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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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ꌒꏦꆀꑸꇫꐊꁥꌠꏃꃅꌋꂾ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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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迈了。8撒迦利亚按班次在神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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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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ꅹ，ꆏꀋꎪꃅꑶꀠ，ꅇꉉꀋꉆꃅꅷ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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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不能和他们说话，他们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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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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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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ꂓꄉ。32ꋋꆹꐤꒉꂷꉬ，ꋋꆹꋍꉎꀋ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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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他。33他要作雅各家的王，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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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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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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ꂻꄜꌠꅇꉠꅳꀧꇬꃹꄷꆏ，ꉠꀃꃀ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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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的胎就欢喜跳动。45这相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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ꀉꑳꂶꌠꇿꌌꐂꐺ。45ꌋꅪꑇꋋꂷꆹ

ꌒꃤꐥꌠꉬ！ꑞꃅꆏ，ꌋꋍꏭꈁꉉꌠꅇ

ꂷꈧꌠꉬꇮꅇꅐꇁꌠꉬ”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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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ꆪꂷꐥꇈ，ꀱꀁꇬꁧ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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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月，就回家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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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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ꋍꁏꐚꄊꃥꏤꅍ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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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在他仆人大卫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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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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ꅸꅐꑱꌝꆀꊿꂾꑟꇁꄹꉇ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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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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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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ꏢꄖꉬ。12ꀉꑳꌹꍈꂪꌦꌊꇙꄉꇈ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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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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ꃅꇍꄳꇬꏀꄉꌠꆍꂿꌠꉬ，ꑠꆹꌐꂷ

ꉬ”ꄷ。13ꋋꇅꃅ，ꉬꉎꌋꂽꈍꒈꑠ

ꁥꌋꆀꉬꉎꊩꌺꐯꇯꏃꃅꌋꏭꍖꀴꄉ

ꑠꃅ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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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ꇊꏦꌒꅇ  2 178 路加福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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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ꇊꏦꌒꅇ  3 182 路加福音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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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ꇊꏦꌒꅇ  5 190 路加福音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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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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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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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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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ꇊꏦꌒꅇ  15 240 路加福音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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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ꇊꏦꌒꅇ  23 273 路加福音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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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