꉢꉠꃅꐨꑽꑌꇇꄧꈴꄉ，ꉠꑇꐨꉌ

ꊋꄐꆏꀦꂿ。19ꆎꆹꏃꃅꌋꋍꂷꀉꄂ

ꐥꌠꆏꇬꑅ，ꆏꑇꌊꀋꑽ；ꑊꋌꈧꌠꑌ

ꋍꑠꑇ，ꄚ，ꋀꊇꆹꏸꏦꌊꑑꃹ。20ꆍ

ꊇꊿꌧꅍꀋꐥꋋꈨ！ꃅꐨꑽꑌꀋꐊꌠ

ꑇꐨꉌꊋꆹꌦꌠꉬꌠꆍꇫꅉꐚꏽꀕ？

18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
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
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
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19你
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
鬼魔也信，却是战惊。20虚浮的
人哪！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
信心是死的吗？21我们的祖宗亚
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



ꑸꇱꄯꒉ  3 718 雅各书  3 
 

21ꉪꀋꁌꀋꁧꑸꀨꇁꉴꆹꋍꌺꑱꌒꋌꌞ

ꆦꑝꇮꊙꇬꅞ，ꋋꆹꋍꃅꐨꑽꑌꐛꅹ

ꃅꑖꉬꐛꌠꀋꉬꅀ？22ꑠꃅꉜꎼꇁꇬ，

ꑇꐨꉌꊋꆹꋍꃅꐨꑽꑌꌋꆀꐮꐊꌠ

ꉬ，ꄷꀋꁧ，ꑇꐨꉌꊋꆹꃅꐨꑽꑌꐛꅹ

ꃅꐛꒆꄎ。23ꑠꆹ꒰ꀨꇬꅇꂷ：“ꑸ

ꀨꇁꉴꏃꃅꌋꑇꄉ，ꋌꑖꉬꌠꌗꀐ”

ꄷꇫꌠꅇꅐꀐ。ꋌꉈꑴꏃꃅꌋꐋꀨꄷ

ꑌꄹꀐ。24ꑠꃅꉜꎼꇁꇬ，ꊿꑖꉬꐛ

ꄷꌠꆹꑇꐨꐛꅹꀉꄂꀋꉬꃅ，ꃅꐨꑽ

ꑌꐛꅹꑌꉬ。25ꎲꃷꃆꅿꇁꉑꆹꊩꌺ

ꋨꏦ，ꉈꑴꋀꁳꁈꈜꃀꀉꁁꏢꇬꈴꁧ

ꎻ，ꋋꑌꐯꌟꃅ，ꃅꐨꑽꑌꐛꅹꃅꑖ

ꉬꐛꄷꌠꀋꉬꅀ？26ꇭꀧꒌꆠꀋꐊꌠꆹ

ꌦꌠ，ꑇꐨꉌꊋꃅꐨꑽꑌꀋꐊꌠꑌꌦ

ꌠꉬ。 

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22可
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
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23这
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
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
称为神的朋友。24这样看来，人
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
信。25妓女喇合接待使者，又放
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
一样因行为称义吗？26身体没有
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
是死的。 

 

ꉐꆂꁱꐛ 制伏舌头 

3 ꉠꃺꑌꊈꀋ！ꊿꀉꑌꃅꂘꃀꄡ

ꄻ，ꑞꃅꆏ，ꉪꊇꊿꉗꊿꂘꋋꈨ 
3 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作师

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 
ꆹꍆꇽꐨꀉꒉꌠꊝꌠꆍꅉꐚ。2ꉪꊇ

ꑴꅉꆹꌤꈍꑋꀂꏽꄉꆹꑽꅍꐥꌐ；ꀋ

ꄸꄷ，ꊿꅇꂷꀂꏽꆹꑽꅍꀋꐥꑲꆏ，ꋋ

ꆹꐛꒆꊿꉬ，ꋋꑌꋍꊨꏦꇭꀧꋋꂷꃅ

ꋌꌄꇤꄉꄎ。3ꉪꊇꀋꄸꄷꃅꈁꎰꅍ

ꄻꃅꈂꀸꇬꊐꄉ，ꋌꁳꅇꃅꅲꎻꑲ

ꆏ，ꋍꇭꀧꋋꂷꃅꉪꏂꌊꐺꄎ。4ꇬꉚ

ꉏ！ꇈꆹꀉꒉꐯꀉꒉ，ꉈꑴꆳꇨꉏꇨꇱ

ꁏꌊꐺꑴꇬ，ꄚ，ꇉꏀꅍꀄꊭꐯꀄꊭ

ꍈꀉꄂꌊꈍꏯꏀꆏꈍꏯꉜꄉꁧ。5ꑠ

ꃅꄉ，ꉐꆂꆹꇭꀧꇬꈁꅑꌠꀄꊭꇊꀄ

ꊭꑵꌠꑌꉬ，ꄚ，ꅇꒉꉏꒉꉉꄎ。 

的判断。2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
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
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
勒住自己的全身。3我们若把嚼
环放在马嘴里，叫它顺服，就
能调动它的全身。4看哪，船只
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催逼，只
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
思转动。5这样，舌头在百体里
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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ꇬꉚꉏ！ꃆꄔꉐꆂꀄꊭꐯꀄꊭꑠ

ꍈꌩꏪꀉꒉꐯꀉꒉꂷꋌꄀꇫꎭꄎ。

6ꉐꆂꆹꃆꄔꉬ；ꉪꊇꇭꀧꇬꈁꅑꈧꌠ

ꇬ，ꉐꆂꆹꄷꅠꌠꋧꃅꂷꉬ，ꇭꀧꋋꂷ

ꃅꍍꆀꄎ，ꐥꌠꌦꌠꏮꇉꑌꋌꄀꐞꇁ

ꄎ，ꄷꀋꁧ，ꅉꃴꏦꑳꆈꇬꄉꃆꄔꋌ

ꄀꎼꇁꌠꉬ。7ꑋꁮꉆꁮꌋꆀꉌꊭꉌ

ꇓ、ꁯꄸꆰꄸ、ꉜꊪꉜꍽꐯꇯꁱꐛ

ꉆꌠꉬ，ꃰꊿꇱꁱꐛꀐ；8ꄚ，ꉐꆂꀉ

ꄂꊿꇫꁱꐛꄎꌠꀋꐥ，ꉐꆂꆹꆏꇁꀋ

ꉆꌠꄷꅠꑵꉬ，ꊿꋌꉮꌦꌠꅋꏸꐛꃅ

ꑌ。9ꉪꊇꆹꉐꆂꌌꌋꂶꌠꌋꆀꀉꄉ

ꂶꌠꏭꉙꍗ，ꉈꑴꉐꆂꌌꏃꃅꌋꇴꉻ

ꇬꉜꄉꄻꄉꌠꃰꊿꏭꍃꏽ。10ꉙꍗꌠ

ꌋꆀꍃꏽꌠꐯꇯꈂꀸꋍꐬꇬꄉꅐꇁ，

ꃺꑌꊈꀋ！ꑠꃅꐙꑠꆹꄡꀋꑟꌠꉬ。

11ꀆꐒꐔꌠꌋꆀꈌꌠꒉꐑꋍꐬꇬꄉꅐ

ꇁꉆꑴꅀ？12ꃺꑌꊈꀋ！ꀋꃨꂶꂷꌩ

ꁧꇬꄉꏝꃴꀋꍯꂶꂷꅑꄎꑴꅀ？ꑌꃀ

ꌧꃰꁦꁧꇬꄉꀋꃨꂶꂷꅑꇁꄎꑴꅀ？

ꀆꐒꋂꈌꌠꇬꄉꑌꀆꐒꐔꌠꇫꅐꇁꀋ

ꄐ。 

看哪，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
的树林。6舌头就是火，在我们
百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
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
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
里点着的。7各类的走兽、飞
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
制伏，也已经被人制伏了；8惟
独舌头没有人能制伏，是不止
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
气。9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
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
神形象被造的人。10颂赞和咒诅
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
们，这是不应当的。11泉源从一
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
吗？12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
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
吗？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
来。 

 

ꄩꏯꄉꇁꌠꌧꅍꂿꅍ 从上头来的智慧 
13ꆍꊇꈬꄔꈀꄸꂷꆹꌧꅍꂿꅍ

ꐥ、ꂿꇐꈨꇐꐥꌠꉬ？ꋋꆹꌧꅍꂿꅍ

ꑖꈈꀕꌠꀂꏽꄉꋍꂄꃅꎔꏿꌠꇫꅐꇁ

ꄡꑟ。14ꀋꄸꄷ，ꆍꊇꄸꈐꇬꏷꈌꀕ

ꌠꉌꈻꃴꆅꌠꌋꆀꊨꏦꎁꀉꄂꉪꌠꑌ

ꑲꆏ，ꆍꈌꒉꀋꉆ，ꈱꅇꏅꅇꉉꄉꇗꅉ

ꇯꍝꌠꇬꄘꑣꑌꀋꉆ。15ꌧꅍꂿꅍꑠ

ꃅꐙꌠꆹꄩꄉꇁꌠꀋꉬꃅ，ꃄꅉꇬꃤ

13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
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
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14你们心
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
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
挡真道。15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
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
的、属魔鬼的。16在何处有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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ꉬ，ꇭꀧꏾꅍꃤꉬ，ꑊꋌꃤꉬ。16ꇿꇬ

ꉌꈻꃴꆅꌠ、ꊨꏦꎁꀉꄂꉪꌠꑠꐤ

ꆏ，ꇿꇬꌼꇑꀠꇁꌠꌋꆀꌤꀋꂄꌠꋍ

ꑞꋍꑵꇫꐥ。17ꌧꅍꂿꅍꄩꄉꇁꌠꀉ

ꄂꂴꆏꐙꎴ，ꊁꆏꄮꐽ，ꈌꆓꌗꉘ，ꎭ

ꃅꉇꑭꐛꃅꑌ，ꂶꂷꂄꎔꌠꀉꑌꃅ

ꅑ，ꈐꀋꍣꉈꀋꍣ，ꀋꉬꉫꎴꀕꃅꌠꀋ

ꐥ。18ꄷꀋꁧ，ꊿꁳꄮꐽꎻꌠꆹ，ꄮꐽ

ꌊꊪꏽꄉꌠꑖꉬꂶꂷꉬ。 

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
各样的坏事。17惟独从上头来的
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
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
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18并
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
种的义果。 

 

ꋧꃅꌋꆀꐮꐋꃅ 与世界为友 

4 ꆍꊇꇢꊭꇬꐯꊨꐮꇤꌠꆹꇿꅐꇁ

ꌠꉬ？ꆍꇭꀧꇬꄉꉈꈽꌠꏾꅍ 4 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
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百 

ꇬꄉꅐꇁꌠꀋꉬꅀ？2ꆍꊇꎆꇢꋚꇢꇬ

ꑌ，ꄡꇗꊌꀋꄐ，ꑠꅹ，ꆍꊇꊿꌉꊾ

ꆳ；ꆍꊇꉌꈻꃴꆅꇬꑌ，ꄡꇗꊌꀋꄐ，

ꑠꅹ，ꆍꊇꐯꊨꐮꇤ；ꆍꊌꀋꄐꌠꆹꆍ

ꇬꀋꇖꇬꀋꂟꒉꄸ。3ꆍꊇꇖꂟꇬꑋ

ꊌꀋꄐꌠꆹ，ꆍꊇꆹꑽꃅꇖꂟꄉ，ꋟꅝ

ꈩꌒꄉꌌꁧꈿꎻꒉꄸ。4ꆍꊇꊿꎼꃅ

ꃏꑽꋋꈨꇆ（“ꊿꎼꃅꃏꑽ”ꑝꇂꉙꇬꆏ“ꎼꃏ

ꃆꅿ”ꃅꅑ）！ꋧꃅꋋꂷꌋꆀꐮꐋꃅꌠꆹ

ꏃꃅꌋꀕꆀꐮꁮꐚꐛꀐꌠꆍꋋꅉꀋꐚ

ꅀ？ꑠꅹ，ꋧꃅꋋꂷꌋꆀꐮꐋꃅꏾꌠ

ꆏ，ꏃꃅꌋꋀꌌꁮꐚꃅꄉꌠꉬꀐ。5ꏂ

ꀨꇬ：“ꏃꃅꌋꄻꉪꇖꇈꉪꇭꀧꈐꏭ

ꀀꌠꒌꂶꌠꆹ，ꏃꃅꌋꉌꊸꃅꇬꉨꇫ

ꉂ”ꄷꉉ。ꆍꊇꉂꆏꏂꀨꇬꈁꉉꌠ

ꆹꀈꈥꀕꌠꉬꎼꈀꅀ？6ꄚ，ꋌꑆꊋꀊ

ꅰꃅꀉꑌꃅꄻꉪꇖ，ꑠꅹ，꒰ꀨꇬ： 

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2你们
要抓取，得不到就杀人；你们
要贪婪，得不到就争斗。3你们
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
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
4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哪（“淫乱的人”

原文作“淫妇”），岂不知与世俗为友
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
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
了。5经上说：“神强烈地恋慕他
安放在我们里面的灵。”你们以
为这话是徒然的吗？6但他赐更
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 

“ꏃꃅꌋꆹꊿꆺꒉꄇꒉꌠꏭꄘꑣ， “神阻挡骄傲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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ꑆꊋꄻꊿꆺꀋꒉꄇꀋꒉꌠꇖ”

ꄷꉉ。 
赐恩给谦卑的人。” 

7ꑠꅹ，ꆍꊇꑴꌠꏃꃅꌋꅇꃅ。ꏟꈯꃅ

ꑊꋌꌌꁈꏭꄘꑣꑲꆏ，ꑊꋌꌌꁈꀋꎪ

ꃅꆍꄷꄉꁈꁧꌠꉬ。8ꆍꊇꇁꏃꃅꌋ

ꊫꑲꆏ，ꏃꃅꌋꀋꎪꃅꇁꆍꊩꌠꉬ。

ꑽꃤꐥꌠꊿꀋ！ꆍꇇꒈꋌꁦꎴꃅꄉ；

ꉌꃀꉪꐨꑍꑵꑌꌠꊿꀋ！ꆍꉌꃀꂶꌠ

ꌩꎳꐙꎴꃅꄉ。9ꆍꊇꆹꉌꎭ、ꐒ

ꊀ、ꑳꉨꌶ；ꆍꊇꇿꒉꅍꐈꇁꐒꊀꅍ

ꐛ，ꉌꇿꅍꐈꇁꉌꎭꅍꐛ。10ꌋꂾꄉ

ꊨꏦꆺꀋꒉꃅꐥꑲꆏ，ꌋꆹꀋꎪꃅꆍ

ꁳꐕꌊꀊꂥꎻꌠꉬ。 

7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务要抵
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
跑了。8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
近你们。有罪的人哪，要洁净
你们的手！心怀二意的人哪，
要清洁你们的心！9你们要愁
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作
悲哀，欢乐变作愁闷。10务要在
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
高。 

 

ꃺꑌꏭꍆꇽ 论断弟兄 
11ꃺꑌꊈꀋ！ꆍꊇꐮꊂꊨꀖꀋ

ꉆ。ꀋꄸꄷ，ꊾꂷꃺꑌꏭꊨꀖ，ꃺꑌ

ꏭꍆꇽꑲꆏ，ꋋꆹꄹꏦꏭꊨꀖ，ꄹꏦꏭ

ꍆꇽꌠꉬ。ꀋꄸꄷ，ꆏꄹꏦꏭꍆꇽꑲ

ꆏ，ꄹꏦꇬꍬꄉꃅꌠꀋꉬꃅ，ꊾꊨꇽ

ꌠꉬꀐ。12ꄹꏦꄻꌠꌋꆀꊾꊨꇽꌠꆹ

ꋍꂷꀉꄂꐥ，ꋋꆹꊾꈭꋏꄎ、ꊾꈔꋏ

ꑌꄎꂶꌠꉬ。ꆏꈀꄸꉥ，ꆏꌞꊿꊂꍆ

ꇽꀬꌠꉬ？ 

11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
评。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
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
法；你若论断律法，就不是遵
行律法，乃是判断人的。12设立
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
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你
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 

 

ꈌꒉꌠꏭꅇꈪꊐ 警戒夸口 
13ꀊꑴ！ꆍꊇꇢꊭꊿꋍꈨ：“ꀃ

ꑍꃄ꒰ꄑ，ꉪꊇꇓꈓꑠꂷꇬꉜꄉꁧ，ꀊ

ꄶꇬꋍꈓꀀꄉ，ꃼꇇꃅꄉꎆꍍꁧꂯ”
ꄷꉉꌠꐥ。14ꄚ，ꇯꍝꃅꇬ，ꃆꏂꄑꈍ

ꃅꐙꌠ，ꆍꇫꅉꀋꐚꑴꌦ。ꆍꀑꇬꆹ

ꑞꉬ？ꆍꑴꅉꆹꃅꄂꌅꉬ，ꇫꅐꇁꇈꀂ

13嗐，你们有话说：“今天、
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
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14其
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
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
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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ꉗꍈꀉꄂꃅꐘꀋꈨꀐ。15ꆍꊇꆹ：

“ꀋꄸꄷ，ꌋꉬꅲꑲꆏ，ꉪꊇꇫꐥꉆ，

ꌤꋌꐘꑌꃅꉆ，ꅀꌤꀊꋩꐘꑌꃅꉆ”

ꄷꀉꄂꉉꄡꑟ。16ꄚ，ꀃꑍꋋꄮꆍꊇ

ꆹꄇꀋꉆꃅꈌꒉ，ꑠꃅꈀꈌꒉꌠꉬꇮꃅ

ꄷꅠꌠꉬ。17ꊿꀋꄸꄷꂄꃅꎔꏿꌠꋌ

ꅉꐚ，ꄚ，ꃄꆏꇬꀋꃅꇬꆹ，ꋍꑠꋍꑽ

ꃤꉬꀐ。 

见了。15你们只当说：“主若愿
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
做这事，或做那事。”16现今你
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
都是恶的。17人若知道行善，却
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 

 

ꌣꈚꌠꏭꅇꈪꊐ 警戒富足 

5 ꀊꑴ！ꆍꌣꈚꊿꋋꈨ，ꑳꉨ、ꇶ 

ꍠꀕꃅꉩꄡꑟ，ꑞꃅꆏ，ꎭꇁꅧ 
5 嗐，你们这些富足人哪，应

当哭泣、号啕，因为将有苦 
ꌠꆹꇁꆍꇭꀧꌸꇁꂯꀐ。2ꆍꎆꋚꆹꍹ

ꐛꀐ；ꆍꃢꇓꃢꈜꑌꁯꑌꇱꌃꑣꀐ。

3ꆍꐎ꒰ꑌꎟꑣꌐꀐ；ꎟꀊꋨꈨꆹꆍꀋ

ꉬꅍꑠꊩꀽ，ꉈꑴꆍꎸꑌꋠ，ꀋꇊꆏꃆ

ꄔꐗꌠꌡ。ꆍꊇꆹꋧꃅꄽꂫꋋꋏꇬꄉ

ꎆꋚꀉꄂꊭꑲꌧ。4ꊋꃅꊿꆍꎁꃅꋙ

ꎴꒈꏢꇬ，ꆍꊇꆏꊋꁌꄻꋀꀋꁵ；ꃄꁌ

ꋋꈨꃆꂮꃅꃚꋒꇬꊎꏅꌠꐥ。ꄷꀋ

ꁧ，ꋙꎴꒈꏢꊿꈧꌠꑗꇖꈨꂟꅇꆹꄙ

ꀕꃪꀕꂽꌌꁈꂶꌠꈨꀐ。5ꆍꊇꆹꋧ

ꃅꇬꄉꐥꌒꄻꌒ、ꋟꅝꈩꌒꏽ；ꎆꌉ

ꄹꉇꌠ，ꆍꊇꆹꆍꉌꂵꆍꉘꋆꃅꄉ。

6ꆍꊇꆹꑖꊿꆍꌌꑽꃤꏤꄉꀐ，ꋌꆍꇱ

ꌉꇫꎭ，ꋋꑌꆍꀋꄙꀋꑣ。 

难临到你们身上。2你们的财物
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3你
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
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
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末世
只知积攒钱财。4工人给你们收
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
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
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入了万
军之主的耳了。5你们在世上享
美福，好宴乐，当宰杀的日子
竟娇养你们的心。6你们定了义
人的罪，把他杀害，他也不抵
挡你们。 

 

ꋰꄿꌠꌋꆀꈼꂟ 忍耐和祷告 
7ꃺꑌꊈꀋ！ꆍꊇꑴꌠꋰꄉꅷꌋꑟ

ꇁꄮꇬꑟ。ꇬꉚ！ꑘꃅꊿꋰꄉꃄꅉꇬ

ꁌꇐꈤꌠꋚꁧꇁꉚ，ꇁꉚꅷꍴꉐꑋꉐ

ꐛꄮꇬꑟ。8ꆍꊇꑌꋰꄉꆍꉌꃀꁳꈫ

7弟兄们哪，你们要忍耐，
直到主来。看哪，农夫忍耐等
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
秋雨春雨。8你们也当忍耐，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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ꈈꎻꄡꑟ，ꑞꃅꆏ，ꌋꇁꌠꃅꑍꑟꂯ

ꀐ。9ꃺꑌꊈꀋ！ꆍꊇꐮꊂꄡꅫꄡꏒ，

ꑠꀋꉬꑲꆏ，ꆍꊇꀞꇽꌠꊝꂵ。ꇬꉚ

ꉏ！ꀞꇽꌋꂶꌠꀃꈈꁭꑭꉆꀐ。10ꃺ

ꑌꊈꀋ！ꆍꊇꑴꌠꀋꉊꂴꏭꅉꄜꊿꌋ

ꂓꄜꄉꅇꉉꈧꌠꌌꎬꅧꄽꄐ、ꋰꄉꄎ
ꌠꌶꀠꃅꄉ。11ꊿꀋꉊꂴꏭꋰꄉꀊꋨ

ꈨꆹ，ꉪꊇꆹꋀꏭꌒꃤꐥꌠꄷ。ꒀꀨ

ꋰꄿꌠꃆꂮꆍꈨꋺꀐ，ꌋꄻꋌꁳꌠꌐ

ꂫꈍꃅꐙꌠꑌꆍꅉꐚ，ꌋꆹꉌꃀꎭꃅ

ꉇꑭꐛꃅꑌ，ꉈꁒꑓꊰꅍꀊꅼꌠꑌꌠ

ꑠꄇꇖꀕ。 

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
近了。9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
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哪！审
判的主站在门前了。10弟兄们，
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
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
榜样。11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
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
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
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
有慈悲。 

12ꃺꑌꊈꀋ！ꀋꉬꀋꉆꐯꀋꉬꀋ

ꉆꌠꆏ，ꅇꏤꒃꀋꉆ；ꂿꃅꄐꄉꅇꏤ

ꒃꀋꉆ，ꃄꅉꄐꄉꅇꏤꑌꒃꀋꉆ，ꅇ

ꏤꑞꑌꒃꀋꉆ。ꆍꊇꅇꂷꉉꇬ，ꉬꑲ

ꆏꉬꄷꉉ，ꀋꉬꑲꆏꀋꉬꄷꉉ；ꑠꀋꉬ

ꑲꆏ，ꆍꊇꊰꇁꀞꇽꇂꃴꃹꂵ。 

12我的弟兄们，最要紧的是
不可起誓；不可指着天起誓，
也不可指着地起誓，无论何誓
都不可起。你们说话，是就说
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你们
落在审判之下。 

13ꆍꊇꈬꄔꊿꎬꅧꊝꌠꐥꑲꆏ，

ꋌꈼꂟꄡꑟ；ꊿꉌꇿꌠꐥꑲꆏ，ꋌꉙ

ꍗꄡꑟ。14ꆍꊇꈬꄔꊿꆄꈻꌠꐥꑲ

ꆏ，ꋌꑇꊿꏓꉻꇬꅡꈭꌟꒉꇴꌊꇁꄡ

ꑟ，ꋀꊇꆹꌋꂓꄜꄉ，ꒀꌌꋋꌎ，ꋍꎁ

ꃅꈼꂟꉆ。15ꑇꐨꉌꊋꇬꄉꅐꇁꌠꈼ

ꂟꅇꆹꊿꆅꀊꋨꂷꈭꋏꌠꉬ，ꌋꀋꎪ

ꃅꋌꁳꄓꇁꎻ；ꀋꄸꄷ，ꋌꑽꃤꃅꀐꑲ

ꑌ，ꀋꎪꃅꏆꃤꊌꌠꉬ。16ꑠꅹ，ꆍꊇ

ꑴꌠꊨꏦꑽꃤꄜꐮꇰ，ꐮꎁꃅꈼꂟ

ꄉ，ꆍꁳꉃꄻꌠꊌꉆꎻ。ꑖꊿꈁꈼꈁ

ꂟꌠꇬꄉꅐꇁꌠꊋꃤꆹꇿꋌꀉꒉꃅꐥ

ꌠꉬ。17ꑱꆀꑸꆹꊿꐛꊈꉪꌋꆀꐯꌟ

13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
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
该歌颂。14你们中间有病了的
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
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
为他祷告。15出于信心的祈祷要
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
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16所以
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
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义人祈祷
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17以
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
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



ꑸꇱꄯꒉ  5 724 雅各书  5 
 

ꑠꂷ，ꋌꏟꈯꀕꃅꈼꂟꄉ，ꂷꉐꄡꐛ

ꄷ，ꃅꐎꌕꈎꀉꁁꂷꀕꉐꐛꃄꅉꇬꀋ

ꅞ。18ꋌꉈꑴꈼꂟꇈ，ꂿꃅꇬꂷꉐꐛ

ꇁꄉ，ꃄꅉꇬꋚꁧꒉꁧꇫꅿꇁꀐ。 

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
18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
也生出土产。 

19ꉠꃺꑌꊈꀋ！ꀋꄸꄷ，ꆍꊇꈬꄔ

ꇬꊿꇗꅉꇯꍝꌠꇬꄉꈜꑽꁧꌠꐥꇈ，

ꊿꋋꇇꀤꄉꋌꁳꀱꏮꇁꎻꑲꆏ，20ꊿ

ꌞꇇꀤꋋꂷꆹꋌꑠꅉꐚꄡꑟ：ꑽꊿꂷ

ꁳꑽꈜꇬꄉꀱꏮꇁꎻꌠꆹ，ꒌꆠꂷꀋ

ꌦꃅꋌꈭꋏꎼꇁꌠꉬ，ꄷꀋꁧ，ꑽꃤꈍ

ꑋꑌꂁꉱꄉꀐ。 

19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
有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
转；20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
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
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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ꀺꄮꄯꒉꂴꁬꌠ 

彼得前书 

 
ꋬꂻꄜ 问候 

1 ꑳꌠꏢꄖꁆꄻꊩꌺꀺꄮ，ꄯꒉꁱ

ꊿꁗꏒꌊꀘꄖ、ꏦꇁꄠ、ꏦꁂ 1 耶稣基督的的使徒彼得写信
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 

ꄏꏦ、ꑸꑭꑸ、ꀘꄫꆀꃅꄷꀀꁧꈧ

ꌠꁵ；2ꆍꊇꆹꏃꃅꌋꂴꂿꐨꇬꈴꄉꌊ

ꄻꄉꌠꉬ，ꌃꎔꒌꇇꄧꈴꄉꌃꇁꎔꐛ

ꇈ，ꑳꌠꏢꄖꅇꃅ，ꉈꑴꋍꌦꅪꌌꆍ

ꎭꄉꆍꊌ。ꑆꊋ、ꋬꂻꆹꀉꑌꐯꀉ

ꑌꃅꄻꇬꇯꄉꆍꁳꅊꇈ。 

加帕多家、亚细亚、庇推尼寄
居的，2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
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
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
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地
加给你们。 

 

ꍅꁍꀕꌠꉘꇉꐨ 活泼的盼望 
3ꉙꇁꍗꅇꄻꉪꌋꑳꌠꏢꄖꀉꄉ

ꏃꃅꌋꁵꌐꅊꇈ！ꋋꆹꊨꏦꉈꁒꑗꊰ

ꐨꀉꒉꌠꇬꈴꄉ，ꑳꌠꏢꄖꌦꈬꇬꄉ

ꀱꐥꇁꐛꅹꃅ，ꉪꁳꒅꀱꎻꀐ；ꉪꁳꉘ

ꇉꅍꍅꁍꀕꌠꐥꄉ，4ꍸꇐꍹꐛꀋꉆ

ꌠ、ꍍꆀꀋꉆꌠ、ꎒꐡꀋꉆꌠ、ꆍ

ꎁꃅꊭꉬꉎꄉꌠꑠꊌꉆꎻ。5ꆍꊿꑇ

ꐛꅹꃅꏃꃅꌋꊋꃤꇱꀧꌋꃅꄉꋋꈨ，

ꈁꄐꈁꏤꄉꇈꋧꃅꌐꂫꄮꇬꇫꅐꇁꌠ

3愿颂赞归与我们主耶稣基
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
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
盼望，4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
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
留在天上的基业。5你们这因信
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
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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ꈭꋏꑆꊋꆹꀋꎪꃅꆍꊌꄎꌠꉬ。6ꑠ

ꅹ，ꆍꊇꆹꉌꇿꐨꀉꒉꃅꐥꌠꉬ，ꄚ，

ꀋꃅꋋꇅꇬꆹ，ꎖꉺꌠꊰꑋꑟꌠꈬꇬ

ꄉꀂꉗꌹꍈꉌꐒ；7ꑠꃅꄉ，ꀜꐡꉆꌠ

ꏂꅪꃆꄔꌌꃚꌠꌟꃅ，ꆍꑇꐨꑌꌌꎖ

ꉺ，ꄚꄉꆍꑇꐨꆹꏂꅪꏭꀋꋌꃅꁌꇐ

ꈤꌠꉜꅐꇁꉆ，ꄷꀋꁧ，ꑳꌠꏢꄖꇫꅐ

ꇀꄮꇬ，ꍖꀴ、ꀑꒉꑊꒉ、ꐤꒉꌠꑠ

ꊌꉆ。8ꆍꊇꆹꋋꂿꀋꋻꑴꇬ，ꆍꄡꇗ

ꋋꉂꋋꅉ；ꀃꑍꋋꄮꆍꇬꊊꂿꀋꄐꑴ

ꇬ，ꄚ，ꋌꑅꐛꅹ，ꆍꊇꆹꉉꅐꇁꀋꉆ

ꌠ、ꀑꒉꑊꒉꌠꉌꇿꅍꀉꑌꃅꐥ。

9ꄷꀋꁧ，ꑇꐨꉌꊋꇿꋌꆹꆍꊌ，ꋋꆹ

ꒌꆠꈭꋏꑆꊋꉬ。10ꉉꅷꈭꋏꑆꊋꋌ

ꑵꑟꇬꆏ，ꆍꊇꈭꋏꑆꊋꊌꇁꃅꅉꄜ

ꌠꅉꄜꊿꀊꋨꈨꆹ，ꈍꄮꇯꆐꑭꀕꋧ

ꋪꃅꎹꈹꍤꆫꀐ；11ꋀꉌꃀꇬꑌꌠꏢꄖ

ꒌꂶꌠꆹꏢꄖꎭꃤꅧꃤꊝꈭꐨ，ꀑꒉ

ꑊꒉꊌꄷꂴꇯꆐꊩꀽꀐꄉ，ꋀꊇꆹꋍ

ꑠꈍꄮꇬꄐꌐꌠ，ꈍꃅꐙꄮꇬꄐꌐꌠꉬ

ꄷꍤꆫꉚꌠꉬ。12ꋀꊇꀖꀨꅍꊌꄉ，

ꋀꈀꄜꁊꌠꌤ（“ꄜꁊ”ꑝꇂꉙꇬꆹ“ꀨꎹ”

ꃅꅑ）ꈧꌠꆹꊨꏦꎁꃅꌠꀋꉬꃅ，ꆍꎁꃅ

ꌠꉬꌠꋀꅉꐚ。ꊿꉬꉎꇬꄉꊪꎼꇁꌠ

ꌃꎔꒌꂶꌠꉘꇉꄉꌒꅇꁊꆍꁳꈧꌠ

ꆹ，ꀋꃅꌤꋋꈨꄜꆍꇰ；ꉬꉎꊩꌺꑌꑭ

ꋧꃅꌤꋍꑠꍤꉚꏾ。 

恩。6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
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
忧愁，7叫你们的信心被试验，
就好比那被火试验能坏的金子
显得更宝贵，使你们在耶稣基
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
耀、尊贵。8你们虽然没有见过
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
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
满有荣光的大喜乐；9并且得着
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
救恩。10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
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
细地寻求考察；11就是考察在他
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
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
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
12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
讲的一切事（“传讲”原文作“服事”），
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
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
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
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察看
这些事。 

 

ꌃꎔꌠꐥꐨ 要过圣洁的生活 
13ꑠꅹ，ꆍꉌꂵꂶꌠꌄꇤꄉ（ꑝꇂꉙ

ꇬꆏ“ꆍꉌꂵꇬꐧꃬꉊꄉ”ꃅꅑ），ꊨꏦꈯꊨꏦ

ꌅ，ꉌꊢꃅꄉꑳꌠꏢꄖꇫꅐꇀꄮꇬꑆ

13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原文

作“束上你们心中的腰”），谨慎自守，
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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ꊋꋌꌌꆍꈁꁵꇁꈧꌠꇁꉚ。14ꆍꊇꆹ

ꅇꃅꅲꌠꌳꃈꅮꄻꑲꆏ，ꂴꏭꌧꅍꀋ

ꐥꄮꇬꊨꏦꏾꅍꁳꈁꏾꃅꎻꌠꐛꄟꑠ

ꄡꌷ。15ꆍꊇꇳꍝꀊꋨꂷꆹꌃꎔꌠꉬ

ꑲꆏ，ꆍꆹꌤꆍꈀꃅꌠꀂꏽꇬꑌꌃꎔ

ꌶ；16ꑞꃅꆏ，ꏂꀨꄯꒉꇬ：“ꆍꊇꑴ

ꌠꌃꎔꌶ，ꑞꃅꆏ，ꉡꆹꌃꎔꌠꉬ”
ꄷꁱꇬꄀꄉ。 

所带来给你们的恩。14你们既作
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
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
样子。15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
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
洁；16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
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 

17ꆍꊇꆹꏃꃅꌋꏭꀉꄉꃅꇴꑲꆏ，

ꋧꃅꇬꈿꀀꄮꇬꆏ，ꏦꑭꃪꑭꑌꄡ

ꑟ。ꑞꃅꆏ，ꏃꃅꌋꆹꈐꀋꍣꉈꀋꍣ

ꃅꊾꂷꊨꏦꃅꐨꑽꑌꇬꉜꄉꊾꀞꇽꌠ

ꉬ。18ꆍꊇꅉꐚꌠꆏ，ꆍꊇꆹꋌꇱꋊꌌ

ꇁꄉ，ꆍꀋꁌꀋꁧꍸꆍꁳꇈꌠꀈꈥꀕ

ꌠꃅꐨꑽꑌꑠꆍꇔꇫꎭ；ꑠꆹꒉꐙꆿꐛ

ꉆꌠꐎꏂꇇꄧꈴꌠꀋꉬꃅ，19ꏢꄖꌦꅪ

ꁌꇐꈤꌠꇇꄧꈴꌠꉬ，ꀋꇊꆏꆐꀋ

ꅑ、ꍍꀋꆀꌠꑾꌺꌦꅪꌡ。20ꁍꄻ

ꏃꄻꂾꇯꆐ，ꏢꄖꆹꏃꃅꌋꅉꐚꌠꉬ，

ꄚ，ꋧꃅꌐꂫꋋꋏꇬꑲꆀꆍꎁꃅꇫꅐ

ꇁ。21ꆍꊇꑌꋍꐛꅹꃅꄉ，ꏃꃅꌋꆍ

ꇬꑅ；ꏃꃅꌋꆹꋌꁳꌦꈬꇬꄉꀱꐥꇁ

ꎻꇈ，ꉈꑴꀑꒉꑊꒉꄻꋌꁳꌠꉬ。ꑠ

ꃅꄉ，ꆍꊇꑇꐨꌋꆀꉘꇉꐨꁳꐯꇯꏃ

ꃅꌋꇬꅑꎍꎻ。 

17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
各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
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
居的日子；18知道你们得赎、脱
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
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
物，19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
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
血。20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
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
们显现。21你们也因着他，信那
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
的神，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
在于神。 

22ꆍꊇꇗꅉꃶꐚꌠꇬꍬꄉ，ꊨꏦ

ꉌꂵꁦꎴꇈ，ꄷꀋꁧꇯꍝꃅꃺꑌꉂꑲ

ꆏ，ꉌꃀꄸꈐꇬꄉꇯꍝꀕꃅꐮꉂꐮꅉ

ꄡꑟ(“ꉌꃀꄸꈐꇬꄉ”ꀊꆨ꒰ꀨꋍꈨꇬꆏ“ꐙꎴꌠꉌꃀ

ꇬꄉ”ꃅꅑꌠꐥ)。23ꆍꊇꆹꒅꀱꀐ，ꑠꆹꇗ

ꂷꍹꐛꉆꌠꇬꄉꇁꌠꀋꉬꃅ，ꇗꂷꍹ

22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
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
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
爱（“从心里”有古卷作“从清洁的心”）。 
23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
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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ꐛꀋꉆꌠꇬꄉꇁꌠꉬ；ꑠꆹꏃꃅꌋꇗꅉ

ꍅꁍꀕꇈꈍꄮꑌꇫꐥꏡꌠꇇꄧꈴꄉꅐ

ꇁꌠꉬ。24ꑞꃅꆏ， 

子，是借着神活泼常存的道。 
24因为 

“ꌦꑌꌗꑌꈀꐥꌠꃅꁬꆰꌋꆀꐯ

ꌟꌐ； 
ꋍꎔꃨꌠꀑꑊꆹꁬꃨꌋꆀꐯ

ꌟ。 
ꁬꈍꃅꑌꀊꃶ， 
ꃧꃨꈍꃅꑌꊰꁧ； 

“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 
 
他的美荣都像草上的花。 
 
草必枯干， 
花必凋谢； 

25ꏃꃅꌋꇗꅉꀉꄂꐩꋊꐩꍂꃅꇫꋒꇈ

ꌠꉬ”。ꁊꆍꊇꈁꁵꌠꌒꅇꆹꇗꅉꋋ

ꏢꉬ。 

25惟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
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 

 

ꇓꂵꀑꇬꑌꌠꌋꆀꌃꎔꌠꇩꏤ 活石和圣洁的国度 

2 ꑠꅹ，ꄷꅠꏷꈌꀕꌠ、ꉻꏂꏡ

ꁈ、ꀋꂄꀕꎴꃅꌠ、ꉌꈻꃴꆅ 
2 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

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 
ꌠꌋꆀꍍꋉꄸꄀꅇꑠꈀꐥꌠꃅꆍꊇꇱ

ꌩꎳꇫꎭꑲꆏ，2ꆍꊇꆹꀉꑳꀿꏅꌹꍈ

ꑍꅝꏾꌠꌟꃅ，ꌃꎴꌠꒌꃤꑍꄲꅝꏾ

ꌶ，ꆍꁳꑠꐛꅹꃅꐤꅉꒅꅉꑟꄉ，ꈭ

ꋏꊌꎻ。3ꀋꄸꄷ，ꌋꑆꊋꈍꃅꐙꌠ

ꆍꊇꇫꊝꋺꑲꆏ，ꆍꆹꀋꎪꃅꑠꃅꐙꌠ

ꉬ。 

一切毁谤的话，2就要爱慕那纯
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
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
致得救。3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
味，就必如此。 

4ꌊꆹꇓꂵꀑꇬꑋꂷꉬ，ꋌꋧꃅꃰ

ꊿꇱꍞꇫꎭꑴꇬ，ꄚ，ꋋꆹꏃꃅꌋꇱꌊ

ꄻꄉꌠ、ꌌꁌꇐꈤꌠꃅꄉꌠꉬ。5ꆍ

ꊇꇁꌊꌋꂾꑟꇬꑌ，ꇓꂵꀑꇬꑌꌠꌡ

ꄉ，ꋌꇱꋈꄻꌊꒌꃤꑷꂿꐛ，ꌃꎔꌠ

ꆦꑝꊿꄻꄉ，ꑳꌠꏢꄖꇇꄧꈴꄉꒌꃤ

ꆦꑝꅍꏃꃅꌋꇫꊪꏾꌠꑠꌞꋌꁳ。

6ꑞꃅꆏ，꒰ꀨꇬꅑꇬ： 

4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
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的、所
宝贵的。5你们来到主面前，也
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
作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
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6因为经
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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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ꇬꉚ！ꉢꈀꌊꄻꄉꌠ、ꌌꁌꇐ

ꈤꌠꃅꄉꌠꑳꎏꄅꇓꂷꉢꄻꑟ

ꉢꄉ； 
ꊿꋋꈁꑇꌠꆏ， 
ꈍꃅꑌꎲꀋꄏ”ꄷ。 

“看那！我把所拣选、 
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
安； 
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
愧。” 

7ꑠꅹ，ꋋꆹꆍꊿꑇꋋꈨꉜꇬꆹꁌꇐꈤ

ꌠꉬ，ꊿꀋꑇꈧꌠꏭꆏ，ꅇꂷꑠꃅꉉ： 
7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
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 

“ꑲꋉꇎꇷꇵꇫꎭꌠꇓꂵꂶꌠꆹ，

ꑳꎏꄅꇓꇬꂾꂶꌠꐛꀐ”ꄷ。 
“匠人所弃的石头已作了房角
的头块石头。” 

8ꉈꑴꆏ：“ꑭꇹꇓꂵꐛꀐ，ꊾꇢꏿꌠ

ꇓꆈꀋꃀꂷꐛꀐ”ꄷ。ꋀꊇꆹꅇꃅ

ꀋꅲꐛꅹ，ꇗꅉꀂꏽꄉꅞꀐ（ꅀ“ꋀꅞꌠ

ꆹꇗꅉꇬꀋꍬꒉꄸꉬ”ꃄꑌꄿ）；ꋀꊇꑠꃅꅞꌠ

ꑌꂴꇯꆐꏤꄉꌠꉬ。 

8又说：“作了绊脚的石头，跌人
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
道理上绊跌（或作“他们绊跌都因不顺

从道理”）；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
定的。 

9ꆍꊇꀉꄂꈀꌋꄉꌠꉹꁌꉬ，ꐤꒉ

ꌠꆦꑝꊿꉬ，ꌃꇁꎔꌠꃰꃅꇩꉬ，ꏃꃅ

ꌋꃰꊿꉬ；ꆍꁳꋍꑌꇐꑲꇐꉾꃪꌠꄜ

ꉺꎻ，ꋋꆹꆍꋌꇱꇳꍝꌊꆈꋧꋪꅉ

ꅐ、ꂵꇖꀕꌠꁤꇅꀕꅉꃹ。 

9惟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
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
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
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
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10ꆍꊇꀋꉊꂴꏭꆹꏃꃅꌋꃰꊿꀋ

ꌗ，ꄚ，ꀋꃉꆏꋍꃰꊿꄻꀐ； 
ꀋꉊꂴꏭꆹ，ꉈꁒꑓꊰꌠꆍꋋꊪ

ꊊꀋꋻ，ꄚ，ꀋꃉꆏ，ꉈꁒꑓꊰ

ꌠꆍꊪꊊꀐ。 

10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 
现在却作了神的子民； 
从前未曾蒙怜恤， 
现在却蒙了怜恤。 

 

ꆍꊇꏃꃅꌋꁏꐚꄻ 作神的仆人 
11ꉂꇁꅉꌠꃺꑌꊈꀋ！ꆍꊇꆹꉇꄅ

ꊿꉬ，ꋧꃅꋋꂷꈿꀀꌠꊿ。ꑠꅹ，ꉢ

ꆍꊇꏯꇭꀧꎸꃤꏾꅍꑠꏢꇋꄉꄷꉉ；

ꏾꅍꑠꆹꒌꆠꌋꆀꐮꉈꈽꌠꉬ。12ꆍ

ꊇꉇꉻꊿꈬꄔꐥꇬ，ꑌꇐꑲꇐꉾꃪꄡ

11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
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
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
魂争战的。12你们在外邦人中，
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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ꑟ，ꑠꃅꄉ，ꊿꆍꏭꄷꅠꌠꃅꍍꋉꈧ

ꌠꁳꆍꃅꐨꑽꑌꉾꃪꌠꋀꂿꐛꅹ，ꀞ

ꇽꑠꑍꆏ（ꑝꇂꉙꇬꆏ“ꅲꇫꑠꑍꆏ”ꃅꅑ），ꀑ

ꒉꑊꒉꏮꏃꃅꌋꄀꎻ。 

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
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鉴察”或

作“眷顾”），归荣耀给神。 

13ꌋꎁꃅꐛꅹ，ꆍꊇꆹꃰꊿꏦꃤ

ꈀꐥꌠꇬꍬ，ꅀꄩꏯꑌꌠꋧꃅꃰꃅꅇ

ꃅ，14ꅀꃰꃅꇱꊪꌊꄸꌠꎭꃚꍈ、ꂄ

ꌠꈁꁠꏿꇁꌠꇛꌺꅇꃅ。15ꑞꃅꆏ，

ꏃꃅꌋꉪꐨꑴꅉꇬꆹꆍꁳꂄꃅꎔꏿ

ꄉ，ꊿꁍꇑꎴꇉꌧꅍꀋꐥꈧꌠꈌꋍꄉ

ꉆꎻꂿꄷꌠ。16ꆍꊇꆹꊨꏦꄿꐨꌠꉬ

ꑴꇬ，ꄚ，ꊨꏦꄿꐨꌠꎴꄉꄷꅠꏷꈌ

ꀕꌠꂁꉱꄉꀋꉆ；ꆍꊇꑴꌠꏃꃅꌋꁏ

ꐚꄻꇬꎷ。17ꆍꊇꀋꎪꃅꉹꁌꏭꁌꒉ

ꄣꅼ，ꑇꇐꈐꏭꃺꑌꉁꅉ，ꏃꃅꌋꏦ

ꃪ，ꃰꃅꏭꁌꒉꄣꅼꌶ。 

13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
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
王，14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
的臣宰。15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
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
知人的口。16你们虽是自由的，
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或作

“阴毒”），总要作神的仆人。17务
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中的弟
兄，敬畏神，尊敬君王。 

 

ꏢꄖꎬꅧꌠꌶꀠ 基督受苦的榜样 
18ꆍꊇꁏꐚꄻꌠꆏ，ꆍꉌꃀꄸꈐꇬ

ꏦꑭꃪꑭꑌꄉꆍꌌꁈꅇꃅ；ꂄꎔꑖꈈ

ꀕꈧꌠꀉꄂꅇꄡꃅꀕ，ꊿꈪꏂꀊꋨꈨ

ꑌꆍꇫꅇꃅ。19ꀋꄸꄷ，ꊾꂷꋍꉌꂵ

ꏃꃅꌋꂾꈴꄿꑲꆏ，ꀋꅑꃆꑘꀵꄉꎬ

ꅧꌠꋌꋰꄉꇬ，ꑠꆹꊿꇬꉚꒉꅍꉬ。

20ꀋꄸꄷ，ꆍꊇꃅꑽꏿꑽꄉꊿꌌꅥꄁ

ꇈꋰꄉꄎꇬꆹ，ꑞꂷꈌꒉꅍꐥ？ꄚ，ꀋ

ꄸꄷ，ꆍꊇꂄꃅꎔꏿꄉꎬꅧꌠꊝꇈꆍ

ꋰꄉꄎꇬꆹ，ꋍꑠꏃꃅꌋꇬꉚꒉꅍ

ꉬ。21ꆍꊇꇳꍝꊌꌠꑴꅉꑌꑠꃅꐙ；

ꑞꃅꆏ，ꏢꄖꑌꆍꎁꃅꎭꋺꅧꋺ，ꌶꀠ

ꄻꆍꀦꄉ，ꆍꁳꋍꐪꈜꊂꈹꎻ。 

18你们作仆人的，凡事要存
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
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
也要顺服。19倘若人为叫良心对
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
这是可喜爱的。20你们若因犯罪
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
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
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
的。21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
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
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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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ꋋꆹꑽꃤꃅꀋꋻ， 
ꈋꑌꐈꅇꋲꅇꉉꀋꋻ； 

22他并没有犯罪， 
口里也没有诡诈； 

23ꋌꊿꇱꌌꊨꀖꇬꈌꀋꀱ；ꉮꊝꇬꇷꇋ

ꅇꀋꉉ，ꋍꊨꏦꀉꄂꋌꏮꋍꏅꑖꉬꈴ

ꄉꊾꀞꇽꌠꌋꂶꌠꁵ。24ꋋꆹꊿꄻꌩ

ꇬꄀꄉ，ꋍꊨꏦꇭꀧꌊꉪꑽꃤꀵꄜ

ꀐ，ꉪꁳꑽꃤꀂꏽꄉꌦꀐꑲꆏ，ꑖꉬ

ꀂꏽꄉꇫꐥꄎꎻ。ꋌꊿꌌꅥꏶꄉꂷ

ꊂꌸꐛꅹ，ꆍꆅꆹꉃꌒꀐ。25ꀋꉊꂴ

ꏭ，ꆍꊇꆹꑿꈜꑽꆘꅝꌠꌡ，ꄚ，ꀋꃉ

ꆏ，ꆍꊇꆹꏮꇁꆍꒌꆠꆫꊿꃬꊿꂶꌠ

ꇂꃴꐥꇁꀐ。 

23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
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
审判人的主。24他被挂在木头
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
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
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
便得了医治。25你们从前好像迷
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
的牧人监督了。 

 

ꑮꃀꌋꆀꌐꃶ 妻子与丈夫 

3 ꆍꊇꑮꃀꄻꌠ，ꊨꏦꌐꃶꅇꃅ

ꌶ；ꑠꃅꄉ，ꀋꄸꄷꌐꃶꇗꅉꀋ 3 你们作妻子的，要顺服自己
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 

ꑇꌠꐥꇬ，ꋍꑮꃀꁱꀋꐭꑴꇬ，ꋌꋍꑮ

ꃀꑌꇐꑲꇐꉾꃪꌠꇱꎼꉌꐡꄉꉪꁏꇀ

ꑌꉆ；2ꑠꆹꆍꑌꇐꑲꇐꐙꎴꌠꌋꆀꏦ

ꑭꃪꑭꉌꃀꑌꌠꋀꊌꂿꒉꄸ。3ꆍꊇ

ꆹꉇꇴꉇꉻꃅꀍꏶꀕ、ꏂꅑꃚꅑ

ꅺ、ꃢꎔꈚꑣꈚꃅꄡꄻꄡꎵ；4ꉌꃀ

ꀊꉗꃅꑖꈈꀕ、ꌙꈈꀕꌠꌊꄉꄸꈐ

ꄻꎳ，ꋍꑠꏃꃅꌋꂾꄉꇬꆹꁌꇐꈤꌠ

ꉬ。5ꑞꃅꆏ，ꀋꉊꃀꏃꃅꌋꉘꇉꐥꌠ

ꌃꎔꌋꅪꆹ，ꋍꑠꌊꄉꄻꎳꅍꃅꄉꊨ

ꏦꌐꃶꅇꃅ；6ꌒꇁꋍꌐꃶꑸꀨꇁꉴꅇ

ꃅꄉꇬꏭꌌꁈꃅꇴꌠꌡ。ꀋꄸꄷ，ꆍ

ꊇꂄꃅꎔꏿ，ꊿꆍꇷꇋꇬꆍꏸꀋꏦꑲ

ꆏ，ꆍꊇꆹꌒꇁꀋꃋꉬꀐ。 

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
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
化过来；2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
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3你们
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戴金
饰、穿美衣为妆饰，4只要以里
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
妆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
的。5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
人，正是以此为妆饰，顺服自
己的丈夫；6就如撒拉听从亚伯
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
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
拉的女儿了。 

7ꆍꊇꌐꃶꄻꌠꑌꇗꅉꇬꈴꄉꑮ 7你们作丈夫的，也要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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ꃀꌋꆀꐯꈽꐥ（“ꇗꅉ”ꑝꇂꉙꇬꆏ“ꌧꇐꂿ

ꇐ”ꃅꅑ）；ꑞꃅꆏ，ꋀꊇꆹꆍꊇꏭꀋꋌ

ꃅꊋꁧ（“ꆍꊇꏭꀋꋌꃅꊋꁧ”ꑝꇂꉙꇬꆏ“ꊋꁧ

ꌠꊐꅍ”ꃅꅑ），ꆍꊇꌋꆀꐯꇯꄉꀑꇬꑆ

ꊋꐴꊛꄉꊌꌠꉬ，ꑠꅹ，ꆍꊇꋀꁌꒉ

ꌶ，ꑠꃅꄉ，ꆍꈁꈼꈁꂟꅍꁳꄙꅍꑣ

ꅍꀋꐥꎻ。 

理和妻子同住（“情理”原文作“知

识”）；因她比你软弱（“比你软弱”原

文作“是软弱的器皿”），与你一同承
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
她，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
阻碍。 

 

ꑖꉬꒉꄸꃅꎬꅧ 为义受苦 
8ꏓꋍꇬꃅꉉꇬ，ꆍꊇꐯꇯꉌꂵꋍ

ꂷꑌꄉ，ꐮꉈꇬ，ꃺꑌꌟꃅꐮꉂꐮꅉ，

ꉌꂵꉈꁒꑗꉘ、ꆺꀋꒉꄇꀋꒉꌠ

ꑌ。9ꄸꌠꌌꄸꃅꌠꏭꄡꀱ，ꊨꀖꌠꌌ

ꊨꀖꌠꏭꄡꀱ，ꀱꌊꋬꂻꄻꇬꁳ；ꑞ

ꃅꆏ，ꆍꊇꆹꋋꐛꅹꃅꇳꍝꄉ，ꆍꁳꌒ

ꃤꐴꊛꎻꂿꄷꌠ。10ꑞꃅꆏ，ꏂꀨꇬ

ꑠꃅꉉ： 

8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
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
存慈怜谦卑的心。9不以恶报
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
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
你们承受福气。10因为经上说： 

“ꀋꄸꄷ，ꊾꂷꊨꏦꀑꇬꉂ， 
ꌒꃤꂄꎔꌠꊌꏾꑲꆏ， 
ꋋꆹꀋꎪꃅꏢꇋꄉ 
ꉐꆂꅇꄸꀋꅐ，ꂱꑆꐈꅇꀋꉉ

ꑲꆀꍑ， 

“人若爱生命， 
愿享美福， 
须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 
嘴唇不说诡诈的话， 

11ꉈꑴꄷꅠꌠꇬꐞꄉꂄꃅꎔꏿ， 
ꄮꐽꎹꈹ， 
ꉌꊋꈀꑌꃅꊁꈹꇬꎷ。 

11也要离恶行善， 
寻求和睦， 
一心追赶。 

12ꑞꃅꆏ，ꌋꑓꋪꆹꑖꊿꉜꁨ， 
ꌋꅳꀧꆹꋀꈼꅇꂟꅇꅲ； 
ꊿꄸꃅꅠꑽꌠꀉꄂ，ꌋꋀꏭꑊꑍ

ꁏ”ꄷ。 

12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 
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 
惟有行恶的人， 
主向他们变脸。” 

13ꀋꄸꄷ，ꆍꊇꈮꈜꃅꂄꃅꎔꏿꑲꆏ，

ꈀꄸꂷꆍꉮꌠꐥꂯ？14ꆍꊇꑖꉬꎁꃅ

13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
们呢？14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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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ꅧꑲꑌ，ꌒꃤꐥꌠꉬ。ꊿꆍꇷꆍꇋ

ꌠꄡꏦ，ꃨꆰꌋꑌꀋꌸ。15ꉌꃀꄸꈐ

ꇬꄉꌋꏢꄖꌌꌃꎔꌠꃅꄉ。ꊿꆍꏭ

ꆍꉌꃀꉘꇉꅍꆹꑞꉬꃅꅲꌠꐥꑲꆏ，ꅉ

ꀕꃅꄐꏤꄉ，ꑖꈈꀕ、ꏦꑭꃪꑭꑌꌠ

ꉌꃀꌊꄉꇫꅇꀱꇬꎷ；16ꉌꂵꈴꀋꄿꅌ

ꍈꀋꐥꌠꑌꄉ，ꆍꁳꌤꑟꐘꇬꄉꊿꌌ

ꍍꋉꄸꄀꆏ，ꌤꑟꐘꇬꄉ，ꊿꆍꏢꄖ

ꇬꄉꂄꃅꎔꏿꄮꇬꈱꌊꆍꀸꈧꌠꁳꊨ

ꏦꃅꎲꄏꑊꏦꎻ。17ꀋꄸꄷ，ꏃꃅꌋ

ꉪꐨꆹꆍꁳꂄꃅꐛꅹꃅꎬꅧꌠꉬꑲ

ꑌ，ꄡꇗꈍꃅꑌꄸꃅꅠꑽꐛꅹꃅꎬꅧ

ꌠꏭꀋꋌꌠꉬ；18ꑞꃅꆏ，ꏢꄖꑌꋍꃢ

ꑽꃤꒉꄸꃅꄉꎬꅧꋺ（“ꎬꅧ”ꀊꆨꏂꀨꋍ

ꈨꇬꆏ“ꌦꃤꊝ”ꃅꅑꌠꐥ），ꑠꆹꑖꉬꌠꑗꀋ

ꉬꌠꎃꊐꄉ，ꉪꏁꏃꃅꌋꂾꑟꂿꄷ

ꌠ。ꇭꀧꎸꃤꇬꈴꄉꉉꇬꆹ，ꋌꊿꇱ

ꀞꌦꀐ；ꒌꃤꇬꈴꄉꉉꇬꆹ，ꋌꀱꐥꇁ

ꀐ。19ꋋꆹꌃꎔꒌꇇꄧꈴꄉꇗꅉꋌꄜ

ꒌꏦꑳꇬꀀꀊꋨꈨꇰꋺ，20ꒌꀊꋨꈨꆹ

ꀋꉊꃀꇊꑸꇖꁨꄜꇉꇶꌠꋈꄻ、ꏃꃅ

ꌋꋰꄿꃅꇁꉚꄮꇬ，ꊿꅇꃅꀋꅲꈧꌠ

ꄜ。ꀊꋨꄮꇬ，ꊿꇖꁨꄜꇉꇶꌠꈐꏭ

ꃹꇈ，ꒉꇇꄧꈴꄉꈭꋏꊌꌠꀉꑌꃅꀋ

ꐥ，ꉆꑼꀉꄂ。21ꒉꋍꑠꆹꋋꑣꏦꃤꄜ

ꋊꌠꉬ；ꋋꑣꏦꃤꋋꈨꆹ，ꀋꃉꆏ，ꑳ

ꌠꏢꄖꀱꐥꇁꌠꇇꄧꈴꄉꆍꑌꈭꋏ；

ꋋꑣꏦꃤꊇꅉꆹꇭꀧꇬꁧꀋꎴꌠꒈꋌ

ꇫꎭꄷꌠꀋꄜꃅ，ꏃꃅꌋꏭꇖꂟꄉꋍ

ꂾꄉꉌꂵꈴꄿꌠꄻꉪꁳꄷꌠꄜ。22ꏢ

ꄖꆹꉬꉎꇬꃹꄉ，ꏃꃅꌋꇀꑳꁆꏯꐥ

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
也不要惊慌；15只要心里尊主基
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
的缘由，就要常作准备，以温
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16存着
无亏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
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
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
人自觉羞愧。17神的旨意若是叫
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
恶受苦；18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
受苦（“受苦”有古卷作“受死”），就是
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
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
治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
了。19他借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
在监狱里的灵听，20就是那从前
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
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
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
只有八个人。21这水所表明的洗
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
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
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
有无亏的良心。22耶稣已经进入
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
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
从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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ꀐ；ꉬꉎꊩꌺꈀꐥꌠ、ꌄꈌꃀꈌꈀꐥ

ꌠꌋꆀꊋꃤꈀꐥꌠꉬꇮꃅꋍꇂꃴꐥꌐ

ꀐ。 
 

ꏃꃅꌋꑆꊋꈁꁠꀂꏽꏲꊿꉾꃪꌠ 神恩赐的好管家 

4 ꏢꄖꇭꀧꇬꄉꎭꊝꅧꊝꑲꆏ，ꆍ

ꊇꑌꉌꃀꉪꇐꑠꃅꐙꌠꌌꇇꌭꃅ 4 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
当将这样的心志作为兵器， 

ꄉꄡꑟ，ꑞꃅꆏ，ꇭꀧꇬꄉꎬꅧꋺꌠ

ꆏ，ꑽꃤꌋꆀꐮꐞꀐꌠꉬ。2ꆍꊇꉌꃀ

ꑠꑌꑲꆏ，ꋌꊂꇈꉈꆏ，ꊿꏾꅍꊂꀋꈹ

ꃅ，ꏃꃅꌋꉪꐨꀉꄂꊂꈹꄉ，ꋧꃅꇬ

ꄉꈎꆪꇫꋒꑴꌦꈧꌠꇬꐥꄡꑟ。3ꑞ

ꃅꆏ，ꀋꉊꂴꏭꆍꊇꆹꉇꉻꊿꉪꐨꊂ

ꈹꄉꎼꃅꃏꑽ、ꄷꅠꏾꅍ、ꎧꅝꎧ

ꑱ、ꋠꎖꈩꎖ、ꋍꁥꃅꐯꇯꅝ、ꄹ

ꏦꀋꍬꃅꀱꌊꌩꁱꇓꁱꏭꀍꃈꄚꌠꌤ

ꑠꃅ，ꃅꇎꑽꇎꀐ。4ꌤꋍꑠꀂꏽꄉ，

ꆍꊇꋀꐊꄉꏾꅍꈝꃀꑞꅉꀋꐥꏡꌠꀋ

ꍬꌠꋀꂿꇬꆏ，ꆍꊇꆹꋀꇱꉜꌊꇟꌋ

ꌠꃅꄉ，ꆍꊂꍍꋉꄸꄀ。5ꋀꊇꆹꈍꃅ

ꑌꌦꊿꌋꆀꐥꊿꀞꇽꇁꂯꌠꌋꂶꌠꂾ

ꄉꑞꑌꏮꎼꇁꌠꉬ。6ꋋꐛꅹ，ꌒꅇꁊ

ꊿꌦꀐꌠꑌꁴꋺ，ꑠꃅꄉ，ꋀꇭꀧꆹꌌ

ꊿꃅꄉꀞꇽ，ꄚ，ꋀꒌꆹꏃꃅꌋꉘꇉ

ꄉꇫꐥ。 

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
与罪断绝了。2你们存这样的
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
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
下的光阴。3因为往日随从外邦
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
酒、荒宴、群饮，并可恶拜偶
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4他们
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
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
怪，毁谤你们。5他们必在那将
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
帐。6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
音传给他们，要叫他们的肉体
按着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却
靠神活着。 

7ꐥꇐꈀꐥꌠꃅꌐꂫꑟꇁꂯꀐ。

ꑠꅹ，ꆍꊇꆹꋓꉪꁨꄉꊨꏦꈯꊨꏦꌅ，

ꀀꐚꑓꄧꀕꃅꈼꂟꌶ。8ꀋꉬꀋꉆꐯ

ꀋꉬꀋꉆꌠꆏ，ꊋꇤꄉꐮꉂꐮꅉ，ꑞ

ꃅꆏ，ꉂꐪꆹꑽꃤꄸꃤꀉꑌꈨꂁꉱ

ꄎ。9ꆍꊇꑴꌠꐮꋩꐮꏦ，ꅫꏒꅇꄡ

ꉉ。10ꈀꄸꑌꊨꏦꈁꊌꌠꑆꊋꈁꁠꇬ

7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
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8最
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
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9你们要
互相款待，不发怨言。10各人要
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事，作神
百般恩赐的好管家。11若有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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ꈴꄉꐮꀨꎹꄉ，ꏃꃅꌋꑆꊋꈁꁠꊰꑋ

ꑟꌠꇬꏲꂠꊿꉽꂷꄻ。11ꀋꄸꄷ，ꊿ

ꅇꉉꌠꐥꑲꆏ，ꋋꆹꏃꃅꌋꌃꎔꅇꂷ

ꇬꈴꄉꉉꄡꑟ，ꊾꀨꎹꆽꃴꌠꐥꑲ

ꆏ，ꏃꃅꌋꄻꇫꇖꌠꊋꃤꌌꄉꊾꀨꎹ

ꆽꃴꄡꑟ，ꑠꃅꄉ，ꏃꃅꌋꁳꑳꌠꏢ

ꄖꇇꄧꈴꄉ，ꌤꆿꈀꐥꌠꇬꃅꀑꒉꑊ

ꒉꊌꎻ。ꀑꒉꑊꒉꌋꆀꌅꈌꊋꃤꐯꇯ

ꐩꋊꐩꍂꃅꋍꃤꉬꅊꇈ。ꀊꂱ。 

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
服事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
量服事，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
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权能
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
们。 

 

ꏢꄖꑇꊿꄻꐛꅹꃅꎬꅧ 因作基督徒而受苦 
12ꉂꇁꅉꌠꃺꑌꊈꀋ！ꃆꄔꌌꄉ

ꐗꌠꎖꉺꌠꆍꊝꇀꄮꇬ，ꋍꑠꆍꋌꄡ

ꇰ，ꀋꇊꆏꌤꇟꌋꈨꋒꌠꌡ；13ꀱꌊꉌ

ꇿꌶ；ꑞꃅꆏ，ꆍꊇꆹꏢꄖꈽꄉꎬꅧ

ꄉ，ꆍꁳꋍꀑꒉꑊꒉꇫꅐꇀꄮꇬ，ꉌꇿ

ꑓꇿꑌꉆꎻ。14ꀋꄸꄷ，ꆍꊇꏢꄖꂓ

ꒉꄸꃅꊿꌌꊨꀖꇬꆹ，ꌒꃤꐥꌠꉬ；ꑞ

ꃅꆏ，ꏃꃅꌋꀑꒉꑊꒉꌠꌃꎔꒌꅉꀕ

ꃅꆍꇭꀧꇬꀀ。15ꆍꈬꄔꇬꆹꊿꀕꌉ

ꊾꆳ、ꈏꈱ、ꄸꃅꅠꑽ、ꌞꌤꁁꀕ

ꉌꄉꎬꅧꌠꑠꐥꀋꉆ；16ꆍꊇꏢꄖꑇꊿ

ꄻꄉꎬꅧꇬ，ꆍꎲꄏꌋꀋꌸ，ꀱꆽꃅ

ꌊꂓꋋꂷꒉꄸꃅꄉꀑꒉꑊꒉꏮꏃꃅꌋ

ꄀ。17ꑞꃅꆏ，ꃅꑍꑟꇁꀐ，ꏃꃅꌋꑷ

ꈓꊿꈧꌠꌌꂴꇬꂾꇬꀞꇽ，ꀋꄸꄷ，ꉪ

ꊇꆹꌌꇬꂾꇬꀞꇽꌠꉬꑲꆏ，ꊿꏃꃅ

ꌋꌒꅇꀋꑇꈧꌠꌐꂫꆹꈍꃅꐙꂯ？18ꀋ

ꄸꄷ，ꑖꊿꑋꈭꋏꊌꊋꑲꆏ，ꊿꏃꃅ

ꌋꀋꏦꀋꃪꇈꑽꃤꃅꈧꌠꆹꉆꅉꂷꊌ

ꑴꌦꅀ？19ꑠꅹ，ꊿꏃꃅꌋꉪꐪꇬꈴꄉ

ꎬꅧꈧꌠꆏ，ꉌꊋꈀꑌꃅꂄꃅꎔꏿ

12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
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
（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13倒
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
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
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14你
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
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
在你们身上。15你们中间却不可
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
好管闲事而受苦；16若为作基督
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
这名归荣耀给神。17因为时候到
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首；若
是先从我们起首，那不信从神
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
18若是义人仅仅得救，那不虔敬
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
19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
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与那
信实的造化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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ꄉ，ꊨꏦꒌꆠꂶꌠꏮꑇꉆꌠꐥꇐꄻꌠ

ꌋꂶꌠꁵ。 
 

ꏃꃅꌋꑿꊇꌠꆫꉘ 牧养神的羊群 

5 ꉢꅡꈭꌟꒉꄻ、ꏢꄖꎬꅧꌠꅇ

ꊪꌬ、ꊁꇫꅐꇁꌠꀑꒉꑊꒉꊌ 5 我这作长老、作基督受苦的
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 

ꋋꂷ，ꆍꈬꄔꇬꊿꉡꌋꆀꐯꌟꃅꅡꈭ

ꌟꒉꄻꈧꌠꏭꉉ：2ꀋꎪꃅꆍꈬꄔꏃꃅ

ꌋꑿꊇꌠꆫꉘ，ꏃꃅꌋꉪꐪꇬꈴꄉꋀ

ꉜꏲ；ꄀꇗꄀꑣꄉꃅꌠꀋꉬꃅ，ꉌꂵꇬ

ꇯꆐꇫꃅꏾꄉꃅꌠꉬ；ꎆꇢꋚꇢꌠꒉ

ꄸꑌꀋꉬꃅ，ꃅꏾꄉꃅꌠꉬ；3ꉈꑴꏮ

ꆍꁳꄉꈧꌠꄩꇧꊋꌠꑌꀋꉬꃅ，ꑿꊇ

ꌠꌶꀠꄻꌠꉬ。4ꑠꃅꑲꆏ，ꆫꃀꂶꌠ

ꇀꄮꇬꆏ，ꆍꊇꆹꀑꒉꑊꒉꌠ、ꐩꋊ

ꐩꍂꃅꀋꑍꀋꈤꌠꄂꌆꀍꄟꆍꊪꊊꌠ

ꉬ。5ꆍꊇꈎꄜꀊꏀꌠꆏ，ꈎꄜꀉꆹꌠ

ꅇꃅꌶ。ꆍꊇꋍꏅꑌꆺꀋꒉꌠꌌꐧꃬ

ꃅꅑꄉꐮꅇꃅꉐꃅ；ꑞꃅꆏ， 

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作
长老的人：2务要牧养在你们中
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
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
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
是出于乐意；3也不是辖制所托
付你们的，乃是作群羊的榜
样。4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
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
冕。5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
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
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 

ꏃꃅꌋꆹꊿꆺꒉꄇꒉꌠꏭꄘꑣ， 
ꑆꊋꄻꊿꆺꀋꒉꄇꀋꒉꌠꇖ。 

神阻挡骄傲的人， 
赐恩给谦卑的人。 

6ꑠꅹ，ꆍꊇꊨꏦꌌꌠꐭꌠꃅꄉꏃꃅꌋ

ꊋꃤꀉꒉꌠꇂꃴꐥ，ꃅꑍꑞꄮꇬꆏ，ꋌ

ꀋꎪꃅꆍꁳꐕꀊꂥꎻꌠꉬ。7ꆍꐒꅍ

ꊀꅍꑞꑌꇔꏃꃅꌋꁳ，ꑞꃅꆏ，ꋋꆹ

ꆍꊇꉈꇬ。8ꀋꎪꃅꋓꉪꁨ、ꀀꐚꑓ

ꄧꃅꄉꌶ；ꑞꃅꆏ，ꆍꁮꐚꑊꋌꌌꁈ

ꂶꌠꆹꆿꅪꈁꐞꁉꄉꏄꂷꌟꃅꄂꏷꏿ

ꄉ，ꊿꑍꅞꉆꌠꎹꈹꐺ。9ꆍꊇꆹꑇꐨ

ꉌꊋꈫꈈꌠꌊꇫꄘꑣꌶ，ꑞꃅꆏ，ꆍ

ꋧꃅꇬꃺꑌꈧꌠꑌꎬꅧꐨꑠꃅꐙꌠꊝ

6所以你们要自卑，服在神大能
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
们升高。7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
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8务
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
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
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9你
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
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
是经历这样的苦难。10那赐诸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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ꌠꆍꅉꐚ。10ꑆꊋꈍꑋꑵꄻꊾꇖꌠꏃ

ꃅꌋꆹꑳꌠꈐꏭꄉꆍꊇꇳꍝꋺ，ꆍꁳ

ꋍꐩꋊꐩꍂꌠꀑꒉꑊꒉꊌꎻ；ꆍꊇꀂ

ꉗꌹꍈꎬꅧꈭꐨꆏ，ꋌꀋꎪꃅꑭꄑꄉ

ꆍꁳꀱꐛꀕꎻ，ꆍꁳꈫꈈꎻ，ꊋꃤꄻ

ꆍꁳ，ꆍꋈꄻꌠꉬ。11ꌅꈌꊋꃤꈀꐥ

ꃅꐩꋊꐩꍂꃅꋍꃤꉬꅊꇈ。ꀊꂱ。 

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
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暂
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
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
们。11愿权能归给他，直到永永
远远。阿们。 

 

ꄽꂫꋬꂻꄜꅇ 最后的问安 
12ꉢꀑꐱꃅꄉꄯꒉꋌꁬꁱꄉ，ꉢ

ꉜꇬꀋꎪꀋꎙꌠꃺꑌꑭꇁꇇꄧꄉꏮꆍ

ꁳ，ꆍꏭꈐꊟꊋꊡ，ꉈꑴꑆꊋꋍꑠꆹꏃ

ꃅꌋꑆꊋꇯꍝꌠꉬꄷꊩꀽ；ꆍꊇꀋꎪ

ꃅꑆꊋꑠꀂꏽꄉꉆꈬꉆꈈꌶ。13ꀠꀘ

ꇍꄉꆍꊇꌋꆀꐯꇯꌋꄉꌠꑇꊿꏓꉻꈧ

ꌠꆍꏭꋬꂻꄜ。ꉠꌺꂶꈌꑌꆍꏭꋬ

ꂻꄜ。14ꆍꊇꑴꌠꉂꏣꑌꃅꐮꁧꇉꁬ

ꄉꋬꂻꄜ。ꋬꂻꇁꆍꊇꊿꏢꄖꈐꏭ

ꈀꐥꈧꌠꊌꅊꇈ。 

12我略略地写了这信，托我
所看为忠心的兄弟西拉转交你
们，劝勉你们，又证明这恩是
神的真恩；你们务要在这恩上
站立得住。13在巴比伦与你们同
蒙拣选的教会问你们安。我儿
子马可也问你们安。14你们要用
爱心彼此亲脸问安。愿平安归
与你们凡在基督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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ꀺꄮꄯꒉꊁꁬꌠ 

彼得后书 

 
ꋬꂻꄜ 问候 

1 ꑳꌠꏢꄖꁏꐚꌋꆀꁆꄻꊩꌺꄻ

ꌠꑭꂱ•ꀺꄮ，ꄯꒉꁱꊿꉪꊇꌋ 1 作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
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 

ꆀꐯꌟꃅꑇꐨꉌꊋꁌꇐꈤꌠꊌꀊꋨꈨ

ꁵ。ꑇꐨꉌꊋꋋꈨꆹꏃꃅꌋꀕꆀꈭꋏ

ꌋꑳꌠꏢꄖꑖꉬꒉꄸꃅꊌꌠꉬ。2ꏃ

ꃅꌋꀕꆀꉪꌋꑳꌠꆍꌧꐛꅹ，ꑆꊋ、

ꋬꂻꑠꆹꀉꑌꐯꀉꑌꃅꄻꇬꇯꄉꆍꁳ

ꅊꇈ。 

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与
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
2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
和我们主耶稣，多多地加给你
们。 

 

ꑇꊿꇳꍝꐨꌋꆀꌊꄻꐨ 信徒的蒙召和拣选 
3ꏃꃅꌋꊋꃤꆹꀑꇬꃆꂮꌋꆀꌋꉪ

ꌋꏡꌠꃆꂮꇬꈉꄻꐨꈀꐥꌠꃅꄻꉪꇖ

ꀐ，ꑠꆹꊨꏦꀑꒉꑊꒉꌋꆀꑌꇐꑲꇐ

ꌊꉪꇳꍝꌠꌋꂶꌠꉪꊇꌧꒉꄸ。4ꑠ

ꅹ，ꁌꇐꈤꇈꒈꑌꀉꒉꌠꈌꁧꅍꈧꌠꆹ

ꋌꄻꉪꊇꇖꄉ，ꉪꁳꋧꃅꏾꅍꇬꄉꅐ

ꇁꌠꀜꐡꐨꑠꐞꄉ，ꏃꃅꌋꐛꊈꀂꏽ

ꋍꁧꊌꎻ。5ꑠꐛꅹ，ꆍꊇꀊꅰꃅꊋꇤ

ꌶ；ꑇꐨꉌꊋꐥꀐꑲꆏ，ꉈꑴꑌꇐꑲ

3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
命和虔敬的事赐给我们，皆因
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
召我们的主。4因此，他已将又
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
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
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
份。5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
地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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ꇐꄻꇬꇯ；ꑌꇐꑲꇐꐥꀐꑲꆏ，ꉈꑴ

ꌧꇐꂿꇐꄻꇬꇯ；6ꌧꇐꂿꇐꐥꀐꑲ

ꆏ，ꉈꑴꌄꏲꌠꄻꇬꇯ；ꌄꏲꌠꐥꀐꑲ

ꆏ，ꉈꑴꋰꄿꌠꄻꇬꇯ；ꋰꄿꌠꐥꀐꑲ

ꆏ，ꉈꑴꌋꉪꌋꏡꌠꄻꇬꇯ；7ꌋꉪꌋ

ꏡꌠꐥꀐꑲꆏ，ꉈꑴꃺꑌꉂꌠꉌꃀꄻ

ꇬꇯ；ꃺꑌꉂꌠꉌꃀꑌꀐꑲꆏ，ꉈꑴꋍ

ꏅꉂꌠꉌꃀꄻꇬꇯ。8ꀋꄸꄷ，ꆍꊇꇎ

ꐯꇎꃅꋋꈍꑋꑵꐥꑲꆏ，ꀋꎪꃅꆍꁳ

ꉪꌋꑳꌠꏢꄖꆍꌧꌠꀂꏽꄉꐵꑷꄉꂶ

ꂷꀋꅑꄮꑟꀋꎽ。9ꀋꄸꄷ，ꊾꂷꋋ

ꈍꑋꑵꀋꐥꑲꆏ，ꋋꆹꑓꋩꌠ，ꈛꑌꅉ

ꀉꄂꂿ，ꋍꂴꏭꑽꃤꈧꌠꆹꁦꎴꅐꀐ

ꌠꋌꀕꀋꎺꀐ。10ꑠꅹ，ꃺꑌꊈꀋ！
ꆍꊇꀊꅰꃅꊋꇤꄡꑟ，ꑠꃅꄉ，ꆍꈁ

ꊌꌠꇳꍝꐨꌋꆀꌊꄻꐨꀂꏽꄉꈫꈈꃅ

ꇙꁱꀋꋏꄡꑟ。ꀋꄸꄷ，ꆍꊇꋋꈍꑋ

ꑵꃅꑲꆏ，ꐩꋊꐩꍂꃅꑭꁘꀋꎙ。

11ꑠꃅꄉ，ꀋꎪꃅꆍꁳꇎꐯꇎꃅꊌꄉ，

ꉪꌋꈭꋏꌋꑳꌠꏢꄖꇩꐩꋊꐩꍂꂶꌠ

ꇬꃹꄎꎻ。 

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
识；6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
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
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虔
敬；7有了虔敬，又要加上爱弟
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
要加上爱众人的心。8你们若充
充足足地有这几样，就必使你
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
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9人若
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
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
经得了洁净。10所以弟兄们，应
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
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
这几样，就永不失脚。11这样，
必叫你们丰丰富富地得以进入
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
国。 

12ꆍꊇꆹꌤꋋꈨꆍꅉꐚ，ꄷꀋꁧꆍ

ꐥꀐꌠꇗꅉꇯꍝꌠꀂꏽꄉꈫꈈꀐꑴ

ꇬ，ꄚ，ꉢꅉꀕꃅꌤꋋꈨꌌꆍꏭꌗꋏꇬ

ꎷ。13ꉢꉜꇬ，ꉢꁁꑳꋋꂷꇬꐥꑴꌦ

ꇯꆐꆍꏭꌗꋏ、ꆍꊋꋊꄡꑟ；14ꑞꃅ

ꆏ，ꉪꌋꑳꌠꏢꄖꄐꉢꀦꌠꌟꃅ，ꉡꆹ

ꌦꂯꄉꀐꌠꉢꅉꐚ（“ꌦꂯꄉꀐ”ꑝꇂꉙꇬꆏ

“ꁁꑳꋋꂷꇬꄉꐞꁧꄮꑟꇁꀐ”ꃅꅑ）。15ꄷꀋ

ꁧ，ꉢꈏꇤꊋꇤꄉ，ꆍꁳꉢꌦꈭꐨꅉ

ꀕꃅꌤꋋꈨꎺꄅꇬꎷꎻ。 

12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并
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
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
们。13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
棚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
们；14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棚的
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
基督所指示我的。15并且我要尽
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
时常记念这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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ꏢꄖꀑꒉꑊꒉꌋꆀꅉꄜꊿꅉꄜꅇ 基督的荣耀和先知的预言 
16ꀋꉊꂴꏭ，ꉪꊇꆹꉪꌋꑳꌠꏢꄖ

ꄐꐨꀉꒉꌠꌋꆀꋌꀁꋌꐛꇁꌠꌤꑠꉉ

ꆍꇰꇬ，ꈔꁮꃅꈰꏅꎼꇁꌠꅇꂷꑠꊂ

ꈹꌠꀋꉬꃅ，ꋍꏦꒉꋦꌠꀑꑊꂶꌠꉪ

ꂿꋺꌠꉬ。17ꋌꏃꃅꌋꀉꄉꄷꄉꐤꒉ

ꌠꌋꆀꀑꒉꑊꒉꋌꊌꄮꇬ，ꁨꑭꁤꇅ

ꇄꅉꇬꄉꃚꋒꇫꅐꇁꄉ，ꋍꏭ：“ꋋ

ꆹꉠꌺꉢꇫꉂꂶꌠꉬ，ꉢꇫꉌꃹꑓ

ꐛ”ꄷ。18ꉪꊇꋋꐊꌃꎔꁧꂶꌠꐤ

ꄮꇬ，ꃚꋒꋌꑵꉬꉎꇬꄉꅐꇁꌠꉪ

ꈨ。19ꉪꊇꆹꅉꄜꊿꅇꂷꀊꅰꃅꀋꎪ

ꌠꉪꐥ，ꀋꇊꆏꂷꇭꇁꑓꀋꂿꅉꇬꌸ

ꌠꌡ；ꆍꊇꆹꅉꄜꅇꋋꈨꇬꄉꋓꉪꁨ

ꄉ，ꇁꉚꅷꃅꄜꇈꏷꃬꀮꂶꌠꆍꉌꃀ

ꇬꅐꇁꄮꇬꑟ，ꑠꃅꑲꆀꍑꌠ。20ꀋꉬ

ꀋꉆꌠꆏ，ꏂꀨꄯꒉꇬꅉꄜꅇꈀꐥꌠ

ꃅꌌꊨꏦꉪꐨꈴꄉꉉꀽꉆꌠꀋꐥꌠꆍ

ꅉꐚꄡꑟ。21ꑞꃅꆏ，ꅉꄜꅇꆹꊿꉪ

ꐨꇬꄉꅐꇁꌠꀋꐥ，ꋋꆹꊿꌃꎔꒌꇱ

ꌵꉌꐡꄉ，ꏃꃅꌋꅇꊿꉉꎼꇁꌠꉬ。 

16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
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
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
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 
17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
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
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
喜悦的。”18我们同他在圣山的
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
出来。19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
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
这预言上留意，直等到天发
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
候，才是好的。20第一要紧的，
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
随私意解说的；21因为预言从来
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
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 

 

ꅉꄜꊿꃶꀋꐚꌠꌋꆀꂘꃀꃶꀋꐚꌠ 假先知和假师傅 

2 ꀋꉊꂴꏭ，ꉹꁌꈬꇬꅉꄜꊿꃶꀋ

ꐚꌠꇫꅐꇁ，ꊁꇁꋍꑍꆍꈬꄔꇬ 2 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
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 

ꑌꀋꎪꃅꂘꃀꃶꀋꐚꌠꇫꅐꇁ，ꀋꌋ

ꀕꃅꑇꇐꌍꀜꀕꊿꉮꌠꋀꈻꌊꇫꃹ

ꇁ，ꄷꀋꁧ，ꌋꋀꊇꋌꇱꃼꌊꇁꂶꌠꂯ

ꋀꇫꉉꀋꏚ，ꐳꐯꐳꃅꋀꈔꋀꎹ。

2ꊿꈍꑋꃅꋀꊂꈹꄉꋀꎼꃅꃏꑽꌠꃅ

ꐨꃅꇁ，ꇗꅉꇯꍝꌠꆹꋀꐛꅹꃅꄉꊿ

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
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
认，自取速速的灭亡。2将有许
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便
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
3他们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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ꌌꍍꋉꄸꄀ。3ꎆꇢꋚꇢꐛꅹ，ꋀꊇꆹ

ꅇꂷꈰꏅꌊꆍꇭꀧꇬꄉꈲꏣꎹꇁ。

ꄚ，ꀃꌋꀊꆨꇯꆐ，ꋀꑗꉘꃴꇉꀕꌠꆹ

ꏤꄉꀐ，ꑎꃅꑟꇁꀋꋻ（ꑝꇂꉙꇬꆏ“ꐵꀋ

ꑷ”ꃅꅑ）；ꋀꊇꈔꈤꌠꑌꀋꎪꃅꉆꐥꃅ

ꇫꑟꇁ（ꑝꇂꉙꇬꆏ“ꉞꃅꀀꑌꀕꀋꇴ”ꃅꅑ）。 

语在你们身上取利。他们的刑
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他们
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原文作“也不

打盹”）。 

4ꉬꉎꊩꌺꑽꃤꐆꇬꂯ，ꏃꃅꌋꄝ

ꇬꀋꏆ，ꋀꊇꆹꋌꇱꇵꅉꃴꏦꑳꆈꇬ

ꊐꋺ，ꏮꃅꐬꆈꏸꏷꅉꇬꊐꄉꀞꇽꌠ

ꇁꉚꎻ。5ꏃꃅꌋꆹꄻꀊꆨꃅꋊꑌꀋ

ꏆꃅ，ꏃꃅꒊꊝꂋꌠꇁꃅꋊꌋꀋꉪꌋ

ꀋꏣꋎꌠꌸ，ꄚ，ꑖꉬꇗꅉꄜꁊꌠꇊꑸ

ꏤꊿꉆꑼꌠꋌꇱꀧꌋꃅꄉ。6ꉈꑴꌙ

ꄏꂷ、ꀒꃀꇁꀞꇽꄉ，ꇓꈓꋋꑍꂷꋌ

ꁏꀱꆽꃅ，ꋌꐗꋧꐛꃀꐛꇫꎭꄉ，ꌤ

ꋌꐘꌌꊿꊁꏭꌋꀋꉪꌋꀋꏣꈧꌠꁳꋓ

ꉪꁨꅍꃅꎻ。7ꅉꀕꃅꊿꄷꅠꈧꌠ、

ꎼꃅꃏꑽꈧꌠꎁꃅꐒꊀꌠꑖꊿꇊꄓꂶ

ꌠꀉꄂꏃꃅꌋꇱꈭꋏꄉ。8ꑞꃅꆏ，ꑖ

ꊿꂶꌠꋀꈽꀀ，ꋀꄹꀋꁨꏦꀋꁨꌤꈧ

ꌠꋌꈨꋌꂿ，ꑠꃅꄉ，ꋍꑖꉬꌠꉌꂵꂶ

ꌠꋍꑍꋑꀋꋒꐒꆅꏽꇬꎷ。9ꊿꌋꉪ

ꌋꏡꌠꈍꃅꈭꋏꌊꌌꉪꌠꈬꇬꄉꐞ

ꇁ，ꊿꀋꑗꀋꉬꌠꈍꃅꇤꑗꉘꇂꃴꎼ

ꄉꇈꄉ，ꋀꁳꀞꇽꃅꑍꇁꉚꎻꌠ，ꋍꑠ

ꉬꇮꃅꌋꅉꐚꌐ。10ꊿꇭꀧꎸꃤꊂꈹ

ꄉ，ꍍꆀꌠꎲꏾꅍꈧꌠꁳꈁꏾꃅꀕꎻ

ꇈ，ꏲꌋꂠꌋꈧꌠꉜꄸꀊꋨꈨꆹ，ꀊꅰ

ꃅꑠꃅꐙ。 

4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
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
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5神
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
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
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
口；6又判定所多玛、蛾摩拉、
将二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
后世不敬虔人的鉴戒；7只搭救
了那常为恶人淫行忧伤的义人
罗得。8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
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
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9主知道
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
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
判的日子。10那些随肉身纵污秽
的情欲，轻慢主治之人的，更
是如此。 

ꋀꊇꆹꉌꂵꀉꒉꇈꆸꉈ，ꐤꒉꅈꇬꐥꈧ

ꌠꏭ（ꋋꈨꆹꉬꉎꊩꌺꄜ）ꍍꋉꄸꄀꇬꑋꏸꏦ

他们胆大任性，毁谤在尊位
的（指“天使”），也不知惧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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ꑲꀋꌧ。11ꉬꉎꊩꌺꊋꃤꌅꈌꀊꅰꃅ

ꀉꒉꃅꐥꑴꇬ，ꄡꇗꍍꋉꄸꄀꅇꌊꌋ

ꂾꄉꊿꀊꋨꈨꊂꅇꀋꎹ。12ꄚ，ꊿꋋ

ꈨꆹꉪꀋꑌꏡꀋꑌ，ꒆꎼꇁꄷꇯꆐꌌꄐ

ꏤꄉꒃꌊꌉꂿꄷꌠꎇꃀꈨꌡ。ꌤꋀ

ꇫꅉꀋꐚꌠꋀꇫꍍꋉ，ꊾꀜꐆꐹꄮꇬ

ꆏ，ꊨꏦꑌꀋꎪꃅꀜꐡꌠꊝꌠꉬ。 

11就是天使，虽然力量权能更
大，还不用毁谤的话在主面前
告他们。12但这些人好像没有灵
性，生来就是畜类，以备捉拿
宰杀的。他们毁谤所不晓得的
事，当畜类正在被宰杀的时
候，这些人也必遭宰杀。 

13ꀋꑗꀋꉬꌠꃅꑲꆏ，ꀋꑗꀋꉬꌠ

ꃄꁌꊌꀐ。ꊿꋋꈨꂵꆧꄮꇬꋟꅝꈩ

ꌒꌠꉌꃹ，ꋀꊇꆹꁧꀋꎴ，ꆐꑌꆐꅑ，

ꆍꈽꄉꋙꋠꄮꇬ，ꊨꏦꐈꋓꌠꋀꌌꉌ

ꇿꅍꃅꄉ。14ꋀꊇꑓꋪꇬꎼꃅꃏꑽꐨ

ꐛꃅꑌ（“ꎼꃅꃏꑽꐨ”ꑝꇂꉙꇬꆏ“ꎼꃏꌋꅪ”

ꃅꅑ），ꋀꈯꋀꀋꌅꃅꑽꃤꐆ，ꊿꉌꂵꀋ

ꈬꀋꈈꀊꋨꈨꋀꊏꅰꅞ，ꉌꃀꄸꈐꆹ

ꎆꇢꋚꇢꋻꅑꀐ，ꇯꍝꃅꍃꊌꏿꊌꑵ

ꌠꉬ。15ꋀꊇꆹꎃꊒꈜꇬꄉꐞꑽꈜꇬ

ꍬꁧꀐ，ꈝꃀꀘꇓꌺꀠꇂꈁꍬꏡꌠꇬ

ꈴꁧꀐ，ꀠꇂꆹꀋꑗꀋꉬꌠꃄꁌꈧꌠ

ꉪꀊꋨꂷꉬ，16ꄚ，ꋋꆹꋍꊨꏦꆹꑽꒉ

ꄸꃅꊨꀖꌠꊝ；ꑾꃅꏷꏸꁱꐭꀋꇮꂶ

ꌠ，ꊿꅇꂷꌊꄉꅉꄜꊿꆺꒉꄇꀋꉆꂶ

ꌠꋍꇈ。 

13行得不义，就得了不义的
工价。这些人喜爱白昼宴乐，
他们已被玷污，又有瑕疵，正
与你们一同坐席，就以自己的
诡诈为快乐。14他们满眼是淫色
（“淫色”原文作“淫妇”），止不住犯
罪，引诱那心不坚固的人，心
中习惯了贪婪，正是被咒诅的
种类。15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差
了，随从比珥之子巴兰的路。
巴兰贪爱不义的工价，16他却为
自己的过犯受了责备；那不能
说话的驴，以人言拦阻先知的
狂妄。 

17ꊿꋋꈨꆹꒉꇸꇉꒉꀋꀀꌠꉬ，ꆲ

ꇨꁏꅷꐺꌠꃅꉒꑌꉬ，ꆈꃅꆈꏸꀕꌠ

ꑠꋀꎁꃅꊏꄉ。18ꋀꊇꅇꒉꉏꒉꀨꀋ

ꐥꄩꀋꐥꌠꉉ，ꇭꀧꏾꅍꌋꆀꌤꎼꐊ

ꃏꐊꌠꑠꌌꊿꋋꇅꇬꑲꆀꃄꈌꄐꃅꀕ

ꑽꌠꇬꄉꐞꇁꈧꌠꊏꅰ。19ꋀꊇꊿꁳ

ꊨꏦꌄꇤꎻꃅꈌꁧꄉ，ꄚ，ꊨꏦꆏꀜ

ꐡꆿꐡꌠꁏꐚꄻ；ꑞꃅꆏ，ꊾꂷꑞꇱ

17这些人是无水的井，是狂
风催逼的雾气，有墨黑的幽暗
为他们存留。18他们说虚妄矜夸
的大话，用肉身的情欲和邪淫
的事引诱那些刚才脱离妄行的
人。19他们应许人得以自由，自
己却作败坏的奴仆；因为人被
谁制伏就是谁的奴仆。20倘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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ꆹꍑꇂꃴꅞꆏ，ꑞꁏꐚꐛꌠꉬ。20ꀋ

ꄸꄷ，ꌋꈭꋏꌋꑳꌠꏢꄖꋀꊇꌧꐛ

ꅹ，ꋀꋧꃅꍍꆀꈬꇬꄉꐞꇁꄎ，ꊁꆏ，

ꉈꑴꋧꃅꍍꆀꈬꇬꄉꋌꇱꆼꒆꆹꍑꇂ

ꃴꅞꇬꆹ，ꋀꄽꂫꇬꐛꐪꆹꂴꏭꀋꋌꃅ

ꀋꉾꀐ。21ꑖꉬꈝꃀꆹꋀꊇꌧ，ꄚ，ꁊ

ꋀꁳꌠꌃꎔꏥꏦꆹꋀꊇꍞꇫꎭ，ꑠꃅ

ꑎꆹ，ꑞꑌꋀꇬꀋꌧꇬꄈꍑ。22ꇐꀳ

ꀋꐯꐤꀋꁨ： 

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
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
其中被缠住、制伏，他们末后
的景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21他
们晓得义路，竟背弃了传给他
们的圣命，倒不如不晓得为
妙。22俗语说得真不错： 

“ꈌꀱꋍꐷꋠ；ꃮꒈꋌꁦꎴꄉꈭꐨ

ꀱꉈꑴꒉꊩꀡꆃꇬꂃ”ꄷ， 
 

ꅇꋋꇬꌊꋀꏭꉉꇬꋭꐯꋭ。 

“狗所吐的，它转过来又吃；
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
滚。” 

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 
 

ꌋꉈꑴꇁꌠꈌꁧꅍ 主再来的应许 

3 ꉂꇁꅉꌠꃺꑌꊈꀋ！ꉢꀋꃅꁱꆍ

ꁳꌠꆹꄯꒉꑍꁬꀕꌠꉬ。ꄯꒉ 3 亲爱的弟兄啊，我现在写给
你们的是第二封信。这两封 

ꋋꑍꁬꐯꇯꆍꏭꌗꋏ，ꆍꉌꂵꀋꎪꀋ

ꑴꂶꌠꊋꋊꌠ，2ꆍꁳꌃꎔꅉꄜꊿꂴꏭ

ꈁꉉꌠꅇꂷꈧꌠꌋꆀꌋꈭꋏꌋꁵꅇꈧ

ꌠꎺꄅꎻ，ꋍꑠꆹꆍꁆꄻꊩꌺꈁꁊꆍꊇ

ꁵꌠꉬ。3ꀋꉬꀋꉆꐯꀋꉬꀋꉆꌠꆏ，

ꋧꃅꌐꂫꄮꇬ，ꀋꎪꃅꊿꊾꁒꐀꏾꌠ

ꊨꏦꏾꅍꊂꈹꄉꊾꁒꊿꐀꇁꌠꐥ，ꋍ

ꑠꆍꅉꐚꄡꑟ。4ꋀꊇꆏ：“ꌋꀁꋌ

ꐛꇁꌠꈌꁧꅍꇿꇬꐥ？ꑞꃅꆏ，ꁍꁈꌦ

ꌐꈭꐨꅑꅸꇁꇬ，ꐥꇐꈀꐥꌠꃅꇬꂾ

ꈀꄻꄈꄮꇬꌋꆀꐯꌟ”ꃅꉉ。5ꋀꊇ

ꉇꀕꃅꋍꑠꋀꇬꀋꎺ，ꀃꌋꀊꆨꃀ，ꏃ

ꃅꌋꅇꂷꇬꈴꄉꂿꃅꇬꐙꇁ，ꉈꑴꒉ

ꇬꄉꅐꇁꇈꒉꇇꄧꈴꄉꃄꅉꇬꐙꇁ。

都是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
的心，2叫你们记念圣先知预先
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就
是你们的使徒所传的。3第一要
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
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
诮说：4“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
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
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
样。”5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
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
出、借水而成的地。6故此，当
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
7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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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ꑠꅹ，ꀊꋨꄮꇬ，ꋧꃅꂶꌠꆹꒉꇱꑘꉱ

ꇫꎭꄉꈔꑍꀐ；7ꄚ，ꀃꑍꋋꄮꃅꃴꃄ

ꅉꆹꄡꇗꅇꂷꀊꋨꈨꇬꈴꄉꇫꋒꌠ，

ꇫꋒꅷꊿꌋꀋꉪꌋꀋꏣꌠꀞꇽꑠꊝꄉ

ꃆꄔꌌꐗꇈꈔꑍꁦꄮꑟ。 

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
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 

8ꉂꇁꅉꌠꃺꑌꊈꀋ！ꌤꋍꐘꆍꇬ

ꀋꎺꀋꉆ，ꌋꉜꇬꆹ，ꋍꑍꄙꈎꌡ，ꄙ

ꈎꋍꑍꌡ。9ꌋꈀꈌꁧꄉꈧꌠꃅꀋꐛ

ꑴꌦ，ꊿꋍꈨꋋꈨꉪꇬ，ꋋꆹꊼꇅꑎꀐ

ꉂ，ꇯꍝꃅꇬꆹꑟꇁꑎꌠꀋꉬꃅ，ꄻꆍ

ꊇꏆꌠ，ꋋꆹꊿꋍꂷꁳꑌꈔꑍꎻꀋꏾ

ꃅ，ꈀꄸꁳꑌꉪꁏꄺꀱꎻꏾ。10ꄚ，

ꌋꃅꑍꇫꑟꇀꄮꆹꏄꍿꇫꑟꇁꌠꌋꆀ

ꐯꌟ；ꀊꋨꄹꉇꆏ，ꂿꃅꀋꎪꃅꉼꏒ

ꀕꄉꑍꁧ，ꐛꐪꐛꊈꐥꌠꃅꃆꄔꉙꀕ

ꐞꌠꇱꐗꐘꀋꈨ，ꃄꅉꌋꆀꐥꇐꇫꐥ

ꌠꃅꐗꉱꋃꌐ。 

8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
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
如千年，千年如一日。9主所应
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
耽延，其实不是耽延，乃是宽
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
愿人人都悔改。10但主的日子要
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
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
烈火销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
烧尽了。 

11ꑠꈀꐥꌠꃅꐯꇯꑠꃅꐘꀋꈨꌐ

ꑲꆏ，ꆍꊇꆹꊿꌃꎔ、ꌋꉪꌋꏡꌠꄻ

ꄡꑟ，12ꏟꈯꀕꃅꄉꏃꃅꌋꃅꑍꇫꑟꇁ

ꌠꇁꉚ。ꀊꋨꄹꉇꆏ，ꂿꃅꆹꃆꄔꇱ

ꌌꐗꄷꌦꆏꐘꀋꈨꁧ，ꐛꐪꐛꊈꐥꈧ

ꌠꃅꃆꄔꇱꐗꐯꁧꌐ；13ꄚ，ꉪꊇꆹꋍ

ꈌꁧꅍꇬꍬꄉ，ꃅꃴꃄꅉꀊꏀꌠꇁꉚ，

ꀊꄶꇬꆹꑖꉬꇫꐥꅉꉬ。 

11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销
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
怎样敬虔，12切切仰望神的日子
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销
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熔
化；13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
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 

14ꉂꇁꅉꌠꃺꑌꊈꀋ！ꆍꊇꌤꋋ

ꈨꇁꉚꑲꆏ，ꊋꇤꄉꊨꏦꁳꍍꆀꅍꀋ

ꐥ、ꊨꀖꉆꅍꍈꀋꐥ、ꋬꂻꃅꌋꂿ

ꎻ。15ꄷꀋꁧ，ꉠꌋꀊꉗꃅꋰꄿꌠꑠ

ꌌꈭꋏꊌꌠꒉꄸꃅꄉ；ꑠꆹꉪꉂꇁꅉꌠ

ꃺꑌꀧꇊ，ꄻꋌꈀꇖꌠꌧꅍꂿꅍꇬꈴ

14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
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
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
主。15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
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
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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ꄉꄯꒉꁱꆍꁳꀐꌠꌋꆀꐯꌟ，16ꋍꄯ

ꒉꈀꐥꈧꌠꃅꌤꋍꑠꉉꍣꌐ。ꊿꌧꇐ

ꌷꇐꀋꐥ、ꀋꈬꀋꈈꈧꌠ，ꄀꇗꇱꄉ

ꏂꀨꄯꒉꀉꁁꈧꌠꉉꀽꌠꌟꃅ，ꀧꇊ

ꄯꒉꇬꐝꉅꊋꈧꌠꉉꀽꇬꆹ，ꋀꊨꏦ

ꈔꊨꏦꎹꌠꉬ。17ꉂꇁꅉꌠꃺꑌꊈ

ꀋ！ꆍꊇꆹꂴꇯꆐꌤꋋꈨꆍꅉꐚꀐꑲ

ꆏ，ꋓꉪꁨꄉꄡꑟ，ꑠꀋꉬꑲꆏ，ꆍꊇ

ꆹꊿꄷꅠꌠꑽꐪꇱꊏꅰꅜꄉ，ꊨꏦꉆ

ꈬꉆꈈꅉꇬꄉꊰꁧꂵ。18ꄚ，ꆍꊇꆹ

ꉪꌋꈭꋏꌋꑳꌠꏢꄖꑆꊋꌋꆀꌧꇐꂿ

ꇐꇬꄉꀻꎆꌶ。ꀑꒉꑊꒉꑠꆹꀃꑍꋋ

ꄮꅑꅸꐩꋊꐩꍂꃅꋍꃤꉬꅊꇈ。ꀊ

ꂱ！ 

智慧写了信给你们，16他一切的
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
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
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
一样，就自取沉沦。17亲爱的弟
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
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
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
步上坠落。18你们却要在我们主
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
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
直到永远。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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ꒀꉴꄯꒉꋍꁬꀕꌠ 

约翰一书 

 
ꀑꇬꇗꅉ 生命之道 

1 ꉉꅷꉘꃀꇊꉘꃀꇯꆐꇫꐥꀐꌠꀑ

ꇬꇗꅉꏡꌠꑟꇬꆏ，ꋋꆹꉪꈀ 1 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
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 

ꈨ、ꈀꂿ、ꊨꏦꑓꂿꋺ、ꊨꏦꇇꌌ

ꉩꋺꌠꉬ。2ꀑꇬꑠꆹꇫꅐꇁꀐ，ꉪꊇ

ꑌꊌꂿꋺ，ꀋꃅꉈꑴꅇꊪꌬꄉ，ꂴꏭ

ꉬꉎꀉꄉꌋꆀꐯꈽꐥꌠ、ꉪꂾꅐꇁꀐ

ꌠꐩꋊꐩꍂꌠꀑꇬꃆꂮꄜꉺꆍꇰ。

3ꉪꊇꆹꉪꈀꈨꈧꌠ、ꈀꂿꈧꌠꄜꉺ

ꆍꇰꄉ，ꆍꁳꉪꊇꌋꆀꐮꑌꐯꑲꎻ；

ꉪꊇꆹꀉꄉ、ꋍꌺꑳꌠꏢꄖꑋꌋꆀꐮ

ꑌꐯꑲꌠꉬ。4ꉪꊇꅇꂷꋋꈨꁱꆍꊇ

ꁵꄉꉪꊇ（ꀊꆨꏂꀧꋍꈨꇬꆏ“ꆍꊇ”ꃅꅑꌠꐥ）

ꁳꀊꅰꃅꉌꇿꑓꇿꎻꂿꄷꌠ。 

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 
2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
看见过，现在又作见证，将原
与父同在、且显现与我们那永
远的生命传给你们。3我们将所
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
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
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
4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我
们（有古卷作“你们”）的喜乐充足。 

 

ꏃꃅꌋꆹꁨꑭꉬ 神是光 
5ꏃꃅꌋꆹꁨꑭꉬ，ꋍꄷꆹꆈꋧꋪ

ꌠꋍꍈꑋꀋꐥ。ꑠꆹꉪꊇꏃꃅꌋꄷꄉ

ꈨꇈ，ꉈꑴꄜꆍꊇꇰꌠꅺꈨꅇꉬ。6ꉪ

ꊇꀋꄸꄷꉉꆏꏃꃅꌋꀕꆀꐮꑌꐯꑲꃅ

5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
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
报给你们的信息。6我们若说是
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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ꉉꇈ，ꄡꇗꆈꋧꋪꅉꇬꐺꑴꌦꑲꆏ，

ꉪꊇꆹꈰꏅꇈ，ꇗꅉꃶꐚꌠꇬꀋꍬꀐ

ꌠꉬ。7ꏃꃅꌋꁤꇅꇄꅉꐥꌠꌟꃅ，ꀋ

ꄸꄷꉪꊇꁤꇅꇄꅉꇬꐺꑲꆏ，ꉪꊇꐮ

ꑌꐯꑲꄉ，ꋍꌺꑳꌠꏢꄖꌦꅪꑌꉪꊇ

ꑽꃤꈀꐥꌠꃅꋌꇱꒈꋌꁦꎴꌠꉬ。

8ꀋꄸꄷ，ꉪꊇꄹꇬꊨꏦꆹꑽꃤꑞꑌꀋ

ꐥꄷꑲꆏ，ꉪꊇꆹꈱꊨꏦꊏꌠꉬ，ꇗꅉ

ꃶꐚꌠꆹꉪꉌꃀꄸꈐꇬꀋꑌꀐ。9ꄚ，

ꀋꄸꄷ，ꉪꊇꉪꊨꏦꑽꃤꉉꏚꀐꑲꆏ，

ꏃꃅꌋꆹꀋꎪꀋꑴꌠ、ꑖꉬꌠꉬꐛ

ꅹ，ꀋꎪꃅꉪꊇꑽꃤꋌꄻꉪꏆ，ꄷꀋ

ꁧ，ꉪꀋꑗꀋꉬꐨꈀꐥꌠꃅꋌꒈꋌꇫ

ꎭꌐ。10ꀋꄸꄷ，ꉪꊇꄹꇬ，ꉪꊇꊨ

ꏦꑽꃤꃅꀋꋻꄷꑲꆏ，ꏃꃅꌋꉪꇱꎼ

ꈰꏅꂷꐛꀐ，ꋍꇗꅉꑌꉪꉌꃀꄸꈐꇬ

ꀋꑌꀐ。 

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7我
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
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
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8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
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9我
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
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
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10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
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
在我们心里了。 

 

ꉪꇢꆣꉆꌠꏢꄖ 我们的中保基督 

2 ꉠꀉꑳꊈꀋ！ꉢꅇꂷꋋꈨꁱꆍꁳ

ꌠꆹ，ꆍꁳꉈꑴꑽꃤꄡꐆꎻꂿꄷ 2 我的孩子们哪，我将这些话
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 

ꌠ。ꄚ，ꀋꄸꄷ，ꊿꑽꃤꐆꌠꐥꑲ

ꆏ，ꉪꊇꆹꀉꄉꂶꌠꄷꄉꇢꆣꉆꊿꂷ

ꐥ，ꋋꆹꑖꉬꌠꑳꌠꏢꄖꂶꌠꉬ。2ꋋ

ꆹꉪꑽꃤꋊꌠꆦꑝꅍꄻꀐ，ꉪꑽꃤꎁ

ꀉꄂꃅꌠꀋꉬꃅ，ꃅꑆꋌꁬꇂꃴꃰꊿ

ꑽꃤꎁꃅꌠꑌꉬ。3ꉪꊇꀋꄸꄷꋍꏥ

ꏦꇬꍬꑲꆏ，ꉪꊇꆹꇯꍝꃅꋌꌥꌠꑠꉪ

ꅉꐚ。4ꀋꄸꄷ，ꊿꄹꇬꀂꋌꌥꄷꑲ

ꆀ，ꋍꏥꏦꇬꆏꀋꍬꌠꆹ，ꊿꋍꑠꈱꅇ

ꏅꅇꉉꌠꉬ，ꇗꅉꃶꐚꌠꑌꋍꉌꃀꄸ

ꈐꇬꀋꑌꀐ。5ꊿꏃꃅꌋꇗꅉꇬꍬꌠ

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
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
稣基督。2他为我们的罪作了挽
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
是为普天下人的罪。3我们若遵
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
他。4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
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
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5凡
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
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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ꆏ，ꏃꃅꌋꄷꄉꇁꌠꉂꏣꆹꋍꈐꏭꄉꇯ

ꍝꃅꐛꒆꌠꉬ。ꄚꇬꄉ，ꉪꊇꆹꏃꃅ

ꌋꈐꏭꐥꌠꑠꉪꅉꐚ。6ꀋꄸꄷ，ꊾꂷ

ꄹꇬꀂꌋꈐꏭꐥꄷꑲꆏ，ꊨꏦꆹꌋꈀ

ꃅꌠꇬꍬꄉꃅꄡꑟ。 

道我们是在主里面。6人若说他
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
行的去行。 

 

ꁵꅇꀊꏀꌠ 新命令 
7ꉂꇁꅉꌠꃺꑌꊈꀋ！ꉢꁱꆍꁳꌠ

ꆹꁵꅇꀊꏀꏢꀋꉬ，ꋋꆹꆍꊇꉘꃀꇯꆐ

ꇫꊪꀐꌠꁵꅇꀉꆹꏡꌠꉬ，ꁵꅇꀉꆹꋋ

ꏢꆹꆍꊇꈀꈨꋺꀐꌠꇗꅉꉬ。8ꄚ，ꉢ

ꁱꆍꁳꌠꆹꁵꅇꀊꏀꏢꑌꉬ，ꌋꈐꏭꆹ

ꃶꐚꌠ，ꆍꊇꈐꏭꑌꃶꐚꌠꉬ；ꑞꃅ

ꆏ，ꆈꋧꋪꌠꇫꈴꁧꂯꀐ，ꁨꑭꃶꐚ

ꌠꐝꇅꀕꀐ。9ꀋꄸꄷ，ꊾꂷꄹꇬꊨ

ꏦꆹꁨꑭꇬꐥꄷ，ꄚ，ꋌꋍꃺꑌꌂꑲ

ꆏ，ꋌꅑꅸꀃꑍꋋꄮꑟꌠꄡꇗꆈꋧꋪ

ꅉꇬꐥꑴꌦ。10ꊿꋍꃺꑌꉂꌠꆏ，ꁤ

ꇅꇄꅉꇬꐥꌠꉬ，ꋍꈐꏭꆹꊿꁳꑇꐨ

ꀂꏽꄉꅞꌠꑞꑌꀋꐥ！11ꊿꃺꑌꌂꌠ

ꀉꄂꆈꋧꋪꅉꇬꐥ，ꄷꀋꁧꆈꋧꋪꅉ

ꇬꐺ，ꇿꇬꉜꄉꁦꑌꅉꀋꐚ，ꑞꃅꆏ，

ꋌꆈꋧꋪꌠꇱꎼꑓꋩꀐ。 

7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
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
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
旧命令就是你所听见的道。8再
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
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
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
真光已经照耀。9人若说自己在
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
如今还是在黑暗里。10爱弟兄
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
没有绊跌的缘由。11惟独恨弟兄
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
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
黑暗叫他眼睛瞎了。 

12ꀉꑳꊈꀋ！ꉢꄯꒉꁱꆍꁳ，ꑞꃅ

ꆏ，ꆍꑽꃤꌋꂓꇇꄧꈴꄉꏆꃤꊌ

ꀐ。 

12孩子们哪，我写信给你们，
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
赦免。 

13ꀉꄉꄻꌠꊈꀋ！ꉢꄯꒉꁱꆍꁳ， 
ꑞꃅꆏ，ꆍꊇꋍꑴꅉꉘꃀꇊꉘꃀ

ꇯꆐꇫꐥꂶꌠꆍꌧ。 
ꄿꏀꊈꀋ！ꉢꄯꒉꁱꆍꁳ，ꑞꃅ

ꆏ，ꆍꊇꆹꄷꅠꂶꌠꄩꊋꀐ。 

13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 
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
的。 
青年人啊，我写信给你们， 
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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ꀉꑳꊈꀋ！ꉢꄯꒉꁱꆍꁳꋺ，ꑞ

ꃅꆏ，ꀉꄉꂶꌠꆍꌧ。 
孩子们哪，我曾写信给你
们，因为你们认识父。 

14ꀉꄉꄻꌠꊈꀋ！ꉢꄯꒉꁱꆍꁳ

ꋺ， 
ꑞꃅꆏ，ꆍꊇꋍꑴꅉꉘꃀꇊꉘꃀ

ꇯꆐꇫꐥꂶꌠꆍꌧ。 
ꄿꏀꊈꀋ！ꉢꄯꒉꁱꆍꁳꋺ，ꑞ

ꃅꆏ，ꆍꊇꇷꄙ，ꌋꇗꅉꅉꀕꃅ

ꆍꉌꃀꄸꈐꇬꑌ，ꆍꊇꑌꄷꅠꂶ

ꌠꄩꊋꀐ。 

14父老啊，我曾写信给你们， 
 
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
的。 
青年人啊，我曾写信给你
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
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
了那恶者。 

15ꋧꃅꌋꆀꋧꃅꇬꌤꆿꄡꉂ；ꊾꂷꀋ

ꄸꄷꋧꃅꉂꑲꆏ，ꀉꄉꄷꄉꇁꌠꉂꏣ

ꆹꋍꄸꈐꇬꀋꑌ。16ꑞꃅꆏ，ꌤꆿꋧ

ꃅꇬꈀꐥꌠꆹ，ꅺꌡꇬ，ꇭꀧꎲꏾ

ꅍ、ꑓꋪꎲꏾꅍꌋꆀꁨꇐꒉꄸꃅꆺ

ꒉꄇꒉꑠꐥ，ꋋꈨꐯꇯꀉꄉꄷꄉꇁꌠ

ꀋꉬꃅ，ꋧꃅꇬꄉꇁꌠꉬ。17ꋧꃅꋋ

ꂷꌋꆀꋋꂷꇬꎲꏾꅍꈧꌠꐯꇯꈢꋒꁧ

ꌐ，ꏃꃅꌋꉪꐨꇬꍬꌠꀉꄂꐩꋊꐩꍂ

ꃅꇫꐥꌠꉬ。 

15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
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
里面了。16因为凡世界上的事，
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
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
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17这世
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惟
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常
存。 

 

ꏢꄖꄙꊿ 敌基督 
18ꀉꑳꊈꀋ！ꀃꑍꋋꄮꆹꄽꂫꇄꌠ

ꉬꀐ。ꆍꊇꆹꏢꄖꄙꊿꂶꌠꇁꂯꄉꀐ

ꃅꆍꈨꋺ。ꀋꃅꏢꄖꄙꌠꀉꑌꈨꇫꅐ

ꇁꀐ，ꄚꇬꄉ，ꉪꊇꆹꀃꑍꋋꄮꄽꂫꇄ

ꌠꉬꌠꉪꅉꐚꀐ。19ꋀꊇꆹꉪꊇꈬꄔ

ꄉꅐꁧ，ꄚ，ꋀꊇꆹꉪꃤꀋꉬꌠ；ꀋꄸ

ꄷꉪꃤꆹꉬꑲꆏ，ꀋꎪꃅꄡꇗꉪꈽꐥ

ꑴꌦ；ꋀꊇꅐꁧꄉ，ꋀꊇꐯꇯꉪꃤꀋ

ꉬꌠꄇꇖꀕꀐ。20ꆍꊇꆹꌃꎔꂶꌠꄷ

18孩子们哪，如今是末时
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
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
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
如今是末时了。19他们从我们中
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
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
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
属我们的。 



ꒀꉴꄯꒉꋍꁬꀕꌠ  2 750 约翰一书  2 
 

ꄉꑆꊋꌐꋉꐨꆍꊪꄉꀐ，ꄷꀋꁧꌤꋋ

ꈨꐯꇯꆍꅉꐚ（ꅀ“ꐯꇯꌧꇐꂿꇐꐥ”ꄷꑌ

ꍑ）。21ꉢꄯꒉꁱꆍꁳꌠꆹ，ꇗꅉꃶꐚ

ꌠꆍꇬꀋꌧꌠꐛꅹꀋꉬꃅ，ꇗꅉꃶꐚ

ꌠꆍꌧ，ꄷꀋꁧ，ꈱꅇꏅꅇꆹꇗꅉꃶꐚ

ꌠꇬꄉꅐꇁꌠꀋꐥꌠꆍꅉꐚꐛꅹ。

22ꈱꅇꏅꅇꉉꂶꌠꈀꄸꉬ？ꊿꑳꌠꆹ

ꏢꄖꉬꄷꉉꀋꏚꂶꌠꀋꉬꅀ？ꊿꀉꄉ

ꌋꆀꌺꑋꀋꉉꀋꏚꌠꑠꆹꏢꄖꄙꌠ

ꉬ。23ꌺꂶꌠꀋꉉꀋꏚꌠꆹ，ꀉꄉꀋ

ꐥ；ꌺꂶꌠꉉꏚꌠꆹꀉꄉꑌꐥꀐ。

24ꆍꊇꆹꀋꎪꃅꉘꃀꇊꉘꃀꆍꈀꈨꈧꌠ

ꅉꀕꃅꄻꉌꃀꇬꊐꄉ；ꀋꄸꄷ，ꉘꃀꇊ

ꉘꃀꈀꈨꈧꌠꄻꉌꃀꇬꊐꄉꑲꆏ，ꆍ

ꊇꀋꎪꃅꌺꈐꏭꐥ，ꀋꎪꃅꀋꁧꈐꏭ

ꑌꐥ。25ꌋꈀꈌꁧꉪꁳꌠꆹꐩꋊꐩꍂ

ꀑꇬꉬ。 

20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
知道这一切的事（或作“都有知

识”）。21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
你们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你们
知道，并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
真理出来的。22谁是说谎话的
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
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
基督的。23凡不认子的，就没有
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24论
到你们，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
见的，常存在心里；若将从起
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
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
面。25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
生。 

26ꉢꅇꂷꋋꈨꁱꆍꁳꌠꆹ，ꊿꆍ

ꊏꆍꅰꈧꌠꏭꄐꌐꄉꉉꌠ。27ꆍꊇꌋ

ꄷꄉꈀꊪꌠꑆꊋꌐꋉꐨꅉꀕꃅꆍꉌꃀ

ꇬꑌ，ꊿꁳꆍꂘꄻꀋꅐ，ꌋꑆꊋꌐꋉ

ꐨꁳꌤꈀꐥꌠꀂꏽꄉꆍꂘꎻ。ꑆꊋ

ꌐꋉꐨꋋꈨꆹꃶꐚꌠꉬ，ꈰꏅꌠꀋꉬ；

ꆍꊇꑴꌠꑆꊋꌐꋉꐨꋋꈨꉙꅇꂘꅇꇬ

ꍬꄉꌋꈐꏭꐥ。 

26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
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27你
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
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
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
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
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
在主里面。 

 

ꏃꃅꌋꌳꃈꅮ 神的儿女 
28ꀉꑳꊈꀋ！ꆍꊇꑴꌠꌋꈐꏭ

ꐥ。ꑠꃅꑲꆏ，ꀋꄸꄷ，ꋌꇫꅐꇁꇬ，

ꉪꊇꏦꃅꏦꅍꀋꐥꉆ；ꋌꀱꇁꄮꇬ，ꋍ

ꂾꄉꎲꄏꑊꏦꅍꑌꀋꐥ。29ꀋꄸꄷ，

ꋋꆹꑖꉬꌠꑠꆍꊇꅉꐚꑲꆏ，ꊿꌤꆿ

28孩子们啊，你们要住在主
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
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
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
29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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ꋍꏅꑖꉬꌠꈀꃅꌠꐯꇯꋍꄷꄉꒆꌠꑠ

ꆍꅉꐚꌠꉬ。 
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
的。 

 

3 ꀉꄉꄖꉪꇖꌠꆹꉌꆓꉂꐪꈍꃅꐙ

ꌠꉬꌠꆍꉜꉏ！ꉪꁳꏃꃅꌋꌳꃈ 3 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
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 

ꅮꂓꌗꑠꊌꎻ！ꉪꊇꑌꇯꍝꃅꋍꌳꃈ

ꅮꉬ！ꄚ，ꋧꃅꃰꊿꉪꊇꀋꌧꌠꆹ，ꋀ

ꐥꅷꇁꇬ，ꏃꃅꌋꋀꋌꌥꀋꋻꒉꄸ。

2ꉂꇁꅉꌠꃺꑌꊈꀋ！ꉪꊇꀋꃅꏃꃅꌋ

ꌳꃈꅮꉬ，ꊁꇁꋍꑍꈍꃅꐙꌠ，ꄇꇖꀋ

ꇖꑴꌦ；ꄚ，ꉪꊇꅉꐚꌠꆹ，ꀋꄸꄷꌋ

ꇫꅐꇁꑲꆏ，ꉪꊇꀋꎪꃅꋌꌟ，ꑞꃅ

ꆏ，ꀋꎪꃅꋍꐛꐪꃶꐚꌠꉪꊌꂿ。

3ꊿꋍꈐꏭꄉꉘꇉꅍꑠꈀꐥꌠꆏ，ꊨꏦ

ꁳꁦꎴꅐꎻ，ꋌꌟꃅꁦꎴꅐ。 

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
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
认识他。2亲爱的弟兄啊，我们
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
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
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
得见他的真体。3凡向他有这指
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
一样。 

4ꊿꑽꃤꃅꌠꆏ，ꄹꏦꐆꌠꉬ；ꑽ

ꃤꆹꄹꏦꐆꌠꉬ。5ꌋꇫꅐꇁꌠꆹꃰꊿ

ꑽꃤꌩꎳꇫꎭꂿꄷꌠ，ꋍꄷꆹꑽꃤꑞ

ꑌꀋꐥ，ꑠꆹꆍꅉꐚꌠꉬ。6ꋍꈐꏭꈀ

ꐥꌠꆏ，ꑽꃤꀋꃅ；ꑽꃤꈀꃅꌠꆹ，ꋋ

ꂿꑌꀋꋻ，ꋌꌥꑌꀋꋻꌠꉬ。7ꀉꑳ

ꊈꀋ！ꊿꁳꆍꊇꊏꅰꄡꎽ；ꌋꆹꑖꉬꌠ

ꌟꃅ，ꑖꉬꌠꃅꌠꑲꆀꑖꊿꉬ。8ꑽꃤ

ꃅꌠꆹꑊꋌꌌꁈꃤꉬ，ꑞꃅꆏ，ꑊꋌꌌ

ꁈꆹꇬꂾꇬꇯꆐꑽꃤꃅ。ꏃꃅꌋꌺꇫ

ꅐꇁꌠꆹ，ꑊꋌꌌꁈꃅꐨꈧꌠꈔꋏꇫꎭ

ꂿꄷꌠ。9ꏃꃅꌋꄷꄉꈀꒆꌠꆏ，ꑽ

ꃤꀋꃅ，ꑞꃅꆏ，ꌋꇗꅉ（ꑝꇂꉙꇬꆏ“ꇗ

ꂷ”ꃅꅑ）ꋍꉌꂵꇬꑌ；ꋌꑽꃤꑌꃅꀋ

ꉆ，ꑞꃅꆏ，ꋋꆹꏃꃅꌋꄷꄉꒆꌠ

ꉬ。10ꄚꇬꄉ，ꈀꄸꆹꏃꃅꌋꌳꃈꅮ

ꉬ，ꈀꄸꆹꑊꋌꌌꁈꌳꃈꅮꉬꌠꄇꇖ

4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
法；违背律法就是罪。5你们知
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
罪，在他并没有罪。6凡住在他
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
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
识他。7孩子们哪，不要被人诱
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
是义的一样。8犯罪的是属魔
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
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
魔鬼的作为。9凡从神生的，就
不犯罪，因神的道（原文作“种”）

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
因为他是由神生的。10从此就显
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
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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ꀕꀐ；ꑖꉬꌠꀋꃅꌠꆏ，ꏃꃅꌋꃤꀋ

ꉬ，ꃺꑌꀋꉂꌠꑌꑠꃅꐙ。 
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 

 

ꐮꉂꐮꅉ 彼此相爱 
11ꉪꊇꀋꎪꃅꐮꉂꐮꅉꑲꆀꍑ，

ꑠꆹꇬꂾꇬꇯꆐꆍꈨꀐꌠꁵꅇꉬ。

12ꇠꑱꌡꀋꉆ，ꋋꆹꄷꅠꂶꌠꃤꉬ，ꋍ

ꃺꑌꋌꌉꇫꎭ。ꋌꑞꃅꋍꃺꑌꌉꌠ

ꉬ？ꑠꆹꊨꏦꈀꃅꌠꆹꄷꅠꌠ，ꋍꃺꑌ

ꈀꃅꌠꆹꂄꎔꌠꉫꒉꄸ。13ꃺꑌꊈ

ꀋ！ꀋꄸꄷ，ꋧꃅꃰꊿꆍꌂꆍꑷꇬ，ꆍ

ꊇꋌꇰꃅꄡꐛ。14ꉪꊇꆹꃺꑌꉂꐛ

ꅹ，ꌦꃤꈬꇬꄉꇫꐥꇁꀐꌠꉪꅉꐚ。

ꉂꏣꀋꑌꌠꆹꄡꇗꌦꃤꈬꇬꐥꑴꌦ。

15ꊿꊨꏦꃺꑌꈀꌂꈀꑷꌠꆏ，ꊿꌉꊾ

ꆳꌠꉬ；ꊿꌉꊾꆳꌠꆹꐩꋊꐩꍂꀑꇬ

ꋍꈐꏭꀋꑌꌠꑠꆍꅉꐚ。16ꏢꄖꉪꊇ

ꎁꃅꀑꇬꁮꀐ，ꄚꄉꑞꆹꉂꐪꉬꌠꉪ

ꊇꅉꐚꀐ；ꉪꊇꑌꃺꑌꎁꃅꀑꇬꁮꄡ

ꑟ。17ꀋꄸꄷ，ꊾꂷꋧꃅꁨꇐꐥ，ꋍ

ꃺꑌꀋꇎꀋꂪꅍꐥꌠꋌꂿꇬ，ꋍꉌꂵ

ꎭꃅꉇꑭꑌꂶꌠꋌꈢꄉꑲꆏ，ꈍꃅꄉ

ꏃꃅꌋꄷꄉꇁꌠꉂꏣꋍꈐꏭꑌꉆꂯ？

18ꀉꑳꊈꀋ！ꉪꊇꐮꉂꐮꅉꌠꆹ，ꅇꂷ

ꌋꆀꉐꆂꇬꀉꄂꐊꀋꉆ，ꃅꐨꑽꑌꇬ

ꌋꆀꉌꂵꀋꎪꀋꑴꌠꇬꄉꐮꉂꐮꅉ

ꌶ。 

11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
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
12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
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
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
弟的行为是善的。13弟兄们，世
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希奇。
14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
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
仍住在死中。15凡恨他弟兄的，
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
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16主
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
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
命。17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
兄穷乏，却塞住怜恤的心，爱
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18孩
子们哪，我们相爱，不要只在
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
诚实上。 

 

ꏃꃅꌋꂾꄉꉌꂵꇗꄃꀕ 在神面前安稳 
19ꄚꇬꄉ，ꉪꊇꆹꇗꅉꃶꐚꌠꃤꉬ

ꌠꑠꉪꅉꐚꀐ，ꄷꀋꁧꉪꊇꉌꃀꆹꏃꃅ

ꌋꂾꄉꇗꄃꀕꉆ。20ꀋꄸꄷ，ꉪꊇꉌ

19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
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
可以安稳。20我们的心若责备我



ꒀꉴꄯꒉꋍꁬꀕꌠ  4 753 约翰一书  4 

 

ꃀꀱꉪꊨꏦꅑꀵꑲꆏ，ꏃꃅꌋꆹꉪꉌ

ꃀꏭꀋꋌꃅꇰꀋꃀ，ꑞꌤꑌꋌꇫꅉꀋ

ꐚꌠꀋꐥ。21ꉂꇁꅉꌠꃺꑌꊈꀋ！ꀋ

ꄸꄷ，ꉪꊇꉌꃀꉪꊨꏦꏭꅑꀋꀵꑲꆏ，

ꉪꊇꏦꃅꏦꅍꀋꐥꃅꏃꃅꌋꂾꑟꉆ

ꀐ。22ꉈꑴꆏ，ꉪꊇꏃꃅꌋꁵꅇꇬꍬ，

ꌤꆿꋍꉌꃹꌠꃅꐛꅹ，ꏃꃅꌋꆹꉪꊇ

ꋍꏭꈀꇖꈁꂟꌠꃅꋌꄻꉪꇖꌠꉬ。

23ꏃꃅꌋꁵꅇꆹꑠꉬ：ꉪꊇꁳꋍꌺꑳꌠ

ꏢꄖꂓꑇ，ꄷꀋꁧ，ꋌꄻꉪꈀꇖꌠꁵ

ꅇꈧꌠꇬꈴꄉꐮꉂꐮꅉꎻ。24ꊿꏃꃅ

ꌋꁵꅇꇬꍬꌠꆹꏃꃅꌋꈐꏭꐥ，ꏃꃅ

ꌋꑌꋍꈐꏭꐥ。ꏃꃅꌋꉪꈐꏭꐥꌠꉪ

ꅉꐚꌠꆹ，ꋌꄻꉪꇖꌠꌃꎔꒌꐛꅹ

ꉬ。 

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
没有不知道的。21亲爱的弟兄
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
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22并且
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
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
行他所喜悦的事。23神的命令就
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
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
彼此相爱。24遵守神命令的，就
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
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
里面，是因为他所赐给我们的
圣灵。 

 

ꏃꃅꌋꒌꌋꆀꏢꄖꄙꊿꒌ 神的灵和敌基督的灵 

4 ꉂꇁꅉꌠꃺꑌꊈꀋ！ꒌꇬꈀꐥꌠ

ꃅꆍꇬꑅꌐꀋꉆ，ꒌꀊꋨꈨꏃꃅ 4 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
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 

ꌋꄷꄉꇁꌠꉬꅀꀋꉬꌠꎖꉚꇬꎷ；ꑞ

ꃅꆏ，ꋧꃅꋋꂷꇬꅉꄜꊿꃶꀋꐚꌠꈍ

ꑋꃅꇫꅐꇁꀐ。2ꒌꑳꌠꏢꄖꇭꀧꎸ

ꃤꐛꄉꇁꀐꌠꑠꈀꉉꏚꌠꆏ，ꒌꏃꃅ

ꌋꄷꄉꇁꌠꉬ；ꄚꇬꄉ，ꆍꊇꆹꏃꃅꌋ

ꒌꆍꌧꅐꇁꉆ。3ꒌꑳꌠꏢꄖꉉꀋꏚ

ꌠꆏ，ꏃꃅꌋꄷꄉꇁꌠꀋꉬ，ꋋꆹꏢꄖ

ꄙꊿꂶꌠꒌꉬ。ꆍꊇꀋꉊꂴꏭꋌꇁ

ꂿꄷꌠꆍꊌꈨꀐ，ꀋꃅꋋꆹꋧꃅꇬꐥ

ꀐ。4ꀉꑳꊈꀋ！ꆍꊇꆹꏃꃅꌋꃤꉬ，

ꄷꀋꁧꋀꊇꄩꊋꀐ，ꑞꃅꆏ，ꆍꊇꈐꏭ

ꀀꀊꋨꂷꆹꋧꃅꇬꐥꀊꋨꂷꏭꀋꋌꃅ

ꇰꀋꃀ。5ꋀꊇꆹꋧꃅꃤꉬ，ꑠꅹ，ꋀ

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
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
2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
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
可以认出神的灵来。3凡灵不认
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
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
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
4孩子们哪，你们是属神的，并
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
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
5他们是属世界的，所以论世界
的事，世人也听从他们。6我们



ꒀꉴꄯꒉꋍꁬꀕꌠ  4 754 约翰一书  4 
 

ꊇꌤꋧꃅꃤꉉꍣ，ꋧꃅꃰꊿꑌꋀꅇ

ꅲ。6ꄚ，ꉪꊇꆹꏃꃅꌋꃤꉬ，ꊿꏃꃅ

ꌋꋀꌧꌠꆏꉪꅇꅲ；ꊿꏃꃅꌋꃤꀋꉬ

ꈧꌠꆏꉪꅇꀋꅲ。ꄚꇬꄉ，ꉪꊇꆹꃶ

ꐚꌠꒌꌋꆀꈰꏅꌠꒌꉪꌧꅐꇁꉆꀐ。 

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
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
们。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
灵和谬妄的灵来。 

 

ꏃꃅꌋꆹꉂꐪꉬ 神是爱 
7ꉂꇁꅉꌠꃺꑌꊈꀋ！ꉪꊇꆹꐮꉂ

ꐮꅉꄡꑟ，ꑞꃅꆏ，ꉂꐪꆹꏃꃅꌋꄷ

ꄉꇁꌠꉬ，ꊿꉂꏣꑌꌠꆹꉬꇮꃅꏃꃅ

ꌋꇬꄉꒆꌠꉬ，ꄷꀋꁧꏃꃅꌋꑌꋀ

ꌧ。8ꊿꉂꏣꀋꑌꌠꆏ，ꏃꃅꌋꋌꇬ

ꀋꌧ，ꑞꃅꆏ，ꏃꃅꌋꆹꉂꐪꉬ。9ꏃ

ꃅꌋꋍꌺꄂꋌꁆꋧꃅꎼꇁꄉ，ꉪꁳꋍ

ꇇꄧꈴꄉꀑꇬꊌꎻ，ꏃꃅꌋꄷꄉꇁꌠ

ꉂꏣꉪꊇꈐꏭꄉꑠꃅꄇꇖꀕꀐ：10ꉪꊇ

ꏃꃅꌋꉂꌠꀋꉬꃅ，ꏃꃅꌋꉪꊇꉂ

ꌠ，ꋌꋍꌺꋌꊪꌊꉪꑽꃤꋊꌠꆦꑝꅍ

ꄻꀐ，ꋍꑠꆹꉂꐪꉬꀐ。11ꉂꇁꅉꌠ

ꃺꑌꊈꀋ！ꏃꃅꌋꑠꃅꉪꊇꉂꑲꆏ，ꉪ

ꊇꑌꐮꉂꐮꅉꄡꑟ。12ꊿꐥꅷꇁꇬꏃ

ꃅꌋꋌꂿꋺꂷꀋꐥ，ꄚ，ꀋꄸꄷꉪꊇ

ꐮꉂꐮꅉꑲꆏ，ꏃꃅꌋꑌꉪꊇꈐꏭ

ꀀ，ꋍꄷꄉꇁꌠꉂꏣꑌꉪꊇꈐꏭꄉꐛ

ꒆꀐ。13ꏃꃅꌋꆹꋍꒌꋌꄖꉪꊇꇖ，

ꄚꇬꄉ，ꉪꊇꋍꈐꏭꀀ，ꋋꑌꉪꈐꏭꀀ

ꌠꉪꅉꐚꀐ。14ꀉꄉꂶꌠꆹꌺꋌꊪꌊ

ꋧꃅꃰꊿꈭꋏꌋꃅꇁ，ꑠꆹꉪꊇꂿꇈꇫ

ꅇꊪꌬꌠꉬ。15ꊿꑳꌠꆹꏃꃅꌋꌺꉬ

ꃅꉉꏚꌠꆏ，ꏃꃅꌋꋍꈐꏭꀀ，ꋋꑌꏃ

ꃅꌋꈐꏭꀀ。16ꏃꃅꌋꉪꉂꌠꉌꃀ

ꆹ，ꉪꅈꑌꅉꐚ，ꑇꑌꇬꑅ。 

7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
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
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
生，并且认识神。8没有爱心
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
爱。9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
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
的心在此就显明了。10不是我们
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
儿子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
这就是爱了。11亲爱的弟兄啊，
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
彼此相爱。12从来没有人见过
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
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
里面得以完全了。13神将他的灵
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
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
面。14父差子作世人的救主，这
是我们所看见且作见证的。15凡
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
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16神
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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ꏃꃅꌋꆹꉂꐪꉬ，ꉂꐪꇬꀀꌠꆏ，

ꏃꃅꌋꈐꏭꀀꌠꉬ，ꏃꃅꌋꑌꋍꈐꏭ

ꀀ。17ꑠꃅꄉ，ꉂꐪꆹꉪꊇꈐꏭꄉꐛ

ꒆꄎꄉ，ꀞꇽꄹꉇꆏ，ꉪꊇꏦꃅꏦꅍ

ꀋꐥꉆ；ꑞꃅꆏ，ꋌꈍꃅꐙꆏ，ꉪꊇꋧ

ꃅꋋꂷꐥꇬꑌꈍꃅꐙ。18ꉂꐪꈐꏭꆹ

ꏸꏦꅍꀋꐥ；ꉂꐪꐛꒆꑲꆏ，ꏸꏦꅍ

ꋌꌩꎳꇫꎭ，ꑞꃅꆏ，ꏸꏦꅍꈐꏭꆹꑗ

ꉘꇫꐊ；ꊿꏸꏦꌠꆹꉂꐪꈐꏭꄉꐛꀋ

ꒆꑴꌦ。 

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
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
里面。17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
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
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
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18爱里没
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
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
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 

19ꉪꊇꉂ，ꑞꃅꆏ，ꏃꃅꌋꂴꉪ

ꉂ。20ꀋꄸꄷ，ꊾꂷ“ꉢꏃꃅꌋ

ꉂ”ꄷ，ꄚ，ꋌꀱꌊꋍꃺꑌꌁꑷꇬꆹ，

ꋋꆹꊾꈱꊾꏅꂷꉬ；ꋌꈀꂿꌠꃺꑌꇯ

ꋌꇬꀋꉂꑲꆏ，ꋌꇬꀋꂿꌠꏃꃅꌋꆹ

ꋌꇫꉂꀋꄐ（ꀊꆨꏂꀨꋍꈨꇬꆏ“ꋌꈍꃅꋌꇬꀋꂿ

ꌠꏃꃅꌋꉂꄎꂯ？”ꃅꅑ）。21ꏃꃅꌋꉂꌠ

ꆏ，ꃺꑌꀕꉂꄡꑟ，ꑠꆹꉪꊇꏃꃅꌋꄷ

ꄉꊪꊊꌠꁵꅇꉬ。 

19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
们。20人若说：“我爱神”，却恨
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
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
没有看见的神（有古卷作“怎能爱没有

看见的神呢？”）。21爱神的，也当
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
命令。 

 

ꑇꐨꉌꊋꋧꃅꄩꊋ 信心胜过世界 

5 ꊿꑳꌠꆹꏢꄖꉬꌠꈁꑇꌠꆏ，ꐯ

ꇯꏃꃅꌋꇬꄉꒆꌠꉬ，ꊿꈀꄸꂷ 
5 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

神而生，凡爱生他之神的， 
ꋋꒆꌠꏃꃅꌋꉁꆏ，ꋌꀋꎪꃅꏃꃅꌋ

ꈀꒆꎼꇁꈧꌠꑌꉂꌠꉬ。2ꉪꊇꀋꄸ

ꄷꏃꃅꌋꉂꇈ，ꉈꑴꋍꏥꏦꇬꍬꑲ

ꆏ，ꄚꄉꉪꊇꏃꃅꌋꌳꃈꅮꉂꌠꑠꉪ

ꅉꐚ。3ꉪꊇꏃꃅꌋꏥꏦꇬꍬ，ꑠꆹꋋ

ꉂꀐꌠꉬ，ꄷꀋꁧꋍꏥꏦꆹꍬꊋꌠꀋ

ꉬ。4ꑞꃅꆏ，ꏃꃅꌋꄷꄉꈀꒆꌠꆹꋧ

ꃅꄩꊋꌠ；ꉪꁳꋧꃅꄩꊋꎻꌠꆹꉪꑇꐨ

ꉌꊋꉬ。5ꑠꉬꑲꆏ，ꊿꋧꃅꄩꊋꌠꆹ

也必爱从神生的。2我们若爱
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
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3我们遵
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
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4因
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
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
的信心。5胜过世界的是谁呢？
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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ꈀꄸꉬ？ꊿꑳꌠꆹꏃꃅꌋꌺꉬꌠꑇꈧ

ꌠꀋꉬꅀ？ 
 

ꏃꃅꌋꋍꌺꎁꃅꅇꊪꌬ 神为他儿子作见证 
6ꀆꐒꌋꆀꌦꅪꇇꄧꈴꄉꇁꂶꌠꆹ

ꑳꌠꏢꄖꉬ；ꋋꆹꀆꐒꀉꄂꌬꌠꀋꉬ

ꃅ，ꀆꐒꌋꆀꌦꅪꐯꇯꌬꌠꉬ。7ꄷ

ꀋꁧ，ꌃꎔꒌꑌꇫꅇꊪꌬ，ꑞꃅꆏ，ꌃ

ꎔꒌꆹꇗꅉꃶꐚꌠꉬ。8ꅇꊪꌬꌠꑴ

ꅉꆹꌕꑵꐥ，ꋋꆹꌃꎔꒌ、ꀆꐒꌋꆀ

ꌦꅪꉬ，ꋋꌕꑵꑌꐯꇯꂿꄐꋍꑵꐥ。

9ꉪꊇꊿꈀꌬꌠꅇꊪꉪꇫꊪꑲꆏ，ꉪꊇ

ꆹꏃꃅꌋꈀꌬꌠꅇꊪꀊꅰꃅꉪꇫꊪꄡ

ꑟ（“ꇫꊪꄡꑟ”ꑝꇂꉙꇬꆏ“ꀉꒉ”ꃅꅑ），ꑞ

ꃅꆏ，ꏃꃅꌋꅇꊪꆹꋌꋍꌺꎁꃅꌬ

ꌠ。10ꊿꏃꃅꌋꌺꈁꑇꌠꆏ，ꅇꊪꋌ

ꑵꋍꉌꃀꇬꑌ；ꏃꃅꌋꀋꑇꌠꆏ，ꏃꃅ

ꌋꋌꇱꌌꈰꏅꌠꃅꄉ，ꑞꃅꆏ，ꏃꃅ

ꌋꋍꌺꎁꃅꅇꊪꌬꌠꋀꇬꀋꑇ。11ꈀ

ꌬꌠꅇꊪꆹꑠꉬ：ꐩꋊꐩꍂꀑꇬꏃꃅꌋ

ꄻꉪꊇꇖꀐ，ꐩꋊꐩꍂꀑꇬꑠꆹꋍꌺꈐ

ꏭꑌꀕꌠꉬ。12ꊿꏃꃅꌋꌺꐥꌠꆏꀑ

ꇬꐥꀐ；ꏃꃅꌋꌺꀋꐥꌠꆏꀑꇬꀋ

ꐥ。 

6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
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乃
是用水又用血，7并且有圣灵作
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8作
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圣灵、
水与血，这三样也都归于一。
9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神的见
证更该领受了（“该领受”原文作

“大”），因神的见证是为他儿子作
的。10信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
在他心里；不信神的，就是将
神当作说谎的，因不信神为他
儿子作的见证。11这见证就是神
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
他儿子里面。12人有了神的儿子
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
有生命。 

 

ꌧꇐꂿꇐꐩꋊꐩꍂꌠ 永生的知识 
13ꉢꄯꒉꁱꌊꆍꊇꊿꏃꃅꌋꌺꑇ

ꋋꈨꁵ，ꆍꁳꆍꊇꐩꋊꐩꍂꀑꇬꐥꌠ

ꑠꅉꐚꎻ。14ꀋꄸꄷ，ꉪꊇꋍꉪꐪꇬ

ꈴꄉꇖꑲꆏ，ꉪꊇꑞꇖꌠ，ꋌꉪꊇꅇ

ꅲ，ꑠꆹꉪꊇꋍꂾꄉꏦꅍꀋꐥꌠꉌꃀꑌ

ꌠꉬ。15ꏃꃅꌋꉪꊇꈀꇖꂟꌠꑠꅲꌠ

13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
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
道自己有永生。14我们若照他的
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
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
心。15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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ꉪꅉꐚꑲꆏ，ꉪꊇꑞꇖꑞꂟꄿꂿ，ꋌ

ꄻꉪꊇꀋꇖꅍꀋꐥꌠꑌꉪꅉꐚꀐ。

16ꊾꂷꀋꄸꄷꋍꃺꑌꌦꃤꀋꑟꌠꑽꃤ

ꑠꃅꌠꋌꊌꂿꑲꆏ，ꋋꆹꑽꃤꃅꌠꃺ

ꑌꂶꌠꎁꃅꈼꂟꄡꑟ，ꑠꃅꑲꆏ，ꏃꃅ

ꌋꆹꀋꎪꃅꀑꇬꋌꄻꋍꃺꑌꁵꌠꉬ；

ꄚ，ꌦꃤꑟꌠꑽꃤꐥ；ꉢꆍꊇꏯꑽꃤ

ꋌꑵꎁꃅꈼꂟꄡꑟꄷꀋꄹ。17ꌤꀋꑗ

ꀋꉬꌠꉬꇮꃅꑽꃤꉬꌐ，ꄚ，ꌦꃤꀋꑟ

ꌠꑽꃤꐥ。18ꉪꊇꅉꐚꌠꆹ，ꏃꃅꌋ

ꄷꄉꒆꌠꆏ，ꀋꎪꃅꑽꃤꀋꃅ，ꏃꃅ

ꌋꄷꄉꒆꌠꆏ，ꀋꎪꃅꊨꏦꀧꌋꃅ（ꑝ

ꇂꉙꇬꆏ“ꏃꃅꌋꄷꄉꒆꀊꋨꂷꆹꀋꎪꃅꋋꀧꌋꃅ”

ꄷꅑ），ꄷꅠꂶꌠꑌꋌꉮꀋꄐ。19ꉪꊇ

ꅉꐚꌠꆏ，ꉪꊇꆹꏃꃅꌋꃤꉬ，ꋧꃅꋋ

ꂷꉬꇮꄷꅠꂶꌠꇇꈐꀀꌐ。20ꉪꊇꑌ

ꏃꃅꌋꌺꇁꀐꌠꉪꅉꐚ，ꄷꀋꁧ，ꌧꅍ

ꂿꅍꄖꉪꇖꄉ，ꉪꁳꃶꐚꀊꋨꂷꌧ

ꎻ；ꉪꊇꑌꃶꐚꂶꌠꈐꏭꐥ，ꑠꆹꋍꌺ

ꑳꌠꏢꄖꈐꏭꐥꄷꌠ。ꋋꆹꏃꃅꌋꃶ

ꐚꌠ，ꐩꋊꐩꍂꀑꇬꑌꉬ。21ꀉꑳꊈ

ꀋ！ꆍꊇꑴꌠꊨꏦꈯꊨꏦꌅꃅꄉ，ꌩ

ꁱꇓꁱꂾꄡꒉ。 

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
的，无不得着。16人若看见弟兄
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
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
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
祈求。17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但
也有不至于死的罪。18我们知道
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
生的，必保守自己（原文作“那从神

生的必保护他”），那恶者也就无法
害他。19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
的，全世界都卧在那恶者手
下。20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
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
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
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
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
神，也是永生。21孩子们哪，你
们要自守，远避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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ꋬꂻꄜ 问候 
1ꅡꈭꌟꒉꄻꌠꄯꒉꁱꏃꃅꌋꇱꌊ

ꄻꄉꌠꌌꃀ（“ꌌꃀ”ꅀ“ꑇꊿꏓꉻ”ꃄꑌꄿ，

ꄚꐰꑌꐯꌟ）ꌋꆀꋍꌳꃈꅮꁵ，ꋋꆹꉢꉌꂵ

ꀋꎪꀋꑴꃅꇫꉂꌠꉬ；ꉢꀉꄂꇫꉂꌠ

ꀋꉬꃅ，ꊿꇗꅉꃶꐚꌠꈁꌧꈧꌠꑌꇫ

ꉂꌠꉬ。2ꉪꊇꆍꉂꌠꆹꇗꅉꃶꐚꌠ

ꐛꅹꃅꌠ，ꇗꅉꃶꐚꌠꋋꈨꆹꄻꉪꊇ

ꉌꂵꇬꊐꄉ，ꉈꑴꀋꎪꃅꐩꋊꐩꍂꃅ

ꉪꊇꌋꆀꐯꈽꐥ。3ꑆꊋ、ꉈꁒꑓ

ꊰ、ꋬꂻꈨꅪꑠꆹꏃꃅꌋꀉꄉꌋꆀꋍ

ꌺꑳꌠꏢꄖꄷꄉꅐꇁꇈ，ꇗꅉꃶꐚꌠ

ꌋꆀꉂꐪꇇꄧꈴꄉ，ꀋꎪꃅꅉꀕꃅꉪ

ꈽꐥ。 

1作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
太太（“太太”或作“教会”下同）和她的
儿女，就是我诚心所爱的；不
但我爱，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
人所爱的。2爱你们是为真理的
缘故，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
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3恩惠、
怜悯、平安从父神和他儿子耶
稣基督，在真理和爱心上必常
与我们同在。 

 

ꇗꅉꃶꐚꌠꌋꆀꉂꐪ 真理和爱 
4ꉡꆹꅽꌳꃈꅮꋍꈨꋋꈨ，ꀉꄉꄻ

ꉪꈁꁵꌠꁵꅇꇬꈴꄉꇗꅉꃶꐚꌠꈝꃀ

ꍬꌠꉢꊌꂿ，ꑠꅹ，ꉢꇿꌦꄉꏽ。5ꌌ

ꃀꀋ！ꀋꃅꉢꅽꏯꉉ，ꉪꊇꈀꄸꑌꐮ

4我见你的儿女，有照我们
从父所受之命令遵行真理的，
就甚欢喜。5太太啊，我现在劝
你，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这



ꒀꉴꄯꒉꑍꁬꀕꌠ   759 约翰二书   

 

ꉂꐮꅉꃅꐥꄡꑟ。ꉢꁱꆏꁳꌠꆹꁵꅇ

ꀊꏀꏢꀋꉬꃅ，ꁵꅇꇬꂾꇬꇯꆐꉪꊪ

ꊊꏡꌠꉬ。6ꀋꄸꄷ，ꉪꊇꋍꁵꅇꈴꄉ

ꃅꑲꆏ，ꑠꆹꉂꐪꉬ。ꆍꊇꉘꃀꇬꈀ

ꈨꇈꃅꄡꑟꌠꆏ，ꁵꅇꋋꏢꉬ。 

并不是我写一条新命令给你，
乃是我们从起初所受的命令。
6我们若照他的命令行，这就是
爱。你们从起初所听见当行
的，就是这命令。 

7ꑞꃅꆏ，ꋧꃅꋋꂷꇬꊾꁍꃕꌠꈍ

ꑋꃅꇫꅐꇁ，ꑳꌠꏢꄖꇭꀧꐛꄉꇁꀐ

ꌠꑠꋀꇫꉉꀋꏚ；ꑠꆹꊾꁍꃕ、ꏢꄖ

ꄙꂶꌠꉬ。8ꆍꊇ(ꀊꆨ꒰ꀨꋍꈨꇬ“ꉪꊇ”ꃅꅑ)

ꋓꉪꁨꄉ，ꆍꊇꈀꃅꈧꌠꄝꆘꅝꇬꄡ

ꎭꃅ，ꆍꁳꈁꁠꊌꅍꇎꐯꇎꌠꊪꊊ

ꎻ。9ꊿꏢꄖꉙꅇꂘꅇꄩꐂꇈꅉꀕꃅ

ꇬꍪꄉꀋꃅꌠꆹ，ꏃꃅꌋꋍꈐꏭꀋꐥ；

ꊿꅉꀕꃅꉙꅇꂘꅇꋋꈨꇬꍬꌠꆹꀉꄉ

ꑌꐥ，ꌹꑌꐥ。10ꀋꄸꄷ，ꊿꆍꄷꇁ

ꇬ，ꉙꅇꂘꅇꋋꈨꄜꁊꌠꀋꉬꑲꆏ，ꆍ

ꊇꋋꋩꌊꀁꇬꄡꆹ，ꋍꏭꋬꂻꑌꄡ

ꄜ。11ꑞꃅꆏ，ꊿꋍꏭꋬꂻꄜꌠꆏ，

ꋍꄸꃅꅠꑽꌠꋀꃤꋍꁧꇫꐊꀐꌠꉬ。 

7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
出来，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
了肉身来的；这就是那迷惑
人、敌基督的。8你们要小心，
不要失去你们（有古卷作“我们”）所
做的工，乃要得着满足的赏
赐。9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
着的，就没有神；常守这教训
的，就有父又有子。10若有人到
你们那里，不是传这教训，不
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
安；11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
恶行上有分。 

 

ꄽꂫꇬꋬꂻꄜꅇ 最后问安 
12ꉢꌤꆿꀉꑌꐯꀉꑌꃅꁱꆍꊇꁵ

ꑴꌦ，ꄚ，ꉢꄯꒉꂷꋶꌌꁱꎼꇁꀋꏾ，

ꉢꇫꉘꇉꌠꆏ，ꉢꑭꄑꆍꄷꆹꇈ，ꆍꊇ

ꌋꆀꋍꈜꑌꄉꌧꈿꄉ，ꆍꁳꉌꇿꅍꇎ

ꐯꇎꎻꏾ。13ꈀꌋꈀꄻꄉꌠꅽꃺꃀꑌ

ꂵꌳꃈꅮꈧꌠꑌꐯꇯꅽꏯꋬꂻꄜ。 

12我还有许多事要写给你
们，却不愿意用纸墨写出来，
但盼望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当
面谈论，使我们（有古卷作“你们”）

的喜乐满足。13你那蒙拣选之姐
妹的儿女都问你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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ꒀꉴꄯꒉꌕꁬꀕꌠ 

约翰三书 

  

ꋬꂻꄜ 问安 
1ꅡꈭꌟꒉꄻꌠꄯꒉꁱꉂꇁꅉꌠꇠ

ꑿꁵ，ꋋꆹꉢꉌꂵꀋꎪꀋꑴꃅꇫꉂꂶ

ꌠꉬ。2ꉂꇁꅉꌠꃺꑌꀋ！ꆏꑴꌠꅽ

ꒌꆠꌄꆣꌠꌟꃅ，ꅽꌤꆿꈀꐥꃅꌄ

ꆣ，ꇭꀧꈮꑆꅊꇈ。3ꃺꑌꈨꇁꌊꉠ

ꄹꄉꅽꉌꃀꇬꇗꅉꃶꐚꌠꑌ，ꄷꀋ

ꁧ，ꆏꈍꃅꇗꅉꃶꐚꌠꇬꍬꄉꃅꌠꑠ

ꊩꀽꉡꇰꇁꀐ，ꑠꃅꄉ，ꉢꉌꇿꐯꉌ

ꇿ。4ꉢꈨꇬ，ꉠꌳꃈꅮꈧꌠꇗꅉꃶ

ꐚꌠꇬꍬꄉꃅꄷ，ꉠꉌꇿꐨꑠꏭꀋꋌ

ꌠꀋꐥꀐ。 

1作长老的写信给亲爱的该
犹，就是我诚心所爱的。2亲爱
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
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
一样。3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
的真理，正如你按真理而行，
我就甚喜乐。4我听见我的儿女
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
有比这个大的。 

 

ꋨꏦꌋꆀꄘꑣ 愿意和反对 
5ꉂꇁꅉꌠꃺꑌꀋ！ꆏꃺꑌꈛꎼꈜ

ꈴꈧꌠꏭꈀꃅꌠꆹꉬꇮꃅꀋꎪꀋꎙꌠ

ꉬ。6ꋀꊇꆹꑇꊿꏓꉻꂾꄉꅽꉂꐪꊩ

ꀽꀐ；ꆏꏃꃅꌋꉌꃹꐨꇬꈴꄉ，ꋀꇇ

ꀤꄉꋀꁳꁨꏭꁧꎻꑲꆏ，ꑠꆹꉾꌠꉬ

ꀐ。7ꑞꃅꆏ，ꋀꊇꆹꌋꂓ（ꑝꇂꉙꇬꆹ

5亲爱的兄弟啊，凡你向作
客旅之弟兄所行的，都是忠心
的。6他们在教会面前证明了你
的爱；你若照神所喜欢的，帮
助他们往前行，这就好了；7因
他们是为主的名（原文作“那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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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ꂓꂶꌠ”ꃅꅑ）ꎁꃅꉈꏭꁧꌠꉬ，ꋀꊇꆹ

ꉇꉻꊿꄷꑞꍈꑌꀋꈁ。8ꑠꅹ，ꉪꊇꆹ

ꃺꑌꑠꃅꐙꌠꋨꏦꄉ，ꉪꁳꋀꊇꈿꄉ

ꇗꅉꃶꐚꌠꎁꃅꌤꃅꎻꄡꑟ。 

外，对于外邦人一无所取。8所
以我们应该接待这样的人，叫
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 

9ꄯꒉꀑꐱꃅꉢꁱꑇꊿꏓꉻꁵꋺ，

ꄚ，ꑇꊿꏓꉻꇬꌟꒉꄻꏾꌠꄂꄯꃏꉪ

ꀋꋩꉪꀋꏦ。10ꑠꅹ，ꀋꄸꄷꉢꇁꑲ

ꆏ，ꉢꀋꎪꃅꌤꋌꈀꃅꌠꉉꎼꇁ，ꋋꆹ

ꅇꄸꉐꄸꌌꉪꊇꊂꀠ；ꋍꑠꀉꄂꇯꀋ

ꉬꃅ，ꋍꊨꏦꆹꃺꑌꈧꌠꀋꋩꀋꏦ，

ꊿꃺꑌꈧꌠꋨꏦꏾꌠꐥꇬꑌ，ꋌꇫꏢ

ꇬꇋ，ꄷꀋꁧ，ꊿꃺꑌꋨꏦꏾꈧꌠꑇ

ꊿꏓꉻꇬꄉꋌꈹꇫꎭ。 

9我曾略略地写信给教会，
但那在教会中好为首的丢特腓
不接待我们。10所以我若去，必
要提说他所行的事，就是他用
恶言妄论我们；还不以此为
足，他自己不接待弟兄，有人
愿意接待，他也禁止，并且将
接待弟兄的人赶出教会。 

11ꉂꇁꅉꌠꃺꑌꀋ！ꄷꅠꌠꄡꌷ

ꃅ，ꂄꎔꌠꀉꄂꌷ。ꂄꃅꎔꏿꌠꆹꏃ

ꃅꌋꃤ；ꄸꃅꅠꑽꌠꆹꐥꅷꇁꏃꃅꌋ

ꋀꋋꂿꀋꋻ。12ꄃꂰꄂꂄꃅꎔꏿ，ꉹ

ꁌꋍꎁꃅꅇꊪꌬ，ꉈꑴꇗꅉꃶꐚꌠꑌ

ꋍꎁꃅꅇꊪꌬ；ꉪꊇꂯꋍꎁꃅꅇꊪꌬ，

ꆎꑌꉪꈀꌬꌠꅇꊪꆹꇯꍝꌠꆏꅉꐚ。 

11亲爱的兄弟啊，不要效法
恶，只要效法善。行善的属乎
神；行恶的未曾见过神。12低米
丢行善，有众人给他作见证，
又有真理给他作见证；就是我
们也给他作见证，你也知道我
们的见证是真的。 

 

ꄽꂫꇬꋬꂻꄜꅇ 最后的问安 
13ꉠꑴꅉꃅꇬꆹ，ꉢꌤꆿꈍꑋꈨꁱ

ꆏꁳꅍꐥ，ꄚ，ꉢꄯꒉꂷꋶꌊꁱꆏꁳꀋ

ꏾ。14ꉡꆹꀊꉗꀋꐛꃅꆎꂿꄉꉪꊇꐯ

ꇯꋍꈜꄉꌧꈿꌠꇁꉚ。15ꆏꋬꂻꈨꅪ

ꅊꇈ。ꐋꀨꄚꇬꈀꐥꌠꃅꅽꏯꋬꂻ

ꄜ。ꆏꑴꌠꉠꁧꎁꃅꊾꂓꇬꈴꄉꐋ

ꀨꈧꌠꏭꋬꂻꄜꅊꇈ。 

13我原有许多事要写给你，
却不愿意用笔墨写给你，14但盼
望快快地见你，我们就当面谈
论。15愿你平安。众位朋友都问
你安。请你替我按着姓名问众
位朋友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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ꒀꄊꄯꒉ 

犹大书 

  

ꋬꂻꄜ 问安 
1ꑳꌠꏢꄖꁏꐚ，ꑸꇱꀁꑳꒀꄊ，

ꄯꒉꁱꊿꇳꍝꄉꇈ，ꏃꃅꌋꀉꄉꄷꄉ

ꉂꐪꊌ，ꑳꌠꏢꄖꎁꃅꐏꁇꄉꈧꌠ

ꁵ。2ꉈꁒꑓꊰ、ꋬꂻꈨꅪ、ꉌꆓ

ꉂꐪꑠꀉꑌꃅꄻꇬꇯꄉꆍꊇꁵꅊꇈ。 

1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
弟兄犹大，写信给那被召、在
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
的人。2愿怜恤、平安、慈爱，
多多地加给你们。 

 

ꂘꃀꃶꀋꐚꌠꀞꇽ 审判假教师 
3ꉂꇁꅉꌠꃺꑌꊈꀋ！ꉢꊋꇤꄉꄯ

ꒉꁱꆍꁳ，ꉉꅷꉪꊇꐯꇯꈭꋏꊌꌠꃆ

ꂮꑞꄮꇬꆏ，ꄯꒉꁱꆍꁳꄉ，ꆍꏭꀋꉊ

ꋍꃢꃅꏮꌃꎔꌺꁵꌠꇗꅉꇯꍝꈧꌠꎁ

ꃅꄉ，ꊋꇤꄉꅔꀥꄷꀋꉉꀋꉆ。4ꑞ

ꃅꆏ，ꊾꈨꆈꌊꈏꃹꇁ，ꋀꊇꆹꀃꌋꀊ

ꆨꇯꆐꌌꎭꃚꍈꃅꏤꄉꈧꌠꉬ，ꋀꊇ

ꆹꏃꃅꌋꀋꑇꀋꏦ，ꉪꏃꃅꌋꑆꊋꋀ

ꄺꀱꌊꎲꏾꅍꈁꏾꃅꌠꊜꋽꄮꐛ，ꄷ

ꀋꁧ，ꀉꄂꀕꃅꌄꇤꌠꉪꌋꑳꌠꏢꄖ

ꋀꇫꉉꀋꏚ。 

3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
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
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
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
真道竭力地争辩。4因为有些人
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
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
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
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
稣基督。 

5ꀋꉊꂴꏭ，ꌊꆹꋍꉹꁌꉞꏹꄉꋌ 5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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ꈭꋏꌊꇁ，ꊁꆏ，ꊿꀋꑇꈧꌠꋌꈔꋏꇫ

ꎭꀐ。ꌤꋋꈨꈀꐥꃅꆍꅉꐚꌐꑴꇬ，

ꉢꄡꇗꆍꏭꌗꋏ。6ꉈꑴꉬꉎꊩꌺꊨ

ꏦꉆꅉꀋꉆ、ꊨꏦꀀꅉꀋꀀꈧꌠ，ꎸ

ꉗꌌꌋꇱꎤꄉꇈ，ꐩꋊꐩꍂꃅꋌꈢꆈ

ꋧꋪꅉꊐꄉꄽꂫꀞꇽꄹꉇꌠꇁꉚ。

7ꉈꑴꊿꌙꄏꂷꇓꈓ、ꀒꃀꇁꇓꈓꌋ

ꆀꇓꈓꀊꈫꀊꇋꇬꀀꈧꌠ，ꅉꀕꃅꎼ

ꃅꃏꑽ，ꇭꀧꐯꀋꌡꌠꎲꏾꅍꊂꈹꇬ

ꎷ，ꑠꅹ，ꋀꊇꆹꃆꄔꐩꋊꐩꍂꃅꀋꑍ

ꀋꈤꌠꌌꐗꌠꑗꉘꊝ；ꋍꑠꊿꌌꋓꉪ

ꁨꅍꃅꄉ。 

及地，后来就把那些不信的灭
绝了。这一切的事，你们虽然
都知道，我却仍要提醒你们。
6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
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
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
判。7又如所多玛、蛾摩拉和周
围城邑的人，也照他们一味地
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就受
永火的刑罚，作为鉴戒。 

8ꊿꀄꂼꂻꋋꈨꑌꋀꊇꌟꃅꇭꀧ

ꇬꍍꆀ，ꋀꌟꒉꌠꂾꏭꄙꑣ，ꉬꉎꐥ

ꈧꌠꊂꍍꋉꄸꄀ。9ꉬꉎꊩꌺꌟꒉꂰ

ꏦꇍꆹꃀꑭꂿꂶꌠꐛꅹꃅ，ꑊꋌꌌꁈ

ꌋꆀꐮꅔꀥꄮꇬꂯ，ꋌꍍꋉꄸꄀꅇꌌ

ꑊꋌꌌꁈꏭꊨꀖꀋꀬꃅ，ꋌ：“ꌋꆎ

ꅑꀵꇁꅊꇈ！”ꄷꀉꄸꄹ。10ꄚ，ꊿ

ꋋꈨꆹꌤꆿꋀꊇꇫꅉꀋꐚꈧꌠꍍꋉꄸ

ꄀ；ꋀꊇꀕꅉꈀꅉꐚꌠꌤꆹꉪꇐꀋꑌ

ꌠꑋꁮꉆꁮꈧꌠꌋꆀꐯꌟ，ꋀꊇꆹꌤ

ꋋꈨꇬꄉꋀꊨꏦꀜꐆꀐ。11ꋀꊇꉮꃤ

ꐥꀐ！ꑞꃅꆏ，ꋀꊇꆹꇠꑱꈜꃀꏡꌠꇬ

ꍬꀐ，ꉈꑴꈲꏣꉪꄉ，ꋀꊇꇁꀠꇂꑽ

ꈜꏡꌠꇬꍬꄉꀋꆏꃅꀥꀐ，ꄷꀋꁧ，

ꋀꊇꆹꈌꇁꆼꁏꌠꈬꇬꄉꈔꑍꁧꀐ。

12ꊿꑠꃅꐙꌠꆍꈽꄉꉂꃅꃥꌵꅉꇬꄉ

ꋙꋠꇬ，ꋀꆹꎿꇓꌡ（“ꍍꋉ”ꄷꑌꉆ）。

ꋀꊇꊨꏦꀉꄂꉘꑲꌧ，ꏸꏦꅌꍈꇯꆏ

ꀋꐥ；ꋀꊇꆹꃅꄂꂷꉐꀋꑌꌠꉬꄉ，ꃅ

8这些做梦的人，也像他们
污秽身体，轻慢主治的，毁谤
在尊位的。9天使长米迦勒为摩
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
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罪责他，
只说：“主责备你吧！”10但这些
人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们
本性所知道的事与那没有灵性
的畜类一样，在这事上竟败坏
了自己。11他们有祸了！因为走
了该隐的道路，又为利往巴兰
的错谬里直奔，并在可拉的背
叛中灭亡了。12这样的人在你们
的爱席上与你们同吃的时候，
正是礁石（或作“玷污”），无所惧怕
地只知喂养自己；是没有雨的
云彩，被风飘荡；是秋天没有
果子的树，死而又死，连根被
拔出来；13是海里的狂浪，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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ꆳꇱꁏꌊꇬꏷꐺ；ꋀꊇꆹꃅꍵꄮꐰꌩ

ꁧꂶꂷꀋꅑꌠꉬꄉ，ꋍꃢꀋꄿꑍꃢꃅ

ꌦꇈꐴꀕꇬꄉꊿꇱꍠꎼꇁ；13ꋀꊇꆹꊨ

ꏦꎲꄏꌠꋌꆚꅔꅐꇁꌠꎿꃀꇬꒊꆱ

ꉬ；ꋀꊇꆹꄁꃰꏿꌠꃅꏸꉬ，ꃅꒉꆈꏸ

ꀕ、ꆈꋧꋪꌠꐩꋊꐩꍂꃅꋀꎁꃅꊏ

ꄉ。 

自己可耻的沫子来；是流荡的
星，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
存留。 

14ꑸꄉꊂꋊꌺꇖꏃꋏꋎꌠꑱꆍꑌ

ꊿꋋꈨꃆꂮꅉꄜꋺ，ꋌꄹꇬ：“ꇬ

ꉚ！ꌊꆹꋍꄙꀕꃪꀕꌠꌃꎔꌺꋌꏃꀁ

ꋌꐛꇁ，15ꋌꊿꇬꈀꐥꌠꇭꀧꀞꇽꇁ，

ꊿꏃꃅꌋꀋꑇꀋꏦꈧꌠꈀꃅꌠ，ꌋꀋ

ꑇꀋꏦꌠꌤꈀꐥꌠꊨꄅꃅꋌꇱꊩꀽꎼ

ꇁ，ꉈꑴꌋꀋꑇꀋꏦꌠꑽꊿꌌꋋꈌꄙ

ꉏꄙꌠꆸꉂꅇꈧꌠ，ꊨꄅꃅꋌꇱꊩꀽ

ꎼꇁ。16ꊿꋋꈨꈞꆈꄉꌞꊂꀠ，ꅉꀕ

ꃅꅫꏒꅇꉉ，ꊨꏦꇭꀧꎲꏾꅍꇬꈴꄉ

ꃅ，ꅇꂷꈌꒉꌠꉉ，ꊨꏦꈲꏣꉪꄉꊾ

ꍚꊾꑻ”ꄷ。 

14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
这些人说：“看哪！主带着他的
千万圣者降临，15要在众人身上
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
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
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
的刚愎话。16这些人是私下议
论，常发怨言的，随从自己的
情欲而行，口中说夸大的话，
为得便宜谄媚人。” 

 

ꅇꈪꊐꅇꌋꆀꈐꊟꊋꊡꅇ 警告和劝勉 
17ꉂꇁꅉꌠꃺꑌꊈꀋ！ꆍꊇꑴꌠ

ꅇꂷꉪꌋꑳꌠꏢꄖꁆꄻꊩꌺꀋꉊꂴꏭ

ꈁꉉꈧꌠꎺꄉ。18ꋀꊇꆍꏭꉉꋺ，ꋧ

ꃅꌐꂫꇬꆏ，ꀋꎪꃅꊿꁒꐀꄷꆏꏽꇴ

ꀕꇈ，ꊨꏦꏃꃅꌋꀋꑇꀋꏦꌠꏾꅍꇬ

ꍬꄉꃅꌠꑠꐥ。19ꑠꆹꊿꋌꎼꋯꀋꑌ

ꀊꋨꈨꉬ，ꋀꊇꆹꌦꑌꌗꑌꌠꃤ，ꌃꎔ

ꒌꋀꀋꐊ。20ꄚ，ꉂꇁꅉꌠꃺꑌꊈ

ꀋ！ꆍꊇꆏꋍꉎꀋꐥꃅꌃꎔꌠꇗꅉꇯ

ꍝꌠꇬꄉꊨꏦꄕꄻ，ꌃꎔꒌꇬꄉꈼ

ꂟ，21ꅉꀕꃅꊨꏦꁳꏃꃅꌋꉂꐪꈬꇬ

17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记
念我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
说的话；18他们曾对你们说过，
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
不敬虔的私欲而行。19这就是那
些引人结党，属乎血气，没有
圣灵的人。20亲爱的弟兄啊，你
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
己，在圣灵里祷告，21保守自己
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
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22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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ꐥꎻꄉ，ꉪꌋꑳꌠꏢꄖꉈꁒꑓꊰꅍꇁ

ꉚꅷꐩꋊꐩꍂꀑꇬꊌꄮꇬꑟ。22ꊿꉌ

ꂵꉪꄅꌠꐥꇬ，ꆍꊇꋀꎭꃅꉈꌶ；23ꊿ

ꋍꈨꋋꈨꆏ，ꆍꊇꑴꌠꃆꄔꇬꄉꋀꋌ

ꄉꋀꈭꋏ；ꊿꋍꈨꋋꈨꆏ，ꆍꊇꑴꌠ

ꉌꂵꏸꏦꏭꃅꋀꎭꃅꉈ；ꃢꈜꎲꏾꅍ

ꇱꍍꆀꌠꂯꆍꇫꉌꁕꄡꑟ。 

些人存疑心，你们要怜悯他
们；23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
来，搭救他们；有些人你们要
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连那被
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 

 

ꋬꂻꄜꅇ 祝福 
24ꏃꃅꌋꆍꊇꀧꌋꃅꄉꆍꁳꑬꎙ

ꀋꎽ，ꆍꁳꆐꀋꅑ、ꉌꇿꑓꇿꃅꋍꀑ

ꑊꁤꇅꀕꌠꂾꉆꎻ；25ꉪꌋꑳꌠꏢꄖ

ꐛꅹꃅ，ꀑꒉꑊꒉ、ꇰꀋꃀꌠ、ꊋ

ꃤ、ꌅꈌꑠꏮꉪꈭꋏꌋ、ꀉꄂꀕꌠ

ꏃꃅꌋꁵꌐꅊꇈ；ꑠꆹꁍꐛꏃꐛꂾ、

ꀃꑌꋋꄮ、ꊁꐩꋊꐩꍂꃅꋍꃤꉬ。

ꀊꂱ。 

24神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
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
他荣耀之前。25愿荣耀、威严、
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
基督归与我们的救主独一的
神，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
到永永远远。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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ꀖꀨꄯꒉ 

启示录 

 
ꇬꅇꌋꆀꋬꂻꄜꅇ 前言和问候 

1 ꑳꌠꏢꄖꀖꀨꅍꆹ，ꏃꃅꌋꄻꋋ

ꇖꄉ，ꋌꁳꌤꉆꐥꃅꇫꅐꇁꂯꀐ 1 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
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 

ꈧꌠꄐꌐꋍꁏꐚꈧꌠꀨꎻꌠ。ꉬꉎꊩ

ꌺꋌꇱꊪꌊꌤꑠꄻꋍꁏꐚꒀꉴꁳꅉꐚ

ꎻ。2ꒀꉴꆹꏃꃅꌋꇗꅉꌋꆀꑳꌠꏢ

ꄖꈀꌬꌠꅇꊪ，ꋌꇫꈀꂿꈧꌠꃅꋌꊩ

ꀽꎼꇁꌐ。3ꊿꄯꒉꋌꋐꇬꅉꄜꅇꀘ

ꌠꌋꆀꊿꌤꆿꁱꄯꒉꇬꄀꄉꈧꌠꈨꇈ

ꇬꍪꌠꆹ，ꐯꇯꌒꃤꊌꀐ，ꑞꃅꆏ，ꃅ

ꑍꑟꇁꂯꄉꀐ。 

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
者晓喻他的仆人约翰。2约翰便
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
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
来。3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
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
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 

4ꒀꉴꄯꒉꁱꑸꑭꑸꃅꄷꑇꊿꏓ

ꉻꏃꂷꌠꁵ：ꀋꉊꇯꆐꇫꐥꌠ、ꀋꃅ

ꇫꐥꌠ、ꋌꊂꈍꄮꑌꇫꐥꌠꏃꃅꌋꀕ

ꆀꋍꃰꃅꑋꅉꂾꒌꏃꂷꌠ，5ꉈꑴꀋꎪ

ꀋꑴꃅꅇꊪꌬꌠ、ꌦꃤꈬꇬꄉꇬꂾꇬ

ꀱꐥꇁꌠ、ꋧꃅꃰꃅꈧꌠꏲꂠꌠꑳꌠ

ꏢꄖꂶꌠ，ꋀꊇꑆꊋ、ꋬꂻꄻꆍꁳꅊ

ꇈ。 

4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
教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
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坐前的
七灵，5并那诚实作见证的，从
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
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
归与你们。 

ꋌꉪꊇꉂ，ꋌꋍꊨꏦꌦꅪꌌꉪꁳ 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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ꑽꃤꇔꎻ（“ꇔ”ꀊꆨ꒰ꀨꇬ“ꒈꋌꇫꎭ”ꃅꅑ

ꌠꐥ），6ꉈꑴꉪꁳꃰꃅꇩꃰꊿꐛꎻ，ꉪ

ꁳꋍꀉꄉꏃꃅꌋꎁꃅꆦꑝꊿꄻꎻ。

ꀑꒉꑊꒉꌋꆀꌅꈌꐩꋊꐩꍂꃅꋍꃤꉬ

ꅊꇈ！ꀊꂱ！ 

们脱离罪恶（“脱离”有古卷作“洗

去”），6又使我们成为国民，作他
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权能
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
们。 

7ꇬꉚ！ꏢꄖꃅꄂꋩꄉꀁꋌꐛ

ꇁ。 
ꑓꅑꇬꈀꐥꌠꐯꇯꋋꂿ， 
ꊿꋋꋯꌠꑋꋋꂿꌠꉬ。 
ꃄꅉꇬꊿꋅꇬꈀꐥꌠꃅꋍꒉꄸ

ꃅꐒꊀꄉꉩꌐ。 
ꅇꂷꑠꆹꇯꍝꌠꉬ！ꀊꂱ！ 

7看那！他驾云降临。 
 
众目要看见他， 
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 
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 

 
这话是真实的。阿们。 

8ꌋꏃꃅꌋꄹꇬ：“ꉡꆹꀊꇁꃔ，ꉡꆹ

ꀒꂰꇤ（“ꀊꇁꃔ”ꌋꆀ“ꀒꂰꇤ”ꆹꑝꇂꃚꌐꁱ

ꂷꉘꃀꂶꌠꌋꆀꄽꂫꂶꌠꉬ），ꉡꆹꀋꉊꇯꆐꇫ

ꐥꌠ、ꀋꃅꇫꐥꌠ、ꋌꊂꈍꄮꑌꇫ

ꐥꌠ、ꀋꄐꅍꀋꐥꂶꌠꉬ”ꄷ。 

8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
梅戛（“阿拉法，俄梅戛”乃希腊字母首

末二字），是昔在、今在、以后永
在的全能者。” 

 

ꏢꄖꐛꒌꇣꋲꌠ 基督的异象 
9ꉢꒀꉴꆹꆍꃺꑌꉬ，ꉢꆍꊇꌋꆀ

ꐯꇯꑳꌠꃤꎬꅧ、ꃰꃅꇩ、ꋰꄿꃅ

ꋋꈨꇬꋍꁧꐊ；ꉢꏃꃅꌋꇗꅉꌋꆀꑳ

ꌠꎁꃅꅇꊪꌬꄉ，ꎿꅔꀠꃀꄷꀊꋨꂷ

ꇬꐥꋺ。10ꌋꃅꑍꄹꉇ，ꉢꌃꎔꒌꇱ

ꌵꄉꉌꐡꄮꇬ，ꃚꋒꉶꁱꄏꌠꌟꃅꁧ

ꉺꇉꉺꑠꉠꊂꈌꐚ，11ꃚꋒꇫꌠꑠꃅ

ꉉ：“ꆏꅽꈀꂿꌠꁱꄯꒉꇬꄀꄉꄡ

ꑟ，ꄷꀋꁧꎭꑇꊿꏓꉻꑱꃛꌙ、ꌦꂰ

ꇂ、ꀙꏦꃀ、ꄧꑷꄧꇁ、ꌒꄃ、ꃏ

ꇁꄝꃏꌋꆀꇅꄂꏦꋋꏃꂷꁵ”ꄷ。

12ꉢꏮꉈꑴꉜꄉ，ꈀꄸꂷꉠꏯꉉꌠꉬ

9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
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
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
并为给耶稣作的见证，曾在那
名叫拔摩的海岛上。10当主日，
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
有大声音如吹号，11说：“你所
看见的，当写在书上，达与以
弗所、士每拿、别迦摩、推雅
推喇、撒狄、非拉铁非、老底
嘉那七个教会。”12我转过身
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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ꉏꂿꉂ；ꏮꉈꑴꉜꄷꌦꆏ，ꂷꇭꄉꅍ

꒰ꌌꄻꄉꌠꏃꂷꉢꊌꂿ。13ꂷꇭꄉꅍ

ꈧꌠꈬꄔꆏ，ꊾꌺꌡꃅꑠꂷꇬꉆ，ꋌꃢ

ꈜꀊꎴꇈꇁꏸꑭꇬꑟꃅꑠꈬꈚ，ꉦꃀ

ꇬꏂꃰꈭꌺꅑ。14ꋍꀂꏾꌋꆀꀍꑐꐯ

ꇯꐍꊭꀕ，ꑾꎭꀊꐎꌠꌡ，ꃰꐎꌡ；ꋍ

ꑓꋪꑍꁆꌠꃆꄔꉐꆂꌡ。15ꏸꑭꑍꁆ

ꌠꆹꄻꎷꃚꅉꃚꄉꌠꏁꇅꀕꌠꐯꀻ

ꌠ；ꋍꃚꋒꆹꒊꃀꈧꌠꂆꃚꌡ。16ꋍ

ꇇꇀꑳꁆꌠꆏꃅꏸꏃꂷꌌꐺ，ꈂꀸꇬ

ꂗꍵꑱꃀꑍꈌꅑꑠꏼꇬꁖꇁ；ꈁꑓꆏꂵ

ꆧꉘꁮꌟꃅ꒰ꃅꏁꌬꀕ。 

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
台。13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
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
间束着金带。14他的头与发皆
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
同火焰；15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
明的铜；声音如同众水的声
音。16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
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
如同烈日放光。 

17ꋌꉢꊌꂿꄷꆏ，ꉢꌦꌠꌟꃅꐚꋍ

ꏸꑭꂾꅞ。ꋍꇇꇀꑳꁆꌠꋌꐛꉢꄀ

ꄉꉠꏯ：“ꏸꄡꏦ，ꉡꆹꇬꂾꂶꌠꉬ，

ꉡꆹꄽꂫꂶꌠꉬ，18ꉡꆹꇫꐥꂶꌠꉬ；

ꉢꌦꋺ，ꀋꃅꉢꉈꑴꀱꐥꇁꀐ，ꐩꋊꐩ

ꍂꃅꇫꐥꇬꎷ；ꄷꀋꁧ，ꌦꈔꌋꆀꅉ

ꃴꏦꑳꐎꇬꎤꁉꆹꉢꌌꐺ。19ꑠꅹ，ꆏ

ꑴꌠꆏꈀꂿꋺꌠ，ꌤꆿꀋꃅꇫꅐꌠꌋ

ꆀꇫꅐꇁꂯꀐꌠꉬꇮꃅꁱꎼꇁ。20ꉉ

ꅷꆏꈀꂿꌠꉠꇇꇀꑳꁆꇬꀀꌠꃅꏸꏃ

ꂷꌠꌋꆀꏂꂷꇭꄉꅍꏃꂷꌠꇬꑟꇬ

ꆏ，ꄚꈐꏭꌧꊋꂾꊋꌠꂁꌤꆏꑠꄜ：ꃅ

ꏸꏃꂷꌠꆹꑇꊿꏓꉻꏃꂷꌠꊩꌺꉬ，

ꂷꇭꄉꅍꏃꂷꌠꆹꑇꊿꏓꉻꏃꂷꌠ

ꉬ”ꄷ。 

17我一看见，就仆倒在他脚
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
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
的，我是末后的，18又是那存活
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
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
亡和阴间的钥匙。19所以你要把
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
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20论到
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
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
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
是七个教会。” 

 

ꎭꑱꃛꌙꑇꊿꏓꉻꁵꌠꄯꒉ 给以弗所教会的信 

2 “ꆏꑴꌠꄯꒉꁱꑱꃛꌙꑇꊿꏓ

ꉻꊩꌺꁵꄉ，ꑠꃅꉉ：‘ꇇꇀꑳ 2 “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
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 

ꁆꌠꃅꏸꏃꂷꌌꇈꏂꂷꇭꄉꅍꏃꂷꇢ 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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ꊭꈴꐺꂶꌠꄹꇬ：2ꅽꃅꐨꑽꑌ、ꑘ

ꎭꃣꅧ、ꋰꄿꑠꉢꅉꐚ，ꉈꑴꊿꄷꅠ

ꌠꂾꄉꋰꄉꀋꄐꌠꑌꉢꅉꐚ。ꊿꊨ

ꏦꄹꇬꋀꆹꁆꄻꊩꌺꉬꄷ，ꄚꇯꍝꃅ

ꇬꆏꀋꉬꈧꌠꑌꆏꇫꎖꉚꄉ，ꋀꊇꆹ

ꃶꀋꐚꈨꉬꌠꆏꉜꅐꇁꀐ。3ꆏꋰꄉ

ꑌꄎ，ꆏꉠꂓꒉꄸꃅꈁꄽꎬꅧꅗꇬ，ꆏ

ꄡꇗꈌꀋꊰ。4ꄚ，ꌤꋍꐘꇬꄉꉢꆎꅑ

ꀵ，ꆎꆹꅽꉂꏣꇬꂾꑌꈧꌠꆏꇵꇫꎭ

ꀐ。5ꆎꆹꇿꇬꄉꊰꇬꅜꌠꊼꇅꎺꉜ，

ꉈꑴꉪꁏꄺꀱꄉꆏꇬꂾꈀꃅꈧꌠꃅ

ꌶ！ꀋꄸꄷ，ꆏꉪꀋꁏꄻꀋꀱꑲꆏ，ꉢ

ꅽꄹꇁꄉ，ꅽꂷꇭꄉꅍꂴꄈꅉꇬꄉꉢ

ꇱꎞꌊꁧꌠꉬ。6ꑠꃅꑴꇬ，ꆏꄡꇗꌤ

ꃅꌊꃪꐘꐥꑴꌦ，ꆀꇰꇁꁥꌠꊿꃅꐨ

ꑽꑌꆏꇫꌂꇫꑷ，ꋍꑠꉡꑌꇫꌂꇫꑷ

ꌠ。7ꊿꅺꅑꈨꉆꌠꆏ，ꐯꇯꅇꂷꌃ

ꎔꒌꌌꑇꊿꏓꉻꈧꌠꏭꈁꉉꌠꅲꄡ

ꑟ。ꊿꊋꐛꌠꆏ，ꉢꀋꎪꃅꏃꃅꌋꐥ

ꌒꅉꇬꀑꇬꌩꁧꁦꌠꅑꌠꌩꋚꇓꂷꄻ

ꋋꍈ’ꄷ”ꄷ。 

说：2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
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
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
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
的来。3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
名劳苦，并不乏倦。4然而有一
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
初的爱心离弃了。5所以应当回
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
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
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
的灯台从原处挪去。6然而，你
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憎
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
是我所憎恶的。7圣灵向众教会
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
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
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 

 

ꎭꏃꂰꇂꑇꊿꏓꉻꁵꌠꄯꒉ 给士每拿教会的信 
8“ꆏꑴꌠꄯꒉꁱꏃꂰꇂꑇꊿꏓ

ꉻꊩꌺꁵꄉ，ꑠꃅꉉ：‘ꇬꂾꂶꌠ、

ꄽꂫꂶꌠ、ꌦꇈꀱꐥꇁꂶꌠꄹꇬ：

9ꅽꎬꅧꐨꌋꆀꌢꎭꌠꉢꅉꐚ（ꄚ，ꆎ

ꆹꌣꈚꌠ）。ꆍꃅꄷꊾꈨꊨꏦꆹꒀꄠ

ꊿꉬꄷ，ꇯꍝꃅꇬ，ꋀꊇꆹꒀꄠꊿꀋ

ꉬ，ꋀꆹꌑꄉꉻꏑꅉꊿꉬ，ꋀꍍꋉꄸ

ꄀꅇꑌꉢꅉꐚ。10ꆎꆹꎬꅧꅍꆎꊝꇁ

ꂯꈧꌠꄡꏦ。ꑊꋌꌌꁈꆹꆍꊇꈬꄔꊿ

8“你要写信给士每拿教会的
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
的、死过又活的说：9我知道你
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
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
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
犹太人，乃是撒但一伙的人。
10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
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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ꋍꈨꋌꇵꏦꑳꇬꊐꄉ，ꆍꁳꎖꉺꌠꊝ

ꎻ，ꆍꊇꀋꎪꃅꃅꐎꊰꑋꂷꎭꌶꅧ

ꌸ；ꄚ，ꆏꌦꄷꑌꉌꂵꀋꎪꀋꎙꌶ，ꑠ

ꃅꑲꆏ，ꀑꇬꄂꌆꀍꄟꉢꄻꆏꄀꌠ

ꉬ。11ꊿꅺꅑꈨꉆꌠꆏ，ꐯꇯꅇꂷꌃ

ꎔꒌꌌꑇꊿꏓꉻꈧꌠꏭꈁꉉꌠꅲꄡ

ꑟ。ꊿꊋꐛꌠꆏ，ꈍꃅꑌꑍꃢꀕꌠꌦ

ꈔꋌꉮꀋꄐ’ꄷ”ꄷ。 

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
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
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11圣
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
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
受第二次死的害。’” 

 

ꎭꀙꏦꃀꑇꊿꏓꉻꁵꌠꄯꒉ 给别迦摩教会的信 
12“ꆏꑴꌠꄯꒉꁱꀙꏦꃀꑇꊿꏓ

ꉻꊩꌺꁵꄉ，ꑠꃅꉉ：‘ꂗꍵꑱꃀꑍ

ꈌꅑꏼꐥꂶꌠꄹꇬ：13ꅽꀀꅉꆹꉢꅉ

ꐚ，ꅽꀀꅉꆹꌑꄉꑋꅉꇬꐛ；ꀋꎪꀋꎙ

ꃅꉠꅇꊪꌬꌠꀊꄝꁁꂶꌠꆍꈬꄔꌑꄉ

ꀀꅉꇬꄉꊿꇱꌉꇫꎭꄮꇬ，ꆏꄡꇗꏟ

ꈯꀕꃅꉠꂓꆏꐏꄉ，ꉠꇗꅉꑌꆏꍞꇬ

ꀋꎭ。14ꄚ，ꌤꆿꈍꑋꐘꐛꅹꃅ，ꉢ

ꅽꏯꅑꀵ，ꑞꃅꆏ，ꆍꊇꈬꄔꇬꊿꋍ

ꈨꋋꈨꀠꇂꉙꅇꂘꅇꅲꄉꇫꅇꃅꀐ；

ꀠꇂꋋꂷꆹꀠꇍꋌꉙꋌꂘꌊꑭꇹꇓꄻ

ꑱꌝꆀꊿꂾꅞꄉ，ꋀꁳꌩꁱꇓꁱꉙꋚ

ꋠ、ꎼꃅꃏꃅꎻ。15ꆍꊇꈬꄔꇬꊿꋍ

ꈨꋋꈨꑌꐯꌟꃅꆀꇰꇁꁥꌠꉙꅇꂘꅇ

ꅲꄉꇫꅇꃅ。16ꑠꅹ，ꆏꉪꁏꄺꀱꄡ

ꑟ！ꑠꀋꉬꑲꆏ，ꉢꉆꐥꃅꅽꄹꇁꄉ，

ꉠꈌꇬꂗꍵꑱꃀꑍꈌꅑꌠꌌꆍꏭꄉꇁ

ꌠꉬ。17ꊿꅺꅑꈨꉆꌠꆏ，ꐯꇯꅇꂷ

ꌃꎔꒌꌌꑇꊿꏓꉻꈧꌠꏭꈁꉉꌠꅲꄡ

ꑟ。ꊿꊋꐛꌠꆏ，ꉢꀋꎪꃅꂸꇂꂁꄉ

ꈧꌠꄻꋌꁳ，ꄷꀋꁧ，ꇓꐎꂷꑌꄻꋌ

ꁳ，ꇓꂵꋋꂷꇬꂓꀊꏀꂷꁱꇬꄀꄉ，

12“你要写信给别迦摩教会的
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
说：13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
撒但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
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但
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
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
14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
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
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
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
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
事。15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
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16所以你
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
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
他们。17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
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
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吗哪赐
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
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
外，没有人能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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ꊿꇓꂵꋋꂷꊌꂶꌠꀉꄂꑲꆏ，ꊿꀉꁁ

ꂓꋋꂷꅉꐚꌠꀋꐥ’ꄷ”ꄷ。 
 

ꎭꄧꑷꄧꇁꑇꊿꏓꉻꁵꌠꄯꒉ 给推雅推喇教会的信 
18“ꆏꑴꌠꄯꒉꁱꄧꑷꄧꇁꑇꊿ

ꏓꉻꊩꌺꁵꄉ，ꑠꃅꉉ：‘ꏃꃅꌋꌺ

ꑓꋪꑍꁆꌠꃆꄔꉐꆂꌡ，ꏸꑭꑍꁆꌠ

ꐯꀻꏁꇅꀕꌠꌡꂶꌠꄹꇬ：19ꅽꃅꐨ

ꑽꑌ、ꉂꐪ、ꑇꐨꉌꊋ、ꌋꎁꃅꌤ

ꃅꌠꌋꆀꋰꄿꌠꉢꅉꐚ，ꄽꂫꇬꂄꎔ

ꌠꌤꆏꃅꌠꆹ，ꇬꂾꄮꇬꏭꀋꋌꃅꀉꑌ

ꌠꑌꉢꅉꐚ。20ꄚ，ꌤꐘꐛꅹꃅꉢꅽ

ꏯꅑꀵ，ꑞꃅꆏ，ꆏꀂꌋꅪꅉꄜꊿꉬ

ꄷꌠꑳꑭꀙꀋꏢꀋꇍꃅ，ꋌꁳꉠꁏꐚ

ꉙꂘꎻ，ꋀꊇꋌꇱꊏꅰꌊꎼꃅꃏꑽ、

ꌩꁱꇓꁱꉙꋚꋠ。21ꉡꆹꉪꁏꄺꀱꌠ

ꊜꋽꄮꄻꋌꁳꋺ，ꄚ，ꋌꋍꊨꏦꎼꃅꃏ

ꑽꌠꑠꉪꁏꄺꀱꀋꅲ。22ꉜꉏ！ꋋꆹ

ꉢꍞꀀꈤꇬꏀꄉ，ꊿꋋꌋꆀꎼꃅꃏꑽ

ꈧꌠ，ꀋꄸꄷꋀꊇꉪꀋꁏꄻꀋꀱꑲ

ꆏ，ꉢꋀꁳꑌꑗꉘꃴꇉꀕꌠꊝꎻ。

23ꉈꑴꊿꋋꌋꆀꋍꁥ（“ꊿꋋꌋꆀꋍꁥ”ꑝ

ꇂꉙꇬꆏ“ꌺꇖ”ꃅꅑ）ꈧꌠꉢꌉꌦꇫꎭꄉ，

ꑇꊿꏓꉻꈀꐥꌠꁳꑠꅉꐚꎻ：ꃰꊿꉪ

ꐨꌋꆀꉌꃀꉢꉜꈴ，ꄷꀋꁧ，ꉢꆍꃅꐨ

ꑽꑌꇬꉜꄉ，ꆍꊿꋍꂷꇬꈀꐥꌠꏭꀱ

ꌠꉬ。24ꆍꊇꄧꑷꄧꇁꊿꀉꁁꋍꉙꅇ

ꂘꅇꊂꀋꈹꌠ，ꑍꃀꑍꋀꈁꉉꌠꌑꄉ

ꇗꅉꀊꅼꌠꅉꀋꐚꈧꌠꆏ，ꉢꉉꆍꇰ，

ꉢꃣꁧꀉꁁꄻꆍꁳꀵꄜꀋꎽ。25ꄚ，

ꆍꊇꐥꀐꈧꌠ，ꆍꊇꀋꎪꃅꏟꈯꀕꃅ

ꌭꅷꉢꇫꑟꇀꄮꇬꑟꑲꆀꍑ。26ꊿꊋ

18“你要写信给推雅推喇教会
的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
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说：19我知
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
劳、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
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
20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
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
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
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21我
曾给她悔改的机会，她却不肯
悔改她的淫行。22看哪！我要叫
她病卧在床。那些与她行淫的
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
叫他们同受大患难。23我又要杀
死她的党类（“党类”原文作“儿女”），
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察看人
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
为报应你们各人。24至于你们推
雅推喇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
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
说撒但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
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
们身上。25但你们已经有的，总
要持守，直等到我来。26那得胜
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
给他权柄制伏列国；27他必用铁
杖辖管他们（“辖管”原文作“牧”），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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ꐛꇈꏟꈯꀕꃅꉠꁵꅇꍬꅷꄽꂫꇬꑟꈧ

ꌠꆏ，ꉡꆹꌅꈌꊿꋅꄩꏲꌠꄻꋌꁳ。

27ꋌꀋꎪꃅꎸꅍꄯꁯꌌꋀꏲꂠꇁ(“ꏲꂠ”

ꑝꇂꉙꇬꆏ“ꆫ”ꃅꅑ)，ꄢꌺꐷꌠꌟꃅ，ꋀꊇ

ꋌꅥꋧꐛꃀꐛꌐ；28ꑠꆹꉢꉠꀉꄉꄷꄉ

ꊪꊊꌠꌅꈌꌋꆀꐯꌟ。ꉢꉈꑴꏷꃬꀮ

ꂶꌠꑌꄻꋋꇖ。29ꊿꅺꅑꈨꉆꌠꆏ，

ꐯꇯꅇꂷꌃꎔꒌꌌꑇꊿꏓꉻꈧꌠꏭꈁ

ꉉꌠꅲꄡꑟ’ꄷ”ꄷ。 

他们如同窑户的瓦器打得粉
碎，28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
样。我又要把晨星赐给他。29圣
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
的，就应当听。’” 

 

ꎭꌒꄃꑇꊿꏓꉻꁵꌠꄯꒉ 给撒狄教会的信 

3 “ꆏꑴꌠꄯꒉꁱꌒꄃꑇꊿꏓꉻ

ꊩꌺꁵꄉ，ꑠꃅꉉ：‘ꏃꃅꌋꒌ 3 “你要写信给撒狄教会的使
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 

ꏃꂷꌋꆀꃅꏸꏃꂷꋌꐥꂶꌠꄹꇬ：ꅽ

ꃅꐨꑽꑌꉢꅉꐚ，ꂒꅉꃅꄉꇬ，ꆏꇫꐥ

ꑴꌦ，ꄚ，ꆎꆹꌦꀐꌠ。2ꆏꀀꐚꑓꄧ

ꃅꄉꇫꋒꇈꌠꌗꑍꂯꄉꀐꍇꌠꄻꈫꈈ

ꃅꄉ。ꑞꃅꆏ，ꉠꏃꃅꌋꂾꄉꇬ，ꅽ

ꃅꐨꑽꑌꐛꒆꃅꐙꑠꑵꑋꉢꋌꊊꀋ

ꂿ。3ꑠꅹ，ꆏꈍꃅꊪꊊꌠ，ꈍꃅꈨꅜ

ꌠꉪꀱꏡꀱꌶ；ꍬꑌꇬꍪ，ꄷꀋꁧꉪ

ꁏꄺꀱꌶ！ꀋꄸꄷ，ꆏꋓꉪꁨꀋꄉꑲ

ꆏ，ꉡꆹꏄꍿꌟꃅ，ꈍꃅꑌꆍꄷꑟꇁꌠ

ꉬ。ꉢꈍꄮꇬꇫꑟꇁꌠ，ꆏꈍꃅꑌꇫ

ꅉꐚꀋꄐꌠ。4ꄚ，ꌒꄃꃅꄷꆏ，ꊿꊨ

ꏦꃢꈜꍍꆀꀋꋻꑠꈍꑋꑼꐥꑴꌦ，ꋀ

ꊇꆹꃢꈜꀊꐎꌠꈚꄉꉡꐊꐺ。ꑞꃅ

ꆏ，ꋀꆹꋭꌠꉬ。5ꊿꊋꐛꌠꆏ，ꑠꃅ

ꄉꃢꈜꀊꐎꌠꈚꌠꉬ；ꉡꆹꈍꃅꑌꀑ

ꇬꄯꒉꇬꄉꋍꂓꌉꇬꀋꎭ，ꉢꉠꀉꄉ

ꌋꆀꉬꉎꊩꌺꈧꌠꂾꄉꋍꂓꉉꏚꌠ

ꉬ。6ꊿꅺꅑꈨꉆꌠꆏ，ꐯꇯꅇꂷꌃ

七星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
按名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
2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
微的（“衰微”原文作“死”）；因我见你
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
样是完全的。3所以要回想你是
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
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惕，
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
样。我几时临到，你也决不能
知道。4然而在撒狄，你还有几
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
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
们是配得过的。5凡得胜的，必
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
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
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
名。6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是有耳的，就应当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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ꎔꒌꌌꑇꊿꏓꉻꈧꌠꏭꉉꌠꅲꄡ

ꑟ’ꄷ”ꄷ。 
 

ꎭꃏꇁꄝꃏꑇꊿꏓꉻꁵꌠꄯꒉ 给非拉铁非教会的信 
7“ꆏꑴꌠꄯꒉꁱꃏꇁꄝꃏꑇꊿ

ꏓꉻꊩꌺꁵꄉ，ꑠꃅꉉ：‘ꌃꎔ、ꇯ

ꍝꌠ、ꄊꃥꎤꁉꋌꌌꐺ、ꀃꈈꋌꁉ

ꄉꑲꆏꊿꇬꈢꄎꌠꀋꐥ，ꀃꈈꋌꈢꄉ

ꑲꆏꊿꇬꁇꄎꌠꀋꐥꂶꌠꄹꇬ：8ꅽꃅ

ꐨꑽꑌꉢꅉꐚ，ꆏꊊꍈꑌ，ꉠꇗꅉꑌ

ꍬꋺ，ꉠꂓꆏꍞꇬꀋꎭ。ꇬꉚ！ꀃꈈ

ꐬꉢꁉꅽꂴꆽꄉ，ꊿꇬꈢꄎꌠꀋꐥ。

9ꌑꄉꉻꏑꅉꊿꈧꌠ，ꋀꊨꏦꆹꒀꄠꊿ

ꉬꄷꉉ，ꇯꍝꃅꇬꋀꆹꒀꄠꊿꀋꉬ，ꋀ

ꆹꈰꏅꌠ；ꉡꆹꋀꁳꅽꏸꑭꂾꄉꀍꃈꄚ

ꎻ，ꋀꁳꉢꆎꉂꀐꌠꑌꅉꐚꎻ。10ꆏ

ꉠꋰꄿꌠꇗꅉꏡꌠꍬꐛꅹ，ꐧꇁꃰꊿ

ꃅꎖꉺꑠꊜꄮꇬ，ꉡꆹꀋꎪꃅꆎꀧꌋꃅ

ꄉ，ꆏꁳꎖꉺꌠꀋꊝꎻ。11ꉢꉆꐥꃅ

ꇁꂯꄉꀐ，ꆏꑴꌠꏟꈯꀕꃅꅽꈁꁨꈀ

ꐥꌠꐏꄉ，ꑠꀋꉬꑲꆏ，ꅽꄂꌆꀍꄟꊿ

ꇑꌊꁧꂵ。12ꊋꐛꂶꌠꆏ，ꉢꋌꁳꉠ

ꌋꑷꂿꇬꑷꈯꌷꁧꐛꎻ，ꋋꑌꀋꎪꃅ

ꀊꄶꇬꄉꅐꀋꁧꀐ，ꉢꉠꏃꃅꌋꂓꌋ

ꆀꉠꏃꃅꌋꇓꈓꂓꁱꋍꇭꀧꇬꄀꄉ

（ꇓꈓꋋꂷꆹꉬꉎꇬꉠꏃꃅꌋꄷꄉꀁ

ꋌꇁꌠ、ꀊꏀꌠꑳꇊꌒꇌꉬ），ꉢꉠ

ꂓꀊꏀꂶꌠꑌꁱꋍꇭꀧꇬꄀꄉꂯ。

13ꊿꅺꅑꈨꉆꌠꆏ，ꐯꇯꅇꂷꌃꎔꒌ

ꌌꑇꊿꏓꉻꈧꌠꏭꉉꌠꅲꄡꑟ’

ꄷ”ꄷ。 

7“你要写信给非拉铁非教会
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
拿着大卫钥匙、开了就没有人
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
说：8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
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
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哪！我在
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
无人能关的。9那撒但一伙的，
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
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
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
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10你既遵
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
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
你的试炼。11我必快来，你要持
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
冠冕。12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
神殿中作柱子，他也必不再从
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
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
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
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
他上面。13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
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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ꎭꇅꄂꏦꑇꊿꏓꉻꁵꌠꄯꒉ 给老底嘉教会的信 
14“ꆏꑴꌠꄯꒉꁱꇅꄂꏦꑇꊿꏓ

ꉻꊩꌺꁵꄉ，ꑠꃅꉉ：‘ꀊꂱꄷꌠ、

ꀋꎪꀋꎙꇈꇯꍝꃅꅇꊪꌬꌠ、ꏃꃅ

ꌋꈀꄻꌠꐥꇐꄩꐥꌠꏃꌋꂶꌠꄹꇬ：

15ꅽꃅꐨꑽꑌꉢꅉꐚ，ꆎꆹꈺꑌꀋꈻ，

ꊷꑌꀋꊸ；ꉡꆹꆏꈻꀐꇬꈻ，ꊸꀐꇬꊷ

ꑟꁈ。16ꄚ，ꆎꆹꒉꊸꌟꃅ，ꈺꑌꀋ

ꈻ，ꊷꑌꀋꊸ，ꑠꅹ，ꆎꆹꀋꎪꃅꉠꈂ

ꀸꇬꄉꉢꀞꇫꎭ。17ꆏꉉꇬ：‘ꉡꆹ

ꌣꈚ，ꎆꊌꀐꄉ，ꑞꑌꀋꇎꀋꂪꅍꀋ

ꐥ’ꄷ；ꄚ，ꅽꊨꏦꆹꎬꅧ、ꈧꊰ

ꀕ、ꌢꎭ、ꑓꁖ、ꇭꀧꅩꀧꍓꌠꉬ

ꌠꆏꇫꅉꀋꐚ。18ꉢꅽꏯꉉ，ꆏꄚꉠ

ꄹꄉꃆꄔꌌꏸꋺꌠ꒰ꅪꃼꇁ，ꉢꆏꁳ

ꌣꈚꎻꂿ；ꉈꑴꃢꈜꀊꐎꌠꃼꈚꄉ，

ꆏꁳꎲꄏꑊꏦꌠꅽꇭꀧꅩꍓꀕꂶꌠꉱ

ꄉꎻ；ꉈꑴꑓꋪꁬꋌꈨꃼꅽꑓꋪꇬꉖ

ꄉ，ꆏꁳꊌꂿꉆꎻ。19ꊿꉢꇫꉂꈧꌠ

ꆏ，ꉢꀊꅰꃅꇫꊨꀖꄉꏲꂘ，ꑠꅹ，ꆏ

ꉌꊢꑓꊢꃅꄉꉪꁏꄺꀱ！20ꇬꉚ！ꉢꀃ

ꈈꁭꑭꉆꄉ，ꀃꈈꇬꅥꇰ，ꀋꄸꄷ，ꊿ

ꉠꃚꋒꋀꊌꈨꄉꀃꈈꁉꌠꐥꑲꆏ，ꉢ

ꇁꌊꋍꄷꑟ，ꉢꋌꈽꋙꋠ，ꋌꉢꈽꋙ

ꋠ。21ꉢꊋꐛꇈꉠꀉꄉꌋꆀꐯꈽꋍꃰ

ꃅꑋꅉꂶꌠꇬꑌꌠꌟꃅ，ꉢꊿꊋꐛꈧ

ꌠꁳꉢꈽꄉꉠꃰꃅꑋꅉꂶꌠꇬꑌ

ꎻ。22ꊿꅺꅑꈨꉆꌠꆏ，ꐯꇯꅇꂷꌃ

ꎔꒌꌌꑇꊿꏓꉻꈧꌠꏭꈁꉉꌠꅲꄡ

ꑟ’ꄷ”ꄷ。 

14“你要写信给老底嘉教会的
使者，说：‘那为阿们的，为诚
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
之上为元首的说：15我知道你的
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
不得你或冷或热。16你既如温
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
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17你说：
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
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
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
的。18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
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
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
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
你能看见。19凡我所疼爱的，我
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
心，也要悔改。20看哪！我站在
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
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
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座席。
21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
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
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
22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
耳的，就应当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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ꉬꉎꇬꄉꏃꃅꌋꏭꀍꃈꄚ 天上的敬拜 

4 ꋍꈭꐨ，ꉢꇬꉚꇬꆏ，ꉬꉎꇬꀃ

ꈈꐬꁉꄉꌠꉢꊌꂿ。ꉢꇬꂾꃢ 4 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
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 

ꌠꃚꋒꉶꁱꄏꌠꌡꑠꉢꈨ，ꉠꏯ：

“ꆏꄚꄩꇁ，ꉢꌤꆿꋌꊂꀋꎪꃅꇫꅐ

ꇁꈧꌠꄐꌐꆏꀦꂿ”ꄷ。2ꉢꋋꇅꃅ

ꌃꎔꒌꇱꌵꉌꐡꄉ，ꉬꉎꇬꑋꅉꂷꄻ

ꇬꐓꄉꌠꉢꊌꂿ，ꑋꅉꋋꂷꇬꋍꂷꇫ

ꑌ。3ꇫꑌꂶꌠꆏꑽꏃꀈꆧꌋꆀꇓꅪ

ꁌꇐꈤꌠꌟꃅꌬ；ꉈꑴꑋꅉꋋꂷꈭꇍ

ꆏꌊꌋꇬꐙ，ꀋꇊꆏꇓꆧꁌꇐꈤꌠ

ꌡ。4ꑋꅉꋋꂷꈭꇍꉈꑴꑋꅉꑍꊎꇖ

ꂷꇫꎍ，ꅡꈭꌟꒉꑍꊎꇖꑻꇫꑌ，ꋀ

ꊇꃢꈜꀊꐎꌠꈚ，ꀂꏾꇬꏂꄂꌆꀍꄟ

ꅑ。5ꃰꃅꑋꅉꂶꌠꇬꄉꃅꆗ、ꃚ

ꋒ、ꃅꊭꑠꇫꅐꇁ。ꃰꃅꑋꅉꂶꌠ

ꂾꆏꄔꊏꉙꀕꉘꃅꐞꑠꏃꊏꄔꄉ，ꄔ

ꊏꋋꏃꊏꆹꏃꃅꌋꒌꏃꂷꌠꉬ。6ꑋ

ꅉꂾꆏꑊꈻꇓꎿꃀꑠꂷꇬꐙꌠꌡ，ꀋ

ꇊꆏꇓꋤꀕꌡ。 

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
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
给你。”2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
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
一位坐在宝座上。3看那坐着
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
虹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4宝
座的周围又有二十四个座位，
其上坐着二十四位长老，身穿
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5有闪
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
出。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
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6宝
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
晶。 

ꑋꅉꂶꌠꇢꊭꇬꌋꆀꑋꅉꂶꌠꈭ

ꇍꇬ，ꇙꀕꌗꑌꇖꂷꇫꐥ，ꋀꊇꇭꀧ

ꂴꊁꃅꑓꋪꀉꄂꌐ。7ꇙꀕꌗꑌꋍꂷ

ꂶꌠꆏꆿꅪꌡ，ꑍꂷꂶꌠꆏꇂꇤꌹꏢ

ꌡ，ꌕꂷꂶꌠꈁꑓꆏꊿꌟ，ꇖꂷꂶꌠ

ꆏꏬꆉꌡ。8ꇙꀕꌗꑌꇖꂷꌠꋍꂷꌠ

ꅏꊭꃘꁆꅑ，ꇭꀧꋋꂷꈏꉈꃅꑓꋪꅑ

ꌐ。ꋀꊇꑍꇁꌋꀋꐥꃅꀋꆏꃅ： 

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
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7第
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
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
像飞鹰。8四活物各有六个翅
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
们昼夜不住地说： 

“ꌃꎔ！ꌃꎔ！ꌃꎔ！ 
ꌋꏃꃅꌋꆹꀋꉊ、ꀋꃅ、 
ꋌꊂꐩꋊꐩꍂꃅꇫꐥꌠꀋꄐꅍ

“圣哉！圣哉！圣哉！ 
主神是昔在、今在、 
以后永在的全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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ꀋꐥꂶꌠꉬ”ꃅꏅ。 
9ꋍꃢꋑꀋꋒꇙꀕꌗꑌꋋꇖꂷꀑꒉꑊ

ꒉ、ꐤꒉꌠꌋꆀꈀꎭꀕꅇꑠꄻꑋꅉꇬ

ꑌ、ꐩꋊꐩꍂꃅꇫꐥꂶꌠꁵꄮꇬꆏ，

10ꅡꈭꌟꒉꑍꊎꇖꑻꌠ，ꑋꅉꇬꑌꂶ

ꌠꂾꄉꇇꑭꃃꇵꀕꃅꐩꋊꐩꍂꃅꇫꐥ

ꂶꌠꏭꀍꃈꄚ，ꉈꑴꋀꊇꄂꌆꀍꄟꋀ

ꇔꑋꅉꂶꌠꂾꐕꄉ，ꑠꃅꉉ： 

9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
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
永远远者的时候，10那二十四位
长老就俯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敬
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
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 

11“ꉪꌋ，ꉪꏃꃅꌋ， 
ꀑꒉꑊꒉ、ꐤꒉꌠꌋꆀꌅꈌꄻ

ꆏꁳꋭꐯꋭ， 
ꑞꃅꆏ，ꐥꇐꈀꐥꌠꃅꆏꄻꄉꌐ

ꌠ，ꄷꀋꁧ，ꐥꇐꈀꐥꌠꃅꅽꉪ

ꐨꇬꈴꄉꆏꄻꇫꐥꎻꌠ”ꄷ。 

11“我们的主，我们的神， 
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
的， 
因为你创造了万物， 
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
造而有的。” 

 

ꄯꒉꎭꆱꌋꆀꑾꌺ 书卷和羔羊 

5 ꋍꈭꐨꆏ，ꑋꅉꇬꑌꂶꌠ，ꇇꇀ

ꑳꁆꌠꇬꄯꒉꎭꆱꈐꏭꉈꏭꐯꇯ 5 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
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 

ꁱꂷꁱꇬꄀꄉꌐꇈ，ꇇꌒꏃꂷꌊꍅꄉ

ꑠꋐꌌꌠꉢꊌꂿ。2ꉈꑴꉬꉎꊩꌺꊋ

ꑌꁦꅤꑠꂷꃚꐕꉐꐓꄉ：“ꈀꄸꂷꇇ

ꌒꋋꏃꂷꍻꄉꄯꒉꎭꆱꋌꋐꁉꋭ？”

ꃅꉉꌠꉢꈨ。3ꄚ，ꉬꉎ、ꉬꐮ、ꅉ

ꃴꇬꄉꄯꒉꎭꆱꋌꋐꁉꋭꌠ、ꀘꋭ

ꌠꋍꂷꑋꀋꐥ。4ꄯꒉꎭꆱꋌꋐꁉꋭ

ꌠ、ꀘꋭꌠꀋꐥꐛꅹ，ꉢꈨꃅꑳꉨ。

5ꅡꈭꌟꒉꈬꄔꋍꂷꉠꏯ：“ꄡꉩꀐ！

ꇬꉚ！ꒀꄊꁯꌠꆿꅪ，ꄊꃥꐴꑭ，ꋋꆹ

ꊋꐛꀐ，ꋋꆹꇇꌒꏃꂷꌠꍻꄉ，ꄯꒉꎭ

ꆱꋐꌠꁉꄎ”ꄷ。 

封严了。2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
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
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3在天
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
开、能观看那书卷的。4因为没
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
我就大哭。5长老中有一位对我
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
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
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
七印。” 

6ꋍꈭꐨ，ꑋꅉꂶꌠꌋꆀꇙꀕꌗꑌ 6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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ꇖꂷꌠ、ꅡꈭꌟꒉꈬꄔꇬ，ꑾꌺꂷꇬ

ꉆꌠꉢꊌꂿ；ꑾꌺꂶꌠꀋꇊꆏꌌꌉꋻ

ꀐꂷꌡ，ꀑꉻꏃꁆꅿ，ꑓꋪꏃꁆꅑ，ꑠ

ꆹꁆꌊꃅꑆꋌꁬꇂꃴꁧꌠꏃꃅꌋꒌꏃ

ꂷꌠꉬ。7ꑾꌺꂶꌠꇁꌊꑋꅉꇬꑌꂶ

ꌠꇇꇀꑳꁆꌠꇬꄉ，ꄯꒉꎭꆱꋐꌠꋌ

ꊪꌊꇁ。8ꄯꒉꎭꆱꋐꌠꑾꌺꂶꌠꊪ

ꌊꇁꄷꌦꆏ，ꇙꀕꌗꑌꇖꂷꌠꌋꆀꅡ

ꈭꌟꒉꑍꊎꇖꑻꌠꇇꑭꃃꇵꀕꑾꌺꂶ

ꌠꂾꅞ。ꋀꊇꋍꂷꋑꀋꋒꁀꁻꂷꌋ

ꆀꅿꉗꌒꋌꐛꃅꀀꌠ꒰ꍔꌺꏢꌌꐺ；

ꅿꉗꌒꋌꋋꈨꆹꌃꎔꌺꈼꂟꅇꉬ。

9ꋀꊇꐯꇯꑵꉙꀊꏀꑠꑵ： 

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
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
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
的。7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
右手里拿了书卷。8他既拿了书
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
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
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
圣徒的祈祷。 
9他们唱新歌，说： 

“ꆎꆹꄯꒉꎭꆱꒃꄉꇇꌒꁉꋭꌠ， 
ꑞꃅꆏ，ꆏꊿꇱꌉꇫꎭꋺ， 
ꊨꏦꌦꅪꌌꊿꋅꈀꐥꌠ、ꃅꄷ

ꉙꈀꐥꌠ、ꉹꁌꈀꐥꌠ、ꇩꏤ

ꈀꐥꌠꈬꇬꄉ，ꊿꆏꃼꌊꇁꀐ，

ꋀꁳꏃꃅꌋꇂꃴꐥꇁꎻ， 

“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 
因为你曾被杀， 
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
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 
叫他们归于神， 

10ꆏꉈꑴꋀꁳꃰꃅꇩꃰꊿꐛ， 
ꆦꑝꊿꄻ，ꏃꃅꌋꇂꃴꐥ， 
ꃄꅉꇬꄉꃰꃅꌅꈌꌬꎻ”ꄷ。 

10又叫他们成为国民， 
作祭司，归于神， 
在地上执掌王权。” 

11ꉈꑴꂾꑌꉢꂿ，ꈧꑌꉢꈨꌠꆏ，ꑋꅉ

ꂶꌠꌋꆀꇙꀕꌗꑌꈧꌠ、ꅡꈭꌟꒉ

ꈧꌠꈭꇍꆏꉬꉎꊩꌺꃚꋒꈍꑋꇫꈌ

ꐚ，ꋀꃷꁨꆏꄙꀕꃪꀕꐥ，12ꋀꊇꃚꐕ

ꉐꐓꄉꑠꃅꉉ： 

11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
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
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
万，12大声说： 

“ꊿꇱꌉꇫꎭꋺꌠꑾꌺꆹꌅꈌ、 
ꌐꀋꉆꐨ、ꌧꅍꂿꅍ、 
ꊋꃤ、ꐤꒉ、 
ꀑꒉꑊꒉꌋꆀꍖꀴꑠꊌꋭ！”

“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 
丰富、智慧、 
能力、尊贵、 
荣耀、颂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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ꄷ。 
13ꋍꈭꐨ，ꉈꑴꉢꈨꌠꆏ，ꉬꉎꇬ、ꉬ

ꐮꇬ、ꅉꃴꇬ、ꎿꃀꇬꌋꆀꏃꃅꋋ

ꂷꇬꐥꇐꈀꄻꄉꈧꌠꐯꇯꑠꃅꉉ： 

13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
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
被造之物，都说： 

“ꍖꀴ、ꐤꒉ、ꀑꒉꑊꒉ 
ꌋꆀꌅꈌꄻꑋꅉꇬꑌꂶꌠ 
ꌋꆀꑾꌺꂶꌠꁵꅷ 
ꐩꋊꐩꍂꄮꇬꑟꅊꇈ”ꄷ。 

“但愿颂赞、尊贵、荣耀、 
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 
和羔羊， 
直到永永远远。” 

14ꇙꀕꌗꑌꇖꂷꌠꆏ“ꀊꂱ”ꄷ

ꉉ。ꅡꈭꌟꒉꈧꌠꑌꇇꑭꃃꇵꀕꄉ

ꀍꃈꄚꌐ。 

14四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
也俯伏敬拜。 

 

ꇇꌒꏃꂷ 七印 

6 ꑾꌺꂶꌠꇇꌒꏃꂷꌠꇬꋍꂷꂶꌠ

ꋌꁉꎼꇁꌠꉢꊌꂿꇬꆏ，ꇙꀕꌗ 6 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第一
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 

ꑌꇖꂷꌠꇬꋍꂷꃚꋒꃅꇴꃅꏢꌠꌟ

ꃅ：“ꆏꄚꇁ！”ꄷꉉꌠꉢꈨ。2ꉢ

ꏮꇬꉚꇬꆏ，ꃆꀞꀊꐎꂷꉢꊌꂿ；ꃅꋩ

ꐺꂶꌠꆏꉹꋬꌌꐺ，ꉈꑴꄂꌆꀍꄟꑌ

ꄻꋋꇖꄉ。ꋌꅐꇁ，ꊋꐛꇈ，ꉈꑴꊋ

ꐛꑴꌦ。 

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
“你来！”2我就观看，见有一匹
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
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
了又要胜。 

3ꇇꌒꑍꂷꂶꌠꑾꌺꂶꌠꁉꎼꇁꇬ

ꆏ，ꇙꀕꌗꑌꑍꂷꂶꌠ：“ꄚꇁ！”

ꄷꉉꌠꉢꈨ。4ꉈꑴꃆꀞꀊꅪꂷꇫꅐ

ꇁ；ꌅꈌꄻꃅꋩꐺꂶꌠꇖꄉ，ꋌꁳꃄꅉ

ꇬꄮꐽꋌꇑꌊꁧꄎꎻ，ꊿꁳꐯꌉꐮꆳ

ꎻ；ꉈꑴꂗꍵꀉꒉꏼꑌꄖꋌꁳ。 

3揭开第二印的时候，我听
见第二个活物说：“你来！”4就
另有一匹马出来，是红的；有
权柄给了那骑马的，可以从地
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
又有一把大刀剑赐给他。 

5ꇇꌒꌕꂷꂶꌠꑾꌺꂶꌠꁉꎼꇁꇬ

ꆏ，ꇙꀕꌗꑌꌕꂷꂶꌠ：“ꄚꇁ”ꄷ

ꉉꌠꉢꈨ。ꉢꏮꇬꉚꇬꆏ，ꃆꀞꀉꆈ

ꂷꉢꊌꂿ；ꃅꋩꂶꌠꇇꇬꋂꏣꋬꌌ

5揭开第三印的时候，我听
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我就
观看，见有一匹黑马；骑在马
上的手里拿着天平。6我听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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ꐺ。6ꇙꀕꌗꑌꇖꂷꌠꇢꊭꇬꄉꃚꋒ

ꑠꃅꉢꈨꌠꌡ：“ꐎꋍꑭꎭꂷꋍꏂꃼ

ꊊꄎ，ꐎꋍꑭꌿꂷꌘꏂꃼꊊꄎ；ꒀꌋ

ꆀꎧꌌꄔꈻꀋꉆ！”ꄷ。 

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一钱
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
三升大麦；油和酒不可遭蹋。” 

7ꇇꌒꇖꂷꂶꌠꑾꌺꂶꌠꁉꎼꇁꇬ

ꆏ，ꇙꀕꌗꑌꇖꂷꂶꌠ：“ꄚꇁ”ꄷ

ꉉꌠꉢꈨ。8ꉢꏮꇬꉚꇬꆏ，ꃆꀞꀉꌙ

ꑠꂷꇫꅐꇁ，ꃅꋩꂶꌠꂒꆏ‘ꌦꈔ’

ꂓ，ꅉꃴꏦꑳꆈꑠꋍꊂꈹꐺ。ꌅꈌꄻ

ꋀꁳꌠꐥꄉ，ꂗꍵꑱꃀ、ꃱꉩꄸ

ꌋ、ꇵꆅꁠꆅ（ꅀ“ꌦꃤ”ꄷꑌꍑ）、ꑋ

ꁮꉆꁮꑠꌌꋧꃅꃰꊿꇖꁧꋊꋍꁧꆏꋀ

ꉮꌦꇫꎭ。 

7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
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8我
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骑
在马上的，名字叫作死，阴府
也随着他；有权炳赐给他们，
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瘟疫”

或作“死亡”）、野兽，杀害地上四
分之一的人。 

9ꇇꌒꉬꂷꂶꌠꑾꌺꂶꌠꁉꎼꇁꇬ

ꆏ，ꆦꑝꇮꊙꇂꃴꄉꊿꒌꆠꉢꊌꂿ。

ꋀꊇꆹꏃꃅꌋꇗꅉꎁꃅ、ꅇꊪꌬꒉꄸ

ꃅꄉꊿꇱꌉꇫꎭꈧꌠꉬ。10ꋀꊇꐯꇯ

ꃚꐕꉐꐓꄉꑠꃅꏅꄉꉉ：“ꌃꎔ、

ꇯꍝꀕꌠꌋꀋ！ꆏꇁꉚꅷꈍꄮꇬꑲꆀ

ꃄꅉꇬꊿꈧꌠꇬꀞꇽꇁꄉ，ꉪꇫꅐꀐ

ꌠꌦꅪꎁꃅꑖꉬꎹꇁꂯ？”ꄷ。11ꄚ

ꄉꊾꂿꃢꈜꀊꐎꈬꄻꋀꇖ。ꉈꑴꋀ

ꏭꑠꃅꉉ：“ꉈꑴꀂꉗꍈꑬꆏꄉ，ꇁ

ꉚꅷꐯꇯꁏꐚꄻꌠꌋꆀꋀꃺꑌꈧꌠ

ꑌꋀꊇꌡꃅꊿꇱꌉꇫꎭꄉ，ꃷꁨꇎꄮ

ꇬꑟ”ꄷ。 

9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
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
并为作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
10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
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
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几
时呢？”11于是白衣赐给他们各
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
息片时，等着一同作仆人的和
他们的弟兄，也像他们被杀，
满足了数目。” 

12ꇇꌒꃘꂷꂶꌠꑾꌺꂶꌠꁉꎼꇀ

ꄮꇬ，ꉢꈀꂿꌠꆏ，ꃄꅉꀉꇨꐯꀉꇨ

ꃅ꒚，ꉘꁮꐈꌌꍶꑐꑸꀬꌡꃅꆈꃅꆈ

ꏸꀕ，ꆧꁨꋋꂷꃅꌦꅪꌡꃅꅪꃅꅩꇉ

ꀕ。13ꃅꃴꇬꃅꏸꊰꇁꃄꅉꇬꅞ，ꀋ

12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
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
布，满月变红像血，13天上的星
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
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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ꇊꆏꀋꃨꂶꂷꅑꌩꁧꑠꁧꃅꆳꁏꌊꉈ

ꈧꐺꄉ，ꂶꂷꀋꂔꑴꌦꈧꌠꊰꇁꌠ

ꌡ。14ꃅꃴꋋꂷꃅꊈꐺ，ꀋꇊꆏꄯꒉ

ꎭꆱ꒚ꄉꀐꌠꌡ，ꁦꌺꌋꆀꎿꅔꑠꐯ

ꇯꊈꌊꊨꏦꐛꅉꇬꀋꐛꌐ。15ꋧꃅꃰ

ꃅ、ꇛꌺ、ꂽꏃꌊꁈ、ꌣꈚꌠ、ꁦ

ꋠꀉꇨꌠꌋꆀꁏꐚ、ꊨꏦꌄꇤꌠꇬ

ꈀꐥꌠꐯꇯꂁꃅꐬꌋꆀꃪꐬꇬꀀꁧꌐ

ꀐ。16ꋀꊇꁦꌺꌋꆀꃪꊭꏭ：“ꐚꉪ

ꊇꇭꀧꄩꍑꇁ，ꉪꂁꄉ，ꉪꁳꑋꅉꇬꑌ

ꂶꌠꀑꑊꌋꆀꑾꌺꂶꌠꇨꇅꃃꅍꑠꂾ

ꁈꎻ；17ꑞꃅꆏ，ꃅꑍꋀꊇꇨꇅꃃꄹꉇ

ꑟꀐ，ꈀꄸꂷꇬꉆꄎꑴꌦꂯ？”ꄷ。 

样。14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
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
本位。15地上的君王、臣宰、将
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
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
石穴里，16向山和岩石说：“倒
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
来，躲避坐宝座者的面目和羔
羊的忿怒；17因为他们忿怒的大
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 

 

ꑱꌝꆀꊿꊯꇖꃪꇖꄙꑹꌌꌐꄀ 十四万四千以色列人受印 

7 ꋍꈭꐨ，ꉈꑴꉬꉎꊩꌺꇖꑻꃄꅉ

ꇖꎏꉆꌠꉢꂿ，ꋧꃅꇖꎏꃅꆳꋀ 
7 此后我看四位天使站在地的

四角，执掌地上四方的风， 
ꌄꇤꄉ，ꃅꆳꁳꁏꃄꅉꇬ、ꎿꃀꇬꌋ

ꆀꌩꁧꇬꌸꀋꎽ。2ꉈꑴ，ꉬꉎꊩꌺꀉ

ꁁꂷꉘꁮꅏꅉꄉꇁꌠꉢꊌꂿ，ꐩꋊꐩ

ꍂꃅꇫꐥꌠꏃꃅꌋꇇꌒꋌꌌꐺ。ꋌ

ꃚꐕꉐꐓꌊꌅꈌꊌꄉꃄꅉꌋꆀꎿꃀꏭ

ꉮꄐꌠꉬꉎꊩꌺꇖꑻꌠꏭ：3“ꉪꊇꇇ

ꌒꄻꏃꃅꌋꁏꐚꑊꄜꇬꀋꄀꌦꂾ，ꆍ

ꊇꃄꅉ、ꎿꃀꌋꆀꌩꁧꇬꉮꀋꉆ”

ꄷ。4ꑱꌝꆀꊿꋍꁯꋑꀋꋒꇬꄉꌌꌐ

ꄀꄉꌠꃷꁨꆹꊯꇖꃪꇖꄙꑹꐥꌠꉢꊌ

ꈨ； 

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
上。2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
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神
的印。他就向那得着权柄能伤
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
说：3“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
伤害，等我们印了我们神众仆
人的额。”4我听见以色列人各支
派中受印的数目有十四万四
千； 

5ꒀꄊꁯꌠꈬꇬꌐꄀꄉꌠꊻꂷꋍ

ꃪꑍꄙꑹꐥ； 
ꑘꀜꁯꌠꈬꇬꋍꃪꑍꄙꑹꐥ； 

5犹大支派中受印的有一万二
千； 
流便支派中有一万二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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ꏦꄓꁯꌠꈬꇬꋍꃪꑍꄙꑹꐥ。 
6ꑸꎹꁯꌠꈬꇬꋍꃪꑍꄙꑹꐥ； 
ꇂꃛꄣꆀꁯꌠꈬꇬꋍꃪꑍꄙꑹ

ꐥ； 
ꂷꇂꑭꁯꌠꈬꇬꋍꃪꑍꄙꑹꐥ； 

7ꑭꂴꁯꌠꈬꇬꋍꃪꑍꄙꑹꐥ； 
ꆺꃥꁯꌠꈬꇬꋍꃪꑍꄙꑹꐥ； 
ꑱꌒꏦꁯꌠꈬꇬꋍꃪꑍꄙꑹꐥ； 

8ꑟꀯꇍꁯꌠꈬꇬꋍꃪꑍꄙꑹꐥ； 
ꒀꌝꁯꌠꈬꇬꋍꃪꑍꄙꑹꐥ； 
ꀝꑷꂱꁯꌠꈬꇬꌐꄀꄉꌠꊻꂷ

ꋍꃪꑍꄙꑹꐥ。 

迦得支派中有一万二千； 
6亚设支派中有一万二千； 
拿弗他利支派中有一万二
千； 
玛拿西支派中有一万二千； 

7西缅支派中有一万二千； 
利未支派中有一万二千； 
以萨迦支派中有一万二千； 

8西布伦支派中有一万二千； 
约瑟支派中有一万二千； 
便雅悯支派中受印的有一万
二千。 

 

ꇩꏤꈀꐥꌠꇬꄉꇁꌠꊿꄙꀕꃪꀕ 各国各族的人 
9ꋍꈭꐨ，ꉢꏮꇬꉚꇬꆏ，ꊿꈍꑋ

ꈍꑋꇈꃷꁨꊿꇬꃵꄎꌠꀋꐥꑠꉢꂿ，

ꊿꋋꈨꆹꇩꏤꋍꂷꈀꐥꌠ、ꊿꁭꋍ

ꁯꈀꐥꌠ、ꊿꋅꋍꋇꈀꐥꌠ、ꃅꄷ

ꉙꋍꉙꈀꐥꌠꇬꄉꇁꌊꃰꃅꑋꅉꂶꌠ

ꌋꆀꑾꌺꂶꌠꂾꉆꄉ，ꇭꀧꃢꐎꈚ，

ꇇꇬꒊꊰꏽꀕꌌꇈ，10ꃚꐕꉐꐓꌊꏅ

ꄉꑠꃅꉉ： 

9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
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
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
的，站在宝座和羊羔面前，身
穿白衣，手拿棕树枝，10大声喊
着说： 

“ꈭꋏꑆꊋꆹꑋꅉꇬꑌꌠꉪꏃꃅ

ꌋꃤꉬꅊꇈ，ꑾꌺꂶꌠꃤꑌꉬꅊ

ꇈ！”ꄷ。 

“愿救恩归与坐在宝座上我们
的神，也归与羔羊。” 

11ꉬꉎꊩꌺꈀꐥꌠꐯꇯꑋꅉꂶꌠ、ꅡ

ꈭꌟꒉꈧꌠꌋꆀꇙꀕꌗꑌꇖꂷꌠꈭꇍ

ꉆꌐ，ꋀꊇꑋꅉꂶꌠꂾꄉ，ꇇꑭꃃꇵ

ꀕꃅꏃꃅꌋꏭꀍꃈꄚ，12ꑠꃅꉉ： 

11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
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面
伏于地，敬拜神，12说： 

“ꀊꂱ！ꍖꀴ、ꀑꒉꑊꒉ、 
ꌧꅍꂿꅍ、ꈀꎭꀕꅇ、ꐤ

“阿们。颂赞、荣耀、 
智慧、感谢、尊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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ꒉ、 
ꌅꈌꌋꆀꊋꃤꑠꉬꇮꐩꋊꐩꍂꃅ 
ꏃꃅꌋꃤꉬꅊꇈ。ꀊꂱ！”
ꄷ。 

权柄、大力都归与我们的
神， 
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13ꅡꈭꌟꒉꈬꇬꋍꂷꉠꏯ：“ꊿꃢꈜ

ꀊꐎꈚꋋꈨꆹꈀꄸꉬ？ꋀꊇꇿꄉꇁꌠ

ꉬ？”ꃅꅲ。14ꉢꋍꏭ：“ꌟꒉꀋ！

ꆏꅉꐚ”ꄷ。ꄚꄉ，ꋌꉠꏯ：“ꋀ

ꊇꆹꐤꇨꐤꊋꊬꌠꇬꄉꅐꇁꌠ，ꋀꊇ

ꑾꌺꂶꌠꌦꅪꌌꋀꃢꈜꋀꒈꋌꐎꃅꐍ

ꊭꀕꋺꀐ。 

13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
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
的？”14我对他说：“我主，你知
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
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
把衣裳洗白净了。 

15ꑠꅹ，ꋀꊇꏃꃅꌋꑋꅉꂾꄉ， 
ꑍꇁꌋꀋꐥꃅꋍꑷꂿꇬꄉꋋꀨ

ꎹ。 
ꑋꅉꇬꑌꂶꌠꋍꁁꑳꌌꋀꄩꄵ

ꄉ。 

15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 
昼夜在他殿中事奉他。 
 
坐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
们。 

16ꋀꊇꀃꃀꑌꀋꂮꀐ， 
ꀆꐒꑌꀋꌤꀐ； 
ꉘꁮꑭꌋꆀꑬꊸꑌꀋꎪꃅꋀꀋ

ꉮ； 

16他们不再饥， 
不再渴； 
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
们； 

17ꑞꃅꆏ， 
ꑋꅉꇬꑾꌺꂶꌠꀋꎪꃅꋀꆫꉘ， 
ꋀꊇꋌꇱꏃꌊꀑꇬꒉꐑꇁꀦꇬ

ꑟ， 
ꋀꑓꁴꈀꐥꌠꃅꀋꎪꃅꏃꃅꌋ

ꌩꇫꎭꌐꌠꉬ”ꄷ。 

17因为 
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 
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 
 
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
泪。” 

 

ꇇꌒꏃꂷꂶꌠꌋꆀꏂꅿꉗꌒꋌꄔꅍ 第七印与金香炉 

8 ꇇꌒꏃꂷꂶꌠꑾꌺꂶꌠꁉꎼꇁꇬ

ꆏ，ꉬꉎꇬꄮꈉꈫꁁꂷꀋꇈꌕꃅ 8 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
上寂静约有二刻。2我看见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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ꌕꈈꀕ。2ꉬꉎꊩꌺꏃꑹꏃꃅꌋꂾꉆ

ꌠꉢꊌꂿ，ꉶꁱꏃꏢꑌꄻꋀꁳ。 
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
枝号赐给他们。 

3ꉈꑴꆏ，ꉬꉎꊩꌺꀉꁁꂷꏂꅿꉗ

ꌒꋌꄔꅍꌌꄉ，ꇁꌊꆦꑝꇮꊙꏢꁮꉆ；

ꅿꉗꌒꋌꈍꑋꃅꄖꋋꇖ，ꑠꆹꌌꌃꎔꌺ

ꈧꌠꈼꅇꂟꅇꌋꆀꐯꇯꌞꑋꅉꂶꌠꂾ

ꏂꆦꑝꇮꊙꇬꄉꎻꂿꄷꌠ。4ꅿꉗꌒ

ꋌꃅꇴꌋꆀꌃꎔꌺꈧꌠꈼꅇꂟꅇꆹ，

ꐯꇯꉬꉎꊩꌺꇇꈐꄉꐕꌊꏃꃅꌋꂾ

ꑟ。5ꉬꉎꊩꌺꂶꌠꅿꉗꌒꋌꄔꅍꋌ

ꄌꌊꆦꑝꇮꊙꇬꄉ，ꃆꄔꐛꃅꋌꄻꇬ

ꊎꄉꇈ，ꋌꉷꃄꅉꇬꎭ；ꋋꇅꇬ，ꃅꇴ

ꃅꏢꉼꏒꀕ、ꃅꆗ、ꃄꇙꑠꃅꐙ。 

3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
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
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
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4那香的
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
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5天使拿
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
在地上；随有雷轰、大声、闪
电、地震。 

 

ꉶꁱ 号筒 
6ꉶꁱꏃꏢꌌꌠꉬꉎꊩꌺꏃꑹꌠ，

ꉶꁱꄏꂿꄷꄐꏤꄉꀐ。 
6拿着七枝号的七位天使就

预备要吹。 
7ꉬꉎꊩꌺꋍꂷꂶꌠꉶꁱꄏꇬꆏ，

ꋒꌦꉐꂷꌋꆀꃆꄔ、ꌦꅪꐮ꒟ꌠꊰ

ꃄꅉꇬꅞꌐ；ꃄꅉꌘꁧꋊꋍꁧꌋꆀꌩ

ꁧꌘꁧꋊꋍꁧꋌꐗꇫꎭ，ꁬꆰꇬꈀꋦ

ꌠꃅꋌꐗꇫꎭꌐ。 

7第一位天使吹号，就有雹
子与火搀着血丢在地上；地的
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
了，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 

8ꉬꉎꊩꌺꑍꂷꂶꌠꉶꁱꄏꇬꆏ，

ꁦꌺꐔꅑꌠꌡꑠꂷꊰꇁꎿꃀꇬꃹ，ꎿ

ꒉꌘꁧꋊꋍꁧꐈꌦꅪꐛ。9ꎿꃀꇬꇙ

ꀕꐥꇐꌘꁧꋊꋍꁧꌦꀐ；ꇈꑌꌘꁧꋊ

ꋍꁧꆿꐛꀐ。 

8第二位天使吹号，就有仿
佛火烧着的大山扔在海中；海
的三分之一变成血，9海中的活
物死了三分之一，船只也坏了
三分之一。 

10ꉬꉎꊩꌺꌕꂷꂶꌠꉶꁱꄏꇬꆏ，

ꃅꏸꐔꅑꈍꒈꑠꂷꄔꊏꌟꃅꂿꃅꇬꄉ

ꊰꇁ，ꃅꏸꋋꂷꊰꇁꒊꃀꌘꁧꋊꋍꁧꇬ

ꌋꆀꒉꀕꈀꐥꌠꇁꀦꇬꅞ。11ꃅꏸꋋ

ꂷꂒꆏ“ꐀꈌ”ꂓ（ꁬꆰꈌꑠꑵꂓ，ꋋꆹꌌꉌ

10第三位天使吹号，就有烧
着的大星，好像火把从天上落
下来，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
众水的泉源上。11这星名叫“茵
陈”；众水的三分之一变为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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ꎭꑓꅧꌠꃆꂮꄜꉺꌠ），ꄚꄉꒊꃀꈀꐥꌠꌘꁧ

ꋊꋍꁧꆏꐈꌌꐀꈌꐛ。ꒊꃀꃅꐈꌌꈌ

ꏷꑐꀕꐛꅹ，ꊿꈍꑋꃅꌦꀐ。 

陈，因水变苦，就死了许多
人。 

12ꉬꉎꊩꌺꇖꂷꂶꌠꉶꁱꄏꇬꆏ，

ꉘꁮꌘꁧꋊꋍꁧ、ꆧꁨꌘꁧꋊꋍꁧꌋ

ꆀꃅꏸꌘꁧꋊꋍꁧꋌꇱꅥꌸꀐ；ꄚꄉ

ꉘꁮ、ꆧꁨ、ꃅꏸꃅꌘꁧꋊꋍꁧꐈ

ꌌꆈꏸꀕ，ꃅꑍꌘꁧꋊꋍꁧꁨꑭꀋꐥ，

ꃅꌋꑌꑠꃅꐙ。 

12第四位天使吹号，日头的
三分之一，月亮的三分之一，
星辰的三分之一，都被击打；
以致日月星的三分之一黑暗
了，白昼的三分之一没有光，
黑夜也是这样。 

13ꉈꑴꏬꆉꂷꃅꈬꇬꃰꐺꌠꉢꊌ

ꂿ，ꄷꀋꁧ，ꋌꃚꐕꉐꐓꄉ：“ꉬꉎ

ꊩꌺꌕꑻꆹꉶꁱꇫꋒꇈꈧꌠꄏꂯꀐ，

ꆍꊇꃄꅉꇬꀀꌠꃰꊿꆹ，ꉮꌸꀐ！ꉮꌸ

ꀐ！ꉮꌸꀐ！”ꃅꏅꌠꉢꈨ。 

13我又看见一个鹰飞在空
中，并听见它大声说：“三位天
使要吹那其余的号，你们住在
地上的民，祸哉！祸哉！祸
哉！” 

 

9 ꉬꉎꊩꌺꉬꂷꂶꌠꉶꁱꄏꇬꆏ，

ꃅꏸꂷꃅꃴꇬꄉꊰꃄꅉꇬꅞꌠꉢ 9 第五位天使吹号，我就看见
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有无 

ꂿ，ꃅꐬꉱꀋꅑꎤꁉꄻꋋꇖꌠꐥ。

2ꃅꐬꉱꀋꅑꂶꌠꋌꁉꎼꇁꄉ，ꃅꇴꃅ

ꐬꂶꌠꇬꄉꅐꇁ，ꀋꇊꆏꃅꇴꇤꄸꀉ

ꒉꐯꀉꒉꂷꇬꄉꅐꇁꌠꌡ。ꃅꇴꋋꈨ

ꐛꅹꃅ，ꉘꁮꌋꆀꃅꃴꐯꇯꆈꋧꋪ

ꀐ。3ꍈꀮꑠꃅꇴꇬꄉꅐꇁꇈ，ꐚꇁꃄ

ꅉꇬꅞ，ꊋꃤꄻꍈꀮꁵꌠꐥꄉ，ꍈꀮ

ꊋꃤꆹꃄꅉꇬꁮꇥꑑꌋꆀꐯꌟ。4ꄷ

ꀋꁧ，ꍈꀮꏭꉉꎼꇁꇬ，ꃄꅉꇬꁬ

ꆰ、ꋍꑞꋍꑵꀊꃴꌠꌋꆀꌩꁧꇓꁧ

ꇬꉮꀋꉆꃅ，ꊿꑊꄜꇬꏃꃅꌋꇇꌒꀋ

ꅑꈧꌠꀉꄂꉮꉆꄷ。5ꄚ，ꍈꀮꁳꊿ

ꋋꈨꉮꌦꇫꎭꀋꎽꃅ，ꊿꋋꈨꁳꃅꐎ

ꉬꁮꆪꂷꐒꆅꏽꎻ；ꑠꆹꊿꁮꇥꑑꑝ

ꄉꐒꆅꏽꌠꌋꆀꐯꌟ。6ꃅꑍꀊꋨꄮ

底坑的钥匙赐给他。2他开了无
底坑，便有烟从坑里往上冒，
好像大火炉的烟，日头和天空
都因这烟昏暗了。3有蝗虫从烟
中出来，飞到地上，有能力赐
给它们，好像地上蝎子的能力
一样。4并且吩咐它们说，不可
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青物，并
一切树木，惟独要伤害额上没
有神印记的人。5但不许蝗虫害
死他们，只叫他们受痛苦五个
月，这痛苦就好像蝎子螫人的
痛苦一样。6在那些日子，人要
求死，决不得死；愿意死，死
却远避他们。 



ꀖꀨꄯꒉ  9 785 启示录  9 

 

ꇬꆏ，ꋀꌦꂿꄷꑌꌦꀋꄐ；ꌦꏾꇬ，ꌦ

ꃤꆹꋀꂾꁈ。 
7ꍈꀮꐛꐪꆹꌉꈿꁧꂿꄷꄐꏤꄉꌠ

ꃆꇭꌡ，ꀂꏾꇬꆏ꒰ꄂꌆꀍꄟꅑꌠꌡ，

ꈁꑓꆏꁦꋠꈁꑓꌡ，8ꀍꑐꆏꌋꅪꀍꑐ

ꌡ，ꎏꆏꆿꅪꎐꂷꌡ。9ꋀꊇꉦꏪꑣꆹ

ꎸꅍꉦꏪꑣꌡ，ꋀꅏꇤꂪꇤꌠꂾꃚꆹ

ꃆꇭꑬꈁꄚꅉꃅꋓꀥꏿꄉꌉꈿꁧꌠꂾ

ꃚꌡ。10ꂩꆹꁮꇥꑑꌡ，ꂪꇬꅋꇥꉧ

ꅑ，ꊿꑝꇬ，ꊿꋌꎼꃅꐎꉬꁮꆪꂷꆄ

ꈻ。11ꃅꐬꉱꀋꅑꅉꄉꇁꌠꊩꌺꂶꌠ

ꇁꌊꍈꀮꃰꃅꄻ，ꋍꑝꀨꆾꂒꆏꑸꀠ

ꄓꂓ，ꑝꇂꂒꆏꑸꀧꇍꂓ（ꂓꋋꂷꆏ“ꈔꋏ

ꌠ”ꄷꌠꄜ）。 

7蝗虫的形状，好像预备出
战的马一样，头上戴的好像金
冠冕，脸面好像男人的脸面，
8头发像女人的头发，牙齿像狮
子的牙齿。9胸前有甲，好像铁
甲；它们翅膀的声音，好像许
多车马奔跑上阵的声音。10有尾
巴像蝎子，尾巴上的毒钩能伤
人五个月。11有无底坑的使者作
它们的王，按着希伯来话，名
叫亚巴顿；希腊话，名叫亚玻
伦。 

12ꉮꃤꇬꂾꑵꌠꇫꈴꁧꀐ，ꄚ，ꉈ

ꑴꉮꃤꑍꑵꇁꑴꌦ。 
12第一样灾祸过去了，还有

两样灾祸要来。 
13ꉬꉎꊩꌺꃘꂷꂶꌠꉶꁱꄏꇬꆏ，

ꏃꃅꌋꂾ꒰ꆦꑝꇮꊙꇖꎏꇬꃚꋒꑵꇫ

ꅐꇁꌠꉢꈨ，14ꉶꁱꄏꌠꉬꉎꊩꌺꃘꂷ

ꂶꌠꏭꑠꃅꉉ：“ꐒꒀꃔꇁꄂꒊꃀꇬ

ꄀꄉꌠꊩꌺꇖꑻꌠꋊꃑꇫꎭ”ꄷ。

15ꄚꄉꊩꌺꇖꑻꌠꋊꃑꇫꎭꀐ，ꋀꊇꆹ

ꈍꄮꇬꇯꆐꃅꈎꑞꈓ、ꃅꆪꑞꆪ、

ꃅꑍꑞꑍꆏ，ꃰꊿꌘꁧꋊꋍꁧꌉꇫꎭ

ꌠꄐꏤꄉꀐꌠꉬꅊꇈ。16ꉢꈨꇬ，ꋀ

ꃆꇭꂽꃷꁨꑍꃪꀕꐥꄷ。17ꃆꇭꌋꆀ

ꊿꃅꋩꈧꌠꐛꒌꇣꋲꌠꇬꄉꉢꂿꄮ

ꇬ，ꑠꃅꐙ：ꃅꋩꈧꌠꉦꏪꑣꆹꃆꄔ

ꌡ、ꃀꆏꊪꅪꌠꌡ，ꀊ꒰ꌠꃪꂱꑌ

ꌡ。ꃆꇭꀂꏾꆹꆿꅪꀂꏾꌡ，ꈂꀸꇬ

ꃆꄔ、ꃅꇴꌋꆀꃪꂱꁖꇁ。18ꋀꈂ

13第六位天使吹号，我就听
见有声音从神面前金坛的四角
出来，14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
使，说：“把那捆绑在幼发拉底
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15那
四个使者就被释放，他们原是
预备好了，到某年某月某日某
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16马军
有二万万，他们的数目我听见
了。17我在异象中看见那些马和
骑马的，骑马的胸前有甲如
火，与紫玛瑙，并硫磺。马的
头好像狮子头，有火、有烟、
有硫磺，从马的口中出来。18口
中所出来的火与烟，并硫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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ꀸꇬꁖꇁꌠꃆꄔ、ꃅꇴꌋꆀꃪꂱꉮꃤ

ꋋꌕꑵꆹ，ꃰꊿꌘꁧꋊꋍꁧꋀꈔꋏꇫ

ꎭ。19ꃆꇭꊋꃤꆏ，ꃅꈂꀸꇬꌋꆀꃅ

ꂪꇬꑌꌐ；ꑞꃅꆏ，ꃅꂪꆹꁮ꒰ꌡ，ꀂ

ꏾꅑꄉꊿꉮ。 

这三样灾杀了人的三分之一。 
19这马的能力是在口里和尾巴
上；因这尾巴像蛇，并且有头
用以害人。 

20ꊿꉮꃤꋌꈧꇱꈔꋏꇬꀋꎭꃅꇫ

ꋒꇈꈧꌠ，ꄡꇗꋀꇇꈀꃅꌠꌤꈧꌠꐛ

ꅹꃅ，ꉪꁏꄺꀱꀋꅲ。ꋀꊇꄡꇗꀋꆏ

ꃅꑊꋌꌋꆀ꒰、ꐎ、ꐯ、ꇓꂵ、

ꌩꐦꌌꄻꄉꌠꂿꀋꉆ、ꈨꀋꉆ、ꈛ

ꎼꀋꉆꌠꁱꈧꌠꏭꀍꃈꄚꑴꌦ。21ꉈ

ꑴꊿꌉꊾꆳ、ꃔꌤꌬ、ꎼꃅꃏꑽꌠ

ꌋꆀꊾꈐꊾꈱꌠꃅꐨꑽꑌꀂꏽꑌꉪꀋ

ꁏꄻꀋꀱ。 

20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
人仍旧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
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
不能听、不能走，金、银、
铜、木、石的偶像；21又不悔改
他们那些凶杀、邪术、奸淫、
偷窃的事。 

 

ꉬꉎꊩꌺꌋꆀꄯꒉꎭꆱꀄꊭꋐ 天使与小书卷 

10 ꋍꈭꐨ，ꉬꉎꊩꌺꀉꁁꊋꑌꁦ

ꅤꑠꂷꉬꉎꇬꄉꀁꋌꇁꌠꉢꊌ 10 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大力
的天使从天降下，披着 

ꂿ，ꋌꇭꀧꃅꄂꈚ，ꀂꏾꌊꌋꅑ，ꈁꑓ

ꉘꁮꌡ，ꑭꆹꑍꁆꌠꆹꃆꄔꌷꁧꌡ。

2ꋍꇇꇬꄯꒉꎭꆱꁉꄉꌠꀄꊭꑠꋐꌌ

ꐺ，ꏸꑭꇀꑳꁆꌠꄻꎿꇬꄔꄉ，ꇀꃼ

ꁆꌠꄻꃄꅉꇬꄔꄉ，3ꋌꃚꐕꉐꐓꄉꆿ

ꅪꌟꃅꏅ。ꏅꌐꈭꐨꆏ，ꃅꊭꏃꇅꅇ

ꉉ。4ꃅꊭꏃꇅꅇꉉꇈ，ꉢꁱꎼꇁꂿꄷ

ꇬꆏ，ꉬꉎꇬꃚꋒ：“ꃅꊭꏃꇅꈁꉉ

ꌠꆹ，ꆏꑴꌠꋍꑕꄉ，ꁱꎼꇁꀋꉆ”ꃅ

ꈌꐚꌠꉢꈨ。5ꉢꈀꂿꌠꑭꎅꎿꃀꌋ

ꆀꃄꅉꇬꄔꄉꌠꉬꉎꊪꌺꂶꌠ，ꇇꇀ

ꑳꁆꌠꋌꎇꂿꃅꏭꉜꄉ。6ꉬꉎꊩꌺ

ꂶꌠꆹꃅꃴꌋꆀꃅꃴꇬꐥꇐ、ꃄꅉꌋ

ꆀꃄꅉꇬꐥꇐ、ꎿꃀꌋꆀꎿꃀꇬꐥ

云彩，头上有虹，脸面像日
头，两脚像火柱。2他手里拿着
小书卷，是展开的。他右脚踏
海，左脚踏地，3大声呼喊，好
像狮子吼叫。呼喊完了，就有
七雷发声。4七雷发声之后，我
正要写出来，就听见从天上有
声音说：“七雷听说的，你要封
上，不可写出来。”5我所看见的
那踏海踏地的天使向天举起右
手来，6指着那创造天和天上之
物，地和地上之物，海和海中
之物，直活到永永远远的，起
誓说：“不再有时日了（或作“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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ꇐ、ꐩꋊꐩꍂꃅꇫꐥꂶꌠꏭꄐꄉꅇ

ꏤꒃꄉ，ꑠꃅꉉ：“ꉈꑴꄮꈉꀋꐥ

ꀐ！”ꄷ。7ꄚ，ꉬꉎꊩꌺꏃꂷꂶꌠ

ꉶꁱꄎꄮꇬꆏ，ꏃꃅꌋꃤꌧꊋꂾꊋꌠ

ꂁꌤꆹꐛꒆꀐ，ꑠꆹꏃꃅꌋꄜꁊꋍꁏꐚ

ꅉꄜꊿꈧꌠꇰꌠꌒꅇꌋꆀꐯꌟ。 

耽延了”）。”7但在第七位天使吹号
发声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
全了，正如神所传给他仆人众
先知的佳音。 

8ꃚꋒꂴꏭꉬꉎꇬꄉꉢꈨꑵꌠꉈꑴ

ꉠꏯ：“ꆏꉬꉎꊩꌺꑭꎅꎿꃀꌋꆀꃄ

ꅉꇬꄔꄉꂶꌠꇇꇬꄯꒉꎭꆱꁉꄉꋐꌠ

ꒃꌊꇁ”ꄷꉉ。9ꄚꄉꉢꆹꌊꉬꉎꊩ

ꌺꂶꌠꄷꑟ，ꉢꇬꏭ：“ꄯꒉꎭꆱꀄ

ꊭꋐꌠꄻꉢꁳꉏ”ꄷ。ꋌꉠꏯ：

“ꄯꒉꎭꆱꆏꇣꋠꇫꎭꇬ，ꅽꈂꀸꇬ

ꆹꐚꒉꌟꃅꐔ，ꄚ，ꅽꀃꃀꆹꋌꎼꏷꈌ

ꀕꌠꉬ”ꄷ。10ꉬꉎꊩꌺꇇꇬꄉꄯꒉ

ꎭꆱꀄꊭꋐꌠꉢꊪꌊꇁꇈ，ꉢꇣꋠꇫ

ꎭꌐ，ꉠꈂꀸꇬꇯꍝꃅꐚꒉꌟꃅꐔ，

ꄚ，ꋠꀃꃀꇬꊐꈭꐨꆏ，ꉠꀃꃀꆹꋌꎼ

ꏷꈌꀕꀐ。11ꋍꈭꐨꆏ，ꉬꉎꊩꌺ（ꑝꇂ

ꉙꇬꆏ“ꋀꊇ”ꃅꅑ）ꉠꏯ：“ꆏꀋꎪꃅꉈ

ꑴꊿꋅꀉꑌꈨ、ꇩꏤꀉꑌꂷ、ꃅꄷ

ꉙꀉꑌꑵ、ꃰꃅꀉꑌꂷꏭꅉꄜ”ꄷ

ꉉ。 

8我先前从天上所听见的那
声音又吩咐我说：“你去，把那
踏海踏地之天使手中展开的小
书卷取过来。”9我就走到天使那
里，对他说：“请你把小书卷给
我。”他对我说：“你拿着吃尽
了，便叫你肚子发苦，然而在
你口中要甜如蜜。”10我从天使
手中把小书卷接过来，吃尽
了，在我口中果然甜如蜜，吃
了以后，肚子觉得发苦了。11天
使（原文作“他们”）对我说：“你必
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
再说预言。” 

 

ꅇꊪꌬꊿꑍꂷ 两个见证人 

11 ꋍꈭꐨꆏ，ꃄꅉꎖꅍꂷꏦꑠꏢ

ꋌꄻꉢꁳ，ꄷꀋꁧ，ꉠꏯ： 11 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
作量度的杖，且有话 

“ꄓꇁꄉ，ꏃꃅꌋꑷꂿ、ꆦꑝꇮꊙ

ꌋꆀꈐꏭꊿꇫꀍꃈꄚꈧꌠꊼꇅꎖꆹ。

2ꑷꂿꉈꏭꐷꈭꂶꌠꆏꊏꇫꄉ，ꎕꄻꀋ

ꅐ，ꑞꃅꆏ，ꋌꈚꆹꄻꉇꉻꊿꁵꄉꀐ；

ꌃꎔꇓꈓꃅꐎꇖꊰꑋꁮꆪꂷꋀꌌꄔ

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
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
量。2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
用量，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
的；他们要践踏圣城四十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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ꈻ。3ꉡꆹꉠꅇꊪꌬꊿꀊꋨꑍꂷꁳꃆ

ꁁꎭꁁꈚꄉ，ꃅꐎꋍꄙꑋꉐꃘꊰꑋꇗ

ꅉꄜꁊꎻ”ꄷ。4ꊿꋋꑍꂷꆹꋧꃅꌌ

ꁈꂾꉆꌠꏝꃴꀋꍯꌩꁧꑍꁧꌠꌋꆀꂷ

ꇭꄉꅍꑍꂷꌠꉬ。5ꀋꄸꄷ，ꊿꋍꑊ

ꉮꏭꄐꌠꐥꑲꆏ，ꋍꑊꈂꀸꇬꃆꄔꇫ

ꅐꇁꄉ，ꁮꐚꋍꑊꐗꌦꇫꎭ；ꈀꄸꂷ

ꋍꑊꉮꏭꄐꆏ，ꀋꎪꃅꑠꃅꄉꈔꋏꇫ

ꎭ。6ꊿꋋꑍꂷꌅꈌꐥ，ꋀꊇꇗꅉꄜꁊ

ꄮꇬ，ꂿꃅꁳꀃꈈꈢꄉꂷꉐꐛꀋꎽ；

ꋀꊇꉈꑴꌅꈌꐥꄉ，ꀆꐒꁳꐈꌦꅪꐛ

ꎻ；ꄷꀋꁧ，ꉮꃤꋍꑞꋍꑵꋀꌌꈁꏾ

ꃅꋧꃅꋋꂷꅥꐷꄎ。7ꋀꊇꅇꊪꌬꌐ

ꈭꐨꆏ，ꉆꌦꉆꌋꃅꐬꉱꀋꅑꅉꇬꄉ

ꅐꇁꂶꌠꀋꎪꃅꋀꌋꆀꐯꌉ，ꋀꊇꇬ

ꀋꄿꃅꄉ，ꋀꋌꇱꅥꌦꇫꎭ。8ꋀꊇ

ꂾꆏꐚꇓꈓꀉꒉꀊꋨꂷꏦꈜꇬꅞ；ꇓ

ꈓꀊꋨꂷꆹꒌꃤꄜꐨꇬꈴꄉꄻꌙꄏꂷ

ꂓꄉ，ꉈꑴꉞꏹꄷꑌꄹ，ꋀꌊꑌꋌꈚ

ꇬꄉꊿꇱꋯꌩꏍꇬꄀꇫꎭꌠꉬ。9ꊿ

ꀕꋅꈀꐥꌠ、ꊿꁭꈀꐥꌠ、ꃅꄷꉙ

ꈀꐥꌠ、ꇩꏤꈀꐥꌠꇬꄉꇁꇈ，ꃅꐎ

ꌕꑍꀉꁁꂷꊿꋋꑍꂷꂿꉜꇁꌠꐥ。ꄷ

ꀋꁧ，ꉈꑴꊿꂿꄻꄃꁧꇬꊐꎻꑌꀋ

ꅲ。10ꊿꃄꅉꇬꀀꌠꆏ，ꊿꋋꑍꂷꌦ

ꀐꐛꅹꃅꉌꇿꌐ，ꋀꊇꈁꁠꄻꐯꏽ，

ꑞꃅꆏ，ꅉꄜꊿꋋꑍꂷꊿꃄꅉꇬꀀꈧ

ꌠꋍꑊꇱꎼꎬꅧꋺ。 

月。3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
穿着毛衣，传道一千二百六十
天。”4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
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
的。5若有人想要害他们，就有
火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仇
敌；凡想要害他们的，都必这
样被杀。6这二人有权柄，在他
们传道的日子叫天闭塞不下
雨；又有权柄叫水变为血；并
且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
击世界。7他们作完见证的时
候，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必
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
们杀了。8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
城里的街上；这城按着灵意叫
所多玛，又叫埃及，就是他们
的主钉十字架之处。9从各民、
各族、各方、各国中，有人观
看他们的尸首三天半，又不许
把尸首放在坟墓里。10住在地上
的人就为他们欢喜快乐，互相
馈送礼物，因这两位先知曾叫
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 

11ꄚ，ꌕꑍꀉꁁꐛꈭꐨꆏ，ꏃꃅꌋ

ꄷꄉꀑꇬꌗꇁꋍꑊꇭꀧꇬꃹꄉ，ꋀꄓ

ꀍꉀꉆ，ꊿꋍꑊꄓꇁꌠꂿꈧꌠꃅꋌꇷ

11过了这三天半，有生气从
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
站起来，看见他们的人甚是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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ꃨꆰꏸꈧꌐ。12ꅉꄜꊿꑍꂷꌠꆹꂿꃅ

ꇬꄉꇁꌠ：“ꄚꇬꇁ！”ꃅꃚꋒꀊꂥ

ꑠꇬꋍꑊꈨ。ꄚꄉ，ꋍꑊꃅꄂꋩꂿꃅ

ꇬꃹꁧꀐ，ꋍꑠꋍꑊꁮꐚꈧꌠꑌꊌꂿ

ꀐ。13ꀊꋨꇅꇬꆏ，ꃄꅉꃅꇙꐺꄉ，

ꇓꈓꂶꌠꊯꁧꋊꋍꁧꐡꁧꀐ；ꊿꏃꄙ

ꑹꃄ꒚ꄉꌦ，ꊿꇫꋒꇈꈧꌠꐬꆠꌦꄉ

ꏽ，ꋀꊇꐯꇯꀑꒉꑊꒉꏮꉬꉎꇬꏃꃅ

ꌋꄀ。 

怕。12两位先知听见有大声音从
天上来，对他们说：“上到这里
来。”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他
们的仇敌也看见了。13正在那时
候，地大震动，城就倒塌了十
分之一；因地震而死的有七千
人，其余的都恐惧，归荣耀给
天上的神。 

14ꉮꃤꑍꑵꀕꌠꇫꈴꁧꀐ。ꉮꃤ

ꌕꑵꀕꌠꉆꐥꃅꑟꇁꂯꀐ。 
14第二样灾祸过去，第三样

灾祸快到来了。 
 

ꉶꁱꏃꏢꏡꌠ 第七号筒 
15ꉬꉎꊩꌺꏃꂷꂶꌠꉶꁱꄎꄮꇬ

ꆏ，ꃚꋒꀉꒉꌠꉬꉎꇬꄉꑠꃅꉉ： 
15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

有大声音说： 

“ꋧꃅꇩꏤꆹꉪꌋꀕꆀꌋꏢꄖꃤ

ꉬꀐ，ꋋꆹꐩꋊꐩꍂꃅꃰꃅꄻ”

ꄷ。 

“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
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
远远。” 

16ꏃꃅꌋꂾꊨꏦꑋꅉꇬꑌꌠꅡꈭꌟꒉ

ꑍꊎꇖꑻꌠꈁꑓꃄꅉꊫꄉ，ꏃꃅꌋꏭ

ꀍꃈꄚ。17ꋀꊇꑠꃅꉉ： 

16在神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二
十四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
拜神，17说： 

“ꀋꉊꇫꐥ、ꀋꃅꇫꐥꌠꌋꏃꃅ

ꌋ，ꀋꄐꅍꀋꐥꂶꌠꀋ！ 
ꉪꊇꅽꏯꈀꎭꀕ！ 
ꑞꃅꆏ，ꆏꌅꈌꀉꒉꌠꅽꇇꈐꀀ

ꄉꃰꃅꄻꀐ。 

“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
啊， 
我们感谢你！ 
因你执掌大权作王了。 

18ꉇꉻꊿꈧꌠꇨꇅꃃ， 
ꀋꃅꅽꇨꇅꃃꐨꇫꑟꇁꀐ； 
ꌦꊿꈧꌠꏭꀞꇽꄮꑌꑟꇁꀐ； 
ꅽꁏꐚꅉꄜꊿꈧꌠꌋꆀꌃꎔꌺ

ꈧꌠ，ꅽꂓꈀꏦꈁꃪꌠꆏ， 

18外邦发怒， 
你的忿怒也临到了， 
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 
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 
凡敬畏你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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ꀄꊭꀉꒉꌠꃅꈁꁠꊌꄮꑌꑟꇁ

ꀐ； 
ꊿꋧꃅꈔꋏꈧꌠ， 
ꆏꋀꈔꋏꇀꄮꑌꑟꇁꀐ！”

ꄷ。 

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
了； 
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
时候也就到了。” 

19ꉬꉎꇬꏃꃅꌋꑷꂿꂶꌠꁉꄉꀐ，ꋍ

ꑷꂿꇬꋍꏤꐪꇮꊙꂶꌠꇬꁖꇁ；ꊁꆏ

ꃅꆗ、ꃚꋒ、ꃅꊭ、ꃄꇙ、ꋒꌦ

ꉐꂷꀋꇰꀋꇊꌠꑠꇫꐊꇁ。 

19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在他
殿中现出他的约柜；随后用闪
电、声音、雷轰、地震、大
雹。 

 

ꌋꅪꌋꆀꁡꉐ 妇人与龙 

12 ꐛꒌꇣꋲꀉꒉꑠꂷꉬꉎꇬꄉ

ꅐꇁꀐ：ꌋꅪꉘꁮꃢꃅꈚ， 12 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
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 

ꑭꎅꆧꁨꄔ，ꀂꏾꇬꃅꏸꊰꑋꂷꌌꄂ

ꌆꀍꄟꃅꅑꐺꑠꂷꐥ；2ꋌꀉꑳꁨꇈ，

ꀉꑳꒅꄮꇬꆏ，ꋌꆄꈻꌊꋰꀋꄐꃅ

ꏅ。3ꉬꉎꇬꉈꑴꐛꒌꇣꋲꌠꀉꁁꂷ

ꇫꅐꇀꌦ：ꁡꉐꀉꒉꇈꅩꇉꀕꑠꏢ，ꀂ

ꏾꏃꂷꅑ，ꀑꉻꊰꏢꅑ，ꀂꏾꏃꂷꌠ

ꄂꌆꀍꄟꏃꂷꅑ。4ꋍꁍꎼꌌꃅꃴꇬ

ꃅꏸꌘꁧꋊꋍꁧꋌꈻꌊꇵꃄꅉꇬꅞ，

ꁡꉐꏡꌠꀋꃀꀉꑳꒆꂶꌠꂾꉆꄉ，ꄐ

ꏤꄉꀉꑳꂶꌠꒆꎼꇁꄷꌦꆏꑍꅝꇫꎭ

ꏢꉨ。5ꌋꅪꂶꌠꌹꍈꒆꀐ，ꋋꆹꊁꋍ

ꑍꎸꅍꄯꁯꌌꇩꏤꈀꐥꌠꇬꏲꂠ（“ꏲ

ꂠ”ꑝꇂꉙꇬꆏ“ꆫ”ꃅꅑ）ꇁꂶꌠꉬ；ꀉꑳ

ꀿꏅꍇꌠꏃꃅꌋꇱꐕꌊꋍꑋꅉꇬꁧ

ꀐ。6ꌋꅪꂶꌠꆏꁈꇈꈬꇉꃪꃹꁧ，

ꀊꄶꇬꄉꏃꃅꌋꋍꎁꃅꐤꅉꄐꏤꄉ，

ꃅꐎꋍꄙꑋꉐꃘꊰꑋꋚꄻꋋꍈ、ꒉ

ꄻꋌꄎ。 

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
2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
痛呼叫。3天上又现出异象来：
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
头上戴着七个冠冕。4它的尾巴
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
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
产的妇人面前，等她生产之
后，要吞吃她的孩子。 
5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
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辖管”原文

作“牧”）；她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
那里去了。6妇人就逃到旷野，
在那里有神给她预备的地方，
使她被养活一千二百六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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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ꉬꉎꇬꆏꌉꆳꇫꅐꀐ，ꂰꏦꇍꌋ

ꆀꋍꊩꌺꈧꌠꁡꉐꏡꌠꌋꆀꐯꌉ，ꁡ

ꉐꏡꌠꑌꋍꊩꌺꈧꌠꈿꄉꌉ。8ꄚ，

ꁡꉐꏡꌠꇬꀋꄿꄉ，ꉬꉎꇬꋀꐤꅉꇬ

ꀋꐛꀐ。9ꁡꉐꆹꀊꆨꁮꏂꏡꌠꉬ，ꋍ

ꂓꆏꑊꋌꌌꁈꄷ，ꉈꑴꌑꄉꄷꑌꄹ，

ꋋꆹꋧꃅꋋꂷꇬꁍꃖꊏꅰꂶꌠꉬ；ꋌ

ꂰꏦꇍꇱꇵꃄꅉꇬꅞ，ꋍꊩꌺꑌꋌꈽ

ꄉꂰꏦꇍꌋꆀꋍꊩꌺꈧꌠꇱꇵꃄꅉꇬ

ꅞ。10ꋍꈭꐨꆏ，ꉬꉎꇬꃚꋒꀊꂥꃅ

ꑠꉢꈨ：“ꉠꏃꃅꌋꈭꋏꑆꊋ、ꊋ

ꃤ、ꃰꃅꇩꌋꆀꋍꏢꄖꌅꈌ，ꀋꃅꐯ

ꇯꇫꑟꇁꀐ；ꑞꃅꆏ，ꑍꇁꌋꀋꐥꃅꉪ

ꏃꃅꌋꂾꄉꉪꃺꑌꊂꅇꎹꂶꌠ，ꋀꇱ

ꇵꀏꎭꀐ。11ꃺꑌꈧꌠꋍꄩꊋ，ꑠꆹꑾ

ꌺꌦꅪꌋꆀꋀꊨꏦꇫꊩꀽꌠꇗꅉꒉ

ꄸ。ꋀꊇꆹꌦꄷꑲꑌ，ꋀꀑꇬꀋꑴ。

12ꑠꅹ，ꉬꉎꈧꌠ（ꑠꆹꉬꉎꃅꄷꈀꐥꌠꄜ）ꌋ

ꆀꉬꉎꇬꀀꈧꌠꀋ，ꆍꐯꇯꉌꇿꑓꇿ

ꌶ！ꄚ，ꃄꅉꌋꆀꎿꃀꆹꉮꃤꐥꀐ，ꑞ

ꃅꆏ，ꑊꋌꌌꁈꋍꊨꏦꀊꉗꏢꀋꐥꀐ

ꌠꋌꅉꐚꄉ，ꃃꌦꄉꏽꃅꆍꄷꒉꀐ”
ꄷ。 

7在天上就有了争战。米迦
勒同他的使者与龙争战，龙也
同它的使者去争战，8并没有得
胜，天上再没有它们的地方。
9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
又叫撒但，是迷惑普天下的；
它被摔在地上，它的使者也一
同被摔下去。10我听见在天上有
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
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
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
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
的，已经被摔下去了。11弟兄胜
过它，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
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
不爱惜性命。12所以诸天和住在
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是
地与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
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忿忿地
下到你们那里去了。” 

13ꁡꉐꏡꌠꊨꏦꋀꊇꇱꇵꃄꅉꇬ

ꅞꌠꋌꂿꇬꆏ，ꋌꇁꌊꌋꅪꌺꒆꂶꌠ

ꆼꍅꆹꆋ。14ꄚ，ꌋꅪꂶꌠꏬꆉꀋꃀ

ꅏꋒꋌꊌꄉ，ꋌꐚꇈꈬꇉꃪꁧ，ꊨꏦ

ꃅꄷꈚꌠꇬꑟꄉ，ꁮꏂꏡꌠꂾꁈ；ꋌ

ꀊꄶꇬꄉꃅꐎꋍꊭ、ꑍꊭ、ꉈꑴꀉ

ꁁꊭꃅꋚꄻꋋꍈ、ꒉꄻꋌꄎ。15ꁡꉐ

ꏡꌠꌋꅪꂶꌠꊂꆈꄉ，ꈂꀸꇬꀆꐒꒊ

13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
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14于是
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
叫她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
方，躲避那蛇；她在那里被养
活一载二载半载。15蛇就在妇人
身后，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河
一样，要将妇人冲去。16地却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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ꃀꌡꑠꋌꀞꎼꇁꄉ，ꌋꅪꂶꌠꅸꁧꏢ

ꉨ。16ꄚ，ꃄꅉꆏꌋꅪꂶꌠꇇꀤꄉꈂ

ꀸꋌꏅꄉꇈ，ꁡꉐꈌꇬꄉꅐꇁꌠꒊꃀ

ꋌꑍꅝꇫꎭ。17ꁡꉐꏡꌠꌋꅪꂶꌠꊂ

ꃃꌦꄉꏽꄉ，ꀱꌊꌋꅪꂶꌠꌺꇖꇫꋒ

ꇈꈧꌠꏭꌉꆳꇁ；ꌺꇖꋋꈨꆹꊿꏃꃅ

ꌋꏥꏦꇬꍬꇈꑳꌠꎁꃅꅇꊪꌬꈧꌠ

ꉬ。 

助妇人，开口吞了从龙口吐出
来的水（原文作“河”）。17龙向妇人
发怒，去与她其余的儿女争
战；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
为耶稣作见证的。 

18ꀊꋨꄮꇬꁡꉐꏡꌠꎿꋮꂤꏂꀠ

ꇬꉆ。 
18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

上。 
 

ꉆꌦꉆꌋꑍꂷ 两个兽 

13 ꉈꑴꉆꌦꉆꌋꂷꎿꃀꇬꄉꅐ

ꇁꌠꉢꂿ，ꋌꀑꉻꊰꏢꅑ， 
13 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

上来，有十角七头；在 
ꀂꏾꏃꂷꅑ，ꀑꉻꊰꏢꌠꆏꄂꌆꀍꄟ

ꊰꂷꅑ，ꀂꏾꏃꂷꌠꍍꋉꌠꂓꇬꅑ。

2ꉆꌦꉆꌋꋋꂷꉜꎼꇁꇬ，ꐛꐪꆏꍀꐛ

ꐪꌡ，ꑭꁆꆏꊈꂾꑭꁆꌡ，ꈋꆏꆿꅪ

ꈁꐞꌡ。ꁡꉐꏡꌠꊨꏦꊋꃤ、ꑋꅉ

ꌋꆀꌅꈌꐯꇯꋌꄻꉆꌦꉆꌋꋋꂷꁵ

ꀐ。3ꉆꌦꉆꌋꋋꂷꀂꏾꏃꂷꌠꋍꂷ

ꀕꊂꌸꄉꌦꌠꉢꊌꂿ，ꄚ，ꌦꃤꂷꊂ

ꋋꂷꉃꌒꀐ。ꋧꃅꃰꊿꃅꋌꇰꈌꉛ

ꀕꄉ，ꉆꌦꉆꌋꋋꂷꊂꈹꐺꌐ。4ꋀ

ꊇꉈꑴꁡꉐꏡꌠꏭꀍꃈꄚ，ꑞꃅꆏ，

ꁡꉐꏡꌠꌅꈌꋌꄻꉆꌦꉆꌋꂶꌠꁵ。

ꋀꊇꉆꌦꉆꌋꂶꌠꏭꑌꀍꃈꄚ，ꋀꊇ

ꄹꇬ：“ꈀꄸꂷꉆꌦꉆꌋꋋꂷꌋꆀꋓ

ꈿꄎ？ꈀꄸꂷꋋꌋꆀꐯꌉꄎ？”
ꄷ。 

十角上戴着十个冠冕，七头上
有亵渎的名号。2我所看见的
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
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
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
它。3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
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
好了。全地的人都希奇，跟从
那兽；4又拜那龙，因为它将自
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
“谁能比这兽，谁能与它交战
呢？” 

5ꉈꑴꅇꂷꆺꒉꄇꒉ、ꍍꋉꄸꄀ

ꌠꉉꌠꈂꀸꄻꋌꁳ，ꄷꀋꁧ，ꌅꈌꄻꋌ

5又赐给它说夸大亵渎话的
口，又有权柄赐给它，可以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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ꁳꄉ，ꋌꁳꃅꐎꇖꊰꑋꁮꆪꂷꈁꏾꃅ

ꀕꎻ。6ꑠꅹ，ꋌꈌꁉꄉꏃꃅꌋꏭꍍ

ꋉꅇꂷꉉ，ꏃꃅꌋꂓꌋꆀꏃꃅꌋꁁꑳ

ꏭꍍꋉꄸꄀ，ꋌꉈꑴꉬꉎꇬꀀꈧꌠꏭ

ꑌꍍꋉꄸꄀ。7ꉈꑴꈁꏾꃅꋌꁳꌃꎔ

ꌺꌋꆀꐮꉈꈽꎻ，ꄷꀋꁧꊋꐛ。ꌅꈌ

ꑌꄻꋌꁳꄉ，ꊿꋅꈀꐥꌠ、ꊿꁯꈀ

ꀀꌠ、ꃅꄷꉙꈀꐥꌠ、ꇩꏤꈀꐥꌠ

ꐯꇯꋌꇱꆼꍅꇂꃴꅞ。8ꃄꅉꇬꀀꌠ

ꊿ，ꁍꄻꏃꄻꈭꐨꅑꅸꇁꌠ，ꋀꂓꁱ

ꑾꌺꊿꇱꌉꇫꎭꂶꌠꀑꇬꄯꒉꋐꌠꇬ

ꄀꀋꄉꌠꆏ，ꐯꇯꉆꌦꉆꌋꂶꌠꏭꀍ

ꃈꄚꌐ。9ꅺꅑꌠꆏ，ꐯꇯꇫꅲꄡ

ꑟ。 

意而行四十二个月。6兽就开口
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
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
在天上的。7又任凭它与圣徒争
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
它，制伏各族、各民、各方、
各国。8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
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
命册上的人，都要拜它。9凡有
耳的，就应当听。 

10ꊿꇱꒃꌊꁧꄡꑟꌠꆏ， 
ꈍꃅꑌꊿꇱꒃꌊꁧ； 
ꂗꍵꑱꃀꌌꊿꇱꌉꇫꎭꄡꑟꌠ

ꆏ， 
ꈍꃅꑌꂗꍵꑱꃀꌌꊿꇱꌉꇫ

ꎭ。 
ꑠꆹꌃꎔꌺꋰꄿꌠꌋꆀꑇꐨꉌꊋ

ꐥꄡꑟꄷꌠꄜ。 

10该被掳的， 
必定被掳； 
该被刀剑杀的， 
 
必定被刀剑杀。 
 
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
此。 

11ꉈꑴꉆꌦꉆꌋꀉꁁꂷꃄꅉꇬꄉꅐꇁ

ꌠꉢꂿ，ꋌꑾꌺꂷꌟꃅꀑꉻꑍꁆꅑ，

ꄚ，ꋌꅇꉉꇬꆏꁡꉐꏢꌡ。12ꋌꉆꌦ

ꉆꌋꂴꂶꌠꂾꄉꉆꌦꉆꌋꂴꂶꌠꌅꈌ

ꈀꐥꌠꌬ，ꄷꀋꁧ，ꋌꃄꅉꌋꆀꃄꅉ

ꇬꃰꊿꁳꂷꊂꌸꇈꉃꌒꀐꌠꉆꌦꉆꌋ

ꂴꂶꌠꏭꀍꃈꄚꎻ。13ꉆꌦꉆꌋꊁꂶ

ꌠꉈꑴꌤꂵꌦꂵꌋꌠꃅꄎ，ꄷꀋꁧ，

ꉹꁌꂾꉆꄉ，ꋌꃆꄔꁳꃅꃴꇬꄉꊰꃄ

11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
来，有两角如同羊羔，说话好
像龙。12它在头一个兽面前，施
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并且
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死伤
医好的头一个兽。13又行大奇
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
降在地上。14它因赐给它权柄在
兽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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ꅉꇬꇁꎻ。14ꌅꈌꄻꋌꁳꄉ，ꋌꉆꌦ

ꉆꌋꂴꂶꌠꂾꄉꌤꂵꌦꂵꌋꌠꃅ

ꄎ。ꑠꅹ，ꃄꅉꇬꀀꌠꃰꊿꋌꇱꁍꃖ

ꅜ，ꑠꃅꉉ：“ꂗꍵꑱꃀꇱꌉꂷꊂꌸ

ꇈꇫꐥꑴꌦꌠꉆꌦꉆꌋꂶꌠꎁꃅꄉꁰ

ꂷꒃ”ꄷ。15ꉈꑴꌅꈌꄻꋌꁳꄉ，ꉆ

ꌦꉆꌋꁱꂶꌠꁳꀑꇬꑌ，ꄷꀋꁧꅇꉉ

ꄎꎻ；ꉈꑴꉆꌦꉆꌋꁱꂶꌠꁳꊿꋍꊨ

ꏦꏭꀍꃈꀋꄚꈧꌠꌉꇫꎭꎻ。16ꉈꑴ

ꊿꈀꐥꌠ，ꌠꐭꌟꒉ、ꌣꈚꌢꎭ、

ꊨꏦꌄꇤꌠ、ꁏꐚꄻꌠꃅ，ꉆꌦꉆꌋ

ꊁꂶꌠꋀꁳꇇꇀꑳꁆꌠꅀꑊꄜꇬꌐꂷ

ꄀꄉꌐꎻ。17ꊿꌐꄀꄉꇈꇭꀧꇬꉆꌦ

ꉆꌋꂶꌠꂓ，ꅀꋍꂓꃷꁨꌐꂷꇬꅑꈧ

ꌠꀋꉬꑲꆏ，ꀉꁁꊿꆹꃷꐪꃼꇇꃅꀋ

ꉆ。18ꄚꇬꌧꅍꂿꅍꐥ。ꀑꁮꅺꐳ

ꌠꆏ，ꉆꌦꉆꌋꃷꁨꌐꂷꈍꑋꉬꌠꌗ

ꅐꇁꉆ，ꑞꃅꆏ，ꑠꆹꊿꃷꁨꌐꂷꉬ，

ꋍꃷꁨꌐꂷꆏꃘꉐꃘꊰꃘ。 

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受刀伤
还活着的兽作个像。”15又有权
柄赐给它，叫兽像有生气，并
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
的人都被杀害。16它又叫众人，
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
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
上，受一个印记。17除了那受印
记、有了兽名或有兽名数目
的，都不得做买卖。 
18在这里有知慧。凡有聪明的，
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是
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六百六
十六。 

 

ꊿꊯꇖꃪꇖꄙꑹꉙꑵ 十四万四千人的歌 

14 ꉢꉈꑴꇬꉚꇬꆏ，ꑾꌺꂶꌠꑭ

ꉢꁧꇬꉆꌠꉢꊌꂿ，ꉈꑴꊿꊯ 
14 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

锡安山，同他又有十四 
ꇖꃪꇖꄙꑹꑌꋌꈽꇬꉆ；ꊿꋋꈨꑊꄜ

ꇬꆏꋍꂓꌋꆀꋍꀉꄉꂓꁱꇬꄀꄉ。

2ꉬꉎꇬꄉꇁꌠꃚꋒꑵꉢꈨ，ꃚꋒꋌꑵ

ꒊꃀꂆꃚꌡ，ꃅꇴꃅꏢꌠꑌꌡ，ꄷꀋ

ꁧ，ꉢꈀꈨꌠꆹꁀꁻꁺꃚꑌꌡ。3ꋀ

ꊇꆹꑋꅉꂶꌠ、ꇙꀕꌗꑌꇖꂷꌠꌋꆀ

ꅡꈭꌟꒉꈧꌠꂾꄉꑵꉙꑵ，ꀋꇊꆏꑵ

ꉙꀊꏀꌠꌡ；ꊿꃄꅉꇬꄉꃼꌊꇁꌠꀊ

ꋨꊯꇖꃪꇖꄙꑹꀉꄂꑲꆏ，ꀉꁁꊿꑵ

万四千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
的名写在额上。2我听见从天上
有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
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
弹琴的所弹的琴声。3他们在宝
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
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
上买来的那十四万四千人以
外，没有人能学这歌。4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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ꉙꀊꏀꋋꊱꌷꄎꌠꀋꐥ。4ꊿꋋꈨꉬ

ꇮꌋꅪꅿꀋꋻ，ꋀꊇꑴꅉꆹꌠꆗꌺ

ꉬ。ꑾꌺꂶꌠꇿꁧꄿꂿ，ꋀꊇꐯꇯꋍ

ꊂꈹꐺꇬꎷ。ꋀꊇꆹꃰꊿꈬꇬꄉ，ꌋ

ꇱꃼꌊꂶꂷꇬꂾꂔꈧꌠꃅꄉ，ꄻꏃꃅ

ꌋꀕꆀꑾꌺꂶꌠꁵꌠꉬ。5ꋀꊇꈂꀸ

ꆹꈰꏅꀋꋻ，ꋀꊇꆐꅑꅍꀋꐥ。 

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
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
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
的，作初熟的果子归与神和羔
羊。5在他们口中察不出慌言
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 

 

ꉬꉎꊩꌺꌕꑻꈀꄜꌠꈨꅇ 三位天使的信息 
6ꋍꈭꐨ，ꉬꉎꊩꌺꀉꁁꂷꃅꈬꇬ

ꃰꐺꌠꉢꂿ，ꐩꋊꐩꍂꌠꌒꅇꋌꄜꊿ

ꃄꅉꇬꀀꌠꇰ，ꊿꃄꅉꇬꀀꌠꆹꇩꏤ

ꈀꐥꌠ、ꊿꁯꈀꐥꌠ、ꃅꄷꉙꈀꐥ

ꌠ、ꊿꋅꈀꐥꌠꉬ。7ꋌꃚꐕꉐꐓ

ꄉ：“ꏃꃅꌋꏦꃪꄉꀑꒉꑊꒉꄻꋌꁳ

ꄡꑟ，ꑞꃅꆏ，ꋌꀞꇽꇀꄮꑟꀐ；ꃅ

ꃴ、ꃄꅉ、ꎿꃀꌋꆀꒉꇁꀦꃅꋌꄻ

ꄉꂶꌠꏭꀍꃈꄚꄡꑟ！”ꄷꉉ。 

6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
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
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
族、各方、各民。7他大声说：
“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
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
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
海和众水泉源的。” 

8ꉈꑴꉬꉎꊩꌺꑍꂷꂶꌠꊛꄉꑠꃅ

ꉉ：“ꃰꊿꁳꎼꃅꃏꑽꎧ、ꇨꃃꇫ

ꋩꎧꅝꎻꌠꀠꀘꇍꇓꈓꀉꒉꂶꌠꆹꐚ

ꇬꅜꀐ！ꐚꇬꅜꀐ！”ꄷ。 

8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
“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
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 

9ꋍꈭꐨ，ꉬꉎꊩꌺꌕꂷꂶꌠꊛ

ꄉ，ꃚꐕꉐꐓꄉꑠꃅꉉ：“ꀋꄸꄷ，

ꊿꉆꌦꉆꌋꀊꋨꂷꌋꆀꋍꁱꏭꀍꃈ

ꄚ，ꇇꇬꅀꑊꄜꇬꌐꄀꄉꌠꐥꑲꆏ，

10ꊿꋋꈨꆹꀋꎪꃅꏃꃅꌋꇨꇅꃃꎧꅝ

ꌠꉬ；ꎧꑠꀊꌃꌆꃅꉷꏃꃅꌋꇨꇅꃃ

ꍔꌺꏡꌠꇬꊐꄉ；ꊿꋋꈨꆹꌃꎔꉬꉎ

ꊩꌺꌋꆀꑾꌺꂶꌠꂾꃆꄔꌋꆀꃪꂱꈬ

ꇬꄉꇧꍻꌠꉬ。11ꋀꇧꍻꌠꃅꇴꆹ，

ꐩꋊꐩꍂꃅꀋꆏꃅꀍꉀꅐ，ꊿꉆꌦꉆ

9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
们，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
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
记。10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
此酒斟在神忿怒的杯中纯一不
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
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
11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
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受
他名之印记的，昼夜不得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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ꌋꀊꋨꂷꌋꆀꋍꁱꏭꀍꃈꄚ、ꋍꂓ

ꌐꂷꊪꈧꌠꆹ，ꑍꇁꌋꀋꐥꃅꀀꌒꑌꌒ

ꀋꄐ”ꄷ。12ꑠꅹ，ꌃꎔꌺꏃꃅꌋꏥ

ꏦꍬꌠꌋꆀꏢꄖꇗꅉꇯꍝꌠꍬꌠꆹ，

ꋰꄉꄻꅐ。 

宁。”12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
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 

13ꋋꇅꇬꆏ，ꉬꉎꇬꃚꋒꑠꃅꉉꉢ

ꈨ：“ꆏꋋꈨꁱꇬꄀꄉ：ꋌꊂꇈꉈꆏ，

ꊿꌋꈐꏭꄉꌦꈧꌠꌒꃤꊌꀐ”ꄷ。

ꌃꎔꒌꄹꇬ：“ꉬꑴ，ꋀꊇꊨꏦꑘꎭ

ꃣꅧꇈꑬꆏꀐ，ꋀꃅꐨꇿꋌꑌꋀꐊ

ꐺ”ꄷ。 

13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
“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
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
“是的，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
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 

 

ꃄꅉꇬꋚꁧꒉꁧꒇꋩ 地上的收割 
14ꋍꈭꐨ，ꉢꏮꇬꉚꇈꃅꄂꀊꐎꌅ

ꉢꂿ，ꃅꄂꄩ‘ꊾꌺ’ꌡꃅꑠꂷꇫ

ꑌ，ꀂꏾ꒰ꄂꌆꀍꄟꅑ，ꇇꇬꆏꉊꈯꄧ

ꏼꌌꐺ。15ꉈꑴꉬꉎꊩꌺꂷꑷꂿꇬꄉ

ꅐꇁꇈ，ꃚꐕꉐꐓꄉꃅꄂꄩꑌꂶꌠꏭ

ꑠꃅꉉ：“ꒇꋩꄮꑟꀐ，ꃄꅉꇬꋚꁧ

ꒉꁧꂔꈴꀐ，ꅽꉊꈯꌌꇬꒇꇁꌶ”
ꄷ。16ꄚꄉꃅꄂꄩꑌꂶꌠꉊꈯꋌꍞꃄ

ꅉꇬꎭꇈ，ꃄꅉꇬꋚꁧꒉꁧꈧꌠꋌꇱ

ꒇꋩꇫꎭꌐꀐ。 

14我又观看，见有一片白
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
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
镰刀。15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
来，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
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
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
的庄稼已经熟透了。”16那坐在
云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
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 

17ꋍꈭꐨ，ꉈꑴꉬꉎꊩꌺꂷꉬꉎꑷ

ꂿꇬꄉꅐꇁ，ꋋꑌꉊꈯꄧꏼꌌꐺ。

18ꉈꑴꉬꉎꊩꌺꀉꁁꂷꆦꑝꇮꊙꇬꄉ

ꅐꇁ，ꋋꆹꃆꄔꏲꂠꌅꈌꐥ，ꋌꃚꋒꀊ

ꂥꃅꉊꈯꄧꏼꌌꂶꌠꏭ：“ꑌꃀꌧꃰ

ꂔꈴꀐ，ꅽꉊꈯꄧꏼꌠꌌꃄꅉꇬꑌꃀ

ꌧꃰꎴꒉ”ꄷ。19ꄚꄉꉬꉎꊩꌺꂶꌠ

ꉊꈯꏼꌠꋌꍞꃄꅉꇬꎭ，ꑌꃀꌧꃰꋌ

ꎴꌊꄉ，ꋌꇵꏃꃅꌋꇨꇅꃃꌠꎧꋎꅉ

17又有一位天使从天上的殿
中出来，他也拿着快镰刀。18又
有一位天使从祭坛中出来，是
有权柄管火的，向拿着快镰刀
的大声喊着说：“伸出快镰刀
来，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
因为葡萄熟透了。”19那天使就
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
的葡萄，丢在神忿怒的大酒榨



ꀖꀨꄯꒉ  15 797 启示录  15 

 

ꀉꒉꂷꇬꊐ。20ꑌꃀꌧꃰꒈꆏꇓꉈꎧ

ꋎꅉꇬꄉꎪꎼꇁ，ꌦꅪꑌꎧꋎꅉꇬꄉ

ꅐꇁ，ꌦꅪꎧꋎꅉꇬꄉꅐꇁꌠꀊꂥꐨꆏ

ꃅꍋꇬꑟ，ꁭꁘꅷꆏꈉꃘꉐꂷꇬꑟ。 

中。20那酒榨踹在城外，就有血
从酒榨里流出来，高到马的嚼
环，远有六百里。 

 

ꄽꂫꉮꃤꏲꌠꉬꉎꊩꌺꏃꑹ 掌管最后灾难的七天使 

15 ꋍꈭꐨ，ꉈꑴꉬꉎꇬꐛꒌꇣꋲ

ꌠꉢꊌꂿ，ꒈꑌꀉꒉ，ꇣꑌ 
15 我又看见在天上有异

象，大而且奇，就是七 
ꇣꋲ，ꑠꆹꉬꉎꊩꌺꏃꑹꉮꃤꄽꂫꏃ

ꑵꌠꏲꌠꉬ，ꑞꃅꆏ，ꏃꃅꌋꇨꇅꃃꅍ

ꆹꉮꃤꋋꏃꑵꇬꐊꇁꌐꌠꉬ。 

位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灾，因为
神的大怒在这七灾中发尽了。 

2ꉡꆹꑊꈻꇓꎿꃀꃆꄔꇫꐊꌠꌡꑠ

ꂷꉢꊌꂿ，ꉈꑴꉆꌦꉆꌋꂶꌠ、ꋍꁱ

ꌋꆀꋍꂓꃷꁨꌐꂷꑠꄩꊋꀐꌠꊿꈧꌠ

ꑌꉢꂿ，ꋀꊇꑊꈻꇓꎿꃀꄩꉆ，ꏃꃅ

ꌋꁀꁻꋀꌌꐺ。3ꋀꏃꃅꌋꁏꐚꃀꑭ

ꃤꑵꉙꌋꆀꑾꌺꃤꑵꉙꑵ： 

2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
中有火搀杂。又看见那些胜了
兽和兽的像，并它名字数目的
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
的琴，3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
羊的歌，说： 

“ꀋꄐꅍꀋꐥꌠꌋꏃꃅꌋꀋ！ 
ꅽꃅꐨꑽꑌꆹꈍꃅꇰꀋꃀꉏ！ 
ꈍꃅꂵꇖꀕꉏ！ 
ꇩꏤꈀꐥꌠꃰꃅꀋ！ 
（“ꇩꏤ”ꀊꆨꏂꀨꋍꈨꇬꆏ“ꃅꋊ”ꃅꅑ） 
ꅽꈝꃀꆹꈍꃅꑖꉬꉏ！ 
ꈍꃅꃶꐚꉏ！ 

“主神，全能者啊， 
你的作为大哉！ 
奇哉！ 
万国之王啊 
（“国”有古卷作“世”）， 
你的道途义哉！ 
诚哉！ 

4ꌋꀋ，ꈀꄸꂷꆏꀋꏦꆏꀋꃪꀬ， 
ꈀꄸꂷꀑꒉꑊꒉꏮꅽꂓꀋꄀ？ 
ꑞꃅꆏ，ꆏꀉꄂꌃꎔꌠꉬ； 
ꊿꋅꇬꈀꐥꌠꃅꇁꌊꅽꃀꄉꀍ

ꃈꄚꌐ， 
ꑞꃅꆏ，ꅽꑖꉬꌠꃅꐨꇫꅐꇁ

ꀐ”ꄷ。 

4主啊，谁敢不敬畏你， 
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 
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
要来在你面前敬拜， 
 
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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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ꋍꈭꐨ，ꉬꉎꇬꅇꊪꌬꌠꁁꑳꋍꈐꏭ

ꐛꌠꑷꂿꂶꌠꁉꄉꀐꌠꉢꊌꂿ。6ꉮ

ꃤꄽꂫꏃꑵꏲꌠꉬꉎꊩꌺꏃꑹꌠꑷꂿ

ꇬꄉꅐꇁ，ꋀꊇꆹꐍꊭꀕ、ꁤꇅꀕꌠ

ꃆꁁꀊꌤꃢꈜꈚ（“ꃆꁁꀊꌤꃢꈜ”ꀊꆨ꒰ꀨ

ꋍꈨꇬꆏ“ꇓꁌꇐꈤꌠ”ꃅꅑ），ꉦꃀꇬꆏꏂꃰ

ꈭꅑ。7ꇙꀕꌗꑌꇖꂷꌠꈬꄔꇬꋍꂷ

ꆏ，ꏂꍔꌺꏃꏢꋌꄻꉬꉐꊩꌺꏃꑹꌠ

ꁵ，ꍔꌺꈐꏭꆏꐩꋊꐩꍂꃅꇫꐥꌠꏃ

ꃅꌋꇨꇅꃃꅍꐛꃅꀀ。8ꏃꃅꌋꀑꒉ

ꑊꒉꌋꆀꊋꃤꐛꅹꃅ，ꑷꂿꈐꏭꃅꇴ

ꐛꀐ；ꄚꄉꉬꉎꊩꌺꏃꑹꌠꌌꇁꌠꉮ

ꃤꏃꑵꌠꀋꌐꌦꂾꆏ，ꊿꑷꂿꈐꏭꃹ

ꆹꄎꌠꀋꐥ。 

5此后，我看见在天上那存见证
帐幕的殿开了。6那掌管七灾的
七位天使从殿中出来，穿着洁
白光明的细麻衣（“细麻衣”有古卷作

“宝石”），胸间束着金带。7四活物
中有一个把盛满了活到永永远
远之神大怒的七个金碗给了那
七位天使。8因神的荣耀和能
力，殿中充满了烟，于是没有
人能以进殿，直等到那七位天
使所降的七灾完毕了。 

 

ꍔꌺꏃꃅꌋꇨꇅꃃꅍꐛꌠꏃꏢ 神大怒的碗 

16 ꋍꈭꐨ，ꑷꂿꇬꃚꋒꀉꒉꌠꇫ

ꅐꇁꌠꉢꈨ，ꉬꉎꊩꌺꏃꑹꌠ 16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
出来，向那七位天使 

ꏭꑠꃅꉉ：“ꆍꁨꒉ，ꏃꃅꌋꇨꇅꃃ

ꅍꐛꌠꍔꌺꏃꏢꌠꉷꃄꅉꇬꎭꒉ”

ꄷ。 

说：“你们去，把盛神大怒的七
碗倒在地上。” 

2ꉬꉎꊩꌺꋍꂷꂶꌠꒉꌊꍔꌺꏢꋌ

ꉷꃄꅉꇬꎭ，ꄚꄉꀴꊪꂷꊂꁰꎿꂶꉔ

ꌠꌋꆀꆄꈻꌠꊿꇭꀧꇬꅐꇁ，ꊿꀊꋨ

ꈨꆹꇭꀧꇬꉆꌦꉆꌋꂶꌠꌐꂷꅑ、ꉆ

ꌦꉆꌋꁱꂶꌠꏭꀍꃈꄚꈧꌠꉬ。 

2第一位天使便去，把碗倒
在地上，就有恶而且毒的疮生
在那些有兽印记、拜兽像的人
身上。 

3ꉬꉎꊩꌺꑍꂷꂶꌠꆏ，ꍔꌺꋌꉷ

ꎿꃀꇬꇱ，ꎿꒉꐈꌌꌦꅪꐛ，ꀋꇊꆏꊿ

ꌦꀐꌠꌦꅪꌡ，ꄚꄉ，ꎿꃀꇬꇙꀕꇬ

ꈀꐥꃅꌦꌐꀐ。 

3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
里，海就变成血，好像死人的
血；海中的活物都死了。 

4ꉬꉎꊩꌺꌕꑻꑺꌠꆏ，ꍔꌺꋌꉷ 4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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ꒊꃀꌋꆀꒉꇁꀦꇬꇱꇬꆏ，ꀆꐒꈧꌠ

ꋋꇅꃅꐈꌌꌦꐛ。5ꉬꉎꊩꌺꀆꐒꈧ

ꌠꇬꌄꇤꂶꌠ： 

与众水的泉源里，水就变成血
了。5我听见掌管众水的天使
说： 

“ꀋꉊꇫꐥ、 
ꀋꃅꇫꐥꌠꌃꎔꂶꌠꀋ！ 
ꆏꑠꃅꀞꇽꌠꆹꑖꉬꌠꉬ； 

“昔在、今在的圣者啊， 
你这样判断是公义的； 

6ꌃꎔꌺꌋꆀꅉꄜꊿꌦꅪꋀꊇꇱ

ꋊꇫꎭꐛꅹ， 
ꀋꃅꌦꅪꆏꄻꋀꊇꄐ， 
ꋍꑠꆹꋀꊇꊨꏦꈔꊨꏦꎹꌠ

ꉬ”ꃅꉉꌠꉢꈨ。 

6他们曾流圣徒与先知的血， 
 
现在你给他们血喝， 
这是他们所该受的。” 

7ꋍꈭꐨ，ꉈꑴꆦꑝꇮꊙꇬꄉꃚꋒ

ꑠꃅꉉꉢꈨ： 
“ꉬꑴ，ꀋꄐꅍꀋꐥꌠꌋ，ꏃꃅꌋ

ꀋ！ 
ꅽꀞꇽꆹꇯꍝꀕꌠꌋꆀꑖꉬꌠ

ꉬ”ꄷ。 

7我又听见祭坛中有声音说： 
 
“是的，主神，全能者啊， 
 
你的判断义哉！诚哉！” 

8ꉬꉎꊩꌺꇖꑻꑺꌠꆏ，ꍔꌺꋌꉷꉘꁮ

ꇬꎭꄉ，ꉘꁮꁳꃆꄔꌌꊿꃪꎻ。9ꊿ

ꃅꁨꃪꇨꄉ，ꉮꃤꈀꐥꋋꈨꄩꌄꇤꌠ

ꏃꃅꌋꂓꏭꎼꋉꃏꄀ，ꄷꀋꁧ，ꋀꊇ

ꉪꁏꄺꀱꄉꀑꒉꑊꒉꄻꏃꃅꌋꄀꀋ

ꅲ。 

8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日头上，
叫日头能用火烤人。9人被大热
所烤，就亵渎那有权掌管这些
灾的神之名，并不悔改将荣耀
归给神。 

10ꉬꉎꊩꌺꉬꑻꑺꌠꆏ，ꍔꌺꋌꉷ

ꉆꌦꉆꌋꂶꌠꑋꅉꇬꎭ，ꄚꄉ，ꉆꌦ

ꉆꌋꃰꃅꇩꆏꆈꏸꀕꀐ。ꊿꆄꈻꋰ

ꀋꄐꄉ，ꊨꏦꉐꆂꌃ；11ꋀꆹꆄꈻꌠꌋ

ꆀꂷꊂꈀꅐꌠꒉꄸꃅꉬꉎꇬꏃꃅꌋꏭ

ꎼꋉꃏꄀ，ꄚ，ꋀꊇꋀꃅꐨꑽꑌꈧꌠ

ꇬꆏꉪꁏꄺꀱꀋꅲ。 

10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兽的
座位上，兽的国就黑暗了。人
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11又因
所受的疼痛和生的疮，就亵渎
天上的神，并不悔改所行的。 

12ꉬꉎꊩꌺꃘꑼꀕꌠꆏ，ꍔꌺꋌꉷ 12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幼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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ꒀꃔꇁꄂꒊꃀꇬꇱ，ꒊꃀꋋꂡꃅꌤꀊ

ꃶꀐ，ꑠꆹꉘꁮꅏꅉꄉꇁꌠꃰꃅꈧꌠꎁ

ꃅꈜꊨꈜꄐꂿꄷꌠ。13ꉈꑴꆏ，ꒌꀋ

ꎴꀋꈻꌠꀌꀠꌡꑠꌕꂷꉢꊌꂿ，ꒌꋋ

ꌕꂷꁡꉐꈁꐞ、ꉆꌦꉆꌋꈁꐞꌋꆀ

ꅉꄜꊿꃶꀋꐚꌠꈁꐞꇬꄉꅐꇁ。14ꋀ

ꊇꑴꅉꆹꑊꋌꒌꉬꄉ，ꌤꂵꌦꂵꌋꌠ

ꃅꄎ。ꑊꋌꋋꈨꅐꌊꋧꃅꃰꃅꈧꌠ

ꄷꄉ，ꋀꁳꀋꄐꅍꀋꐥꌠꏃꃅꌋꃅꑍ

ꇰꀋꃀꄹꉇꆏ，ꐯꏑꌌꌉꆳꎻ。15（ꇬ

ꉚ！ꉡꆹꏄꍿꌡꃅꇁ。ꊿꅩꀧꍓꃅꇫ

ꐺꇈꑊꏦꎲꄏꌠꑠꌞꊿꊌꂿꂵꏦꄉ，

ꀀꐚꑓꄧꃅꃢꈜꐏꁇꈧꌠꆹꌒꃤꊌ

ꀐ。）16ꑊꋌꌕꂷꌠꃰꃅꈧꌠꋀꇴꌊ

ꃅꄷꑝꀨꆾꉙꃅꄉꇬꉳꂰꏣꄏꄓꄷꑠ

ꈚꇬꄉꐯꏑ。 

拉底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要
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
备道路。13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
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
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14他们本
是鬼魔的灵，施行奇事，出去
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
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争战。
15（看哪！我来像贼一样。那警
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
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
16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
处，希伯来话叫作哈米吉多
顿。 

17ꉬꉎꊩꌺꏃꑹꀕꌠꆏ，ꍔꌺꋌꉷ

ꃅꈬꇬꎭ，ꄚꄉꃚꋒꀊꂥꌠꑷꂿꈐꏭ

ꑋꅉꂶꌠꇬꄉꅐꇁ，ꑠꃅꉉ：“ꃅꐛ

ꀐ”ꄷ。18ꉈꑴꃅꆗ、ꃚꋒ、ꃅꇴ

ꃅꏢ、ꀋꇰꀋꇊꃅꃄꇙꑠꇫꅐ，ꋋꆹ

ꃰꊿꋧꃅꋦꈭꐨ，ꑠꃅꀉꒉꀉꇨꃅꃄ

꒚ꀋꋻ。19ꇓꈓꀉꒉꂶꌠꆼꈘꌕꂷ

ꃅ，ꇩꏤꈧꌠꇓꈓꑌꉬꇮꃅꐡꁧꌐ

ꀐ；ꏃꃅꌋꑌꀠꀘꇍꇓꈓꀉꒉꂶꌠꋌ

ꎺꇁꄉ，ꍔꌺꊨꏦꇨꇅꃃꐯꃃꌠꎧꐛ

ꃅꀀꏡꌠꋌꄻꇬꁳ。20ꎿꅔꈀꐥꃅꁈ

ꁧꌐꀐ，ꁦꌺꑌꐘꀋꈨꀐ。21ꉈꑴꋒ

ꂷꋍꂷꈬꊰꎖꏡꐛꌠꂿꃅꇬꄉꊰꇁꊿ

ꇭꀧꇬꌸ，ꋒꂷꉮꃤꑠꒈꒊꐛꅹ，ꊾꆹ

ꏃꃅꌋꏭꎼꋉꃏꄀ。 

17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
中，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
上出来，说：“成了。”18又有闪
电、声音、雷轰、大地震，自
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
大、这样厉害的地震。19那大城
裂为三段，列国的城也都倒塌
了；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
要把那盛自己烈怒的酒杯递给
他。20各海岛都逃避了，众山也
不见了。21又有大雹子从天落在
人身上，每一个约重一他连得
（“一他连得”约有九十斤）。为这雹子
的灾极大，人就亵渎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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ꎲꃷꃆꅿꀉꒉꂶꌠꌋꆀꉆꌦꉆꌋꂶꌠ 大淫妇和兽 

17 ꍔꌺꏃꏢꌌꌠꉬꉎꊩꌺꏃꑹ

ꇢꊭꋍꂷꇁꌊꉠꏯꑠꃅꉉ： 17 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
中，有一位前来对我 

“ꄚꇁ，ꉢꎲꃷꃆꅿꀉꒉꂶꌠꈁꊌꌠ

ꑗꉘꈧꌠꄐꆏꀦꂿ，ꋌꒊꃀꈧꌠꄩ

ꑌ。2ꃄꅉꇬꃰꃅꈧꌠꐯꇯꋋꌋꆀꎼ

ꃅꃏꑽ，ꋧꃅꃰꊿꋍꎼꃅꃏꑽꌠꎧꅝ

ꄉ，ꐯꇯꎧꑱꌐꀐ”ꄷ。 

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
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
给你看。2地上的君王与她行
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她淫
乱的酒。” 

3ꉢꌃꎔꒌꇱꌵꄉꉌꐡ，ꉢꉬꉎꊩ

ꌺꇱꏃꌊꇈꈬꇉꃪꁧ，ꀊꄶꇬꄉꌋꅪ

ꂷꉆꌦꉆꌋꅪꃅꅩꍠꀕꑠꂷꋩꐺꌠꉢ

ꂿ；ꉆꌦꉆꌋꂶꌠꇭꀧꋋꂷꇬꃅꂓꍍ

ꋉꄸꄀꌠꑠꁱꇬꄀꄉꌐ，ꋌꀂꏾꏃꂷ

ꅑ，ꀑꉻꊰꏢꅑ。4ꌋꅪꂶꌠꃢꈜꊪ

ꅪꌠꌋꆀꅩꍠꀕꌠꑠꈚ，ꐎ꒰、ꇓꁌ

ꇐꈤꌠꌋꆀꍗꀕꑠꌌꅑꃚꅑꅺꃅꄉ；

ꇇꇬ꒰ꍔꌺꏢꌌꐺ，ꈐꏭꆏꋍꑞꋍꑵ

ꊿꋋꌂꌠꐛꃅꀀ，ꑠꆹꋍꎼꃅꃏꑽꊿ

ꍍꊿꅾꌠꉬ。5ꋍꑊꄜꇬꆏꂓꑠꃅꁱ

ꇬꄀꄉ：“ꌧꊋꂾꊋꌠꂁꌤꀋ！ꀠꀘ

ꇍꇓꈓꀉꒉꂶꌠꆹꋧꃅꎲꃷꃆꅿꌋꆀ

ꋧꃅꇬꊿꋋꌂꌠꐥꇐꀉꂿꄻ”ꄷ。 

3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
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
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七
头十角，遍体有亵渎的名号。
4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
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妆
饰；手拿金杯，杯中盛满了可
憎之物，就是她淫乱的污秽。
5在她额上有名写着说：“奥秘
哉！大巴比伦，作世上的淫妇
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 

6ꌋꅪꂶꌠꌃꎔꌺꌦꅪꌋꆀꊿꑳ

ꌠꎁꃅꅇꊪꌬꌠꌦꅪꋌꇣꅝꄉꑱꀐꌠ

ꉢꂿ，ꋌꉢꂿꇬꆏ，ꉢꋌꇰꐯꋌꇰ。

7ꉬꉎꊩꌺꉠꏯ：“ꑞꃅꆏꋌꇰꌠꉬ？

ꉢꌋꅪꋋꂷꌋꆀꋋꏦꌊꐺ、ꏃꀑꊯ

ꉻꅑꌠꉆꌦꉆꌋꂁꌤꉉꆎꇰꂿ。8ꉆ

ꌦꉆꌋꆏꂿꂶꌠ，ꀋꉊꆹꇫꐥꌠꉬ，ꀋ

ꃅꇬꀋꐥ，ꊁꇁꋍꑍꋌꃅꐬꉱꀋꅑꅉ

ꇬꄉꅐꇁꈭꐨ，ꀱꉈꑴꈔꈜꇬꃹ。ꊿ

6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
徒的血，和为耶稣作见证之人
的血。我看见她，就大大地希
奇。7天使对我说：“你为什么希
奇呢？我要将这女人和驮着她
的那七头十角兽的奥秘告诉
你。8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
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里上
来，又要归于沉沦。凡住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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ꃄꅉꇬꀀ、ꁍꄻꏃꄻꈭꐨꂓꁱꀑꇬ

ꄯꒉꋐꌠꇬꄀꀋꄉꌠꆹ，ꉆꌦꉆꌋꀋ

ꉊꇫꐥ，ꀋꃅꇬꀋꐥ，ꊁꆏꇫꐥꇁꂶꌠ

ꋀꊌꂿꇬꆏ，ꋀꊇꀋꎪꃅꋌꇰꈌꉛꀕ

ꌐꌠꉬ。 

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
生命册上的，见先前有、如今
没有、以后再有的兽，就必希
奇。 

9ꌧꅍꂿꅍꐥꌠꉌꂵꆹꄚꄉꉪꏡ

ꉆ。ꀂꏾꏃꂷꌠꆏꁦꌺꌋꅪꇫꑌꌠꏃ

ꂷꌠꉬ，ꃰꃅꏃꑹꑌꉬ；10ꃰꃅꉬꑻꐚ

ꀐ，ꋍꂷꆹꀋꃅꇫꐥꑴꌦ，ꋍꂷꇫꑟꀋ

ꇁꌦ，ꋌꇀꄮꇬꆏ，ꈍꃅꑌꀂꉗꌹꍈꇫ

ꐥꄻꅐ。11ꀋꉊꇫꐥ、ꀋꃅꇬꀋꐥꌠ

ꉆꌦꉆꌋꆹꃰꃅꉆꂷꂶꌠꉬ；ꋋꑌꃰ

ꃅꏃꑹꌠꌋꆀꋍꁥꉬ，ꄽꂫꆏꊰꈔꈜ

ꇬꃹ。12ꀑꉻꆏꂿꊰꏢꌠꆏ，ꇩꏤꀋ

ꊌꑴꌦꌠꃰꃅꊯꑻꉬ，ꄚ，ꋀꊇꃰꃅ

ꌅꈌꊌꂯꄉꀐ，ꋀꌋꆀꉆꌦꉆꌋꋋꂷ

ꐯꇯꏲꂠ。13ꋀꊇꆹꐯꇯꉌꂵꋍꂷꉪ

ꐨꋍꏢꃅꄉ，ꋀꊨꏦꊋꃤꌋꆀꌅꈌꏮ

ꉆꌦꉆꌋꂶꌠꁵ。14ꋀꊇꐯꇯꏓꇁꑾ

ꌺꂶꌠꌋꆀꐯꌉꐮꆳ，ꑾꌺꂶꌠꆹꈍ

ꃅꑌꋀꄩꊋ，ꑞꃅꆏ，ꑾꌺꂶꌠꆹꌌꁈ

ꉎꌌꁈ、ꃰꃅꉎꃰꃅꉬ，ꑾꌺꂶꌠꈽ

ꄉꇳꍝꊌꌠ、ꌋꄉꌠ、ꀋꎪꀋꎙꌠ

ꑠꆹꈍꃅꑌꊋꐛꌠꉬ”ꄷ。 

9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
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坐的七座
山，又是七位王；10五位已经倾
倒了，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
来到；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
存留。11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
兽，就是第八位；他也和那七
位同列，并且归于沉沦。12你所
看见的那十角就是十王；他们
还没有得国，但他们一时之间
要和兽同得权柄，与王一样。
13他们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权
柄给那兽。14他们与羔羊争战，
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
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
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
心的，也必得胜。” 

15ꉬꉎꊩꌺꉈꑴꉠꏯꑠꃅꉉ：

“ꆏꈀꂿꌠꎲꃷꃆꅿꇫꄩꑌꌠꒊꃀꈧ

ꌠꆹꊿꋅꀉꑌꌠ、ꉹꁌꀉꑌꌠ、ꇩ

ꏤꀉꑌꌠ、ꃅꄷꉙꀉꑌꌠꑠꉬ。16ꆏ

ꊌꂿꌠꀑꉻꊰꏢꌠꌋꆀꉆꌦꉆꌋꀊꋨ

ꂷꐯꇯꀋꎪꃅꎲꃷꃆꅿꋋꂷꌂꄉ，ꋌ

ꁳꈥꏢꀕꄉꇭꀧꅩꍓꀕꎻ，ꉈꑴꋍꎸ

15天使又对我说：“你所看见
那淫妇坐的众水，就是多民、
多人、多国、多方。16你所看见
的那十角与兽必恨这淫妇，使
她冷落赤身，又要吃她的肉，
用火将她烧尽。17因为神使诸王
同心合意，遵行他的旨意，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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ꋠꇈꃆꄔꌊꋋꐗꇫꎭ。17ꑞꃅꆏ，ꏃ

ꃅꌋꆹꃰꃅꈧꌠꁳꉌꂵꋍꂷꉪꐨꋍꏢ

ꃅꋍꉪꐨꇬꍬꄉ，ꋀꊨꏦꇩꏤꈧꌠꄻ

ꉆꌦꉆꌋꂶꌠꁵ，ꇁꉚꅷꏃꃅꌋꅇꂷ

ꈧꌠꅇꅐꌐꄮꇬꑟ。18ꌋꅪꆏꂿꂶꌠ

ꆹ，ꃄꅉꇬꃰꃅꈧꌠꄩꏲꂠꌠꇓꈓꀉꒉ

ꂶꌠꉬ”ꄷ。 

自己的国给那兽，直等到神的
话都应验了。18你所看见的那女
人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城。” 

 

ꀠꀘꇍꀉꒉꂶꌠꐚꇬꅜ 大巴比伦倾倒 

18 ꋍꈭꐨ，ꉬꉎꊩꌺꀉꁁꌅꈌꀉ

ꒉꌠꐥꑠꂷꉬꉎꇬꄉꀁꋌꐛꇁ 
18 此后，我看见另有一位

有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 
ꌠꉢꂿ，ꃄꅉꆹꋍꀑꑊꐛꅹꃅꁨꑭ

ꌬ。2ꋌꃚꐕꉐꐓꄉꑠꃅꏅꄉꉉ： 
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2他
大声喊着说： 

“ꀠꀘꇍꇓꈓꀉꒉꂶꌠꐚꀐ！ 
ꐚꀐ！ 
ꋌꈚꆹꑊꋌꀀꅉꌋꆀꒌꀋꎴꀋ

ꈻꌠꏓꈌꐛꀐ， 
ꄷꀋꁧ，ꉌꊭꉌꇓꍍꆀꇈꊿꋋ

ꌂꌠꑠꈋꅉꐛꀐ； 

“巴比伦大城倾倒了！ 
倾倒了！ 
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
之灵的巢穴， 
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
穴； 

3ꑞꃅꆏ，ꇩꏤꈀꐥꌠꃅꋍꎼꐊꃏ

ꐊꌠꇨꇅꃃꎧꅝꄉꐚꇬꅜꌐ

ꀐ； 
ꃄꅉꇬꃰꃅꈧꌠꋋꌋꆀꎼꃅꃏ

ꑽ； 
ꋧꃅꃼꇇꃅꊿꆹꋌꋠꈩꎖꃨꅑ

ꐛꅹꎆꅗꋚꅗꌐ”ꄷ。 

3因为列国都被她邪淫大怒的
酒倾倒了； 

 
地上的君王与她行淫； 
 
地上的客商因她奢华太过就
发了财。” 

4ꉈꑴꉬꉎꇬꃚꋒꑵꑠꃅꉉꌠꉢ

ꈨ： 
“ꉠꉹꁌꋍꏅꊈꀋ！ 

ꆍꋋꌋꆀꐯꇯꑽꃤꃅꄉꉮꃤꋌ

ꈀꊝꈧꌠꆍꊝꂵꌠꉥ， 

4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 
 
“我的民哪， 
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
她一同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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ꆍꊇꑴꌠꇓꈓꀊꋨꂷꇬꄉꁖꇁ； 受她所受的灾殃； 
5ꑞꃅꆏ，ꋍꑽꃤꂿꃅꑟ，ꋍꀋꑗ

ꀋꉬꌠꆹ 
ꏃꃅꌋꎺꎼꇁꀐ。 

5因她的罪恶滔天， 
她的不义， 
神已经想起来了。 

6ꋌꈍꃅꊾꊝꆏ， 
ꏃꃅꌋꑌꈍꃅꋋꊝ， 
ꋌꈀꃅꈧꌠꉈꑴꋍꁧꄻꇬꇯꄉ

ꌌꋋꀱ； 
ꍔꌺꋌꌌꎧꉔꏡꌠꌊꉈꑴꋍꁧ

ꁦꎆꇱꄉꉔꋌꄎ。 

6她怎样待人， 
也要怎样待她， 
按她所行的加倍地报应她； 
 
用她调酒的杯加倍地调给她
喝。 

7ꋌꈍꃅꊨꏦꀑꒉꑊꒉꄀ， 
ꈍꃅꋠꈩꎖꃨꅑꆏ， 
ꋌꁳꑌꈍꃅꄉꎬꅧ、ꉌꐒꄡ

ꑟ， 
ꑞꃅꆏ，ꋍꉌꂵꈐꇬꑠꃅꉉ： 

‘ꃰꃅꀋꃀꑋꅉꉢꑌꀐ，ꉡꆹꃆꍸ

ꃀꀋꉬ， 
ꈍꃅꑌꉌꐒꇁꎭꄮꀋꑟ’ꄷ。 

7她怎样荣耀自己， 
怎样奢华， 
也当叫她照样痛苦悲哀， 
 
因她心里说： 
‘我坐了皇后的位，并不是寡
妇， 
决不至于悲哀。’ 

8ꑠꅹ，ꋍꑍꈀꈐꃅ， 
ꋍꉮꃤꐯꇯꇫꅐꇁꌠꉬ， 
ꉮꃤꋋꈨꆹꌦꃤꈔꃤ、 
ꉌꐒꇁꎭ、ꃱꉩꄸꌋꑠꉬ。 
ꋌꉈꑴꃆꄔꇱꐗꇫꎭ， 
ꑞꃅꆏ，ꋍꏭꀞꇽꌠꌋꏃꃅꌋꆹ

ꄐꅍꊋꃤꀉꒉꐯꀉꒉꃅꐥ”

ꄷ。 

8所以在一天之内， 
她的灾殃要一齐来到， 
就是死亡、 
悲哀、饥荒。 
她又要被火烧尽了， 
因为审判她的主神大有能
力。” 

9ꃄꅉꇬꃰꃅꑍꃀꑍꋋꌋꆀꎼꃅꃏ

ꑽ、ꋌꈽꄉꋠꈩꎖꃨꅑꈧꌠꆏ，ꋋꐗ

ꌠꃅꇴꋀꂿꇬꆏ，ꋍꎁꃅꉨꏅꏿ；10ꋍ

ꐒꃤꆅꃤꈧꌠꋀꇫꏦꐛꅹ，ꋀꊇꈍꎳ

ꃅꇢꅉꉆꄉꑠꃅꉉ： 

9地上的君王，素来与她行淫、
一同奢华的，看见烧她的烟，
就必为她哭泣哀号；10因怕她的
痛苦，就远远地站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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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ꀊꇷ！ꀊꇷ！ꀠꀘꇍꇓꈓꀉꒉ、

ꈫꈈꂶꌠꀋ！ꋋꇅꀉꄂꃅꑗꉘꅽ

ꄹꑟꇁꀐ”ꄷ。 

“哀哉！哀哉！巴比伦大城，
坚固的城啊，一时之间你的
刑罚就来到了。” 

11ꃄꅉꇬꃼꇇꃅꊿꑌꋋꒉꄸꃅꐒꄉꑳ

ꉨ，ꑞꃅꆏ，ꊿꉈꑴꋀꎊꈬꃼꇁꌠꀋ

ꊌꀐ；12ꎊꈬꆹꑠꈨꐥ：ꐎꏂ、ꇓꁌꇐ

ꈤꌠ、ꍗꀕ、ꃆꁁꀊꌤꌠ、ꑸꀬꊪ

ꅪꌠ、ꊫꇵꏦꍠ、ꑸꀬꅩꍠꀕꌠ、

ꌩꅿꉗꌒꌠꋍꑞꋍꑵ、ꆺꊈꎐꌊꄻ

ꄉꌠꊐꅍꋍꑞꋍꑵ、ꌩꋍꑞꋍꑵꁌꇐ

ꈤꌠꌋꆀꐯ、ꎸꅍ、ꀊꍆꇓꐎꌊꄻ

ꄉꌠꊐꅍ，13ꏓꇝ（ꐓꌦꀕꃅꐙꌠꇱꅍꑵ，ꀉꑌ

ꌠꆏꄸꎬꃚꇬꇱꄉꃄꋠ）、ꇱꋌꋂꋐ、ꅿꉗ

ꌒꃀꀕ、ꃀꒀꁬꋌ、ꌜꀕꑍ、

ꎧ、ꒀꋌ、ꎭꂾꀊꌤꌠ、ꎭꂷ、

ꇌ、ꍶꑿ、ꃅ、ꃅꈻꍯ、ꁏꐚ、

ꊿ（“ꁏꐚ、ꊿ”ꑝꇂꉙꇬꆏ“ꊿꇭꀧ、ꊿꒌ

ꆠ”ꄷ）。 

11地上的客商也都为她哭泣悲
哀，因为没有人再买他们的货
物了；12这货物就是金、银、宝
石、珍珠、细麻布、紫色料、
绸子、朱红色料、各样香木、
各样象牙的器皿，各样极宝贵
的木头和铜、铁、汉白玉的器
皿，13并肉桂、调料、香料、香
膏、乳香、酒、油、细面、麦
子、牛、羊、车、马和奴仆、
人口。 

14“ꀠꀘꇍꀋ！ 
ꌩꋚꇓꂷꆏꇫꏾꈧꌠꆎꐞꁧꀐ， 
ꅽꋚꂂꒉꎔ、ꎊꈬꋽꎔꌠꈀꐥ

ꌠꃅꅽꈬꄔꄉꈔꑍꆘꅝ， 
ꋌꊂꈍꃅꑌꆏꋌꊊꂿꀋꄐꀐ”

ꄷ。 

14“巴比伦哪！ 
你所贪爱的果子离开了你； 
你一切的珍馐美味和华美的
物件也从你中间毁灭， 
决不能再见了。” 

15ꎊꈬꋋꈨꃷ、ꋍꇇꄧꈴꄉꎆꊌꋚꊊ

ꌠꃼꇇꃅꊿꈧꌠꆹ，ꋍꐒꃤꆅꃤꏦꐛ

ꅹ，ꈍꎳꃅꇢꅉꉆꄉꐒꉩꏽ，ꑠꃅꉉ： 

15贩卖这些货物、借着她发了财
的客商，因怕她的痛苦，就远
远地站着哭泣悲哀，说： 

16“ꀊꇷ！ꀊꇷ！ꇓꈓꀉꒉꋋꂷ， 
ꑍꃀꑍꆹꃢꈜꃆꁁꀊꌤꌠꌊꄻꄉ

ꇈꊪꅪꌠ、ꅪꃅꅩꍠꀕꑠꈚ， 

16“哀哉！哀哉！这大城啊， 
素常穿着细麻、紫色、朱红
色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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ꉈꑴꏂ、ꇓꁌꇐꈤꌠꌋꆀꍗꀕ

ꑠꌌꅑꃚꅑꅺꃅꄉ； 
又用金子、 
宝石和珍珠为妆饰； 

17ꋋꇅꀉꄂꃅ，ꌣꈚꁨꇐꋍꑋꑍꑠ

ꐘꀋꈨꀐ”ꄷ。 
17一时之间，这么大的富厚就
归于无有了。” 

ꇉꌌꁈ、ꊿꇉꑌꃅꄷꐯꀋꌡꅉꁧ

ꌠ、ꇉꇳꊿꌋꆀꊿꎿꉘꇉꄉꑘꃅꈧ

ꌠꉬꇮꃅꈍꎳꃅꇢꅉꉆꄉ，18ꋋꐗꌠ

ꃅꇴꋀꊌꂿꇬꆏ，ꋀꑠꃅꏅ：“ꇓꈓ

ꑞꂷꇓꈓꀉꒉꋋꂷꌡꄎ？”ꄷ。19ꋀ

ꊇꈑꋍꋀꃬꀂꏾꇬꇗꄉꐒꉩꏽ，ꑠꃅ

ꏅ： 

凡船主和坐船往各处去的，并
众水手，连所有靠海为业的，
都远远地站着，18看见烧她的
烟，就喊着说：“有何城能比这
大城呢？”19他们又把尘土撒在
头上，哭泣悲哀，喊着说： 

“ꀊꇷ！ꀊꇷ！ꇓꈓꀉꒉꋋꂷꇆ！ 
ꋀꇉꎿꇬꁮꌠꊿꈀꐥꌠ，ꉬꇮ

ꋌꌣꈚꐛꅹ，ꋀꊇꎆꊌꋚꊊꀐ， 
ꋋꆹꋋꇅꀉꄸꃅꊿꀋꋦꃮꀋꀆꅉ

ꑠꈚꐛꀐ。 

“哀哉！哀哉！这大城啊。 
凡有船在海中的，都因她的
珍宝成了富足， 
她在一时之间就成了荒场。 

20ꉬꉎꀋ！ꌃꎔꌺꇬꈀꐥꌠ、ꁆ

ꄻꊩꌺꈀꐥꌠꌋꆀꅉꄜꊿꈀꐥ

ꌠꀋ！ꆍꊇꋋꒉꄸꃅꉌꇿꌶ！ 
ꑞꃅꆏ，ꏃꃅꌋꆹꋍꇭꀧꇬꄉꆍ

ꎁꃅꑖꉬꎹꀐ”ꄷ。 

20天哪！众圣徒、众使徒、众
先知啊！ 
你们都要因她欢喜， 
因为神已经在她身上伸了你
们的冤。” 

21ꉬꉎꊩꌺꊋꑌꁦꅤꑠꂷ，ꇓꂵꐂꇓ

ꀋꃀꌡꂷꋌꐕꌊꋌꇵꎿꇬꊐꄉꑠꃅ

ꉉ： 
 

“ꇓꈓꀉꒉꌠꀠꀘꇍꑌꀋꎪꃅꑠꃅ

ꊋꅐꄉꌋꇱꇵꎼꒉꇈ， 
ꋌꊂꈍꃅꑌꂿꀋꉆꀐ。 

21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举起一块石
头，好像大磨石，扔在海里，
说： 

“巴比伦大城也必这样猛力地
被扔下去， 
决不能再见了。 

22ꁀꁻꁺꃚ、ꑵꉙꑵꃚ、 
ꐪꆳꂢꃚꌋꆀꉶꁱꄎꃚꑠꅽꄹ

22弹琴、作乐、吹笛、 
吹号的声音， 



ꀖꀨꄯꒉ  19 807 启示录  19 

 

ꄉꉈꑴꊿꋌꀋꈨꀐ； 
ꊿꇇꄻꋽꇐꑞꑵꄻꌠꑌꅽꄹꄉ

ꉈꑴꊿꋌꀋꋒꀐ； 
ꐂꇓꃴꌠꂾꃚꑠꅽꄹꄉꉈꑴꊿ

ꋌꀋꈨꀐ； 

在你中间决不能再听见； 
各行手艺人在你中间决不能
再遇见； 
推磨的声音在你中间决不能
再听见； 

23ꂷꇭꁨꑭꅽꄹꄉꉈꑴꁤꇅꀕꀋ

ꉆꀐ； 
ꑮꃀꌐꃶꀊꏀꌠꃚꋒꑌꅽꄹꄉ

ꉈꑴꊿꋌꀋꈨꀐ； 
ꅽꃼꇇꃅꊿꋋꈨꂴꏭꆹꃄꅉꇬ

ꐤꒉꊿꑠꉬ， 
ꋧꃅꇩꏤꈀꐥꌠꑌꐯꇯꅽꃔꌤ

ꇱꁍꃕꄉꌐꀐ”ꄷ。 

23灯光在你中间决不能再照
耀； 
新郎和新妇的声音，在你中
间决不能再听见。 
你的客商原来是地上的尊贵
人， 
万国也被你的邪术迷惑
了。” 

24ꅉꄜꊿ、ꌃꎔꌺꌋꆀꃄꅉꇬꊿ

ꇱꌉꇫꎭꈧꌠꌦꅪꃅ， 
ꇓꈓꋋꂷꇬꄉꊌꂿꌐꀐ。 

24先知和圣徒， 
并地上一切被杀之人的血， 
都在这城里看见了。 

 

19 ꋍꈭꐨꆏ，ꊿꈍꑋꈍꑋꈨꉬꉎ

ꇬꄉꃚꋒꀊꂥꃅꉉꌠꌡꃅꑠ 
19 此后，我听见好像群众

在天上大声说： 
ꉢꈨ：  

“ꉐꆹꇉꑸ（ꋋꆹ“ꏃꃅꌋꏭꍖꀴ”ꄷꌠ

ꄜ）！ꈭꋏꑆꊋ、ꀑꒉꑊꒉꌋꆀ

ꌅꈌꊋꃤꆹꉪꏃꃅꌋꃤꉬ。 
2ꋍꀞꇽꆹꇯꍝꀕꌠ、ꑖꉬꌠꉬ， 
ꑞꃅꆏ，ꎼꃅꃏꑽꃅꐨꑠꌌꋧꃅ

ꀜꐆꌠꎲꃷꃆꅿꀉꒉꂶꌠꆹꋌ

ꌌꀞꇽꀐ，ꄷꀋꁧ，ꎲꃷꃆꅿꂶ

ꌠꄷꁏꐚꌦꅪꐆꎹ，ꋀꎁꃅꑖꉬ

ꎹ”ꄷ。 

“哈利路亚（就是“要赞美耶和华”的

意思）！救恩、荣耀、权能都
属乎我们的神。 

2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 
因他判断了那用淫行败坏世
界的大淫妇，并且向淫妇讨
流仆人血的罪，给他们伸
冤。” 

3ꉈꑴ： 
“ꉐꆹꇉꑸ！ 

ꎲꃷꃆꅿꐗꌠꃆꄔꃅꇴꆹꅐꅷ

3又说： 
“哈利路亚！ 
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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ꐩꋊꐩꍂꄮꇬꑟ”ꄷꉉ。 永远远。” 
4ꅡꈭꌟꒉꑍꊎꇖꑻꌠꌋꆀꇙꀕ

ꌗꑌꇖꂷꌠꇇꑭꃃꇵꀕꃅ， 
ꑋꅉꇬꑌꌠꏃꃅꌋꏭꀍꃈꄚ， 
ꋀꊇ： 

“ꀊꂱ。ꉐꆹꇉꑸ！”ꄷꉉ。 

4那二十四位长老与四活物就
俯伏敬拜坐宝座的神， 
 
说： 
“阿们。哈利路亚。” 

 

ꑾꌺꑮꃀꑮꋚ 羔羊的婚筵 
5ꑋꅉꂶꌠꇬꃚꋒꑠꇫꅐꇁ： 

“ꏃꃅꌋꁏꐚꈀꐥꌠꀋ！ 
ꋋꏦꋌꃪꌠꆏ，ꌠꐭꌟꒉꐯꇯꉪ

ꊇꏃꃅꌋꏭꍖꀴ”ꄷ。 

5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 
“神的众仆人哪！ 
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 
都要赞美我们的神。” 

6ꊿꈍꑋꈍꑋꈨꃚꋒꌡꌠ，ꒊꃀꈍꑋꂆ

ꃚꌡꌠ，ꃅꇴꃅꏢꌠꌡꌠꉢꈨ，ꑠꃅ

ꉉ： 
“ꉐꆹꇉꑸ！ꑞꃅꆏ， 

ꉪꏃꃅꌋ，ꀋꄐꅍꀋꐥꂶꌠ， 
ꃰꃅꄻꀐ。 

6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
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 

 
“哈利路亚！ 
因为主我们的神， 
全能者作王了。 

7ꉪꊇꆹꉌꃈꑓꌒ、ꉌꇿꑓꇿ

ꄉ， 
ꀑꒉꑊꒉꏭꏃꃅꌋꄀ； 
ꑞꃅꆏ，ꑾꌺꂶꌠꑮꃀꑮꄮꑟꇁ

ꀐ，ꑮꃀꑌꊨꏦꄐꏤꄉꀐ。 

7我们要欢喜快乐， 
将荣耀归给他； 
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 
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 

8ꑮꃀꑆꊋꊌꄉꃆꁁꀊꌤꃢꈜꁤ

ꇅꀕ、ꐍꊭꀕꌠꑠꈚ。 
ꃆꁁꀊꌤꃢꈜꆹꌃꎔꌺꃅꐨꑽ

ꑌꑖꉬꑠꉬ”ꄷ。 

8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
衣。 
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
义。” 

9ꉬꉎꊩꌺꉠꏯ：“ꆏꁱꄉ：ꊿꑾꌺꂶ

ꌠꑮꃀꑮꋚꋠꇁꄷꇴꄉꈧꌠꆹꌒꃤꐥ

ꀐ”ꄷ。ꋌꉈꑴꉠꏯ：“ꅇꂷꋋꈨ

ꌋꅇꇯꍝꀕꌠꉬ”ꄷꉉ。10ꉢꇇꑭ

9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
被请赴羔羊之婚筵的有福了！”
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
10我就俯伏在他脚前要拜他，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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ꃃꇵꀕꃅꋍꏸꑭꂾꄉꋍꏭꀍꃈꄚ，

ꄚ，ꋌꉠꏯ：“ꑠꃅꀋꉆ！ꉡꆹꆎꌋꆀ

ꑳꌠꎁꃅꅇꊪꌬꌠꅽꃺꑌꈧꌠꌟꃅ，

ꐯꇯꁏꐚꄻꌠꉬ，ꆏꏃꃅꌋꏭꀍꃈꄚ

ꄡꑟ”ꄷ。ꑞꃅꆏ，ꑳꌠꎁꃅꈀꌬ

ꌠꅇꊪꆹꅉꄜꅇꒌꃤꄜꐨꉬ。 

说：“千万不可！我和你，并你
那些为耶稣作见证的弟兄同是
作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因为
预言中的灵意乃是为耶稣作见
证。 

 

ꃆꇭꀊꐎꋩꌠ 骑白马者 
11ꋍꈭꐨ，ꉢꏮꇬꉚꇬꆏ，ꃅꑆꁉ

ꄉꌠꉢꂿꀐ，ꃆꇭꀊꐎꂷꅐꇁ，ꃅꋩ

ꂶꌠꆏ“ꀋꎪꀋꎙꌠꌋꆀꇯꍝꀕ

ꌠ”ꂓ；ꋋꆹꋍꏅꑖꉬꇬꈴꄉꀞꇽ、

ꌉꆳ。12ꋍꑓꋪꆹꃆꄔꉐꆂꌡ，ꀂꏾ

ꇬꃰꃅꄂꌆꀍꄟꈍꑋꅑ；ꋍꇭꀧꇬꂒ

ꂷꁱꇬꄀꄉ，ꋍꊨꏦꀉꄂꑲꆏ，ꀉꁁ

ꊿꇬꌥꌠꀋꐥ。13ꋌꇭꀧꇬꃢꈜꌦꅪ

ꍀꑠꈬꈚ，ꋍꂒꆏ“ꏃꃅꌋꇗꅉ”

ꄷ。14ꉬꉎꂽꄙꀕꃪꀕꃆꇭꀊꐎꋩ，

ꃆꁁꀊꌤꃢꈜꐍꊭꀕ、ꁦꎴꌠꑠꈚꄉ

ꋍꊂꈹꐺ。15ꋍꈂꀸꇬꂗꍵꑱꃀꇫꅐ

ꇁꄉ，ꌌꉇꉻꊿꋅꏭꌉꉆ。ꋌꀋꎪꃅ

ꎸꅍꄯꁯꌌꋀꊇꏲꂠ（“ꏲꂠ”ꑝꇂꉙꇬꆏ

“ꆫ”ꃅꅑ），ꋌꉈꑴꀋꄐꅍꀋꐥꌠꏃꃅ

ꌋꇨꇅꃃꌠꎧꋎꅉꇬꎪ。16ꋍꃢꈜꇬ

ꌋꆀꁱꆽꇬꂓ：“ꃰꃅꉎꃰꃅ，ꌌꁈ

ꉎꌌꁈ”ꃅꑠꁱꇬꄀꄉ。 

11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
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
信真实”；他审判、争战都按着
公义。12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
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
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
道。13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他
的名称为“神之道”。14在天上的
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
又白又洁，跟随他。15有利剑从
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
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辖管”原文

作“牧”），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
榨。16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
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17ꋍꈭꐨ，ꉬꉎꊩꌺꂷꉘꁮꇬꉆꌠ

ꉢꂿ，ꋌꃚꋒꀊꂥꃅꀕꈬꇬꃰꐺꌠꉌ

ꊭꈧꌠꏭꏅꄉꑠꃅꉉ：“ꆍꊇꐯꇯꏓ

ꌊꏃꃅꌋꃥꌵꅉꇬꇁꌶ，18ꑠꃅꑲꆏ，

ꆍꊇꆹꃰꃅ、ꂽꏃꌊꁈꌋꆀꁦꋠꊋꑌ

ꁦꅤꈧꌠꎸꋠꉆ，ꉈꑴꃅꈧꌠꌋꆀꊿ

17我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日
头中，向天空所飞的鸟大声喊
着说：“你们聚集来赴神的大筵
席，18可以吃君王与将军的肉，
壮士与马和骑马者的肉，并一
切自主的、为奴的，以及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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ꃅꋩꈧꌠꎸꑌꋠꉆ，ꉈꑴꊨꏦꌄꇤ

ꌠ、ꁏꐚꄻꌠꌋꆀꌠꐭꌟꒉꌠꎸꐯꇯ

ꆍꇫꋠꉆ”ꄷ。 

人民的肉。” 

19ꉈꑴꉆꌦꉆꌋꂶꌠ、ꋧꃅꃰꃅ

ꈧꌠꌋꆀꋀꂽꈧꌠꐯꏑꌌꃅꋩꂶꌠꌋ

ꆀꋍꂽꈧꌠꌉꆳꇁꌠꉢꂿ。20ꉆꌦꉆ

ꌋꂶꌠꋀꊇꇱꒃꌊꇁꀐ；ꅉꄜꊿꃶꀋ

ꐚꂶꌠꑌꉆꌦꉆꌋꂶꌠꈿꄉꋀꊇꒃ

ꌊꇁꀐ。ꅉꄜꊿꃶꀋꐚꋋꂷꆹꉆꌦꉆ

ꌋꂶꌠꂾꄉꌤꂵꌦꂵꌋꌠꃅꋺ，ꉈꑴ

ꊿꉆꌦꉆꌋꂶꌠꌐꂷꊪ、ꋍꁱꏭꀍ

ꃈꄚꈧꌠꁍꃕꑌꋺ。ꋍꑊꀋꌦꃅꃆꀞ

ꀊꐎꋩꂶꌠꇱꇵꃪꂱꐞꌠꄔꎿꇬꊐ

ꀐ；21ꇫꋒꇈꈧꌠꆏꃆꀞꀊꐎꋩꂶꌠ

ꈂꀸꇬꄉꅐꇁꌠꂗꍵꑱꃀꇱꌉꌦꇫꎭ

ꌐ；ꉌꊭꉌꇓꇬꈀꐥꌠꃅꐯꇯꋀꎸꄴ

ꅝꄉꂊꌐꀐ。 

19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
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
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争
战。20那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
曾行奇事、迷惑受兽印记和拜
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
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地被
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21其余
的被骑白马者口中出来的剑杀
了；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 

 

ꋍꄙꈎ 千禧年 

20 ꉈꑴꉬꉎꊩꌺꂷꉬꉎꇬꄉꀁ

ꋌꐛꇁꌠꉢꊌꂿ，ꇇꇬꃅꐬꉱ 20 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
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 

ꀋꅑꌠꎤꁉꌋꆀꎸꉗꈍꎳꏮꌌ。2ꁡ

ꉐꏡꌠꋌꒃꄉ，ꁡꉐꋋꏢꆹꀊꆨꁮꏂ

ꏡꌠꉬ，ꉈꑴꑊꋌꌌꁈꑌꂓ，ꌑꄉꄷ

ꑌꄹ，ꁡꉐꋋꏢꋍꄙꈎꂷꋌꇱꐒꈄ

ꄉ，3ꋌꇱꇵꃅꐬꉱꀋꅑꅉꇬꊐ，ꃅꐬ

ꉱꀋꅑꌠꋌꈢꄉꇈ，ꇇꌒꋌꄻꇫꍅ

ꄉ，ꁡꉐꋋꏢꁳꇩꏤꈧꌠꁍꃕꀋꎽ

ꀐ。ꋍꄙꈎꐛꈭꐨꆏ，ꀋꎪꃅꀂꉗꌹ

ꍈꁡꉐꋋꏢꋊꃑꉈꏭꎼꇁ。 

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2他捉住
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
也叫撒但，把它捆绑一千年，
3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
闭，用印封上，使它不得再迷
惑列国。等到那一千年完了，
以后必须暂时释放它。 

4ꋍꈭꐨ，ꑋꅉꈍꑋꂷꌋꆀꑋꅉꇬ

ꑌꌠꑠꉢꊌꂿ，ꄷꀋꁧ，ꀞꇽꌅꈌꄻꋀ

4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
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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ꊇꁵ。ꉈꑴꒌꆠꈨꑌꉢꂿ，ꑠꆹꊿꑳ

ꌠꎁꃅꅇꊪꌬ、ꏃꃅꌋꇗꅉꒉꄸꃅ

ꀂꏾꊿꇽꇫꎭꈧꌠꒌꆠꉬ。ꋀꊇꆹꉆ

ꌦꉆꌋꂶꌠꌋꆀꋍꁱꏭꀍꃈꄚꀋꋻ，

ꑊꄜꇬꌋꆀꇇꇬꑌꋍꌐꂷꄀꀋꋻ；ꋀ

ꊇꀱꐥꇁꀐ，ꋀꏢꄖꈿꄉꃅꐎꋍꄙꈎ

ꂷꃰꃅꄻ。5ꑠꆹꂴꇬꂾꃢꌠꀱꐥꇁ

ꌠ。ꌦꊿꇫꋒꇈꈧꌠꆏ，ꃅꐎꀊꋨꋍ

ꄙꈎꇫꈴꁧꈭꐨꑲꆀꀱꐥꇁꄎ。6ꊿ

ꂴꇬꂾꃢꌠꇯꆐꀱꐥꇁꈧꌠꆹꌒꃤꊌ

ꀐ，ꌃꎔꀐ；ꑍꃢꀕꌠꌦꃤꆹꊿꋋꈨ

ꇭꀧꇬꌅꈌꑞꍈꑌꀋꐥ。ꋀꊇꀋꎪꃅ

ꏃꃅꌋꀕꆀꏢꄖꆦꑝꊿꄻ，ꄷꀋꁧ，

ꏢꄖꈽꄉꃅꐎꋍꄙꈎꂷꃰꃅꄻ。 

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
给耶稣作见证、并为神之道被
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
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
受过它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
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
千年。5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
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直等那
一千年完了。6在头一次复活有
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
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
们必作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
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ꌑꄉꅞꀐ 撒但的失败 
7ꋍꄙꈎꈭꐨꆏ，ꌑꄉꆹꀋꎪꃅꏦ

ꑳꇬꄉꋊꃑꎼꇁ。8ꋌꅐꇁꌊꋧꃅꇖ

ꁁꏯꇩꏤꈀꐥꌠꇬꁍꃕꇁ（“ꁁꏯ”ꑝꇂ

ꉙꇬꆏ“ꎏ”ꃅꅑ），ꇩꏤꈀꐥꌠꆹꇰꀕꌋ

ꆀꂸꇰꉬ，ꋀꁳꐯꏑꌊꌉꈿꎻ。ꋀꊇ

ꊻꂷꆹꎿꋮꂤꏂꌟꃅꃷꂿꑖꀋꉬ。

9ꋀꊇꇁꌊꃄꅉꋋꂷꃅꐛꌐ，ꌃꎔꌺꍆ

ꅉꌋꆀꏃꃅꌋꇫꉂꌠꇓꈓꋀꇊꄉꄮꇬ

ꆏ，ꃆꄔꂿꃅꇬꄉꊰꇁꄉ，ꋀꊇꋌꐗꌦ

ꇫꎭꀐ。10ꋀꊇꁍꃕꌠꑊꋌꌌꁈꂶꌠ

ꆹꌋꇱꇵꃪꂱꐞꌠꄔꎿꇬꊐ，ꄔꎿꋋ

ꂷꆹꉆꌦꉆꌋꂶꌠꌋꆀꅉꄜꊿꃶꀋꐚ

ꌠꐤꅉꉬ，ꋀꊇꀋꎪꃅꑍꇁꌋꀋꐥꃅ

ꇧꍻꅷꐩꋊꐩꍂꄮꇬꑟ。 

7那一千年完了，撒但必从
监牢里被释放，8出来要迷惑地
上四方的列国（“方”原文作“角”），
就是歌革和玛各，叫他们聚集
争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
9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
徒的营与蒙爱的城，就有火从
天降下，烧灭了他们。10那迷惑
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
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
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
永永远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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ꑋꅉꀊꐎ、ꀉꒉꂶꌠꂾꄉꀞꇽ 在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 
11ꋍꈭꐨ，ꑋꅉꀊꐎ、ꀉꒉꑠꂷ

ꌋꆀꑋꅉꄩꑌꂶꌠꉢꂿ；ꃄꅉꌋꆀꃅ

ꃴꋍꂾꁈꄉꐪꈜꍈꑋꀋꂿꆘꅝꀐ。

12ꉈꑴꊿꌦꀐꈧꌠꉢꊌꂿ，ꌠꐭꌟꒉ

ꐯꇯꑋꅉꂾꉆꌐ。ꄯꒉꈍꑍꋐꁉꄉ，

ꉈꑴꄯꒉꀉꁁꋍꋐꑌꁉꄉꀐ，ꄯꒉꋌ

ꋐꆹꀑꇬꄯꒉꋐꌠꉬ。ꊿꌦꀐꈧꌠꆏ

ꁱꄯꒉꋌꋐꇬꄀꄉꌠꇬꈴꄉ，ꋀꃅꐨ

ꑽꑌꇬꉜꄉꌌꀞꇽ。13ꄚꄉꎿꃀꆹꋍ

ꇇꈐꀀꌠꌦꊿꈧꌠꋌꏮꎼꇁ，ꌦꈔꌋ

ꆀꅉꃴꏦꑳꐎꑌꋀꇇꈐꀀꌠꌦꊿꈧꌠ

ꋀꏮꎼꇁ，ꋀꊇꋍꂷꋑꀋꋒꋀꈀꃅꈁ

ꑽꐨꇬꉜꄉꌌꀞꇽ，14ꌦꈔꌋꆀꅉꃴ

ꏦꑳꐎꑌꌋꇱꇵꄔꎿꇬꊐ；ꄔꎿꋋꂷ

ꆹꌦꈔꑍꃢꀕꌠꉬ。15ꀋꄸꄷ，ꈀꄸ

ꂷꂓꁱꀑꇬꄯꒉꋐꌠꇬꄀꀋꄉꆏ，ꈀ

ꄸꂷꌋꇱꇵꄔꎿꇬꊐ。 

11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
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
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
12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
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
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
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
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
受审判。13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
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
死人；他们都照各人所行的受
审判。14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
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
死。15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
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 

 

ꃅꃴꀊꏀ、ꃄꅉꀊꏀ 新天新地 

21 ꋍꈭꐨ，ꃅꃴꀊꏀꃄꅉꀊꏀꂷ

ꉢꂿ，ꑞꃅꆏ，ꃅꃴꂴꂶꌠꌋ 21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
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 

ꆀꃄꅉꂴꂶꌠꈢꋒꁧꀐ，ꎿꃀꑌꇬꀋ

ꐛꀐ。2ꉢꉈꑴꌃꎔꇓꈓꑳꇊꌒꇌꀊ

ꏀꂶꌠꏃꃅꌋꄷꄉ，ꉬꉎꇬꄉꀁꋌꐛ

ꇁꇈꄐꏤꄉꀐꌠꉢꂿ，ꀋꇊꆏꑮꃀꀊ

ꏀꄻꎳꉥꑣꃅꄉꌐꃶꇁꉚꂷꌡ。3ꑋ

ꅉꂶꌠꇬꄉꃚꋒꀉꒉꑠꉢꈨ：“ꇬ

ꉚ！ꏃꃅꌋꁁꑳꃰꊿꇢꊭꋦꀐ。ꋌꃰ

ꊿꈽꄉꀀ，ꋀꊇꋍꉹꁌꄻ；ꏃꃅꌋꊨ

ꏦꋀꈽꄉꐥꄉ，ꋌꋀꏃꃅꌋꄻ。4ꏃ

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2我
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
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
新妇妆饰整齐，等候丈夫。3我
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
“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
与人同住，他们要作他的子
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
他们的神。4神要擦去他们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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ꃅꌋꆹꋀꊇꑓꁴꈀꐥꌠꃅꋌꌩꇫꎭ；

ꉈꑴꌦꈔꑠꀋꐥꀐ，ꉌꐒꇁꎭ、ꈨꃅ

ꉩꌠꌋꆀꆄꈻꌠꑌꀋꐥꀐ，ꑞꃅꆏ，

ꋌꃀꈀꐥꌠꌤꃅꈢꋒꁧꀐ”ꄷ。 

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
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
前的事都过去了。” 

5ꑋꅉꇬꑌꂶꌠꄹꇬ：“ꇬꉚ！ꑞ

ꑌꉢꄻꀊꏀꌠꐛꀐ！”ꄷ，ꋌꉈꑴ：

“ꋋꈨꁱꇬꄀꄉ，ꑞꃅꆏ，ꅇꂷꋋꈨ

ꐯꇯꑇꉆꌠꉬ，ꇯꍝꌠꉬ”ꄷ。6ꋌ

ꉈꑴꉠꏯ：“ꑞꑌꃅꐛꀐ！ꉡꆹꀊꇁ

ꃔ，ꉡꆹꀒꂰꇤ；ꉡꆹꇬꂾꑌꉬ，ꌐꂫ

ꑌꉬ。ꉡꆹꀑꇬꒉꐬꇬꀆꐒꁌꀋꁵꃅ

ꄻꊿꒉꌤꌠꄐ。7ꊋꐛꌠꆹ，ꀋꎪꃅꋋ

ꈨꋀꊪꊊꄉꐴꊛꅍꐛꌠꉬ；ꉢꋍꏃꃅ

ꌋꄻ，ꋋꆹꉠꌺꄻ。8ꄚ，ꏸꏦꌠ、ꀋ

ꑇꌠ、ꀋꎴꀋꈻꌠ、ꊿꌉꌠ、ꎼꃅ

ꃏꑽꌠ、ꃔꌤꃅꌠ、ꌩꁱꇓꁱꏭꀍ

ꃈꄚꌠꌋꆀꈰꏅꌠꇬꈀꐥꌠꃅ，ꋀꊇ

ꆹꐯꇯꃪꂱꐞꌠꄔꎿꇬꃹꌠꉬ；ꋋꆹꌦ

ꈔꑍꃢꀕꌠꉬ”ꄷ。 

5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
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
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
实的。”6他又对我说：“都成
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
戛；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
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
人喝。7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
业；我要作他的神，他要作我
的儿子。8惟有胆怯的、不信
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
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
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在烧
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
的死。” 

 

ꑳꇊꌒꇌꀊꏀꂷ 新耶路撒冷 
9ꉬꉎꊩꌺꂷꇁꌊꉠꏯꉉ（ꋋꆹꉬ

ꉎꊩꌺꏃꑹꈬꇬꋍꂷꉬ；ꉬꉎꊩꌺꋋ

ꏃꑹꆹꄽꂫꉮꃢꏃꑵꐛꃅꄻꇬꊎꄉꌠ

ꏂꍔꌺꏃꏢꌌꋺ）：“ꄚꇁ，ꉢꑮꃀꀊ

ꏀ，ꑾꌺꂶꌠꑮꃀꄐꆏꀦꂿ”ꄷ。

10ꉢꌃꎔꒌꇱꌵꄉꉌꐡ，ꉬꉎꊩꌺꉢ

ꋌꏃꌊꁧꀉꒉ、ꀊꂥꑠꂷꇬꄉ，ꏃꃅ

ꌋꄷꄉꇁꌠ、ꉬꉎꇬꄉꇁꌠꌃꎔꇓꈓ

ꑳꇊꌒꇌꋌꄐꌐꉢꀦ。11ꇓꈓꇬꏃꃅ

ꌋꀑꑊꇁꀊꄶꁨ；ꇓꈓꁤꇅꀕꐨꆹꀋ

ꇊꆏꇓꁌꇐꈤꌠ、ꑽꏃꀈꆧꌠꌡ，ꇓ

9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
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
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
新妇，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
看。”10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
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
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
撒冷指示我，11城中有神的荣
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
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12有
高大的墙，有十二个门，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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ꋤꀕꌡꃅꐝꇅꀕ。12ꇓꉻꏭꌠꒈꑌꀉ

ꒉ、ꂤꑌꀊꂥ，ꀃꈈꊰꑋꐬꁮ，ꀃꈈ

ꇬꉬꉎꊩꌺꊰꑋꑹꇬꉆ，ꀃꈈꇬꑱꌝ

ꆀꊰꑋꁯꌠꂓꁱꇬꄀꄉ。13ꇓꈓꁭꅐ

ꁁꏯꀃꈈꌕꐬꁮ、ꒈꀑꁁꏯꀃꈈꌕ

ꐬꁮ、ꒈꂪꁁꏯꀃꈈꌕꐬꁮ、ꁮꐚ

ꁁꏯꀃꈈꌕꐬꁮ。14ꇓꉻꅉꃀꊰꑋꂷ

ꋦ，ꇓꉻꅉꃀꇬꆏꑾꌺꂶꌠꁆꄻꊩꌺ

ꊰꑋꑹꌠꂓꇬꅑ。15ꉠꏯꉉꂶꌠꆹꇇ

ꇬ꒰ꄯꁯꏢꌌꎖꅍꃅꌌꐺ，ꋌꇓꈓꀊ

ꋨꂷ、ꇓꈓꀃꈈꌋꆀꇓꉻꏭꌠꎕꏢ

ꉨ。16ꇓꈓꆹꇖꃅꇖꎏꄲꃅꐙ，ꀊꎴ

ꐨꌋꆀꀊꐯꐨꐯꌟ，ꉬꉎꊩꌺꄯꁯꌌ

ꎖꇬ，ꇓꈓꋋꂷꆹꆏꈉꇖꄙꂷꐥ，ꀊꎴ

ꐨ、ꀊꐯꐨ、ꀊꂥꐨꐯꌟ；17ꉈꑴꇓ

ꉻꏭꌠꎖ，ꃰꊿꎖꅍꇬꈴꄉ（ꉬꉎꊩ

ꌺꎖꅍꑌꉬ）ꎖꇬ，ꇓꉻꀊꂥꐨꋍꉏ

ꇖꊯꇖꇇꊃꆈꐛ（ꋍꇇꊃꆈꆏꋍꍹꀉꁁꐥ）。

18ꇓꉻꏭꌠꆹꑽꏃꀈꆧꌠꌊꄻꄉ，ꇓꈓ

ꆏꏂꀊꌃꌠꌊꋉꄉ，ꀋꇊꆏꑊꈻꇓꌡ

ꃅꐝꇅꀕ。19ꇓꉻꅉꃀꆏꇓꂵꋍꑞꋍ

ꑵꁌꇐꈤꌠꌊꋽꄻꎔꇱꄉ：ꇓꉻꅉꃀ

ꋍꂷꂶꌠꆏꑽꏃꀈꆧꉬ；ꑍꂷꂶꌠꆏ

ꇓꃴꁌꇐꈤꌠꉬ；ꌕꂷꂶꌠꆏꃀꆏꀈ

ꆧꌠꉬ；ꇖꂷꂶꌠꆏꇓꆧꁌꇐꈤꌠ

ꉬ；20ꉬꂷꂶꌠꆏꃀꆏꀊꅪꌠꉬ；ꃘꂷ

ꂶꌠꆏꇓꅪꁌꇐꈤꌠꉬ；ꏃꂷꂶꌠꆏ

ꃰꃅꑽꏃꀊꏂꌠꉬ；ꉆꂷꂶꌠꆏꒉꐎ

ꑽꏃꉬ；ꈬꂷꂶꌠꆏꃰꃅꑽꏃꏂꅪꌠ

ꉬ；ꊰꂷꂶꌠꆏꁱꋑꑽꏃꉬ；ꊯꊪꂷ

ꂶꌠꆏꃀꆏꊪꅪꌠꉬ；ꊰꑋꂷꂶꌠꆏ

有十二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以
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13东边
有三门，北边有三门，南边有
三门，西边有三门。14城墙有十
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
徒的名字。15对我说话的，拿着
金苇子当尺，要量那城和城
门、城墙。16城是四方的，长宽
一样。天使用苇子量那城，共
有四千里，长、宽、高都是一
样；17又量了城墙，按着人的尺
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一
百四十四肘。18墙是碧玉造的，
城是精金的，如同明净的玻
璃。19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
修饰的：第一根基是碧玉，第
二是蓝宝石，第三是绿玛瑙，
第四是绿宝石，20第五是红玛
瑙，第六是红宝石，第七是黄
璧玺，第八是水苍玉，第九是
红璧玺，第十是翡翠，第十一
是紫玛瑙，第十二是紫晶。21十
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每门是
一颗珍珠。城内的街道是精
金，好像明透的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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ꇓꋤꀕꊪꅪꌠꉬ。21ꇓꈓꀃꈈꊰꑋꐬ

ꌠꆏꍗꀕꊰꑋꂷꌊꄻꄉ；ꀃꈈꋍꐬꆏ

ꍗꀕꋍꂷꉬ。ꇓꈓꈐꏭꏦꈜꆏ꒰ꀊꌃ

ꌆꌠꌊꄻꄉ，ꀋꇊꆏꑊꈻꇓꐝꇅꀕꌠ

ꌡ。 
22ꇓꈓꇬꑷꂿꂷꑋꉢꋌꀋꂿ，ꑞ

ꃅꆏ，ꌋꏃꃅꌋꀋꄐꅍꀋꐥꂶꌠꌋꆀ

ꑾꌺꂶꌠꆹꇓꈓꑷꂿꐛꀐ。23ꏃꃅꌋ

ꀑꒉꑊꒉꆹꁨꑭꐛ，ꉈꑴꑾꌺꂶꌠꇁ

ꇓꈓꂷꇭꐛꀕꅹ，ꇓꈓꇬꉘꁮꌋꆀꆧ

ꁨꑠꈀꄻꀋꅐ。24ꇩꏤꈀꐥꌠꃅꋍꁨ

ꑭꇬꄉꈛꎼꌐ；ꃄꅉꇬꃰꃅꈧꌠꀋꎪ

ꃅꋀꊨꏦꀑꒉꑊꒉꌌꇓꈓꀊꋨꂷꄀ

ꇁ。25ꇓꈓꀃꈈꂵꆤꈢꀋꄉ，ꀊꄶꇬ

ꑴꅉꇬꇯꆐꈊꄮꃀꀋꐥ。26ꊾꆹꀋꎪ

ꃅꇩꏤꈀꐥꌠꃤꀑꒉꑊꒉ、ꐤꒉꌠꑠ

ꌌꇓꈓꋋꂷꄀꇁ。27ꐥꇐꁧꀋꎴꌠꆏ

ꇓꈓꋋꂷꇬꃹꀋꉆ，ꊿꌤꊿꋋꌂꌠꌋ

ꆀꈰꏅꌠꃅꌠꑠꑌꈐꏭꃹꆹꀋꉆ；ꊿ

ꂓꁱꑾꌺꂶꌠꀑꇬꄯꒉꋐꌠꇬꄀꄉꈧ

ꌠꀉꄂꇓꈓꋋꂷꇬꃹꆹꉆ。 

22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
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
23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
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
的灯。24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
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
耀归与那城。25城门白昼总不关
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26人必
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与那
城。27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
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
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
上的才得进去。 

 

22 ꋍꈭꐨ，ꇓꈓꏦꈜꈬꄔꇬꀑꇬ

ꒊꃀꑠꂡꉬꉎꊩꌺꄐꌐꉢꀦ， 22 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
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 

ꒊꃀꇬꒉꀕꐝꇅꀕ，ꇓꋤꀕꌡ，ꋋꆹꏃ

ꃅꌋꀕꆀꑾꌺꂶꌠꑋꅉꇬꄉꅐꇁ。

2ꒊꃀꑍꋮꏭꆏꀑꇬꌩꁧꇫꋦ，ꌩꁧꇬ

ꌩꋚꇓꂷꊰꑋꑵ（“ꑵ”ꅀ“ꃢ”ꃅꑌꍑ）

ꅑ，ꋍꆪꋑꀋꋒꌩꋚꇓꂷꅑ；ꌩꁧꁦ

ꌠꏽꀕꆹꊿꋅꇬꈀꐥꌠꆅꉁꆄꄻ

ꄎ。3ꋌꊂꇈꉈꆏ，ꉈꑴꍃꏽꀋꐥ

ꀐ。ꇓꈓꇬꆏ，ꏃꃅꌋꀕꆀꑾꌺꂶꌠ

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
的宝座流出来。2在河这边与那
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
（“样”或作“回”），每月都结果子；
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3以
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
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事
奉他，4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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ꑋꅉꇬꐙ；ꋍꁏꐚꈧꌠꐯꇯꋋꀨꎹ，

4ꋍꀑꑊꑌꋀꊌꂿ。ꋍꂒꆏꀋꎪꃅꁱ

ꋀꊇꑊꄜꇬꄀꄉ。5ꉈꑴꃅꉖꑌꀋꐥ

ꀐ，ꋀꊇꑌꉘꁮꑭꌋꆀꂷꇭꁨꑭꈀꄻ

ꀋꅐꀐ，ꑞꃅꆏ，ꌋꏃꃅꌋꁨꑭꆹꇁꋀ

ꁨꀐ；ꋀꊇꆹꃰꃅꄻꅷꐩꋊꐩꍂꄮꇬ

ꑟ。 

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5不再有
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
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
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 

 

ꏢꄖꀱꀁꋌꇁ 基督降临 
6ꉬꉎꊩꌺꉈꑴꉠꏯꑠꃅꉉ：“ꅇ

ꂷꋋꈨꆹꇯꍝꌠ、ꑇꉆꌠꉬ。ꌋ，ꋋ

ꆹꅉꄜꊿꒌꈧꌠꏃꃅꌋꑌꉬ，ꋍꉬꉎ

ꊩꌺꋌꊪꌊꌤꆿꀋꎪꃅꇫꅐꇁꂯꄉꀐ

ꈧꌠꄐꌐꋍꁏꐚꈧꌠꀨꇁ”ꄷ。 

6天使又对我说：“这些话是
真实可信的。主就是众先知被
感之灵的神，差遣他的使者，
将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仆
人。” 

7“ꉜꄉ！ꉢꀋꎪꃅꇁꂯꄉꀐ！ꊿ

ꄯꒉꋌꋐꇬꅉꄜꅇꈧꌠꍬꌠꆹꌒꃤꐥ

ꌠꉬꀐ”ꄷ。 

7“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
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 

8ꌤꋋꈨꆹꉢꒀꉴꈀꂿꈀꈨꌠꉬ；

ꉢꈨꉢꂿꑲꆏ，ꉢꉡꄐꌐꌠꉬꉎꊩꌺ

ꏸꑭꂾꄉꇇꑭꃃꇵꀕꄉꋍꏭꀍꃈ

ꄚ。9ꄚ，ꋋꆏꉠꏯ：“ꈍꃅꑌꑠꃅꀋ

ꉆ！ꉡꆹꆎꌋꆀꅽꅉꄜꊿꃺꑌꈧꌠ、

ꊿꅇꂷꁱꄯꒉꋌꋐꇬꄀꄉꌠꍬꈧꌠꌟ

ꃅ，ꐯꇯꁏꐚꄻꌠꉬ。ꆏꏃꃅꌋꏭꀍ

ꃈꄚꄡꑟ”ꄷ。10ꋌꉈꑴꉠꏯ：

“ꄯꒉꋌꋐꇬꅉꄜꅇꈧꌠꂁꉱꄡꄉ，

ꑞꃅꆏ，ꃅꑍꑟꇁꂯꄉꀐ。11ꀋꑗꀋ

ꉬꌠꆏ，ꋌꁳꄡꇗꀋꑗꀋꉬꎻ；ꍍꆀꌠ

ꆏ，ꋌꁳꄡꇗꍍꆀꎻ；ꑖꉬꌠꆏ，ꋌꁳ

ꄡꇗꑖꉬꎻ；ꌃꎔꌠꆏ，ꋌꁳꄡꇗꌃ

ꎔꎻ”ꄷꉉ。 

8这些事是我约翰所听见、
所看见的；我既听见、看见
了，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俯
伏要拜他。9他对我说：“千万不
可！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
知，并那些守这书上言语的
人，同是作仆人的。你要敬拜
神。”10他又对我说：“不可封了
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
了。11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
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为义
的，叫他仍旧为义；圣洁的，
叫他仍旧圣洁。” 

12“ꉜꄉ！ꉢꀋꎪꃅꇁꂯꄉꀐ。 12“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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ꈁꁠꌋꆀꑗꉘꐯꇯꉠꄹꎍ，ꉡꆹꊾꂷ

ꈀꃅꈁꑽꐨꇬꉜꄉꄻꋋꀱ。13ꉡꆹꀊ

ꇁꃔ，ꉡꆹꀒꂰꇤ；ꉡꆹꉘꃀꂶꌠ，ꉡꆹ

ꄽꂫꂶꌠ；ꉡꆹꇬꂾꉬ，ꉡꆹꌐꂫꉬ”

ꄷ。 

我，要照各人所行的报应他。 
13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我
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
初，我是终。” 

14ꊿꊨꏦꃢꈜꋀꋌꁦꎴꃅꄉꈧꌠ

ꆹꌒꃤꐥꀐ，ꋀꊇꌅꈌꊌꄉꀑꇬꌩꁧ

ꁦꌠꄷꆹꉆ，ꀃꈈꇬꈴꄉꇓꈓꇬꑌꃹꆹ

ꉆ。15ꄚ，ꊿꈌꌡꁥꌠ、ꃔꌤꃅꈧ

ꌠ、ꎼꃅꃏꑽꈧꌠ、ꊿꌉꈧꌠ、ꌩ

ꁱꇓꁱꏭꀍꃈꄚꈧꌠ、ꈰꅇꏅꅇꉌ

ꃹꈧꌠ、ꈰꅇꏅꅇꄻꌠꈀꐥꌠꃅꐯꇯ

ꇓꈓꉈꏭꐥꌐ。 

14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
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
里，也能从门进城。15城外有那
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
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
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 

16“ꉢꑳꌠ，ꉠꉬꉎꊩꌺꉢꊪꌊ

ꑇꊿꏓꉻꈧꌠꎁꃅꄉ，ꌤꋋꈨꐝꉅꃅ

ꊩꀽꆍꇰꎻ。ꉡꆹꄊꃥꐴꉬ，ꋍꊂꋊ

ꑌꉬ；ꉡꆹꏷꌬꀕꌠꏷꃬꀮꂶꌠꉬ”

ꄷ。17ꌃꎔꒌꌋꆀꑮꃀꀊꏀꑋꐯꇯ：

“ꇁ！”ꄷꉉ。ꊿꇫꈨꈧꌠꑌꐯꇯ

“ꇁ！”ꄷꄡꑟ。ꊿꈌꃶꒉꌤꈧꌠ

ꑌꇁꄡꑟ；ꇫꅝꇁꏾꌠꆏ，ꁌꀋꁵꃅꀑ

ꇬꀆꐒꄝꅝꇁꉆ。 

16“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
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
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
我是明亮的晨星。”17圣灵和新
妇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
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
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
喝。 

18ꉢꊿꄯꒉꋌꋐꇬꅉꄜꅇꈀꅲꈧ

ꌠꏭꑠꃅꅇꊪꌬꄉꉉ：ꀋꄸꄷ，ꊿꅉ

ꄜꅇꈧꌠꇬꁦꎆꇱꌠꐥꇬꆹ，ꁱꄯꒉꋌ

ꋐꇬꄀꄉꌠꉮꃤꈧꌠꏃꃅꌋꄻꋍꇭꀧ

ꄀꌠꉬ；19ꄯꒉꋌꋐꇬꅉꄜꅇꈧꌠ，ꀋ

ꄸꄷ，ꊿꄯꒉꇬꋍꈨꋌꌉꇫꎭꌠꐥꇬ

ꆹ，ꏃꃅꌋꆹꀋꎪꃅꁱꄯꒉꋌꋐꇬꄀ

ꄉꌠꀑꇬꌩꁧꌋꆀꌃꎔꇓꈓꇬꄉ，ꊿ

ꋋꂷꎁꈧꌠꋌꌉꇫꎭꌠꉬ。 

18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
的作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
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
的灾祸加在他身上；19这书上的
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
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
城，删去他的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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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ꌤꋋꈨꎁꃅꊩꀽꂶꌠ：“ꉬ

ꑴ，ꉢꀋꎪꃅꐳꃅꇁ”ꄷꉉ。ꀊꂱ！

ꌋꑳꌠꀋ！ꆏꇁꅊꇈ！21ꌋꑳꌠꑆꊋꅉ

ꀕꃅꌃꎔꌺꈧꌠꈽꐥꅊꇈ。ꀊꂱ！ 

20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
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
愿你来！21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
众圣徒同在。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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