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ꒀꉴꌒꅇ 

约翰福音 

 
ꇗꅉꇁꇭꀧꐛ 道成肉身 

1 ꇗꅉꆹꁍꐛꏃꐛꂾꇯꆐꇫꐥ，ꇗ

ꅉꌋꆀꏃꃅꌋꐯꈽꐥ，ꇗꅉꆹꏃ 
1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

就是神。2这道太初与神同 
ꃅꌋꉬ。2ꇗꅉꋋꏢꁍꐛꏃꐛꂾꇯꆐ

ꏃꃅꌋꀕꆀꐯꈽꐥ。3ꐥꇐꈀꐥꌠꃅ

ꇗꅉꇬꈴꄉꄻꅐꇁꌐꌠ，ꈀꄻꄉꈧꌠ

ꆹꇗꅉꇬꀋꈴꃅꄻꄉꌠꋍꑵꇯꀋꐥ。

4ꀑꇬꋍꈐꏭꑌ，ꀑꇬꋌꑵꆹꃰꊿꁨꑭ

ꉬ。5ꁨꑭꇁꆈꏸꏷꅉꇬꌸ，ꄚ，ꆈꏸ

ꏷꅉꆹꁨꑭꀋꊪ。 

在。3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
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
的。4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
是人的光。5光照在黑暗里，黑
暗却不接受光。 

6ꊿꒀꉴꂒꂷꏃꃅꌋꄷꄉꁆꎼ

ꇁ。7ꋋꆹꇁꌊꅇꊪꌬ，ꁨꑭꎁꃅꅇꊪ

ꌬꄉ，ꊿꇬꈀꐥꌠꁳꋍꇇꄧꈴꄉꑇ

ꎻ。8ꒀꉴꑴꅉꆹꁨꑭꂶꌠꀋꉬ，ꋋꆹ

ꁨꑭꂶꌠꎁꃅꅇꊪꌬꇁꌠ。9ꁨꑭꂶ

ꌠꆹꁨꑭꃶꐚꌠꉬ，ꊿꒆꇁꋧꃅꈀꐥ

ꌠꃅꋌꁨꈴꌐ。10ꋋꆹꋧꃅꂶꌠꇬꐥ

ꀐ，ꋧꃅꂶꌠꑌꋍꇇꄧꄉꄻꄉꌠ，ꄚ，

ꋧꃅꂶꌠꋌꀋꌧ。11ꋌꇁꌊꊨꏦꃅꄷ

ꑟꇁꇬ，ꊨꏦꃅꄷꊾꆏ，ꋌꀋꋩꋌꀋ

ꏦ。12ꊿꋋꈀꋩꈀꏦ、ꋍꂓꈁꑇꈧ

6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
来的，名叫约翰。7这人来，为
要作见证，就是为光作见证，
叫众人因他可以信。8他不是那
光，乃是要为光作见证。9那光
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
人。10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
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11他
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
不接待他。12凡接待他的，就是
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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ꌠꆏ，ꋌꌅꈌꄻꋀꊇꁵꄉ，ꋀꁳꏃꃅꌋ

ꌳꃈꅮꄻꎻ。13ꊿꋋꈨꆹ，ꌦꑌꌗꑌ

ꌠꇭꀧꇬꄉꒆꎼꇁꌠꀋꉬ，ꇭꀧꏾꅍ

ꇬꄉꒆꎼꇁꌠꑌꀋꉬ，ꃰꊿꉪꐪꇬꈴ

ꄉꒆꎼꇁꌠꑌꀋꉬꃅ，ꏃꃅꌋꄷꄉꒆ

ꎼꇁꌠꉬ。 

柄，作神的儿女。13这等人不是
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
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
从神生的。 

14ꇗꅉꇁꇭꀧꐛꀐꄉ，ꉪꊇꈬꄔ

ꀀ，ꑆꊋꌋꆀꇗꅉꃶꐚꌠꇎꐯꇎꃅ

ꐥ。ꋍꀑꒉꑊꒉꆹꉪꑌꂿꋺ，ꑠꆹꀋ

ꁧꌺꄂꀑꒉꑊꒉꉬ。15ꒀꉴꆹꋍꎁꃅ

ꅇꊪꌬ，ꋌꏅꄉꉉꇬ：“ꊿꋋꂷꃆꂮ

ꆹꉢꉉꋺꀐ：‘ꊿꉠꊂꇁꂶꌠꆹꉠꂾ

ꇯꆐꇫꐥꀐ，ꑞꃅꆏ，ꋌꊇꅉꃅꇬꇯꆐ

ꉠꂴꆽꐥꀐꌠꉬ’ꄷ”ꄷ。16ꉪꊇ

ꐯꇯꋍꊋꄖꐯꊋꄖꌠꑆꊋꉪꊪꊊꀐ，

ꄷꀋꁧ，ꑆꊋꁦꎆꇱꄉꄻꉪꁳ。17ꄹ

ꏦꆹꃀꑭꇇꄧꈴꄉꄜꁊꌠ；ꑆꊋꌋꆀ

ꇗꅉꃶꐚꌠꆹꑳꌠꏢꄖꇬꄉꇁꌠ。

18ꐥꅷꇁꊿꏃꃅꌋꂿꋺꂷꀋꐥ，ꀉꄉ

ꂣꈐꇬꀀꌠꌺꄂꂶꌠꀉꄂꋍꀉꄉꃆꂮ

ꋌꇱꄜꋊꅐꇁ。 

14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
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
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
是父独生子的荣光。15约翰为他
作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
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
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
前。’”16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
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
17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
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18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
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ꋋꑣꒀꉴꅇꊪꌬ 施洗约翰的见证 
19ꒀꉴꈀꌬꌠꅇꊪꆹꑠꃅꁱꄚꐰ

ꄀꄉ：ꆦꑝꊿꌋꆀꆺꃥꊿꑳꇊꌒꇌꄉ

ꒀꄠꊿꇱꁆꌌꒀꉴꂿꆹꄉ，ꒀꉴꏭ：

“ꆏꈀꄸꉬ？”ꄷꅲ。20ꒀꉴꄇꇖ

ꀕꃅꉉ，ꀋꂁꀋꁿ；ꄇꇖꀕꃅꋀꏭ：

“ꉢꏢꄖꀋꉬ”ꄷ。21ꋀꊇꇬꏭ：

“ꑠꉬꑲꆏ，ꆎꆹꈀꄸꉬ？ꑱꆀꑸ

ꅀ？”ꄷꅲ。ꋌꄹꇬ：“ꉢꀋꉬ”

ꄷ。ꋀꊇꉈꑴꋍꏭ：“ꆏꅉꄜꊿꀊ

19约翰所作的见证记在下
面：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
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
说：“你是谁？”20他就明说，并
不隐瞒；明说：“我不是基督。”
21他们又问他说：“这样你是谁
呢？是以利亚吗？”他说：“我不
是。”“是那先知吗？”他回答
说：“不是。”22于是他们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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ꋨꂷꉫꀕ？”ꄷꅱꌦ。ꋋꆏ：“ꀋ

ꉬ”ꄷ。22ꄚꄉ，ꋀꊇꋍꏭ：“ꆎꆹ

ꇯꍝꃅꈀꄸꉬ？ꆏꑴꌠꉉꉪꊇꇰꄉ，ꉪ

ꊇꁳꀱꉉꊿꉪꋀꁆꎼꇁꈧꌠꇰꁧ

ꎻ。ꅽꊨꏦꉉ，ꆏꈀꄸꉬ？”ꄷ。

23ꒀꉴꆏ：“ꉡꆹꇈꈬꇉꃪꇬꃚꋒꏅ

ꄉ：‘ꌋꈭꈜꄐꏤꄉ’ꄷꂶꌠꉬ；ꑠ

ꆹꅉꄜꊿꑱꌏꑸꈁꉉꌠꌡ”ꄷ。

24ꊿꀊꋨꈨꆏꃔꆀꌏꊿꇱꁆꎼꇁꌠ

ꉬ；25ꋀꊇꒀꉴꏭ：“ꀋꄸꄷ，ꆏꏢꄖ

ꀋꉬ，ꑱꆀꑸꀋꉬ，ꅉꄜꊿꀊꋨꂷꑌ

ꀋꉬꑲꆏ，ꆏꑞꃅꋋꑣꏦꃤꃅ？”ꄷ

ꅲ。26ꒀꉴꋀꊇꏭ：“ꉡꆹꀆꐒꌌꋋ

ꑣ，ꄚ，ꆍꈬꄔꊿꆍꇬꀋꌧꑠꂷꇬꉆ，

27ꋋꆹꊿꉠꊂꇁꂶꌠꉬ，ꉡꆹꋍꑬꅮꌦ

ꏣꁌꌠꂯꄻꀋꋭ”ꄷ。28ꌤꋋꈨꆹꑻ

ꄉꒊꃀꅶꁉꀨꄊꆀꄉꃅꌠꉬ，ꀊꋨꈚ

ꆹꒀꉴꋋꑣꏦꃤꃄꅉꈚꌠꉬ。 

到底是谁？叫我们好回复差我
们来的人。你自己说，你是
谁？”23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
里有声音喊着说：‘修直主的道
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
24那些人是法利赛人差来的（或

作“那差来的是法利赛人”）；25他们就
问他说：“你既不是基督，不是
以利亚，也不是那先知，为什
么施洗呢？”26约翰回答说：“我
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
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27就
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
鞋带也不配。”28这是在约旦河
外伯大尼（有古卷作“伯大巴喇”），约
翰施洗的地方作的见证。 

 

ꏃꃅꌋꑾꌺ 神的羔羊 
29ꊁꄹꉇꆏ，ꑳꌠꋍꄷꉜꄉꇁꌠꒀ

ꉴꊌꂿꄉ，ꒀꉴꆏ：“ꇬꉚ！ꏃꃅꌋ

ꑾꌺ，ꋋꆹꋧꃅꋋꂷꇬꑽꃤꄸꃤꋌꌩ

ꎳꇫꎭꌐ（“ꌩꎳ”ꅀ“ꀵꄜ”ꄷꑌꍑ）。

30ꋍꃆꂮꆹꉢ：‘ꊿꉠꊂꇁꂶꌠꆹꉠꂾ

ꇯꆐꇫꐥꀐ，ꑞꃅꆏ，ꋌꊇꅉꃅꇬꇯꆐ

ꉠꂾꐥꀐꌠꉬ’ꃅꉉꋺ。31ꋌꃀꆹꋌ

ꉢꇬꀋꌧ，ꀃꑍꋋꄮꉢꀆꐒꌌꊿꋋꑣ

ꌠꆹꋍꂓꁳꑱꌝꆀꑭꊂꃅꈨꈴꎻꂿꄷ

ꌠ”ꄷ。32ꋍꈭꐨꆏ，ꒀꉴꉈꑴꅇꊪ

ꌬꄉ：“ꌃꎔꒌꄤꆳꂷꌡꃅꂿꃅꇬꄉ

ꇁꋍꇭꀧꇬꐛꌠꉢꂿꀐ。33ꂴꏭꋌꉢ

29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
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
羊，除去（或作“背负”）世人罪孽
的。30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
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
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31我
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
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
人。”32约翰又作见证说：“我曾
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
住在他的身上。33我先前不认识
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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ꇬꀋꌧꑴꇬ，ꄚ，ꉢꋌꁆꌊꀆꐒꌌꋋ

ꑣꃅꇁꂶꌠꉠꏯ：‘ꌃꎔꒌꇁꈀꄸꇭ

ꀧꇬꌵꆏ，ꈀꄸꆹꌃꎔꒌꌌꋋꑣꌠꃅ

ꂶꌠꉬ’ꃅꉉꋺ。34ꌤꋋꈨꈀꐥꃅ

ꉢꂿꀐ，ꋋꆹꏃꃅꌋꌺꉬꌠꉢꇫꊩ

ꀽ”ꄷ。 

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
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
圣灵施洗的。’34我看见了，就
证明这是神的儿子。” 

 

ꌶꌺꉘꃀꁥꌠ 首批门徒 
35ꊁꄹꉇꆏ，ꒀꉴꌋꆀꋍꌶꌺꑍꂷ

ꀊꄶꉆ。36ꑳꌠꀊꄶꈴꆹꌠꋌꂿꇬ

ꆏ，ꒀꉴꆏ：“ꇬꉚ！ꋋꆹꏃꃅꌋꑾꌺ

ꉬ”ꄷ。37ꋍꌶꌺꑍꂷꌠꅇꋋꇬꈨꇬ

ꆏ，ꋍꑊꎼꑳꌠꊂꈹꁧꀐ。38ꑳꌠꏮ

ꉈꑴꉜꄉ，ꋍꑊꋍꊂꈹꐺꌠꋌꂿꇬꆏ：

“ꆐꑊꑞꈁꏾ？”ꄷꅲ。ꋍꑊꑳꌠ

ꏭ：“ꆿꀘꀋ！ꆏꇿꇬꀀ？”ꄷ

（“ꆿꀘ”ꁏꎼꇁꇬꆏ“ꂘꃀ”ꄷ

ꌠꄜ）。39ꑳꌠꆏꋍꑊꏯ：“ꆐꑊꇬ

ꉚꇁ”ꄷ。ꄚꄉ，ꊿꑍꂷꌠꆹꌊꋍꀀ

ꅉꉜꆹ。ꀊꋨꄹꉇꋍꑊꑳꌠꄷꐥ，ꀊ

ꋨꇅꇬꆏ，ꁯꋒꐯꉐꇄꌠꉬꀐ。40ꊿ

ꒀꉴꅇꂷꈨꇈꑳꌠꊂꈹꁧꑍꂷꌠꇢꊭ

ꋍꂷꆏꑭꂱ•ꀺꄮꀁꑳꉢꄓꆺꉬ。

41ꋌꂴꆏꋍꃺꃶꑭꂱꎹꄉ，ꇬꏭ：

“ꂰꌏꑸꉪꊇꊌꂿꀐ（ꂰꌏꑸꁏꎼꇁ

ꇬꆹꏢꄖꄜ）”ꄷ。42ꄚꄉꑭꂱꋌꏃ

ꌊꑳꌠꂿꁧ。ꑳꌠꏮꑭꂱꉜꄉ，ꋍ

ꏭ：“ꆎꆹꒀꉴꌺꑭꂱꉬ（“ꒀꉴ”ꂷꄠ

ꌒꅇ16ꊱ17ꊭꇬꆏ“ꒀꆆ”ꃅꅑ），ꆏꋌꊂꆏꏢ

ꃔꂓ”ꄷ（ꏢꃔꁏꎼꇁꇬꆹꀺꄮ

ꄜ）。 

35再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
站在那里。36他见耶稣行走，就
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
37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
了耶稣。38耶稣转过身来，看见
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
要什么？”他们说：“拉比（“拉
比”翻出来就是“夫子”），在哪里
住？”39耶稣说：“你们来看。”他
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
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是下午四
点了。40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
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
的兄弟安得烈。41他先找着自己
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
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
来就是“基督”）42于是领他去见
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
约翰的儿子西门（“约翰”在马太十六

章十七节称“约拿”），你要称为矶
法。”（矶法翻出来就是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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ꌶꌺꑍꂷꇳꍝ 呼召腓力和拿但业 
43ꊁꄹꉇꆏ，ꑳꌠꏤꆀꀕꉜꄉꁧ

ꂿꄷꇬꆏ，ꃏꆀꋋꋒꄉ，ꋌꃏꆀꏭ：

“ꉠꊂꈹꇁ”ꄷ。44ꃏꆀꆹꀨꌏꄊ

ꊿ，ꋋꌋꆀꉢꄓꆺ、ꀺꄮꆹꈁꉬꇓꈓ

ꋍꂷꇬꀀꌠ。45ꃏꆀꆏꇂꄊꑴꋌꎹꊊ

ꄉ，ꇂꄊꑴꏭ：“ꊿꋍꃆꂮꁱꃀꑭꄹ

ꏦꌋꆀꅉꄜꊿꄯꒉꇬꄀꄉꂶꌠꉪꊇꊌ

ꂿꀐ，ꋋꆹꒀꌝꌺꇂꌒꇍꊿꑳꌠꉬ”

ꄷ。46ꇂꄊꑴꇬꏭ：“ꇂꌒꇍꃅꄷꉾ

ꃪꌠꑞꑵꅐꄎ？”ꄷ。ꃏꆀꆏꇬꏭ：

“ꆏꇬꉚꇁ”ꄷ。47ꇂꄊꑴꇫꇁꌠ

ꑳꌠꊌꂿꇬꆏ，ꑳꌠꋍꏭꄐꄉ：“ꇬ

ꉚ！ꊿꀊꋨꂷꆹꑱꌝꆀꊿꃶꐚꂷꉬ，

ꋍꉌꂵꇬꐈꋲꅍꀋꑌ”ꄷ。48ꇂꄊ

ꑴꆏꇬꏭ：“ꉠꃆꂮꈍꃅꆏꅉꐚ？”

ꄷ。ꑳꌠꆏ：“ꃏꆀꆎꇴꀋꆹꌦꂾꇯ

ꆐ，ꆏꀊꄶꀋꃨꂶꂷꌩꁧꁦꌠꇂꃴꐺ

ꌠꉢꂿꀐ”ꄷꅇꀱ。49ꇂꄊꑴꆏ：

“ꆿꀘ！ꆎꆹꏃꃅꌋꌺ，ꑱꌝꆀꃰꃅ

ꉬ”ꄷ。50ꑳꌠꆏꇬꏭ：“ꉢꆏꀊꄶ

ꀋꃨꂶꂷꌩꁧꁦꌠꇂꃴꐺꌠꉢꂿꃅꉉ

ꆎꇰꒉꄸꃅ，ꆏꑇꌠꅀ？ꌤꋌꐘꏭꀋꋌ

ꃅꇰꀋꃀꌠꆏꂿꇁꌠꉬ”ꄷ。51ꉈꑴ

ꋀꏭ：“ꉢꇯꍝꃅꉉꆍꇰ，ꂿꃅꀃꈈ

ꁉꄉ，ꉬꉎꊩꌺꊾꌺꇭꀧꇬꄉꀏꒉꄩ

ꇁꃅꐺꌠꆍꂿꇁꂯꀐ”ꄷ。 

43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
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
“来跟从我吧。”44这腓力是伯赛
大人，和安得烈、彼得同城。
45腓力找着拿但业，对他说：
“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
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
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
稣。”46拿但业对他说：“拿撒勒
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
“你来看。”47耶稣看到拿但业
来，就指着他说：“看哪！这是
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
诡诈的。”48拿但业对耶稣说：
“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
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
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
了。”49拿但业说：“拉比！你是
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
50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
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
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
事。”51又说：“我实实在在地告
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
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
身上。” 

 

ꈁꆆꇓꈓꄉꑮꃀꑮ 在迦拿的婚礼 

2 ꌕꑍꄹꉇꌠꆏ，ꊾꂷꏤꆀꀕꃅꄷ

ꈁꆆꇓꈓꄉꑮꃀꑮ，ꑳꌠꀉꂿꑌ 2 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
娶亲的筵席，耶稣的母亲 



ꒀꉴꌒꅇ  2 287 约翰福音  2 

 

 

ꀊꄶꇬꐥ。2ꑳꌠꌋꆀꑳꌠꌶꌺꈧꌠ

ꑌꊿꇴꌊꑮꃀꑮꅉꇬꆹ。3ꎧꈈꌐꀐ

ꄉ，ꑳꌠꀉꂿꑳꌠꏭ：“ꋀꊇꎧꀋꐥ

ꀐ”ꄷ。4ꑳꌠꆏ：“ꀉꂿꀋ（ꑝꇂꉙꇬ

ꆏ“ꌋꅪ”ꃅꅑ）！ꌤꋌꐘꆎꌋꆀꉢꋌꇛꅍ

ꑞꂷꐥ？ꉠꄮꈉꇫꑟꀋꇁꑴꌦ”ꄷ。

5ꋍꀉꂿꆏꁏꐚꈧꌠꏭ：“ꋌꆍꏭꑞ

ꄹꆏ，ꆍꊇꑞꃅ”ꄷ。6ꒀꄠꊿꁦꎴ

ꅐꏦꃤꇬꈴꄉ，ꒈꀮꄷꇉꇓꂵꌌꄻꄉ

ꌠꑠꃘꂷꎆꀊꄶꐕꄉ，ꒈꀮꄷꇉꋋꈨ

ꋍꂷꌠꆏꀆꐒꑍꀮꌘꀮꅓ。7ꑳꌠꆏ

ꁏꐚꈧꌠꏭ：“ꀆꐒꉷꒈꀮꄷꇉꈧꌠ

ꇬꐛꃅꄉ”ꄷꉉ，ꀆꐒꋀꉷꐛꈌꊱꃅꄉ

ꀐ。8ꑳꌠꉈꑴꁏꐚꈧꌠꏭ：“ꀋꃉ

ꆍꊇꋍꈨꄝꌊꑭꑟꅉꏲꂶꌠꁵꆹ”

ꄷ。ꄚꄉ，ꎧꋀꊇꄝꌊꇬꁳꆹꇈ，9ꑭ

ꑟꅉꏲꂶꌠꀆꐒꐈꎧꐛꀐꈧꌠꋌꌌꅝ

ꉚꇈ，ꌐꃶꂶꌠꋌꇴꌊꇁ，（ꋋꆹꎧꋋ

ꈨꇁꀦꋌꇫꅉꀋꐚ，ꁏꐚꎧꄝꈧꌠꀉ

ꄂꎧꋋꈨꇁꀦꋀꅉꐚ。）10ꋌꌐꃶꂶ

ꌠꏭ：“ꌞꊿꆹꎧꈁꎔꎗꌠꌌꂴꈈ

ꄉ，ꄹꃥꑱꄮꇬꑲꆀ，ꎧꊼꇅꀋꎔꌠ

ꈈꑵ，ꄚ，ꅽꆹꀱꌊꎧꈁꎔꎗꈧꌠꆏꊏ

ꌊꄽꂫꑲꆀꈈ”ꄷ。11ꑠꆹꑳꌠꈀꃅ

ꌠꌋꃅꐪꑽꑌꉘꃀꑵꌠꉬ，ꏤꆀꀕꃅ

ꄷꈁꆆꇓꈓꄉꃅꌠ，ꋍꀑꒉꑊꒉꇫꅐ

ꇁꄉ，ꋍꌶꌺꈧꌠꃅꋌꑅꌐꀐ。12ꌤ

ꋌꐘꈭꐨꆏ，ꑳꌠꌋꆀꋍꀉꂿ、ꀁꑳ

ꈧꌠ、ꌶꌺꈧꌠꐯꇯꏦꀙꇊꁧꀐ，ꋀ

ꊇꀊꄶꇬꃅꐎꈍꑍꀕꀀ。 

在那里。2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
请去赴席。3酒用尽了，耶稣的
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
4耶稣说：“母亲（原文作“妇人”），
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
还没有到。”5他母亲对用人说：
“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
么。”6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
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
盛两三桶水。7耶稣对用人说：
“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
了，直到缸口。8耶稣又说：“现
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筵席
的。”他们就送了去。9管筵席的
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
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用人知
道。管筵席的便叫新郎来，10对
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
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
把好酒留到如今！”11这是耶稣
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
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
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12这事
以后，耶稣与他的母亲、弟兄
和门徒都下迦百农去，在那里
住了不多几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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ꌃꎔꑷꂿꌩꎳ 洁净圣殿 
13ꒀꄠꊿꐂꈴꎺꄅꋩꑍꑟꇁꂯ

ꀐ，ꄚꄉꑳꌠꑳꇊꌒꇌꁧ。14ꊿꌃꎔ

ꑷꂿꇬꄉꇌ、ꑿꌋꆀꄤꆳꑠꃷ，ꉈꑴ

ꊿꎆꃀꆥꈨꀊꄶꑌꌠꋌꊌꂿ。15ꏦꀨ

ꏢꑳꌠꌌꏶꅍꈍꎳꃅꑠꏢꋌꄻꄉ，ꇌ

ꌋꆀꑿꈧꌠꐯꇯꋌꈹꉈꏭꎭ，ꎆꆦꊿ

ꎆꃀꋌꇱꁊꃄꅉꇬꎭꌐꇈ，ꎆꃀꄈꅉꈧ

ꌠꑌꋌꆷꇫꎭ；16ꋌꊿꄤꆳꃷꈧꌠꏭ：

“ꋍꑞꋍꑵꋋꈨꎞꌊꅊꁧꅐꌐ！ꉠꀉ

ꄉꑷꂿꌌꃼꇇꃄꅉꄡꄻ！”ꄷ。17ꄚ

ꄉꋍꌶꌺꉪꇁ꒰ꀨꇬꅇꂷ：“ꉢꅽꑷ

ꂿꎁꃅꉌꂵꇨꆰꇨꊸꌊꃆꄔꐞꃅ

ꐞ”ꄷꇫꌠꄀ。18ꑠꅹ，ꒀꄠꊿꈧꌠ

ꑳꌠꏭ：“ꆏꌤꋋꈨꃅꑲꆏ，ꉈꑴꌋ

ꃅꐪꑽꑌꑞꄻꉪꀦꑴꌦ？”ꄷꅲ。

19ꑳꌠꆏꋀꊇꏯ：“ꑷꂿꋋꂷꆍꐆꇫ

ꎭ，ꉢꌕꑍꈍꈐꃅ，ꉈꑴꋉꐛ”ꄷ。

20ꒀꄠꊾꆏꇬꏭ：“ꑷꂿꋋꂷꆹꃅꐎ

ꇖꊰꃘꈓꋉꑲꆀꋉꌐꇬ，ꈍꃅꀕꐎꌕ

ꑍꈐꀉꄂꃅꉈꑴꆏꋉꐛꂯ？”ꄷ。

21ꄚ，ꑳꌠꅇꂷꋍꑠꉉꌠꆹꋍꇭꀧꋌꌌ

ꑷꂿꃅꄉꌠꉬ。22ꑠꅹ，ꑳꌠꀱꐥꇁ

ꈭꐨ，ꌶꌺꈧꌠꉪꇁꅇꂷꋌꈁꉉꋺꋋ

ꈨꄀꄉ，ꋀꊇꆹꏂꀨꌋꆀꑳꌠꈁꉉꌠ

ꑇꀐ。 

13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
稣就上耶路撒冷去。14看见殿里
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
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15耶稣就
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
出殿去，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
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16又对
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
去！不要将我父的殿当做买卖
的地方。”17他的门徒就想起经
上记着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
急，如同火烧。”18因此犹太人
问他说：“你既做这些事，还显
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19耶稣
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
日内要再建立起来。”20犹太人
便说：“这殿是四十六年才造成
的，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
吗？”21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
体为殿。22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
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
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
的。 

 

ꑳꌠꆹꊿꉌꃀꋌꅉꐚ 耶稣知道人的心 
23ꑳꌠꑳꇊꌒꇌꄉꐂꈴꎺꄅꋩꑍ

ꋨꏦꄮꇬ，ꑳꌠꈀꃅꌠꌋꃅꐪꑽꑌꊿ

ꈍꑋꈨꊌꂿꄉ，ꋀꐯꇯꋍꂓꑇꌐꀐ。

23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
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
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24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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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ꄚ，ꑳꌠꉌꂵꆹꋀꀋꇱ；ꑞꃅꆏ，ꋋꆹ

ꃰꊿꉌꃀꋌꅉꐚ；25ꋌꊿꁳꃰꊿꌤꆿ

ꑠꉉꋋꇰꎻꄻꀋꅐ，ꑞꃅꆏ，ꃰꊿꉌꃀ

ꑞꑌꌠꋌꅉꐚ。 

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
他知道万人；25也用不着谁见证
人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
的。 

 

ꑳꌠꌋꆀꆀꇰꄂꃅ 耶稣和尼哥底母 

3 ꃔꆀꌏꊿꆀꇰꄂꃅꂒꂷꐥ，ꋋꆹ

ꒀꄠꊿꌟꒉꂷꉬ。2ꊿꋋꂷꌋꐓ 
3 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

底母，是犹太人的官。2这 
ꄮꇬꑳꌠꂿꇁꄉ，ꇬꏭ：“ꆿꀘ！ꆎꆹ

ꂘꃀꏃꃅꌋꄷꄉꇀꂷꉬꌠꉪꅉꐚ，ꑞ

ꃅꆏ，ꃅꐨꑽꑌꆏꈀꃅꌠꆹ，ꀋꄸꄷꏃ

ꃅꌋꊿꈽꀋꐥꑲꆏ，ꊿꇫꃅꄎꌠꀋ

ꐥ”ꄷ。3ꑳꌠꆏꋍꏭ：“ꉢꇯꍝꃅ

ꉉꆎꇰ，ꀋꄸꄷꊾꂷꒆꀋꀱꑲꆏ，ꏃ

ꃅꌋꇩꋌꋋꂿꀋꄐ”ꄷ。4ꆀꇰꄂꃅ

ꆏ：“ꊾꂷꀈꃀꈭꐨꆏ，ꈍꃅꒅꀱ

ꂯ？ꋌꀱꉈꑴꋍꀉꂿꀃꃀꇬꃹꄉꒅꀱ

ꉆꑴꅀ？”ꄷ。5ꑳꌠꆏꇬꏭ：“ꉢ

ꇯꍝꃅꉉꆎꇰ，ꀋꄸꄷꊾꂷꀆꐒꌋꆀ

ꌃꎔꒌꇬꄉꒆꌠꀋꉬꑲꆏ，ꋋꆹꏃꃅ

ꌋꇩꇬꃹꆹꀋꄐ。6ꇭꀧꇬꄉꒆꌠꆹꇭ

ꀧꉬ，ꒌꇬꄉꒆꌠꆹꒌꉬ。7ꑠꅹ，ꉢ

ꅽꏯ：‘ꆍꒅꀱꑲꆀꍑ’ꄷꄮꇬ，ꆏ

ꋌꇰꌋꀋꌸ。8ꃅꆳꊨꏦꈁꏾꃅꁏ，

ꃅꆳꁎꃚꆏꈨꇬ，ꋌꇿꄉꇁ，ꇿꇬꁧꌠ

ꆏꇫꅉꀋꐚ；ꊿꌃꎔꒌꇬꄉꈀꒆꌠꑌ

ꑠꃅꐙ”ꄷ。9ꆀꇰꄂꃅꆏꑳꌠꏭ：

“ꈍꃅꌤꑠꇫꐥꌠꉬ？”ꄷꅲ。10ꑳ

ꌠꆏ：“ꆎꆹꑱꌝꆀꊿꂘꃀꂷꉬꇬ，

ꌤꋌꐘꇯꆎꆏꇫꐞꀋꉅꅀ？ 

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
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作师
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
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3耶稣
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
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
的国。”4尼哥底母说：“人已经
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
进母腹生出来吗？”5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
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
神的国。6从肉身生的就是肉
身；从灵生的就是灵。7我说：
‘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希
奇。8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
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
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
是如此。”9尼哥底母问他说：
“怎能有这事呢？”10耶稣回答
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
不明白这事吗？ 

11ꉢꇯꍝꃅꉉꆎꇰ，ꉪꊇꈁꉉꌠꆹ

ꉪꊇꅉꐚꌠ；ꉪꅇꊪꈀꌬꌠꆹꉪꂿꋺ

11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我
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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ꌠꉬ；ꄚ，ꆍꊇꆏꉪꅇꊪꋋꈨꀋꊪ。

12ꌤꆿꋧꃅꇣꄧꐥꌠꉢꉉꆍꇰꇬꂯ，ꆍ

ꇬꀋꑇꑠ，ꀋꄸꄷꌤꆿꉬꉎꐥꌠꉢꉉ

ꆍꇰꇬ，ꆍꈍꃅꇬꑅꂯ？13ꉬꉎꄉꅉꌵ

ꇁꌠꊾꌺꀉꄂꑲꆏ，ꊿꉬꉎꆹꋺꂷꀋ

ꐥ。14ꃀꑭꇈꈬꇉꃪꄉꁮ꒰ꈍꃅꋌꐕ

ꌊꐺꆏ，ꊾꌺꑌꀋꎪꃅꈍꃅꊿꐕꌊꐺ

ꌠꉬ。15ꑠꃅꄉ，ꊿꋋꈁꑇꌠꁳꐩꋊ

ꐩꍂꀑꇬꊌꎻ。 

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
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12我对你
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
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
呢？13除了从天降下的人子，没
有人升过天。14摩西在旷野怎样
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
来。15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
（或作“叫一切信的人在他里面得永

生”）。 
16ꏃꃅꌋꆹꋧꃅꃰꊿꉂ，ꄷꀋꁧꋍ

ꌺꄂꂶꌠꇯꋌꄻꋀꊇꇖꄉ，ꊿꋋꈁꑇ

ꌠꁳꈔꑍꀋꎽꃅ，ꀱꌊꐩꋊꐩꍂꀑꇬ

ꊌꎻ。17ꑞꃅꆏ，ꏃꃅꌋꋍꌺꋌꁆꌊ

ꋧꃅꇁꌠꆹ，ꑽꃤꏤꃰꊿꁵꇁꌠꀋꉬ

ꃅ，ꋧꃅꃰꊿꁳꋍꇇꄧꈴꄉꈭꋏꊌꎻ

ꂿꄷꌠ。18ꊿꋌꑅꌠꆏ，ꋀꊇꆹꌌꑽ

ꃤꀋꏤ，ꄚ，ꊿꀋꑇꈧꌠꆏ，ꑽꃤꏤꋀ

ꁳꄉꀐ，ꑞꃅꆏ，ꏃꃅꌋꌺꄂꂶꌠꂓꆹ

ꋀꇬꀋꑇ。19ꁨꑭꇁꌊꋧꃅꋋꂷꇬ

ꑟ，ꋧꃅꃰꊿꆹꋀꊨꏦꃅꐨꑽꑌꄷꅠ

ꌠꉬꐛꅹ，ꋀꊇꁨꑭꀋꉂꃅ，ꀱꌊꃅ

ꒉꆈꏸꀕꌠꉂ，ꋀꏭꑽꃤꏤꌠꆹꑠꒉꄸ

ꉬ。20ꊿꌤꄷꅠꌠꈀꃅꌠꆹꁨꑭꌂ，

ꋌꋍꃅꐨꑽꑌꈧꌠꅔꁖꇀꏦꄉꁨꑭꇂ

ꃴꇁꀋꅲ。21ꄚ，ꊿꇗꅉꃶꐚꌠꇬꍬ

ꈧꌠꆏ，ꀋꎪꃅꁨꑭꇂꃴꐥꇁꄉ，ꋀ

ꈀꃅꌠꆹꏃꃅꌋꇇꄧꈴꄉꃅꌠꉬꌠꑠ

ꁳꄇꇖꀕꎻ”ꄷ。 

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
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
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17因
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
定世人的罪（或作“审判世人”。下

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18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
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
神独生子的名。19光来到世间，
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
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
就是在此。20凡作恶的便恨光，
并不来就光，恐怕他的行为受
责备。21但行真理的必来就光，
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 

 

ꑳꌠꌋꆀꋋꑣꒀꉴ 耶稣和施洗约翰 
22ꋋꈭꐨꆏ，ꑳꌠꌋꆀꌶꌺꈧꌠꇁ 22这事以后，耶稣和门徒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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ꌊꒀꄠꃅꄷꑟ，ꋌꀊꄶꇬꄉꋀꌋꆀꐯ

ꈽꐥ，ꋋꑣꏦꃤꃅ。23ꀊꄶꇬꀆꐒꀉ

ꑌꃅꐥꐛꅹ，ꒀꉴꑌꌒꇌꌋꆀꈜꎴꀋ

ꇢꌠꀄꆐꄉꊿꋋꑣ，ꉹꁌꈧꌠꀋꆏꃅ

ꇁꌊꋋꑣꊪ。24ꀊꋨꄮꇬꒀꉴꊿꈢꏦ

ꑳꇬꀋꊐꑴꌦ。 

了犹太地，在那里居住，施
洗。23约翰在靠近撒冷的哀嫩也
施洗，因为那里水多，众人都
去受洗。24那时约翰还没有下在
监里。 

25ꒀꉴꌶꌺꈧꌠꆹꒀꄠꊾꂷꌋꆀ

ꌤꁦꎴꅐꏦꃤꃆꂮꌌꐮꅔꀥ。26ꋀꊇ

ꇁꌊꒀꉴꄷꄉ，ꇬꏭ：“ꂘꃀ！ꊿꀋꉊ

ꑻꄉꒊꃀꅶꁉꄉꆎꌋꆀꐮꐊꐺ，ꆏꋍ

ꎁꃅꅇꊪꌬꂶꌠꑌꀊꄶꇬꄉꊾꋋꑣ

ꇰ，ꊿꈧꌠꐯꇯꋍꄷꉜꄉꁧꌐꀐ”

ꄷ。27ꒀꉴꆏ：“ꉬꉎꄻꊾꇖꌠꀋꉬ

ꑲꆏ，ꊾꆹꑞꑌꊌꀋꄐ。28ꉢ：‘ꉡ

ꆹꏢꄖꀋꉬ，ꉡꆹꁆꌌꋍꂲꆽꇁꌠ’
ꄷꉉꋺ，ꑠꆹꆍꊨꏦꉠꎁꃅꅇꊪꌬ

ꉆ。29ꑮꃀꑮꌠꆹꌐꃶꉬ；ꄚ，ꌐꃶꂶ

ꌠꐋꀨꆹꀊꄶꉆꄉ，ꌐꃶꂶꌠꃛꁙꋀ

ꈨꇬꆏ，ꋀꇿꌦꄉꏽ；ꑠꅹ，ꉠꉌꇿꅍ

ꑠꆹꇎꀐ。30ꋋꆹꀋꎪꃅꐤꅉꌄꆣꅉ

ꑟ，ꉡꆹꀋꎪꃅꐤꅉꊯꅉꑟ”ꄷ。 

25约翰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
辩论洁净的礼。26就来见约翰
说：“拉比，从前同你在约旦河
外，你所见证的那位，现在施
洗，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
27约翰说：“若不是从天上赐
的，人就不能得什么。28我曾
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
他前面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
作见证。29娶新妇的就是新郎；
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
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
乐满足了。30他必兴旺，我必衰
微。” 

 

ꉬꉎꄉꇁꌠꊿ 来自天上的人 
31“ꉬꉎꇬꄉꇁꌠꆹꐥꇐꊰꑋꑟ

ꌠꄩꐥꌠꉬ；ꉬꐮꇬꄉꇁꌠꆹꉬꐮꃤ

ꉬ，ꋌꈁꉉꌠꑌꉬꐮꄉꇁꌠ。ꄚ，ꉬ

ꉎꇬꄉꇁꌠꆹꐥꇐꊰꑋꑟꌠꄩꐥꌠ

ꉬ。32ꋌꋍꊨꏦꈀꂿꈀꈨꌠꇬꅇꊪꌬ

ꀐ，ꄚ，ꅇꊪꋌꈀꌬꈧꌠꆹꊿꇫꊪꌠꀋ

ꐥ。33ꊿꅇꊪꋌꈀꌬꌠꊪꌠꆏ，ꇇꌒ

ꍅꄉꏃꃅꌋꆹꃶꐚꌠꉬꌠꊩꀽꀐ。

34ꏃꃅꌋꁆꎼꇁꌠꆹꏃꃅꌋꅇꂷꉉ；ꑞ

31“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
上；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他
所说的也是属乎地。从天上来
的是在万有之上。32他将所见所
闻的见证出来，只是没有人领
受他的见证。33那领受他见证
的，就印上印，证明神是真
的。34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
话；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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ꃅꆏ，ꏃꃅꌋꄻꋋꇖꌠꌃꎔꒌꆹꑞꅉ

ꐛꅉꀋꐥꌠꉬ。35ꀋꁧꆹꋍꌺꉂꄉ，

ꑞꑌꋌꏮꋍꌺꇇꈐꊐꄉꌐꀐ。36ꌺꂶ

ꌠꑇꌠꆏ，ꐩꋊꐩꍂꀑꇬꊌ；ꌺꂶꌠꀋ

ꑇꌠꆏ，ꐩꋊꐩꍂꀑꇬꀋꊌ（ꑝꇂꉙꇬꆏ：

“ꐩꋊꐩꍂꀑꇬꂿꀋꄐ”ꃅꅑ），ꄷꀋꁧ，ꏃꃅ

ꌋꇨꇅꃃꐪꅉꀕꃅꋍꇭꀧꐊꇬꎷ”

ꄷ。 

有限量的。35父爱子，已将万有
交在他手里。36信子的人有永
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原

文作“不得见永生”），神的震怒常在
他身上。” 

 

ꑳꌠꌋꆀꌒꂷꆀꑸꌋꅪꂷ 耶稣与撒玛利亚妇人 

4 ꃔꆀꌏꊿꈧꌠꆹꑳꌠꒀꉴꑖꀋꋌ

ꃅꌶꌺꎹ、ꌶꌺꋋꑣꌠꋀꈨꀐ， 4 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
徒、施洗比约翰还多， 

ꋍꑠꑳꌠꅉꐚꇬꆏ，2（ꇯꍝꃅꇬꆹꑳꌠ

ꑭꄑꄉꋋꑣꌠꀋꉬꃅ，ꋍꌶꌺꈧꌠꋋ

ꑣꃅꌠ，）3ꋌꎼꒀꄠꐞꇈꀱꏤꆀꀕꉜ

ꄉꁧ。4ꋌꌒꂷꆀꑸꈴꀋꁧꀋꉆ；5ꑳ

ꌠꇁꌊꌒꂷꆀꑸꃅꄷꇓꈓꑪꏦꂓꑠꂷ

ꇬꑟ，ꇓꈓꋋꂷꆹꃄꅉꑸꇱꄻꋍꌺꒀ

ꌝꁵꀊꋩꏬꌠꌋꆀꀊꎴꃅꀋꇢ。6ꀊ

ꄶꇬ，ꑸꇱꒉꐬꐫꌠꇬꐙ。ꑳꌠꈛꎼ

ꄉꐙꄏꐛꅹ，ꋌꇁꒉꐬꐫꌠꏢꁮꑌ。

ꀊꋨꇅꇬꆹꂵꆤꄮꇬꉬ。 

2（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
是他的门徒施洗，）3他就离了犹
太，又往加利利去。4必须经过
撒玛利亚；5于是到了撒玛利亚
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
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6在
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
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是中
午十二点。 

7ꌒꂷꆀꑸꌋꅪꑠꂷꇁꌊꒉꐬꐫꌠ

ꇬꀆꐒꇸꇁ。ꑳꌠꇬꏭ：“ꀆꐒꑍꇯ

ꄻꉢꄎꀞ”ꄷ。8ꀊꋨꄮꇬ，ꌶꌺꈧ

ꌠꆹꉬꇮꇓꈓꇬꋠꅍꃼꁧꌐꀐ。9ꌒ

ꂷꆀꑸꌋꅪꂶꌠꑳꌠꏭ：“ꆎꆹꒀꄠ

ꊾꂷ，ꆏꑞꃅꌒꂷꆀꑸꌋꅪꂷꄷꀆꐒ

ꇕꅝꌠꉬ？”ꄷ，ꒀꄠꊿꌋꆀꌒꂷꆀ

ꑸꊾꆹꐮꄹꀋꒉꀋꇁꌠꉬꅊꇈ（ꀊꆨꏂꀨ

ꋍꈨꇬꆏ，ꅇꂷꄽꂫꋋꇬꀕꀋꐊꌠꐥ）。10ꑳꌠꆏ

ꀱꇬꏭ：“ꀋꄸꄷ，ꏃꃅꌋꄻꊾꇖꌠ

7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
打水。耶稣对她说：“请你给我
水喝。”8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
了。9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
“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
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
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
（有些古卷无“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

没有来往”）。10耶稣回答说：“你若
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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ꑆꊋꈁꁠꆹꑞꉬꌠꆏꅉꐚ，ꅽꏯ：

‘ꀆꐒꑍꇯꄻꉢꄎꇁ’ꃅꉉꋋꂷꈀ

ꄸꉬꌠꆏꅉꐚꑲꆏ，ꆏꈍꄮꇯꆐꋍꏭꇖ

ꂟꄉ，ꋋꑌꈍꄮꇯꆐꀆꐒꀑꇬꑌꌠꋌ

ꄻꆏꄎꀐ”ꄷ。11ꌋꅪꂶꌠꆏ：

“ꌌꁈꀋ！ꆏꀆꐒꄝꅍꑞꑌꀋꐥ，ꒉ

ꐬꑌꋍꂤꂦ，ꆏꇿꇬꄉꀆꐒꀑꇬꑌꌠ

ꆏꊌꂯ？12ꉪꀋꁌꀋꁧꑸꇱꆹꒉꐬꋋꐬ

ꋌꄻꉪꁳꇊ，ꋍꊨꏦꑴꅉ、ꋍꌺꌋꆀ

ꎇꃀꍅꑓꐯꇯꒉꐬꋋꐬꇬꀆꐒꅝꋺ，

ꆎꆹꋌꒈꀋꋌꅀ？”ꄷ。13ꑳꌠꆏꇬ

ꏭ：“ꊿꒉꐬꋋꐬꇬꀆꐒꈀꅝꌠꆹꄡ

ꇗꀆꐒꌤꑴꌦ；14ꄚ，ꊿꀆꐒꉢꄻꋀ

ꇖꌠꅝꌠꆹ，ꐩꋊꐩꍂꃅꀆꐒꀋꌤꀐ，

ꄷꀋꁧ，ꀆꐒꉢꄻꋋꇖꌠꆹꋍꇭꀧꇬ

ꄉꐈꌌꒉꐑꐛꄉꅐꅷꐩꋊꐩꍂꀑꇬꊌ

ꄮꇬꑟ”ꄷ。15ꌋꅪꂶꌠꑳꌠꏭ：

“ꌌꁈꀋ！ꀆꐒꀊꋩꑵꄻꉢꄎꄉ，ꉢ

ꁳꀆꐒꀋꌤꎻ，ꋍꎳꃅꀆꐒꇸꇁꄻꑌ

ꀋꅐꎻ”ꄷ。 

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
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11妇人
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
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
12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
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
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
大吗？”13耶稣回答说：“凡喝这
水的，还要再渴；14人若喝我所
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
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
直涌到永生。”15妇人说：“先
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
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 

16ꑳꌠꇬꏭ：“ꆏꅽꌐꃶꑌꇴꌊ

ꄚꇁ”ꄷ。17ꌋꅪꂶꌠꑳꌠꏭ：“ꉢ

ꌐꃶꀋꁨ”ꄷꅇꀱ。ꑳꌠꆏ：“ꆏ

ꅇꂷꇯꍝꌠꉉꑴ，ꆎꆹꌐꃶꀋꁨ。

18ꆏꌐꃶꉬꑻꁨꋺ，ꅽꁦꋠꀋꃅꋋꂷꆹ

ꅽꌐꃶꀋꉬ。ꅽꅇꂷꋋꇬꆹꇯꍝꌠ

ꉬ”ꄷ。19ꌋꅪꂶꌠꑳꌠꏭ：“ꌌ

ꁈꀋ！ꆎꆹꅉꄜꊾꂷꉬꌠꉢꉜꅐꇁ

ꀐ。20ꉪꊇꀋꁌꀋꁧꆹꉘꁌꋋꂷꇬꄉ

ꀍꃈꄚ，ꄚ，ꆍꊇꒀꄠꊿꄹꇬꆏ，ꑳꇊ

ꌒꇌꑲꆀꃅꄷꀍꃈꄚꄡꑟꈚꌠꉬꄷ”

16耶稣说：“你去叫你的丈夫
也到这里来。”17妇人说：“我没
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
夫，是不错的。18你已经有五个
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
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19妇
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
知。20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
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
方是在耶路撒冷。”21耶稣说：
“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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ꄷ。21ꑳꌠꆏꇬꏭ：“ꌋꅪꀋ！ꆏꉢ

ꑅꄡꑟ！ꆍꊇꉘꁌꋋꂷꇬꄉꀉꄉꏭꀍ

ꃈꀋꄚ，ꑳꇊꌒꇌꄉꑌꀉꄉꏭꀍꃈꀋ

ꄚꄮꑟꇁꂯꀐ。22ꆍꊇꇫꀍꃈꄚꌠꆹ

ꆍꇫꅉꀋꐚ，ꄚ，ꉪꊇꇫꀍꃈꄚꌠꆹꉪ

ꅉꐚ，ꑞꃅꆏ，ꈭꋏꑆꊋꆹꒀꄠꊿꄷ

ꄉꇁꌠ。23ꃅꑍꃅꉖꑟꇁꂯꀐ，ꄷꀋ

ꁧ，ꑟꇯꇫꑟꇁꀐ，ꊿꇯꍝꃅꀉꄉꏭ

ꀍꃈꄚꌠꆹ，ꉌꃀꄸꈐꌋꆀꀋꎪꀋꑴ

ꌠꌌꋍꏭꀍꃈꄚꌶ，ꑞꃅꆏ，ꀉꄉꆹꊿ

ꑠꃅꐙꌠꎹꄉ，ꋀꁳꋍꏭꀍꃈꄚꎻ。

24ꏃꃅꌋꆹꒋꂷꉬ，ꑠꅹ，ꊿꋍꏭꀍꃈ

ꄚꌠꑌꀋꎪꃅꉌꃀꄸꈐꌋꆀꀋꎪꀋꑴ

ꌠꌌꀍꃈꄚꑲꆀꍑ”ꄷ。25ꌋꅪꂶ

ꌠꋍꏭ：“ꉡꆹꂰꌏꑸ（ꏢꄖꄷꂶꌠ）

ꇁꂯꀐꌠꉢꅉꐚ。ꋌꇁꑲꆏ，ꀋꎪꃅ

ꌤꑞꑌꋌꉉꉪꇰꇁꌠꉬ”ꄷ。26ꑳꌠ

ꇬꏭ：“ꊿꅽꏯꉉꐺꂶꌠꆹꋌꉬ

ꀐ”ꄷ。 

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
不在耶路撒冷。22你们所拜的，
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
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
出来的。23时候将到，如今就是
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
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
人拜他。”24神是个灵（或无“个”

字），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
和诚实拜他。25妇人说：“我知
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
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
的事都告诉我们。”26耶稣说：
“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 

27ꋋꇅꇬꆏ，ꑳꌠꌶꌺꈧꌠꀱꇁ

ꀐ，ꋌꌋꅪꂷꌋꆀꐮꌧꈿꐺꌠꑠꋀꊇ

ꋌꇰ，ꄚ，ꈀꄸꑌꋍꏭ：“ꆏꑞꇖꂟ

ꌠꉬ？”ꅀ“ꆏꑞꃅꋍꏭꌧꈿ？”ꃅ

ꅲꌠꀋꐥ。28ꌋꅪꂶꌠꆹꋍꒈꀮꋌꄻ

ꇫꄉꇈꀕꀱꇓꈓꇬꁧꀐ，ꋌꉹꁌꏭ：

29“ꆍꊇꐯꇯꇬꉚꇁ，ꊾꂷꌤꆿꉢꈀ

ꃅꋺꈧꌠꃅꋌꉉꎼꇁꌐꀐ，ꋋꆹꏢꄖ

ꉬꌠꅀ？”ꃅꉉꁧ。30ꉹꁌꇓꈓꇬꄉ

ꅐꇁꇈ，ꑳꌠꄷꉜꄉꁧꌐ。31ꋋꄮꇬ，

ꌶꌺꈧꌠꑳꌠꏭ：“ꂘꃀꀋ！ꆏꊵꑵ

ꍈꋠꀞ”ꄷ。32ꑳꌠꆏꋀꊇꏯ：“ꉢ

27当下门徒回来，就希奇耶
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只是没有
人说：“你是要什么？”或说：
“你为什么和她说话？”28那妇人
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
众人说：29“你们来看！有一个
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
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
吗？”30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
里去。31这其间，门徒对耶稣
说：“拉比，请吃。”32耶稣说：
“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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ꋠꅍꐥ，ꄚ，ꋋꆹꆍꇫꅉꀋꐚꌠ”

ꄷ。33ꌶꌺꈧꌠꆏ：“ꊿꋠꅍꌌꋋꍈ

ꇁꌠꐥꀐꌠꅀ？”ꃅꐮꏯꅲ。34ꑳꌠ

ꆏꋀꊇꏯ：“ꉠꋠꅍꆹꉢꋌꁆꎼꇁꂶ

ꌠꉪꐪꇬꈴꄉꃅ，ꃅꅍꋌꏮꉢꁳꃅꎻ

ꈧꌠꃅꌐꌠꑠꉬ。35ꆍꊇꅉꀕꃅ：

‘ꒇꋩꇁꂯꇖꁮꆪꋒꑴꌦ’ꃅꀋꉉ

ꅀ？ꉢꉉꆍꇰ，ꆍꀑꐕꃄꅉꇬꊼꇅꉜ

ꉏ，ꋚꁧꒉꁧꂔꀐ（ꑝꇂꉙꆏ“ꐍꏪꀕ”ꃅ

ꅑ），ꒇꋩꉆꀐ。36ꒇꋩꊿꃄꁌꊌ，ꋌ

ꐩꋊꐩꍂꀑꇬꎁꃅꒇꋩ，ꑠꃅꄉ，ꋙ

ꊪꒉꏽꌠꌋꆀꋚꒇꒈꋩꌠꁳꐯꇯꉌꇿ

ꑓꇿꎻ。37ꇐꀳꇬ：‘ꀊꋨꂷꊪꏽ，

ꋋꂷꒇꋩ’ꄷ，ꅇꂷꋋꇬꀋꐯꐤꀋ

ꁨ。38ꆍꊇꉢꁆꌌꇫꎴꇫꏢꁧꌠꋚꒉ

ꆹ，ꆍꊇꎬꅧꄉꃅꀋꋻꌠꉬ；ꌞꊿꀉꄂ

ꎬꅧꄉꃅꇈ，ꆍꊇꆏꋀꎬꅧꄉꃅꄉꌠ

ꆍꊌ”ꄷ。 

的。”33门徒就彼此对问说：“莫
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34耶
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
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35你
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
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
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原

文作“发白”），可以收割了。36收割
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
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
乐。37俗语说：‘那人撒种，这
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
38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
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
所劳苦的。” 

39ꌋꅪꂶꌠ：“ꌤꆿꀋꉊꉢꈀꃅ

ꋺꌠꃅꋌꉉꅐꇁꌐꀐ”ꃅꅇꊪꌬꄉ，

ꌒꂷꆀꑸꊿꇓꈓꀊꋨꂷꇬꀀꌠꈍꑋꃅ

ꑳꌠꑇꀐ。40ꄚꄉ，ꌒꂷꆀꑸꊿꇁꌊ

ꑳꌠꂿꇁꇈꇬꏭꀊꄶꐥꄷꇖꂟꄉ，ꑳ

ꌠꀊꄶꇬꃅꐎꑍꀕꂷꐥ。41ꅇꂷꑳꌠ

ꉉꈧꌠꐛꅹꃅ，ꊿꋌꑅꌠꆹꀊꅰꃅꀉ

ꑌꀐ。42ꋀꊇꌋꅪꂶꌠꏭ：“ꉪꊇꀋ

ꃅꑇꌠꆹꅽꅇꂷꒉꄸꀋꉬꃅ，ꉪꊨꏦ

ꑓꂿꅺꈨꄉ，ꋋꆹꇯꍝꃅꋧꃅꈭꋏꌋ

ꉬꌠꉪꅉꐚꒉꄸ”ꄷ。 

39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
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作见
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
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40于是
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求他在
他们那里住下，他便在那里住
了两天。41因耶稣的话，信的人
就更多了。42便对妇人说：“现
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
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
是救世主。” 

 

ꃰꃅꇛꌺꌹꂷꑳꌠꇱꉃꌒ 耶稣治好大臣之子 
43ꑍꀕꐛꈭꐨꆏ，ꑳꌠꀊꄶꄉꀱ 43过了那两天，耶稣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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ꏤꆀꀕꁧ。44ꑳꌠꂴꏭ“ꅉꄜꊿꆹ

ꊨꏦꃅꄷꊿꇫꁌꀋꒉ”ꄷꉉꋺ。

45ꄚ，ꀋꃅꋌꃢꑳꌠꇁꌊꏤꆀꀕꑟꇬ

ꆏ，ꏤꆀꀕꊿꋋꋩꋋꏦ，ꑞꃅꆏ，ꋩꑍ

ꋨꏦꄮꇬ，ꋀꊇꑌꀊꄶꄉꋩꑍꋨꏦꆹ

ꄉ，ꑳꌠꑳꇊꌒꇌꄉꈀꃅꈁꑽꈧꌠꋀ

ꂿ。46ꑳꌠꀱꉈꑴꀋꉊꀆꐒꋌꐈꎧꐛ

ꋺꌠꏤꆀꀕꃅꄷꈁꆆꈚꌠꇬꁦꌦ；ꀊ

ꄶꇬꃰꃅꇛꌺꂷꐥ，ꋍꌺꂶꌠꏦꀙꇊ

ꄉꆅꌶꀐ。47ꑳꌠꒀꄠꄉꇁꌊꏤꆀꀕ

ꑟꇁꌠꋌꊌꈨꈭꐨꆏ，ꋌꇁꌊꑳꌠꄷ

ꑟ，ꑳꌠꏭꐰꏭꄉꋍꌺꉃꑷꄷꇖꂟ，

ꑞꃅꆏ，ꋍꌺꂶꌠꌦꂯꄉꀐ。48ꑳꌠ

ꋍꏭ：“ꆍꊇꆹꀋꄸꄷꌋꃅꐪꑽꑌꌋ

ꆀꌤꂵꌦꂵꌋꌠꆍꋌꀋꂿꑲꆏ，ꆍꇯ

ꍝꃅꇬꀋꑇꇬꎷ”ꄷ。49ꃰꃅꇛꌺꂶ

ꌠꑳꌠꏭ：“ꌌꁈꀋ！ꆏꉠꀉꑳꀋꌦ

ꀕꇯꆐ，ꊼꇅꇬꉚꒉꀞ”ꄷ。50ꑳꌠ

ꆏꇬꏭ：“ꀱꁧꌶ，ꅽꌺꆹꌒꀐ”

ꄷ。ꊿꀊꋨꂷꑳꌠꅇꑇꄉꁧꀐ。

51ꋌꈝꃀꇬꐺꑴꌦꄮꇬꆏ，ꋍꁏꐚꇁꌊ

ꋋꋩꇁꄉ，ꋍꌺꌒꀐꄷꉉꋋꇰꇁ。

52ꋌꋍꁏꐚꏭꀉꑳꈍꄮꇬꌒꌠꉬꄷꅲ，

ꁏꐚꈧꌠ：“ꀋꅓꉇꂵꆤꂶꌠꇬꆏ，

ꑅꎸꊸꌠꆏꀐ”ꄷ。53ꀉꑳꂶꌠꀉ

ꄉꆏ，ꀊꋨꇅꇬꆹꑳꌠꋍꏭ：“ꅽꌺꆹ

ꌒꀐ”ꄷꉉꇄꌠꉬꌠꋌꎺꇁꄉ，ꋍꊨ

ꏦꌋꆀꋀꏤꋋꑷꃅꑳꌠꑇꀐ。54ꋋꆹ

ꑳꌠꒀꄠꄉꀱꏤꆀꀕꇁꈭꐨꃅꌠꌋꃅ

ꐪꑽꑌꑍꑵꀕꌠꉬ。 

那地方，往加利利去。44耶稣以
前说过：“先知在他本地是没有
人尊敬的。”45但这次他回到加
利利，加利利人却接待他，因
为他们上耶路撒冷过节时，看
见他在那里所行的一切事。46耶
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就是
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有一
个大臣，他的儿子在迦百农患
病。47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
利利，就来见他，求他下去医
治他的儿子，因为他儿子快要
死了。48耶稣就对他说：“若不
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
信。”49那大臣说：“先生，求你
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
去。”50耶稣对他说：“回去吧，
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耶稣所
说的话，就回去了。51正下去的
时候，他的仆人迎见他，说他
的儿子活了。52他就问什么时候
见好的。他们说：“昨日下午一
点热就退了。”53他便知道这正
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
候；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
54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件
神迹，是他从犹太回去以后行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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ꒊꄝꏢꁮꄉꆅꉁꆄꄻ 池边医病 

5 ꌤꋌꐘꈭꐨꆏ，ꒀꄠꊿꋩꑍꎺꄅ

ꄮꑠꊭꑟꀐꄉ，ꑳꌠꑳꇊꌒꇌ 5 这事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
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 

ꁧ。2ꑳꇊꌒꇌꑿꉻꀃꈈꏢꁮꇬꆏꒊ

ꄝꂷꇬꐙ，ꒊꄝꋋꂷꑝꀨꆾꉙꃅꄉꇬ

ꆏꀙꏃꄊꄷ，ꒊꄝꋋꂷꈭꇍꇓꌬꉬꁧ

ꇫꋦ。3ꊿꑓꋩ、ꐂꀜꌠ、ꌦꀋꑌ

ꐳꀋꑌꌠ、ꆄꈻꌠꑠꈍꑋꃅꀊꄶꀀꄉ

ꒊꄝ꒚ꈧꇁꌠꇁꉚ，4ꋍꃢꋍꃢꆏ，ꉬ

ꉎꊩꌺꇁꌊꒊꄝꃸꆽꇁ，ꀆꐒꈧꌠꇙ

ꈧꐹꄮꇬ，ꈀꄸꂷꐂꂴꊐꆏ，ꈀꄸꂷ

ꆄꈻꈀꐥꃅꌒꌐ（ꀊꆨꏂꀨꋍꈨꇬꆏ4ꊭꊬꌠꇬ

ꀋꐊ）。5ꋀꈬꄔꊾꂷꆏ，ꃅꐎꌕꊰꉆꈓ

ꆅꀐ。6ꋌꀊꄶꀀꐺꌠꑳꌠꊌꂿ，ꄷ

ꀋꁧꋌꈍꉗꏢꆅꀐꌠꑳꌠꅉꐚꄉ，ꑳ

ꌠꇬꏭ：“ꆏꌒꁟꑻꀕꏽꀕ？”ꄷ

ꅲ。7ꊿꆅꂶꌠꆏ：“ꌌꁈꀋ！ꒊꄝ

꒚ꈧꄮꇬꆹ，ꊿꉡꄏꌊꒊꄝꂶꌠꇬꃹ

ꒉꌠꀋꊌ，ꉢꉠꊨꏦꊈꌊꒈꄮꇬꆏ，ꋍ

ꃢꋑꀋꋒꀉꁁꊿꐂꉠꂴꆽꃹꁧꇬꎷꌠ

ꐥ”ꄷ。8ꑳꌠꇬꏭ：“ꄓꇁꄉ，ꅽ

ꈈꇉꄌꌊꁧꌶ”ꄷꇬꆏ，9ꊿꂶꌠꋋ

ꇅꃅꌒꁟꑻꀕꄉ，ꋍꈈꇉꋌꄌꌊꁧ

ꀐ。 

去。2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
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作毕士
大，旁边有五个廊子。3里面躺
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
的许多病人。（有古卷在此有“等候水

动，4 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

水动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

愈了。”）5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
三十八年。6耶稣看见他躺着，
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
“你要痊愈吗？”7病人回答说：
“先生，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
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
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8耶
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
走吧！”9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
褥子来走了。 

10ꀊꋨꄹꉇꆹꑬꆏꄹꉇꉬꐛꅹ，ꒀ

ꄠꊿꆏꊿꑳꌠꉃꌒꂶꌠꏭ：“ꀃꑍꆹ

ꑬꆏꄹꉇꉬ，ꆏꅽꈈꇉꄌꌊꇫꐺꑠꆹꀋ

ꍑꌠꉬ”ꄷ。11ꋌꋀꊇꏯ：“ꉠꆅ

ꋌꉃꌒꂶꌠꉠꏯ‘ꅽꈈꇉꄌꌊꁧ

ꌶ’ꃅꉉ”ꄷ。12ꋀꊇꆏꋍꏭ：

“ꊿꅽꏯ：‘ꅽꈈꇉꄌꌊꁧꌶ’ꃅ

10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
人对那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
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的。”
11他却回答说：“那使我痊愈
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
吧。’”12他们问他说：“对你说‘拿
褥子走的’是什么人？”13那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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ꂶꌠꈀꄸꉬ？”ꄷꅲ。13ꊿꂶꌠꆏꊿ

ꋍꆅꉁꂶꌠꈀꄸꂷꉬꌠꋌꋋꅉꀋꐚ，

ꑞꃅꆏ，ꀊꄶꇬꊿꀉꑌꇨꄉ，ꑳꌠꐵ

ꁧꀐ。14ꊁꆏꊿꂶꌠꌃꎔꑷꂿꇬꄉꑳ

ꌠꌋꆀꐮꋒꇈ，ꑳꌠꇬꏭ：“ꆏꀋꃉ

ꌒꀐ，ꉈꑴꑽꃤꄡꃅꀐ，ꑠꀋꉬꑲꆏ，

ꊁꀊꅰꃅꉮꃤꋒꇁꂵ”ꄷ。15ꊿꂶ

ꌠꆏꊿꋍꆅꋌꉃꁟꑻꀕꂶꌠꆹꑳꌠꉬ

ꌠꋌꉉꒀꄠꊿꇰ。16ꑳꌠꑬꆏꄹꉇꌤ

ꋌꐘꃅꐛꅹ，ꒀꄠꊿꈧꌠꑳꌠꆼꍅ

ꇁ。17ꑳꌠꆏꋀꊇꏯ：“ꉠꀉꄉꇬꊎ

ꌤꃅꐺꑴꌦ，ꉡꑌꌤꃅꐺ”ꄷ。18ꄚ

ꄉ，ꒀꄠꊿꈧꌠꆏꀊꅰꃅꑳꌠꌉꏢ

ꉨ，ꑞꃅꆏ，ꋋꆹꑬꆏꄹꉇꏥꏦꇬꀜꐆ

ꌠꀉꄂꀋꉬꃅ，ꄷꀋꁧ，ꏃꃅꌋꋌꌌꋍ

ꀉꄉꃅꇴ，ꋍꊨꏦꋌꌌꏃꃅꌋꀕꆀꐯ

ꒈꃅꄉ。 

的人不知道是谁，因为那里的
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14后来
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
“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利害。”15那
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
的是耶稣。16所以犹太人逼迫耶
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
事。17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
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
18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
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
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
等。 

 

ꌃꎔꌺꌅꈌ 圣子的权柄 
19ꑳꌠꆏꑠꃅꋀꊇꏯꅇꀱ：“ꉢ

ꇯꍝꃅꉉꆍꇰ，ꌺꂶꌠꊨꏦꀉꄂꉘꇉ

ꇬꆹ，ꑞꑌꃅꀋꄐ，ꀉꄉꇫꃅꄉꌺꊌꂿ

ꌠꀉꄂ，ꌺꇫꃅꉆ；ꀉꄉꑞꃅꆏ，ꌹꑌ

ꇬꉚꄉꃅ。20ꀉꄉꆹꌺꉂ，ꋍꊨꏦꃅ

ꐨꈀꐥꃅꋌꄐꌐꌺꀨ，ꋌꉈꑴꌤꋌꐘ

ꏭꀋꋌꃅꇰꀋꃀꌠꋌꄐꌐꌺꀨꄉ，ꆍ

ꁳꋌꇰꎻ。21ꀉꄉꈍꃅꌦꊿꁳꄓꇁ

ꄉ，ꋀꁳꇫꐥꎻꆏ，ꌹꑌꐯꌟꃅꊨꏦ

ꉪꐨꈴꄉꊿꁳꇫꐥꎻ。22ꀉꄉꆹꊿꈀ

ꄸꂷꏭꑌꀞꀋꇽ，ꀞꇽꌠꌤꈀꐥꃅꋌ

ꏮꋍꌺꁵꄉ，23ꊿꁳꀉꄉꂶꌠꁌꒉꌠꌟ

ꃅꌺꂶꌠꁌꒉꎻꂿꄷꌠ。ꌺꏭꁌꀋꒉ

19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
在地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
能做什么，惟有看见父所做
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
子也照样做。20父爱子，将自己
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还要
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
你们希奇。21父怎样叫死人起
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
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22父不审
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
与子，23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
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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ꌠꆹ，ꌺꋌꇱꁆꎼꇁꌠꀉꄉꏭꁌꀋꒉꌠ

ꉬ。24ꉢꇯꍝꃅꉉꆍꇰ，ꊿꈀꄸꂷꉠ

ꅇꅲꇈ，ꉢꋌꁆꎼꇁꂶꌠꋌꇬꑅꆏ，

ꈀꄸꐩꋊꐩꍂꀑꇬꊌꄉ，ꑽꃤꏤꇬꀋ

ꁵ；ꋋꆹꌦꈜꇬꄉꈳꅐꇁꇈꐥꈜꇬꃹ

ꀐ。25ꉢꇯꍝꃅꉉꆍꇰ，ꄮꈉꇫꑟꇁ

ꂯꀐ，ꀋꃅꋋꇅꇬꉬꀐ，ꌦꊿꏃꃅꌋ

ꌺꃚꋒꋀꊇꈨꂯꄉꀐ，ꃚꋒꈀꈨꌠꃅ

ꐯꇯꇫꐥꇁꌐ。26ꑞꃅꆏ，ꏃꃅꌋꈍ

ꃅꊨꏦꀑꇬꑋꆏ，ꐯꌟꃅꈍꃅꊨꏦꀑ

ꇬꑌꌠꌅꈌꋌꄖꋍꌺꂶꌠꇖ，27ꄷꀋ

ꁧ，ꋋꆹꊾꌺꉬꐛꅹ，ꀞꇽꌠꌅꈌꋍꀉ

ꄉꄻꋌꁳ。28ꌤꋌꐘꆍꊇꋌꇰꄻꀋ

ꅐ，ꄮꈉꋋꇅꇬꑟꇁꂯꄉꀐ，ꊿꄃꁧ

ꇬꈁꀀꌠꃅꋍꃚꋒꋀꈨꇈꅐꇁ；29ꊿ

ꂄꃅꎔꏿꈧꌠꆏꀱꐥꇁꄉꀑꇬꊌ；ꊿ

ꄸꃅꅠꑽꈧꌠꆏꀱꐥꇁꈭꐨꆏꌌꑽꃤ

ꏤ。30ꉢꉠꊨꏦꀉꄂꉘꇉꇬꆹ，ꑞꑌ

ꃅꀋꄐ，ꉡꆹꈍꃅꈧꆏꈍꃅꄉꀞꇽ，ꉠ

ꀞꇽꐨꑌꊒꆽꀕꌠꉬ，ꑞꃅꆏ，ꉡꆹꉠ

ꊨꏦꉪꐨꇬꈴꄉꀋꃅꀕ，ꉢꋌꇱꁆꎼ

ꇁꂶꌠꉪꐪꇬꀉꄂꈴꄉꃅ”ꄷ。 

尊敬差子来的父。24我实实在在
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
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
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
25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时候
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
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
要活了。26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
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
自己有生命，27并且因为他是人
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
28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希奇，时
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
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29行善
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
罪。30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
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
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
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
的意思。” 

 

ꑳꌠꎁꃅꅇꊪꌬ 为耶稣作见证 
31“ꀋꄸꄷ，ꉢꉠꊨꏦꎁꃅꅇꊪ

ꌬꑲꆏ，ꉠꅇꊪꆹꃶꀋꐚꌠꉬ。32ꀉ

ꁁꑠꂷꉠꎁꃅꅇꊪꌬ，ꉡꑌꋌꉠꎁꃅ

ꌬꌠꅇꊪꆹꃶꐚꌠꉬꌠꉢꅉꐚ。33ꊿ

ꆍꇱꁆꌌꒀꉴꄷꆹꋺꀐ，ꋌꇗꅉꃶꐚ

ꌠꎁꃅꅇꊪꌬꋺ。34ꇯꍝꃅꇬꆹ，ꉠ

ꎁꃅꅇꊪꌬꌠꆹꊿꄷꄉꇁꌠꀋꉬ；ꄚ，

ꉢꑠꃅꉉꌠꆹꆍꁳꈭꋏꊌꎻꂿꄷꌠ。

31“我若为自己作见证，我的
见证就不真。32另有一位给我作
见证，我也知道他给我作的见
证是真的。33你们曾差人到约翰
那里，他为真理作过见证。34其
实，我所受的见证不是从人来
的；然而，我说这些话，为要
叫你们得救。35约翰是点着的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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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ꒀꉴꆹꄻꏷꌬꀕꃅꇬꄔꄉꌠꂷꇭꉬ，

ꆍꊇꆹꇇꈤꋋꇅꇬꋍꁨꑭꆍꇫꉌꃹ。

36ꄚ，ꉡꆹꅇꊪꒀꉴꈀꌬꌠꏭꀋꋌꃅꀉ

ꒉꌠꐥ，ꑠꆹꌤꉢꈀꃅꈧꌠꉬ；ꌤꋋꈨ

ꐯꇯꉬꇮꃅꀉꄉꄻꉢꁳꃅꎻꌠ，ꄚꄉ

ꉢꀉꄉꇱꁆꌌꇁꌠꉬꌠꊩꀽꀐ。37ꉢ

ꋌꇱꁆꎼꇁꌠꀉꄉꑌꉠꎁꃅꅇꊪꌬ

ꋺ。ꋍꃚꋒꆹꐥꅷꇁꆍꇫꈨꀋꋻ，ꋍ
ꇴꉻꑌꐥꅷꇁꆍꇫꂿꀋꋻ；38ꆍꊇꆹꊿ

ꋌꇱꁆꎼꇁꂶꌠꆍꇬꀋꑇꄉ，ꋍꉙꅇ

ꂘꅇꆍꋌꎺꉌꂵꇬꊐꀋꄉ。39ꆍꊇꆹ

ꌃꎔ꒰ꀨꈐꏭꐩꋊꐩꍂꀑꇬꑌꎼꈀ

ꄉ，꒰ꀨꎥꃪ；ꉠꎁꃅꅇꊪꌬꌠꆹꏂꀨ

ꋋꈨꉬ；40ꄚ，ꆍꊇꉠꄹꄉꀑꇬꊪꇁꀋ

ꅲ。41ꉢꀑꒉꑊꒉꊿꄷꄉꇁꌠꑠꀋ

ꊪ。42ꄚ，ꆍꊇꉌꂵꇬꏃꃅꌋꉂꐪꀋ

ꑌꌠꉢꅉꐚ。43ꉡꆹꉠꀉꄉꂓꄜꌗꄜ

ꄉꇁ，ꄚ，ꆍꊇꆹꉢꀋꋩꉢꀋꏦ；ꀋꄸ

ꄷꌞꀉꁁꊿꊨꏦꂓꄜꌗꄜꄉꇁꇬꆏ，

ꆍꊇꀱꌊꇫꋩꇫꏦ。44ꆍꊇꆹꀉꄂꀕ

ꌠꏃꃅꌋꂶꌠꄷꄉꇁꌠꀑꒉꑊꒉꀋꎹ

ꀋꈹꃅ，ꀱꌊꐮꏯꀉꄂꀑꒉꑊꒉꄀꑲ

ꆏ，ꆍꊇꈍꃅꉢꑅꉆꂯ？45ꆍꊇꉢꀉꄉ

ꂾꄉꆍꊂꅇꎹꉂꃅꑠꄡꉪ；ꆍꊂꅇꎹ

ꌠꋍꂷꐥ，ꋋꆹꆍꇫꉘꇉꌠꃀꑭꉬ。

46ꀋꄸꄷ，ꆍꊇꃶꐚꃅꃀꑭꑇꑲꆏ，ꆍ

ꀋꎪꃅꉡꑌꑇꌠꉬ；ꑞꃅꆏ，ꋍꄯꒉꇬ

ꅇꂷꉠꏯꄐꌐꄉꉉꌠꇬꅑ。47ꋌꁱꄉ

ꇈꌠꄯꒉꇯꆎꆍꇬꀋꑇꑲꆏ，ꅇꂷꉢ

ꉉꌠꈍꃅꆍꊇꋌꑅꂯ？”ꄷ。 

灯，你们情愿暂时喜欢他的
光。36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
证，就是我所做的事；这些都
是父要我做的，见证我是父所
差来的。37差我来的父也为我作
过见证。你们从来没有听见他
的声音，也没有看见他的形
象；38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
里，因为他所差来的，你们不
信。39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
为内中有永生；给我作见证的
就是这经；40然而，你们不肯到
我这里来得生命。41我不受从人
来的荣耀。42但我知道你们心里
没有神的爱。43我奉我父的名
来，你们并不接待我；若有别
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要接
待他。44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
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
信我呢？45不要想我在父面前要
告你们；有一位告你们的，就
是你们所仰赖的摩西。46你们如
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
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47你们若
不信他的书，怎能信我的话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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ꊿꉬꄙꑹꑳꌠꍈꂊ 耶稣给五千人吃饱 

6 ꌤꋌꐘꈭꐨꆏ，ꑳꌠꆹꄝꀘꅿꑸ

ꎿꃀꄷꑌꄹꌠꏤꆀꀕꎿꃀꇬꈳꅐ 6 这事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
海，就是提比哩亚海。2有 

ꁧ。2ꋌꊿꆅꌠꇭꀧꇬꄉꌋꃅꐪꑽꑌ

ꃅꌠꑠꊿꈍꑋꊌꂿꐛꅹ，ꋀꊇꐯꇯꋍ

ꊂꈹꐺꌐ。3ꑳꌠꉘꁌꇬꆹꇈꋍꌶꌺꈽ

ꀊꄶꑌ。4ꀊꋨꄮꇬꆏ，ꒀꄠꊿꐂꈴ

ꎺꄅꋩꑍꑟꇁꂯꄉꀐ。5ꑳꌠꀂꏾꐕ

ꄉꉜꇈ，ꊿꈍꒈꑠꁥꋀꉚꄉꇁꌠꋌꊌ

ꂿꇬꆏ，ꋌꃏꆀꏭ：“ꉪꊇꇿꇬꄉꎬ

ꁱꃼꌊꊿꋋꈨꍈꂯ？”ꄷꅲ。6ꑳꌠ

ꊨꏦꆹꈍꄮꇯꆐꈍꃅꀕꋭꌠꋌꅉꐚ

ꀐ，ꋌꑠꃅꇫꅲꌠꆹꃏꆀꏭꎖꉚꌠ。

7ꃏꆀꆏ：“ꎬꁱꐎꑍꊏꑾꁌꑋꊿꋋ

ꈨꊾꂿꋍꁠꆤꀋꊌ”ꄷꅇꀱ。8ꌶꌺ

ꂷꐥ，ꋋꆹꑭꂱ•ꀺꄮꀁꑳꉢꄓꆺꉬ，

ꋌꑳꌠꏭ：9“ꄚꀉꑳꍈꌿꃚꉬꂷꌋ

ꆀꉛꑍꏢꌌꐺꂷꐥ，ꄚ，ꊿꑠꑋꑍ，ꌌ

ꈀꄸꂷꈌꄀꂯ？”ꄷ。10ꑳꌠꆏ：

“ꆍꊇꊿꈧꌠꏭꇫꑌꄉꄷ”ꄷ。ꃅ

ꄷꀊꋩꈚꇬꆏꁬꏂꃅꐙꑠꈚꉬꄉ，ꊿ

ꈧꌠꅞꁬꏂꇬꑌꌐ，ꊻꂷꉬꄙꑹꀑꂪ

ꐥ。11ꌿꃚꑳꌠꒃꌊꈀꎭꀕꅇꉉꈭ

ꐨꆏ，ꌿꃚꋌꁸꊿꀊꄶꑌꈧꌠꍈ，ꉚ

ꑌꑠꃅꁸꋀꊇꍈ，ꋀꊇꈍꑋꋠꏾꆏꈍ

ꑋꋠ。12ꊿꈧꌠꐯꇯꋠꂊꀐ，ꑳꌠꌶ

ꌺꈧꌠꏭ：“ꋚꒉꄻꁧꄡꈿꃅ，ꎄꀕ

ꃀꀕꈧꌠꏓꐯꇯꄉ”ꄷ。13ꌿꃚꋋ

ꉬꂷꊿꑠꑋꑍꋠꈭꐨ，ꎄꀕꃀꀕꈧꌠ

ꋀꏓꐯꇯꎼꇁꇬ，ꊮꇁꊰꑋꂷꇬꐛ。

14ꑳꌠꈀꃅꌠꌋꃅꐪꑽꑌꑠꉹꁌꊌꂿ

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
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3耶稣
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
里。4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
了。5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
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
叫这些人吃呢？”6他说这话，是
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
怎样行。7腓力回答说：“就是二
十两银子的饼，叫他们各人吃
一点，也是不够的。”8有一个门
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得
烈，对耶稣说：9“在这里有一个
孩童，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
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
么呢？”10耶稣说：“你们叫众人
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
人就坐下，数目约有五千。11耶
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
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
都随着他们所要的。12他们吃饱
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
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
的。”13他们便将那五个大麦饼
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
的，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
篮子。14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
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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ꄉ，ꋀꊇ：“ꊿꋋꂷꆹꇯꍝꃅꅉꄜꊿ

ꋧꃅꇁꂿꄷꀊꋨꂷꉬ”ꄷꌐ。15ꑳꌠ

ꆹꊿꈧꌠꋋꄀꇗꄉꋌꁳꃰꃅꄻꎻꂯꌠ

ꋌꌧꄉ，ꋍꊨꏦꀉꄂꃅꋌꎞꉈꑴꉘꁌ

ꇬꁧꀐ。 

来的先知！”15耶稣既知道众人
要来强逼他作王，就独自又退
到山上去了。 

 

ꑳꌠꒉꄩꈴꐺ 耶稣在水面行走 
16ꈊꄮꃀꑞꄮꇬꆏ，ꋍꌶꌺꈧꌠꎿ

ꋮꉜꄉꒉ，17ꋀꐂꇉꇬꑌꇈꎿꂶꌠꈴ

ꄉꏦꀙꇊꉜꄉꁧ，ꃅꃤꀐꇬ，ꑳꌠꄡ

ꇗꋀꊇꄹꑟꀋꇁꌦ。18ꋋꇅꃅ，ꆲꇨ

ꁏꄉ，ꎿꇬꒈꂃꒊꆱꄓꇁ。19ꌶꌺꈧ

ꌠꇉꇵꌊꆏꈉꊯꎖꂷꈴꇈ，ꑳꌠꎿꄩ

ꈴꅷꇀꅉꇀꅉꇉꇶꌠꇬꊫꇁꌠꋀꊇꊌ

ꂿꇬꆏ，ꋀꊇꐬꆠꇁꀐ。20ꄚ，ꑳꌠ

ꋀꊇꏯ：“ꉢꄹ！ꏸꏦꌋꀋꌸ”

ꄷ。21ꄚꄉꌶꌺꈧꌠꉌꇿꃅꑳꌠꋀꊪ

ꇉꇬꑌ，ꇉꇶꌠꋋꇅꃅꀕꄷꋀꇫꁧꅉ

ꈚꌠꇬꑟꀐ。 

16到了晚上，他的门徒下海
边去，17上了船，要过海往迦百
农去。天已经黑了，耶稣还没
有来到他们那里。18忽然狂风大
作，海就翻腾起来。19门徒摇橹
约行了十里多路，看见耶稣在
海面上走，渐渐近了船，他们
就害怕。20耶稣对他们说：“是
我，不要怕！”21门徒就喜欢接
他上船，船立时到了他们所要
去的地方。 

 

ꑳꌠꆹꀑꇬꋚꉬ 耶稣是生命的粮 
22ꊁꄹꉇꆏ，ꉹꁌꎿꅶꁉꐥꇈꈧ

ꌠꀊꄶꇬꇉꀉꁁꀋꐥꃅꇉꀄꊭꑠꇷꀉ

ꄂꐥꌠꋀꅉꐚ，ꉈꑴꑳꌠꋍꌶꌺꐊꀋ

ꁧꃅꌶꌺꈧꌠꀉꄂꊨꏦꃅꁧꀐꌠꑌꋀ

ꅉꐚ。23ꄚ，ꇉꀄꊭꃅꑠꈍꑋꇷꄝꀘ

ꅿꑸꄉꇁꌊꃅꄷꌋꈀꎭꀕꅇꉉꇈꌿꃚ

ꋌꁸꊾꍈꈚꌠꇬꊫꇁ。24ꑳꌠꌋꆀꋍ

ꌶꌺꈧꌠꀊꄶꇬꀋꐥꌠꉹꁌꈧꌠꊌꂿ

ꇬꆏ，ꋀꊇꇉꑌꏦꀙꇊꏭꉜꄉꑳꌠꎹ

ꁧ。25ꎿꅶꁉꄉꑳꌠꋀꎹꊊꈭꐨꆏ，

ꋀꇬꏭ：“ꂘꃀꀋ！ꆏꈍꄮꇬꄚꇁꌠ

22第二日，站在海那边的众
人知道那里没有别的船，只有
一只小船，又知道耶稣没有同
他的门徒上船，乃是门徒自己
去的；23然而，有几只小船从提
比哩亚来，靠近主祝谢后分饼
给人吃的地方。24众人见耶稣和
门徒都不在那里，就上了船，
往迦百农去找耶稣。25既在海那
边找着了，就对他说：“拉比，
是几时到这里来的？”26耶稣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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ꉬ？”ꄷ。26ꑳꌠꆏꋀꊇꏯ：“ꉢꇯ

ꍝꃅꉉꆍꇰ，ꆍꊇꉢꎷꇁꌠꆹ，ꌋꃅꐪ

ꑽꑌꆍꊌꂿꀐꌠꒉꄸꀋꉬꃅ，ꆍꊇꌿ

ꃚꋠꄉꂊꌠꒉꄸꉬ。27ꋚꒉꈍꃅꑌꍹ

ꐛꆿꐛꉆꀊꋨꈨꎁꃅꑘꄡꁨꃅ，ꐩꋊ

ꐩꍂꃅꊭꄉꌠꀐꇬꋚꒉꀊꋨꈨꎁꃅꑘ

ꁨꌶ，ꋋꆹꊾꌺꄻꆍꇖꈧꌠꄜ；ꑞꃅ

ꆏ，ꊾꌺꆹꏃꃅꌋꀉꄉꋍꐪꌐꋌꄻꇬ

ꄀꄉꌠꉬ”ꄷ。28ꉹꁌꑳꌠꏭ：“ꉪ

ꊇꌤꑞꑵꃅꑲꆀꏃꃅꌋꌤꃅꌠꌗꄡ

ꑟ？”ꄷꅲ。29ꑳꌠꆏꋀꊇꏯ：“ꏃ

ꃅꌋꈁꁆꎼꇁꂶꌠꑇꌠꆹꌤꏃꃅꌋꃤ

ꃅꌠꉬ”ꄷ。30ꋀꊇꉈꑴꑳꌠꏭ：

“ꆏꌋꃅꐪꑽꑌꑞꑵꃅꉪꊇꀨꄉ，ꉪ

ꁳꊌꂿꄷꆏꆏꑅꎻꂯ？ꆏꇯꍝꃅꑞꑵ

ꃅꂯ？31ꉪꊇꀋꁌꀋꁧꆹꇈꈬꇉꃪꄉꂸ

ꇂꋠꋺ，ꑠꆹꁱꏂꀨꇬꄀꄉꌠꌋꆀꐯ

ꌟ：‘ꉬꉎꄉꇁꌠꋚꒉꋌꄻꋀꊇꍈ’

ꄷ”ꄷ。32ꑳꌠꉈꑴꋀꊇꏯ：“ꉢꇯ

ꍝꃅꉉꆍꊇꇰ，ꋚꒉꉬꉎꄉꇁꀊꋨꈨ

ꆹꃀꑭꄻꆍꊇꇖꌠꀋꉬꃅ，ꉬꉎꋚꒉ

ꃶꐚꌠꉠꀉꄉꄻꆍꇖꌠꉬ。33ꑞꃅ

ꆏ，ꏃꃅꌋꋚꒉꆹꉬꉎꄉꇁꇈꀑꇬꄻ

ꋧꃅꁵꌠꑠꉬ”ꄷ。 

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
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27不要
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
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
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
父神所印证的。”28众人问他
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
的工呢？”29耶稣回答说：“信神
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工。”
30他们又说：“你行什么神迹，
叫我们看见就信你？你到底做
什么事呢？31我们的祖宗在旷野
吃过吗哪，如经上写着说：‘他
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
32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
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
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
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33因为神
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
生命给世界的。” 

34ꋀꊇꆏ：“ꌌꁈ！ꅉꀕꃅꋚꒉ

ꋌꑵꄻꉪꊇꇖ”ꄷ。35ꑳꌠꆏ：“ꉡ

ꆹꀑꇬꋚꒉꉬ，ꊿꉠꄹꇁꌠꆹꀋꎪꃅꂮ

ꀋꐚ；ꊿꉢꑅꌠꆹꈍꃅꑌꐩꋊꐩꍂꃅ

ꒉꀋꌤ。36ꄚ，ꉢꉉꆍꇰꋺ，ꉢꆍꊌꂿ

ꀐꇬ，ꆍꄡꇗꉢꀋꑇ。37ꊿꀉꄉꄻꉢ

ꈀꇖꌠꆏ，ꀋꎪꃅꐯꇯꉠꄹꇁꌐꌠꉬ；

34他们说：“主啊，常将这粮
赐给我们。”35耶稣说：“我就是
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
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
36只是我对你们说过，你们已经
看见我，还是不信。37凡父所赐
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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ꉡꆹꈍꃅꑌꊿꉠꄹꇁꌠꉢꇵꇬꀋꎭ。

38ꑞꃅꆏ，ꉢꉬꉎꇬꄉꀁꋌꇁꌠꆹ，ꉠ

ꊨꏦꉪꐨꇬꈴꄉꃅꇁꌠꀋꉬꃅ，ꉢꋌ

ꇱꁆꎼꇁꂶꌠꉪꐨꇬꈴꄉꃅꇁꌠꉬ。

39ꉢꋌꇱꁆꎼꇁꂶꌠꉪꐨꆹꑠꉬ：ꊿꋌ

ꄻꉡꈀꇖꈧꌠ，ꉢꁳꋍꂷꑋꄝꆘꅝꀋ

ꎽ，ꄷꀋꁧꃅꋊꌐꂫꄹꉇꆏꋀꁳꀱꐥ

ꇁꎻ。40ꑞꃅꆏ，ꉠꀉꄉꉪꐨꆹ，ꊿꊾ

ꌺꋀꊌꂿꄉꑇꈧꌠꁳꐩꋊꐩꍂꀑꇬꊌ

ꎻ，ꄷꀋꁧ，ꃅꋊꌐꂫꄹꉇꆏ，ꉢꋀꁳ

ꀱꐥꇁꎻ”ꄷ。 

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
38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
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
差我来者的意思行。39差我来者
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
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
叫他复活。40因为我父的意思是
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
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 

41ꑳꌠ：“ꉡꆹꉬꉎꇬꄉꀁꋌꇁꌠ

ꋚꒉꉬ”ꄷꉉꐛꅹ，ꒀꄠꊾꆏꁠꆈꄉ

ꋍꊂꍣ，42ꋀꊇꆏ：“ꊿꋋꂷꆹꒀꌝꌺ

ꑳꌠꀋꉬꅀ？ꋍꀉꂿꀉꄉꉪꊇꇬꀋꌧ

ꅀ？ꋌꀋꃉꈍꃅ‘ꉡꆹꉬꉎꇬꄉꀁꋌ

ꇁꌠ’ꃅꉉꌠꉬ？”ꄷ。43ꑳꌠꋀꊇ

ꏯ：“ꆍꊇꐯꇯꄡꉉꄡꍣꀐ。44ꀋꄸ

ꄷ，ꉢꋌꇱꁆꎼꇁꌠꀉꄉꊾꅰꈻꌠꀋ

ꉬꑲꆏ，ꊿꉠꄹꇁꄎꌠꋍꂷꑋꀋꐥ；ꉡ

ꆹꃅꋊꌐꂫꄹꉇꆏ，ꊿꉠꄹꇁꌠꁳꀱꐥ

ꇁꎻ。45ꅉꄜꄯꒉꇬ：‘ꋀꊇꐯꇯꏃ

ꃅꌋꉙꅇꂘꅇꊌꇁꌐ’ꃅꁱꇬꄀ

ꄉ。ꊿꀉꄉꉙꅇꂘꅇꈀꅲ、ꈀꌷꌠ

ꃅꄚꉠꄹꇁꌐ。46ꑠꆹꊿꀉꄉꂿꋺꌠ

ꐥꄷꌠꀋꄜ；ꏃꃅꌋꄷꄉꇁꂶꌠꀉꄂ，

ꀉꄉꋌꊌꂿꋺ。47ꉢꇯꍝꃅꉉꆍꇰ，

ꊿꇬꑅꌠꆏꐩꋊꐩꍂꀑꇬꊌ。48ꉡꆹ

ꀑꇬꋚꒉꉬ。49ꆍꊇꀋꁌꀋꁧꆹꇈꈬ

ꇉꃪꄉꂸꇂꋠꋺꇬ，ꋀꊇꄡꇗꌦꀐ。

50ꑠꆹꉬꉎꄉꀁꋌꇁꌠꋚꒉꉬ，ꊿꁳꋠ

41犹太人因为耶稣说：“我是
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就私下议
论他，42说：“这不是约瑟的儿
子耶稣吗？他的父母我们岂不
认得吗？他如今怎么说‘我是从
天上降下来的’呢？”43耶稣回答
说：“你们不要大家议论。44若
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
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
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 
45在先知书上写着说：‘他们都
要蒙神的教训。’凡听见父之教
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
46这不是说有人看见过父；惟独
从神来的，他看见过父。47我实
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信的人有
永生。48我就是生命的粮。49你
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吗哪，还
是死了。50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
粮，叫人吃了就不死。51我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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ꈭꐨꆏꀋꌦꎻ。51ꉡꆹꉬꉎꄉꀁꋌꇁ

ꌠꀑꇬꋚꒉꉬ；ꀋꄸꄷ，ꊿꋚꒉꋌꑵꋠ

ꑲꆏ，ꀋꎪꃅꐩꋊꐩꍂꃅꇫꐥ。ꋚꒉ

ꉢꄖꊾꇖꌠꆹꉠꇭꀧꎸꉬ，ꋧꃅꃰꊿ

ꀑꇬꎁꃅꄖꊾꇖꌠꉬ”ꄷ。 

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
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
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
之生命所赐的。” 

52ꑠꅹ，ꒀꄠꊿꆏ：“ꊿꋋꂷꈍ

ꃅꋍꇭꀧꎸꄻꉪꊇꍈꂯ？”ꃅꐮꈌ

ꀥ。53ꑳꌠꄹꇬ：“ꉢꇯꍝꃅꉉꆍ

ꇰ，ꀋꄸꄷ，ꆍꊇꊾꌺꎸꀋꋠ，ꊾꌺꌦ

ꀋꅝꑲꆏ，ꆍꊇꆹꀑꇬꆍꇭꀧꇬꀋ

ꑌ。54ꉠꎸꋠ、ꉠꌦꅝꌠꆹꐩꋊꐩꍂ

ꀑꇬꊌ，ꄷꀋꁧ，ꃅꋊꌐꂫꄹꉇꆏ，ꉢ

ꋌꁳꀱꐥꇁꎻ。55ꉠꇭꀧꎷꆹꇯꍝꃅ

ꋠꉆꌠꉬ；ꉠꌦꆹꇯꍝꃅꅝꉆꌠꉬ。

56ꊿꉠꎸꋠꌠ、ꉠꌦꅝꌠꆹꅉꀕꃅꉠ

ꈐꏭꀀ，ꉡꑌꅉꀕꃅꋍꈐꏭꑌ。57ꐩ

ꋊꐩꍂꃅꇫꐥꌠꀉꄉꉢꋌꁆꎼꇁ，ꉡ

ꑌꋍꒉꄸꃅꇫꐥ；ꐯꌟꃅ，ꊿꉠꎸꋠꌠ

ꑌꉠꒉꄸꃅꇫꐥ。58ꑠꆹꉬꉎꄉꀁꋌ

ꇁꌠꋚꒉꉬ。ꊿꋚꒉꋌꑵꋠꌠꆏ，ꐩ

ꋊꐩꍂꃅꇫꐥꌠꉬ，ꑠꆹꆍꊇꀋꁌꀋꁧ

ꂸꇂꋠꈭꐨ，ꊁꆏꄡꇗꌦꀐꌠꌋꆀꐯ

ꀋꌡ”ꄷ。59ꅇꂷꋋꈨꆹꑳꌠꏦꀙꇊ

ꉻꏑꅉꇬꄉꊿꉗꊿꂘꄮꇬꉉꌠꉬ。 

52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
说：“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
们吃呢？”53耶稣说：“我实实在
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
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
有生命在你们里面。54吃我肉喝
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
要叫他复活。55我的肉真是可吃
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56吃我
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
也常在他里面。57永活的父怎样
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
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
着。58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
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
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吗哪还是
死了。”59这些话是耶稣在迦百
农会堂里教训人说的。 

 

ꐩꋊꐩꍂꀑꇬꇗꅉ 永生之道 
60ꋍꌶꌺꈍꑋꈨꅇꂷꋋꈨꋀꈨꈭ

ꐨꆏ，ꋀꑠꃅꉉ：“ꉙꅇꂘꅇꋋꈨꊋ

ꋠꇨ，ꈀꄸꂷꇫꅲꑲꌧ？”ꄷ。61ꑳ

ꌠꄸꈐꇬꆹꌶꌺꈧꌠꅇꂷꋋꈨꒉꄸꃅ

ꉉꍣꌠꋌꅉꐚꄉ，ꋌꋀꊇꏯ：“ꉙꅇ

ꂘꅇꋋꈨꆍꊇꋌꎼꉌꅧꑓꇤ（“ꉌꅧꑓ

60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
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
呢？”61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为这
话议论，就对他们说：“这话是
叫你们厌弃吗（“厌弃”原文作“跌

倒”）？62倘或你们看见人子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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ꇤ”ꑝꇂꉙꇬꆹ“ꐚꇬꅜ”ꃅꅑ）ꇁꅀ？62ꀋꄸ

ꄷ，ꊾꌺꐕꌊꂴꋍꈀꐥꅉꈚꌠꇬꐥꁧ

ꌠꆍꊌꂿꑲꆏ，ꈍꃅꐙꂯ？63ꊿꁳꇫꐥ

ꎻꌠꆹꌃꎔꒌꉬ，ꇭꀧꎷꆹꈲꏣꋍꍈ

ꑋꀋꐥꌠ。ꉢꆍꏭꈁꉉꌠꅇꂷꆹꌃꎔ

ꒌꉬ，ꀑꇬꉬ。64ꑠꃅꑴꇬ，ꆍꊇꈬꄔ

ꊿꋍꈨꆏꇬꀋꑇ”ꄷ。ꑳꌠꆹꂴꉘꃀ

ꇯꆐꈀꄸꋌꀋꑇ﹑ꈀꄸꋌꃵꇁꌠꋌꅉ

ꐚ。65ꋌꉈꑴ：“ꑠꅹ，ꉢꉉꆍꇰꋺ，

ꀋꄸꄷ，ꉠꀉꄉꑆꊋꈁꁠꋀꊌꌠꀋꉬ

ꑲꆏ，ꊿꉠꄹꇁꄎꌠꀋꐥ”ꄷ。 

他原来所在之处，怎么样呢？
63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
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
是灵，就是生命。64只是你们中
间有不信的人。”耶稣从起头就
知道谁不信他，谁要卖他。65耶
稣又说：“所以我对你们说过，
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
能到我这里来。” 

66ꄚꄉ，ꋍꌶꌺꈬꄔꈍꑋꈨꀱꁧ

ꄉ，ꉈꑴꋋꌋꆀꐮꐊꀋꐺꀐ。67ꑳꌠ

ꆏꁆꄻꊩꌺꊰꑋꑼꌠꏭ：“ꆍꊇꑌꁧ

ꑴꅀ？”ꄷꅲ。68ꑭꂱ•ꀺꄮꆏ：

“ꌋꀋ！ꆎꆹꐩꋊꐩꍂꀑꇬꇗꅉꆏ

ꐥ，ꉪꀱꈀꄸꐊꁧꑴꌦꂯ？69ꉪꊇꆹꆏ

ꑅꀐ，ꉈꑴꆎꆹꏃꃅꌋꃤꌃꎔꂶꌠꉬ

ꌠꉪꅉꐚ”ꄷꅇꀱ。70ꑳꌠꆏ：“ꆍ

ꊇꋋꊰꑋꑼꆹꉢꌋꄉꌠꀋꉬꅀ？ꄚ，ꆍ

ꊇꈬꄔꋍꂷꆹꑊꋌꌌꁈꉬ！”ꄷ。

71ꑳꌠꅇꂷꋋꇬꆹꏤꇊꊿꑭꂱꌺꒀꄊ

ꏭꌐꄉꉉꌠ，ꋌꊇꅉꃅꇬꆹꑳꌠꁆꄻ

ꊩꌺꊰꑋꑼꌠꈬꄔꋍꂷꉬ，ꊁꆏꑳꌠ

ꃷꂶꌠ。 

66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
的，不再和他同行。67耶稣就对
那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
吗？”68西门•彼得回答说：“主
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
从谁呢？69我们已经信了，又知
道你是神的圣者。”70耶稣说：
“我不是拣选了你们十二个门徒
吗？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
鬼。”71耶稣这话是指着加略人
西门的儿子犹大说的；他本是
十二个门徒里的一个，后来要
卖耶稣的。 

 

ꑳꌠꀁꑳꆹꑳꌠꀋꑇ 耶稣的弟兄不信 

7 ꌤꋌꐘꈭꐨꆏ，ꑳꌠꏤꆀꀕꃅꄷ

ꄂꏷꐺ；ꒀꄠꊿꋌꌉꏢꉨꐛꅹ， 
7 这事以后，耶稣在加利利游

行，不愿在犹太游行，因为 
ꋌꒀꄠꃅꄷꏮꐺꀋꏾ。2ꀊꋨꄮꇬ，

ꒀꄠꊿꁁꑳꅥꎺꄅꋩꑍꑟꇁꂯꄉꀐ。

3ꑳꌠꀁꑳꈧꌠꋍꏭ：“ꆏꄚꇬꄡꐥꃅ

犹太人想要杀他。2当时犹太人
的住棚节近了。3耶稣的弟兄就
对他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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ꒀꄠꃅꄷꁧꄉ，ꅽꌶꌺꈧꌠꁳꑌꌤꆏ

ꈀꃅꈧꌠꂿꎻ。4ꊾꂷꂓꅑꌗꅑꏾ

ꇬ，ꁠꆈꄉꌤꃅꌠꀋꐥ；ꀋꄸꄷꆏꌤꋋ

ꈨꃅꑲꆏ，ꅽꊨꏦꄇꇖꀕꃅꄻꋧꃅꃰ

ꊿꀨꄡꑟ”ꄷ。5ꋍꀁꑳꈧꌠꂯꋍꏭ

ꑠꃅꉉꌠꆹꋀꊇꋌꀋꑇꒉꄸ。6ꑳꌠꆏ

ꋀꊇꏯ：“ꉠꄮꈉꇫꑟꀋꇁꌦ；ꄚ，

ꆍꄮꈉꆹꈍꄮꑌꊜꋽꇬꎷ。7ꋧꃅꃰ

ꊿꆹꆍꌂꀋꄐ，ꄚ，ꉡꆹꋀꏭꋀꃅꐪꑽ

ꑌꆹꄷꅠꌠꉬꄷꄐꌐꄉ，ꋀꊇꉡꌂ。

8ꆍꊇꉎꏭꋩꑍꋨꏦꆹ！ꉡꆹꉠꄮꈉꀋ

ꑟꑴꌦꐛꅹꃅ，ꉢꀋꃅꉎꏭꋩꑍꋨꏦ

ꀋꆹ”ꄷ。9ꋌꅇꋋꈨꉉꈭꐨ，ꄡꇗ

ꏤꆀꀕꐥꑴꌦ。 

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
的事。4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
暗处行事的；你如果行这些
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
看。”5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
是因为不信他。6耶稣就对他们
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
的时候常是方便的。7世人不能
恨你们，却是恨我；因为我指
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8你们
上去过节吧！我现在不上去过
这节，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
满。”9耶稣说了这话，仍旧住在
加利利。 

 

ꑳꌠꁁꑳꅥꎺꄅꋩꑍꋨꏦ 耶稣过住棚节 
10ꄚ，ꋍꀁꑳꈧꌠꇫꆹꈭꐨꆏ，ꋋ

ꑌꉎꏭꋩꑍꋨꏦꆹ，ꋌꄇꄝꋊꄉꀋꆹꃅ

ꂁꄉꆹ。11ꋩꑍꋨꏦꇄꌠꇬ，ꒀꄠꊿ

ꀊꄶꇬꄉ：“ꋌꇿꐥ？”ꃅꑳꌠ

ꎹ。12ꉹꁌꈧꌠꎑꀕꎓꃅꑳꌠꊂꍣ

ꌐ，ꊿꋍꈨꄹꇬꆏ：“ꋋꆹꊿꂂꂷ

ꉬ”ꄷ，ꊿ：“ꇿꉬꂿꄷ！ꋋꆹꉹꁌ

ꁍꃕꐹꂷ”ꄷꌠꑌꐥ。13ꄚꑠꃅꑴ

ꇬ，ꊿꈧꌠꒀꄠꊿꏦꐛꅹ，ꄇꄝꋊꄉ

ꋍꃆꂮꉉꄜꂷꀋꐥ。 

10但他弟兄上去以后，他也
上去过节，不是明去，似乎是
暗去的。11正在节期，犹太人寻
找耶稣，说：“他在哪里？”12众
人为他纷纷议论，有的说：“他
是好人。”有的说：“不然，他是
迷惑众人的。”13只是没有人明
明地讲论他，因为怕犹太人。 

14ꋩꑍꋨꏦꄮꇬꆏ，ꑳꌠꌃꎔꑷꂿ

ꇬꄉꊿꉗꊿꂘꆹ。15ꒀꄠꊿꈧꌠꋌꇰ

ꌊ：“ꋌꄯꒉꌷꀋꋻꇬ，ꑞꃅꑠꃅꌧ

ꅍꐥꌠꉬꂯ？”ꃅꉉ。16ꑳꌠꆏꋀꊇ

ꏯ：“ꉠꉙꅇꂘꅇꆹꉠꊨꏦꃤꀋꉬ

ꃅ，ꉢꋌꁆꎼꇁꂶꌠꃤꉬ。17ꀋꄸꄷ，

14到了节期，耶稣上殿里去
教训人。15犹太人就希奇，说：
“这个人没有学过，怎么明白书
呢？”16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
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
的。17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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ꊾꂷꉪꄉꏤꄉꏃꃅꌋꉪꐨꃅꏾꑲꆏ，

ꀋꎪꃅꉠꉙꅇꂘꅇꋋꈨꆹ，ꏃꃅꌋꄷ

ꄉꅐꇁꌠꅀꉠꊨꏦꉪꅇꈨꉬꌠꋌꐝꉅ

ꌠꉬ。18ꊨꏦꉪꐨꇬꈴꄉꅇꉉꌠꆹ，

ꀑꒉꑊꒉꎹꊨꏦꄀꏢꉨꌠ；ꋌꀑꒉꑊ

ꒉꄻꋋꈁꁆꂶꌠꄀꌠꆏ，ꊿꋋꂷꆹꃶ

ꐚꌠꉬ，ꋍꉌꂵꇬꀋꑗꀋꉬꌠꋍꍈꑋ

ꀋꑌ。19ꃀꑭꄹꏦꋌꄜꁊꆍꊇꁵꌠꀋ

ꉬꅀ？ꄚ，ꆍꊇꄹꏦꇬꍬꂷꑋꀋꐥ，ꆍ

ꊇꑞꃅꉢꌉꏢꉨꌠꉬ？”ꄷ。20ꊿꈧ

ꌠꇬꏭ：“ꆎꆹꑊꋌꐉꂷꉬꀐ！ꈀꄸ

ꂷꆏꌉꏢꉨ？”ꄷ。21ꑳꌠꆏꋀꏭ：

“ꉢꌤꋍꐘꀉꄂꃅꇬ，ꆍꊇꋌꇰꈌꉛ

ꀕꌐ。22ꃀꑭꆹꌐꍓꏦꃤꋌꄻꆍꊇꁵ

（ꇯꍝꃅꇬ，ꌐꍓꏦꃤꆹꆍꀋꁌꀋꁧꄻ

ꆍꁳꇈꌠ，ꃀꑭꄻꆍꁳꇈꌠꀋꉬ），ꑠ

ꅹ，ꆍꊇꑌꑬꆏꄹꉇꊿꇭꀧꇬꌐꍓꏦ

ꃤꃅ。23ꊿꃀꑭꄹꏦꀜꀋꐆꂿꄷꄉ，

ꑬꆏꄹꉇꌐꍓꏦꃤꃅꑲꆏ，ꉢꑬꆏꄹ

ꉈꊾꂷꇭꀧꉢꉃꌒꁟꑻꀕꇬ，ꆍꊇꑞ

ꃅꉠꊂꃃꇁ？24ꉇꇴꉇꉻꇬꉜꄉꉬꀋꉬ

ꌠꀞꄡꇽꃅ，ꊒꆽꃅꉬꀋꉬꌠꀞꇽꇬ

ꎷ”ꄷ。 

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
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18人
凭着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
耀；惟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
耀，这人是真的，在他心里没
有不义。19摩西岂不是传律法给
你们吗？你们却没有一个人守
律法。为什么想要杀我呢？”
20众人回答说：“你是被鬼附着
了！谁想要杀你？”21耶稣说：
“我做了一件事，你们都以为希
奇。22摩西传割礼给你们（其实
不是从摩西起的，乃是从祖先
起的），因此你们也在安息日给
人行割礼。23人若在安息日受割
礼，免得违背摩西的律法，我
在安息日叫一个人全然好了，
你们就向我生气吗？24不可按外
貌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
是非。” 

 

ꋌꏢꄖꉫꀕ？ 这是基督吗？ 
25ꑳꇊꌒꇌꊿꈬꄔꋍꈨꆏ：“ꊿ

ꋋꂷꋀꊇꇬꌉꏢꉨꂶꌠꀋꉬꅀ？26ꇬ

ꉚ！ꋌꄇꄝꋊꄉꇗꅉꉉꇬ，ꋀꊇꋍꏭ

ꑞꑌꀋꉉ，ꌟꒉꈧꌠꋋꆹꏢꄖꉬꌠꇯ

ꍝꃅꋀꊇꅉꐚꌠꅀ？27ꄚ，ꊿꋋꂷꆹꇿ

ꇬꄉꇀꂷꉬꌠꉪꊇꅉꐚ，ꏢꄖꇀꄮꇬꆹ

ꋌꇿꇬꄉꇁꌠꊿꇫꅉꐚꌠꀋꐥ”ꄷ

25耶路撒冷人中有的说：“这
不是他们想要杀的人吗？26你看
他还明明地讲道，他们也不向
他说什么，难道官长真知道这
是基督吗？27然而，我们知道这
个人从哪里来；只是基督来的
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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ꉉ。28ꀊꋨꄮꇬ，ꑳꌠꌃꎔꑷꂿꇬꄉ

ꊿꉗꊿꂘ，ꋌꃚꐓꄉ：“ꆍꊇꆹꉢ

ꌥ，ꉢꇿꇬꄉꇁꌠꑌꆍꊇꅉꐚ，ꉡꆹꉠ

ꊨꏦꉪꐨꃅꄚꇬꇁꌠꀋꉬ，ꄚ，ꉢꋌꇱ

ꁆꎼꇁꂶꌠꆹꃶꐚꌠꉬ，ꋋꆹꆍꊇꇬꀋ

ꌧ。29ꉡꆹꋌꌥ，ꑞꃅꆏ，ꉡꆹꋍꄷꄉ

ꇁ，ꋌꇱꁆꎼꇁꌠꑌꉬ”ꄷ。30ꋀꊇ

ꆹꑳꌠꒂꏢꉨ，ꑠꃅꑴꇬ，ꊿꇇꐛꌠꀋ

ꐥ，ꑞꃅꆏ，ꋍꄮꈉꇬꀋꑟꑴꌦ。

31ꄚ，ꉹꁌꈬꇬꊿꋌꑅꌠꈍꑋꐥ，ꋀꊇ

ꄹꇬ：“ꏢꄖꇀꄮꇬ，ꋌꈀꃅꌠꌋꃅ

ꐪꑽꑌꊿꋋꂷꈀꃅꌠꏭꀋꋌꃅꀉꑌ

ꅀ？”ꄷ。 

来。”28那时，耶稣在殿里教训
人，大声说：“你们也知道我，
也知道我从哪里来；我来并不
是由于自己，但那差我来的是
真的，你们不认识他。29我却认
识他，因为我是从他来的，他
也是差了我来。”30他们就想要
捉拿耶稣；只是没有人下手，
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31但众
人中间有好些信他的，说：“基
督来的时候，他所行的神迹岂
能比这人所行的更多吗？” 

 

ꂽꈨꆦꑝꌟꒉꇱꇤꅷꑳꌠꒃꒉꎻ 祭司长差人捉拿耶稣 
32ꉹꁌꑠꃅꎑꀕꎓꃅꑳꌠꊂꍣꐺ

ꌠꃔꆀꌏꊿꈧꌠꈨꇬꆏ，ꂽꈨꆦꑝꌟ

ꒉꌋꆀꃔꆀꌏꊿꇱꇤꅷꑳꌠꒃꒉ

ꎻ。33ꑳꌠꆏꋀꏭ：“ꉢꆍꊇꌋꆀꐯ

ꈽꐥꌠꃅꑍꃅꉖꆹꀊꉗꏢꀋꋒꀐ，ꉢꀊ

ꉗꀋꐛꃅꀱꉢꋌꇱꁆꎼꇁꂶꌠꄷꁧ。

34ꆍꊇꆹꉢꎷꉢꈹ，ꄚ，ꎹꊊꀋꄐ，ꃅ

ꄷꉢꈀꐥꈚꌠꆹꆍꇫꑟꆹꀋꄐ”ꄷ。

35ꒀꄠꊿꐮꏯ：“ꋌꇿꇬꁧꄉꉪꁳꋌ

ꎷꊊꀋꄐꎻꌠꉬꂯ？ꋌꒀꄠꊿꁗꏒꌊ

ꑝꇂꇓꈓꀀꁧꈧꌠꄷꁧꄉ，ꑝꇂꊿꈧ

ꌠꉙꂘꁧꄷꌠꄜꅀ？36ꋌ：‘ꆍꊇꆹꉢ

ꎷꉢꈹ，ꄚ，ꎹꊊꀋꄐ；ꃅꄷꉢꈀꐥꈚ

ꌠꆹꆍꊇꇫꑟꆹꀋꄐ’ꃅꅇꂷꑠꑞꄜ

ꌠꉬꂯ？”ꄷ。 

32法利赛人听见众人为耶稣
这样纷纷议论，祭司长和法利
赛人就打发差役去捉拿他。33于
是耶稣说：“我还有不多的时候
和你们同在，以后就回到差我
来的那里去。34你们要找我，却
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
能到。”35犹太人就彼此对问
说：“这人要往哪里去，叫我们
找不着呢？难道他要往散住希
腊中的犹太人那里，去教训希
腊人吗？36他说：‘你们要找
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
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是什么
意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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ꀑꇬꑌꌠꒉꀕ 活水的江河 
37ꋩꑍꄽꂫꄹꉇꆹꃅꑍꋍꉎꀋꐥꑍ

ꌠꉬ，ꑳꌠꄓꇬꉆꄉ，ꃚꐓꄉꑠꃅꉉ：

“ꀋꄸꄷ，ꊿꈌꃶꒉꌤꌠꐥꑲꆏ，ꉠ

ꄹꄉꀆꐒꅝꇁ。38ꊿꉢꑅꌠꆏ，꒰ꀨ

ꄯꒉꇬꈁꉉꌠꌟꃅ：‘ꀑꇬꑌꌠꒉꀕ

ꒊꃀꋍꄸꈐꇬꄉꅐꇁ’ꄷ”ꄷ。

39ꑳꌠꅇꂷꋋꇬꆹꊿꋌꑅꈧꌠꌃꎔꒌ

ꊪꊊꄷꄐꌐꄉꉉꌠꉬ；ꀊꋨꄮꇬꆹ，ꑳ

ꌠꀑꒉꑊꒉꀋꊌꑴꌦꐛꅹ，ꌃꎔꒌꏃ

ꃅꌋꄻꊿꀋꇖꑴꌦ。 

37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
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
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38信我
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
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39耶
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
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
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 

 

ꉹꁌꈬꇬꐯꀥꐨ 在众人中的纷争 
40ꉹꁌꅇꂷꋋꈨꀕꈭꐨꆏ，ꊿꋍ

ꈨꆏ：“ꊿꋋꂷꆹꇯꍝꃅꅉꄜꊿꀊꋨ

ꂷꉬ”ꃅꉉ。41ꉈꑴꋍꈨꆏ：“ꊿ

ꋋꂷꆹꏢꄖꉬ”ꄷ。ꀉꁁꋍꈨꆏ：

“ꏢꄖꈍꃅꄉꏤꆀꀕꄉꅐꇁ？42꒰ꀨ

ꄯꒉꇬꏢꄖꆹꄊꃥꊂꋊ，ꄊꃥꇬꀀꋺ

ꌠꀨꆀꉿꁡꇤꄉꇁꃅꀋꉉꅀ？”ꄷꌠ

ꑌꐥ。43ꄚꄉꉹꁌꆹꑳꌠꒉꄸꃅꐯꀥ

ꄉꋯꀋꑌꀐ。44ꋀꈬꄔꋍꈨꑳꌠꒂꏢ

ꉨ，ꄚ，ꇇꐛꌠꆏꀋꐥ。 

40众人听见这话，有的说：
“这真是那先知。”41有的说：“这
是基督。”但也有的说：“基督岂
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42经上岂
不是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
从大卫本乡伯利恒出来的’吗？”
43于是众人因着耶稣起了纷争。
44其中有人要捉拿他，只是无人
下手。 

 

ꒀꄠꌟꒉꈧꌠꀋꑇ 犹太领袖们不信 
45ꄚꄉ，ꌋꑷꂿꐏꂽꀱꆦꑝꌟꒉ

ꌋꆀꃔꆀꌏꊿꈧꌠꄷꁧꀐ。ꋀꊇꂽ

ꈧꌠꏭ：“ꆍꊇꑞꃅꋋꒃꌊꀋꇁ？”

ꄷꅲ。46ꌋꑷꂿꐏꂽꈧꌠꆏ：“ꐥꅷ

ꇁꊿꋌꌟꃅꅇꂷꉉꋺꌠꀋꐥ！”ꄷꇬ

ꏭꅇꀱ。47ꃔꆀꌏꊿꆏ：“ꆍꊇꋌꇱ

ꁍꃕꅜꀐꌠꅀ？48ꏲꌋꂠꌋꅀꃔꆀꌏ

45差役回到祭司长和法利赛
人那里。他们对差役说：“你们
为什么没有带他来呢？”46差役
回答说：“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
话的！”47法利赛人说：“你们也
受了迷惑吗？48官长或是法利赛
人岂有信他的呢？49但这些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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ꊿꇬꑅꌠꐥꑴꅀ？49ꄚ，ꄹꏦꋀꋋꐞꀋ

ꉅꌠꉹꁌꋋꈨꆹꍃꊌꏿꊌꌠꉬ！”

ꄷ。50ꋀꈬꄔꆀꇰꄂꃅꇫꐊ，ꋋꆹꀋ

ꉊꑳꌠꂿꆹꋺꂶꌠꉬ，ꋌꋀꊇꏯ：

51“ꂴꊿꋋꂷꊨꏦꈌꄜꅇꀋꅲ，ꌤꋌ

ꈀꃅꌠꇯꅉꀋꐚꑲꆏ，ꉪꄹꏦꆹꄡꇗ

ꑽꃤꏤꋌꁳꑴꌦꅀ？”ꄷ。52ꋀꊇꆏ

ꇬꏭ：“ꆎꑌꏤꆀꀕꄉꇁꌠꀋꉬꅀ？

꒰ꀨꄯꒉꇬꊼꇅꁏꉚꆹꑲꆏ，ꏤꆀꀕ

ꃅꄷꆹꅉꄜꊿꒆꀋꋻꌠꆏꅉꐚꌠꉬ”
ꄷ。 

白律法的百姓是被咒诅的！”
50内中有尼哥底母，就是从前去
见耶稣的，对他们说：51“不先
听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做
的事，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
的罪吗？”52他们回答说：“你也
是出于加利利吗？你且去查
考，就可以知道加利利没有出
过先知。” 

 

ꌋꅪꎼꃅꃏꑽꂷ 行淫时被捉的女人 

8 53ꋍꈭꐨꆏ，ꊿꈧꌠꂱꑱꀁꇬꁧ

ꌐꀐ；1ꄚ，ꑳꌠꆏꏝꃴꀋꍯꁧꇬ 8 53于是各人都回家去了；
1耶稣却往橄榄山去，2清早 

ꉜꄉꁧ。2ꊁꄹꉇꃅꄜꀕꄷꋌꀱꉈꑴ

ꌃꎔꑷꂿꇬꇁ。ꉹꁌꈧꌠꋍꄷꇁꌐ

ꇈ，ꋌꇫꑌꄉꋀꉗꋀꂘ。3ꁱꂷꌤꃅ

ꊿꌋꆀꃔꆀꌏꊿꈧꌠꌋꅪꎼꃅꃏꑽ

ꑌꃅꄉꋀꒃꅜꑠꂷꋀꏃꇁ，ꌋꅪꂶꌠ

ꋀꄻꊾꈬꇬꉆꄉꈭꐨꆏ，4ꑳꌠꏭꑠꃅ

ꉉ：“ꌧꃀꀋ！ꌋꅪꋋꂷꎼꃅꃏꑽꑌ

ꃅꄉꉪꒃꅜꀐ。5ꃀꑭꆹꄹꏦꇬꈴꄉ

ꉉꉪꇰꋺ，ꉪꊇꆹꇓꂵꌌꌋꅪꑠꃅꐙꌠ

ꄃꌦꇫꎭꄡꑟꄷ，ꆏꉜꇬꌌꈍꃅ

ꋭ？”ꄷ。6ꋀꊇꑠꃅꉉꌠꆹꑳꌠꏭ

ꌌꉪꄉ，ꑳꌠꅇꂷꇬꄉꊧꅇꎹꏢꉨ

ꌠ。ꑳꌠꐧꌧꈎꄉ，ꇇꏸꌊꃄꅉꇬꁱ

ꂷꁱꐺ。7ꋀꊇꄡꇗꀋꆏꃅꋍꏭꅲ

ꇈ，ꋌꐧꎂꇬꉆꄉ，ꋀꏭ：“ꆍꊇꈬ

ꄔꈀꄸꑽꃤꀋꐥꌠꉫꆏ，ꈀꄸꂴꇓꂵ

ꌌꋌꅣꉆ”ꄷ。8ꋍꈭꐨꆏ，ꋌꄡꇗ

又回到殿里。众百姓都到他那
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
3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
时被拿的妇人来，叫她站在当
中，4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
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5摩西
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
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
怎么样呢？”6他们说这话，乃试
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
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
画字。7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
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
“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
可以先拿石头打她。”8于是又弯
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9他
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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ꐧꌧꈎꄉꇇꏸꌊꃄꅉꇬꁱꂷꁰꌦ。

9ꅇꂷꋋꇬꋀꈨꈭꐨꆏ，ꊿꈧꌠꀎꋏꅑ

ꊂꋊꃅꋍꂷꋍꂷꃅꇫꈴꁧꌐꀐ，ꄽꂫ

ꆏꑳꌠꌋꆀꋍꂾꉆꌠꌋꅪꂶꌠꑋꀉꄂ

ꇫꋒꇈꀐ。10ꑳꌠꐧꎂꇬꉆꄉ，ꋍ

ꏭ：“ꌋꅪꀋ！ꊿꈧꌠꇿꁧꀐ，ꊿꑽ

ꃤꏤꆏꁳꌠꀋꐥꅀ？”ꄷ。11ꌋꅪꂶ

ꌠꆏ：“ꌌꁈꀋ！ꀋꐥ”ꄷ。ꑳꌠꇬ

ꏭ：“ꉡꑌꑽꃤꏤꆏꀋꁵ。ꆏꁧꌶ！

ꋌꊂꆏꑽꃤꄡꃅꀐ”ꄷ（ꀊꆨꏂꀨꋍꈨꇬꆏ

7ꊱ53ꊭꅑ8ꊱ11ꊭꇬꀋꐊꌠꐥ）。 

一个地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
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
中。10耶稣就直起腰来，对她
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
没有人定你的罪吗？”11她说“主
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
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
罪了。”（有些古卷无 7 章 53 节至 8 章

11 节） 

 

ꑳꌠꆹꋧꃅꁨꑭꉬ 耶稣是世界的光 
12ꑳꌠꉈꑴꉹꁌꏭ：“ꉡꆹꋧꃅ

ꁨꑭꉬ。ꊿꉠꊂꈹꌠꆹꈍꃅꑌꈝꃀꃅ

ꒉꆈꏸꏷꅉꇬꈴꀋꐺꃅ，ꀋꎪꃅꀑꇬ

ꁨꑭꋌꊌꇁ”ꄷꉉ。13ꃔꆀꌏꊿꋍ

ꏭ：“ꆎꆹꅽꊨꏦꎁꃅꅇꊪꌬ，ꅽꅇ

ꊪꆹꃶꀋꐚꌠ”ꄷ。14ꑳꌠꋀꊇꏯ：

“ꉢꉠꊨꏦꎁꃅꅇꊪꌬꑴꇬ，ꉠꅇꊪ

ꆹꄡꇗꃶꐚꌠꉬ，ꑞꃅꆏ，ꉡꆹꉢꇿꇬ

ꄉꇁ，ꇿꇬꁧꌠꉢꅉꐚ。ꄚ，ꆍꊇꆹ

ꉢꇿꇬꄉꇁ，ꇿꇬꁧꌠꆍꊇꋋꅉꀋ

ꐚ。15ꆍꊇꆹꉇꇴꉇꉻꈴꄉ（ꑝꇂꉙꇬꆏ

“ꇭꀧꎸꇬꈴꄉ”ꃅꅑ）ꊾꊨꇽ，ꄚ，ꉡꆹꊾ

ꊨꀋꇽ。16ꉢꊾꊨꇽꄷꑌ，ꉠꊨꇽꆹ

ꃶꐚꌠꉬ，ꑞꃅꆏ，ꉡꆹꉠꊨꏦꀉꄂꃅ

ꄚꐥꌠꀋꉬꃅ，ꉈꑴꉢꋌꇱꁆꎼꇁꌠ

ꉠꀉꄉꑌꉢꈽꐥ。17ꆍꊇꄹꏦꇬꑌ：

‘ꊿꑍꂷꅇꊪꆹꃶꐚꌠ’ꃅꅑ。

18ꉢꉠꊨꏦꎁꃅꅇꊪꌬ，ꉈꑴꉢꋌꇱ

ꁆꎼꇁꌠꉠꀉꄉꑌꉠꎁꃅꅇꊪꌬ”

12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
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
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13法利赛人对他说：“你是为自
己作见证，你的见证不真。” 
14耶稣说：“我虽然为自己作见
证，我的见证还是真的，因我
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
你们却不知道我从哪里来，往
哪里去。15你们是以外貌（原文作

“凭肉身”）判断人，我却不判断
人。16就是判断人，我的判断也
是真的，因为不是我独自在这
里，还有差我来的父与我同
在。17你们的律法上也记着说：
‘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18我是
为自己作见证，还有差我来的
父也是为我作见证。”19他们就
问他说：“你的父在哪里？”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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ꄷ。19ꋀꊇꆏꋍꏭ：“ꅽꀉꄉꇿꇬ

ꐥ？”ꄷꅲ。ꑳꌠꆏ：“ꆍꊇꆹꉢꀋ

ꌧ，ꉠꀉꄉꑌꀋꌧ。ꀋꄸꄷ，ꆍꉢꌥ

ꑲꆏ，ꆍꉠꀉꄉꑌꌧꌠꉬ”ꄷꅇꀱ。

20ꅇꂷꋋꈨꆹꑳꌠꌃꎔꑷꂿꎆꊐꅉꇬ

ꄉꊿꉗꊿꂘꄮꇬꉉꌠꉬ。ꄚ，ꀊꋨꄮ

ꇬ，ꋍꄮꈉꇬꀋꑟꌦꄉ，ꊿꋋꒃꇁꌠ

ꀋꐥ。 

回答说：“你们不认识我，也不
认识我的父；若是认识我，也
就认识我的父。”20这些话是耶
稣在殿里的库房教训人时所说
的，也没有人拿他，因为他的
时候还没有到。 

 

ꉠꁦꅉꆍꇫꁧꀋꄐ 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 
21ꑳꌠꉈꑴꋀꊇꏯ：“ꉡꆹꁧꂯ

ꄉꀐ，ꆍꊇꉢꎷꇁꌠꉬ，ꄚ，ꆍꊇꆹꑽ

ꃤꈬꇬꄉꌦꁧ；ꃅꄷꉢꈀꁧꅉꈚꌠꆹ

ꆍꇫꑟꀋꄐ”ꄷ。22ꒀꄠꊿꈧꌠꆏ：

“ꋌ‘ꃅꄷꉢꈀꁧꅉꈚꌠꆹꆍꇫꑟ

ꀋꄐ’ꃅꑠ，ꋌꋍꊨꏦꇬꀺꌦꂿꄷꌠ

ꅀ？”ꄷ。23ꑳꌠꆏꋀꊇꏯꑠꃅꉉ：

“ꆍꊇꆹꀏꏯꄉꇁꌠ，ꉡꆹꄩꏭꄉꇁ

ꌠ；ꆍꊇꆹꋧꃅꋋꂷꃤꉬ，ꉡꆹꋧꃅꋋ

ꂷꃤꀋꉬ。24ꑠꅹ，ꉢꉉꆍꇰꋺ，ꆍꊇ

ꆹꑽꃤꈬꇬꄉꌦ。ꀋꄸꄷ，ꆍꊇꉡꆹ

ꏢꄖꉬꌠꆍꇬꀋꑇꑲꆏ，ꆍꊇꀋꎪꃅ

ꑽꃤꈬꇬꄉꌦꌠꉬ”ꄷ。25ꋀꊇꋍ

ꏭ：“ꆎꆹꈀꄸꉬ？”ꄷꅲ。ꑳꌠꋀ

ꏭ：“ꉢꉘꃀꇯꆐꉡꆹꈀꄸꉬꌠꉢꉉ

ꆍꇰꀐ（ꅀ“ꉢꑞꃅꆍꏭꉉꑴꌦꂯ？”ꄷꑌꍑ）。

26ꆍꃅꄉꇬꆹ，ꉢꉉꅍꈍꑋꐥ，ꊨꇽꅍ

ꈍꑋꐥ；ꄚ，ꉢꋌꇱꁆꎼꇁꂶꌠꆹꃶꐚ

ꌠ，ꉢꋍꄷꄉꈀꂿꈀꈨꌠ，ꉢꁊꋧꃅꃰ

ꊿꁵ”ꄷ。27ꋀꊇꆹꑳꌠꋍꀉꄉꃆꂮ

ꉉꐺꌠꋀꋋꐞꀋꉅ。28ꑠꅹ，ꑳꌠꋀ

ꊇꏯ：“ꊾꌺꆍꐕꌊꐺꈭꐨꆏ，ꉡꆹ

21耶稣又对他们说：“我要去
了，你们要找我，并且你们要
死在罪中；我所去的地方，你
们不能到。”22犹太人说：“他
说：‘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
到’；难道他要自尽吗？”23耶稣
对他们说：“你们是从下头来
的，我是从上头来的；你们是
属这世界的，我不是属这世界
的。24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
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
督，必要死在罪中。”25他们就
问他说：“你是谁？”耶稣对他们
说：“就是我从起初所告诉你们
的（或作“为什么我还回答你们”）。26我
有许多事讲论你们，判断你
们；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我
在他那里所听见的，我就传给
世人。”27他们不明白耶稣是指
着父说的。28所以耶稣说：“你
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
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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ꏢꄖꉬꌠꀋꎪꃅꆍꅉꐚꇁꌠꉬ，ꄷꀋ

ꁧ，ꌤꆿꉢꈀꃅꌠꉠꊨꏦꉪꐨꇬꈴꄉ

ꃅꑠꐘꇯꀋꐥꌠꆍꅉꐚꇁꌠꉬ。ꉢꅇ

ꂷꋋꈨꉉꌠꆹꉠꀉꄉꉡꈁꉙꈁꂘꄟꇬ

ꍬꄉꉉꌠꉬ，29ꉢꋌꇱꁆꎼꇁꂶꌠꆹꉢ

ꈽꐥ；ꉢꅉꀕꃅꌤꋌꈀꉌꃹꌠꃅꐛ

ꅹ，ꉢꋌꇤꊨꏦꀉꄂꃅꄚꎼꀋꄉ”
ꄷ。30ꑳꌠꅇꂷꋋꇬꉉꄮꇬꆏ，ꊿꈍ

ꑋꃅꋌꑅꀐ。 

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
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29那差
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
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
做他所喜悦的事。”30耶稣说这
话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信他。 

 

ꆍꊇꄿꐨꌠꊌ 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 
31ꑳꌠꒀꄠꊿꋌꑅꀐꈧꌠꏭꑠꃅ

ꉉ：“ꀋꄸꄷ，ꆍꊇꅉꀕꃅꉠꇗꅉꇬ

ꍬꑲꆏ，ꆍꆹꉠꌶꌺꃶꐚꌠꉬꀐ。

32ꆍꊇꆹꀋꎪꃅꇗꅉꃶꐚꌠꆍꌧꇁ，ꇗ

ꅉꃶꐚꌠꆹꀋꎪꃅꆍꁳꄿꐨꌠꊌꎻ”
ꄷ。33ꋀꊇꄹꇬ：“ꉪꊇꆹꑸꀨꇁꉴ

ꊂꋊꉬ，ꐥꅷꇁꇬꈀꄸꂷꁏꐚꑌꄻꀋ

ꋻ，ꆏꈍꃅ‘ꆍꀋꎪꃅꄿꐨꌠꊌ’ꃅ

ꉉꉆ？”ꄷ。34ꑳꌠꆏꋀꊇꏯ：“ꉢ

ꇯꍝꃅꉉꆍꇰ，ꊿꑽꃤꈀꐆꌠꃅꐯꇯ

ꑽꃤꁏꐚꉬꌐ。35ꁏꐚꆹꐩꋊꐩꍂꃅ

ꀁꇬꀀꀋꄐ，ꌹꆹꐩꋊꐩꍂꃅꀁꇬꀀ

ꄐ。36ꑠꅹ，ꀋꄸꄷꌺꆍꁳꄿꐨꌠꊌ

ꎻꑲꆏ，ꆍꇯꍝꃅꄿꐨꌠꊌꀐ。37ꆍ

ꊇꑸꀨꇁꉴꊂꋊꉬꌠꉢꅉꐚ；ꄚ，ꆍꉌ

ꂵꉠꇗꅉꀋꊪꐛꅹ，ꆍꉢꌉꉡꆳꏢ

ꉨ。38ꉢꈁꉉꌠꆹꉠꀉꄉꄷꄉꉢꂿꌠ

ꉬ；ꆍꊇꈀꃅꈁꑽꌠꆹꆍꊨꏦꀉꄉꄷ

ꄉꈀꈨꌠꉬ”ꄷ。 

31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
“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
是我的门徒；32你们必晓得真
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33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
罕的后裔，从来没有作过谁的
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以
自由’呢？”34耶稣回答说：“我实
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
的，就是罪的奴仆。35奴仆不能
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
在家里。36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
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
37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
孙；你们却想要杀我，因为你
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38我所说
的是在我父那里看见的；你们
所行的是在你们的父那里听见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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ꑊꋌꌌꁈꌺꇖ 魔鬼的子孙 
39ꋀꊇꆏ：“ꑸꀨꇁꉴꆹꉪꊇꀋ

ꁌꀋꁧꉬ”ꃅꅇꀱ。ꑳꌠꆏꋀꊇꏯ：

“ꆍꊇꀋꄸꄷꇯꍝꃅꑸꀨꇁꉴꌺꇖꊂ

ꋊꉬꑲꆏ，ꆍꀋꎪꃅꌤꑸꀨꇁꉴꈀꃅ

ꌠꃅꌠꉬ。40ꉡꆹꏃꃅꌋꄷꄉꈀꈨꌠ

ꇗꅉꃶꐚꌠꉢꉉꆍꇰꀐ，ꄚ，ꆍꊇꆏ

ꀱꌊꉢꌉꏢꉨ；ꋍꑠꆹꌤꑸꀨꇁꉴꈀꃅ

ꌠꀋꉬ。41ꌤꆍꊇꃅꌠꆹꆍꀉꄉꈀꃅ

ꌠꉬ”ꄷ。ꄚꄉꋀꊇꑳꌠꏭ：“ꉪ

ꊇꆹꃀꎹꌺꀋꉬ，ꉪꀉꄉꋍꂷꀉꄂꐥ，

ꋋꆹꏃꃅꌋꉬ！”ꄷ。42ꑳꌠꋀꊇ

ꏯ：“ꀋꄸꄷ，ꏃꃅꌋꆹꆍꀉꄉꉬꑲ

ꆏ，ꆍꊇꀋꎪꃅꉡꉂ，ꑞꃅꆏ，ꉠꑴꅉ

ꆹꅏꑌꏃꃅꌋꄷꄉꅐ，ꇀꑌꏃꃅꌋꄷ

ꄉꇁ，ꄷꀋꁧ，ꉡꆹꉠꊨꏦꇁꌠꀋꉬꃅ

ꋌꇱꁆꎼꇁꌠ。43ꆍꊇꑞꃅꉠꅇꂷꆍ

ꋋꐞꀋꉅꌠꉬ？ꑠꆹꆍꊇꉠꇗꅉꅲꀋ

ꄐꒉꄸ。44ꆍꊇꆹꆍꀉꄉꑊꋌꂶꌠꄷ

ꄉꅐꇁꌠ，ꆍꀉꄉꏾꅍꈧꌠꆍꊇꉇꉈ

ꃅꇬꍪꄉꃅ。ꋌꉘꃀꇯꆐꊿꌉ，ꇗꅉ

ꃶꐚꌠꇬꀋꍬ，ꑠꆹꋍꉌꂵꈐꏭꇗꅉꃶ

ꐚꌠꀋꑌꒉꄸ。ꋌꈰꏅꌠꆹꊨꏦꄷꄉ

ꅐꇁꌠ，ꑞꃅꆏ，ꋌꊇꅉꇯꆐꈰꏅꌠ，

ꋌꈰꏅꊿꀉꄉꑌꉬ。45ꄚ，ꉡꆹꇗꅉ

ꃶꐚꌠꉢꉉꆍꇰꀐ，ꆍꊇꆹꑠꐛꅹꃅꉠ

ꅇꀋꑇ。46ꆍꊇꈬꄔꈀꄸꂷꉢꑽꃤꐥ

ꄷꉠꊂꅇꎹꄎ？ꉢꇗꅉꃶꐚꌠꉉꑲ

ꆏ，ꆍꊇꑞꃅꉢꀋꑇꌠꉬ？47ꊿꏃꃅꌋ

ꄷꄉꇁꌠꆏ，ꀋꎪꃅꏃꃅꌋꅇꅲ；ꆍꊇ

ꋍꅇꀋꅲ，ꑞꃅꆏ，ꆍꊇꆹꏃꃅꌋꄷꄉ

39他们说：“我们的父就是亚
伯拉罕。”耶稣说：“你们若是亚
伯拉罕的儿子，就必行亚伯拉
罕所行的事。40我将在神那里所
听见的真理告诉了你们，现在
你们却想要杀我；这不是亚伯
拉罕所行的事。41你们是行你们
父所行的事。”他们说：“我们不
是从淫乱生的，我们只有一位
父，就是神。”42耶稣说：“倘若
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
我；因为我本是出于神，也是
从神而来，并不是由着自己
来，乃是他差我来。43你们为什
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因
你们不能听我的道。44你们是出
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
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
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
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
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
说谎之人的父。45我将真理告诉
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46你
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我
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为什么
不信我呢？47出于神的，必听神
的话；你们不听，因为你们不
是出于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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ꇁꌠꀋꉬ”ꄷ。 
 

ꑳꌠꑸꀨꇁꉴꂾꇯꆐꇫꐥ 耶稣在亚伯拉罕之先 
48ꒀꄠꊾꆏꇬꏭ：“ꉪꊇꄹꇬꆎ

ꆹꌒꂷꆀꑸꊿ，ꄷꀋꁧ，ꆏꑊꋌꐉꂷ

ꉬꄷꇬ，ꉪꅇꀋꐯꅀ？”ꄷꀱ。49ꑳ

ꌠꆏꋀꏭ：“ꉢꑊꋌꀋꐊ，ꉢꉠꀉꄉ

ꁌꒉꄣꅼ，ꄚ，ꆍꊇꆏꀱꌊꉡꍍꋉ。

50ꉡꆹꉠꊨꏦꀑꒉꑊꒉꀋꎹꀋꈹ，ꉠꎁ

ꃅꀑꒉꑊꒉꎹ、ꉬꀋꉬꌠꊨꄅꂷ

ꐥ。51ꉢꇯꍝꃅꉉꆍꇰ，ꀋꄸꄷ，ꊿ

ꉠꇗꅉꇬꍬꑲꆏ，ꐩꋊꐩꍂꃅꌦꃤꀋ

ꂿ”ꄷ。52ꒀꄠꊿꋍꏭ：“ꀋꃉ，ꆏ

ꑊꋌꐊꌠꉪꅉꐚꀐ，ꑸꀨꇁꉴꌦꀐ，

ꅉꄜꊿꈧꌠꑌꌦꀐ，ꄚꆏꄹꇬ：‘ꀋ

ꄸꄷ，ꊿꉠꇗꅉꇬꍬꑲꆏ，ꐩꋊꐩꍂ

ꃅꌦꃤꈌꀋꑟ’ꄷ。53ꆏꉪꀋꁌꀋꁧ

ꑸꀨꇁꉴꏭꀋꋌꃅꇰꀋꃀꅀ？ꑸꀨꇁ

ꉴꌦꀐ，ꅉꄜꊿꑌꌦꀐ，ꅽꉂꆏꀕꈀ

ꄸꉬꎼꈀ？”ꄷ。54ꑳꌠꆏꋀꊇꏯ：

“ꀋꄸꄷ，ꉢꀱꉠꊨꏦꀑꒉꑊꒉꄀꑲ

ꆏ，ꉠꀑꒉꑊꒉꆹꌗꅍꀋꐥꌠ，ꉠꏯꀑ

ꒉꑊꒉꄀꌠꆹꉠꀉꄉꉬ，ꋋꆹꆍꊇꈁꉉ

ꌠꆍꏃꃅꌋꄷꂶꌠꉬ。55ꆍꊇꆹꐥꅷ

ꇁꋌꌥꀋꋻ；ꉡꆹꋌꌥ。ꀋꄸꄷ，ꉢ

ꄹꇬꋌꉢꇬꀋꌧꄷꑲꆏ，ꉡꆹꆍꌟꃅꈰ

ꏅꌠꉬ；ꄚ，ꉢꋌꌥ，ꉢꋍꇗꅉꑌꍬ。

56ꆍꀋꁌꀋꁧꑸꀨꇁꉴꉌꇿꑓꇿꃅꉠ

ꃅꑍꇁꉚ，ꋌꊌꂿꇈ，ꋌꇿꐯꇿ”ꄷ

ꅇꀱ。57ꒀꄠꊿꆏꋍꏭ：“ꆏꉬꊰꂯ

ꀋꈎꑴꌦꇬ，ꈍꃅꑸꀨꇁꉴꆏꂿꋺꄷ

ꌠꉬ？”ꄷ。58ꑳꌠꆏ：“ꉢꇯꍝꃅ

48犹太人回答说：“我们说你
是撒玛利亚人，并且是鬼附着
的，这话岂不正对吗？”49耶稣
说：“我不是鬼附着的；我尊敬
我的父，你们倒轻慢我。50我不
求自己的荣耀，有一位为我求
荣耀定是非的。51我实实在在地
告诉你们：人若遵守我的道，
就永远不见死。”52犹太人对他
说：“现在我们知道你是鬼附着
的。亚伯拉罕死了，众先知也
死了，你还说：‘人若遵守我的
道，就永远不尝死味。’53难道
你比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还大
吗？他死了，众先知也死了，
你将自己当作什么人呢？”54耶
稣回答说：“我若荣耀自己，我
的荣耀就算不得什么；荣耀我
的乃是我的父，就是你们所说
是你们的神。55你们未曾认识
他；我却认识他。我若说不认
识他，我就是说谎的，像你们
一样；但我认识他，也遵守他
的道。56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
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既看
见了，就快乐。”57犹太人说：
“你还没有五十岁，岂见过亚伯
拉罕呢？”58耶稣说：“我实实在
在地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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ꉉꆍꇰ，ꑸꀨꇁꉴꇬꀋꐥꌦꂾꇯꆐꉢ

ꐥꀐꌠꉬ”ꄷꉉ。59ꄚꄉꋀꇓꂵꉅ

ꌊꑳꌠꅥꏭꄐ，ꄚ，ꑳꌠꆏꋌꆈꌊꌃ

ꎔꑷꂿꇬꄉꅐꁧꀐ。 

罕就有了我。”59于是他们拿石
头要打他，耶稣却躲藏，从殿
里出去了。 

 

ꊿꑓꋩꂷꑳꌠꉃꌒ 医好生来瞎眼的人 

9 ꑳꌠꁨꏭꒈꄮꇬꆏ，ꊿꒆꎼꇁꇬ

ꇯꆐꑓꀋꂿꑠꂷꋌꊌꂿ。2ꌶꌺ 
9 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

人生来是瞎眼的。2门徒问 
ꋍꏭ：“ꂘꃀꀋ！ꊿꋋꂷꆹꒆꎼꇁꄷ

ꆏꑓꀋꂿꂷ，ꑠꆹꈀꄸꑽꃤꐆꌠꉬ？ꊿ

ꋋꂷꅀꋍꀿꃀꉬ？”ꄷꅲ。3ꑳꌠꆏ：

“ꊿꋋꂷꊨꏦꑽꃤꐆꌠꑌꀋꉬ，ꋍꀿ

ꃀꑽꃤꐆꌠꑌꀋꉬ，ꑠꆹꋍꇭꀧꇬꄉꏃ

ꃅꌋꃅꐪꑽꑌꃅꊿꀦꂿꄷꌠ。4ꂵꆤ

ꉬꑴꌦꇯꆐ，ꉪꊇꀋꎪꃅꑘꃤꉢꋌꇱ

ꁆꎼꇁꂶꌠꃤꃅ；ꈊꃀꑟꇁꑲꆏ，ꊿ

ꑘꃅꉆꌠꀋꐥꀐ。5ꉢꋧꃅꇬꐤꄮꇬꆹ

ꋧꃅꁨꑭꉬ”ꄷ。6ꑳꌠꅇꉉꌐꈭꐨ

ꆏ，ꊫꃺꋌꁐꃄꅉꇬꌥꏮꍀꄉꇈ，ꌥ

ꏮꋌꄻꑓꋩꂶꌠꑓꋪꇬꌎꄉ，7ꊿꂶ

ꌠꏭ：“ꆏꑭꇊꑸꒊꄝꇬꒈꋌꆹ”ꄷ

（ꑭꇊꑸꁏꎼꇁꇬꆏꊪꁆꄷꌠꄜ）。

ꋌꒈꋌꇈꀱꇁꄷꆏ，ꑓꂿꀐ。8ꋍꃷꇎ

ꌋꆀꊿꋌꅉꀕꃅꋚꂽꐺꌠꋀꂿꈧꌠ

ꆏ：“ꊿꋋꂷꀋꉊꀊꄶꇬꑌꄉꋚꂽꂶ

ꌠꀋꉬꅀ？”ꃅꉉꌐ。9ꊿꋍꈨꄹꇬ

ꆏ：“ꋌꉬꑴ”ꄷ。ꉈꑴꊿ：“ꋌ

ꀋꉬ，ꋌꌟꂷ”ꄷꌠꑌꐥ；ꋍꊨꏦꆏ：

“ꊿꀊꋨꂷꉢꉬ”ꄷ。10ꊿꋍꏭ：

“ꅽꑓꋪꈍꃅꊌꂿꉆꌠꉬ？”ꄷ

ꅲ。11ꋋꆏꋀꊇꏯ：“ꊿꑳꌠꂓꑠꂷ

ꌥꏮꈨꊫꃺꇱꄉꋌꄻꉠꑓꋪꇬꌎꈭꐨ

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
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
呢？是他父母呢？”3耶稣回答
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
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
上显出神的作为来。4趁着白
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
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
工了。5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
上的光。”6耶稣说了这话，就吐
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
盲人的眼睛上，7对他说：“你往
西罗亚池子里去洗（西罗亚翻
出来，就是“奉差遣”）。”他去一
洗，回头就看见了。8他的邻舍
和那素常见他是讨饭的，就
说：“这不是那从前坐着讨饭的
人吗？”9有人说：“是他；”又有
人说：“不是，却是像他。”他自
己说：“是我。”10他们对他说：
“你的眼睛是怎么开的呢？”11他
回答说：“有一个人，名叫耶
稣，他和泥抹我的眼睛，对我
说：‘你往西罗亚池子去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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ꆏ，ꉠꏯ：‘ꑭꇊꑸꒊꄝꇬꒈꋌꆹ’
ꃅꇈ，ꉢꒈꋌꆹꄷꆏ，ꊌꂿꉆꀐ”
ꄷ。12ꊿꈧꌠꋍꏭ：“ꊿꀊꋨꂷꇿ

ꐥ？”ꄷꅲ。ꋋꆏ：“ꉢꇫꅉꀋ

ꐚ”ꄷ。 

去一洗，就看见了。”12他们
说：“那个人在哪里？”他说：
“我不知道。” 

 

ꃔꆀꌏꊿꌤꆅꉁꆄꄻꌠꍤꄻ 法利赛人调查医治的事 
13ꊿꂴꏭꑓꀋꂿꂶꌠꋀꊇꏃꌊꃔ

ꆀꌏꊿꄷꆹ。14ꑳꌠꌥꏮꍀꌊꊿꂶꌠ

ꑓꋪꉃꄹꉇꌠꆹꑬꆏꄹꉇꉬ。15ꃔꆀ

ꌏꊿꋍꏭꋍꑓꋪꈍꃅꊌꂿꉆꌠꉬꄷ

ꅲ，ꑓꋩꂶꌠꆏ：“ꌥꏮꋌꍀꌊꉠꑓ

ꋪꇬꌎꇈ，ꉢꒈꋌꆹꄷꆏ，ꉠꑓꋪꊌꂿ

ꉆꀐ”ꄷꋌꉉꋀꊇꇰ。16ꃔꆀꌏꊿ

ꋍꈨꆏ：“ꊿꋋꂷꏃꃅꌋꄷꄉꇀꂷꀋ

ꉬ，ꑞꃅꆏ，ꋌꑬꆏꄹꉇꏦꃤꇬꀋ

ꍬ”ꄷ。ꉈꑴꀉꁁꋍꈨꆏ：“ꑽꊿ

ꂷꈍꃅꄉꌋꃅꐪꑽꑌꑠꋌꃅꎼꇁꄎ

ꂯ？”ꄷ。ꑠꃅꄉ，ꋀꈬꄔꑌꐯꀥꄉ

ꋯꀋꑌꀐ。17ꋀꊇꉈꑴꊿꑓꋩꂶꌠ

ꏭ：“ꅽꑓꋪꋌꇱꁉꎼꇁꀐꑲꆏ，ꆏ

ꉜꇬꋋꆹꊿꈍꃅꐙꂷꉬ？”ꄷꅲ。ꊿ

ꂶꌠꆏ：“ꋋꆹꅉꄜꊾꂷꉬ”ꄷ。

18ꒀꄠꊾꆏꊿꂶꌠꀋꉊꂴꆏꑓꀋꂿ

ꃅ，ꀋꃅꑲꆀꑓꂿꌠꑠꋀꇬꀋꑇꄉ，

ꊿꂶꌠꀿꃀꋀꇴꌊꇁ；19ꋀꊇꏭ：

“ꋌꆍꌺꉫꀕ？ꆍꊇꄹꇬꋋꆹꒆꎼꇁ

ꇬꇯꆐꑓꀋꂿꌠꉬꄷ，ꋍꑓꋪꀋꃅꈍ

ꃅꄉꑓꂿꌠꉬ？”ꄷꅲ。20ꋍꀿꃀꑋ

ꆏ：“ꋋꆹꉣꑊꌺꉬ，ꋌꒆꎼꇁꇬꇯꆐ

ꑓꀋꂿ，ꋍꑠꆹꉣꑊꅉꐚ。21ꄚ，ꋌꀋ

ꃅꈍꃅꑓꂿꇬꅜꌠꆹ，ꉣꑊꇫꅉꀋꐚ；

13他们把从前瞎眼的人带到
法利赛人那里。14耶稣和泥开他
眼睛的日子是安息日。15法利赛
人也问他是怎么得看见的；盲
人对他们说：“他把泥抹在我的
眼睛上，我去一洗，就看见
了。”16法利赛人中有的说：“这
个人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不
守安息日。”又有人说：“一个罪
人怎能行这样的神迹呢？”他们
就起了纷争。17他们又对盲人
说：“他既然开了你的眼睛，你
说他是怎样的人呢？”他说：“是
个先知。”18犹太人不信他从前
是瞎眼，后来能看见的，等到
叫了他的父母来；19问他们说：
“这是你们的儿子吗？你们说他
生来是瞎眼的，如今怎么能看
见了呢？”20他父母回答说：“他
是我们的儿子，生来就瞎眼，
这是我们知道的。21至于他如今
怎么能看见，我们却不知道；
是谁开了他的眼睛，我们也不
知道。他已经成了人，你们问
他吧，他自己必能说。”22他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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ꉈꑴꋍꑓꋪꈀꄸꇱꁉꎼꇁꌠꑌꉣꑊꇫ

ꅉꀋꐚ，ꆍꊇꋍꏭꅲꒉ！ꋌꌟꒉꂷꉬ

ꀐ，ꋍꊨꏦꀋꎪꃅꉉꌠꉬ”ꄷ。22ꋍ

ꀿꃀꑋꑠꃅꉉꌠꆹꋍꑊꒀꄠꊿꈧꌠꏥ

ꒉꄸ，ꑞꃅꆏ，ꒀꄠꊿꈧꌠꐮꇖꇈꏤ

ꄉꇬ，ꀋꄸꄷꊿꑳꌠꆹꏢꄖꉬꃅꉉꌠ

ꐥꑲꆏ，ꐯꇯꉻꏑꅉꇬꄉꈹꇫꎭꂿ

ꄷ。23ꑠꅹ，ꋍꀿꃀꑋ：“ꋌꌟꒉꂷ

ꉬꀐ，ꆍꊇꋍꏭꅲꒉ！”ꃅꉉꌠ。 

母说这话，是怕犹太人，因为
犹太人已经商议定了，若有人
认耶稣是基督的，要把他赶出
会堂。23因此他父母说：“他已
经成了人，你们问他吧。” 

24ꑠꅹ，ꊿꂴꏭꑓꀋꂿꂶꌠꉈꑴ

ꋍꃢꃅꒀꄠꊿꇱꇴꌊꇀꌦꇈ，ꋀꇬ

ꏭ：“ꆏꀑꒉꑊꒉꏮꏃꃅꌋꁵꄡꑟ，

ꊿꋋꂷꆹꑽꊿꂷꉬꌠꉪꅉꐚ”ꄷ。

25ꋌꄹꇬꆏ：“ꋋꆹꑽꊿꂷꉬꅀꀋꉬ

ꌠꉢꋋꅉꀋꐚ，ꉡꆹꉢꀋꉊꂴꆹꑓꀋ

ꂿ，ꀋꃉꆏꑓꂿꀐꌠꌤꋌꐘꀉꄂꅉ

ꐚ！”ꄷ。26ꋍꈭꐨꆏ，ꋀꊇꋍꏭ：

“ꋌꅽꇬꑟꑵꃅ？ꋌꈍꃅꄉꅽꑓꋪꋌ

ꇱꁉꎼꇁ？”ꄷꅲ。27ꊿꂶꌠꆏ：

“ꀋꃉꌌꉢꉉꆍꇰꋺꀐ，ꄚ，ꆍꊇꉠ

ꅇꀋꅲ，ꆍꑞꃅꉈꑴꋍꃢꅱꀱꌦ？ꆍ

ꊇꑌꋍꌶꌺꄻꏾꌠꅀ？”ꄷ。28ꄚꄉ

ꋀꊇꋍꏭꊨꀖꄉ：“ꆏꀉꄂꋍꌶꌺ

ꉬ，ꉪꊇꆹꃀꑭꌶꌺꄹ。29ꉪꊇꆹꏃꃅ

ꌋꃀꑭꏭꅇꉉꋺꌠꉪꅉꐚ；ꄚ，ꊿꋋ

ꂷꆹ，ꋌꇿꄉꇀꂷꉬꌠꉪꋋꅉꀋ

ꐚ！”ꄷ。30ꊿꂶꌠꆏꋀꊇꏯ：“ꉠ

ꑓꋪꆹꋌꁉꄉꀐ，ꋌꇿꇬꄉꇁꌠꂯꆍ

ꋋꅉꀋꐚ，ꋍꑠꇯꍝꃅꇣꋲꌠꉬ！31ꉪ

ꊇꆹꏃꃅꌋꑽꊿꅇꀋꅲꃅꊿꋍꏭꍖ

ꀴ、ꋍꉪꐪꇬꍬꌠꅇꀉꄂꅲꌠꉪꅉ

24所以法利赛人第二次叫了
那从前瞎眼的人来，对他说：
“你该将荣耀归给神，我们知道
这人是个罪人。”25他说：“他是
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
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瞎眼
的，如今能看见了。”26他们就
问他说：“他向你做什么？是怎
么开了你的眼睛呢？”27他回答
说：“我方才告诉你们，你们不
听；为什么又要听呢？莫非你
们也要作他的门徒吗？”28他们
就骂他说：“你是他的门徒；我
们是摩西的门徒。29神对摩西说
话是我们知道的；只是这个
人，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
30那人回答说：“他开了我的眼
睛，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
来，这真是奇怪！31我们知道神
不听罪人，惟有敬奉神、遵行
他旨意的，神才听他。32从创世
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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ꐚ。32ꁍꄻꏃꄻꄑꅑꅸꇁꇬ，ꊿꒆꎼ

ꇁꇬꇯꆐꑓꋩꌠꋌꄻꑓꂿꌠꑠꈨꂯꊿ

ꋋꈨꀋꋻ。33ꀋꄸꄷ，ꊿꋋꂷꏃꃅꌋ

ꄷꄉꇁꌠꀋꉬꑲꆏ，ꋌꌤꑞꑵꑌꋌꋋ

ꃅꀋꄐ”ꄷꅇꀱ。34ꋀꊇꆏꋍꏯ：

“ꆎꆹꑽꃤꆈꒉꀕꌠꈬꇬꄉꒅꂷꉬ

ꇬ，ꄡꇗꉪꏭꉙꂘꅀ？”ꄷꇈ，ꊿꂶ

ꌠꋀꈹꉈꏭꎭ。 

盲人的眼睛开了。33这人若不是
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
34他们回答说：“你全然生在罪
孽中，还要教训我们吗？”于是
把他赶出去了。 

 

ꒌꇬꄉꑓꁖꌠ 灵里的瞎眼 
35ꊿꂶꌠꋀꈹꉈꏭꎭꌠꑳꌠꈨ，

ꊁꑳꌠꇁꋋꊝꄉ，ꋍꏭ：“ꆏꏃꃅꌋ

ꌺꑇꑆ？”ꄷꅲ，ꊿꂶꌠꆏꑳꌠꏭ：

36“ꌌꁈ！ꋋꆹꈀꄸꉬ（ꀊꆨꏂꀨꋍꈨꇬꆏ

“ꈀꄸꆹꏃꃅꌋꌺꉬ”ꃅꅑꌠꐥ），ꉢꁳꋌꑅ

ꎻ？”ꄷ。37ꑳꌠꆏ：“ꋌꆏꂿꀐ，

ꀋꃅꆎꌋꆀꐮꌧꈿꐺꂶꌠꆹꋌꉬ”
ꄷ。38ꊿꂶꌠꆏ：“ꌋꀋ！ꉢꑇ”ꄷ

ꈭꐨꆏ，ꑳꌠꏭꀍꃈꄚ。39ꑳꌠꆏ：

“ꉢꋧꃅꋋꂷꇬꇁꌠꆹꀞꇽꇁꄉ，ꊿ

ꑓꀋꂿꈧꌠꁳꑓꂿꉆꎻ；ꊿꑓꂿꈧꌠ

ꁳꑓꁖꌠꐛꁧꎻꌠ”ꄷ。40ꑳꌠꐊ

ꀊꄶꐺꌠꃔꆀꌏꊿꈧꌠꅇꂷꋋꇬꋀꈨ

ꈭꐨꆏ，ꑳꌠꏭ：“ꉪꊇꑌꑓꁖꀐꌠ

ꉬꑴꅀ？”ꄷ。41ꑳꌠꆏꋀꊇꏯ：

“ꀋꄸꄷ，ꆍꊇꆹꑓꁖꌠꉬꑲꆏ，ꆍ

ꑽꃤꀋꐥꀐ；ꄚ，ꀋꃅꆍꄹꇬ：‘ꉪ

ꊇꊌꂿꉆ’ꃅꐛꅹ，ꆍꑽꃤꄡꇗꐥꑴ

ꌦ”ꄷ。 

35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
去，后来遇见他，就说：“你信
神的儿子吗？”36他回答说：“主
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
呢？”37耶稣说：“你已经看见
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
38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
稣。39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
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
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
40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
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
吗？”41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
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
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
们的罪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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ꑿꉻꅺꌡꁮꅉ 羊圈的比喻 

10 “ꉢꇯꍝꃅꉉꆍꇰ，ꀋꄸꄷ，

ꊾꂷꑿꉻꇬꃹꆹꇬꑿꉻꀃꈈ 10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们：人进羊圈，不从门 

ꇬꈴꀋꆹꃅ，ꀉꁁꑠꈚꑆꆹꑲꆏ，ꋋꆹ

ꈐꊿꉬ，ꏄꍿꉬ。2ꑿꉻꀃꈈꇬꈴꆹꂶ

ꌠꑲꆀꑿꆫꊿꉬ。3ꀃꈈꐏꂶꌠꑌꀃ

ꈈꁉꋌꁳ；ꑿꊇꌠꋍꃚꋒꅲ。ꋌꋍꑿ

ꂓꇬꈴꄉꑿꐜꇈ，ꑿꋍꊂꐊꇁ。4ꋍ

ꑿꋌꋊꅷꇁꈭꐨꆏ，ꋌꂴꐊ，ꑾꑌꋍ

ꊂꈹꐺ，ꑞꃅꆏ，ꋍꃚꋒꑿꊇꌠꌧ。

5ꑿꊇꌠꊿꋒꀋꌧꌠꊂꀋꈹ，ꑞꃅꆏ，

ꋍꃚꋒꑿꊇꌠꇬꀋꌧꄉ，ꑿꊇꌠꀋꎪ

ꃅꁈꁧ”ꄷ。6ꑳꌠꆹꅺꌡꁮꅉꋋꂷ

ꋌꉉꋀꊇꇰ，ꄚ，ꋀꊇꆹꑳꌠꈁꉉꌠꑞ

ꄜꌠꋀꇫꐞꀋꉅ。 

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
就是贼，就是强盗。2从门进去
的，才是羊的牧人。3看门的就
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
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
出来。4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
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
认得他的声音。5羊不跟着生
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
要逃跑。”6耶稣将这比喻告诉他
们，但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什
么意思。 

 

ꑳꌠꆹꆫꊿꉾꂶꌠꉬ 耶稣是好牧人 
7ꑠꅹ，ꑳꌠꀱꉈꑴꋀꏭꑠꃅꉉ：

“ꉢꇯꍝꃅꉉꆍꊇꇰ，ꉡꆹꑿꉻꀃꈈ

ꁬꌠꉬ。8ꊿꀋꉊꉠꂴꆽꈀꇁꈧꌠꃅ

ꐯꇯꈐꊿꉬꌐ，ꏄꍿꉬꌐ；ꄚꑾꆹꋀꅇ

ꀋꃅ。9ꉡꆹꀃꈈꐫꌠꉬ，ꉠꀃꈈꋋꐬ

ꇬꄉꈐꏭꈀꃹꇁꌠꆏ，ꀋꎪꃅꈭꋏꊊ，

ꄷꀋꁧ，ꈏꃹꉇꅐꃅꏜꊌꋠ。10ꏄꍿ

ꇁꇬꆏ，ꈐꀉꄂꈐ、ꌉꀉꄂꌉ、ꀜꀉ

ꄂꀜꐆꑲꌧ。ꉢꇁꌠꆹꋀꁳꀑꇬꊌ

ꎻ，ꄷꀋꁧ，ꂵꇤꀕꃅꊌꎻꌠ。11ꉡꆹ

ꆫꊿꉾꂶꌠꉬ，ꆫꊿꉾꂶꌠꆹꑿꎁꃅ

ꀑꇬꁮ。12ꀋꄸꄷ，ꊋꃅꊿꉬꑲꆏ，

ꋋꆹꑿꆫꊿꀋꉬ，ꑾꑌꋍꊨꏦꃤꀋꉬ，

ꊿꑠꆏ，ꆿꃀꇁꌠꋌꂿꄷꆏ，ꑿꋌꇤꇫ

7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
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就是
羊的门；8凡在我以先来的，都
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
们。9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
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
吃。10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
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
（或作“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
丰盛。11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
羊舍命。12若是雇工，不是牧
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
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抓
住羊，赶散了羊群。13雇工逃



ꒀꉴꌒꅇ  10 322 约翰福音  10 

 

 

ꎭꇈꁈꁧ；ꆿꃀꑿꑝꇁꄉ，ꑿꈯꇉꊂꁊ

ꌐ。13ꊋꃅꊿꁈꁧ，ꑞꃅꆏ，ꋋꆹꊋ

ꃅꊿꉬꄉ，ꑿꋌꇬꀋꇝ。14ꉡꆹꆫꊿ

ꉾꂶꌠꉬ；ꉠꑿꉢꌧ，ꉠꑿꑌꉢꌥ，

15ꑠꆹꉠꀉꄉꑌꉢꌥ，ꉡꑌꉠꀉꄉꉢꌧ

ꌠꌡ，ꄷꀋꁧ，ꉢꉠꑿꎁꃅꀑꇬꁮ。

16ꉢꉈꑴꑿꀉꁁꐥꑴꌦ，ꋀꊇꑿꉻꋋ

ꂷꇬꀋꀀ；ꀊꋨꈨꉢꀋꎪꃅꏃꌊꇁꑲ

ꆀꍑ，ꋀꊇꆹꉠꅇꃅ，ꄷꀋꁧ，ꏓꌊꋍ

ꊈꐛꄉꏮꎆꆫꊿꋍꂷꁳꆫꎻꌠꉬ。

17ꀉꄉꉡꉂꌠꆹꉢꉠꀑꇬꁮꄉ，ꉈꑴꀑ

ꇬꎹꌊꇁꂿꄷꌠꒉꄸ。18ꊿꉠꄹꄉꉠ

ꀑꇬꋌꇑꌊꁧꄎꌠꀋꐥ，ꉠꀑꇬꆹꉠ

ꊨꏦꁮꌠ。ꉢꀑꇬꁮꌅꈌꐥ，ꀑꇬꎹ

ꌊꉈꑴꇁꌠꌅꈌꑌꐥ。ꑠꆹꉢꉠꀉꄉ

ꄷꄉꊪꌊꇁꌠꁵꅇꉬ”ꄷ。 

走，因他是雇工，并不顾念
羊。14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
羊，我的羊也认识我，15正如父
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
且我为羊舍命。16我另外有羊，
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
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
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
了。17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
去，好再取回来。18没有人夺我
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
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
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 

19ꅇꂷꋋꈨꒉꄸꃅ，ꒀꄠꊿꈧꌠ

ꈬꄔꉈꑴꐯꀥꄉꋯꀋꑌꌦꀐ。20ꋀꈬ

ꄔꊿꈍꑋꈨꄹꇬ：“ꋌꑊꋌꐊꄉ，ꃵ

ꂿꀐꌠ，ꑞꃅꋍꅇꅲꑴꌦ？”ꄷ。

21ꉈꑴꋍꈨꆏꀱꌊ：“ꅇꂷꋋꈨꆹꊿ

ꑊꋌꐊꌠꉉꎼꇁꌠꀋꉬ，ꑊꋌꈍꃅꄉ

ꊿꑓꋩꂷꋌꎼꑓꂿꇁꄎꂯ？”ꄷ。 

19犹太人为这些话又起了纷
争。20内中有好些人说：“他是
被鬼附着，而且疯了，为什么
听他呢？”21又有人说：“这不是
鬼附之人所说的话。鬼岂能叫
盲人的眼睛开了呢？” 

 

ꑳꌠꆹꒀꄠꊿꇱꍞꇫꎭ 犹太人弃绝耶稣 
22ꑳꇊꌒꇌꆹꑶꋉꋩꑍꑠꑍꐥ，ꋋ

ꇅꇬꆏ，ꃅꋆꄮꐰꉬ。23ꑳꌠꆹꌃꎔ

ꑷꂿꇬꌙꇊꂱꑲꒌꇂꃴꈴꐺ。24ꒀꄠ

ꊿꇁꌊꋍꈭꋍꇍꇊꄉ，ꋍꏭ：“ꆏꉈ

ꑴꉪꁳꃱꇌꃯꇌꅷꈍꄮꑟꎻꂯ？ꀋꄸ

ꄷ，ꆎꆹꏢꄖꉬꑲꆏ，ꐝꉅꃅꉉꉪ

ꇰ”ꄷ。25ꑳꌠꆏꋀꊇꏯ：“ꉢꉉꆍ

22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是
冬天的时候。23耶稣在殿里所罗
门的廊下行走。24犹太人围着
他，说：“你叫我们犹疑不定到
几时呢？你若是基督，就明明
地告诉我们。”25耶稣回答说：
“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



ꒀꉴꌒꅇ  10 323 约翰福音  10 

 

 

ꇰꀐ，ꄚ，ꆍꊇꇬꀋꑇ，ꉢꉠꀉꄉꂓꄜ

ꌗꄜꄉꈀꃅꌠꌤꉠꎁꃅꅇꊪꌬꉆ，

26ꄚꆍꊇꄡꇗꇬꀋꑇ。ꑞꃅꆏ，ꆍꊇ

ꆹꉠꑿꀋꉬ。27ꉠꑿꆹꉠꅇꅲ，ꉡꑌ

ꋀꌥ，ꋀꊇꑌꉠꊂꈹꐺ。28ꉈꑴꐩꋊ

ꐩꍂꀑꇬꉢꄻꋀꊇꇖ，ꋀꊇꆹꐩꋊꐩ

ꍂꃅꀋꑍꀋꈤ，ꊿꉠꇇꇬꄉꋀꋌꇱꇑ

ꌊꁧꄎꌠꋍꂷꑋꀋꐥ。29ꉠꀉꄉꆹꑿ

ꋌꄻꉡꇖ，ꋋꆹꐥꇐꑞꑌꏭꀋꋌꃅꇰ

ꀋꃀꌠ，

ꊿꉠꀉꄉꇇꈐꇬꄉꋀꋌꇱꇑꌊ 

ꁧꄎꌠꋍꂷꑋꀋꐥ。30ꉠꀉꄉꌋꆀꉡ

ꆹꊇꅉꇬꋍꂷꉬ”ꄷ。 

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
我作见证；26只是你们不信，因
为你们不是我的羊。27我的羊听
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
们也跟着我。28我又赐给他们永
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
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29我父把
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
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
去。30我与父原为一。” 

31ꒀꄠꊿꉈꑴꇓꂵꉅꌊꋌꅣꏭ

ꄐ。32ꑳꌠꋀꊇꏯ：“ꉢꆍꊇꁳꉠꀉ

ꄉꌤꂄꎔꌠꈍꑋꃅꂾꈨꎻ，ꆍꊇꌤꑟ

ꐘꒉꄸꃅꇓꂵꌌꉢꅣꌠꉬ？”ꄷꅲ。

33ꒀꄠꊿꈧꌠꆏ：“ꉪꊇꆹꆏꈀꃅꌠ

ꌤꂄꎔꈧꌠꒉꄸꃅꇓꂵꉅꌊꆏꅣꌠꀋ

ꉬꃅ，ꆏꏃꃅꌋꏭꍍꋉꅇꉉ，ꄷꀋꁧ，

ꆎꆹꊾꂷꉬꇬ，ꀱꌊꅽꊨꏦꆏꌌꏃꃅ

ꌋꃅꄉꑠꒉꄸꃅꆏꅣꌠꉬ”ꄷ。34ꑳ

ꌠꆏ：“ꆍꊇꄹꏦꇬ：‘ꉢꆍꊇꆹꌋ

ꉬꃅꉉꋺ’ꄷꁱꇬꄀꀋꄉꅀ？35꒰ꀨ

ꄯꒉꇬꅇꂷꆹꀜꋊꇫꎭꀋꉆꌠ，ꀋꄸ

ꄷ，ꊿꏃꃅꌋꇗꅉꊪꈧꌠꇯꆎꌋꉬꄷ

ꑲꆏ，36ꆍꊇꄡꇗꉠꏯ‘ꆎꆹꏃꃅꌋ

ꏭꍍꋉꅇꂷꉉ，ꑞꃅꆏ，ꆎꆹꀂꏃꃅꌋ

ꌺꉬꄷ’ꃅꉉꅀ？ꉡꆹꀉꄉꇱꊨꄅꌊ

ꌃꎔꃅꄉꇈ，ꉈꑴꁆꌌꋧꃅꇬꇁꌠ

ꉬ。37ꀋꄸꄷ，ꉢꉠꀉꄉꌤꀋꃅꑲꆏ，

31犹太人又拿起石头来要打
他。32耶稣对他们说：“我从父
显出许多善事给你们看，你们
是为哪一件拿石头打我呢？”
33犹太人回答说：“我们不是为
善事拿石头打你，是为你说僭
妄的话；又为你是个人，反将
自己当作神。”34耶稣说：“你们
的律法上岂不是写着，‘我曾说
你们是神’吗？35经上的话是不
能废的；那些接受神道的人，
他们被称为神；36父所分别为
圣，又差到世间来的那位，他
说他是神的儿子，你们为什么
还向他说‘你说僭妄的话’？37我
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
信我；38我若行了，你们纵然不
信我，也当信这些事，叫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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ꆍꉠꅇꑇꌋꀋꌸ；38ꄚ，ꀋꄸꄷꉢꃅꀐ

ꑲꆏ，ꆍꊇꉢꀋꑇꄷꑲꑌ，ꌤꋋꈨꆍꇬ

ꑅꄡꑟ，ꑠꃅꄉ，ꆍꁳꉠꈐꏭꉠꀉꄉꇫ

ꐊ，ꉠꀉꄉꈐꏭꉢꇫꐊꌠꑠꐝꑌꐝ

ꉅ、ꅈꑌꅉꐚꎻ”ꄷ。39ꋀꊇꆏꉈ

ꑴꋍꃢꃅꑳꌠꒂꏢꉨ，ꄚ，ꋋꆹꋀꇇꈐ

ꄉꆶꇫꈴꁧꀐ。 

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
我也在父里面。”39他们又要拿
他，他却逃出他们的手走了。 

40ꑳꌠꀱꑻꄉꒊꃀꇬꉜꄉꁧ，ꋌ

ꀱꀋꉊꒀꉴꋋꑣꃅꈚꌠꇬꑟꇁꇈꀊꄶ

ꀀ。41ꊿꈍꑋꃅꇁꌊꋍꄷꑟ。ꋀꊇꑠ

ꃅꉉ：“ꒀꉴꌋꃅꐪꑽꑌꃅꀋꋻꑴ

ꇬ，ꄚ，ꋌꊿꋋꂷꏭꄐꌐꄉꈁꉉꌠꅇ

ꂷꆹꉬꇮꃅꃶꐚꌐꌠꉬ！”ꄷ。42ꄚ

ꄉ，ꀊꄶꇬꊿꈍꑋꃅꑳꌠꑇꀐ。 

40耶稣又往约旦河外去，到
了约翰起初施洗的地方，就住
在那里。41有许多人来到他那
里。他们说：“约翰一件神迹没
有行过，但约翰指着这人所说
的一切话都是真的。”42在那里
信耶稣的人就多了。 

 

ꇁꌒꇊꌦꐨ 拉撒路之死 

11 ꊿꆄꂷꐥ，ꂒꆏꇁꌒꇊꂓ，ꀀ

ꆏꀨꄊꆀꀀ，ꀨꄊꆀꆹꂷꆀ 11 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
拉撒路，住在伯大尼， 

ꑸꌋꆀꋍꃺꃀꂷꄊꑋꇬꀀꌠꁡꇤꂶꌠ

ꉬ。2ꂷꆀꑸꋋꂷꆹꌋꅪꅿꉗꌒꋌꌌ

ꀕꁈꇬꌎꇈ，ꊨꏦꀍꑐꌊꌌꁈꏸꑭꇬ

ꌩꂶꌠꉬ；ꊿꆅꇁꌒꇊꆹꋍꂛꊨꉬ。

3ꃺꃀꑌꂵꑍꂷꌠꊿꋍꑊꇤꅷꑳꌠꂿꆹ

ꄉ，ꇬꏭ：“ꌋꀋ！ꊿꆏꇫꉂꂶꌠꆅ

ꀐ”ꄷ。4ꌤꋌꐘꑳꌠꈨꇈ，ꋌꄹ

ꇬ：“ꆅꋌꑵꌦꂿꆅꀋꉬꃅ，ꀑꒉꑊ

ꒉꌌꏃꃅꌋꄀꄉ，ꏃꃅꌋꌺꁳꋋꐛꅹ

ꃅꀑꒉꑊꒉꊌꎻꂿꄷꌠ”ꄷ。5ꑳꌠ

ꆹꅉꀕꃅꂷꄊꌋꆀꋍꑌꂵ、ꇁꌒꇊꉂ

ꅷꇁꌠ。6ꄚ，ꇁꌒꇊꆅꀐꃅꌠꋌꈨꈭ

ꐨꆏ，ꋌꄡꇗꋍꐤꅉꀊꋩꈚꇬꃅꐎꑍ

ꀕꂷꁦꎆꃅꐥꀐ。7ꋍꈭꐨꑲꆀ，ꋌ

就是马利亚和她姐姐马大的村
庄。2这马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
主，又用头发擦他脚的；患病
的拉撒路是她的兄弟。3她姐妹
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
“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4耶
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
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
儿子因此得荣耀。”5耶稣素来爱
马大和她妹子并拉撒路。6听见
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
仍住了两天。7然后对门徒说：
“我们再往犹太去吧。”8门徒
说：“拉比，犹太人近来要拿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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ꋍꌶꌺꏭ：“ꉪꀱꒀꄠꁦꌦꀞ”
ꄷ。8ꌶꌺꈧꌠꆏꋍꏭ：“ꂘꃀ！ꀋꑍ

ꊂꒀꄠꊿꈧꌠꇓꂵꉅꌊꆏꅣꏢꉨꇬ，

ꆏꀱꀊꄶꇬꁧꑴꌦꅀ？”ꄷ。9ꑳꌠ

ꆏ：“ꂵꆤꄮꈉꊰꑋꂷꐥꌠꀋꉬꅀ？

ꊿꂵꆤꈛꎼꇬꆹ，ꋧꃅꋋꂷꇬꁨꑭꋌ

ꊌꂿꉆꐛꅹ，ꃪꀋꐛ。10ꄚ，ꀋꄸꄷ，

ꊾꂷꌋꐓꈛꎼꇬꆹ，ꀋꎪꃅꃪꐛ，ꑞ

ꃅꆏ，ꋌꁨꑭꀋꐥ”ꄷ。11ꉉꌐꈭꐨ

ꆏ，ꋌꉈꑴꋀꊇꏯ：“ꉪꐋꀨꇁꌒꇊ

ꀀꑌꇴꀐ，ꉢꇫꀀꄖꁧꂿ”ꄷ。12ꌶ

ꌺꈧꌠꆏꇬꏭ：“ꌋꀋ！ꀋꄸꄷꋌꀀ

ꑌꇴꌠꉬꇬꆹꂯ，ꈍꃅꑌꍑꀐ”ꄷ。

13ꑳꌠꆹꇁꌒꇊꌦꀐꄷꌠꄜ，ꄚ，ꋀꊇ

ꆹꎂꀕꃅꀀꑌꇴꌠꄜꎼꈀ。14ꑳꌠꐝ

ꉅꃅꋀꏭ：“ꇁꌒꇊꌦꀐ。15ꉢꀊꄶ

ꀋꐥꄉꉢꇿ，ꋍꑠꆹꆍꎁꃅꌠ，ꆍꁳꑇ

ꎻꂿꄷꌠ，ꀋꃉꉪꊇꀊꄶꄉꋌꉚꁧ

ꂿ”ꄷ。16ꄏꂷ，ꉈꑴꄂꄲꂷꄷꑌꄹ

ꂶꌠꌶꌺꀉꁁꈧꌠꏭ：“ꉪꊇꑌꀊꄶ

ꄉꋌꈽꄉꌦꁧꀞ”ꄷ。 

头打你，你还往那里去吗？”9耶
稣回答说：“白日不是有十二小
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至
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
10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
为他没有光。”11耶稣说了这
话，随后对他们说：“我们的朋
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
12门徒说：“主啊，他若睡了，
就必好了。”13耶稣这话是指着
他死说的，他们却以为是说照
常睡了。14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
们说：“拉撒路死了。15我没有
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
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
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16多
马，又称为低土马（“低土马”意为

“双胞胎”），就对那同作门徒的
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 

 

ꀱꐥꇁꌠꌋꆀꀑꇬꐯꇯꑳꌠꈐꏭꑌ 复活在主，生命在主 
17ꑳꌠꇁꇫꑟꈭꐨꆏ，ꇁꌒꇊꆹꄃ

ꁧꇬꇖꑍꀀꀐꌠꋌꅉꐚꀐ。18ꀨꄊꆀ

ꆹꑳꇊꌒꇌꌋꆀꈜꎴꃅꀋꇢ，ꆏꈉꃘ

ꂷꀑꂪꀉꄂꇢ。19ꒀꄠꊿꈍꑋꃅꋍꑊ

ꂛꊨꌦꀐꐛꅹꃅꇁꌊꂷꄊꌋꆀꂷꆀꑸ

ꑋꏯꉌꌒꄀꇁ。20ꑳꌠꇁꀐꃅꌠꂷꄊ

ꈨꈭꐨꆏ，ꋌꁖꉈꏭꄉꇫꋩꒉ，ꂷꆀ

ꑸꆏꄡꇗꀁꇬꑌꇈ。21ꂷꄊꑳꌠꏭ：

“ꌋꀋ！ꀋꄸꄷꆏꊼꇅꏛꃅꇁꑲꆏ，

17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
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18伯大尼
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六里
路。19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
马利亚，要为她们的兄弟安慰
她们。20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
出去迎接他；马利亚却仍然坐
在家里。21马大对耶稣说：“主
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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ꉠꂛꊨꆹꈍꃅꑌꀋꌦꀐꌠ。22ꄚ，ꉡꆹ

ꀋꃅꑌꆏꏃꃅꌋꏭꑞꇖꂟꄿꂿ，ꋌꀋ

ꎪꃅꑞꋌꄻꆎꇖꌠꉢꅉꐚ”ꄷ。

23ꑳꌠꆏꋍꏭ：“ꅽꂛꊨꀋꎪꃅꀱꐥ

ꇁꌠꉬ”ꄷ。24ꂷꄊꆏꇬꏭ：“ꃅꋊ

ꌐꂫꇬꀱꐥꃅꑍꄹꉇꑞꄮꇬꆏ，ꋌꀋ

ꎪꃅꀱꐥꇁꌠꉢꅉꐚ”ꄷ。25ꑳꌠꆏ

ꋍꏭ：“ꀱꐥꇁꌠꉠꈐꏭꑌ，ꀑꇬꑌ

ꉠꈐꏭꑌ，ꊿꉢꑅꌠꆏ，ꌦꀐꇬꑌ，ꀋ

ꎪꃅꀱꐥꇁ。26ꊿꇫꐥꄉꉡꈁꑇꌠ

ꆏ，ꀋꎪꃅꐩꋊꐩꍂꃅꀋꌦ，ꅇꂷꋋ

ꇬꆏꇬꑅꀕ？”ꄷ。27ꂷꄊꆏ：“ꌋ

ꀋ！ꉢꑇ，ꆎꆹꏢꄖꉬ，ꆎꆹꇁꌊꋧꃅ

ꋋꂷꇬꐥꇁꂿꄷꌠꏃꃅꌋꌺꂶꌠꉬꌠ

ꉢꑇ”ꄷ。 

不死。22就是现在，我也知道，
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
给你。”23耶稣说：“你兄弟必然
复活。”24马大说：“我知道在末
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
25耶稣对她说：“复活在我，生
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
了，也必复活。26凡活着信我的
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
吗？”27马大说：“主啊，是的，
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
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 

 

ꑳꌠꑳꉨꀐ 耶稣哭了 
28ꂷꄊꅇꂷꋋꈨꉉꌐꈭꐨꆏ，ꋌ

ꀱꀁꇬꄉꀋꌋꀕꃅꋍꑌꂵꏭ：“ꂘꃀ

ꇁꀐ，ꋌꆎꇴ！”ꄷ。29ꂷꆀꑸꈨꈭ

ꐨꆏ，ꇫꍠꇫꆽꃅꋌꄓꌊꑳꌠꄷꁧ。

30ꀊꋨꄮꇬ，ꑳꌠꆹꂷꄊꋋꋩꇁꈚꌠꇬ

ꑌ，ꑲꇽꁡꇤꇬꃹꀋꆹꑴꌦ。31ꀁꇬ

ꄉꂷꆀꑸꏭꉌꌒꄀꌠꒀꄠꊿꈧꌠꂷꆀ

ꑸꇫꍠꇫꆽꃅꄓꇫꈴꁧꌠꋀꂿꇬꆏ，

ꋌꄃꁧꇬꄉꉩꁧꎼꈀꄉꋍꊂꈹꁧ。

32ꂷꆀꑸꇁꌊꑳꌠꄷꑟ，ꑳꌠꋌꂿꄷ

ꆏ，ꋌꇇꑭꃃꇵꀕꃅꑳꌠꂾꄉꇬꏭ：

“ꌋꀋ！ꀋꄸꄷꆏꂴꇯꆐꄚꇬꐥꑲ

ꆏ，ꉠꂛꊨꆹꈍꃅꑌꀋꌦꀐꌠ”ꄷ。

33ꂷꆀꑸꌋꆀꋋꐊꐺꌠꒀꄠꊿꈧꌠꐯ

ꇯꑳꉨꌠꑳꌠꊌꂿꇬꆏ，ꑳꌠꉌꂵꇬ

28马大说了这话，就回去暗
暗地叫她妹子马利亚，说：“夫
子来了，叫你。”29马利亚听见
了，就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
去。30那时，耶稣还没有进村
子，仍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
31那些同马利亚在家里安慰她的
犹太人，见她急忙起来出去，
就跟着她；以为她要往坟墓那
里去哭。32马利亚到了耶稣那
里，看见他，就俯伏在他脚
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
里，我兄弟必不死。”33耶稣看
见她哭，并看见与她同来的犹
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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ꐒꃃꏽ，ꀊꅰꃅꉌꎭꑓꅧꇁꄉ，34ꋌꋀ

ꏭ：“ꊿꆍꄻꇿꇬꄃꄉ？”ꄷꅲ。

ꋀꆏꑳꌠꏭ：“ꌋꀋ！ꄚꇬ，ꁨꉜ

ꇁ”ꄷ。35ꑳꌠꑳꉨꀐ。36ꒀꄠꊿ

ꈧꌠꄚꄉ：“ꆏꇬꉚ，ꋌꈍꃅꊿꋋꂷ

ꉂꅼꉏ！”ꃅꉉ。37ꈬꄔꊿꋍꈨꆏ：

“ꊿꑓꋩꌠꇯꋌꉃꑓꂿꄎꑲꆏ，ꊿꋋ

ꂷꁳꇯꆎꀋꌦꎻꀋꄐꅀ？”ꄷꉉ。 

忧愁，34便说：“你们把他安放
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
看。”35耶稣哭了。36犹太人就
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
切。”37其中有人说：“他既然开
了盲人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
不死吗？” 

 

ꇁꌒꇊꀱꐥꇁ 拉撒路复活 
38ꑳꌠꆹꉈꑴꉌꂵꇬꐒꃃꏽꄉ，ꋌ

ꇁꌊꄃꁧꂶꌠꂾꑟ，ꄃꁧꂶꌠꆹꃅꐬ

ꂷ，ꃅꐬꈌꇬꆏꇓꂵꂷꌌꋍꄉ。39ꑳ

ꌠꋀꏭ：“ꆍꊇꇓꂵꂶꌠꆷꇫꎭ”
ꄷ。ꊿꌦꂶꌠꅫꃀꂷꄊꆏ：“ꌋꀋ！

ꋌꌦꇖꑍꐛꀐ，ꋌꀋꃅꈍꃅꑌꍹꅿꀐ

ꌠ”ꄷ。40ꑳꌠꆏꂷꄊꏭ：“ꀋꄸ

ꄷꆏꇬꑅꑲꆏ，ꀋꎪꃅꏃꃅꌋꀑꒉꑊ

ꒉꆏꊌꂿꌠꉬꄷꉢꉉꆎꇰꀋꋻꅀ？”
ꄷ。41ꄚꄉꇓꂵꂶꌠꋀꊇꆷꇫꎭꀐ，

ꑳꌠꀑꐕꃅꃴꉜꄉ：“ꀉꄉ！ꉡꆹꆏ

ꉠꅇꅲꀐꐛꅹꃅꅽꏯꈀꎭꀕ。42ꉡꆹ

ꆏꅉꀕꃅꉠꅇꅲꌠꑌꉢꅉꐚ，ꄚ，ꉢꑠ

ꃅꉉꌠꆹ，ꉢꉹꁌꄚꉠꈭꉠꇍꉆꋋꈨ

ꁳꉡꆹꆏꇱꁆꎼꇁꌠꉬꌠꑇꎻꂿꄷ

ꌠ”ꄷ。43ꅇꋋꇬꉉꌐꈭꐨꆏ，ꋌꃚ

ꐕꉐꐓꄉ：“ꇁꌒꇊ，ꅐꇁ！”ꃅ

ꇴ。44ꌦꊿꂶꌠꅐꇁꀐ，ꋍꑭꇇꃅꂪ

ꌦꌊꇙꄉꌐ，ꈁꑓꇬꇇꌩꁁꂷꇫꄟ

ꄉ。ꑳꌠꊿꈧꌠꏭ：“ꂪꌦꈧꌠꁌ

ꇫꎭꄉ，ꋌꁳꈛꎼꎻ”ꄷ。 

38耶稣又心里悲叹，来到坟
墓前；那坟墓是个洞，有一块
石头挡着。39耶稣说：“你们把
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马大
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
了，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
40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
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
吗？”41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
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
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42我也
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
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
是你差了我来。”43说了这话，
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
44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
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
们说：“解开，叫他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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ꒀꄠꊿꑳꌠꌉꂿꄷ꒰ꇫ 计划杀害耶稣 
45ꒀꄠꊿꂷꆀꑸꉜꇁꀊꋨꈨꆏ，

ꌤꑳꌠꈀꃅꈁꑽꌠꋀꊌꂿꄉ，ꈍꑋꃅ

ꇬꑅꌐ；46ꄚ，ꊿꋍꈨꆏ，ꃔꆀꌏꊿꂿ

ꆹꄉ，ꑳꌠꈀꃅꈁꑽꈧꌠꋀꉉꃔꆀꌏ

ꊿꇰ。47ꆦꑝꌟꒉꌋꆀꃔꆀꌏꊿꈧꌠ

ꌟꒉꌠꂾꃀꈿꅉꇬꄉꐯꏑꌐ，ꋀꊇꄹ

ꇬ：“ꊿꋋꂷꌋꃅꐪꑽꑌꋍꑋꑍꃅ

ꀐ？ꉪꊇꈍꃅꂯ？48ꀋꄸꄷ，ꉪꊇꋌꁳ

ꋍꈁꏾꃅꑠꃅꀕꅷꁧꎻꇬꆹ，ꊿꋍꂷ

ꈀꐥꃅꋌꑅꁧꌐꇈ，ꇊꂷꊾꑌꇁꌊꉪ

ꃄꅉꌋꆀꉹꁌꋀꇑꌊꁧꌠꉬ”ꄷ。

49ꋀꊇꈬꄔꊿꇠꑸꃔꂓꑠꂷꐥ，ꀊꋨ

ꄹꈎ，ꋌꆦꑝꌌꁈꄻ，ꋌꋀꏭꑠꃅꉉ：

“ꆍꊇꑞꑌꆍꋌꀋꌧ。50ꇩꏤꋋꂷ

ꃅꈔꑍꂵꌠꉨ，ꊿꋍꂷꁳꉹꁌꎁꃅꌦ

ꎻ，ꑠꆹꌤꆍꈲꏣꐥꐘꉬꌠꆍꋌꉚꅐ

ꀋꇁꅀ？”ꄷ。51ꋍꅇꂷꋋꇬꆹꋍꄷ

ꄉꅐꇁꌠꀋꉬꃅ，ꋌꀊꋨꄹꈎꆦꑝꌌ

ꁈꄻꐛꅹ，ꑳꌠꆹꇩꏤꋋꂷꎃꊐꄉꌦ

ꇁꌠꋌꅉꄜꎼꇁꌠ。52ꑳꌠꇩꏤꋋꂷ

ꎁꃅꌦꌠꀉꄂꀋꉬꃅ，ꁭꁘꌊꃄꇖꄹ

ꊂꀀꁧꀐꌠꏃꃅꌋꌳꃈꅮꈧꌠꏓꌊꋍ

ꈜꇁꂿꄷꌠꑌꉬ。53ꀊꋨꄹꉇꇈꉈ

ꆏ，ꋀꊇꑳꌠꌉꂿꄷꇕꄟꅷꇁ。 

45那些来看马利亚的犹太人
见了耶稣所做的事，就多有信
他的；46但其中也有去见法利赛
人的，将耶稣所做的事告诉他
们。47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公
会，说：“这人行好些神迹，我
们怎么办呢？48若这样由着他，
人人都要信他；罗马人也要来
夺我们的地土和我们的百姓。”
49内中有一个人，名叫该亚法，
本年作大祭司，对他们说：“你
们不知道什么。50独不想一个人
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就
是你们的益处。”51他这话不是
出于自己，是因他本年作大祭
司，所以预言耶稣将要替这一
国死。52也不但替这一国死，并
要将神四散的子民都聚集归
一。53从那日起他们就商议要杀
耶稣。 

54ꑠꅹ，ꑳꌠꆹꑓꂿꅺꈨꃅꒀꄠꊿ

ꈬꄔꇬꀋꇁꀐ，ꋌꀊꄶꇬꐞꇈ，ꃅꄷꇈ

ꈬꇉꃪꌋꆀꀊꎴꃅꀋꇢꈧꌠꉜꄉꁧ，

ꇁꇓꈓꑱꃔꆃꂓꑠꂷꇬꑟ，ꋋꌋꆀꋍ

ꌶꌺꐯꈽꀊꄶꇬꐥ。 

54所以耶稣不再显然行在犹
太人中间，就离开那里往靠近
旷野的地方去，到了一座城，
名叫以法莲，就在那里和门徒
同住。 

55ꒀꄠꊿꐂꈴꎺꄅꋩꑍꑟꇁꂯꄉ 55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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ꀐ，ꊿꈍꑋꃅꑘꃅꁡꇤꄉꑳꇊꌒꇌꁧ

ꄉ，ꋩꑍꂾꊨꏦꇭꀧꁳꁦꎴꅐꎻ。

56ꋀꊇꑳꌠꎹꐺ，ꋀꌃꎔꑷꂿꇬꉆꄉ

ꐮꏯ：“ꆍꉜꇬꈍꃅꐙ？ꋌꋩꑍꋨꏦ

ꀋꇁꅀ？”ꃅꅲ。57ꄚ，ꆦꑝꌟꒉꌋ

ꆀꃔꆀꌏꊿꆹꈍꄮꇯꆐꑠꃅꉉ：“ꊿ

ꑳꌠꇿꇬꐥꌠꅉꐚꌠꆏ，ꋋꇅꃅꉉꉪ

ꊇꇰꇁꄉ，ꉪꁳꋋꒃꁧꎻ”ꄷ。 

许多人从乡下上耶路撒冷去，
要在节前洁净自己。56他们就寻
找耶稣，站在殿里彼此说：“你
们的意思如何？他不来过节
吗？” 
57那时，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早已
吩咐说：“若有人知道耶稣在哪
里，就要报告，好去拿他。” 

 

ꑳꌠꀨꄊꆀꄉꌌꌐꋉ 耶稣在伯大尼被膏抹 

12 ꐂꈴꎺꄅꋩꑍꂾꃘꑍꌠꆏ，ꑳ

ꌠꇁꌊꀨꄊꆀꑟ，ꀊꋨꈚꆹꋌ 12 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
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 

ꇁꌒꇊꁳꌦꈬꇬꄉꀱꐥꇁꎻꈚꌠꉬ。

2ꊿꀊꄶꇬꄉꈊꋚꐚꊨꄐꑳꌠꌵꌠꐥ，

ꂷꄊꆏꋚꃅꒉꑽꐺ，ꇁꌒꇊꑌꊿꀉꁁ

ꌋꆀꐯꇯꑳꌠꈿꄉꋙꋠꇫꑌ。3ꂷꆀ

ꑸꆏꁌꇨꐯꁌꇨꌠꇂꄊꅿꉗꌒꋌꃶꐚ

ꌠꑠꏢꋌꄌꌊꑳꌠꏸꑭꇬꌎꈭꐨꆏ，

ꋍꀍꑐꌊꋌꌩꀊꃶꇫꎭ；ꄚꄉꑳꂶꌠ

ꃅꅿꉗꌑꐩꀕꀐ。4ꌶꌺꂷꐥ，ꌶꌺ

ꋋꂷꆹꊁꏭꑳꌠꋌꃷꊿꁳꌠꏤꇊꊿꒀ

ꄊꉬ，5ꋋꆏ：“ꑞꃅꅿꉗꌒꋌꋋꈨꌌ

ꐎꌕꊰꎖꑾꃅꃷꌊꊿꌢꎭꌠꇇꀋꀤꌠ

ꉬ？”ꄷꉉ（ꐎꌕꊰꑾꆹꊾꂷꋍꈓꃄ

ꁌꉬ）。6ꒀꄊꑠꃅꉉꌠꆹ，ꋌꇯꍝꃅ

ꊿꌢꎭꌠꉈꇬꌠꀋꉬꃅ，ꋋꆹꈏꈱꊾ

ꂷꉫꒉꄸ，ꋌꁳꎆꃀꊐꅍꌌꎻ，ꅉꀕꃅ

ꎆꃀꄻꇬꊎꄉꈧꌠꄌꇬꎷ。7ꑳꌠꆏ：

“ꋍꄿꐨꃅꀕꎻ！ꋋꆹꉡꐗꉢꄁꄹꉇ

ꎁꃅꄐꏤꌠ。8ꑞꃅꆏ，ꊿꌢꎭꌠꆹꅉ

ꀕꃅꆍꈽꐥ，ꄚ，ꉡꆹꅉꀕꃅꆍꈽꐥꌠ

ꀋꉬ”ꄷ。 

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2有人在
那里给耶稣预备筵席；马大伺
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
的人中。3马利亚就拿着一斤极
贵的真哪哒香膏，抹耶稣的
脚，又用自己头发去擦；屋里
就满了膏的香气。4有一个门
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
人犹大，5说：“这香膏为什么不
卖三十两银子周济穷人呢？”6他
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
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
取其中所存的。7耶稣说：“由她
吧，她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
的。8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
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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ꇁꌒꇊꌉꂿꄷꄐꏤ 计划杀害拉撒路 
9ꒀꄠꊿꈍꑋꈨꑳꌠꀊꄶꐥꌠꋀ

ꅉꐚꄉ，ꇁꀐ，ꋀꊇꀊꄶꇁꌠꆹꑳꌠꀉ

ꄂꉜꇁꌠꀋꉬꃅ，ꊿꌦꈬꇬꄉꑳꌠꄻ

ꀱꐥꇁꌠꇁꌒꇊꂶꌠꑌꉜꇁꌠꉬ。

10ꑠꅹ，ꆦꑝꌟꒉꆏꇁꌒꇊꑌꌉꇫꎭꂿ

ꄷꇕꄟ。11ꑞꃅꆏ，ꇁꌒꇊꒉꄸꃅ，ꒀ

ꄠꊿꈍꑋꃅꑳꌠꑇꀐ。 

9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
那里，就来了，不但是为耶稣
的缘故，也是要看他从死里所
复活的拉撒路。10但祭司长商议
连拉撒路也要杀了，11因有好些
犹太人，为拉撒路的缘故，回
去信了耶稣。 

 

ꊋꐛꄉꑳꇊꌒꇌꃹ 凯旋进耶路撒冷 
12ꊁꄹꉇꆏ，ꊿꉎꏯꄉꋩꑍꋨꏦꇁ

ꌠꈍꑋꃅꑳꌠꑳꇊꌒꇌꉜꄉꇁꌠꋀꈨ

ꇈ，13ꒊꊰꌩꇇꌌꇫꋩꇫꏦꇁ，ꑠꃅꏅ

ꄉꉉ： 

12第二天，有许多上来过节
的人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
13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喊
着说： 

“ꉻꌒꇂ（“ꉻꌒꇂ”ꊇꅉꆹꈭꋏꇁꄷꌠꄜ，

ꄚꇬꆏꀮꄑꅇ）！ 
ꌋꂓꄜꄉꇁꌠꑱꌝꆀꃰꃅꆹꌌꀮ

ꄑꄡꑟꌠꉬ！”ꄷ。 

“和撒那！ 
 
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
称颂的！” 

14ꑳꌠꑾꃅꏷꏸꃆꐱꌹꂷꋌꊌꇈꋌꐱ

ꄸꋩ，ꑠꆹꁱꏂꀨꇬꄀꄉꌠꌋꆀꐯꌟ： 
14耶稣得了一个驴驹，就骑上，
如经上所记的说： 

15“ꑭꉢꉹꁌꊈꀋ（“ꉹꁌ”ꑭꉢꉙꇬꆏ

“ꀋꃋ”ꃅꅑ）， 
ꏸꄡꏦ！ 
ꅽꃰꃅꑾꃅꏷꏸꃆꐱꌺꋩꄉꇁ

ꀐ”ꄷ。 

15“锡安的民哪（“民”原文作“女

子”）， 
不要惧怕！ 
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 

16ꇬꂾꇬꆹ，ꌶꌺꈧꌠꌤꋌꐘꋀꋋꐞꀋ

ꉅ，ꊁꑳꌠꀑꒉꑊꒉꊌꈭꐨꑲꆀ，ꅇ

ꂷꋋꇬꆹꋍꏭꄐꄉꁱꄉꌠꋀꉪꐙ，ꄷ

ꀋꁧ，ꊿꈧꌠꑌꇯꍝꃅꋍꏭꑠꃅꀕ

ꀐ。17ꇁꌒꇊꄃꁧꇬꄉꑳꌠꇴꎼꇁ

16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等到
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这
话是指着他写的，并且众人果
然向他这样行了。17当耶稣呼唤
拉撒路，叫他从死复活出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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ꇈ，ꋌꁳꌦꈬꇬꄉꀱꐥꇁꎻꄮꇬ，ꉹꁌ

ꑳꌠꈽꀊꄶꐥꈧꌠꋍꑠꀂꏽꇬꅇꊪ

ꌬ。18ꉹꁌꆹꌋꃅꐪꑽꑌꑳꌠꃅꋌꑵ

ꋀꈨꐛꅹꃅ，ꋋꋩꇁ。19ꑠꃅꄉ，ꃔꆀ

ꌏꊿꈧꌠꐮꏯ：“ꇬꉚ！ꆍꊇꏡꁈꆹ

ꇿꋌꍈꑋꀋꐥ，ꋧꃅꃰꊿꃅꋍꊂꈹꁧ

ꌐꀐ”ꃅꉉ。 

的时候，同耶稣在那里的众人
就作见证。18众人因听见耶稣行
了这神迹，就去迎接他。19法利
赛人彼此说：“看哪！你们是徒
劳无益，世人都随从他去了。” 

 

ꑝꇂꊿꑳꌠꂿꇁ 希腊人求见耶稣 
20ꀊꋨꄮꇬ，ꊿꉎꏯꄉꋩꑍꋨꏦ

ꇁꈧꌠꈬꄔꑝꇂꊾꈨꇫꐊ。21ꋀꊇꆹ

ꏤꆀꀕꃅꄷꀨꌏꄊꇓꈓꀀꌠꃏꆀꂿꇁ

ꄉ，ꃏꆀꏭ：“ꁦꋠꀋ！ꉪꑳꌠꂿ

ꏾ”ꄷ。22ꃏꆀꉉꉢꄓꆺꇰꇈ，ꃏꆀ

ꌋꆀꉢꄓꆺꑋꐮꐊꄉꉉꑳꌠꇰꆹ。

23ꑳꌠꆏꋀꏭ：“ꊾꌺꀑꒉꑊꒉꊌꄮ

ꑟꇁꀐ。24ꉢꇯꍝꃅꉉꆍꇰ，ꀋꄸꄷ，

ꎭꂷꀕꊰꃄꅉꇬꃹꄉꌦꀋꁧꑲꆏ，ꋌ

ꄡꇗꎭꂷꀕꀉꄂꉬ，ꄚ，ꋌꌦꑲꆏ，ꋋ

ꆹꂶꂷꈍꑋꈍꑋꃅꅑꇁ。25ꊿꊨꏦꀑ

ꇬꁌꐥꌠꆹ，ꀑꇬꁮꁧꌠꉬ；ꊿꋧꃅꋋ

ꂷꇬꐥꌠꊨꏦꀑꇬꌂꌠꆹ，ꀑꇬꋌꀧ

ꌋꃅꅷꐩꋊꐩꍂꄮꇬꑟꄎ。26ꊿꉡꀨ

ꎹꌠꆏ，ꉠꊂꈹꑲꆀꍑ，ꉢꇿꇬꐤꆏ，

ꊿꉡꀨꎹꌠꑌꇿꇬꐥ；ꊿꉡꀨꎹꌠꆹ，

ꉠꀉꄉꀋꎪꃅꋋꁌꒉꌠꉬ”ꄷ。 

20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
中，有几个希腊人。21他们来见
加利利•伯赛大的腓力，求他
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 
22腓力去告诉安得烈；安得烈同
腓力去告诉耶稣。23耶稣说：
“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24我
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
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
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
粒来。25爱惜自己生命的，就丧
失生命；在这世上憎恶自己生
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
26若有人服事我，就当跟从我；
我在哪里，服事我的人也要在
哪里；若有人服事我，我父必
尊重他。” 

 

ꊾꌺꆹꀋꎪꃅꊿꇱꐕꌊꐺ 人子必须被举起来 
27“ꉠꉌꂵꀋꃅꐒꊀꌦꄉꏽ，ꉢ

ꑞꉉꑲꆀꍑꂯ？ꀉꄉꀋ！ꉡꈭꋏꌊꄮ

ꈉꋋꇅꇬꐞꁧ；ꄚ，ꉡꆹꄮꈉꋋꇅꎁꃅ

ꇁꌠꉬ！28ꀉꄉꀋ！ꆏꑴꌠꅽꊨꏦꂓꌗ

27“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
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
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
的。28父啊！愿你荣耀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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ꀑꒉꑊꒉꄀꅊꇈ”ꄷ。ꀊꋨꇅꇬꆏ，

ꂿꃅꇬꃚꋒ：“ꉠꂓꆹꉢꌌꀑꒉꑊꒉ

ꄀꀐ，ꉢꉈꑴꀑꒉꑊꒉꄀꇁꑴꌦ”ꃅ

ꈌꐚ。29ꃚꋒꋋꇬꊿꋍꈭꋍꇍꉆꈧꌠ

ꈨꇬꆏ，ꋀꊇ：“ꂿꃅꇴꀐ”ꄷ

ꉉ。ꊿꀉꁁꈨꄹꇬꆏ：“ꉬꉎꊩꌺꋍ

ꏭꅇꉉꌠꐥ”ꄷ。30ꑳꌠꆏꋀꊇꏯ：

“ꃚꋒꋌꑵꆹꉠꎁꃅꇁꌠꀋꉬꃅ，ꆍ

ꎁꃅꇁꌠꉬ。31ꀋꃉꋧꃅꋋꂷꇬꀞꇽ

ꄮꑟꀐ，ꋧꃅꋋꂷꇬꃰꃅꆹꋌꇱꈹꉈ

ꏭꎭꂯꀐ。32ꉢꃄꅉꇬꄉꊿꐕꌊꐺꄮ

ꇬꆏ，ꊿꄙꀕꃪꀕꃅꉢꅰꈻꌊꉠꄹꇁ

ꌐꌠꉬ”ꄷ。33ꑳꌠꅇꑠꉉꌠꑴꅉꆹ

ꋍꊨꏦꊁꈍꃅꌦꌠꇬꄐꄉꉉꌠ。34ꉹ

ꁌꈧꌠꋍꏭ：“ꄹꏦꇬꅑꌠꅇꂷꉪꈨ

ꇬ，ꏢꄖꆹꐩꋊꐩꍂꃅꇫꐥꌠꉬꄷ；ꆎ

ꆹꈍꃅꄉꊾꌺꀋꎪꃅꊿꇱꐕꌊꐺꃅꉉ

ꉆ？ꊾꌺꋋꂷꈀꄸꂷꉬ？”ꄷꅲ。

35ꑳꌠꋀꊇꏯ：“ꁨꑭꆹꀂꉗꌹꍈꆍ

ꈬꄔꐥꑴꌦ，ꁨꑭꇫꐥꑴꌦꇬꇯꆐꐳ

ꃅꈛꎼꄡꑟ，ꑠꀋꉬꑲꆏ，ꃅꒉꆈꏸꀕ

ꌠꆍꄷꑟꇁꂵ；ꊿꃅꒉꆈꏸꏷꅉꇬꈴ

ꐺꌠꆹ，ꋀꊇꇿꁧꌠꋀꋋꅉꀋꐚ。

36ꆍꊇꆹꁨꑭꇫꐥꑴꌦꄮꇬꇯꆐ，ꁨꑭ

ꑇꄉ，ꆍꁳꁨꑭꌺꇖꐛꎻꄡꑟ”

ꄷ。 

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
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
要再荣耀。”29站在旁边的众人
听见，就说：“打雷了。”还有人
说：“有天使对他说话。”30耶稣
说：“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
们来的。31现在这世界受审判，
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32我若
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
人来归我。”33耶稣这话原是指
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34众人
回答说：“我们听见律法上有话
说，基督是永存的；你怎么
说，人子必须被举起来呢？这
人子是谁呢？”35耶稣对他们
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
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
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
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36你
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
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 

 

ꒀꄠꊿꀋꑇꐨ 犹太人的不信 
ꅇꂷꋋꈨꉉꌐꈭꐨꆏ，ꑳꌠꋀꄷ

ꐞꄉꂁꄉꐥꁧꀐ。37ꋌꋀꂾꄉꌋꃅꐪ

ꑽꑌꈍꑋꃅꀐꇬ，ꋀꊇꄡꇗꋌꀋꑇ。

耶稣说了这话，就离开他们
隐藏了。37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
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
他。38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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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ꑠꆹꑱꌏꑸꈁꉉꌠꅇꅐꀐ，ꋌ： 话说： 

“ꌋꀋ！ 
ꉪꊇꈁꁊꌠꇗꅉꈀꄸꂷꇬꑅ？ 
ꌋꆧꁨꎰꈀꄸꀨ？”ꄷꉉ。 

“主啊！ 
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 
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 

39ꋀꊇꆹꋌꑅꀋꄐ，ꑞꃅꆏ，ꑱꌏꑸꉈ

ꑴ： 
39他们所以不能信，因为以赛亚
又说： 

40“ꌋꋀꁳꑓꁖꎽ， 
ꉌꂵꆸꉂꎻ，ꑠꀋꉬꑲꆏ， 
ꋀꊇꑓꋪꂿꉆ，ꉌꃀꐝꉅꇈꀱꏮ

ꇁꄉ， 
ꉢꋀꆅꉁꂵ”ꄷꑌꄹ。 

40“主叫他们瞎了眼， 
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
见， 
心里明白，回转过来， 
我就医治他们。” 

41ꑱꌏꑸꆹꑳꌠꀑꒉꑊꒉꋌꊌꂿꐛꅹ

ꃅ，ꋍꏭꄐꄉꅇꂷꋋꇬꉉꌠꉬ。42ꑠ

ꃅꑴꇬ，ꒀꄠꊿꏲꌋꂠꌋꀉꑌꈨꄡꇗ

ꑳꌠꑇꀐ，ꄚ，ꋀꊇꆹꉻꏑꅉꇬꄉꃔꆀ

ꌏꊿꇱꈹꇫꎭꌠꏦꄉ，ꄇꄝꋊꄉꉉꀋ

ꀬ。43ꑠꆹꋀꊇꋧꃅꃰꊿꀑꒉꑊꒉꉂ

ꇬ，ꏃꃅꌋꀑꒉꑊꒉꉂꌠꏮꀋꋌꌠꒉ

ꄸ。 

41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
指着他说这话。42虽然如此，官
长中却有好些信他的，只因法
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恐
怕被赶出会堂。43这是因他们爱
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 

 

ꑳꌠꀞꇽꅇꉉ 耶稣审判的话语 
44ꑳꌠꃚꐕꉐꐓꄉ：“ꊿꉢꑅꌠ

ꆏ，ꉢꑅꌠꀋꉬꃅ，ꉢꋌꇱꁆꎼꇁꂶꌠ

ꑇꌠꉬ。45ꊿꉢꋀꂿꌠꆹ，ꉢꋌꇱꁆ

ꎼꇁꂶꌠꋀꊌꂿꌠꉬ。46ꉢꋧꃅꇁꌠ

ꆹꁨꑭꐛꄉ，ꊿꉢꑅꈧꌠꁳꆈꏸꏷꅉ

ꇬꀀꀋꎽꂿꄷꌠ。47ꀋꄸꄷ，ꊿꉠꅇ

ꈨꇈꉠꅇꇬꀋꍬꌠꐥꇬ，ꉢꇫꀞꀋ

ꇽ。ꉢꇁꌠꊇꅉꆹꋧꃅꀞꇽꇁꌠꀋꉬ

ꃅ，ꋧꃅꈭꋏꇁꌠꉬ。48ꊿꉠꏯꄘ

ꑣ、ꉠꅇꂷꊪꀋꅲꌠꆹ，ꋍꏭꀞꇽꌠ

44耶稣大声说：“信我的，不
是信我，乃是信那差我来的。
45人看见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
的。46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
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47若有
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
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
界，乃是要拯救世界。48弃绝
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
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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ꐥ；ꃅꋊꌐꂫꄹꉇꆏ，ꇗꅉꉢꈁꉉꋺꈧ

ꌠꋋꀞꇽꌠꉬ。49ꑞꃅꆏ，ꉡꆹꉠꊨ

ꏦꇇꄧꈴꄉꉉꌠꀋꉬ；ꉢꋌꇱꁆꎼꇁ

ꌠꀉꄉꂶꌠꀉꄂ，ꉢꑞꉉꑞꄜꋭꌠꁵ

ꅇꋌꄻꉢꁳꀐ。50ꉡꑌꋍꁵꅇꆹꐩꋊ

ꐩꍂꀑꇬꉬꌠꉢꅉꐚ，ꑠꅹ，ꉢꈁꉉꌠ

ꅇꂷꆹꉠꀉꄉꉠꏯꈁꉉꈧꌠꉬ”

ꄷ。 

日要审判他。49因为我没有凭着
自己讲；惟有差我来的父，已
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
什么。50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
永生。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
照着父对我所说的。” 

 

ꑳꌠꋍꌶꌺꏸꑭꒈꋌ 耶稣为门徒洗脚 

13 ꐂꈴꎺꄅꋩꑍꑟꇁꂾ，ꑳꌠꆹ

ꊨꏦꋧꃅꋋꂷꇬꄉꀉꄉꄷꁦ 13 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
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 

ꄮꑟꇁꀐꌠꋌꅉꐚ；ꋌꋧꃅꋋꂷꇬꊿ

ꋍꃤꈧꌠꉂꑲꆏ，ꈍꃅꑌꉂꅷꐱꁍ。

2ꈊꋚꋟꄮꇬꆏ，ꑊꋌꌌꁈꆹꑳꌠꃷꌠ

ꉪꐪꋌꄻꏤꇊꊿꑭꂱꌺꒀꄊꉌꂵꇬꊐ

ꄉꀐ。3ꑳꌠꆹꑞꑌꋍꀉꄉꏮꋍꇇꈐ

ꊐꄉꀐꌠꋌꅉꐚ，ꄷꀋꁧꋋꆹꏃꃅꌋ

ꄷꄉꇁ，ꀋꃉꀱꏃꃅꌋꄷꁧꂯꀐꌠꋌ

ꅉꐚ，4ꄚꄉꋚꀋꋠꃅꋌꄓꇬꉆ，ꃢꈜ

ꉈꏭꈫꌠꋌꇔꄉꇈ，ꇇꌩꁁꂷꋌꄻꐧ

ꀠꇬꉊꄉ；5ꉈꑴꀆꐒꋌꉷꒈꋌꀻꇬꊐ

ꄉꋍꌶꌺꈧꌠꏸꑭꒈꋌ，ꄷꀋꁧ，ꐧꀠ

ꇬꇇꌩꁁꂶꌠꌌꋀꊇꏸꑭꋌꌩꀊ

ꃶ。6ꒈꋌꅷꑭꂱ•ꀺꄮꄷꑟꇬꆏ，ꀺ

ꄮꇬꏭ：“ꌋꀋ！ꆏꉠꏸꑭꒈꋌ

ꅀ？”ꄷ。7ꑳꌠꆏ：“ꉢꈀꃅꌠꀋ

ꃅꆏꇫꅉꀋꐚ，ꊁꆏꀋꎪꃅꐝꉅꇁꌠ

ꉬ”ꄷ。8ꀺꄮꇬꏭ：“ꆏꈍꄮꑌꉠ

ꏸꑭꒈꋌꀋꉆ！”ꄷ。ꑳꌠꆏ：“ꀋ

ꄸꄷ，ꉢꅽꏸꑭꒉꀋꋌꑲꆏ，ꆏꉡꌋꆀ

ꐮꑌꐯꑲꅍꀋꐥꀐ”ꄷ。9ꑭꂱ•ꀺ

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
人，就爱他们到底。2吃晚饭的
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
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
大心里），3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
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
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
去，4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
服，拿一条手巾束腰；5随后把
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
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6挨
到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
啊，你洗我的脚吗？”7耶稣回答
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
道，后来必明白。”8彼得说：
“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
“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
了。”9西门•彼得说：“主啊，不
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
10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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ꄮꄚꄉꇬꏭ：“ꌋꀋ！ꑠꉬꑲꆏ，ꆏꉠ

ꏸꑭꀉꄂꄡꋌꃅ，ꉠꀂꏾꌋꆀꇇꑌꒈ

ꋌ！”ꄷ。10ꑳꌠꇬꏭ：“ꊿꒈꋌꋺ

ꌠꆏ，ꏸꑭꊼꇅꒈꋌꑲꆏ，ꇭꀧꋋꂷꃅ

ꁦꎴꀐ；ꆍꊇꆹꁦꎴꌠꉬ，ꄚ，ꐯꇯꁦ

ꎴꌐꌠꀋꉬ”ꄷ。11ꑳꌠꆹꊿꋌꃵꂶ

ꌠꋌꅉꐚꄉ：“ꆍꊇꐯꇯꁦꎴꌐꌠꀋ

ꉬ”ꃅꉉꌠ。 

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
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
净的。”11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
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
净的。” 

12ꑳꌠꆹꋍꌶꌺꏸꑭꋌꒈꋌꌐꈭ

ꐨꆏ，ꋍꃢꈜꋌꉅꈚ，ꀱꉈꑴꋍꑋꅉ

ꑌꄉ，ꋀꏭ：“ꉢꆍꏭꈀꃅꌠꆍꐝꉅ

ꀕ？13ꆍꊇꉠꏯꂘꃀꃅꇴ，ꉠꏯꌋꄷ

ꇴ，ꉡꆹꊇꅉꃅꇬꇯꆐꑠꉬꐛꅹ，ꆍꉉ

ꀋꑽ。14ꉢꆍꌋ、ꆍꂘꃀꂶꌠꂯꆍꏸ

ꑭꒈꋌꑲꆏ，ꆍꊇꑌꐮꏸꑭꒈꋌꄡꑟ

ꌠꉬ。15ꉡꆹꌶꀠꉢꃅꆍꀦꄉꀐ，ꆍ

ꊇꆹꉢꆍꏭꈀꃅꈧꌠꇬꉜꄉꃅꁧꄡ

ꑟ。16ꉢꇯꍝꃅꉉꆍꇰ，ꁏꐚꌌꁈꏭ

ꀋꋌꃅꀉꒉꌠꀋꐥ，ꊩꌺꑌꊿꋋꊪꂶ

ꌠꒊꀋꋌꀋꄐ。17ꌤꋋꈨꆍꅉꐚꑲ

ꆏ，ꀋꄸꄷ，ꆍꌤꋋꈨꇬꈴꄉꃅꇬꆹ，

ꆍꌒꃤꐥꀐꌠꉬ。18ꉠꅇꋋꇬꆹꆍꈀ

ꐥꌠꏭꄐꄉꉉꌐꌠꀋꉬ，ꊿꉢꌋꄉꈧ

ꌠꈀꄸꉬꌠꉢꅉꐚ。ꄚ，ꀋꃉ꒰ꀨꄯ

ꒉꇬꅑꌠꅇꂷ：‘ꊿꉢꈽꋙꋠꌠꏸꑭ

ꌌꉡꀜ’ꄷꇫꌠꅇꅐꇁ。19ꀃꑍꋋꄮ

ꌤꃅꀋꐛꑴꌦ；ꉡꆹꂴꇯꆐꉉꆍꇰꄉ，

ꆍꁳꌤꃅꐛꄮꇬꆏ，ꉡꆹꏢꄖꉬꌠꆍꇬ

ꑅꉆꎻ。20ꉢꇯꍝꀕꃅꉉꆍꇰ，ꈀꄸ

ꂷꊿꉢꊪꎼꁧꌠꋨꏦꆏ，ꋌꉡꋩꉡꏦ

ꌠꉬ，ꈀꄸꂷꉡꋩꉡꏦꆏ，ꉢꋌꊪꎼꇁ

12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
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
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
白吗？13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
我主，你们说得不错，我本来
是。14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
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
当彼此洗脚。15我给你们作了榜
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
的去做。16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
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17你们既
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
了。18我这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
说的，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
谁。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
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
我。’19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
我要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
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我是基
督。20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
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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ꂶꌠꋨꏦꌠꉬ”ꄷ。 遣我的。” 
 

ꑳꌠꆹꊨꏦꊁꊿꇱꃷꇫꎭꌠꅉꄜ 耶稣预言自己将被出卖 
21ꑳꌠꅇꂷꋋꈨꉉꌐꈭꐨꆏ，ꋍ

ꉌꂵꐒꊀꇁꄉ，ꋌꐝꉅꃅ：“ꉢꇯꍝ

ꃅꉉꆍꇰ，ꆍꈬꄔꊾꂷꉢꃵꂯꀐ”ꄷ

ꉉ。22ꌶꌺꈧꌠꆎꏮꉢꉚꃅ，ꋌꈁꉉ

ꌠꈀꄸꄜꌠꋀꋋꐞꀋꉅ。23ꌶꌺꈬꄔ

ꋍꂷꆏ，ꋋꆹꑳꌠꇫꉂꂶꌠ，ꋌꏢꁮꋒ

ꄉꑳꌠꉈꄉꑌ。24ꑭꂱ•ꀺꄮꀍꉞꄉ

ꋍꏭ：“ꆏꉉꉪꇰ，ꌊꆹꈀꄸꏭꄐꄉ

ꉉꌠꉬ？”ꄷꅲ。25ꌶꌺꂶꌠꑳꌠꉦ

ꃀꇬꉈꑌꄉꇬꏭ：“ꌋꀋ！ꈀꄸ

ꉬ？”ꄷꅲ。26ꑳꌠꆏ：“ꎬꁱꍈꉢ

ꌌꊵꑵꍀꄉꄻꈀꄸꍇꆏꈀꄸꉬ”ꄷ，

ꎬꁱꍈꋌꍀꏤꇊꊿꑭꂱꌺꒀꄉꍈ。

27ꎬꁱꍇꌠꒀꄉꊩꋠꄷꆏ，ꌑꄉꇁꋍꉌ

ꂵꇬꃹꀐ。ꑳꌠꇬꏭ：“ꆏꑞꃅꏾꌠ

ꐳꃅꁨꃅꒉꌶ”ꄷ。28ꄚ，ꊿꋙꋠꅉ

ꇬꑌꈧꌠꆏ，ꑳꌠꑞꃅꑠꃅꒀꄊꏭꉉ

ꌠꋀꇫꐝꉅꌠꋍꂷꑋꀋꐥ。29ꊿꋍꈨ

ꆏ，ꒀꄉꆹꎆꃀꊐꅍꋌꀵꐺꄉ，ꑳꌠꋍ

ꏭꋩꑍꈉꄻꅍꃼꁧꎻ，ꀋꉬꀐꇬꋌꁳ

ꋍꑞꋍꑵꑠꁸꊿꌢꎭꌠꇇꀤꁧꎻꌠꉬ

ꎼꈀ。30ꒀꄉꆹꎬꁱꍇꌠꋌꊩꋠꈭꐨ

ꆏ，ꋋꇅꃅꋌꅐꉈꏭꁧꀐ，ꀊꋨꄮꇬꌋ

ꐓꆺꄜꀕꀐ。 

21耶稣说了这话，心里忧
愁，就明说：“我实实在在地告
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
卖我了。”22门徒彼此对看，猜
不透所说的是谁。23有一个门
徒，是耶稣所爱的，侧身挨近
耶稣的怀里。24西门•彼得点头
对他说：“你告诉我们，主是指
着谁说的。”25那门徒便就势靠
着耶稣的胸膛，问他说：“主
啊，是谁呢？”26耶稣回答说：
“我蘸一点饼给谁，就是谁。”耶
稣就蘸了一点饼，递给加略人
西门的儿子犹大。27他吃了以
后，撒但就入了他的心。耶稣
便对他说：“你所做的，快做
吧！”28同席的人，没有一个知
道是为什么对他说这话。29有人
因犹大带着钱囊，以为耶稣是
对他说：“你去买我们过节所应
用的东西，”或是叫他拿什么周
济穷人。30犹大受了那点饼，立
刻就出去。那时候是夜间了。 

 

ꁵꅇꀊꏀ 新的命令 
31ꒀꄊꅐꁧꈭꐨꆏ，ꑳꌠꄹꇬ：

“ꀃꑍꋋꄮꆏ，ꊾꌺꀑꒉꑊꒉꊌꀐ，

ꏃꃅꌋꑌꊾꌺꇭꀧꇬꄉꀑꒉꑊꒉꊌ

31他既出去，耶稣就说：“如
今人子得了荣耀，神在人子身
上也得了荣耀。32神要因自己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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ꀐ。32ꏃꃅꌋꊨꏦꐛꅹꃅꄉꀑꒉꑊꒉ

ꄻꊾꌺꄀꇁ，ꄷꀋꁧꐳꐯꐳꃅꄻꋌꄀ

ꇁ。33ꀉꑳꊈ！ꉢꀊꉗꃅꆍꈽꐥꀋꄐ

ꀐ；ꊁꆏꆍꆹꉢꎷꇁ，ꄚ，ꃅꄷꉢꈀꁧ

ꅉꈚꌠꆹꆍꇫꑟꀋꄐ，ꅇꂷꋋꈨꉢꉉ

ꒀꄠꊿꇰꋺ，ꀋꃅꑌꐯꌟꃅꉉꆍꇰ。

34ꉢꁵꅇꀊꏀꏢꄻꆍꇖ，ꆍꑴꌠꐮꉂ

ꐮꅉ；ꉢꈍꃅꆍꉂꆏ，ꆍꊇꑌꈍꃅꐮ

ꉂ。35ꀋꄸꄷ，ꆍꊇꐮꉂꐮꅉꌠꉌꂵ

ꑌꑲꆏ，ꉹꁌꆹꋋꐛꅹꃅꆍꆹꉠꌶꌺꉬ

ꌠꋀꌧꅐꇁꀐ”ꄷ。 

耀人子，并且要快快地荣耀
他。33小子们！我还有不多的时
候与你们同在；后来你们要找
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
能到。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
过，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34我
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
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
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35你们
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
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ꀺꄮꌋꀋꌧꄷꌠꃆꂮꅉꄜ 预言彼得不认主 
36ꑭꂱ•ꀺꄮꆏ：“ꌌꁈꀋ！ꆏꇿ

ꇬꉜꄉꁧ？”ꄷ。ꑳꌠꆏꇬꏭ：“ꃅ

ꄷꉢꈀꁧꅉꈚꌠ，ꆏꀋꃅꉡꐊꆹꀋꉆ，

ꄚ，ꊁꆏꀕꉠꊂꈹꇁꌠꉬ”ꄷ。37ꀺ

ꄮꆏ：“ꌋꀋ！ꉢꀋꃅꑞꃅꆎꐊꆹꀋ

ꉆꌠꉬ？ꉢꅽꎁꃅꀑꇬꁮꏾ”ꄷ。

38ꑳꌠꆏꇬꏭ：“ꆏꉠꎁꃅꀑꇬꁮꏾ

ꅀ？ꉢꇯꍝꃅꉉꆎꇰ，ꀃꂰꃬꀮꇴꂾ，

ꆎꆹꀂꉢꀋꌧꄷꑠꌕꃢꉉꌠꉬ”ꄷ

ꉉ。 

36西门•彼得问耶稣说：“主
往哪里去？”耶稣回答说：“我所
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
去，后来却要跟我去。”37彼得
说：“主啊！我为什么现在不能
跟你去？我愿意为你舍命。”
38耶稣说：“你愿意为我舍命
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鸡
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 

 

ꑳꌠꆹꇗꅉꃶꐚꌠꈝꃀꉬ 耶稣是往父那里去的道路 

14 ꑳꌠꉈꑴꋀꏭ：“ꉌꂵꄸꈐ

ꄡꐒꄡꊀ，ꆍꊇꏃꃅꌋꑇ，ꆍ 14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
们信神，也当信我。2在 

ꊇꉡꑌꑇꄡꑟ。2ꉠꀉꄉꏤꅍꀀꅉꈍ

ꑋꃅꇬꐙ，ꀋꄸꄷꇬꀋꐛꑲꆏ，ꉢꈍꄮ

ꇯꆐꉉꆍꇰꀐꌠ。ꉢꁧꌠꆹꆍꎁꃅꀀ

ꅉꑋꅉꄐꏤꁧꌠꉬ。3ꆍꀀꅉꑋꅉꉢ

ꄐꉢꏤꄉꈭꐨꆏ，ꉢꀋꎪꃅꀱꇁꄉ，ꆍ

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
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
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
3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
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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ꋩꌊꉠꄹꁧꇈ，ꉢꇿꐥꆏ，ꆍꁳꇿꐥ

ꎻ。4ꉢꇿꇬꁧꌠꆍꅉꐚ；ꈝꃀꀊꋨꏢ

ꑌꆍꅉꐚ”ꄷ（ꀊꆨ꒰ꀨꋍꈨꇬꆏ“ꉢꇿꇬꉜꄉ

ꁧꌠ，ꈝꃀꀊꋨꏢꆍꅉꐚ”ꃅꅑ）。5ꄏꂷꇬ

ꏭ：“ꌋꀋ！ꆏꇿꇬꁧꌠꇯꉪꋋꅉꀋ

ꐚꇬ，ꈝꃀꑞꏢꉬꌠꈍꃅꉪꐚꂯ？”
ꄷ。6ꑳꌠꄹꇬꆏ：“ꉡꆹꈝꃀ、ꇗ

ꊈ、ꀑꇬꉬ；ꉠꇇꄧꀋꈴꑲꆏ，ꊿꉠ

ꀉꄉꄷꆹꄎꌠꀋꐥ。7ꀋꄸꄷ，ꆍꊇꉢ

ꌥꑲꆏ，ꆍꊇꉠꀉꄉꑌꌧꌠꉬ。ꀃꑍ

ꇈꉈꆏ，ꆍꊇꋌꌥꀐ，ꄷꀋꁧꋋꂿ

ꀐ”ꄷ。 

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4我
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
路，你们也知道（有古卷作“我往哪

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5多马对
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
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
6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
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
到父那里去。7你们若认识我，
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
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
他。” 

8ꃏꆀꆏꇬꏭ：“ꀉꄉꆏꄻꉪꀦꇬ

ꆹ，ꉪꊇꉌꂵꃴꌦꀐꌠ”ꄷ。9ꑳꌠ

ꆏ：“ꃏꆀ！ꉢꆍꈽꑠꉗꏢꐥꀐꇬ，ꆏ

ꉢꀋꌧꑴꌦꅀ？ꊿꉡꂿꋺꌠꆏ，ꀉꄉ

ꋌꂿꋺꀐꌠꉬ，ꆏꑞꃅ：‘ꀉꄉꄻꉪ

ꀦ’ꃅꉉꌠꉬ？10ꉢꀉꄉꈐꏭꑌ，ꀉꄉ

ꉠꈐꏭꑌ，ꑠꆏꇬꀋꑇꅀ？ꅇꂷꉢꆍꏭ

ꉉꈧꌠꆹ，ꉢꉠꊨꏦꉪꐨꇬꈴꄉꉉꌠ

ꀋꉬꃅ，ꉠꈐꏭꑌꌠꀉꄉꋍꌤꑘꃅꐺ

ꌠꉬ。11ꆍꊇꆹꉢꀉꄉꈐꏭꑌ，ꀉꄉ

ꉠꈐꏭꑌꌠꑇꄡꑟ，ꀋꑇꄷꑌ，ꌤꉢꈀ

ꃅꈧꌠꐛꅹꃅꉢꑅꄡꑟ。12ꉢꇯꍝꃅ

ꉉꆍꇰ，ꊿꉢꑅꌠꆹꌤꉢꈀꃅꈧꌠꑌ

ꋀꇫꃅꇁ，ꄷꀋꁧ，ꌤꀊꅰꃅꀉꒉꌠꃅ

ꇁ，ꑞꃅꆏ，ꉢꀉꄉꄷꉜꄉꁧ。13ꆍꊇ

ꉠꂓꄜꄉꑞꇖꄿꂿ，ꉢꀋꎪꃅꑞꄻꐛ

ꒆꃅꆍꊇꁵꌠꉬ，ꑠꃅꄉ，ꀉꄉꁳꌺꐛ

ꅹꃅꀑꒉꑊꒉꊌꎻ。14ꀋꄸꄷ，ꆍꊇ

ꉠꂓꄜꄉꑞꇖꆏ，ꉢꀋꎪꃅꑞꄻꐛꒆ

8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
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9耶
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
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
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
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
看’呢？10我在父里面，父在我
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
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
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
的事。11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
面，父在我里面；即或不信，
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12我实
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
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
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
那里去。13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
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
得荣耀。14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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ꃅꆍꊇꁵꌠꉬ”ꄷ。 么，我必成就。” 
 

ꌃꎔꒌꃤꈌꁧꐨ 圣灵的应许 
15“ꀋꄸꄷ，ꆍꊇꉡꉂꑲꆏ，ꀋ

ꎪꃅꉠꁵꅇꇬꍬꌠꉬ。16ꉢꀉꄉꏭꇖ

ꂟꑲꆏ，ꀉꄉꆹꇇꀤꌠ（ꅀ“ꉌꌒꄀꌠ”ꃅ

ꑌꍑ）ꀉꁁꂷꄻꆍꇖꌠꉬ，ꋌꁳꐩꋊꐩ

ꍂꃅꆍꈽꐥꎻ，17ꋋꆹꇗꅉꃶꐚꌠꌃꎔ

ꒌꉬ，ꋧꃅꃰꊿꇫꊪꀋꄐꌠ；ꑞꃅꆏ，

ꋀꊇꋌꀋꂿ，ꌧꑌꋌꀋꌧ；ꄚ，ꆍꊇꆹ

ꋌꌥ，ꑞꃅꆏ，ꋌꅉꀕꃅꆍꈽꐥ，ꆍꈐ

ꏭꑌꀕ。18ꆍꊇꆹꉢꇤꌺꍸꃅꇬꀋ

ꎭ，ꉢꀋꎪꃅꆍꄷꇁ。19ꀊꉗꀋꐛꃅ，

ꋧꃅꃰꊿꆹꉡꂿꀋꄐꀐ，ꄚ，ꆍꊇꆹꉡ

ꂿ；ꑞꃅꆏ，ꉢꇫꐥꑲꆏ，ꆍꑌꇫꐥ。

20ꀊꋨꄹꉇꑞꄮꇬꆏ，ꉢꀉꄉꈐꏭꑌ，

ꆍꉠꈐꏭꑌ，ꉡꑌꆍꈐꏭꑌꌠꆍꅉꐚ

ꇁꌠꉬ。21ꊿꉠꁵꅇꊪꇈꇬꍪꌠꑠꆹ

ꉡꉂꌠꉬ；ꊿꉡꉂꌠꆏ，ꉠꀉꄉꉂꐪ

ꋌꊌꇁ，ꉡꑌꋋꉂ，ꄷꀋꁧ，ꋍꂾꅐꇁ

ꌠꉬ”ꄷ。22ꒀꄊ（ꏤꇊꊿꒀꄊꂶ

ꌠꀋꉬ）ꑳꌠꏭ：“ꌋꀋ！ꆏꑞꃅꄻꉪ

ꊇꆏꀨ，ꄻꋧꃅꃰꊿꆏꀋꀨꌠꉬ？”
ꄷꅲ。23ꑳꌠꆏꑠꃅꅇꀱ：“ꀋꄸ

ꄷ，ꊾꂷꉡꉂꑲꆏ，ꋋꆹꀋꎪꃅꉠꇗꅉ

ꇬꍬ；ꉠꀉꄉꑌꀋꎪꃅꋋꉂ，ꄷꀋꁧ，

ꉪꊇꆹꋍꄷꄉꋌꈽꐥꁧ。24ꊿꉢꀋꉂ

ꌠꆏ，ꉠꇗꅉꇬꀋꍬ；ꇗꅉꆍꈀꈨꋋ

ꈨꆹꉠꃤꀋꉬꃅ，ꉢꋌꇱꁆꎼꇁꌠꀉ

ꄉꃤꉬ。 

15“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
的命令。16我要求父，父就另外
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或作“训慰

师”。下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
在，17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
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
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
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
里面。18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
我必到你们这里来。19还有不多
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
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
们也要活着。20到那日，你们就
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
面，我也在你们里面。21有了我
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
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
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
现。”22犹大（不是加略人犹
大）问耶稣说：“主啊，为什么
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
呢？”23耶稣回答说：“人若爱
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
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
去，与他同住。24不爱我的人，
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
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
之父的道。 

25ꅇꂷꋋꈨꆹꉢꆍꈽꐥꑴꌦꄮꇬ 25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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ꇯꆐꉢꉉꆍꇰꋺꀐ。26ꄚ，ꇇꀤꂶ

ꌠ，ꋋꆹꀉꄉꉠꂓꌗꐛꅹꃅꄉꁆꎼꇁ

ꌠꌃꎔꒌꉬ，ꋌꌤꈀꐥꌠꃅꋌꄻꆍꂘ

ꇁ，ꄷꀋꁧ，ꆍꁳꎺꇁꅇꂷꉢꆍꏭꈁꉉ

ꈧꌠꄀꎻ。27ꉢꋬꂻꈨꅪꌠꊏꆍꁳ

ꇈ，ꉢꉠꋬꂻꈨꅪꄖꆍꊇꇖ，ꄚ，ꉢꄻ

ꆍꈀꇖꌠꆹꋧꃅꃰꊿꄻꆍꈀꇖꌠꌋꆀ

ꐯꀋꌡ；ꆍꉌꂵꇬꐒꑌꄡꐒ，ꏷꑌꏸ

ꄡꏦ。28ꉢꉉꆍꇰꌠꆍꈨꀐ，ꉢꁧꑴ

ꇬ，ꊁꀱꆍꄷꇁꑴꌦ。ꀋꄸꄷ，ꆍꊇ

ꉡꉂꑲꆏ，ꉢꉠꀉꄉꄷꁧꐛꅹ，ꆍꊇꀋ

ꎪꃅꉌꇿꌠꉬ，ꑞꃅꆏ，ꉠꀉꄉꆹꉠꏭ

ꀋꋌꃅꇰꀋꃀ。29ꀋꃅꌤꋌꐘꃅꀋꐛ

ꌦꇯꆐ，ꉢꂴꉉꆍꇰꄉ，ꆍꁳꌤꆿꃅꐛ

ꄮꇬꆏꇬꑅꉆꎻ。30ꋌꊂꆏ，ꉢꉈꑴ

ꆍꏭꅇꀉꑌꃅꀋꉉꀐ，ꑞꃅꆏ，ꋧꃅ

ꋋꂷꇬꃰꃅꂶꌠꇁꂯꄉꀐ。ꉠꈐꏭꆹ

ꋌꐥꅍꍈꑋꀋꐥ。31ꄚ，ꋧꃅꃰꊿꁳ

ꉢꉠꀉꄉꉂ，ꄷꀋꁧ，ꉠꀉꄉꉠꏯꈍ

ꃅꉉꆏꉢꈍꃅꀕꌠꅉꐚꎻ。ꄓꇁ，ꉪ

ꊇꁧꌶꂿ”ꄷ。 

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26但保
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
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
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
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27我留下
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
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
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也不要胆怯。28你们听见我对你
们说了，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
来。你们若爱我，因我到父那
里去，就必喜乐；因为父是比
我大的。29现在事情还没有成
就，我预先告诉你们，叫你们
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
信。30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
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
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31但要叫
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
吩咐我，我就怎样行。起来，
我们走吧。” 

 

ꑳꌠꆹꑌꃀꌧꃰꁦꁧꇯꍝꌠꉬ 耶稣是真葡萄树 

15 “ꑳꌠꄹꇬ：“ꉡꆹꑌꃀꌧ

ꃰꁦꁧꇯꍝꌠꉬ，ꉠꀉꄉꆹꊩ 15 “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
栽培的人。2凡属我不结 

ꉘꊿꉬ。2ꌩꇇꉠꃤꉬꑲꆀꂶꂷꀋꅑ

ꈧꌠꆏ，ꋌꑐꇫꎭꌐ；ꂶꂷꈁꅑꈧꌠ

ꆏ，ꋌꄻꎳꄉ，ꌩꇇꁳꂶꂷꀉꑌꃅꅑ

ꇁꎻ。3ꀋꃉꆍꊇꆹꉢꉉꆍꇰꌠꇗꅉꐛ

ꅹꃅꁦꎴꅐꀐ。4ꆍꊇꅉꀕꃅꉠꈐꏭ

ꐥꌶ，ꉡꑌꅉꀕꃅꄉꆍꊇꈐꏭꐥ，ꀋ

ꄸꄷ，ꑌꃀꌧꃰꌩꇇꅉꀕꃅꑌꃀꌧꃰ

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
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
子结果子更多。3现在你们因我
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
4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
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
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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ꁦꁧꇬꅑꇬꀋꎹꑲꆏ，ꊨꏦꆹꂷꅑꀋ

ꄐꌠ；ꀋꄸꄷ，ꆍꊇꅉꀕꃅꉠꈐꏭꀋꐥ

ꑲꆏ，ꆍꑌꄡꇗꑠꃅꐙ。5ꉡꆹꑌꃀꌧ

ꃰꁦꁧꉬ，ꆍꊇꆹꑌꃀꌧꃰꇇꀕꉬ，ꅉ

ꀕꃅꉠꈐꏭꐥꌠꆏ，ꉡꑌꅉꀕꃅꋍꈐ

ꏭꑌ，ꊿꋋꂷꆹꌩꋚꇓꂷꀉꑌꃅꅑ；

ꑞꃅꆏ，ꉡꐞꀐꄷꆏ，ꆍꊇꆹꌤꑞꑌꆍ

ꋋꃅꀋꄐ。6ꊿꅉꀕꃅꉠꈐꏭꐥꇬꀋ

ꎹꌠꆹ，ꌩꇇꊿꇵꉈꏭꎭꄉꀊꃶꌠꌟ

ꃅ，ꊿꇱꉅꌊꇵꃆꄔꏦꇫꎭ。7ꀋꄸ

ꄷ，ꆍꊇꅉꀕꃅꉠꈐꏭꐥꑲꆏ，ꉠꅇ

ꂷꑌꅉꀕꃅꆍꈐꏭꑌ，ꆍꈁꊌꏾꌠꆹ，

ꇖꂟꑲꆏ，ꐛꒆꃅꄻꆍꁳ。8ꆍꊇꌩ

ꋚꇓꂷꀉꑌꃅꅑꑲꆏ，ꉠꀉꄉꋋꒉꄸ

ꃅꀑꒉꑊꒉꊌ，ꆍꊇꑌꉠꌶꌺꉬꀐ。

9ꉠꀉꄉꉡꉂꌠꌟꃅ，ꉢꆍꉂ；ꆍꊇꅉ

ꀕꃅꉠꉂꐪꇬꐥꌶ。10ꀋꄸꄷ，ꆍꊇ

ꉠꁵꅇꇬꍬꑲꆏ，ꅉꀕꃅꉠꉂꐪꇬꐥ

ꌠꉬ；ꑠꆹꀋꇊꆏꉢꉠꀉꄉꁵꅇꇬꍬ，

ꅉꀕꃅꋍꉂꐪꈐꏭꐥꌠꌡ。 

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
样。5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
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
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
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
么。6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
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
来，扔在火里烧了。7你们若常
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
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
就给你们成就。8你们多结果
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
也就是我的门徒了。9我爱你
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
常在我的爱里。10你们若遵守我
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
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
他的爱里。 

11ꌤꋋꈨꉢꉉꆍꇰꀐ，ꑠꆹꉢꉠꉌ

ꇿꑓꇿꅍꊏꆍꉌꃀꇬꊐꄉꇈ，ꆍꉌꇿ

ꑓꇿꅍꁳꇎꉆꎻꂿꄷꌠ。12ꉢꆍꊇꉂ

ꌠꌟꃅꆍꊇꐮꉂꐮꅉ；ꑠꆹꉠꁵꅇ

ꉬ。13ꉂꐪꑞꑵꑌꐋꀨꎁꃅꀑꇬꁮꌠ

ꏭꀋꋌꃅꀉꒉꌠꀋꐥ。14ꀋꄸꄷ，ꆍ

ꊇꉢꈁꉉꈧꌠꇬꍬꑲꆏ，ꆍꊇꆹꉠꐋ

ꀨꉬꀐ。15ꋌꊂꆏ，ꉢꉈꑴꆍꏭꁏꐚ

ꃅꀋꇴꀐ，ꑞꃅꆏ，ꁏꐚꆹꌌꁈꈀꃅꌠ

ꌤꋌꇫꅉꀋꐚ；ꉢꆍꏭꐋꀨꃅꇴ，ꑞ

ꃅꆏ，ꅇꂷꉠꀉꄉꄷꄉꉢꈀꈨꈧꌠꃅ

11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
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
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
足。12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
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
13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
比这个大的。14你们若遵行我所
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15以
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
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
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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ꉢꉉꆍꇰꌐꀐ。16ꉢꆍꊇꇱꌋꄉꌠꀋ

ꉬꃅ，ꆍꊇꉢꇱꌋꄉꌠꉬ，ꄷꀋꁧ，ꆍ

ꊇꉢꇱꁆꌌꂶꂷꅑꁧꄉ，ꆍꂶꂷꁳꅉ

ꀕꃅꇬꅑꎻ；ꑠꃅꄉ，ꆍꊇꉠꂓꄜꄉꀉ

ꄉꏭꑞꇖꂟꄿꂿ，ꑞꋌꄻꆍꇖ。17ꉢ

ꑠꃅꆍꏭꉉꌠꆹ，ꆍꏭꐮꉂꐮꅉꄷ

ꌠ”ꄷ。 

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
16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
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
子，叫你们的果子常存；使你
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
么，他就赐给你们。17我这样吩
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
爱。” 

 

ꋧꃅꇬꌂꐨ 世界的恨 
18“ꀋꄸꄷ，ꋧꃅꃰꊿꆍꌂꑲ

ꆏ，ꋀꊇꆍꀋꌂꌦꇯꆐꉡꌂꀐꌠꆍꅉ

ꐚꄡꑟ。19ꀋꄸꄷ，ꆍꊇꆹꋧꃅꋋꂷ

ꃤꉬꑲꆏ，ꋧꃅꋋꂷꆹꀋꎪꃅꋍꊨꏦ

ꃤꈧꌠꉂꌠꉬ，ꄚ，ꆍꊇꆹꋧꃅꋋꂷꃤ

ꀋꉬꃅ，ꋧꃅꋋꂷꇬꄉꉢꌋꄉꌠꉬ，ꑠ

ꅹ，ꋧꃅꋋꂷꆍꌂ。20ꆍꊇꆹꅇꂷꉢ

ꀋꉊꉉꆍꈀꇰꋺꌠ‘ꁏꐚꌌꁈꒊꀋꋌ

ꀋꉆ’ꃅꇫꌠꎺꄉꌶ。ꀋꄸꄷ，ꋀꊇ

ꉡꆼꍅꀐꑲꆏ，ꋀꊇꆍꑌꆼꍅꇁꌠꉬ；

ꀋꄸꄷ，ꋀꊇꉠꅇꍬꀐꑲꆏ，ꋀꊇꆍ

ꅇꑌꍬꇁꌠꉬ。21ꄚ，ꋀꊇꆹꉠꂓꐛ

ꅹꃅ，ꆍꏭꌤꈀꐥꋋꈨꃅꇁ，ꑞꃅꆏ，

ꉢꋌꇱꁆꎼꇁꂶꌠꋀꇬꀋꌧ。22ꀋꄸ

ꄷ，ꉢꋀꊇꊨꂘꀋꇁꑲꆏ，ꋀꊇꆹꑽꃤ

ꀋꐥ；ꄚ，ꀃꑍꋋꄮꆏ，ꋀꑽꃤꐾꌊꎬ

ꅉꀋꊌꀐ。23ꊿꉡꌂꌠꆏ，ꉠꀉꄉꑌ

ꌂꌠꉬ。24ꀋꄸꄷ，ꉢꋀꈬꄔꄉꌤꌞ

ꊿꇫꃅꀋꋻꈧꌠꀋꃅꑲꆏ，ꋀꊇꆹꑽ

ꃤꀋꐥ；ꄚ，ꀃꑍꋋꄮꆏ，ꉡꌋꆀꉠꀉ

ꄉꑋꐯꇯꂾꑌꋀꂿꀐ，ꌁꑌꋀꇫꌂ

ꀐ。25ꋋꈨꈀꐥꃅꁱꄹꏦꇬꄀꄉꌠꅇ

18“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
（或作“该知道”），恨你们以前已经
恨我了。19你们若属世界，世界
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
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
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20你
们要记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
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
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
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
们的话。21但他们因我的名，要
向你们行这一切的事，因为他
们不认识那差我来的。22我若没
有来教训他们，他们就没有
罪；但如今他们的罪无可推诿
了。23恨我的也恨我的父。24我
若没有在他们中间行过别人未
曾行的事，他们就没有罪；但
如今连我与我的父，他们也看
见也憎恶了。25这要应验他们律
法上所写的话，说：‘他们无故
地恨我。’26但我要从父那里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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ꂷ：‘ꋀꊇꀙꀋꐥꃅꉡꌂ’ꄷꇫꌠ

ꅇꅐꀐ。26ꄚ，ꉡꆹꀉꄉꄷꄉꇇꀤꂶ

ꌠꁆꎼꇁꂯ，ꋋꆹꀉꄉꄷꄉꇁꌠꇗꅉ

ꃶꐚꌠꌃꎔꒌꉬ，ꋌꇁꌠꆹꉠꎁꃅꅇ

ꊪꌬꇁꂿꄷꌠ。27ꆍꊇꉘꃀꇬꇯꆐꉡ

ꌋꆀꐯꈽꐥꐛꅹ，ꆍꊇꑌꉠꎁꃅꅇꊪ

ꌬ”ꄷ。 

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
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作
见证。27你们也要作见证，因为
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 

 

16 “ꌤꋋꈨꉢꉉꆍꇰꌠꆹ，ꆍꁳ

ꑇꐨꀂꏽꄉꅞꄮꀋꑟꎻꂿꄷ 
16 “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

们，使你们不至于跌 
ꌠ。2ꆍꊇꆹꉻꏑꅉꇬꄉꊿꇱꈹꉈꏭ

ꎭꌠꉬ；ꄷꀋꁧ，ꀊꋨꇅꇫꑟꇁꂯꄉ

ꀐ，ꊿꆍꌉꈧꌠꃅꋀꉂꆏꋀꏃꃅꌋꎁ

ꃅꌤꃅꌠꉬꎼꈀ。3ꋀꊇꑠꃅꀕꌠꆹ，

ꋀꊇꉠꀉꄉꌧꀋꋻ，ꉡꑌꋀꋌꌥꀋꋻ

ꒉꄸ。4ꉢꌤꋌꐘꉉꆍꇰꌠꆹ，ꆍꁳꄮ

ꈉꑞꄮꇬꆏ，ꉢꉉꆍꇰꋺꀐꌠꆍꎺꇁꎻ

ꂿꄷꌠ”ꄷ。 

倒。2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
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
以为是事奉神。3他们这样行，
是因未曾认识父，也未曾认识
我。4我将这事告诉你们，是叫
你们到了时候，可以想起我对
你们说过了。” 

 

ꌃꎔꒌꃅꑘ 圣灵的工作 
“ꉢꀋꉊꂴꏭꌤꋌꐘꉉꆍꀋꇰ，

ꑞꃅꆏ，ꉢꆍꈽꐥ。5ꀃꑍꋋꄮꆏ，ꉢ

ꀱꉈꑴꉢꋌꇱꁆꎼꇁꂶꌠꄷꉜꄉꁧꂯ

ꀐꇬ，ꆍꈬꄔꊿꉠꏯ：‘ꆏꇿꇬ

ꁧ？’ꄷꅱꂷꀋꐥ。6ꌤꋋꈨꉢꉉꆍ

ꇰꀐꐛꅹꃅ，ꆍꉌꃀꄸꈐꐒꊀꌦꄉ

ꏽ。7ꄚ，ꉢꅇꐚꉉꆍꇰ；ꉢꁧꇬꆹꆍ

ꈲꏣꐥꌠ，ꀋꄸꄷ，ꉢꀉꄉꄷꀋꁧꑲ

ꆏ，ꇇꀤꂶꌠꆹꆍꄷꀋꇁ，ꀋꄸꄷ，ꉢ

ꁧꑲꆏ，ꋋꆹꀉꄉꇱꁆꎼꇁꌠꉬ。8ꋌ

ꇀꄮꇬꆏ，ꑽꃤ、ꑖꉬ、ꀞꇽꀂꏽꇬ

ꄉꋧꃅꃰꊿꉪꐨꆹꑽꌠꋌꇱꊩꀽꎼ

“我起先没有将这事告诉你
们，因为我与你们同在。5现今
我往差我来的父那里去；你们
中间并没有人问我：‘你往哪里
去？’6只因我将这事告诉你们，
你们就满心忧愁。7然而，我将
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
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
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
差他来。8他来的时候，就要向
世人证明，他们对罪、对义、
对审判的认识是错的；9对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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ꇁ；9ꑽꃤꀂꏽꇬꆹ，ꋀꊇꉢꀋꑇ；10ꑖ

ꉬꀂꏽꇬꆹ，ꉢꀉꄉꄷꉜꄉꁧ，ꆍꊇꉈ

ꑴꉢꀋꂿꀐ；11ꀞꇽꀂꏽꇬꆹ，ꋧꃅꋋ

ꂷꃰꃅꆹꀞꇽꌠꊝꀐ。12ꉢꌤꆿꀉꁁ

ꈍꑋꈨꉉꆍꇰꅍꐥꑴꌦ，ꄚ，ꆍꊇꀋ

ꃅꇫꊪꀋꄐ（ꅀ“ꐝꉅꀋꄐ”ꃄꑌꍑ）。13ꇗ

ꅉꃶꐚꌠꌃꎔꒌꇁꈭꐨꆏ，ꆍꊇꋌꏃ

ꌊꇗꅉꃶꐚꌠꈀꐥꌠꐝꉅ（ꑝꇂꉙꇬꆏ

“ꃹ”ꃅꅑ）ꎻꌠꉬ；ꑞꃅꆏ，ꋋꆹꋍꊨꏦ

ꉪꄐꃅꅇꉉꌠꀋꉬꃅ，ꌤꆿꋌꈀꈨꈧ

ꌠꀉꄂꉉꌠꉬ，ꄷꀋꁧ，ꌤꊁꇁꋍꑍꇫ

ꅐꇁꌠꉉꆍꊇꇰ。14ꋌꉠꏯꀑꒉꑊꒉ

ꄀꇁ，ꑞꃅꆏ，ꋋꆹꉠꄹꄉꋌꈀꊪꊊꌠ

ꋌꉉꆍꇰꇁ。15ꀉꄉꈁꁨꈀꐥꌠꃅꉠ

ꃤꉬ；ꑠꅹ，ꉢꋌꄷ：ꋋꆹꉠꄹꄉꋌꈀ

ꊪꊊꌠꋌꉉꆍꇰꇁꌠꉬ”ꄷ。 

认识错误，是因他们不信我；
10对义的认识错误，是因我往父
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11对
审判的认识错误，是因这世界
的王受了审判。12我还有好些事
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
不了（或作“不能领会”）。13只等真
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
明白（原文作“进入”）一切的真理；
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
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
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14他要荣
耀我；因为他要将受于我的告
诉你们。15凡父所有的，都是我
的；所以我说，他要将受于我
的告诉你们。” 

 

ꉌꐒꅍꇁꉌꇿꅍꐛ 悲伤将变喜乐 
16“ꀊꉗꏢꀋꐛꃅ，ꆍꊇꉡꂿꀋ

ꄐꀐ；ꉈꑴꀊꉗꏢꀋꐛꃅ，ꆍꊇꉡꂿꇁ

ꑴꌦ”ꄷ。17ꌶꌺꈍꑋꑼꆏꐮꏯ：

“ꋌꉪꏭ：‘ꀊꉗꏢꀋꐛꃅ，ꆍꊇꉡ

ꂿꀋꄐꀐ；ꉈꑴꀊꉗꏢꀋꐛꃅ，ꆍꊇꉡ

ꂿꇁꑴꌦ’ꄷ。ꉈꑴ：‘ꑞꃅꆏ，ꉢ

ꉠꀉꄉꄷꁧ’ꃅꑌꉉ。ꋍꑠꑞꄜꌠ

ꉬꂯ？”ꃅꅲ。18ꌶꌺꈧꌠꐮꏯ：

“ꋌꄹꇬ‘ꀊꉗꏢꀋꐛ’ꃅꑠꇯꍝ

ꃅꑞꄜꌠꉬ？ꅇꂷꋌꈁꉉꌠꉪꇫꐞꀋ

ꉅ”ꃅꉉ。19ꑳꌠꆹꋀꊇꋍꏭꅲꏾꌠ

ꋌꅉꐚꄉ，ꋀꏭ：“ꆍꊇꀋꃉꌌꉠꅇ

ꂷ‘ꀊꉗꏢꀋꐛꃅ，ꆍꊇꉡꂿꀋꄐ

ꀐ；ꉈꑴꀊꉗꏢꀋꐛꃅ，ꆍꊇꉡꂿꇁꑴ

16“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
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
我。”17有几个门徒就彼此说：
“他对我们说：‘等不多时，你们
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
们还要见我；’又说：‘因我往父
那里去。’这是什么意思呢？”
18门徒彼此说：“他说‘等不多
时，’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
不明白他所说的话。”19耶稣看
出他们要问他，就说：“我说，
‘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
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
你们为这话彼此相问吗？20我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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ꌦ’ꃅꋋꇬꌌꐮꅲꌠꉫꀕ？20ꉢꇯꍝ

ꃅꉉꆍꇰ，ꆍꊇꆹꐒꉩ、ꄸꅣꄉꏅ

ꇁ，ꄚ，ꋧꃅꃰꊿꆹꀱꌊꉌꇿꑓꇿꌠ

ꉬ；ꆍꊇꆹꉌꐒꇁꎭꇁ，ꄚ，ꆍꉌꐒꇁ

ꎭꅍꆹꀱꌊꉌꇿꑓꇿꅍꐛꇁꌠꉬ。

21ꌋꅪꀉꑳꒆꂯꄮꆏ，ꋌꉌꐒꇁ，ꑞꃅ

ꆏ，ꋍꒅꄮꑟꂯꄉꀐ，ꄚ，ꀉꑳꒆꎼꇁ

ꈭꐨꆏ，ꀉꑳꂷꇁꋧꃅꅞꀐꐛꅹ，ꋌ

ꉌꇿꑓꇿꄉ，ꆄꈻꌠꋌꇬꀋꎺꀐ。

22ꀋꃅꆍꊇꑌꉌꐒꇁꎭ，ꄚ，ꉡꆹꀱꉈ

ꑴꆍꂿꇁꌠꉬ，ꀊꋨꄮꇬꆏ，ꆍꉌꂵꇿ

ꇁꌠꉬ；ꊿꆍꉌꇿꑓꇿꅍꋌꇑꌊꁧꄎ

ꌠꀋꐥ。23ꀊꋨꄹꉇꆏ，ꆍꊇꉠꏯꑞ

ꑌꀋꅲꀐ。ꉢꇯꍝꀕꃅꉉꆍꇰ，ꆍꊇ

ꀉꄉꏭꑞꇖꄿꂿ，ꋌꀋꎪꃅꉠꂓꐛꅹ

ꃅꑞꄻꆍꁳꌠꉬ。24ꆍꊇꐥꅷꇁꉠꂓ

ꉠꌗꄜꄉꑞꑌꇖꂟꀋꋻ，ꀋꃉꆍꊇꇫ

ꇖꇬꂟꑲꆏ，ꀋꎪꃅꊌꄉ，ꆍꉌꇿꅍ

ꁳꇎꉆꎻ”ꄷ。 

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
痛哭、哀号，世人倒要喜乐；
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
愁要变为喜乐。21妇人生产的时
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
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记念
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
个人。22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
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
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
去。23到那日，你们什么也就不
问我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
因我的名赐给你们。24向来你们
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
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
可以满足。” 

 

ꉢꋧꃅꄩꊋꀐ 我战胜了世界 
25“ꌤꋋꈨꆹ，ꉢꅺꌡꅇꌌꆍꏭ

ꉉꌠꉬ。ꄚ，ꄮꈉꑟꇁꂯꀐ，ꉢꉈꑴ

ꆍꏭꅺꌡꅇꀋꌬꃅ，ꐝꉅꐯꐝꉅꃅꀉ

ꄉꃆꂮꉉꆍꇰ。26ꀊꋨꄹꉇꑞꄮꇬ

ꆏ，ꆍꊇꉠꂓꄜꄉꇖꂟꌶ；ꉡꆹꉢꆍꎁ

ꃅꀉꄉꏭꇖꂟꄷꌠꀋꄜ。27ꀉꄉꊨꏦ

ꆍꉂ，ꑞꃅꆏ，ꆍꊇꆹꉡꉂꀐ，ꉢꀉꄉ

ꄷꄉꇁꌠꑌꆍꇬꑅ。28ꉡꆹꇯꍝꃅꀉ

ꄉꄷꄉꇁꌊꋧꃅꇬꑟ，ꀋꃉꉢꋧꃅꇬ

ꄉꐞꌊꀱꀉꄉꄷꉜꄉꁧ”ꄷ。29ꌶ

ꌺꈧꌠꑠꃅꉉ：“ꀃꑍꋋꄮꆏ，ꆏꅺꌡ

25“这些事，我是用比喻对你
们说的；时候将到，我不再用
比喻对你们说，乃要将父明明
地告诉你们。26到那日，你们要
奉我的名祈求；我并不对你们
说，我要为你们求父。27父自己
爱你们，因为你们已经爱我，
又信我是从父出来的。28我从父
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
界，往父那里去。”29门徒说：
“如今你是明说，并不用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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ꅇꀋꌬꃅꐝꉅꃅꉉꀐ。30ꀋꃉ，ꆎꆹ

ꑞꑌꆏꌧꌠꉪꊇꅉꐚꀐ，ꊿꅽꏯꅱꄻ

ꑌꀋꅐ；ꑠꅹ，ꆎꆹꏃꃅꌋꄷꄉꇀꂷꉬ

ꌠꉪꇬꑅ”ꄷ。31ꑳꌠꋀꏭ：“ꆍ

ꀋꃉꑇꀐꅀ？32ꇬꉚ！ꄮꈉꀊꋨꄮꑟꇁ

ꂯꀐ，ꄷꀋꁧꇫꑟꀐ，ꆍꊇꆹꁭꁘꌊꂱ

ꑱꃅꄷꁧꌐ，ꉢꂶꌠꀉꄂꇫꋒꇈ；ꇯ

ꍝꃅꇬ，ꉡꆹꉠꊨꏦꀉꄂꀋꉬ，ꑞꃅ

ꆏ，ꀉꄉꉢꈽꐥ。33ꉢꌤꋋꈨꉉꆍꇰ

ꌠꆹ，ꆍꁳꉠꈐꏭꄉꋬꂻꈨꅪꊌꎻꂿ

ꄷꌠ。ꆍꊇꋧꃅꇬꄉꎭꃤꅧꃤꐥ，

ꄚ，ꆍꊇꐒꄻꀋꅐ，ꉡꆹꋧꃅꄩꊋ

ꀐ”ꄷꉉ。 

了。30现在我们晓得你凡事都知
道，也不用人问你；因此我们
信你是从神出来的。”31耶稣
说：“现在你们信吗？32看哪！
时候将到，且是已经到了，你
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
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我
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
同在。33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
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
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ꑳꌠꈼꂟꅇ 耶稣的祷告 

17 ꑳꌠꅇꂷꋋꊱꉉꌐꈭꐨꆏ，ꀑ

ꐕꂿꃅꇬꉜꄉ：“ꀉꄉ！ꄮ 
17 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

望天，说：“父啊，时候 
ꈉꑟꀐ，ꀑꒉꑊꒉꄻꅽꌺꄀꄉ，ꅽꌺ

ꁳꑌꀑꒉꑊꒉꌌꆏꄀꎻ；2ꊿꈀꐥꌠꄩ

ꏲꂠꌠꌅꈌꆏꄻꋋꇖꋺꌠꌟꃅ，ꋌꁳ

ꐩꋊꐩꍂꀑꇬꄻꃰꊿꆏꄖꋌꈀꇖꈧꌠ

ꁵꎻ。3ꊿꆏꀉꄂꀕꌠ、ꃶꐚꌠꏃꃅ

ꌋꋋꂷꌧꌠꌋꆀꆏꈁꁆꎼꇁꌠꑳꌠꏢ

ꄖꌧꌠꆏ，ꋀꌧꐨꑠꆹꐩꋊꐩꍂꀑꇬ

ꉬ。4ꉢꃄꅉꇬꄉꀑꒉꑊꒉꄻꆏꄀꀐ，

ꌤꆏꈀꏮꉢꁳꄉꌠꉢꃅꐛꀐ。5ꀉꄉ

ꀋ！ꀋꃉꉢꁳꆏꈽꄉꀑꒉꑊꒉꊌꎻ，ꀑ

ꒉꑊꒉꋌꑵꆹ，ꋧꃅꀋꐥꌦꂾꇯꆐ，ꉣ

ꑊꐥꀐꌠꉬ”ꄷ。 

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
儿子也荣耀你；2正如你曾赐给
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
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
人。3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
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
就是永生。4我在地上已经荣耀
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
全了。5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
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
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 

6ꊿꋧꃅꄉꆏꄻꉡꇖꈧꌠꆹ，ꅽꂓ

ꄇꇖꀕꃅꉢꄻꋀꊇꀨꀐ。ꋀꊇꀕꅉ

ꃅꇬꆹꅽꃤꉬ，ꄚ，ꋀꊇꆏꄖꉡꇖꀐ，

6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
已将你的名显明与他们。他们
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



ꒀꉴꌒꅇ  17 347 约翰福音  17 

 

 

ꋀꊇꑌꅽꇗꅉꇬꍬꀐ。7ꀋꃉꋀꊇꆹ

ꆏꄻꉡꈁꁵꌠꃅꅽꄹꄉꇁꌐꌠꉬꌠꋀ

ꅉꐚꀐ；8ꑞꃅꆏ，ꇗꅉꆏꄻꉡꈁꁵꌠ，

ꉢꄻꋀꁳꀐ；ꋀꊇꑌꅽꇗꅉꊪꀐ；ꉡ

ꆹꅽꄹꄉꇁꌠꉬꌠꋀꊇꇯꍝꃅꇫꅉ

ꐚ，ꄷꀋꁧ，ꉡꆹꆏꁆꎼꇁꌠꉬꌠꋀꇬ

ꑅꀐ。9ꉡꆹꋧꃅꃰꊿꎁꃅꈼꀋꂟꃅ，

ꋀꎁꃅꈼꂟ，ꉡꆹꊿꆏꄻꉡꇖꀊꋨꈨ

ꎁꃅꈼꂟ，ꑞꃅꆏ，ꋀꊇꀕꅉꇬꆹꅽꃤ

ꉬ。10ꉠꃤꈀꐥꃅꅽꃤꉬ；ꅽꃤꈀꐥ

ꃅꉠꃤꑌꉬ，ꄷꀋꁧ，ꉡꆹꋀꐛꅹꃅꀑ

ꒉꑊꒉꊌꀐ。11ꀃꑍꇈꉈꆏ，ꉡꆹꋧꃅ

ꇬꀋꐥꃅꅽꄹꉜꄉꁧ，ꄚ，ꋀꊇꆹꄡꇗ

ꋧꃅꐥꇈꑴꌦ。ꌃꎔꀉꄉꀋ！ꆏꄻꉢ

ꈀꇖꌠꂓꐛꅹꃅ，ꆏꑴꌠꋀꊇꀧꌋ

ꃅ，ꋀꁳꉪꊇꌟꃅꋍꂷꐛꎻ。12ꉢꋀ

ꈽꐤꄮꇬ，ꆏꄻꉡꇖꌠꂓꐛꅹꃅ，ꉢꋀ

ꀧꌋꃅ；ꉢꉈꑴꋀꐏꁇꀐ，ꌦꈔꌺꂶ

ꌠꀉꄂꑲꆏ，ꀉꁁꊿꋍꂷꑋꉢꄝꀋꈔ

ꀋꑍ，ꑠꆹ꒰ꀨꄯꒉꇬꅇꂷꈧꌠꁳꅇꅐ

ꎻꂿꄷꌠ。13ꀋꃉ，ꉢꅽꄹꉜꄉꁧ，

ꉢꋧꃅꇬꐤꄮꇬ，ꅇꂷꋋꈨꉉꌠꆹ，ꋀ

ꁳꉌꂵꇬꉠꉌꇿꅍꑠꐛꃅꑌꎻꂿꄷ

ꌠ。14ꅽꇗꅉꆹꉢꄖꋀꇖꀐ，ꄚ，ꋀ

ꊇꆹꉡꌋꆀꐯꌟꃅꋧꃅꃤꀋꉬꐛꅹ

ꄉ，ꋧꃅꋀꌂꋀꑷ。15ꉡꆹꅽꏯꋀꏁ

ꌌꋧꃅꇬꐞꁧꄷꇖꂟꌠꀋꉬꃅ，ꅽꏯ

ꋀꊇꀧꌋꃅꄉ，ꋀꁳꄷꅠꂶꌠꐞꄷꇖ

ꂟꌠ（ꅀ“ꑽꃤꄸꃤꇬꐞ”ꃄꑌꍑ）。16ꋀꊇꆹ

ꋧꃅꃤꀋꉬ，ꑠꆹꉢꋧꃅꃤꀋꉬꌠꌋꆀ

ꐯꌟ。17ꆏꑴꌠꅽꇗꅉꃶꐚꌠꌌꋀꁳ

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7如今他
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
是从你那里来的；8因为你所赐
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
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
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
了我来。9我为他们祈求，不为
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
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10凡
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
我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
耀。11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
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
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
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
为一，像我们一样。12我与他们
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
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
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
有一个灭亡的，好叫经上的话
得应验。13现在我往你那里去，
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
心里充满我的喜乐。14我已将你
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
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
我不属世界一样。15我不求你叫
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
们脱离那恶者（或作“脱离罪恶”）。
16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
界一样。17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
圣；你的道就是真理。18你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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ꌃꇁꎔꐛꎻ；ꅽꇗꅉꆹꇗꅉꃶꐚꌠ

ꉬ。18ꉢꈍꃅꆏꇱꁆꋧꃅꇬꎼꇁꆏ，

ꉡꑌꈍꃅꋀꊇꉢꇱꁆꋧꃅꇬꎭ。19ꋀ

ꊇꒉꄸꃅ，ꉠꊨꏦꉢꊨꄅꌊꌃꎔꃅ

ꄉ，ꋀꁳꑌꇗꅉꃶꐚꌠꐛꅹꃅꌃꇁꎔ

ꐛꎻ。 

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
到世上。19我为他们的缘故，自
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
成圣。 

20ꉢꊿꋋꈨꎁꃅꀉꄂꈼꂟꌠꀋꉬ

ꃅ，ꊿꋀꅇꂷꐛꅹꃅ，ꉢꑅꈧꌠꎁꃅ

ꑌꈼꂟꄉ，21ꋀꁳꏓꇁꋍꂷꐛꎻ；ꆏꀉ

ꄉꂶꌠꉠꈐꏭꑌ，ꉢꅽꈐꏭꑌꌠꌟ

ꃅ，ꋀꁳꑌꉪꈐꏭꑌꎻꄉ，ꋧꃅꃰꊿ

ꁳꉢꆏꇱꁆꎼꇁꌠꑇꉆꎻ。22ꀑꒉꑊ

ꒉꆏꄖꉢꈀꇖꈧꌠꉢꄖꋀꇖꀐ，ꉪꊇ

ꏓꇁꋍꂷꐛꌠꌟꃅ，ꋀꁳꏓꇁꋍꂷꐛ

ꎻ。23ꉢꋀꈐꏭꑌ，ꆏꉠꈐꏭꑌ，ꋀꁳ

ꐛꃅꐛꒆꀕꃅꏓꇁꋍꂷꐛꎻ，ꑠꃅꄉ，

ꋧꃅꃰꊿꁳꉡꆹꆏꇱꁆꎼꇁꌠꅉꐚ

ꎻ，ꉈꑴꋀꁳꆏꉡꉂꌠꌟꃅꋀꉂꌠꑌ

ꅉꐚꎻ。24ꀉꄉꀋ！ꉢꇿꇬꐤꆏ，ꊿꆏ

ꄻꉡꇖꋋꈨꑌꉢꈽꇿꇬꐥꄉ，ꋀꁳꀑ

ꒉꑊꒉꆏꄻꉡꇖꈧꌠꊌꂿꎻ；ꑞꃅꆏ，

ꆎꆹꁍꄻꏃꄻꂾꇯꆐꉡꉂꀐ。25ꑖꉬ

ꌠꀉꄉꀋ！ꋧꃅꃰꊿꆹꆏꌥꀋꋻ，ꄚ，

ꉡꆹꆏꌥ；ꊿꋋꈨꑌꉡꆹꆏꇱꁆꎼꇁꌠ

ꉬꌠꋀꅉꐚ。26ꅽꂓꆹꉢꄐꌐꋀꀦ

ꀐ，ꉈꑴꄐꌐꋀꀦꄉ，ꆏꉡꉂꌠꉂꐪ

ꁳꋀꈐꏭꑌꎻ，ꉡꑌꋀꈐꏭꑌ”
ꄷ。 

20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
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
求，21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
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
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
可以信你差了我来。22你所赐给
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
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
一。23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
面，使他们完完全全地合而为
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
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
样。24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
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叫
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
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
我了。25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
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
也知道你差了我来。26我已经将
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
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
面，我也在他们里面。” 

 

ꑳꌠꊿꒃꌊꁧ 耶稣被捉拿 

18 ꑳꌠꈼꂟꌐꈭꐨꆏ，ꌶꌺꈧꌠ

ꌋꆀꐮꐊꅐꁧꇈ，ꏹꇍꒈꌺ 
18 耶稣说了这话，就同门

徒出去，过了汲沦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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ꐂꁧꀐ。ꀊꄶꇬꆏ，ꉻꈫꂷꇬꐙ，ꋋ

ꌋꆀꋍꌶꌺꈧꌠꐯꇯꉻꈫꈐꏭꃹꆹ。

2ꑳꌠꋌꃷꊿꁳꌠꒀꄊꑌꀊꋩꈚꋌꅉ

ꐚ，ꑞꃅꆏ，ꑳꌠꌋꆀꋍꌶꌺꈍꑋꃢ

ꃅꀊꋩꈚꄉꐯꏑ。3ꑠꅹ，ꒀꄊꂶꌠ

ꂽꁥꌋꆀꆦꑝꌟꒉ、ꃔꆀꌏꊿꁆꎼ

ꇁꌠꈿꌬꂽꑠꈨꋌꏃꌊꂷꇭ、ꄔ

ꊏ、ꇇꌭꑠꌌꄉꉻꈫꇬꑟꇁ。4ꑳꌠ

ꆹꌤꋍꀂꏽꈁꌵꇁꂯꀐꈧꌠꈀꐥꃅꋌ

ꅉꐚꄉ，ꋌꁖꉈꏭꄉꋀꏭ：“ꆍꊇꈀ

ꄸꎹ？”ꄷꅲ。5ꋀꊇꆏ：“ꇂꌒꇍ

ꊿꑳꌠꎹ”ꄷ。ꑳꌠꆏ：“ꉢꉬ

ꑴ”ꄷ。ꑳꌠꃷꌠꒀꄊꂶꌠꑌꋀꐊ

ꀊꄶꉆ。6ꑳꌠ：“ꉢꉬꑴ”ꄷꄮꇬ

ꆏ，ꋀꊇꐯꇯꉈꑴꈍꑋꁘꎞꇈ，ꐚꃄ

ꅉꇬꅞ。7ꑳꌠꉈꑴꋍꃢꃅꋀꏭ：

“ꆍꊇꈀꄸꎹ？”ꄷꅱꌦ。ꋀꊇ

ꆏ：“ꇂꌒꇍꊿꑳꌠꎹ”ꄷ。8ꑳꌠ

ꆏꋀꏭ：“ꉢꉬꑴꄷꉢꉉꆍꇰꀐ；ꆍ

ꊇꉢꎷꇁꌠꉬꑲꆏ，ꊿꋋꈨꁳꁧꎻ”
ꄷ。9ꅇꂷꋋꇬꆹꑳꌠꀋꉊꉉꋺꌠ：

“ꊿꆏꄻꉡꇖꈧꌠꋍꂷꑋꉢꄝꀋꁮ

ꀋꑍ”ꄷꇫꌠꅇꅐꀐ。10ꑭꂱ•ꀺꄮ

ꂶꌠꂗꍵꑱꃀꀸꋌꈻꌊ，ꆦꑝꌌꁈꁏ

ꐚꂷꅳꀧꇀꑳꁆꌠꋌꑉꇫꎭ；ꁏꐚꀊ

ꋨꂷꆏꂷꇍꇴꂓ。11ꑳꌠꆏꀺꄮꏭ：

“ꂗꍵꑱꃀꄻꉈꑴꊐꄉ！ꀞꍗꉠꀉꄉ

ꄻꉢꄎꀊꋨꍔꉢꀋꅝꉆꑴꅀ？”

ꄷ。 

在那里有一个园子，他和门徒
进去了。2卖耶稣的犹大也知道
那地方，因为耶稣和门徒屡次
上那里去聚集。3犹大领了一队
兵，和祭司长并法利赛人的差
役，拿着灯笼、火把、兵器，
就来到园里。4耶稣知道将要临
到自己的一切事，就出来对他
们说：“你们找谁？”5他们回答
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
说：“我就是。”卖他的犹大也同
他们站在那里。6耶稣一说：“我
就是”，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
7他又问他们说：“你们找谁？”
他们说：“找拿撒勒人耶稣。”
8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我
就是；你们若找我，就让这些
人去吧。”9这要应验耶稣从前的
话，说：“你所赐给我的人，我
没有失落一个。”10西门•彼得带
着一把刀剑，就拔出来，将大
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他
的右耳；那仆人名叫马勒古。
11耶稣就对彼得说：“收刀入鞘
吧！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
可不喝呢？” 

 

ꑳꌠꊿꈻꌊꑸꇁꂾꑟ 耶稣被带到亚那面前 
12ꂽꁥꌠ、ꂽꄙꏃꌋꀕꆀꒀꄠꊿ 12那队兵和千夫长并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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ꈿꌬꂽꈧꌠꑳꌠꋀꒃꌊꐒꄉꀐ。13ꂴ

ꆏꋀꈻꌊꑸꇁꂾꑟ，ꑞꃅꆏ，ꑸꇁꆹꀊ

ꋨꄹꈎꆦꑝꌌꁈꄻꌠꇠꑸꃔꀀꁈ

ꉬ。14ꇠꑸꃔꆹꀋꉊꒀꄠꊿꏭ：“ꊿ

ꋍꂷꁳꉹꁌꎁꃅꀑꇬꁮꎻꇬꆹꈲꏣꐥ

ꌠꉬ”ꃅꉉꋺꂶꌠꉬ。 

的差役就拿住耶稣，把他捆绑
了；13先带到亚那面前；因为亚
那是本年作大祭司该亚法的岳
父。14这该亚法就是从前向犹太
人发议论说“一个人替百姓死是
有益的”那位。 

 

ꀺꄮꀂꑳꌠꀋꌧꄷ 彼得不认耶稣 
15ꑭꂱ•ꀺꄮꌋꆀꌶꌺꀉꁁꂷꑳꌠ

ꊂꈹꐺ。ꌶꌺꀊꋨꂷꆹꆦꑝꌌꁈꌋꆀ

ꐮꋒꌥꄉ，ꋌꑳꌠꊂꈹꆦꑝꌌꁈꂶꌠ

ꐷꈭꇬꃹꆹ。16ꄚ，ꀺꄮꆹꄇꂿꉈꏭ

ꉆ，ꌶꌺꆦꑝꌌꁈꋌꌥꂶꌠꅐꌊꀃꈈ

ꐏꌠꁏꃀꂶꌠꏭꋍꇬꉉꇈ，ꀺꄮꋌꏃ

ꈐꏭꆹ。17ꁏꃀꀃꈈꐏꂶꌠꀺꄮꏭ：

“ꆎꑌꊿꋋꂷꌶꌺꀋꉬꅀ？”ꄷ。

ꀺꄮꆏ：“ꉢꀋꉬ”ꄷ。18ꈜꈼꇨꄉ

ꁏꐚꈧꌠꌋꆀꈿꌬꂽꈧꌠꌋꌌꃆꄔꇤ

ꋀꏦꄉ，ꃆꄔꇬꀊꄶꉆ；ꀺꄮꑌꋀꈽ

ꄉꃆꄔꇬꀊꄶꉆ。 

15西门•彼得跟着耶稣，还有
一个门徒跟着。那门徒是大祭
司所认识的，他就同耶稣进了
大祭司的院子。16彼得却站在门
外。大祭司所认识的那个门徒
出来，和看门的使女说了一
声，就领彼得进去。17那看门的
使女对彼得说：“你不也是这人
的门徒吗？”他说：“我不是。”
18仆人和差役因为天冷，就生了
炭火，站在那里烤火；彼得也
同他们站着烤火。 

 

ꆦꑝꌌꁈꑳꌠꇔꅲ 大祭司盘问耶稣 
19ꋍꈭꐨꆏ，ꆦꑝꌌꁈꑳꌠꏭꌤꋍ

ꌶꌺꌋꆀꋍꉙꅇꂘꅇꃆꂮꑠꇔꅲ。

20ꑳꌠꆦꑝꌌꁈꏭ：“ꉢꐥꅷꇁꇬꇯ

ꆐꄇꇖꀕꃅꋧꃅꃰꊿꏭꅇꉉ。ꉢꅉ

ꀕꃅꉻꏑꅉꌋꆀꌃꎔꑷꂿꇬꄉꊿꂘ

（ꀊꄶꇬꆹꒀꄠꊿꐯꏑꅉꉬ）；ꉡꆹꈢ

ꆈꄉꑞꑌꉉꀋꋻ。21ꆏꑞꃅꉡꅲꌠ

ꉬ？ꉢꋀꏭꑞꉉꌠ，ꆏꊿꈨꋺꀊꋨꈨ

ꏭꅲꉆ；ꉢꈁꉉꌠꉬꇮꃅꋀꅉꐚꌐ”

ꄷ。22ꑳꌠꑠꃅꉉꇬꆏ，ꋍꏢꁮꉆꌠ

19大祭司就以耶稣的门徒和
他的教训盘问他。20耶稣回答
说：“我从来是明明地对世人说
话。我常在会堂和殿里，就是
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教训人；我
在暗地里并没有说什么。21你为
什么问我呢？可以问那听见的
人，我对他们说的是什么；我
所说的，他们都知道。”22耶稣
说了这话，旁边站着的一个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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ꈿꌬꂽꑠꂷꇇꁮꌊꑳꌠꋌꏶꁧꇉꄀ

ꇈ，ꇬꏭ：“ꆏꑠꃅꆦꑝꌌꁈꏭꅇꀱ

ꅀ？”ꄷ。23ꑳꌠꆏ：“ꉢꑞꑵꉉꑽ

ꌠ，ꆏꑞꑵꄐꎼꇁ，ꀋꄸꄷ，ꉢꉉꀋꑽ

ꑲꆏ，ꆏꑞꃅꉢꅣ？”ꄷ。24ꋍꈭꐨ

ꆏ，ꑸꇁꆏꊿꁳꑳꌠꐒꄉꏃꆦꑝꌌꁈ

ꇠꑸꃔꄷꁧꎻꀐ。 

役用手掌打他，说：“你这样回
答大祭司吗？”23耶稣说：“我若
说得不是，你可以指证那不
是；我若说得是，你为什么打
我呢？”24亚那就把耶稣解到大
祭司该亚法那里，仍是捆着解
去的。 

 

ꀺꄮꉈꑴꑳꌠꀋꌧꄷꉉ 彼得再次不认耶稣 
25ꑭꂱ•ꀺꄮꇬꉆꄉꃆꄔꇫꑌꃅꄉ

ꇬꆏ，ꊿꋍꏭ：“ꆎꑌꋍꌶꌺꀋꉬ

ꅀ？”ꄷꌠꐥ，ꀺꄮꆏꄡꇗ：“ꉢꀋ

ꉬ”ꄷ。26ꆦꑝꌌꁈꁏꐚꂷ，ꋋꆹꅳ

ꀧꀺꄮꑉꇫꎭꂶꌠꏣꑟꂷꉬ，ꋌꀺꄮ

ꏭ：“ꆏꋋꌋꆀꐮꐊꉻꈫꂶꌠꇬꐺꌠ

ꉢꀋꂿꅀ？”ꄷ。27ꀺꄮꆏꉈꑴꇫꉉ

ꀋꏚ。ꋋꇅꇬꆏꃬꀮꇴꀐ。 

25西门•彼得正站着烤火，有
人对他说：“你不也是他的门徒
吗？”彼得不承认，说：“我不
是。”26有大祭司的一个仆人，
是彼得削掉耳朵那人的亲属，
说：“我不是看见你同他在园子
里吗？”27彼得又不承认。立时
鸡就叫了。 

 

ꑳꌠꊿꈻꌊꀙꇁꄏꂾꑟ 耶稣在彼拉多面前 
28ꋀꊇꇠꑸꃔꏤꐷꈭꇬꄉꑳꌠꋀ

ꈻꌊꇜꃛꑷꂿꇬꁧ。ꀊꋨꄮꇬꆹꃅꄜ

ꀕꉬꑴꌦ，ꄚ，ꋀꊨꏦꆏꍍꆀꄉꐂꈴ

ꎺꄅꋩꑍꌵꋚꋠꀋꉆꂵꏦꄉ，ꇜꃛꑷ

ꂿꈐꏭꀋꆹ。29ꀙꇁꄏꅐꉈꏭꇁꇈ，ꋀ

ꄷꄉꑠꃅꉉ：“ꆍꊇꑞꌤꒉꄸꃅꊿꋋ

ꂷꊂꅇꎹꌠꉬ？”ꄷ。30ꒀꄠꊿꆏꋍ

ꏭ：“ꀋꄸꄷ，ꊿꋋꂷꄸꀋꃅꅠꀋꑽ

ꑲꆏ，ꉪꈻꌊꆏꁳꑌꀋꇁꀐ”ꄷ。

31ꀙꇁꄏꆏ：“ꆍꊇꊨꏦꊿꋋꂷꈻꌊ

ꆍꄹꏦꇬꈴꄉꇔꅲꁧ”ꄷ。ꒀꄠꊿ

ꆏ：“ꉪꊇꊿꌉꌅꈌꀋꐥ”ꄷ。32ꅇ

ꂷꋋꇬꀕꄉ，ꑳꌠꈁꉉꌠꊁꋌꈍꃅꌦ

28众人将耶稣从该亚法那里
往衙门内解去，那时天还早。
他们自己却不进衙门，恐怕染
了污秽，不能吃逾越节的筵
席。29彼拉多就出来，到他们那
里，说：“你们告这人是为什么
事呢？”30他们回答说：“这人若
不是作恶的，我们就不把他交
给你。”31彼拉多说：“你们自己
带他去，按着你们的律法审问
他吧！”犹太人说：“我们没有杀
人的权柄。”32这要应验耶稣所
说，自己将要怎样死的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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ꇁꌠꃆꂮꈧꌠꅇꅐꀐ。33ꀙꇁꄏꀱꉈ

ꑴꇜꃛꑷꂿꇬꄉ，ꑳꌠꋌꇴꌊꇬꏭ：

“ꆏꒀꄠꊿꃰꃅꉫꀕ？”ꄷꅲ。

34ꑳꌠꇬꏭ：“ꅇꂷꑠꆹꅽꊨꏦꉉꌠ

ꅀ，ꌞꊿꉠꊂꍣꉺꈧꌠꅽꏯꉉꌠ

ꉬ？”ꄷ。35ꀙꇁꄏꆏꑳꌠꏭ：“ꉢ

ꒀꄠꊾꂷꉬꑴꅀ？ꆎꆹꅽꊨꏦꇩꏤꊿ

ꌋꆀꆦꑝꌟꒉꏮꉢꁳꌠꉬ，ꆏꌤꑞꃅ

ꀐ？”ꄷ。36ꑳꌠꆏ：“ꉠꃰꃅꇩꆹ

ꋧꃅꋋꂷꃤꀋꉬ；ꀋꄸꄷ，ꉠꃰꃅꇩꆹ

ꋧꃅꋋꂷꃤꉬꑲꆏ，ꉠꃰꊿꀋꎪꃅꀱ

ꉈꑴꌉꄉ，ꉢꁳꒀꄠꊿꇇꈐꃹꀋꎽꌠ

ꉬ；ꄚ，ꉠꃰꃅꇩꆹꋧꃅꋋꂷꃤꀋ

ꉬ”ꄷ。37ꀙꇁꄏꋍꏭ：“ꑠꉬꑲ

ꆏ，ꆎꆹꃰꃅꉬꑴꅀ？”ꄷ。ꑳꌠꆏ：

“ꆏꄹꇬꉡꆹꃰꃅꉬꄷ，ꉡꆹꑠꒉꄸꃅ

ꒆ，ꑠꒉꄸꃅꇁꌊꋧꃅꋋꂷꇬꑟ，ꉈꃅ

ꇗꅉꃶꐚꌠꎁꃅꅇꊪꌬ；ꊿꇗꅉꃶꐚ

ꌠꃤꉬꈧꌠꆹꉠꅇꅲꌠꉬ”ꄷ。38ꀙ

ꇁꄏꆏꑳꌠꏭ：“ꇗꅉꃶꐚꌠꆹꑞ

ꉬ？”ꄷꅲ。 

33彼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
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
吗？”34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
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
说的呢？”35彼拉多说：“我岂是
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和祭司
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
呢？”36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
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
界，我的臣仆必要争战，使我
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
的国不属这世界。”37彼拉多就
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
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
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
为给真理作见证；凡属真理的
人，就听我的话。”38彼拉多
说：“真理是什么呢？” 

 

ꌦꃤꀞꑳꌠꁵ 耶稣被判死刑 
ꉉꌐꈭꐨꆏ，ꀙꇁꄏꁖꉈꏭꄉꒀ

ꄠꊿꈧꌠꏭ：“ꊿꋋꂷꑽꃤꑞꐥꌠꉢ

ꋌꍢꅐꀋꇁ。39ꄚ，ꆍꃷꋪꏦꃤꏢ

ꐥ，ꐂꈴꎺꄅꋩꑍꆏ，ꉢꊾꇬꂷꋊꃑꆍ

ꁳ；ꆍꊇꉢꁳꒀꄠꊿꃰꃅꂶꌠꋊꃑꆍ

ꁳꎻꅀ？”ꄷꅲ。40ꒀꄠꊿꈧꌠꆏ：

“ꉪꊇꊿꋋꂷꀋꈁ，ꀠꇓꀠꈁ”ꃅ

ꏅ。ꀠꇓꀠꋋꂷꆹꏄꍿꂷꉬ。 

说了这话，又出来到犹太人
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
有什么罪来。39但你们有个规
矩，在逾越节要我给你们释放
一个人，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
犹太人的王吗？”40他们又喊着
说：“不要这人，要巴拉巴！”这
巴拉巴是个强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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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ꀊꋨꇅꇬ，ꀙꇁꄏꆹꊿꁳꑳꌠ

ꅤꏶꎻ。2ꂽꈧꌠꍲꄂꌆꀍ 19 当下彼拉多将耶稣鞭打
了。2兵丁用荆棘编做冠 

ꄟꂷꋀꎀꑳꌠꀂꏾꇬꄀꄉ，ꀂꄁꊪꅪ

ꀊꎴꈬꋀꄻꑳꌠꇢꄉ；3ꉈꑴꑳꌠꊫ

ꄉ，ꋍꏭ：“ꒀꄠꃰꃅꀋ！ꃪꈎ！”

ꃅꏅ，ꉈꑴꇇꁮꌊꋍꁧꇉꇬꑌꏶ。

4ꀙꇁꄏꉈꑴꅐꇁꇈꉹꁌꏭ：“ꋌꉢꏃ

ꌊꉈꏭꄉꆍꀦꇁꌠꆹ，ꆍꁳꋌꑽꃤꑞ

ꐥꌠꉢꋌꍢꅐꀋꇁꌠꅉꐚꎻꂿꄷꌠ”
ꄷ。5ꑳꌠꅐꉈꏭꇁ，ꋌꍲꄂꌆꀍꄟ

ꅑ，ꀂꄁꊪꅪꀊꎴꈬꈚ。ꀙꇁꄏꊿꈧ

ꌠꏭ：“ꆍꊇꊿꋋꂷꉜ”ꄷ。6ꆦꑝ

ꌟꒉꌋꆀꂽꈧꌠꑳꌠꋀꊌꂾꄮꇬꆏ，

ꊿꊇ：“ꋋꋯꌩꏍꇬꄀ，ꋋꋯꌩꏍꇬ

ꄀ！”ꃅꏅ。ꀙꇁꄏꆏ：“ꆍꊇꊨ

ꏦꈻꌊꋯꌩꏍꇬꄀꁧ！ꉡꆹꋌꑽꃤꑞ

ꐥꌠꉢꋌꍢꅐꀋꇁ”ꄷ。7ꒀꄠꊿꆏ

ꀙꇁꄏꏭ：“ꉪꊇꄹꏦꐥ，ꄹꏦꇬꈴ

ꄉꉜꇬ，ꋋꆹꌦꋭꌠꉬ，ꑞꃅꆏ，ꋍꊨ

ꏦꋌꌌꏃꃅꌋꌺꃅꄉ”ꄷ。 

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紫
袍；3又挨近他说：“恭喜犹太人
的王啊！”他们就用手掌打他。
4彼拉多又出来对众人说：“我带
他出来见你们，叫你们知道我
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5耶稣出
来，戴着荆棘冠冕，穿着紫
袍。彼拉多对他们说：“你们看
这个人！”6祭司长和差役看见
他，就喊着说：“钉他十字架！
钉他十字架！”彼拉多说：“你们
自己把他钉十字架吧！我查不
出他有什么罪来。”7犹太人回答
说：“我们有律法，按那律法，
他是该死的，因他以自己为神
的儿子。” 

8ꅇꂷꋋꇬꀙꇁꄏꈨꇬꆏ，ꋌꀊꅰ

ꃅꏸꏦꇁ；9ꋌꀱꉈꑴꇜꃛꑷꂿꇬꄉꑳ

ꌠꏭ：“ꆏꇿꇬꄉꇁꌠꉬ？”ꄷꅲ，

ꄚ，ꑳꌠꆏꅇꀋꀱ。10ꀙꇁꄏꇬꏭ：

“ꆏꉠꏯꉉꀋꏾꅀ？ꉢꆏꄛꇫꎭꌅꈌ

ꐥ，ꆎꋯꌩꏍꇬꄀꌅꈌꑌꐥꌠꆏꋋꅉ

ꀋꐚꅀ？”ꄷ。11ꑳꌠꆏ：“ꀋꄸ

ꄷ，ꄩꏭꄉꄻꆎꇖꌠꀋꉬꑲꆏ，ꆏꌅꈌ

ꉢꀞꄎꌠꋍꍈꂯꀋꐥ；ꑠꅹ，ꊿꉢꋌꏮ

ꆏꁳꂶꌠꆹꑽꃤꀊꅰꃅꆈꒉꀕꀐ”ꄷ

ꅇꀱ。12ꋍꈭꐨꆏ，ꀙꇁꄏꆹꑳꌠꋊꃑ

8彼拉多听见这话，越发害
怕；9又进衙门，对耶稣说：“你
是哪里来的？”耶稣却不回答。
10彼拉多说：“你不对我说话
吗？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
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
吗？”11耶稣回答说：“若不是从
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
办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个
人，罪更重了。”12从此彼拉多
想要释放耶稣，无奈犹太人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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ꇫꎭꏢꉨ，ꄚꒀꄠꊿꈧꌠꆏ：“ꀋꄸ

ꄷ，ꊿꋋꂷꆏꋊꃑꇫꎭꑲꆏ，ꆎꆹꇽꌒ

ꇛꌺꀋꎪꀋꑴꂷꀋꉬꀐ（ꑝꇂꉙꇬꆏ“ꐋ

ꀨ”ꃅꅑ），ꊿꊨꏦꋌꌌꃰꃅꀕꄉꌠꆹꇽ

ꌒꏭꁏꌠꉬꀐ”ꃅꏅ。 

着说：“你若释放这个人，就不
是凯撒的忠臣（原文作“朋友”）。凡
以自己为王的，就是背叛凯撒
了。” 

13ꅇꋋꇬꈨꈭꐨꆏ，ꀙꇁꄏꑳꌠꋌ

ꏃꅐꇁ，ꇁꌊꃅꄷꇓꏪꊐꄻꅉꂓꑠꈚ

ꑟꇈ，ꀊꄶꄉꀞꇽ（ꃅꄷꀊꋩꈚꆹꑝꀨꆾꉙꆏꀔ

ꀠꄊꄷ）。14ꀊꋨꄹꉇꆹꐂꈴꎺꄅꋩꑍꄐ

ꏤꌠꑠꑍꂵꆤꂶꌠꇬꉬ。ꀙꇁꄏꒀꄠ

ꊿꏭ：“ꇬꉚ！ꋋꆹꆍꃰꃅꉬ！”
ꄷ。15ꒀꄠꊿꈧꌠꆏ：“ꈔꋏꇫꎭ！

ꈔꋏꇫꎭ！ꊿꋋꂷꋯꌩꏍꇬꄀ！”ꃅ

ꏅ。ꀙꇁꄏꋀꏭ：“ꉢꆍꃰꃅꋋꂷ

ꋯꌩꏍꇬꄀꉆꑴꅀ？”ꄷꅲ。ꆦꑝ

ꌟꒉꀙꇁꄏꏭ：“ꇽꌒꀉꄂꑲꆏ，ꉪ

ꃰꃅꀉꁁꀋꐥ！”ꄷ。16ꄚꄉ，ꀙꇁ

ꄏꑳꌠꋌꏮꒀꄠꊿꈧꌠꁳꋯꌩꏍꇬꄀ

ꁧꎻ。 

13彼拉多听见这话，就带耶
稣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
铺华石处，希伯来话叫厄巴
大，就在那里坐堂。14那日是预
备逾越节的日子，约是中午十
二点。彼拉多对犹太人说：“看
哪！这是你们的王。”15他们喊
着说：“除掉他！除掉他！钉他
在十字架上！”彼拉多说：“我可
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祭
司长回答说：“除了凯撒，我们
没有王。”16于是彼拉多将耶稣
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 

 

ꑳꌠꊿꇱꋯꌩꏍꇬꄀ 耶稣被钉十字架 
ꑳꌠꋀꈻꌊꁧꀐ。17ꑳꌠꆹꋍꊨꏦꌩ

ꏍꏡꌠꋌꀵꌊ‘ꀒꈤꃄꅉ’ꂓꑠꈚ

ꇬꑟ，ꃄꅉꋌꈚꑝꀨꆾꉙꆏꈥꀕꄣ

ꄷ。18ꀊꄶꇬꄉ，ꑳꌠꋀꋯꌩꏍꇬ

ꄀ，ꋍꁁꏯꋍꂷꃅꊿꑍꂷꑌꊿꋯꑳꌠ

ꏢꁮꄀꄉ，ꑳꌠꆹꈬꄔꅑ。19ꀙꇁꄏ

ꉈꑴꁱꂷꈨꋌꁱꌩꀻꏢꇬꄀꄉꋯꌩꏍ

ꏡꌠꄩꄀꄉ，ꌩꀻꀕꌠꇬꆏ“ꒀꄠꊿ

ꃰꃅ，ꇂꌒꇍꊿꑳꌠ”ꃅꁱꇬꄀ

ꄉ。20ꑳꌠꊿꋯꇬꄀꄉꈚꌠꆹꇓꈓꂶ

ꌠꌋꆀꀊꎴꀋꇢ，ꉈꑴꁱꂷꈧꌠꑌꑝ

他们就把耶稣带了去。
17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
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髑髅地，
希伯来话叫各各他。18他们就在
那里钉他在十字架上，还有两
个人和他一同钉着，一边一
个，耶稣在中间。19彼拉多又用
牌子写了一个名号，安在十字
架上；写的是：“犹太人的王，
拿撒勒人耶稣。”20有许多犹太
人念这名号，因为耶稣被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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ꀨꆾ、ꇊꂷꌋꆀꑝꇂꁱꂷꌕꑵꃅꁱ

ꄉꐛꅹ，ꒀꄠꊿꈍꑋꃅꂓꂶꌠꀘꀐ。

21ꒀꄠꊿꆦꑝꌟꒉꂶꌠꀙꇁꄏꏭ：

“‘ꒀꄠꊿꃰꃅ’ꃅꁱꄡꄉꃅ，

‘ꊿꋋꂷꄹꇬ：ꀁꆹꒀꄠꊿꃰꃅ

ꉬ’ꄷꁱꄉꄡꑟ”ꄷ。22ꀙꇁꄏꄹ

ꇬꆏ：“ꉢꈀꁱꌠꉢꁱꇬꄀꄉꀐ”
ꄷ。23ꑳꌠꂽꈧꌠꇱꋯꌩꏍꇬꄀꇈ，

ꋍꃢꈜꈧꌠꋀꁸꌊꇖꁧꃅꄉ，ꊾꂿꋍ

ꁧꃅꈁ；ꋍꀂꄁꈏꆏꈫꌠꑌꋀꌌꁧ，ꀂ

ꄁꈏꆏꋋꈬꆹꀏꄩꃅꍹꐯꄀꄈꈬꉬꐛ

ꅹ，ꈪꈌꍈꑋꀋꐛ。24ꂽꈧꌠꆏ：

“ꉪꊇꃢꈜꋋꈬꐞꏅꇬꄡꎭꃅ，ꌐꈻ

ꑲꆀ，ꈀꄸꎼꅜꉏꂿ”ꃅꐮꏯꉉ。 

字架的地方与城相近，并且是
用希伯来、罗马、希腊三样文
字写的。21犹太人的祭司长就对
彼拉多说：“不要写‘犹太人的
王’，要写‘他自己说：我是犹太
人的王。’”22彼拉多说：“我所写
的，我已经写上了。”23兵丁既
然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拿
他的衣服分为四分，每兵一
分；又拿他的里衣，这件里衣
原来没有缝儿，是上下一片织
成的。24他们就彼此说：“我们
不要撕开，只要拈阉，看谁得
着。” 

ꑠꆹ꒰ꀨꄯꒉꇬꅇꂷ： 
“ꉠꃢꈜꉈꏭꈧꌠꋀꊇꁸꌊꁧ， 

ꋀꉠꀂꄁꈏꆏꈫꌠꒉꄸꃅꌐ

ꈻ”ꄷꇫꌠꅇꅐꀐ。 
ꂽꈧꌠꌤꑠꃅꀐ。 

这要应验经上的话说： 
“他们分了我的外衣， 
为我的里衣拈阉。” 
 
兵丁果然做了这事。 

25ꑳꌠꀉꂿ、ꃀꑌ、ꇱꇊꀠꑮꃀꂷꆀ

ꑸꌋꆀꃀꄊꇁꄉꇁꌠꂷꆀꑸꐯꇯꌩꏍ

ꏢꁮꉆ。26ꋍꀉꂿꌋꆀꋌꇫꉂꌠꌶꌺ

ꂶꌠꋍꏢꁮꉆꌠꑳꌠꊌꂿꇬꆏ，ꋌꋍ

ꀉꂿꏭ：“ꀉꂿꀋ！ꅽꌺꉜ”ꄷ。

27ꋌꉈꑴꌶꌺꂶꌠꏭ：“ꆏꅽꀉꂿ

ꉜ”ꄷ。ꋍꈭꐨꆏ，ꌶꌺꂶꌠꑳꌠꀉ

ꂿꋌꋩꌊꊨꏦꀁꇬꁧꀐ。 

25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
母亲与他母亲的姐妹，并革罗
罢的妻子马利亚和抹大拉的马
利亚。26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
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
说：“母亲（原文作“妇人”），看你的
儿子！”27又对那门徒说：“看你
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她到
自己家里去了。 

 

ꑳꌠꌦꐪ 耶稣的死 
28ꌤꋌꐘꈭꐨꆏ，ꑳꌠꆹꌤꑞꑌꃅ 28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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ꐛꒆꀐꌠꋌꅉꐚꀐ，ꅇꂷ꒰ꀨꄯꒉꇬ

ꈁꅑꈧꌠꃅꅇꅐꎻꂿꄷꐛꅹ，ꑳꌠꄹ

ꇬ：“ꉢꀆꐒꌤꀐ”ꄷ。29ꀊꄶꇬꄢ

ꌺꋄꒉꐛꃅꀀꑠꂷꇫꎍ，ꀨꁮꋀꌌꋄ

ꒉꍀꈴꃅꄉ，ꋀꐒꆽꀍꁬꇬꄀꄉꄻꋍ

ꈂꀸꇬꄐ。30ꑳꌠꋄꒉꑽꉜ（ꑝꇂꉙꇬꆹ

“ꊪ”ꃅꅑ）ꇈ：“ꃅꐛꀐ”ꄷꈭꐨꆏ，

ꀂꏾꊰꄉꒌꆠꋌꏮꏃꃅꌋꁵꀐ。 

的事已经成了，为要使经上的
话应验，就说：“我渴了。”29有
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
里；他们就拿海绒蘸满了醋，
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30耶
稣尝（原文作“受”）了那醋，就
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
交付神了。 

 

ꑳꌠꏦꎭꊿꌌꌉ 耶稣的肋旁被刺 
31ꀊꋨꄹꉇꆹꊨꄐꃅꑍꄹꉇꉬ，ꉈ

ꑴꑬꆏꄹꉇꆹꃅꑍꉾꐯꉾꑋꉬꐛꅹ，

ꊿꂿꇤꌩꏍꇬꄀꄉꀋꉆꄉ，ꒀꄠꊿꀙ

ꇁꄏꏭꊿꁳꋀꊇꑭꆹꅥꆸꐔꇫꎭꄉ，

ꊿꂿꌵꎼꇁꄷꇖꂟ。32ꄚꄉꂽꈧꌠꇁ

ꌊ，ꊿꂴꂶꌠꑭꆹꋀꅥꆸꐔꇫꎭ，ꉈꑴ

ꋯꑳꌠꈿꇬꄀꄉꌠꊿꀉꁁꂶꌠꑭꆹꑌ

ꋀꅥꆸꐔꇫꎭ。33ꄚ，ꋀꇁꌊꑳꌠꂾ

ꑟꇬꆏ，ꑳꌠꌦꀐꌠꋀꊌꂿꐛꅹ，ꋀ

ꑳꌠꑭꆹꇬꀋꅥ。34ꂽꂷꀉꄂꐲꏢꋌ

ꌌꑳꌠꏦꎭꇬꉀꇬꆏ，ꌦꌋꆀꀆꐒꋋ

ꇅꃅꍻꇁꌐ。35ꊿꌤꋌꐘꂿꂶꌠꅇꊪ

ꌬ，ꋍꅇꊪꑌꇯꍝꌠꉬ，ꄷꀋꁧ，ꋍꊨ

ꏦꈁꉉꌠꆹꇯꍝꌠꋌꅉꐚ，ꆍꁳꑌꇬ

ꑅꉆꎻ。36ꌤꋋꈨꃅꐛꀐꌠꆹ，꒰ꀨ

ꄯꒉꇬꅇꂷ：“ꋍꃷꅍꋍꏢꑋꆹꀋ

ꐔ”ꄷꇫꌠꅇꅐꂿꄷꌠ。37꒰ꀨꄯꒉ

ꇬꉈꑴ：“ꋀꊇꆹꊿꋀꇬꉀꂶꌠꉜ

ꁨ”ꃄꑌꅑ。 

31犹太人因这日是预备日，
又因那安息日是个大日，就求
彼拉多叫人打断他们的腿，把
他们拿去，免得尸首当安息日
留在十字架上。32于是兵丁来，
把头一个人的腿，并与耶稣同
钉第二个人的腿，都打断了。
33只是来到耶稣那里，见他已经
死了，就不打断他的腿。34惟有
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随
即有血和水流出来。35看见这事
的那人就作见证，他的见证也
是真的，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
的是真的，叫你们也可以信。
36这些事成了，为要应验经上的
话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
折断。”37经上又有一句说：“他
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 

 

ꑳꌠꄃ 耶稣的埋葬 
38ꌤꋋꈨꈭꐨꆏ，ꑸꆀꂷꄠꊿꒀ 38这些事以后，有亚利马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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ꌝꂶꌠꀙꇁꄏꏭꋌꁳꑳꌠꂿꂶꌠꎞꌊ

ꁧꄷꇖꂟ，ꒀꌝꆹꑳꌠꌶꌺꂷꉬ，ꋌꒀ

ꄠꊿꏦꐛꅹ，ꀋꌋꀕꃅꑳꌠꌶꌺꄻ。

ꀙꇁꄏꈌꁧꄉ，ꑳꌠꂿꒀꌝꇱꎞꌊꁧ

ꀐ。39ꉈꑴꌋꐓꄮꇬꑳꌠꉜꆹꋺꌠꆀ

ꇰꄂꃅꂶꌠꑌ，ꃀꒀꁬꋌꌋꆀꅿꉗꌒ

ꌠꌜꀕꋍꉐꏡꀑꂪꐤꈨꋌꀵꇁꀐ。

40ꋀꊇꆏꒀꄠꊿꐗꄁꏦꃤꇬꈴꄉ，ꃆ

ꁁꀊꌤꌠꌋꆀꅿꉗꌒꃀꀕꌌꑳꌠꂿꂶ

ꌠꋀꇙꄉꀐ。41ꑳꌠꊿꋯꌩꏍꄀꅉꇬ

ꆏ，ꉻꈫꂷꇬꐙ，ꉻꈫꂶꌠꈐꏭꆏ，ꊿ

ꄻꇬꄁꀋꋻꑴꌦꌠꄃꁧꀊꏀꏃꂷꇬ

ꐙ。42ꋋꄹꉇꆹꒀꄠꊿꊨꄐꃅꑍꄹꉇ

ꉬ，ꉈꑴꄃꁧꑌꈛꑌꐛꅹ，ꑳꌠꁟꑻ

ꀕꃅꋀꄻꀊꄶꇬꄃꄉꀐ。 

人约瑟，是耶稣的门徒，只因
怕犹太人，就暗暗地作门徒。
他来求彼拉多，要把耶稣的身
体领去。彼拉多允准，他就把
耶稣的身体领去了。39又有尼哥
底母，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
的，带着没药和沉香约有一百
斤前来。40他们就照犹太人殡葬
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
布加上香料裹好了。41在耶稣钉
十字架的地方有一个园子，园
子里有一座新坟墓，是从来没
有葬过人的。42只因是犹太人的
预备日，又因那坟墓近，他们
就把耶稣安放在那里。 

 

ꑳꌠꀱꐥꇁ 耶稣复活 

20 ꏃꑍꌠꉘꃀꄹꉇ，ꃅꄜꑓꂿꑓ

ꀋꂿꄷꌦꆏ，ꃀꄊꇁꄉꇁꌠ 20 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
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 

ꂷꆀꑸꇁꌊꄃꁧꑭꑟ，ꄃꁧꈌꇬꇓꂵ

ꀉꒉꂶꌠꊈꏢꁮꏭꎍꌠꋌꊌꂿ，2ꄚꄉ

ꋌꀥꑭꂱ•ꀺꄮꌋꆀꌶꌺꑳꌠꇫꉂꂶ

ꌠꂿꇁꄉ：“ꄃꁧꇬꄉꌋꊿꇱꎞꌊꁧ

ꀐ，ꊿꌌꇿꄉꁧꌠꉪꋋꅉꀋꐚ”ꃅꉉ

ꋀꇰ。3ꀺꄮꌋꆀꌶꌺꀊꋨꂷꅐꇁꇈ

ꄃꁧꏭꉜꄉꁧ。4ꊿꑍꂷꌠꀥꐮꐊ

ꆹ，ꌶꌺꂶꌠꄈꃅꀺꄮꏭꀋꋌꃅꀥꐳ

ꄉ，ꂴꄃꁧꇬꑟ。5ꋌꀂꏾꈎꄉꈐꏭ

ꉜ，ꃆꁁꀊꌤꈧꌠꀊꄶꎍꑴꌦꌠꋌ

ꂿ，ꄚ，ꋌꈐꏭꀋꆹ。6ꊁꈹꇁꌠꑭꂱ•
ꀺꄮꂶꌠꆏꋌꑆꄃꁧꈐꏭꃹꆹꄉ，ꃆ

ꁁꀊꌤꈧꌠꀊꄶꎍꑴꌦꌠꋌꊌꂿ，7ꂪ

马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
头从坟墓挪开了，2就跑来见西
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
徒，对他们说：“有人把主从坟
墓里挪了去，我们不知道放在
哪里。”3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
往坟墓那里去。4两个人同跑，
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先到
了坟墓，5低头往里看，就见细
麻布还放在那里，只是没有进
去。6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进
坟墓里去，就看见细麻布还放
在那里，7又看见耶稣的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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ꌦꌌꀂꏾꇬꉱꄉꂶꌠꆏ，ꃆꁁꀊꌤꂶ

ꌠꌋꆀꋍꈚꀋꎍꃅ꒚ꀉꁁꋍꈚꇬ

ꄉ。8ꌶꌺꂴꑟꂶꌠꑌꈐꏭꃹꆹꄉ，ꋋ

ꈨꋌꊌꂿꇬꆏ，ꋌꇬꑅꀐ。9ꑞꃅꆏ，

ꋀꊇꆹꏂꀨꄯꒉꈐꏭ，ꑳꌠꀋꎪꃅꌦ

ꈬꇬꄉꀱꐥꇁꄷꌠꑞꄜꌠ，ꋀꇫꐞꀋ

ꉅꑴꌦ。10ꄚꄉ，ꌶꌺꑍꂷꌠꀱꊨꏦ

ꀀꅉꇬꁧꀐ。 

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
是另在一处卷着。8先到坟墓的
那门徒也进去，看见就信了；
9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
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
活。10于是两个门徒回自己的住
处去了。 

 

ꑳꌠꃀꄊꇁꄉꇁꌠꂷꆀꑸꂾꅐꇁ 耶稣向抹大拉的马利亚显现 
11ꄚ，ꂷꆀꑸꆏꄃꁧꉈꏭꉆꄉ

ꉩ。ꉨꄮꇬꋌꀂꏾꈎꌌꄃꁧꈐꏭ

ꉜ。12ꉬꉎꊩꌺꃢꈜꀊꐎꌠꈚꑠꑍꂷ

ꋌꊌꂿ，ꋍꑊꆹꑳꌠꂿꄈꅉꈚꌠꇬꑌ，

ꋍꂷꆏꀂꏾꁁꏯꑌ，ꋍꂷꆏꏸꑭꁁꏯ

ꑍ。13ꉬꉎꊩꌺꋍꏭ：“ꌋꅪ！ꆏꑞ

ꃅꑳꉨꌠꉬ？”ꃅꅲ。ꋋꆏ：“ꉠꌋ

ꊿꎞꌊꁧꄉ，ꋌꊿꌌꇿꄉꁧꌠꉢꋋꅉ

ꀋꐚꒉꄸ”ꄷ。14ꋌꅇꋋꇬꉉꇈꏮꉈ

ꑴꉜꇁꇬꆏ，ꑳꌠꀊꄶꉆꌠꋌꊌꂿ，

ꄚ，ꑳꌠꉬꌠꋌꋋꅉꀋꐚ。15ꑳꌠꋍ

ꏭ：“ꌋꅪꀋ！ꆏꑞꐛꅹꃅꑳꉨꌠ

ꉬ？ꆏꈀꄸꎹ？”ꄷꅲ。ꂷꆀꑸꆏꋋ

ꆹꉻꈫꐏꊿꂶꌠꉬꎼꈀꄉ，ꇬꏭ：

“ꁦꋠꂶꌠꀋ！ꀋꄸꄷ，ꋌꆏꎞꌊꁧ

ꌠꉬꑲꆏ，ꆏꄻꇿꄉꌠꉉꉡꇰꄉ，ꉢꇫ

ꒃꆹꂿ”ꄷ。16ꑳꌠꆏꇬꏭ：“ꂷꆀ

ꑸ”ꄷ。ꂷꆀꑸꏮꇁꄉ，ꑝꀨꆾꉙꃅ

ꇬꏭ：“ꇁꀧꆀ”（ꇁꀧꆀꆹꂘꃀꄜ）

ꄷ。17ꑳꌠꆏ：“ꉢꄩꏯꉠꀉꄉꂿꀋ

ꆹꌦꐛꅹ，ꆏꉠꇭꀧꄡꉩ，ꄚ，ꆏꉠꃺ

ꑌꈧꌠꄷꄉꉉꋀꇰꁧ，ꉢꐕꄩꏯꄉꉠ

11马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
哭。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
看，12就见两个天使，穿着白
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
着，一个在头，一个在脚。13天
使对她说：“妇人，你为什么
哭？”她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
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
14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
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
稣。15耶稣问她说：“妇人，为
什么哭？你找谁呢？”马利亚以
为是看园的，就对他说：“先
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请告
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
去取他。”16耶稣说：“马利亚。”
马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
对他说：“拉波尼！”（“拉波尼”
就是“夫子”的意思。）17耶稣
说：“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
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
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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ꀉꄉꂿꁧꂿꄷ，ꋋꆹꆍꀉꄉꑌꉬ；ꉢꉠ

ꏃꃅꌋꂿꁧ，ꋋꆹꆍꏃꃅꌋꑌꉬ”

ꄷ。18ꃀꄊꇁꄉꇁꌠꂷꆀꑸꆏ：“ꌋ

ꉢꊌꂿꀐ”ꃅꉉꌶꌺꈧꌠꇰꁧ，ꉈꑴ

ꑳꌠꋍꏭꉉꌠꅇꂷꈧꌠꑌꋌꉉꋀ

ꇰ。 

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
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
18抹大拉的马利亚就去告诉门徒
说：“我已经看见了主。”她又将
主对她说的这话告诉他们。 

 

ꑳꌠꌶꌺꈧꌠꂾꅐꇁ 耶稣向门徒们显现 
19ꀊꋨꄹꉇ（ꏃꑍꌠꉘꃀꄹꉇ）ꈊ

ꃀꆏ，ꌶꌺꈧꌠꒀꄠꊿꏦꄉ，ꋀꊇꀀ

ꅉꈚꌠꇬꀃꈈꋀꈢꄉꌐ。ꑳꌠꇁꌊꈐ

ꏭꄉꋀꈬꄔꉆꇈ，ꋀꏭ：“ꆍꊇꐯꇯ

ꋬꂻꈨꅪꌐꅊꇈ”ꄷ。20ꅇꋋꇬꉉ

ꌐꈭꐨꆏ，ꋍꇇꌋꆀꏦꎭꋌꄐꋀꀦ，

ꌶꌺꈧꌠꌋꋀꊌꂿꇬꆏ，ꋀꇿꌦꄉꏽ

ꀐ。21ꑳꌠꉈꑴꋀꏭ：“ꆍꊇꋬꂻꈨ

ꅪꅊꇈ，ꀉꄉꈍꃅꉢꁆꆏ，ꉡꑌꈍꃅ

ꆍꁆ”ꄷ。22ꅇꂷꋋꇬꉉꈭꐨꆏ，ꋀ

ꏭꌗꋍꁠꆤꂡꇈ，ꑠꃅꉉ：“ꆍꊇꌃ

ꎔꒌꊪ。23ꆍꊇꈀꄸꑽꃤꏆꆏ，ꈀꄸ

ꑽꃤꆹꏆꃤꊌꀐ，ꆍꊇꑽꃤꊏꈀꄸꁵ

ꆏ，ꈀꄸꑽꃤꇫꋒꇈꀐ”ꄷ。 

19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
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
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
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
们平安；”20说了这话，就把手
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
主，就喜乐了。21耶稣又对他们
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
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
22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
气，说：“你们受圣灵。23你们
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
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
就留下了。” 

 

ꑳꌠꌋꆀꄏꂷ 耶稣和多马 
24ꁆꄻꊩꌺꀊꋨꊰꑋꑹꈬꄔꇬꄂ

ꄲꂷꄷꑌꄹꌠꄏꂷꆹ，ꑳꌠꇫꇁꄮꇬ

ꋌꌶꌺꈧꌠꈽꀋꐥ。25ꌶꌺꀊꋨꈨ：

“ꌋꉪꊇꊌꂿꀐ！”ꃅꉉꋋꇰ。

ꄚ，ꄏꂷꆏ：“ꋍꇇꇬꎸꇺꋯꐨꉢꂿ

ꄉ，ꉠꇇꏸꄹꋯꐪꇬꊐ，ꉠꇇꌌꋍꏦ

ꎭꇬꉩꉚꃅꑠꀋꉬꑲꆏ，ꉢꈍꃅꑌꇬ

ꀋꑇ”ꄷ。26ꉆꑍꐛꈭꐨꆏ，ꌶꌺꈧ

24那十二个门徒中，有称为
低土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
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25那些
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
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
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
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
总不信。”26过了八日，门徒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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ꌠꉈꑴꑲꂷꇬꐤꌦ，ꄏꂷꑌꋀꐊꐺ，

ꀃꈈꋀꈢꄉꌐ。ꑳꌠꇁꌊꋀꈬꄔꉆ

ꄉ：“ꆍꊇꋬꂻꈨꅪꅊꇈ”ꄷꇈ，

27ꋌꄏꂷꏭ：“ꅽꇇꏸꎇꌊꉠꇇꉩꇁ

（“ꉩ”ꑝꇂꉙꇬꆏ“ꉜ”ꃅꅑ），ꅽꇇꎇꉠꏦ

ꎭꉩꉚ，ꉌꂵꉪꄡꄅꃅꑇꇬꎷ”ꄷ。

28ꄏꂷꑳꌠꏭ：“ꉠꌋ！ꉠꏃꃅ

ꌋ！”ꃅꇴ。29ꑳꌠꋍꏭ：“ꆎꆹꉡ

ꂿꈭꐨꑲꆀꑇ；ꊿꉢꀋꂿꃅꑇꀊꋨꈨ

ꆹ，ꌒꃤꊌꀐ！”ꄷ。 

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
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
说：“愿你们平安；”27就对多马
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摸”

原文作“看”）我的手；伸出你的手
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
惑，总要信。”28多马说：“我的
主！我的神！”29耶稣对他说：
“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
见就信的有福了。” 

 

ꑞꃅꄯꒉꋌꁬꁱ 本书的目的 
30ꑳꌠꌶꌺꈧꌠꂾꄉꌋꃅꐪꑽꑌ

ꀉꁁꁱꄯꒉꋌꋐꇬꄀꀋꄉꌠꈍꑋꃅꀕ

ꀐ；31ꄚ，ꌤꆿꋋꈨꁱꄉꌠꆹ，ꆍꁳꑳ

ꌠꆹꏢꄖꉬ，ꋋꆹꏃꃅꌋꌺꉬꌠꑇꎻ，

ꄷꀋꁧꆍꁳꋌꑅꈭꐨ，ꋍꂓꐛꅹꃅꀑ

ꇬꊌꉆꎻꂿꄷꌠ。 

30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
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
上；31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
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
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
的名得生命。 

 

ꑳꌠꌶꌺꏃꑹꂾꅐꇁ 耶稣向七个门徒显现 

21 ꌤꋋꈨꈭꐨꆏ，ꑳꌠꉈꑴꄝꀘ

ꅿꑸꎿꋮꄉꌶꌺꈧꌠꂾꅐ 
21 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

比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 
ꇁ。ꋌꈍꃅꇫꅐꇁꌠꆹꑠꃅꁱꄚꐰꄀ

ꄉ：2ꑭꂱ•ꀺꄮꌋꆀꄂꄲꂷꄷꑌꄹꌠ

ꄏꂷ，ꏤꆀꀕꃅꄷꈁꆆꊿꇂꄊꑴ，ꑭ

ꀺꄠꌺꑍꂷꌠꌋꆀꋍꌶꌺꀉꁁꑍꂷꐯ

ꇯꋍꈜꐥ。3ꑭꂱ•ꀺꄮꋀꏭ：“ꉢꉛ

ꈹꁧꀐ”ꄷ，ꊿꀉꁁꈧꌠꑌ：“ꉪꊇ

ꑌꆎꐊꉛꈹꁧ”ꄷ。ꄚꄉꋀꊇꇉꑌ

ꁧꀐ，ꄚ，ꀊꋨꄹꉖꑞꍈꑌꋀꋌꐱꀋ

ꊌ。4ꃅꄜꂯꄉꄮꇬ，ꑳꌠꆹꎿꋮꇬ

ꉆ；ꄚ，ꌶꌺꈧꌠꆏꋋꆹꑳꌠꉬꌠꋀꇫ

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2有
西门•彼得和称为低土马的多
马，并加利利的迦拿人拿但
业，还有西庇太的两个儿子，
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3西
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
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
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
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4天将亮
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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ꅉꀋꐚ。5ꑳꌠꋀꏭ：“ꀉꑳꊈ！ꆍ

ꊇꋠꅍꐤꐥ？”ꄷ。ꋀꊇꆏ：“ꀋ

ꐥ”ꄷ。6ꑳꌠꄹꇬ：“ꆍꊇꉛꐱꇵ

ꇉꇀꑳꏯꐱꑲꆏ，ꉛꀋꎪꃅꆍꐱꊌꌠ

ꉬ”ꄷ。ꋀꊇꋍꅇꃅꄉꐱꇈ，ꉛꀉ

ꑌꇨꄉ，ꉛꐱꇯꋀꋋꈻꎼꇁꀋꄐꀐ。

7ꌶꌺꑳꌠꇫꉂꂶꌠꀺꄮꏭ：“ꋋꆹꌋ

ꉬ”ꄷ，ꀊꋨꇅꇬꑭꂱ•ꀺꄮꆹꇭꀧꅩ

ꀧꍓꃅꄉ，ꌋꉬꄷꌠꋌꈨꄷꌦꆏ，ꋋꇅ

ꃅꃢꈜꉈꏭꈫꌠꋌꒆꐧꀠꇬꇱꄉ，ꋌ

ꐂꎿꇬꊐ。8ꌶꌺꀉꁁꈧꌠꎿꋮꑍꉐ

ꇇꊃꆈꇢꅉꇬꄉꉛꈧꌠꋀꈻꌊꅔꉇꇁ

（ꑍꉐꇇꊃꆈꆹꀑꐱꃅꇬꌕꉏꌕꊰꍷꐥ）。9ꋀꊇꐂ

ꅔꇬꅜꈭꐨꆏ，ꃆꄔꌋꌌꏦꄉꑠꇤꀊ

ꄶꐛꋀꂿ，ꃆꄔꄩꉛꌋꆀꎬꁱꄻꇬꃪ

ꄉ。10ꑳꌠꋀꏭ：“ꉛꀋꃉꌌꆍꈹꅞ

ꈧꌠꈍꑍꏢꌌꇁ”ꄷ。11ꑭꂱ•ꀺꄮ

ꐂꇉꇬꑌꄉ，ꉛꐱꋌꈻꅔꇬꅞ。ꉛꐱ

ꇬꉛꀊꃚꌠꐛꀐ，ꐯꇯꋍꉏꉬꊯꌕꏢ

ꐥ。ꉛꋍꑋꑍꑴꇬ，ꉛꐱꆹꐞꀋꏅ。

12ꑳꌠꋀꏭ：“ꄚꄉꍬꋠꇁ！”ꄷ。

ꄚ，ꌶꌺꈧꌠꆏ，ꋋꆹꌋꉬꌠꋀꅉꐚ

ꄉ，ꇬꏭ：“ꆏꈀꄸꉬ？”ꄷꅲꀬꌠ

ꋍꂷꑋꀋꐥ。13ꑳꌠꇁꌊꎬꁱꌋꆀꉛ

ꒃꋀꍈ。14ꋋꆹꑳꌠꀱꐥꇁꈭꐨ，ꌕ

ꃢꀕꌠꌶꌺꂾꅐꇁꌠꉬ。 

却不知道是耶稣。5耶稣就对他
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
有？”他们回答说：“没有。”6耶
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
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
去，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
多。7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
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赤
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
一件外衣，跳在海里。8其余的
门徒离岸不远，约有二百肘（古

时以肘为尺，一肘约有今时一尺半），就
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9他
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
火，上面有鱼，又有饼。10耶稣
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
条来。”11西门•彼得就去，把网
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
一百五十三条；鱼虽这样多，
网却没有破。12耶稣说：“你们
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
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
主。13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
们。14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
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 

 

ꑳꌠꌋꆀꀺꄮ 耶稣和彼得 
15ꋀꊇꍬꋠꌐꈭꐨꆏ，ꑳꌠꑭꂱ•

ꀺꄮꏭ：“ꒀꉴ（ꂷꄠ16ꊱ17ꊭꇬꆏ“ꒀ

ꆆ”ꄷ）ꌺꑭꂱꀋ，ꆏꉡꉂꇬꋋꈨꏭꀋꋌ

ꃅꉂꅼꅀ？”ꄷꅲ。ꀺꄮꆏꇬꏭ：

15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
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
（“约翰”在马太十六章十七节称“约拿”），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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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ꌋꀋ！ꉬꑴ，ꆎꆹꉢꆎꉂꌠꆏꅉ

ꐚ”ꄷ。ꑳꌠꀺꄮꏭ：“ꆏꉠꑾꌺ

ꉘ”ꄷ。16ꑳꌠꉈꑴꑍꃢꀕꌠꃅꋍ

ꏭ：“ꒀꉴꌺꑭꂱꀋ，ꆏꉡꉂꀕ？”
ꄷꅱꌦ。ꀺꄮꑌ：“ꌋꀋ！ꉬꑴ，ꉢ

ꆎꉂꌠꆏꅉꐚ”ꄷꀱ。ꑳꌠꋍꏭ：

“ꆏꉠꑿꈧꌠꆫꉘ”ꄷ。17ꑳꌠꌕ

ꃢꀕꌠꀺꄮꏭ：“ꒀꉴꌺꑭꂱꀋ，ꆏ

ꉡꉂꀕ？”ꄷꅲ。ꀺꄮꆏꑳꌠꌕꃢ

ꀕꌠꋍꏭ：“ꆏꉡꉂꀕ？”ꃅꅲꐛ

ꅹ，ꐒꊀꄉ，ꑳꌠꏭ：“ꌋꀋ！ꆎꆹꑞ

ꑌꆏꅉꐚꌐ，ꉢꆎꉂꌠꆏꅉꐚ”ꄷ。

ꑳꌠꋍꏭ：“ꆏꉠꑿꉘꉚ。18ꉢꇯꍝ

ꃅꉉꆎꇰ，ꆏꈎꄜꀊꏀꄮꇬꆹ，ꐧꃬꅽ

ꊨꏦꉊꅑꄉ，ꆏꇿꁧꏽꆏꇿꁧ，ꄚ，ꈎ

ꄜꀉꆹꄮꇬꆏ，ꆏꇇꎇꄉꊿꀉꁁꇱꐒ

ꄉꏃꌊꆏꇫꁧꀋꏾꅈꇬꁧ”ꄷ。

19ꑳꌠꅇꂷꋋꇬꉉꌠꆹꀺꄮꊁꈍꃅꌦ

ꄉ，ꀑꒉꑊꒉꄻꏃꃅꌋꄀꌠꃆꂮꄐꌐ

ꄉꉉꌠ。ꅇꋋꈨꉉꌐꈭꐨꆏ，ꑳꌠꉈ

ꑴꀺꄮꏭ：“ꆏꉠꊂꈹꇁꌶ！”ꄷ。 

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
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
小羊。”16耶稣第二次又对他
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
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
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
我的羊。”17第三次对他说：“约
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
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
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
“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
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
的羊。18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
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
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
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
方。”19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
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
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 

 

ꑳꌠꌋꆀꋌꇫꉂꌠꌶꌺ 耶稣和他所爱的门徒 
20ꀺꄮꏮꉈꑴꉜꇬꆏ，ꌶꌺꑳꌠꇫ

ꉂꂶꌠꋀꊂꈹꇁꌠꋌꂿ，ꋋꆹꈊꋚꐙ

ꌠꇬ，ꌶꌺꑳꌠꉦꃀꇬꊫꄉ：“ꌋꀋ！

ꊿꆏꃵꌠꈀꄸꂷꉬ？”ꃅꅲꂶꌠ。

21ꋌꀺꄮꊌꂿꇬꆏ，ꀺꄮꑳꌠꏭ：

“ꌋꀋ！ꊿꋋꂷꊁꋍꑍꈍꃅꐚ？”

ꄷ。22ꑳꌠꋍꏭ：“ꀋꄸꄷ，ꉢꋌꁳ

ꐥꅷꉢꇀꄮꇬꑟꎻꇬ，ꅽꉈꁒꅍꑞꂷ

ꐥ？ꆏꉠꊂꈹꇁ！”ꄷ。23ꄚꄉꃺꑌ

20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
爱的那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
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
啊，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
21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
“主啊，这人将来如何？”22耶稣
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
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
吧！”23于是这话传在弟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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ꈧꌠꈬꇬꌶꌺꀊꋨꂷꆹꀋꌦꃅꑠꍣ

ꐺ；ꄚ，ꑳꌠꆹꋌꀋꌦꄷꌠꀋꄜꃅ，ꋋ

ꆹ：“ꀋꄸꄷ，ꉢꋌꁳꇫꐥꅷꉢꀱꇁꄮ

ꑟꇬ，ꅽꉈꁒꅍꑞꐥ？”ꄷꉉꌠ。 

间，说那门徒不死；其实，耶
稣不是说他不死，乃是说：“我
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
何干？” 

24ꌤꋋꈨꎁꃅꅇꊪꌬ，ꄷꀋꁧꌤ

ꋋꈨꁱꂶꌠꆹꌶꌺꋋꂷꉬ；ꉪꊇꑌꋍ

ꅇꊪꆹꃶꐚꌠꉬꌠꉪꅉꐚ。25ꌤꆿꑳ

ꌠꈀꃅꌠꉈꑴꀉꁁꈍꑋꈍꑋꃅꐥꑴ

ꌦ，ꀋꄸꄷ，ꌤꋋꈨꈀꐥꃅꋍꐘꋍꐘ

ꃅꁱꎼꇁꇬꆹ，ꉢꉜꇬ，ꁱꄉꌠꄯꒉꆹ

ꋧꃅꋋꂷꃅꇬꀋꅓꌠꉬ。 

24为这些事作见证，并且记
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我
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25耶
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
一地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
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