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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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ꒌꌌꆍꋋꑣꇁ”ꄷꑠꃅꌋꇗꅉ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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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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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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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ꃅꉛꐱꋍꑊꇵꇫꎭꇈꀕ，ꋍꊂꈹ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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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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ꀐ。19ꑳꌠꁨꀁꎴꌹꍈꆹꇬꆏ，ꉈꑴ

ꑭꀺꄠꌺꑸꇱꌋꆀꑸꇱꀁꑳꒀꉴꑋꇉ

ꇬꄉꉛꐱꅋꇫꑌꌠꋌꂿ。20ꑳꌠꋍꑊ

ꋌꊌꂿꄷꌦꆏ，ꋍꑊꏭꇳꍝꄉ，ꋍꑊ

ꀉꄉꑭꀺꄠꌋꆀꋍꏤꊋꃅꊿꈧꌠꋍꑊ

ꇤꇉꇬꎭꇈꀕ，ꋍꑊꑳꌠꊂꈹꁧ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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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ꐯꇯꑸꇱ、ꒀꉴꐊꑭꂱꌋꆀꉢꄓꆺ

29他们一出会堂，就同着雅
各、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得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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ꏤꅍꃹ。30ꑭꂱꀀꃀꂶꌠꑅꎸꊸꄉꆅ

ꇬꀀꎍꌠꊿꉉꑳꌠꇰ。31ꑳꌠꇁꌊꇇ

ꁉꇬꄉꑟꂱꀀꃀꋌꄖꀍꉀꎼꇁꇬꆏ，

ꋍꑅꎸꊸꌠꋋꇅꃅꆏꀐ，ꋌꄓꌊꋀꊇ

ꀨꎹꇁ。32ꃅꈊꉘꁮꈞꆈꃸꄮꇬꆏ，

ꊿꆅꌠꈀꐥꌠꌋꆀꑊꋌꐊꌠꃅꊿꇱ

ꏃꑳꌠꄷꑟꇁꌐ。33ꇓꈓꋋꂷꇬꊿꃅ

ꇁꌊꀃꈈꁭꑭꏓꌐ。34ꑳꌠꆹꊿꆅꋍ

ꑞꋍꑵꊌꌠꑠꈍꑋꃅꋌꉃꌒꌐ，ꉈꑴ

ꑊꋌꈍꑋꃅꋌꇱꈹꇫꎭ，ꑊꋌꈧꌠꑳ

ꌠꈀꄸꉬꌠꋀꌧꄉ，ꑳꌠꋀꊇꁳꁱꐭ

ꀋ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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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ꑴ，ꆏꁦꎴꅐꀐꀞ！”ꄷ。42ꆓꌋ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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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离开他，他就洁净了。43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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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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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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ꈀꄸꂷꑽꃤꄻꊿꏆꄎ？”ꃅꉪ。8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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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议论，就说：“你们心里为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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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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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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ꊿꈀꄻꀋꅐ，ꊿꆅꐥꈻꐥꌠꀉꄂꆅ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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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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ꊿꈀꄻꅐ，ꉢꇁꌠꊇꅉꆹꑖꊿꇳꍝꇁ

ꌠꀋꉬꃅ，ꑽꊿꇳꍝꇁꌠꉬ”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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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ꑸꀘꑸꄣꆦꑝꌌꁈꄺꄮꇬ，ꋌꈍꃅ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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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没有念过吗？26他当亚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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ꃅꌋꑷꂿꇬꃹꆹꇈ，ꄻꇫꎆꄉꌠꎬꁱ

ꈧꌠꋌꇣꋠ，ꉈꑴꋌꁸꊿꋋꐊꈧꌠꍈ

ꌠꉬ？ꎬꁱꋋꈨꆹꆦꑝꊿꀉꄂꑲꆏ，ꀉ

ꁁꊿꈀꄸꑌꇫꋠꀋꉆꌠ”ꄷ。27ꋌ

ꉈꑴꋀꏭ：“ꑬꆏꄹꉇꆹꊿꎁꃅꄻꄉ

ꌠ，ꊾꆹꑬꆏꄹꉇꎁꃅꄻꄉꌠꀋꉬ；

28ꑠꅹ，ꊾꌺꑌꑬꆏꄹꉇꌌꁈꉬ”
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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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ꑋꈍꑋꃅꒀꄠ、ꑳꇊꌒꇌ、ꑳ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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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从犹太、耶路撒冷、以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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ꂴ、ꑻꄉꒊꃀꅶꁉꌋꆀꄫꇊ、ꑭꄓ

ꈭꇋꄉꇁꌊꋍꄷꑟ。9ꊿꀉꑌꇧꐛ

ꅹ，ꋌꊿꇱꌌꆼꑐꂵꏦꄉ，ꋍꌶꌺꈧ

ꌠꁳꇉꀄꊭꑠꇷꎹꋌꑋꎻ。10ꊿꈍꑋ

ꃅꋌꇱꉃꌒꌐ，ꑠꃅꄉ，ꊿꆅꈁꊌꈧ

ꌠꃅꆼꑐꅷꁨꄉꋍꇭꀧꇬꉩꏾꌐ。

11ꑊꋌꀋꎴꀋꈻꌠꈍꄮꋋꂿꆏ，ꈍꄮꇇ

ꑭꃃꇵꀕꃅꋍꂾꄉ：“ꆎꆹꏃꃅꌋꌺ

ꉬ”ꃅꏅ。12ꑳꌠꀱꇊꀱꃅꋀꏭꋍ

ꅔꄡꀖ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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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ꈻꇁ，ꑞꃅꆏ，ꋀꊇꄹꇬꋌꃶꀐ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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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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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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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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ꌋꆀꉠꃺꃶꀁꑳꉬ。35ꏃꃅꌋꉪꐪ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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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我的弟兄。35凡遵行神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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ꈁꍬꄉꃅꈧꌠꆏ，ꉠꃺꃶꀁꑳ、ꉠꅫ

ꃀꌋꆀꉠꀉꂿꉬꀐ”ꄷꇬꏭꅇ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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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ꋀꂾꆏꊌꂿ，ꄚ，ꇫꅉꀋꐚ； ‘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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ꋀꈧꆏꊌꈨ，ꄚ，ꇫꐞꀋꉅ； 
ꑠꀋꉬꑲꆏ，ꋀꀱꏮꇁꄉꑽꃤꏆ

ꌠꊌꂵ’”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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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ꇫꅲꄡꑟ”ꄷ。24ꋌꉈꑴ：“ꆍ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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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耳可听，就应当听。”24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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ꅲꌠꋓꉪꁨꌶ。ꆍꎖꅍꑞꑵꌌꎖꌞ

ꊿꁵꆏ，ꋋꑌꀋꎪꃅꎖꅍꑞꑵꌌꎖꆍ

ꁳꌠꉬ，ꄷꀋꁧ，ꀉꑌꃅꁦꎆꇱꆍꊇ

ꁵ。25ꑞꃅꆏ，ꐥꈧꌠꆏ，ꉈꑴꁦꎆꃅ

ꄻꋌꁳ；ꀋꐥꈧꌠꆏ，ꋍꈀꐥꍇꌠꂯꇑ

ꌊꁧ”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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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ꄸꄷ，ꅺꌡꁮꅉꀋꌬꑲꆏ，ꋀꏭꇗꅉ

33耶稣用许多这样的比喻，
照他们所能听的，对他们讲
道。34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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ꀋꄜ。ꊿꇬꀋꐥꄮꇬꆏ，ꇗꅉꈀꐥꌠ

ꃅꋌꉉꋍꌶꌺ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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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ꌌꑬꎤꌋꆀꎸꉗꊐꄉꇬ，ꎸꉗꋌꇽ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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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挣断了，脚镣也被他弄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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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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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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ꀐ。17ꑠꃅꄉ，ꉹꁌꑳꌠꏭꈧꊰꀕ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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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所遇见的和那群猪的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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ꋀꃅꄷꄡꐥꃅꁧꄷꇖꂟ。18ꑳꌠꐂꇉ

ꇬꑌꇬꆏ，ꊿꂴꏭꑊꋌꐊꂶꌠꀂꑳꌠ

ꐊꁧꄷꈧꊰꀕꃅꇖꂟ。19ꑳꌠꇫꉬꀋ

ꅲ，ꄚ，ꇬꏭ：“ꆏꀱꀁꇬꁧ，ꅽꏣꃀ

ꏣꑟꄷꄉ，ꌋꅽꇭꀧꇬꃅꌠꌤꈍꒈꌠ

ꉬꌠ，ꈍꃅꆎꎭꃅꉈꌠꉉꋀꊇꇰꁧ”
ꄷ。20ꊿꂶꌠꁧꀐ，ꑳꌠꈍꃅꋍꇭꀧ

ꇬꌤꇰꀋꃀꌠꃅꌠꋌꌌꄂꏦꀧꆀꄉꄜ

ꉺꇈ，ꉹꁌꃅꋌꇰ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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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ꋍꌦꒉꆅꌠꀨꀦꋋꇅꃅꀊꃶꀐ，ꋍ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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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她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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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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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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ꂶꌠꂿꎌꅉꇬꆹ；41ꄚꄉꋌꀉꑳꍇ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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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对她说：“大利大古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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ꇇꇬꈻꄉꇬꏭ：“ꄊꆀꄊꇴꂰ！”

ꄷ。（ꅇꂷꋋꇬꁏꎼꇁꇬꆏ：“ꀋꃋ

ꀋ！ꉢꅽꏯꄓꇁꄷ”ꄷꌠꄜ。）42ꀋ

ꃋꌺꍇꌠꋋꇅꃅꄓꇁꇈꈛꎼꀐ；ꄚꄉ

ꋀꊇꋌꇰꈌꉛꀕꌐ；ꀋꃋꌺꍇꌠꆹꊰ

ꑋꈓꀐ。43ꑳꌠꀱꇊꀱꃅꋀꏭꉉ，ꊿ

ꁳꌤꋌꐘꅉꐚꄡꎽꄷ；ꉈꑴꊵꑵꍈꎹ

ꀉꑳꍈꄷ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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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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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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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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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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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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ꂶꈌꌒꅇ  10 139 马可福音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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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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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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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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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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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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ꂶꈌꌒꅇ  15 165 马可福音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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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