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ꁆꄻꊩꌺꃅꐨ 

使徒行传 

 
ꌃꎔꒌꈌꁧꐨ 圣灵的应许 

1 ꄝꀊꃏꇊꀋ，ꉠꄯꒉꂴꁬꌠꇬ，

ꑳꌠꉘꃀꈀꃅꈁꑽ、ꈁꉙꈁꂘ 
1 提阿非罗啊，我已经作了前

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 
ꌠꃆꂮꉉ，ꂴꉘꃀꇬꄉ，2ꅑꅸꋌꏃꃅ

ꌋꋩꌊꉬꉎꇬꁧꀊꋨꄹꉇꑟ。ꋌꄩꁧ

ꂾ，ꌃꎔꒌꇇꄧꈴꄉꁆꄻꊩꌺꋌꈀꌋ

ꄉꈧꌠꏭꉙꂘ。3ꋌꊿꉮꌦꈭꐨ，ꊫ

ꌐꀉꑌꈨꌌꋍꊨꏦꀉꄻꀕꃅꄜꀖꁆꄻ

ꊩꌺꈧꌠꀨ，ꃅꐎꇖꊰꑋꋀꂾꅐꇁꄉ

ꏃꃅꌋꇩꃆꂮꉉꋀꊇꇰ。4ꑳꌠꋀꊇ

ꌋꆀꋍꈜꏓꄮꇬ，ꋀꊇꏯ：“ꑳꇊꌒ

ꇌꐞꄡꁧꃅ，ꉠꀉꄉꈌꁧꄉꌠꅇꈧꌠ

ꇁꉚꄉ，ꅇꀊꋨꈨꆹꉢꉉꆍꇰꋺꈧꌠ

ꉬ。5ꒀꉴꆹꀆꐒꌌꄉꋋꑣꌠ，ꄚ，ꀉ

ꑌꑍꀋꐛꃅ，ꆍꊇꆹꌃꎔꒌꌌꋋꑣꌠ

ꆍꊌꇁ”ꄷ。 

行、所教训的，2直到他借着圣
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
接上升的日子为止。3他受害之
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
地显给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
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4耶
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
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
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
见我说过的。5约翰是用水施
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
灵的洗。” 

 

ꑳꌠꉬꉎꁧ 耶稣升天 
6ꋀꊇꋍꈜꏓꄮꇬ，ꋀꑳꌠꏭ：

“ꌋꀋ！ꆏꑱꌝꆀꇩꁳꀱꐛꅉꐛꎻꄮ

ꆹꀊꋨꇅꉫꀕ？”ꄷꅲ。7ꑳꌠꆏꋀ

ꏭ：“ꀉꄉꊨꏦꌅꈌꇬꈴꄉꏤꄉꌠꃅ

6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
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
就在这时候吗？”7耶稣对他们
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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ꑍꃅꉖꆹꆍꊇꇫꅉꐚꉆꌠꀋꉬ。8ꄚ，

ꌃꎔꒌꇁꆍꇭꀧꇬꌵꄮꇬꆏ，ꆍꊇꀋ

ꎪꃅꊋꃤꊌꌠꉬ，ꄷꀋꁧ，ꑳꇊꌒ

ꇌ、ꒀꄠꑭꊂꌋꆀꌒꂷꆀꑸꅑꅸꃅ

ꋮꆸꈈꇬꄉꉠꅇꊪꌬ”ꄷ。9ꅇꂷꋋ

ꈨꉉꈭꐨꆏ，ꋀꇬꉚꐺꄮꇬꆏ，ꋌꃅꄂ

ꌅꇱꋩꌊꃅꃴꇬꋀꋌꀋꂿꅉꇬꃹꁧ

ꀐ。10ꋌꄩꉜꄉꁧꄉ，ꋀꑓꋪꉈꀋꈻ

ꃅꍻꃅꈬꇬꀵꄈꄮꇬꆏ，ꋋꇅꃅ，ꁦꋠ

ꃢꈜꀊꐎꌠꈚꑠꑍꂷꇁꋀꊇꏢꁮꄉ，

ꋀꏭ：11“ꏤꆀꀕꊿꀋ！ꆍꊇꑞꃅꍻ

ꃅꈬꇬꀵꇬꉆ？ꆍꊇꐞꄉꏃꃅꌋꋩꌊ

ꉬꉎꇬꁧꌠꑳꌠꆹ，ꋌꈍꃅꉬꉎꇬꉜꄉ

ꁧꌠꆍꂿꆏ，ꋌꊁꑌꈍꃅꇁꌠꉬ”

ꄷ。 

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
道的。8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
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
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
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
证。”9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
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
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
10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
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
衣，站在旁边，说：11“加利利
人哪，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
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
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
他还要怎样来。” 

 

ꁆꄻꊩꌺꂷꌋꌊꒀꄊꎃꊐ 拣选代替犹大的使徒 
12ꏝꃴꀋꍯꁧꂓꑠꂷꐥ，ꑳꇊꌒ

ꇌꌋꆀꈜꎴꃅꀋꇢ，ꑬꆏꄹꉇꈀꈴꉆ

ꌠꈴꅍꐥꏭꐛ（ꑬꆏꄹꉇꈀꈴꉆꌠꆏꀑꐱꃅꇬꆏꈉ

ꌕꂷꐥ），ꋋꇅꇬ，ꌶꌺꈧꌠꀊꄶꇬꄉꀱ

ꑳꇊꌒꇌꁧ，13ꋀꇁꇓꈓꇬꑟꈭꐨꆏ，

ꆸꄜꑳꋀꇬꀀꁨꌠꇬꃹꆹ。ꀊꄶꇬꀺ

ꄮ、ꒀꉴ、ꑸꇱ、ꉢꄓꆺ、ꃏ

ꆀ、ꄏꂷ、ꀠꄏꇊꂴ、ꂷꄠ、ꑸ

ꇍꃏꌺꑸꇱ、ꈁꁏꁥꌠꊿꑭꂱꌋꆀ

ꑸꇱꌺ（“ꌺ”ꅀ“ꀁꑳ”ꄷꑌꍑ）ꒀꄊꃅꋋ

ꈨꇫꐥ。14ꊿꋋꈨꌋꆀꌋꅪꈍꑋꑼ，

ꑳꌠꀉꂿꂷꆀꑸ，ꉈꑴꑳꌠꀁꑳꈧꌠ

ꌋꆀꐯꇯꉌꂵꋍꂷꉪꐨꋍꏢꃅꏟꈯꀕ

ꃅꈼꂟ。 

12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
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
可走的路程（“安息日可走的路程”约为

一公里）。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
路撒冷去，13进了城，就上了所
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
得、约翰、雅各、安得烈、腓
力、多马、巴多罗买、马太、
亚勒腓的儿子雅各、奋锐党的
西门，和雅各的儿子（或作“兄

弟”）犹大。14这些人同着几个妇
人，和耶稣的母亲马利亚，并
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地恒
切祷告。 

15ꀊꋨꄮꇬ，ꊿꋍꉐꑋꊏꑹꀑꂪ 15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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ꐥꑠꈨꇁꐯꏑ，ꀺꄮꆏꋌꄓꃺꑌꈧꌠ

ꈬꇬꉆꄉꑠꃅꉉ：16“ꃺꑌꊈ！ꌃꎔ

ꒌꄊꃥꈌꇬꈴꄉ，ꌃꎔꏂꀨꇬꄉꒀꄊ

ꂶꌠꊾꈨꋌꏃꌊꑳꌠꒃꇁꃅꅉꄜ，ꅇ

ꂷꑠꆹꅇꀋꅐꀋꉆꌠꉬ。17ꋌꀕꃀꉪ

ꊇꇢꊭꋍꂷꌗꌠꉬ，ꁆꄻꊩꌺꌅꅍꃅ

ꑘꋍꁧꊌꀐ。18ꊿꋋꂷꆹꋍꄸꃅꅠꑽ

ꌠꃄꁌꈧꌠꌌꃄꅉꏬꋌꃼꄉ，ꊁꆏꋍ

ꇭꀧꐚꇬꅜ，ꀃꃀꉆꏅꄉ，ꃶꉆꐯꇯ

ꁖꇁꌐꀐ。19ꊿꑳꇊꌒꇌꈁꀀꌠꃅꌤ

ꋌꐘꋀꅉꐚꌐ，ꑠꅹ，ꋀꊇꋀꃅꄷꉙ

ꇬꈴꄉꃄꅉꀊꋩꏬꋀꌌꑸꇱꄊꂷꂓ

ꄉ。ꋋꆹꌦꅪꃄꅉꄷꌠꄜ。20ꑞꃅ

ꆏ，ꉙꍗꄯꒉꋐꌠꇬ： 

有一百二十名，彼得就在弟兄
中间站起来，说：16“弟兄们，
圣灵借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
言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这话
是必须应验的。17他本来列在我
们数中，并且在使徒的职位上
得了一份。18这人用他作恶的工
价买了一块田，以后身子仆
倒，肚腹崩裂，肠子都流出
来。19住在耶路撒冷的众人都知
道这事，所以按着他们那里的
话给那块田地起名叫亚革大
马，就是血田的意思。20因为诗
篇上写着，说： 

‘ꋍꀀꅉꐈꌌꊿꀋꋦꃮꀋꀆꅉꐛ

ꄉ，ꊾꂷꇬꀀꌠꀋꊌꅊꇈ’ 
ꄷꁱꇬꄀꄉ。 

ꉇꑴ： 
‘ꌞꊿꂷꁳꋍꌅꅍꃅꎁꊌꎻꅊ

ꇈ’ꄷ。 

‘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 
无人在内居住；’ 
 

又说： 

‘愿别人得他的职分。’ 

21-22ꑠꅹ，ꉪꊇꀋꎪꃅꊾꂷꎹꄉ，ꋌꁳ

ꉪꈽꄉꑳꌠꀱꐥꇁꌠꃆꂮꅇꊪꌬꎻ。

ꊿꋋꂷꆹꌋꑳꌠꉪꊇꈬꄔꐥꄉꈏꃹꉇ

ꅐꄮꇬ，ꅉꀕꃅꉪꌋꆀꐮꐋꃅꑠꂷꉬ

ꑲꆀꍑ。ꈏꃹꉇꅐꀊꋨꊭꆹꋋꑣꒀꉴ

ꇬꄉꅑꅸꑳꌠꉪꐞꁧꄉ，ꏃꃅꌋꇱꋩ

ꌊꄩꁧꄮꑟꌠꉬ”ꄷ。23ꄚꄉ，ꊿꑍ

ꂷꋀꊇꌊꄻꄉ，ꊿꋋꑍꂷꆹꀠꌒꀠꌋ

ꆀꂷꄝꑸ（ꀠꌒꀠꆹꊿꋍꏭꒀꌦꄖꄷ

ꑌꄹ，ꒀꌝꄷꑌꄹ）。24ꉹꁌꈧꌠꑠ

21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
入的时候，22就是从约翰施洗
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
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常与我
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
作耶稣复活的见证。”23于是选
举两个人，就是那叫作巴撒
巴，又称呼犹士都的约瑟和马
提亚。24众人就祷告说：“主
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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ꃅꈼꂟ：“ꌋꀋ！ꊾꂷꇬꈀꐥꃅꉌꂵ

ꑞꉪꌠꆏꅉꐚꌐ，ꆏꑴꌠꊿꋋꑍꂷꈬ

ꄔꇬꈀꄸꂷꆏꌋꄉꌠꄐꌐꎼꇁꄉ，25ꋌ

ꁳꁆꄻꊩꌺꌅꅍꃅꎁꊌꎻ。ꒀꄊꆹꌅ

ꅍꃅꎁꑠꋌꇵꇫꎭꄉ，ꋌꀱꊨꏦꃅꄷ

ꉜꄉꁧꀐ”ꄷ。26ꄚꄉꋀꌐꈻꇈ，ꂷ

ꄝꑸꋀꈻꅐꇁꄉ，ꋌꁆꄻꊩꌺꊯꊪꑹ

ꌠꌋꆀꋍꈜꉆꀐ。 

这两个人中，指明你所拣选的
是谁，25叫他得这使徒的位分。
这位分犹大已经丢弃，往自己
的地方去了。”26于是众人为他
们摇签，摇出马提亚来；他就
和十一个使徒同列。 

 

ꉬꊰꎺꄅꋩꑌꌃꎔꒌꀁꋌꌵꇁ 圣灵降临 

2 ꉬꊰꎺꄅꋩꑍꑟꀐ，ꌶꌺꈧꌠꐯ

ꇯꇁꌊꋍꈜꏓꌐ。2ꋋꇅꃅ，ꂾ 2 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
一处。2忽然，从天上有响 

ꃚꈨꂿꃅꇬꄉꀁꋌꇁ；ꀋꇊꆏꃅꆳꀉ

ꒉꄲꁏꌠꌟꃅꇁꑳꋀꇫꑌꂶꌠꇬꃅ

ꐛ。3ꉈꑴꉐꆂꃆꄔꉐꆂꌡꃅꑠꈨꇫ

ꅐꇁꇈꁸꌊꈀꄸꀂꏾꇬꑌꌸꌐ。4ꋀ

ꊇꐯꇯꌃꎔꒌꇱꌵꈴꌐꀐ；ꌃꎔꒌꄻ

ꋀꊇꈀꇖꌠꈌꉐꇬꍬꄉ，ꋀꊇꌞꀉꁁ

ꇩꏤꅇꂷꉉꐺ。 

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
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3又有
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
在他们各人头上。4他们就都被
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
才，说起别国的话来。 

5ꀊꋨꄮꇬ，ꈏꇤꊋꇤꄉꑇꌠꒀꄠ

ꊿꃄꇖꄹꊂꄉꇁꌊꑳꇊꌒꇌꀀꌠ

ꐥ。6ꂾꃚꋋꇅꇫꈌꐚꄷꆏ，ꉹꁌꈧꌠ

ꇁꐯꏑꇈ，ꈀꄸꑌꋀꊨꏦꃅꄷꉙꌶꌺ

ꈧꌠꌌꉉꐺꌠꋀꈨꇬꆏ，ꋀꊇꋌꎼꑞ

ꉬꌠꋀꇬꀋꌧ。7ꉹꁌꈧꌠꋌꇰꈌꉛ

ꀕꌊ：“ꉜꉏ！ꊿꅇꂷꉉꋋꈨꐯꇯꏤ

ꆀꀕꊿꀋꉬꅀ？8ꉪꊇꈀꄸꑌꑞꃅꉪꊨ

ꏦꃅꄷꉙꋀꌌꉉꐺꌠꉪꈨꌠꉬ？9ꁁꄝ

ꑸꊿ、ꂷꄆꊿ、ꑱꇂꊿꌋꆀꊿꂰꌚ

ꀯꄊꂰꑸ、ꒀꄠ、ꏦꁂꄏꏦ、ꀘ

ꄖ、ꑸꑭꑸ、10ꃛꑗꏦ、ꁂꃏꆀꑸ

ꌋꆀꉞꏹꀀꌠ，ꄷꀋꁧꄚꇴꆀꆾꊫꎍ

5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
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
6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
各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乡谈说
话，就甚纳闷；7都惊讶希奇
说：“看哪！这说话的不都是加
利利人吗？8我们各人怎么听见
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乡谈
呢？9我们帕提亚人、玛代人、
以拦人，和住在美索不达米
亚、犹太、加帕多家、本都、
亚细亚、10弗吕家、旁非利亚、
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奈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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ꌠꆀꀖꑸꃄꁕꋋꈨꇬꀀꌠꊿ，ꇊꂷꄉ

ꇁꌠꈛꎼꈜꈴꊿꈬꄔꇬ，11ꒀꄠꊿꌋ

ꆀꒀꄠꑇꇐꃹꌠꊿ，ꈌꅿꄯꌋꆀꀊꇁ

ꀨꊿ，ꋀꊇꐯꇯꉪꃅꄷꉙꋀꌌꏃꃅꌋ

ꃅꐪꑽꑌꇰꀋꃀꌠꉉꌠꉪꈨꀐ？”

ꄷ。12ꉹꁌꈧꌠꇯꑌꋀꋌꇰ、ꉪꑍꋀ

ꇫꉨꄅꄉ，ꋀꐮꏯ：“ꋍꑠꑞꄜꌠꉬ

ꂯ？”ꃅꉉꌐ。13ꉈꑴꊿꋍꈨꆏ：

“ꋀꊇꆹꎧꏀꑱꀑꃶꀐꌠꀋꉬꆏ”

ꃅꁒꐀꌠꑌꐥ。 

比亚一带地方的人，从罗马来
的客旅中，11或是犹太人，或是
进犹太教的人，克里特和阿拉
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
谈，讲说神的大作为。”12众人
就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
什么意思呢？”13还有人讥诮，
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 

 

ꀺꄮꉬꊰꎺꄅꋩꑍꇗꅉꄜ 彼得在五旬节讲道 
14ꀺꄮꌋꆀꁆꄻꊩꌺꊯꊪꑹꌠꄓ

ꇬꉆꄉ，ꃚꐕꉐꐓꄉꑠꃅꉉ：“ꒀꄠ

ꊿꌋꆀꊿꑳꇊꌒꇌꈁꀀꌠ！ꌤꋌꐘꆹ

ꆍꊇꇫꅉꐚꄡꑟ，ꆍꊇꑌꅳꀧꍔꄉꉠ

ꅇꅲꄡꑟ。15ꆍꊇꆹꊿꋋꈨꎧꑱꀐꉂ

ꃅꉪ，ꄚ，ꇯꍝꃅꇬꆹꑱꀐꌠꀋꉬ，ꑞ

ꃅꆏ，ꀋꃅꑲꆀꉘꁮꅐꊂꇄꌠꉬ。

16ꑠꆹꅉꄜꊿꒀꇓꈁꉉꌠꉬ，ꋌ： 

14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
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
路撒冷的人哪！这件事你们当
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15你
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
醉了，因为时候刚到上午九
点。16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 

17‘ꏃꃅꌋꄹꇬ：ꃅꑍꄽꂫꄮꇬꆏ， 
ꉢꉠꒌꌌꃰꊿꇭꀧꇬꒈꎭꄉ， 
 
ꆍꌳꃈꅮꆹꅉꄜꇁ， 
ꆍꀊꉘꄿꏀꆹꐛꒌꇣꋲꌠꂿꇁ， 
ꃀꌠꀕꀄꂼꇣꋲꌠꂻꇁ。 

17‘神说：在末后的日子， 
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
的， 
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 
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 
老年人要做异梦。 

18ꃅꑍꀊꋨꄮꇬꆏ， 
ꉠꒌꉢꌌꉠꁏꐚꌋꆀ 
ꁏꃀꒈꎭꇈ， 
ꋀꊇꆹꅉꄜꇁꌠꉬ。 

18在那些日子， 
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
和使女， 
他们就要说预言。 

19ꉢꄩꉬꉎꄉꌤꂵꌦꂵꌋꌠꑠꄻꆍ 19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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ꀦ， 
ꉢꀏꉬꐮꄉꌋꃅꐪꑽꑌ、 
ꌦꅪ、ꃆꄔ、ꃅꇴꄻꆍꀦ。 

 
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 
有血、有火、有烟雾。 

20ꉘꁮꐈꌌꆈꋧꋪ， 
ꆧꁨꐈꌌꌦꅪꐛ， 
ꌤꋋꈨꆹꌋꃅꑍꀉꒉꇈꄇꇖꀕꀊ

ꋨꄹꉇꑟꇁꂾꇫꅐꇁꌠꉬ。 

20日头要变为黑暗， 
月亮要变为血， 
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
到以前。 

21ꀊꋨꄮꇬꆏ， 
ꊿꇖꂟꅷꌋꂓꄷꑟꌠꆏ， 
ꀋꎪꃅꈭꋏꊌ’ꄷ。 

21到那时候， 
凡求告主名的， 
就必得救。’ 

22ꑱꌝꆀꊿꀋ！ꆍꊇꑴꌠꉠꅇꅲ！ꏃꃅ

ꌋꇂꌒꇍꊿꑳꌠꇇꄧꈴꄉ，ꆍꈬꄔꄉ

ꄐꐨꇣꋲꌠ、ꌤꂵꌦꂵꌋꌠ、ꌋꃅ

ꐪꑽꑌꑠꃅꄉ，ꋋꆹꀋꎪꌠꉬꌠꑠꊩꀽ

ꎼꇁ，ꑠꆹꆍꊇꊨꏦꇫꅉꐚꌠꉬ。23ꋋ

ꆹꏃꃅꌋꏤꄉꌠꉪꐪ，ꂴꂿꐨꇬꈴꄉ

ꏮꊿꁳ，ꆍꊇꆏꊿꇗꀋꁨꏦꀋꁨꌠꇇ

ꄧꄉꋌꆍꋯꌩꏍꇬꄀꌦꇫꎭꀐ。24ꏃ

ꃅꌋꆹꋌꁳꌦꌠꐒꆅꐨꐞꇈ，ꀱꐥꇁ

ꎻ，ꑞꃅꆏ，ꌦꃤꊇꅉꇬꇯꆐꋌꈢꀋ

ꄐ。25ꄊꃥꌐꄉꋍꏭꑠꃅꉉ： 

22以色列人哪！请听我的话：神
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
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
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
的。23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
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
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
了。24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
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
拘禁。25大卫指着他说： 

‘ꌋꅉꀕꃅꉠꃀꐥꌠꉢꂿ， 
ꋌꉠꇀꑳꏯꄉ， 
ꉢꁳꇙꁮꀋꋏꎻ。 

‘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 
他在我右边， 
叫我不至于摇动。 

26ꑠꅹ，ꉠꄸꈐꉌꇿ， 
ꉠꒌꆠ（ꑝꇂꉙꇬꆏ“ꉐꆂ”ꃅꅑ） 

ꉌꌒ， 
ꄷꀋꁧ，ꉠꇭꀧꆹꒊꌋꀕꃅꉘꇉ

ꈬꇬꀀ。 

26所以我心里欢喜， 
我的灵（原文作“舌”）快乐， 
 
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
中。 

27ꑞꃅꆏ，ꆎꆹꀋꎪꃅꉠꒌꆠꆏꇤ

ꅉꃴꏦꑳꐎꇬꀋꊐ， 
27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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ꅽꌃꎔꂶꌠꁳꑌꍹꐛꀠꐙꌠꂿ

ꀋꎽ。 
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 

28ꆎꆹꀑꇬꈝꃀꆏꄐꉢꀦꀐ， 
ꆏꀋꎪꃅꉢꁳꆎꂿ(ꅀ“ꉡꇴꌊꅽꃀꄉ”

ꃄꑌꍑ)ꄉꉌꇿꅍꇎꃅꊌꎻ’

ꄷ。 

28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 
必叫我因见你的面（或作“叫我

在你面前”），得着满足的快
乐。’ 

29ꃺꑌꊈ！ꉪꀋꁌꀋꁧꄊꃥꌤꆹꐝꉅꃅ

ꉢꉉꆍꇰꉆ，ꋌꌦꄉꌌꄃꁧꇬꄃꇫꎭ

ꀐ，ꄷꀋꁧꋍꄃꁧꅑꅸꀃꑍꑟꌠꉪꄚ

ꇬꐛꑴꌦ。30ꄊꃥꆹꅉꄜꊾꂷꉬꄉ，

ꏃꃅꌋꋍꏭꋍꊂꋊꌺꇖꂷꄻꋍꃰꃅꑋ

ꅉꇬꑌꄉꂿꄷꃅꅇꏤꒃꌠꑌꋌꅉ

ꐚ。31ꑠꅹ，ꌤꋌꐘꂴꇯꆐꋌꉜꅐꇁ

ꄉ，ꉉꅷꏢꄖꀱꐥꇁꌠꃆꂮꑞꄮꇬꆏ，

ꋌ： 

29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
以明明地对你们说，他死了，
也葬埋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
今日还在我们这里。30大卫既是
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起誓，
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
的宝座上，31就预先看明这事，
讲论基督复活说： 

‘ꋍꒌꆠꇤꅉꃴꏦꑳꐎꇬꊐꀋ

ꄉ， 
ꋍꇭꀧꑌꍹꐛꀠꐙꌠꊌꀋꂿ’

ꄷꉉ。 

‘他的灵魂不撒在阴间； 
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 

32ꑳꌠꋋꂷꆹ，ꏃꃅꌋꋌꁳꀱꐥꇁꎻ

ꀐ，ꉪꊇꈀꄸꑌꌤꋌꐘꎁꃅꅇꊪꌬ

ꌐ。33ꋌꏃꃅꌋꇇꇀꑳꁆꌠꇱꐕꄩꄉ

（ꅀ“ꋌꐕꌊꏃꃅꌋꇀꑳꏯꑍꄉ”ꃄꑌꍑ），ꉈꑴ

ꀉꄉꄷꄉꈀꈌꁧꄉꌠꌃꎔꒌꑌꋌꊪꊊ

ꀐ，ꄚꄉꆍꊇꈀꂿꈀꈨꌠꋌꉷꀁꋌꎭ

ꇁ。34ꄊꃥꊨꏦꆹꉬꉎꇬꆹꀋꋻꑴꇬ，

ꋌꄡꇗ： 

32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
我们都为这事作见证。33他既被
神的右手高举（或作“他既高举在神的

右边”），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
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
的浇灌下来。34大卫并没有升到
天上，但自己说： 

‘ꌋꉠꌋꏭ： 
ꆏꉠꇀꑳꏭꑌꄉ， 

35ꅽꁮꐚꈧꌠꉢꄻꅽꑬꊙꅉꄻꄉ

‘主对我主说： 
你坐在我的右边， 

35等我使你仇敌作你的脚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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ꌠꇁꉚ’ꄷꉉ。 
36ꑠꅹ，ꑱꌝꆀꊿꋋꁯꃅꇯꍝꃅꅉꐚ

ꄡꑟꌠꆏ，ꆍꊇꇱꋯꌩꏍꇬꄀꌠꑳꌠ

ꋋꂷꆹ，ꏃꃅꌋꇱꄻꌋꀕꆀꏢꄖꃅꄉ

ꀐ”ꄷ。37ꅇꂷꋋꈨꉹꁌꈨꇈ，ꋀꉌ

ꂵꑱꉀꃅꉀꄉ，ꋀꀺꄮꌋꆀꁆꄻꊩꌺ

ꀉꁁꈧꌠꏭ：“ꃺꑌꊈꀋ！ꉪꊇꈍꃅ

ꀕꄡꑟ？”ꄷꅲ。38ꀺꄮꆏꋀꏭ：

“ꆍꊇꋍꂷꈀꐥꃅꉪꁏꄺꀱ，ꑳꌠꂓ

ꄜꄉꋋꑣꊪꑲꆀ，ꆍꑽꃤꁳꏆꃤꊌ

ꎻ，ꑠꃅꑲꆏ，ꀋꎪꃅꏃꃅꌋꄻꆍꇖꌠ

ꌃꎔꒌꆍꊌꌠꉬ。39ꑞꃅꆏ，ꈌꁧꅍ

ꋍꑠꆹꄻꆍꌋꆀꆍꌺꇖ，ꄷꀋꁧ，ꄻꊿ

ꈜꎴꃅꄷꈁꀀꌠ、ꌋꉪꏃꃅꌋꇫꈀ

ꇴꌠꁵꌠꉬ”ꄷ。40ꀺꄮꉈꑴꅇꂷꈍ

ꑋꌌꅇꊪꌬ，ꋀꏭꅇꈪꊐꄉ：“ꆍꊇ

ꆹꊨꏦꈭꋏꌊꃅꋊꇂꈪꇂꍰꋋꋏꇬꐞ

ꄡꑟ”ꄷ。41ꄚꄉꊿꋍꅇꊪꈧꌠꆏ

ꋋꑣꊪꀐ。ꀊꋨꄹꉇꌶꌺꌕꄙꑹꀑ

ꂪꁦꎆ。42ꋀꊇꐯꇯꉌꊫꑌꃅꁆꄻꊩ

ꌺꉙꅇꂘꅇꇬꍬꄉ，ꐮꐊ、ꎬꁱ

ꏼ、ꈼꂟ。 

36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地知
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
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
督了。”37众人听见这话，觉得
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
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
38彼得说：“你们各人要悔改，
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
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
灵；39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
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
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
40彼得还用许多话作见证，劝勉
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
扭曲的世代。”41于是领受他话
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
约添了三千人。42都恒心遵守使
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
祈祷。 

 

ꑇꊿꐥꐨ 信徒的生活 
43ꉹꁌꉬꇮꃅꏸꏦꌐ。ꁆꄻꊩꌺ

ꉈꑴꌤꂵꌦꂵꌋꌠꌋꆀꌋꃅꐪꑽꑌꀉ

ꑌꈨꃅꀐ。44ꑇꊿꈧꌠꆏꋍꈜꐥꄉ，

ꎊꈬꑞꑌꌌꐯꇯꌬꌐ，45ꄷꀋꁧ，ꃄ

ꅉ、ꁨꇐꄉꇐꑠꃷꄉ，ꈀꄸꈍꑋꈉꆏ

ꈍꑋꁸꇬꁳ。46ꋀꊇꋍꑍꋑꀋꋒꉌꂵ

ꋍꂷꉪꐨꋍꏢꃅꏟꈯꀕꃅꌃꎔꑷꂿꇬ

43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
许多奇事神迹。44信的人都在一
处，凡物公用，45并且卖了田
产、家业，照各人所需用的分
给各人。46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
切地在殿里，且在家中掰饼，
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47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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ꐥ，ꄷꀋꁧꀁꇬꄉꎬꁱꏼ，ꄸꈐꇬꀋꎪ

ꀋꑴ、ꉌꇿꃅꋙꋠ，47ꏃꃅꌋꏭꍖ

ꀴ，ꉹꁌꈀꐥꃅꋀꉌꃹ，ꌋꋍꑍꋑꀋꋒ

ꊿꈭꋏꊊꌠꄻꇬꇯꋀꊇꁵ。 

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
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 

 

ꊿꐂꀜꂷꀺꄮꉃꌒ 彼得在殿门口医好瘸腿的人 

3 ꁯꋒꐯꉐꈼꂟꄮꇬ，ꀺꄮ、ꒀ

ꉴꑋꌃꎔꑷꂿꇬꆹ。2ꊿꒆꎼꇁ 
3 下午三点祷告的时候，彼

得、约翰上圣殿去。2有一 
ꄷꆏꐂꀜꂷ，ꋍꑍꋑꀋꋒꊿꇱꐔꌊꑷ

ꂿꀃꈈꁭꑭꐕꄉ（ꀃꈈꀊꋨꐬꆹꎔꃨ

ꀃꈈꂓ），ꊿꑷꂿꇬꆹꌠꏭꎅꍈꄻꋋꇇ

ꀤꄷꇖꂟ。3ꀺꄮꌋꆀꒀꉴꑋꑷꂿꇬ

ꃹꆹꂯꄉꌠꋌꂾꄮꇬꆏ，ꋌꎼꋍꑊꏯꎅ

ꍈꄻꋋꇇꀤꄷꇖꂟ。4ꀺꄮ、ꒀꉴꑋ

ꍻꇬꀳ，ꀺꄮꇬꏭ：“ꆏꏮꉪꊇꉜ”
ꄷ。5ꊿꂶꌠꆏꊵꑵꍈꊌꉘꇉꃅꋓꉪ

ꁨꄉꏮꋀꉚ。 

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
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
（那门名叫美门），要求进殿的
人周济。3他看见彼得、约翰将
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4彼
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
“你看我们。”5那人就留意看他
们，指望得着什么。 

6ꀺꄮꆏ：“ꉢꐎ꒰ꑞꑌꀋꁨ，ꉢ

ꀕꈁꁨꌠꀉꄂꄻꆏꁳ，ꉢꇂꌒꇍꊿꑳ

ꌠꏢꄖꂓꄜꄉ，ꅽꏯꄓꈛꎼꄷ”ꄷ

ꇈ，7ꄚꄉꊿꂶꌠꇇꇀꑳꁆꌠꄷꄉꋌ

ꈻꀍꉀꉆ，ꋍꏸꑭꌋꆀꑬꑓꊨꇇꈤꃅ

ꊋꑌꁦꅤꇈ，8ꐂꇁꄉ，ꇬꉆꌦ，ꈛꎼ

ꌦꃅꇫꏮꐺ；ꋀꐊꌃꎔꑷꂿꇬꃹꆹ

ꇈ，ꈛꎼꅉ、ꐁꅉꃅꏃꃅꌋꏭꍖ

ꀴ。9ꉹꁌꈧꌠꊿꋋꂷꈛꎼꅉꃅꏃꃅ

ꌋꏭꍖꀴꌠꋀꂿ，10ꋋꆹꅉꀕꃅꑷꂿ

ꎔꃨꀃꈈꁭꑭꑌꄉꎆꇖꋙꇖꂶꌠꉬꌠ

ꋀꌧ，ꄚ，ꌤꊿꋋꂷꈀꊝꋌꐘꒉꄸꃅ，

ꋀꋌꇰꈌꉛꀕ、ꉌꋲꀕꌐ。 

6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
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
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
行走！”7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
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
健壮了，8就跳起来，站着，又
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
跳着，赞美神。9百姓都看见他
行走，赞美神；10认得他是那素
常坐在殿的美门口求周济的，
就因他所遇着的事，满心希
奇、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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ꀺꄮꌙꇊꂱꑲꒌꇂꃴꄉꇗꅉꄜ 彼得在所罗门廊下讲道 
11ꊿꂶꌠꌙꇊꂱꑲꒌꄷꈚꌠꇂꃴ

ꄉꀺꄮ、ꒀꉴꑋꈻꐺꄮꇬꆏ，ꉹꁌꈧ

ꌠꐯꇯꀥꀊꄶꇁꄉ，ꋀꋌꇰꌐ。12ꀺ

ꄮꉹꁌꈧꌠꋌꂿꇬꆏ，ꋀꏭ：“ꑱꌝ

ꆀꊿꀋ！ꆍꑞꃅꌤꋌꐘꆍꉜꌊꊿꋌꇰ

ꅍꃅꄉꌠꉬ？ꑞꃅꑠꃅꍻꉪꀳꄉ，ꆍꉂ

ꆏꉪꊇꊨꏦꊋꃤꅀꌋꉪꌋꏡꌠꉘꇉꄉ

ꊿꋋꂷꉪꄻꈛꎼꌠꉬꎼꈀꅀ？13ꑸꀨꇁ

ꉴ、ꑱꌒ、ꑸꇱꃤꏃꃅꌋꆹꉪꁍꁈ

ꏃꃅꌋꉬ，ꋍꁏꐚꑳꌠ（“ꁏꐚ”ꅀ

“ꌺ”ꃄꑌꍑ）ꋌꄻꀑꒉꑊꒉꄀꀐ，ꄚ，ꆍ

ꊇꆏꋌꆍꏮꀙꇁꄏꁵ。ꀙꇁꄏꉪꄉꏤ

ꄉꋌꋊꃑꇫꎭꂿꄷꇬ，ꀙꇁꄏꂾꄉꋌ

ꆍꊇꇵꇫꎭ。14ꆍꊇꆹꊿꌃꎔ、ꑖꉬ

ꂶꌠꆍꇵꇫꎭ，ꀱꌊꊿꀕꌉꊾꆳꑠꂷ

ꋊꃑꆍꁳꄷꇖꂟ。15ꀑꇬꌋꂶꌠꆍꊇ

ꌉꇫꎭ，ꄚ，ꏃꃅꌋꆹꋌꁳꌦꈬꇬꄉꀱ

ꐥꇁꎼꀐ，ꉪꊇꐯꇯꌤꋌꐘꎁꃅꅇꊪ

ꌬꌐ。16ꉪꊇꋍꂓꑇꐛꅹ，ꋍꂓꌗꆹ

ꊿꆍꊇꈁꌧꈀꂿꋋꂷꁳꊋꑌꁦꅤꎻ

ꀐ，ꑠꆹꑳꌠꄖꊿꈀꇖꌠꑇꐨꉌꊋ，ꊿ

ꋋꂷꁳꆍꊇꉹꁌꂾꄉꌒꁟꑻꀕꎻꌠ

ꉬ。 

11那人正在称为所罗门的廊
下，拉着彼得、约翰，众百姓
一齐跑到他们那里，很觉希
奇。12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
“以色列人哪！为什么把这事当
作希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
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
虔诚使这人行走呢？13亚伯拉
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
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
仆人耶稣（“仆人”或作“儿子”）；你们
却把他交付彼拉多。彼拉多定
意要释放他，你们竟在彼拉多
面前弃绝了他。14你们弃绝了那
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
凶手给你们。15你们杀了那生命
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
了；我们都是为这事作见证。
16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
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健
壮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
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
了。 

17ꃺꑌꊈꀋ！ꆍꊇꌤꋌꐘꃅꌠꆹꌧ

ꅍꀋꐥꒉꄸ，ꆍꏲꌋꂠꌋꑌꑠꃅꐙ，ꋍ

ꑠꉢꅉꐚ。18ꄚ，ꏃꃅꌋꆹꅉꄜꊿꈧ

ꌠꈌꇬꈴꄉ，ꏢꄖꉮꃤꌸꄷꅉꄜꌠꆹ，

ꑠꃅꄉꅇꅐꀐ。19ꑠꅹ，ꆍꊇꉪꁏꄺ

ꀱꌊꎃꊒꌠꈜꍬꄉ，ꆍꑽꃤꈧꌠꌨꑻ

ꇫꎭ，20ꑠꃅꑲꆏ，ꑬꆏꃅꑍꀋꎪꃅꌋ

17弟兄们，我晓得你们做这
事是出于不知，你们的官长也
是如此。18但神曾借众先知的
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
样应验了。19所以你们当悔改归
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20这
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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ꂾꄉꇫꑟꇁꌠꉬ。ꌊꑌꀋꎪꃅꂴꇯꆐ

ꋌꄐꏤꆍꁳꄉꌠꑳꌠꏢꄖꂶꌠꋌꁆꀁ

ꋌꎼꇁꌠꉬ。21ꋋꆹꀋꎪꃅꉬꉎꇱꊏ

ꄉ，ꊏꄉꅷꋧꃅꀱꐛꅉꐛꄮꑟ，ꑠꆹꀋ

ꉊꏃꃅꌋꁍꄻꏃꄻꈭꐨꌃꎔꌠꅉꄜꊿ

ꈌꇬꈴꄉꉉꄉꌠ。22ꃀꑭꑠꃅꉉꋺ：

‘ꌋꆍꏃꃅꌋꆹꆍꊇꃺꑌꈬꇬꄉ，ꆍ

ꎁꃅꅉꄜꊿꉢꌟꑠꂷꁳꒆꇫꅐꇁꎻ，

ꋌꆍꏭꈁꉉꌠꆏ，ꆍꐯꇯꇫꅇꃅꌶ。

23ꅉꄜꊿꂶꌠꅇꀋꃅꌠꆏ，ꀋꎪꃅꉹ

ꁌꈬꇬꄉꈔꋏꇫꎭ’ꄷ。24ꌑꃅꇓꇬ

ꄉꅑꅸꇁꌠꅉꄜꊿꈧꌠꐯꇯ，ꅉꈀꄜ

ꌠꃅꉉꅷꃅꑍꋋꈨꇬꑟꌐ。25ꆍꊇꆹ

ꅉꄜꊿꌺꇖꉬ，ꆍꊇꑌꏃꃅꌋꆍꀋꁌ

ꀋꁧꌋꆀꈀꒃꌠꏤꐪꊪꌠꉬ，ꋌꑸꀨ

ꇁꉴꏭ：‘ꋧꃅꊿꋅꈀꐥꌠꃅꐯꇯꅽ

ꊂꋊꒉꄸꃅꌒꃤꊌ’ꄷ。26ꏃꃅꌋꆹ

ꋍꁏꐚ（ꅀ“ꌺ”ꃄꑌꍑ）ꁳꒆꇫꅐꇁꎻꑲ

ꆏ，ꁏꐚꂶꌠꋌꇱꁆꌌꄚꆍꄷꇁꎻ，

ꌒꃤꄻꆍꇖꄉ，ꆍꁳꈀꄸꑌꑽꃤꇬꐞ

ꄉꀱꇁꎻꌠꉬ”ꄷ。 

前来到。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
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21天必留
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
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
的口所说的。22摩西曾说：‘主
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
起一位先知像我，凡他向你们
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23凡不
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
然灭绝。’24从撒母耳以来的众
先知，凡说预言的，也都说到
这些日子。25你们是先知的子
孙，也承受神与你们祖宗所立
的约，就是对亚伯拉罕说：‘地
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
26神既兴起他的仆人（或作“儿

子”），就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
赐福给你们，叫你们各人回
转，离开罪恶。” 

 

ꀺꄮꌋꆀꒀꉴꑋꃀꈿꅉꇬꄉꊿꌌꀞꇽ 彼得与约翰在公会受审 

4 ꁆꄻꊩꌺꉹꁌꏭꅇꉉꑌꃅꄉꄮꇬ

ꆏ，ꆦꑝꊿꈧꌠ、ꑷꂿꐏꂠꌟꒉ 4 使徒对百姓说话的时候，祭
司们和守殿官，并撒都该 

ꌋꆀꌑꄖꇠꊿꐯꇯꋋꇅꃅꇫꅐꇁ。

2ꁆꄻꊩꌺꉹꁌꏭꑳꌠꉘꇉꄉꊿꌦꈬ

ꇬꄉꀱꐥꇁꌠꃅꑠꉙꂘꄉ，ꋀꊇꋌꎼ

ꉌꅛꑓꅛ。3ꄚꄉꋀꊇꇇꐛꄉꋍꑊꒃ

ꇁ，ꀊꋨꄮꇬ，ꃅꈊꀐꐛꅹ，ꋍꑊꊿꏦ

ꄉꅷꊁꄹꉇꑟ。4ꄚ，ꊿꇗꅉꅲꈧꌠ

ꆹꑇꌠꀉꑌꈨꐥꀐ，ꌺꃰꀉꄂꇬꉬꄙ

人，忽然来了。2因他们教训百
姓，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
活，就很烦恼；3于是下手拿住
他们，因为天已经晚了，就把
他们押到第二天。4但听道之人
有许多信的，男丁数目约到五
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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ꑹꀑꂪꐥ。 
5ꊁꄹꉇꆏ，ꏲꌋꂠꌋ、ꅡꈭꌟꒉ

ꌋꆀꁱꂷꌤꃅꊿꑳꇊꌒꇌꄉꐯꏑ

ꌐ。6ꉈꑴꆦꑝꌌꁈꑸꇁꌋꆀꇠꑸ

ꃔ、ꒀꉴ、ꑸꆀꎭꄊ，ꄷꀋꁧꆦꑝ

ꌌꁈꏣꃀꏣꑟꑌꀊꄶꐥ。7ꁆꄻꊩꌺ

ꋀꄻꈬꄔꇬꉆꄉ，ꋍꑊꏭ：“ꆍꊇꊋ

ꃤꑞꑵꌬ，ꈀꄸꂓꄜꄉꌤꋌꑵꃅꌠ

ꉬ？”ꄷꅲ。8ꀊꋨꄮꇬ，ꀺꄮꌃꎔ

ꒌꇱꌵꈴꄉ，ꋀꏭ：“ꉹꁌꏲꌠꌅꈌ

ꐥꌠꌋꆀꅡꈭꌟꒉꊈꀋ！9ꀋꄸꄷ，ꉪ

ꊇꀃꑍꆐꅑꊿꇭꀧꇬꂄꃅꎔꏿꄉ，ꆍ

ꉪꊇꏯꋌꈍꃅꄉꉃꌒꌠꍤꅲꑲꆏ，

10ꆍꊇꌋꆀꑱꌝꆀꉹꁌꋍꏅꐯꇯꅉꐚ

ꄡꑟ，ꊿꄚꆍꂾꉆꋋꂷꆹ，ꆍꊇꇱꋯ

ꌩꏍꇬꄀ、ꏃꃅꌋꋌꁳꌦꈬꇬꄉꀱ

ꐥꇁꎻꌠꇂꌒꇍꊿꑳꌠꏢꄖꂓꉫꒉꄸ

ꃅꉃꌒꌠꉬ。11ꋋꆹ 

5第二天，官府、长老和文
士在耶路撒冷聚会，6又有大祭
司亚那和该亚法、约翰、亚历
山大，并大祭司的亲族都在那
里。7叫使徒站在当中，就问他
们说：“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
的名做这事呢？”8那时，彼得被
圣灵充满，对他们说：“治民的
官府和长老啊，9倘若今日，因
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
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到痊愈，
10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
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
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
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
稣基督的名。11他是 

‘ꆍꊇꑲꋉꇎꇷꇵꇫꎭꌠꇓꂵꂶ

ꌠꆹ，ꑳꎏꄅꇓꇬꂾꂶꌠꐛ

ꀐ’ꄷ。 

‘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
了房角的头块石头。’ 

12ꋌꀉꄂꑲꆏ，ꀉꁁꈭꋏꑞꑌꀋꐥ；ꑞ

ꃅꆏ，ꃅꑆꋌꁬꇂꃴ，ꃰꊿꋥꅉꇬ，ꂓ

ꀉꁁꉪꊇꇫꉘꇉꄉꈭꋏꊌꉆꌠꄻꉪꀋ

ꇖ”ꄷ。13ꀺꄮꌋꆀꒀꉴꑋꉌꂵꀉ

ꒉꌠꋀꂿ，ꉈꑴꋍꑊꆹꌧꇐꌷꇐꀋꐥ

ꌠꎃꀕꑍꂷꉬꌠꋀꊇꉜꅐꇁ，ꑠꅹ，ꋀ

ꋌꇰꄉ，ꋍꑊꆹꑳꌠꊂꈹꋺꌠꋀꊨꄅ

ꀐ。14ꉈꑴꉃꌒꀐꌠꊿꂶꌠꑌꋀꈽꇬ

ꉆꌠꋀꂿꈭꐨꆏ，ꋀꊇꅇꂷꌌꇬꀥꅍ

ꎷꀋꊌꀐ。15ꄚꄉꋍꑊꏭꌟꒉꌠꂾꃀ

12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
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13他们见
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
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希
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
14又看见那治好了的人和他们一
同站着，就无话可驳。15于是吩
咐他们从公会出去，就彼此商
议说：16“我们当怎样办这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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ꈿꅉꇬꄉꉈꏮꒉꄷꈭꐨꆏ，ꋀꊇꊨꏦ

ꐮꇖꐮꄟꄉ：16“ꉪꊇꊿꋋꑍꂷꌌꈍ

ꃅꀞꂯ？ꋍꑊꆹꇯꍝꃅꌋꃅꐪꑽꑌꐘ

ꃅꀐ，ꌤꋌꐘꊿꑳꇊꌒꇌꈁꀀꌠꃅꋋ

ꅉꐚ，ꉪꊇꑌꌤꑠꁢꊧꀋꐥꃅꉉꀋ

ꉆ。17ꌤꋌꐘꀊꅰꃅꊿꌌꉹꁌꈬꇬꄉ

ꁭꁘꁧꂵꌠꉥ，ꉪꊇꀋꎪꃅꋀꇷꇋ

ꄉ，ꋀꁳꋌꊂꊾꂓꋋꂷꄜꄉꅇꉉꄡꎽ

ꑲꆀꍑꀐ”ꄷ。18ꄚꄉꋍꑊꊿꇱꇴ

ꌊꇁ，ꋍꑊꏭꈍꃅꑌꑳꌠꂓꄜꄉꊿꉗ

ꊿꂘꀋꉆꄷꏢꇋ。19ꄚ，ꀺꄮ、ꒀꉴ

ꑋꆏ：“ꆍꊇꅇꃅ，ꏃꃅꌋꅇꀋꃅꑠ

ꆹꄐꊒꅀꄐꀋꊒꌠꆍꊨꏦꉪꎖꉏ！

20ꉪꊇꆹꉪꈀꂿꈀꈨꌠꀋꉉꀋꉆ”

ꄷ。21ꏲꌋꂠꌋꈧꌠꉹꁌꒉꄸꃅ，ꏡ

ꁈꑵꏂꌊꋍꑊꀞꅓꀋꄐꃅ，ꌌꉈꑴꋍ

ꃢꇷꇋꇈꋊꃑꇬꎭꀐ。ꑠꆹꈀꃅꌠꌤ

ꂵꌦꂵꌋꋋꈨꉹꁌꂿꇈ，ꉹꁌꀑꒉꑊ

ꒉꏮꏃꃅꌋꄀꌐꒉꄸ。22ꊿꌋꃅꐪꑽ

ꑌꇇꄧꈴꄉꋍꑊꇱꉃꌒꂶꌠꆹꈎꄜꇖ

ꊰꎖꈎꀐꂷꉬ。 

人呢？因为他们诚然行了一件
明显的神迹，凡住耶路撒冷的
人都知道，我们也不能说没
有。17惟恐这事越发传扬在民
间，我们必须恐吓他们，叫他
们不再奉这名对人讲论。”18于
是叫了他们来，禁止他们总不
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
19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
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
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20我们
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
说。”21官长为百姓的缘故，想
不出法子刑罚他们，又恐吓一
番，把他们释放了。这是因众
人为所行的奇事，都归荣耀与
神。22原来借着神迹医好的那人
有四十多岁了。 

 

ꌶꌺꌋꏭꉌꂵꀉꒉꌠꄻꋀꁳꄷꇖꂟ 门徒求主赐胆量 
23ꋍꑊꊿꇱꋊꃑꎼꇁꈭꐨꆏ，ꋍꑊ

ꎼꐋꀨꄷꁧꄉ，ꆦꑝꌟꒉꌋꆀꅡꈭꌟ

ꒉꈁꉉꌠꅇꂷꈧꌠꋍꑊꉉꋀꊇꇰꌐ。

24ꅇꂷꋋꈨꋀꊇꈨꈭꐨꆏ，ꋀꊇꐯꇯ

ꉌꂵꋍꂷꉪꐨꋍꏢꃅ，ꃚꐕꄉꏃꃅꌋ

ꏭꑠꃅꉉ：“ꌋꀋ！ꆎꆹꃅꃴ、ꃄ

ꅉ、ꎿꌋꆀꈬꄔꐥꇐꈀꐥꌠꄻꂶꌠ

ꉬ，25ꆏꌃꎔꒌꇇꄧꈴꄉ，ꅽꁏꐚꉪꀋ

ꁌꀋꁧꄊꃥꈌꇬꈴꄉ，ꑠꃅꉉ： 

23二人既被释放，就到会友
那里去，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
的话都告诉他们。24他们听见
了，就同心合意地高声向神
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
和其中万物的，25你曾借着圣
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
的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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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ꉇꉻꊿꑞꃅꃃꏈꌠꉬ？ 
ꋧꃅꊿꋅꑞꃅꌤꀨꀋꐥꄩꀋꐥ

ꌠꏂꇫꌠꉬ？ 

‘外邦为什么争闹？ 
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 

26ꋧꃅꇬꃰꃅꐯꇯꄓꇁ， 
ꇛꌺꑌꐯꏑ， 
ꋀꊇꇁꏃꃅꌋꄙ， 
ꄷꀋꁧꏃꃅꌋꌐꋉꄉꂶꌠꏭꑌ

ꄙ’ꄷ（“ꌐꋉꄉꂶꌠ”ꅀ“ꏢꄖ”ꄷ

ꑌꍑ）。 

26世上的君王一齐起来， 
臣宰也聚集， 
要敌挡主， 
并主的受膏者（或作“基督”）。’ 

27ꑝꇊꌋꆀꀘꄂ•ꀙꇁꄏ，ꉇꉻꊿꌋꆀ

ꑱꌝꆀꉹꁌꇯꍝꃅꄚꇓꈓꇬꄉ，ꐯꏑ

ꌌꆏꌐꋉꄉꌠꌃꎔꁏꐚꑳꌠ（“ꁏꐚ”

ꅀ“ꌺ”ꄷꑌꍑ）ꆼꁏ，28ꑠꃅꄉꀋꉊꂴꇯ

ꆐꅽꇇꌋꆀꅽꉪꐨꇬꈴꄉꄐꏤꄉꌠꌤ

ꀋꎪꃅꇫꅐꈧꌠꄚꄉꃅꐛ。29ꋀꊇꉪ

ꇷꉪꇋ，ꌋꀋ！ꀋꃅꆏꇬꉚꇁ，ꋍꁁꏭ

ꆏꅽꁏꐚꁳꉌꂵꀉꒉꃅꅽꇗꅉꄜꎻ；

30ꋍꁁꏭꆏꅽꇇꎇꌊꅽꌃꎔꁏꐚ（“ꁏ

ꐚ”ꅀ“ꌺ”ꃄꑌꍑ）ꑳꌠꂓꇬꈴꄉꆅꉁꆄ

ꄻ，ꌋꃅꐪꑽꑌꌋꆀꌤꂵꌦꂵꌋꌠꃅ

ꅐꇁ”ꄷ。31ꈼꂟꌐꈭꐨꆏ，ꋀꊇꐯ

ꏑꅉꈚꌠꇬꇙꈧꐺꇈ，ꋀꊇꌃꎔꒌꇱ

ꌵꈴꌐꄉ，ꉌꂵꀉꒉꃅꏃꃅꌋꇗꅉꉉ

ꍣ。 

27希律和本丢•彼拉多，外邦人
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
集，要攻打你所膏的圣仆耶稣
（“仆”或作“子”），28成就你手和你
意旨所预定必有的事。29他们恐
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
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
道，30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
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
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仆”或作

“子”）。”31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
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
放胆讲论神的道。 

 

ꁨꇐꑞꑌꐯꇯꌬ 凡物共用 
32ꑇꊿꀊꋨꈨꃅꉌꂵꋍꂷꉪꐨꋍ

ꏢꃅꐙ，ꊾꂷꎊꈬꋍꑵꆹꀀꊨꏦꃤꃅ

ꉉꌠꀋꐥꃅ，ꐯꇯꈀꄸꑌꋍꉻꃅꌬ

ꌐ。33ꁆꄻꊩꌺꊋꃤꀉꒉꃅꑌꄉꑳꌠ

ꀱꐥꇁꌠꅇꊪꌬ；ꉹꁌꑌꑆꊋꀉꒉꌠ

32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
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
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
用。33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
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34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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ꊌꌐ。34ꋀꈬꄔꇬꑌꋍꂷꀋꇎꌠꀋ

ꐥ，ꑞꃅꆏ，ꊿꃄꅉꑳꇤꐥꌠꃅꊨꏦ

ꃄꅉꌋꆀꑳꇤꐯꇯꃷꇫꎭꇈ，35ꃷꁌ

ꈧꌠꃅꌌꁆꄻꊩꌺꂾꅞ；ꂱꑱꈉꄻꐨ

ꇬꈴꄉꁸꂱꑱꁵ。36ꆺꃥꊿꌏꁍꇊꌦ

ꄉꒆꇈ，ꒀꌝꂓꑠꂷꐥ，ꁆꄻꊩꌺꋍ

ꏭꀠꇁꀠꄷ（ꀠꇁꀠꆹꁏꎼꇁꇬꆏ

‘ꉌꌒꊐꌺ’ꄷꌠꄜ）ꑠꂷꐥ。37ꋌ

ꃄꅉꏬꐥ，ꋌꃷꇫꎭꇈꃷꁌꈧꌠꋌꌌ

ꁆꄻꊩꌺꏸꑭꂾꅞ。 

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
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
的价银拿来，35放在使徒脚前；
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
36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塞浦路
斯，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
拿巴（巴拿巴翻出来就是“劝慰
子”）。37他有田地也卖了，把价
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 

 

ꑸꇂꆀꑸꌋꆀꌒꃏꇂ 亚拿尼亚与撒非喇 

5 ꊿꑸꇂꆀꑸꂓꑠꂷꐥ，ꋌꋍꑮꃀ

ꌒꃏꇂꌋꆀꐯꇯꃄꅉꏬꋍꑊꃷ 
5 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

同他的妻子撒非喇，卖了田 
ꇫꎭꈭꐨ，2ꃄꅉꁌꋍꈨꆏꋌꊏꄉ，ꌤ

ꋌꐘꋍꑮꃀꑌꅉꐚ，ꀉꁁꈧꌠꆏꌌꁆ

ꄻꊩꌺꏸꑭꂾꅞꄉ。3ꀺꄮꇬꏭ：

“ꑸꇂꆀꑸ！ꑞꐛꅹꌑꄉꅽꉌꂵꇬꐛ

ꈴꄉ，ꆏꁳꈱꌃꎔꒌꊏꎻꄉ，ꃄꅉꃷ

ꁌꊨꏦꋧꁧꃅꊏꄉꇈꌠꉬ？4ꃄꅉꀋꃷ

ꑴꌦꄮꇬꅽꊨꏦꃤꀋꉬꅀ？ꃄꅉꆏꃷ

ꇫꎭꈭꐨ，ꃄꅉꁌꌌꈍꃅꌬꌠꆏꌅꌠ

ꀋꉬꅀ？ꆏꑞꃅꉌꂵꇬꉪꐨꑠꑌꌠꉬ？

ꆎꆹꈱꊾꊏꌠꀋꉬꃅ，ꈱꏃꃅꌋꊏꌠ

ꉬꀐ”ꄷ。5ꑸꇂꆀꑸꅇꂷꋋꈨꀕꄷ

ꆏ，ꐚꃄꅉꇬꅞꄉ，ꌗꈙꀐ；ꊿꌤꋌꐘ

ꈨꈧꌠꃅꏸꏦꌐ。6ꄿꏀꈨꄓꌊꑸꇂ

ꆀꑸꂿꋀꇙꄉ，ꋀꐔꌊꉈꏭꄃꁧꀐ。 

产，2把价银私自留下几分，他
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分拿
来放在使徒脚前。3彼得说：“亚
拿尼亚！为什么撒但充满了你
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
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4田地
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
既卖了，价银不是你作主吗？
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
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5亚拿
尼亚听见这话，就仆倒，断了
气；听见的人都甚惧怕。6有些
少年人起来，把他包裹，抬出
去埋葬了。 

7ꄮꈉꌕꂷꀊꇈꐛꈭꐨꆏ，ꋍꑮꃀ

ꈐꏭꃹꇁ，ꌤꋌꐘꋌꋋꅉꀋꐚꑴꌦ。

8ꀺꄮꋍꏭ：“ꆏꉉꉡꇰ，ꆍꃄꅉꁌꉬ

ꇮꃅꋋꈨꀉꄂꉫꀕ？”ꄷꇫꅲ。ꋌ

7约过了三小时，他的妻子
进来，还不知道这事。8彼得对
她说：“你告诉我，你们卖田地
的价银，就是这些吗？”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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ꄹꇬ：“ꋋꈨꀉꄂꉬ”ꄷ。9ꀺꄮꇬ

ꏭ：“ꆍꊇꑞꃅꉌꂵꋍꂷꃅꌋꌃꎔꒌ

ꌌꉪꌠꉬ？ꊿꅽꁦꋠꋀꌌꇬꄁꁧꈧꌠ

ꀱꀃꈈꁭꑭꑟꇁꀐ，ꆎꑌꋀꐔꌊꁧ”
ꄷ。10ꑮꃀꂶꌠꋋꇅꃅꐚꀺꄮꂾꅞ

ꄉ，ꌗꈙꀐ。ꄿꏀꈧꌠꀁꇬꃹꇁꄉ，

ꑮꃀꂶꌠꀑꆸꀮꌦꀐꌠꋀꂿꈭꐨꆏ，

ꋀꐔꌊꋍꁦꋠꄃꅉꏢꁮꇬꄃꁧꀐ。

11ꑇꊿꏓꉻꈀꐥꌠꌋꆀꊿꌤꋌꐘꈀꈨ

ꌠꃅꏸꏦꌐ。 

“就是这些。”9彼得说：“你们为
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埋葬
你丈夫之人的脚已到门口，他
们也要把你抬出去。”10妇人立
刻仆倒在彼得脚前，断了气。
那些少年人进来，见她已经死
了，就抬出去，埋在她丈夫旁
边。11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
都甚惧怕。 

 

ꁆꄻꊩꌺꌋꃅꐪꑽꑌꌋꆀꌤꂵꌦꂵꌋ

ꌠꀉꒉꌠꃅ 使徒大行神迹奇事 

12ꌊꆹꁆꄻꊩꌺꇇꇬꈴꄉ，ꉹꁌꈬ

ꄔꇬꄉ，ꌋꃅꐪꑽꑌꌋꆀꌤꂵꌦꂵꌋ

ꌠꀉꑌꈨꃅꀐ；ꋀꊇꐯꇯꉌꂵꋍꂷꉪ

ꐨꋍꏢꃅꌙꇊꂱꑲꒌꇂꃴꐥ。13ꊿꀉ

ꁁꆏꋀꊫꃛꇁꀬꌠꋍꂷꑋꀋꐥ；ꄚ，

ꉹꁌꆹꋀꁌꒉꄣꅼ。14ꊿꑇꄉꏮꌋꊂ

ꈹꇁꌠꆹꐤꅉꀉꑌꅉꑟ，ꌺꃰꌋꅪꀉ

ꑌꐯꀉꑌ。15ꄷꀋꁧ，ꊿꋍꈨꋋꈨꆏ

ꊿꆅꋀꐔꌊꏦꎫꇬꄉ，ꄻꀀꈤꇬꅀꈈ

ꇉꇬꅞꄉ，ꀺꄮꇫꈴꇀꄮꇬ，ꀋꄿꑲꑌ

ꋍꁰꒌꋀꊇꋍꈨꇭꀧꌸꌠꉘꇉ。16ꉈ

ꑴꑳꇊꌒꇌꈭꇍꇓꈓꇬꀀꌠꊿꈍꑋꃅ

ꄉ，ꊿꆄꈻꌠꌋꆀꑊꋌꀋꎴꀋꈻꌠꐊ

ꌠꋀꏃꇁꄉ，ꐯꇯꉃꌒꌐꀐ。 

12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
许多神迹奇事；他们都同心合
意地在所罗门的廊下。13其余的
人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百姓
却尊重他们。14信而归主的人越
发增添，连男带女很多。15甚至
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放在床
上或褥子上，指望彼得过来的
时候，或者得他的影儿照在什
么人身上。16还有许多人带着病
人和被污鬼缠磨的，从耶路撒
冷四围的城邑来，全都得了医
治。 

 

ꁆꄻꊩꌺꈧꌠꊿꇱꌌꆼꍅꆹꆋ 使徒们受逼迫 
17ꆦꑝꌌꁈꌋꆀꋍꊿꈧꌠ（ꌑꄖ

ꇠꑇꇐꎎꁥꌠꊿꈧꌠ）ꉌꈻꃴꆅꇁ

ꄉ，18ꇇꐛꄉꁆꄻꊩꌺꈧꌠꋀꒃꌊꈢ

17大祭司和他的一切同人，
就是撒都该教门的人，都起
来，满心忌恨，18就下手拿住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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ꏦꑳꇬꊐꄉ。19ꄚ，ꌋꐓꄮꇬꆏ，ꏦ

ꑳꀃꈈꌋꊩꌺꇱꁉꇫꎭꇈ，ꋀꊇꏦꑳ

ꇬꄉꌋꊩꌺꏃꅐꇁ，ꋀꏭ：20“ꆍꊇꌃ

ꎔꑷꂿꇬꉆꄉ，ꀑꇬꇗꅉꋋꏢꉬꇮꃅ

ꉉꉹꁌꇰꌐ”ꄷ。21ꁆꄻꊩꌺꈧꌠ

ꅇꂷꋋꇬꈨꈭꐨ，ꃅꄜꇁꂯꄮꇬꆏ，ꋀ

ꊇꆹꌊꌃꎔꑷꂿꇬꃹꄉꊿꉗꊿꂘ。

ꆦꑝꌌꁈꂶꌠꌋꆀꋍꊿꈧꌠꐯꇯꇁ

ꀐ，ꌟꒉꌠꂾꃀꈿꅉꇬꊿꌋꆀꑱꌝꆀ

ꊿꋅꅡꈭꌟꒉꈧꌠꋀꇴꋍꈜꇁꌐꇈ，

ꊪꑭꈧꌠꏭꏦꑳꇬꁆꄻꊩꌺꈧꌠꈻꌊ

ꇁꄷ。22ꄚ，ꊪꑭꇁꏦꑳꇬꑟꇈ，ꁆꄻ

ꊩꌺꏦꑳꇬꀋꀀꀐꌠꋀꂿꇬꆏ，ꀱꉈ

ꑴꅇꇰꇁꄉ：23“ꏦꑳꀃꈈꑌꈢꈬꐯ

ꈬꃅꄉ，ꏦꑳꐏꂽꑌꉈꏭꉆꌠꉪꂿ，

ꄚ，ꏦꑳꀃꈈꁉꎼꇁꇬꆏ，ꈐꏭꊾꂷ

ꑋꑓꀋꂿꀐ”ꄷ。24ꑷꂿꐏꂽꌟꒉ

ꌋꆀꆦꑝꌟꒉꈧꌠꅇꂷꋋꈨꀕꇈ，ꌤ

ꋌꐘꊁꈍꃅꐙꇁꀋꐚꀐꉂꄉꉌꂵꈐꇬ

ꐒꅍꐥꀐ。25ꊾꂷꀥꌌ：“ꊿꆍꈢ

ꏦꑳꇬꊐꄉꈧꌠꀋꃅꀊꄶꌃꎔꑷꂿꇬ

ꉆꄉꉹꁌꏭꉙꂘꐺ”ꄷꅇꇰꇁ。26ꄚ

ꄉ，ꑷꂿꐏꂽꌟꒉꌋꆀꂽꈧꌠꀊꄶꒉ

ꇈꁆꄻꊩꌺꈧꌠꋀꏃꇁ，ꉹꁌꇓꂵꌌ

ꋀꅣꇀꏦꄉ，ꋀꊇꁆꄻꊩꌺꏭꊋꃷꀋ

ꇱ。 

徒，收在外监。19但主的使者夜
间开了监门，领他们出来，
20说：“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
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21使
徒听了这话，天将亮的时候就
进殿里去教训人。大祭司和他
的同人来了，叫齐公会的人和
以色列族的众长老，就差人到
监里去，要把使徒提出来。22但
差役到了，不见他们在监里，
就回来禀报说：23“我们看见监
牢关得极严实，看守的人也站
在门外，及至开了门，里面一
个人都不见。”24守殿官和祭司
长听见这话，心里犯难，不知
这事将来如何。25有一个人来禀
报说：“你们收在监里的人，现
在站在殿里教训百姓。”26于是
守殿官和差役去带使徒来，并
没有用强暴，因为怕百姓用石
头打他们。 

27ꏃꌊꇫꑟꇀꄮꇬꆏ，ꁆꄻꊩꌺꈧ

ꌠꋀꄻꌟꒉꌠꂾꃀꈿꅉꂾꉆꄉ，ꆦꑝ

ꌌꁈꂶꌠꋀꏭꅲꄉ，ꑠꃅꉉ：28“ꉪ

ꊇꏟꈯꀕꃅꆍꏭꂓꋋꂷꄜꄉꊿꉗꊿꂘ

ꀋꉆꄷꆍꊇꀋꏢꀋꇍꌦꅀ？ꆍꆏꀱꌊ

27带到了，便叫使徒站在公
会前，大祭司问他们说：28“我
们不是严严地禁止你们，不可
奉这名教训人吗？你们倒把你
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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ꇗꅉꋋꏢꆍꌌꑳꇊꌒꇌꃅꁊꈴ，ꆍꊿ

ꋋꂷꌦꅪꏮꉪꀂꏽꐕꄉꂿꄷꌠꅀ！”

ꄷ。29ꀺꄮꌋꆀꁆꄻꊩꌺꈧꌠꐯꇯꑠ

ꃅꅇꀱ：“ꊿꅇꀋꃅꀕꏃꃅꌋꅇꃅꌠ

ꆹ，ꊇꅉꃅꇬꇯꆐꄡꑟꌠ。30ꆍꐒꌩ

ꇬꄀꄉꆍꉮꌦꇫꎭꌠꑳꌠꂶꌠꆹ，ꉪ

ꀋꁌꀋꁧꏃꃅꌋꋌꁳꀱꐥꇁꎻꀐ。

31ꄷꀋꁧ，ꋌꏃꃅꌋꇇꇀꑳꁆꌠꇱꐕ

ꀊꂥꃅꄉ（“ꋌꏃꃅꌋꇱꐕꌊꊨꏦꇀꑳꏯꄉ”ꃄꑌ

ꍑ），ꋌꁳꃰꃅꄻ，ꈭꋏꌋꄻꎻꄉ，ꉌꃀ

ꉪꁏꄺꀱꌠꌋꆀꑽꃤꇔꌠꑆꊋꈁꁠꄻ

ꑱꌝꆀꊿꁵ。32ꉪꊇꆹꌤꋌꐘꀂꏽꅇ

ꊪꌬ，ꏃꃅꌋꄻꊿꋍꅇꃅꅲꌠꁵꌠꌃ

ꎔꒌꑌꌤꋌꐘꀂꏽꅇꊪꌬ”ꄷ。 

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
29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
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30你
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
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31神
且用右手将他高举（或作“他就是神

高举在自己的右边”），叫他作君王、
作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
恩赐给以色列人。32我们为这事
作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
灵也为这事作见证。” 

33ꌟꒉꌠꂾꃀꈿꅉꇬꊿꈧꌠꅇꋋ

ꈨꀕꇬꆏ，ꇨꇅꃃꌦꄉꏽ，ꋀꁆꄻꊩ

ꌺꈧꌠꌉꏢꉨ。34ꄚ，ꃔꆀꌏꊿꏦꂸ

ꆀꂒꂷꐥ，ꋋꆹꉹꁌꃅꇫꁌꒉꄣꅼꌠ

ꄹꏦꂘꃀꂷꉬ，ꋌꄓꌟꒉꌠꂾꃀꈿꅉ

ꇬꉆꄉ，ꊿꏭꁆꄻꊩꌺꈧꌠꏃꌊꉈꏭ

ꊼꇅꉆꄉꄷꇈ，35ꉹꁌꏭꑠꃅꉉ：“ꑱ

ꌝꆀꊿꀋ！ꉉꅷꊿꋋꈨꀂꏾꑟꇬꆏ，

ꆍꊇꈍꃅꀞꋭꌠꋓꉪꁨꄉꌶ。36ꀋꉊ

ꄅꄊꇫꅐꇁꇈꀁꑌꋍꑵꉬꉗꃅꈌꒉꄇ

ꀋꉆ，ꊿꋋꐊꐺꌠꇖꉐꎖꐥ；ꋌꊿꌉ

ꇫꎭꈭꐨꆏ，ꊿꋍꊂꈁꈹꈧꌠꐯꇯꁗ

ꏒꁧꌐ，ꑞꑌꇬꀋꅐ。37ꋍꈭꐨ，ꂓ

ꁱꄉꊿꂷꃷꁨꌗꄮꇬ，ꉈꑴꏦꆀꀕꊿ

ꒀꄊꇫꅐꇀꌦꄉ，ꉹꁌꈨꋌꊏꋌꅰꌊ

ꋍꊂꈹꐹꌦ，ꋌꈔꑍꈭꐨꆏ，ꉹꁌꋍꅇ

ꅲꈧꌠꑌꌕꀥꃘꈜꃰꀐ。38ꀋꃅ，ꉢ

33公会的人听见就极其恼
怒，想要杀他们。34但有一个法
利赛人，名叫迦玛列，是众百
姓所敬重的教法师，在公会中
站起来，吩咐人把使徒暂且带
到外面去，35就对众人说：“以
色列人哪，论到这些人，你们
应当小心怎样办理。36从前丢大
起来，自夸为大，附从他的人
约有四百，他被杀后，附从他
的全都散了，归于无有。37此
后，报名上册的时候，又有加
利利的犹大起来，引诱些百姓
跟从他，他也灭亡，附从他的
人也都四散了。38现在，我劝你
们不要管这些人，任凭他们
吧！他们所谋的、所行的，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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ꆍꊇꇫꑣ，ꊿꋋꈨꄡꉜꄡꅲ，ꋀꁳꈀ

ꒉꅉꒉꎻ，ꋀꊇꈀ꒰ꈁꇭ、ꈀꃅꈁꑽ

ꌠ，ꀋꄸꄷ，ꊿꄷꄉꅐꇁꌠꉬꑲꆏ，ꈍ

ꃅꑌꀜꐡꌠ。39ꀋꄸꄷ，ꏃꃅꌋꄷꄉ

ꅐꇁꌠꉬꑲꆏ，ꋀꊇꆹꆍꋋꀜꐆꀋꄐ

ꃅ，ꆍꊇꄈꀱꏃꃅꌋꆼꁏꈨꐛꂵ”

ꄷ。ꌟꒉꌠꂾꃀꈿꅉꇬꊿꈧꌠꋍꅇꃅ

ꄉ，40ꁆꄻꊩꌺꈧꌠꋀꇴꌊꋍꃢꅥ，ꉈ

ꑴꋀꏭꑳꌠꂓꄜꄉꇗꅉꄜꀋꉆꄷꇈ，

ꋀꋊꃑꇫꎭꀐ。41ꌟꒉꌠꂾꃀꈿꅉꇬ

ꄉꁖꇁꈭꐨꆏ，ꁆꄻꊩꌺꈧꌠꆹꂓꋋ

ꂷꐛꅹꃅꊿꌌꎲꄏꌠꋭꑠꒉꄸꃅꉌ

ꇿ。42ꋍꈭꐨꆏ，ꋀꊇꋍꑍꋑꀋꋒꃅ

ꌃꎔꑷꂿ、ꌞꑳꑠꇬꄉ，ꀋꆏꃅꊿꉗ

ꊿꂘ，ꑳꌠꆹꏢꄖꉬꄷꑠꄜ。 

是出于人，必要败坏；39若是出
于神，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
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了。”公会
的人听从了他，40便叫使徒来，
把他们打了，又吩咐他们不可
奉耶稣的名讲道，就把他们释
放了。41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
喜，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
42他们就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
住地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 

 

ꏲꌋꃅꊿꏃꑹꌊꄻ 拣选七执事 

6 ꀊꋨꄮꇬ，ꌶꌺꐤꅉꀉꑌꅉꑟ

ꄉ，ꑝꇂꉙꉉꌠꒀꄠꊿꄹꇬ， 6 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腊
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 

ꑟꀨꆾꊿꆹꋍꑍꋑꀋꋒꋠꅍꁷꄮꇬ，ꀒ

ꊇꃆꍸꃀꋀꇬꀋꎺꇬꎷꄷꑝꀨꆾꊿꊂ

ꅫꏒꌠꐥ。2ꁆꄻꊩꌺꊰꑋꑹꌠꆏ，

ꌶꌺꈀꐥꌠꃅꋀꇴꌊꇁꄉ，ꋀꏭꉉ：

“ꉪꊇꏃꃅꌋꇗꅉꀋꄜꃅ，ꀱꋙꏲꒉ

ꂠꇁꌠꑠꆹꀋꋭꌠꉬ。3ꑠꅹ，ꃺꑌꊈ

ꀋ！ꆍꊇꈬꄔꄉꊿꂓꐥꌗꐥ，ꌃꎔꒌ

ꇱꌵꈴ，ꌧꅍꂿꅍꐥꑠꏃꑹꌋꎼꇁꄡ

ꑟ，ꑠꃅꄉ，ꉪꊇꋀꁳꌤꋌꐘꏲꂠꎻ

ꂿ。4ꄚ，ꉪꊇꆹꉌꊫꑌꃅꄉꌤꈼꂟꌠ

ꌋꆀꇗꅉꁊꌠꋌꐘꀉꄂꃅꌠꉬ”
ꄷ。5ꉹꁌꐯꇯꅇꂷꋋꈨꋀꉌꃹꄉ，

ꑇꐨꉌꊋꀉꒉꃅꑌ、ꌃꎔꒌꇱꌵꈴ

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
了他们的寡妇。2十二使徒叫众
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
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
宜的。3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
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
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
就派他们管理这事。4但我们要
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5大众都
喜悦这话，就拣选了司提反，
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
人；又拣选腓利、伯罗哥罗、
尼迦挪、提门、巴米拿，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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ꌠꌦꄝꃔꋀꌋꄉ，ꉈꑴꃏꆀ、ꀨꇊꇬ

ꇊ、ꆀꏦꇊ、ꄝꂱ、ꀠꂰꇂꌋꆀꒀ

ꄠꑇꇐꇬꃹꌠꀊꄝꀊꊿꆀꇰꇁꃅꋋꈨ

ꋀꌋꄉ。6ꋀꊇꁳꁆꄻꊩꌺꂾꉆꄉꎻ

ꇈ，ꁆꄻꊩꌺꈧꌠꇇꐛꋀꀂꏾꇬꄀꄉ

ꈼꂟ。 

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拉，6叫
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
了，就按手在他们的头上。 

7ꏃꃅꌋꇗꅉꆹꐤꅉꌄꆣꅉꑟꄉ，

ꑳꇊꌒꇌꃅꄷꌶꌺꃷꁨꀉꑌꐯꀉꑌꃅ

ꁦꎆ，ꆦꑝꊿꀉꑌꈨꑌꇗꅉꋋꏢꑇ

ꀐ。 

7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
撒冷门徒数目加增得甚多，也
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 

 

ꌦꄝꃔꊿꒃꌊꁧ 司提反被捉拿 
8ꌦꄝꃔꆹꑆꊋꌋꆀꊋꃤꀉꑌꐯ

ꀉꑌꃅꊌꄉ，ꉹꁌꈬꇬꄉꌤꂵꌦꂵꌋ

ꌠꌋꆀꌋꃅꐪꑽꑌꀋꇰꀋꇊꑠꃅ。

9ꀊꋨꄮꇬ，ꄝꃑꊿꉻꏑꅉꄷꈚꌠꇬꄉ

ꇁꌠꊿꈍꑍꑹꐥ，ꉈꑴꇴꆀꆾ、ꑸꆀ

ꎭꄊ、ꏸꆀꏦ、ꑸꑭꑸꃅꄷꉻꏑꅉ

ꇬꄉꇁꌠꑠꈍꑍꑹ，ꋀꐯꇯꄓꇬꉆꄉ

ꌦꄝꃔꌋꆀꅔꀥ。10ꌦꄝꃔꆹꌧꅍꂿ

ꅍꌋꆀꌃꎔꒌꌌꅇꉉꌠꉬꄉ，ꊿꈧꌠ

ꇬꄡꀋꄐ。11ꄚꄉꊾꈨꋀꊢꂖꌊꄉ，

ꊿꈧꌠꁳ：“ꋌꃀꑭꌋꆀꏃꃅꌋꏭꍍ

ꋉꅇꉉꌠꉪꊌꈨꀐ”ꃅꉉꎻ。12ꉈ

ꑴꉹꁌ、ꅡꈭꌟꒉ、ꁱꂷꌤꃅꊿꋀ

ꊢꂖꌊꋋꇅꃅꌦꄝꃔꊿꒃꌊꌟꒉꌠꂾ

ꃀꈿꅉꇬꁧꀐ。13ꋀꊇꅇꊪꃶꀋꐚꌠ

ꌬꄉ，ꑠꃅꉉ：“ꊿꋋꂷꀋꆏꃅꅇꂷ

ꌃꎔꅉꋌꈚꇬꌋꆀꄹꏦꇬꁏꌠꀉꄂꉉ

ꇬꎷ。14ꇂꌒꇍꊿꑳꌠꋋꂷꆹꃅꄷꋌ

ꈚꋌꀜꐆꇫꎭ，ꉈꑴꃀꑭꏮꉪꁳꌠꃷ

ꋪꏦꃤꈧꌠꑌꄺꀱꇁꃅꋌꑠꃅꉉꌠꉪ

8司提反满得恩惠、能力，
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9当
时有称为“得自由的人”会堂的几
个人，并有古利奈、亚历山
大、基利家、亚细亚各处会堂
的几个人，都起来和司提反辩
论。10司提反是以智慧和圣灵说
话，众人敌挡不住，11就买出人
来说：“我们听见他说谤讟摩西
和神的话。”12他们又耸动了百
姓、长老并文士，就忽然来捉
拿他，把他带到公会去，13设下
假见证，说：“这个人说话不住
地糟践圣所和律法。14我们曾听
见他说，这拿撒勒人耶稣要毁
坏此地，也要改变摩西所交给
我们的规条。”15在公会里坐着
的人，都定睛看他，见他的面
貌好像天使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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ꈨꋺ”ꄷ。15ꊿꌟꒉꌠꂾꃀꈿꅉꇬꑌ

ꈧꌠꐯꇯꍻꋌꀳꄉ，ꋍꑊꑍꂿꇬꀋꇊ

ꆏꉬꉎꊩꌺꑊꑍꂿꌠꌡ。 
 

ꌦꄝꃔꑖꉬꄜ 司提反申诉 

7 ꆦꑝꌌꁈꂶꌠꌦꄝꃔꏭ：“ꌤ

ꋋꈨꇯꍝꃅꐥꐯꑴꅀ？”ꄷ 7 大祭司就说：“这些事果然
有吗？”2司提反说：“诸位 

ꅲ。2ꌦꄝꃔꆏꇬꏭ：“ꀋꁧꀿꃶꃺ

ꑌꊈꀋ！ꅲꄉ！ꀋꉊꂴꏭ，ꉪꀋꁌꀋꁧ

ꑸꀨꇁꉴꉐꇂꀋꀀꃅꂰꌚꀯꄊꂰꑸꀀ

ꑴꌦꄮꇬꇯꆐ，ꀑꒉꑊꒉꌠꏃꃅꌋꋍ

ꂾꅐꇁꄉ，ꋍꏭ：3‘ꆏꑴꌠꃅꄷꋌꈚ

ꇬꌋꆀꅽꏣꃀꏣꑟꐞꄉ，ꃅꄷꉢꄐꆏ

ꀦꈚꌠꇬꉜꄉꁧ’ꄷꉉ。 

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
伯拉罕在美索不达米亚还未住
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
现，3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
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
去。’ 

4ꄚꄉꋌꏦꇍꄂꊿꃅꄷꄉꄓꉐꇂ

ꀀꁧ，ꋍꀉꄉꌦꈭꐨꆏ，ꏃꃅꌋꋌꁳ

ꀊꄶꇬꄉꀠꐷꌊꀋꃅꆍꀀꅉꋌꈚꀀꇁ

ꎻ。5ꏃꃅꌋꄚꋌꈚꇬꄉꁨꇐꄻꋌꀋ

ꁵ，ꄷꀋꁧ，ꉆꅉꍈꂯꄻꋌꀋꁵ；ꄚ，

ꏃꃅꌋꆹꃄꅉꋌꈚꄻꋋꌋꆀꋍꌺꇖꊂ

ꋊꁵꃅꈌꁧꄉꀐ；ꀊꋨꄮꇬ，ꋌꌹꑌꀋ

ꁨꑴꌦ。6ꏃꃅꌋꄹꇬ：‘ꋍꊂꋊꀋ

ꎪꃅꉇꉻꃅꄷꀀꄉ，ꀊꄶꇬꊿꋀꁳꁏ

ꐚꄻꎻꄉꃅꐎꇖꉐꈎꎬꅧ’ꄷ。7ꏃ

ꃅꌋꉈꑴ：‘ꋀꁳꁏꐚꄻꎻꌠꇩꏤꀊ

ꋨꂷꆹꉢꇫꑗꉘꍈꌠꉬ。ꊁꆏ，ꋀꊇ

ꅐꇁꄉ，ꃅꄷꋌꈚꇬꄉꉡꀨꎹꇁ’

ꄷ。8ꏃꃅꌋꉈꑴꌐꍓꏦꃤꏤꐪꑌꄻ

ꋋꇖ。ꄚꄉꑸꀨꇁꉴꆏꑱꌒꒆ，ꒆꊂ

ꉆꑍꐛꄹꉇꆏꌌꌐꍓꏦꃤꃅ，ꑱꌒꆏ

ꑸꇱꒆ，ꑸꇱꆏꉪꀋꁌꀋꁧꊰꑋꑹꌠ

ꒆ。 

4他就离开迦勒底人之地，
住在哈兰。他父亲死了以后，
神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所
住之地。5在这地方神并没有给
他产业，连立足之地也没有给
他；但应许要将这地赐给他和
他的后裔为业；那时他还没有
儿子。6神说：‘他的后裔必寄居
外邦，那里人要叫他们作奴
仆，苦待他们四百年。’7神又
说：‘使他们作奴仆的那国，我
要惩罚。以后他们要出来，在
这地方事奉我。’8神又赐他割礼
的约。于是亚伯拉罕生了以
撒，第八日给他行了割礼。以
撒生雅各，雅各生十二位先
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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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ꁍꁈꈧꌠꒀꌝꒉꄸꃅꉌꈻꃴꆅ

ꄉ，ꒀꌝꋀꃷꉞꏹꎭ，ꄚ，ꏃꃅꌋꋌꈽ

ꐥꄉ，10ꋌꏃꃅꌋꈭꋏꌊꎬꐞꅦꐞ，ꉇ

ꑴꋌꁳꉞꏹꃔꇅꂾꄉꑆꊋꊌ（“ꃔꇅ”ꆹ

“ꃰꃅ”ꄜꌠꉬ），ꌧꅍꂿꅍꐥꎻ。ꋌꃔ

ꇅꇱꁆꌌꉞꏹꇩꃰꃅꇛꌺꀑꋾꂶꌠꃅ

ꄉ，ꉈꑴꋌꁳꃔꇅꑷꈓꈀꐥꌠꏲꎻ。

11ꊁꆏ，ꉞꏹꌋꆀꏦꇂꃅꄷꃅꃱꉩꄸ

ꌋ，ꉮꃤꀉꒉꃅꌸꄉ，ꉪꀋꁌꀋꁧꋙ

ꈘꒈꈘ。12ꉞꏹꋚꐥꌠꑸꇱꈨꈭꐨ

ꆏ，ꉪꀋꁌꀋꁧꉘꃀꃢꌠꋌꇤꅷꀊꄶ

ꇬꁧ。13ꊁꃢꌠꆏꒀꌝꌋꆀꋍꃺꑌꈧ

ꌠꐯꌥꄉ，ꋍꋊꃤꑌꃔꇅꅉꐚꅜꀐ。

14ꒀꌝꆏꋍꃺꑌꈧꌠꋌꇤꅷꋍꀉꄉꑸ

ꇱꌋꆀꋀꏤꊿꏃꊯꉬꑻꐯꇯꋌꋩꌊꇁ

ꌐ。15ꄚꄉꑸꇱꉞꏹꁧꇈ，ꊁꆏꋋꌋ

ꆀꉪꀋꁌꀋꁧꐯꇯꀊꄶꄉꌦꌐ。16ꋀ

ꃷꅍꑌꌌꉈꑴꏂꏧꑟꇁꇈ，ꄻꏂꏧꃅ

ꄷꃄꅉꉐꃀꄷꄉꐎꏂꌌꑸꀨꇁꉴꃼꌊ

ꇁꏬꌠꄃꁧꇬꄃꄉ。 

9先祖嫉妒约瑟，把他卖到
埃及去，神却与他同在，10救他
脱离一切苦难，又使他在埃及
王法老面前得恩典，有智慧。
法老就派他作埃及国的宰相兼
管全家。11后来埃及和迦南全地
遭遇饥荒，大受艰难，我们的
祖宗就绝了粮。12雅各听见在埃
及有粮，就打发我们的祖宗初
次往那里去。13第二次约瑟与弟
兄们相认，他的亲族也被法老
知道了。14约瑟就打发弟兄，请
父亲雅各和全家七十五个人都
来。15于是雅各下了埃及，后来
他和我们的祖宗都死在那里；
16又被带到示剑，葬于亚伯拉罕
在示剑用银子从哈抹子孙买来
的坟墓里。 

17ꊁꏃꃅꌋꑸꀨꇁꉴꏭꈌꁧꄉꌠ

ꃅꑍꑞꄮꇬꆏ，ꑱꌝꆀꊿꉞꏹꃅꄷꄉ

ꁦꎆ、ꌄꆣ，18ꅑꅸꃰꃅꀊꏀꒀꌝꀋ

ꌧꑠꂷꒅꄮꇬꑟ。19ꃰꃅꀊꏀꂶꌠꆹ

ꉪꁍꁈ꒰ꇫ，ꉪꀋꁌꀋꁧꉮ，ꋀꏭꀉꑳ

ꀿꏂꌺꇵꇫꎭꄉꀉꑳꁳꇫꐥꄡꎽꄷ。

20ꀊꋨꄮꇬ，ꃀꑭꒆꀐ，ꋋꆹꏃꃅꌋꉌ

ꇿꅍꐛ，ꋍꀉꄉꏤꅍꄉꌕꁮꆪꂷꀉꄂ

ꀨꎹ。21ꋌꊿꇤꇫꎭꄮꇬꆏ，ꃔꇅꀋ

ꃋꇱꉅꊊꄉ，ꋌꌌꊨꏦꌺꃅꉘ。22ꃀ

ꑭꆹꉞꏹꊿꌧꇐꌷꇐꈀꐥꃅꋌꌷꅜ

17及至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日
期将到，以色列民在埃及兴盛
众多，18直到有不晓得约瑟的新
王兴起。19他用诡计待我们的宗
族，苦害我们的祖宗，叫他们
丢弃婴孩，使婴孩不能存活。
20那时，摩西生下来，俊美非
凡，在他父亲家里抚养了三个
月。21他被丢弃的时候，法老的
女儿拾了去，养为自己的儿
子。22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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ꄉ，ꅇꉉꌤꃅꇬꄐꅍꐥꐯꐥ。 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 
23ꋌꇖꊰꈎꂯꄮꇬꆏ，ꉌꂵꇬꋍꃺ

ꑌꑱꌝꆀꊿꉜꁧꉈꑌꇁ；24ꋌꆹꌊꀊꄶ

ꑟꄉ，ꑱꌝꆀꊾꂷꊿꌌꀋꅑꃆꑘꀵꌠ

ꋌꂿꇈ，ꋋꏣꅔ，ꊿꀕꇱꌌꆼꍅꂶꌠ

ꎁꃅꋪꒃꄉ，ꉞꏹꊿꂶꌠꋌꇱꅥꌦꇫ

ꎭ。25ꋌꉪꇬꆹ，ꋍꊿꋅꃺꑌꈧꌠꏃ

ꃅꌋꋍꇇꄧꈴꄉꋀꈭꋏꌠꋀꐝꉅꎼ

ꈀ，ꄚ，ꋀꊇꆹꇫꐞꀋꉅ。26ꊁꄹꉇ

ꆏ，ꑱꌝꆀꊿꑍꂷꐮꇤꌠꋌꂿꇈ，ꋀ

ꊇꉳꄉꉉꐮꄮꂿꉂꄉ，ꋀꏭ：‘ꆐꑊ

ꆹꃺꑌꉬ，ꑞꃅꐮꉙꉗꌠꉬ？’ꄷ。

27ꋌꊿꃷꇎꏭꉙꉗꂶꌠꇱꆷꇫꎭꇈ，

ꋍꏭ：‘ꈀꄸꆏꁳꉪꏃꂠꊿꌋꆀꀞꇽ

ꊿꄻꎻ？28ꆏꀋꅓꉇꉞꏹꊿꂶꌠꌉꌠꌟ

ꃅꉢꌉꏢꉨꅀ？’ꄷ。29ꃀꑭꅇꂷꋋ

ꈨꀕꇬꆏ，ꁈꂰꄆꁧꄉꉇꄅꊿꃅꀊꄶ

ꀀꇈ，ꋌꀊꄶꇬꄉꌺꑍꂷꁨꀐ。 

23他将到四十岁，心中起意
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24到
了那里，见他们一个人受冤
屈，就护庇他，为那受欺压的
人报仇，打死了那埃及人。25他
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借他的手
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26第
二天，遇见两个以色列人争
斗，就劝他们和睦，说：‘你们
二位是弟兄，为什么彼此欺负
呢？’27那欺负邻居的把他推
开，说：‘谁立你作我们的首领
和审判官呢？28难道你要杀我，
像昨天杀那埃及人吗？’29摩西
听见这话就逃走了，寄居于米
甸；在那里生了两个儿子。 

30ꇖꊰꈎꐛꈭꐨꆏ，ꑭꆃꁧꇬꇈ

ꈬꇉꃪꄉ，ꉬꉎꊩꌺꂷꍲꃆꄔꉐꆂꇬ

ꄉꃀꑭꂾꅐꇁ。31ꐛꒌꇣꋲꂶꌠꃀꑭ

ꂿꈭꐨꆏ，ꋌꀕꇰꄉ，ꋌꎼꁨꇫꄉꉜꆹ

ꇬꆏ，ꌋꃚꋒ：32‘ꉡꆹꅽꁍꁈꑸꀨꇁ

ꉴꏃꃅꌋ、ꑱꌒꏃꃅꌋ、ꑸꇱꏃꃅ

ꌋꉬ’ꄷꉉ。ꃀꑭꑑꃹꏾꁵꀕꃅꇬ

ꉚꀋꀬ。33ꌋꋍꏭ：“ꆏꇬꉆꅉꈚꌠ

ꆹꃄꅉꌃꎔꈚꉬꐛꅹ，ꅽꑬꅮꇔꇫ

ꎭ。34ꉠꉹꁌꉞꏹꄉꎭꊊꅧꊌꌠꉢꂿ

ꀐ。ꋀꆄꇖꌠꑌꉢꈨꀐ。ꉢꀏꇁꄉ

ꋀꈭꋏꇁꂯ。ꄚꇁ！ꉢꆎꊪꉞꏹꉜꄉ

ꁧꎻꂿ’ꄷ。35ꃀꑭꋋꂷꆹ，ꉹꁌꋌ

30过了四十年，在西奈山的
旷野，有一位天使从荆棘火焰
中向摩西显现。31摩西见了那异
象，便觉希奇，正进前观看的
时候，有主的声音说：32‘我是你
列祖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
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
西战战兢兢，不敢观看。33主对
他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
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34我的
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
在看见了，他们悲叹的声音，
我也听见了。我下来要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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ꏚꀋꅲꂶꌠꉬ，ꋀꊇꋍꏭ：‘ꈀꄸꆏ

ꁳꉪꏃꂠꊿꌋꆀꀞꇽꊿꄻꎻ’ꄷ，

ꄚ，ꏃꃅꌋꆏꋍꊩꌺꍲꈬꇬꄉꃀꑭꂾ

ꅐꇁꂶꌠꇇꄧꈴꄉ，ꃀꑭꋌꁆꌌꏃꂠ

ꊿꌋꆀꈭꋏꊿꄻꌠꉬ。36ꊿꋋꂷꉹ

ꁌꋌꏃꅐꇁꄉ，ꉞꏹꃅꄷ、ꎿꅪꂶꌠ

ꌋꆀꇈꈬꇉꃪꇬꄉ，ꃅꐎꇖꊰꈎꌤꂵ

ꌦꂵꌋꌠꌋꆀꌋꃅꐪꑽꑌꃅꀐ。37ꑱ

ꌝꆀꊿꏭ：‘ꏃꃅꌋꆍꃺꑌꈬꄔꄉ

ꅉꄜꊿꉢꌟꃅꑠꂷꁳꒆꇫꅐꇁꎻ’ꄷ

ꉉꋺꂷꌟꆹꃀꑭꋋꂷꉬ。38ꊿꋋꂷꇈ

ꈬꇉꃪ、ꑭꆃꁧꇬꄉ，ꉬꉎꊩꌺꋋꌋ

ꆀꐮꌧꈿꂶꌠꈿꐥꋺ；ꋌꉈꑴꉪꀋꁌ

ꀋꁧꌋꆀꐯꈽꐥ，ꄷꀋꁧ，ꍅꁍꀕꌠ

ꌃꎔꅇꂷꑠꋌꊪꊊꄉꁊꉪꁳ。39ꉪꀋ

ꁌꀋꁧꋍꅇꃅꀋꅲꃅ，ꀱꌊꋌꋀꇱꍞ

ꇫꎭ，ꋀꉌꂵꀱꉞꏹꏭꉪ。40ꋀꊇꑸ

ꇍꏭ：‘ꆏꌦꌋꁰꈨꄻꉪꁳꄉ，ꉪꂾ

ꐊꄉꈜꏁꎻ；ꑞꃅꆏ，ꉪꊇꋌꏃꌊꉞ

ꏹꄉꅐꇁꌠꃀꑭꂶꌠꆹ，ꑞꌤꅐꌠꉪꇫ

ꅉꀋꐚꀐ’ꄷ。41ꀊꋨꄮꇬ，ꇂꇤꌺ

ꁰꏢꋀꄻꄉ，ꋚꒉꌌꁱꏡꌠꇬꆦꑝ，

ꋀꊇꆹꊨꏦꇇꊂꒉꄸꃅꉌꇿꑓꇿꌐ。

42ꄚꄉꏃꃅꌋꑓꏮꋀꀋꉜꃅ，ꋀꁳꈁ

ꏾꃅꀕꃴꇬꉘꁮꆧꁨꃅꏸꏭꀍꃈꄚ

ꎻ，ꑠꆹꁱꅉꄜꊿꄯꒉꇬꄀꄉꌠꌋꆀ

ꐯꌟ： 

们。你来！我要差你往埃及
去。’35这摩西，就是百姓弃绝
说：‘谁立你作我们的首领和审
判官’的；神却借那在荆棘中显
现之使者的手，差派他作首
领、作救赎的。36这人领百姓出
来，在埃及、在红海、在旷
野，四十年间行了奇事神迹。
37那曾对以色列人说：‘神要从
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
先知像我’的，就是这位摩西。
38这人曾在旷野会中，和西奈山
上，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
在，又与我们的祖宗同在，并
且领受活泼的圣言传给我们。
39我们的祖宗不肯听从，反弃绝
他，心里归向埃及，40对亚伦
说：‘你且为我们造些神像，在
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
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
道他遭了什么事。’41那时，他
们造了一个牛犊，又拿祭物献
给那像，欢喜自己手中的工
作。42神就转脸不顾，任凭他们
事奉天上的日月星辰，正如先
知书上所写的说： 

‘ꑱꌝꆀꄰꀋ！ 
ꆍꊇꇈꈬꇉꃪꃅꐎꇖꊰꈎꐥꇬ， 
ꆍꊇꎇꃀꌋꆀꋚꒉꌌꉡꆦꑝꀐ

ꅀ？ 

‘以色列家啊， 
你们四十年间在旷野， 
岂是将牺牲和祭物献给我
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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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ꆍꊇꆹꃀꇊꌦꌋꁁꑳꌋꆀꅿꃓ

ꌦꌋꃅꏸꆍꐔꌊꐺ， 
ꑠꆹꆍꊇꊨꏦꄻꌊꇬꏭꀍꃈꄚꂿ

ꄷꌠꌦꌋꁱꉬ。 
ꑠꅹ，ꆍꊇꉢꇱꀠꐷꌊꀠꀘꇍꉈ

ꏭꁧ”ꄷ。 

43你们抬着摩洛的帐幕和理番
神的星， 
就是你们所造、为要敬拜的
像。 
因此，我要把你们迁到巴比
伦外去。’ 

44ꉪꀋꁌꀋꁧꇈꈬꇉꃪꐹꄮꇬ，ꋀꊇꆹ

ꅇꊪꌬꌠꁁꑳꂶꌠꋀꁨ，ꁁꑳꋋꂷ

ꆏ，ꏃꃅꌋꃀꑭꏭꉉꄉꃀꑭꁳꋌꈀꂿ

ꌠꐛꄟꇬꈴꄉꄻꄉꎻꌠ。45ꁁꑳꋋꂷ

ꆹ，ꉪꀋꁌꀋꁧꃅꊛꄉꊪꅷꇁ。ꏃꃅ

ꌋꋀꊇꂴꆽꄉꉇꉻꊿꈧꌠꋌꈹꇫꎭꄮ

ꇬ，ꋀꊇꆹꑿꎺꑸꌋꆀꐯꇯꃄꅉꂶꌠ

ꋀꍆꄉꇈ，ꁁꑳꂶꌠꋀꎞꌊꀊꄶꇬ

ꃹ，ꁁꑳꂶꌠꀊꄶꋦꅷꄊꃥꃅꑍꇬ

ꑟ。46ꄊꃥꆏꏃꃅꌋꂾꄉꑆꊋꋌꊌ，

ꋌꑸꇱꏃꃅꌋꎁꃅꀀꅉꊭꄎꌠꇖꂟ；

47ꄚ，ꏃꃅꌋꎁꃅꌃꎔꑷꂿꋉꌠꆹꌙꇊ

ꂱꉬ。48ꇯꍝꃅꉉꇬ，ꋍꉎꀋꐥꂶꌠ

ꆹ，ꊿꇇꋉꄉꅉꇬꀋꀀꌠ，ꅉꄜꊿꈁ

ꉉꌠꌟꃅ： 

44我们的祖宗在旷野，有见证的
帐幕，是神吩咐摩西叫他照所
看见的样式做的。45这帐幕，我
们的祖宗相继承受。当神在他
们面前赶出外邦人去的时候，
他们同约书亚把帐幕搬进承受
为业之地，直存到大卫的日
子。46大卫在神面前蒙恩，祈求
为雅各的神预备居所；47却是所
罗门为神造成殿宇。48其实，至
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就如
先知所言： 

49‘ꌋꉉꇬ：ꂿꃅꆹꉠꑋꅉ， 
ꃄꅉꆹꉠꑬꊙꅉ， 
ꆍꊇꉠꎁꃅꌃꎔꑷꂿꈍꃅꐙꂷ

ꋉꂯ？ 
ꉠꑬꆏꅉꇿꇬꐛ？ 

50ꄚꋋꈨꈀꐥꃅꉠꇇꈀꄻꈁꂠꄉ

ꌠꀋꉬꅀ？’ꄷ。 

49‘主说：天是我的座位， 
地是我的脚凳， 
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 
 
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 

50这一切不都是我手所造的
吗？’ 

51ꆍꊇꊿꆸꏂꆹꇜ，ꉌꂵꌋꆀꅳꀧꌐꍓ

ꏦꃤꃅꀋꋻꋋꈨ，ꅉꀕꃅꌃꎔꒌꏭꄘ

ꑣꇬꎷ！ꆍꀋꁌꀋꁧꈍꃅꐙꆏ，ꆍꊇꑌ

51你们这硬着颈项，心与耳未受
割礼的人，常时抗拒圣灵！你
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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ꈍꃅꐙ。52ꅉꄜꊿꈀꄸꂷꆍꀋꁌꀋꁧ

ꌌꆼꍅꆹꆋꌠꀋꉬ？ꂴꏭꄉꑖꉬꂶꌠ

ꇁꂯꀐꃅꅇꄜꇁꌠꑌꋀꇱꌉꇫꎭ。ꀃ

ꑍꋋꄮ，ꑖꉬꂶꌠꆍꃷꇫꎭ，ꆍꌉꇫꎭ

ꌦꀐ。53ꆍꊇꉬꉎꊩꌺꈁꁊꌠꄹꏦꊩ

ꆏꆍꊪꄉ，ꍬꆏꆍꇬꀋꍬ”ꄷ。 

52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
呢？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义者
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又把
那义者卖了、杀了。53你们受了
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 

 

ꇓꂵꌌꌦꄝꃔꋀꅥꌦ 用石打死司提反 
54ꉹꁌꅇꋋꈨꀕꈭꐨꆏ，ꇨꇅꃃ

ꐯꃃꄉ，ꌦꄝꃔꏭꎐꏂꃴꆀꀕ。

55ꄚ，ꌦꄝꃔꆏꀱꌊꌃꎔꒌꇱꌵꈴ，ꑓ

ꋪꉈꀋꈻꃅꋌꍻꂿꃅꇬꀵꄉ，ꏃꃅꌋ

ꀑꒉꑊꒉꋌꂿ；ꉈꑴꑳꌠꏃꃅꌋꇀꑳ

ꁁꏯꉆꌠꑌꋌꂿ，56ꄚꄉꋌ：“ꂿꃅ

ꁉꄉꀐ，ꊾꌺꏃꃅꌋꇀꑳꁁꏯꉆꌠꉢ

ꂿꀐ”ꄷ。57ꉹꁌꀊꅰꃅꏅꄉ，ꅳꀧ

ꋍꌊꐯꇯꋍꋓꃅꅸꁨꏭꇁꄉ，58ꌦꄝꃔ

ꋀꄹꅷꇓꈓꉈꏭꄉꇓꂵꌌꅥ。ꊿꅇ

ꊪꌬꈧꌠꆏ，ꋀꃢꈜꋀꇔꀊꉘꄿꏀꌕ

ꇊꂓꑠꂷꏸꑭꂾꅞꄉ。59ꋀꊇꇓꂵꌌ

ꋌꅣꄮꇬ，ꌦꄝꃔꌋꇴꄉ：“ꌋꑳꌠ

ꆏꑴꌠꉠꒌꆠꊪꅊꇈ”ꄷꇖꂟ。

60ꋌꉈꑴꁡꊭꃄꇴꄂꄉꀊꅰꃅꏅꄉ：

“ꌋꀋ！ꑽꃤꋍꑠꏮꋀꀂꏽꐕꄡ

ꄉ”ꄷ。ꅇꂷꋋꇬꉉꈭꐨꆏꋌꌦ

ꀐ。 

54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
怒，向司提反咬牙切齿。55但司
提反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
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
在神的右边，56就说：“我看见
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
57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
心拥上前去；58把他推到城外，
用石头打他。作见证的人把衣
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
脚前。59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
候，司提反呼吁主说：“求主耶
稣接受我的灵魂！”60又跪下大
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
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
了。 

8 ꋌꊿꌉꇫꎭꇬꌕꇊꑌꄻꈴ。 8 扫罗也喜悦他被害。 
 

ꌕꇊꑇꊿꏓꉻꆼꍅꆹꆋ 扫罗迫害教会 
ꋋꄹꉇꇈꉈꆏ，ꑳꇊꌒꇌꑇꊿꏓ

ꉻꀊꅰꃅꊿꌌꆼꍅꆹꆋꀐ，ꁆꄻꊩꌺ

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
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



ꁆꄻꊩꌺꃅꐨ  8 390 使徒行传  8 

 

 

ꈧꌠꀉꄂꑲꆏ，ꌶꌺꈧꌠꃅꁗꏒꒀꄠ

ꃅꄷꌋꆀꌒꂷꆀꑸꃅꄷꃹꁧꌐ。2ꈏ

ꇤꊋꇤꄉꑇꌠꊿꑠꈨꌦꄝꃔꋀꌌꇬꄁ

ꇫꎭꇈ，ꋍꒉꄸꃅꄸꅣꊪꃅꉩ。3ꌕꇊ

ꆏꑇꊿꏓꉻꇬꀜꐆ，ꊿꋍꁯꋍꑷꅍꃅ

ꃹꄉ，ꌺꃰꌋꅪꋌꈻꏦꑳꇬꈢ。 

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
处。2有虔诚的人把司提反埋葬
了，为他捶胸大哭。3扫罗却残
害教会，进各人的家，拉着男
女下在监里。 

 

ꃏꆀꌒꂷꆀꑸꐥ 在撒玛利亚传福音 
4ꊿꁭꁘꁧꈧꌠꆏꊨꏦꈀꎼꈀꈴ

ꅉꇬꄉꇗꅉꁊꁧ。5ꃏꆀꆏꌒꂷꆀꑸ

ꇓꈓꄉꏢꄖꃆꂮꉉꄜꁧ。6ꃏꆀꉉꌠ

ꉹꁌꈨꇈ，ꉈꑴꋌꈀꃅꌠꌋꃅꐪꑽꑌ

ꀕꋀꂿꇬꆏ，ꋀꉌꂵꋍꂷꉪꐨꋍꏢꃅ

ꋍꅇꃅ。7ꊿꀉꑌꈨꑊꋌꀋꎴꀋꈻꌠ

ꐊꐛꅹ，ꑊꋌꈧꌠꏄꅉꃅꋀꇭꀧꇬꄉ

ꅐꇁ；ꉈꑴꊿꄣꅐꌠ、ꐂꀜꌠꈍꑋꑠ

ꐯꇯꉃꌒꌐꀐ。8ꄚꄉꇓꈓꀊꋨꂷꇬ

ꊿꃅꉌꇿꑓꇿꌐ。 

4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
道。5腓利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
基督。6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
利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地
听从他的话。7因为有许多人被
污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叫，
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
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
8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 

9ꊿꑭꂱꂓꑠꂷꐥ，ꋌꂴꏭꇓꈓꂶ

ꌠꇬꄉꃔꌤꌬ，ꋌꊨꏦꄇꀋꉆꏭꃅꌒ

ꂷꆀꑸꉹꁌꁳꋌꇰꎻ。10ꌠꐭꌟꒉꈀ

ꄸꑌꋍꅇꑇꄉ：“ꊿꋋꂷꆹꏃꃅꌋꊿ

ꊋꃤꀉꒉꄷꂶꌠꉬ”ꃅꉉꌐ。11ꋌ

ꀊꉗꏢꃔꌤꌬꐛꅹ，ꊿꈧꌠꋌꇰꌐ

ꄉ，ꋀꊇꋍꅇꃅ。12ꊁꋀꊇꃏꆀꈁꁊ

ꌠꏃꃅꌋꇩꌒꅇꌋꆀꑳꌠꏢꄖꂓꑇꈭ

ꐨꆏ，ꌺꃰꌋꅪꃅꋋꑣꊪꀐ。13ꑭꂱ

ꊨꏦꑌꑇꄉꋋꑣꊪꀐ；ꋌꅉꀕꃅꃏꆀ

ꌋꆀꐮꐊꄉ，ꃏꆀꈀꃅꌠꌋꃅꐪꑽꑌ

ꌋꆀꄐꐨꇣꋲꈧꌠꋌꂿꇬꆏ，ꋌꀊꅰ

ꃅꋌꇰ。 

9有一个人，名叫西门，向
来在那城里行邪术，妄自尊
大，使撒玛利亚的百姓惊奇；
10无论大小，都听从他，说：
“这人就是那称为神的大能者。”
11他们听从他，因他久用邪术，
使他们惊奇。12及至他们信了腓
利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
的名，连男带女就受了洗。13西
门自己也信了；既受了洗，就
常与腓利在一处，看见他所行
的神迹和大异能，就甚惊奇。 

14ꁆꄻꊩꌺꑳꇊꌒꇌꄉꌒꂷꆀꑸ 14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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ꊿꏃꃅꌋꇗꅉꊪꌠꋀꈨꇬꆏ，ꀺꄮ、

ꒀꉴꑋꋀꇤꅷꀊꄶꇬꉜꄉꁧꎻ。15ꋍ

ꑊꇫꑟꈭꐨꆏ，ꋀꎁꃅꈼꂟꄉ，ꋀꁳ

ꌃꎔꒌꊪꎻ。16ꌃꎔꒌꇁꌊꋀꊇꋍꂷ

ꇭꀧꇬꑋꀋꌵꑴꌦꐛꅹ，ꋀꊇꆹꑳꌠ

ꂓꀉꄂꄜꄉꋋꑣꊪꀐ。17ꄚꄉꁆꄻꊩ

ꌺꇇꐛꋀꀂꏾꇬꄀꈭꐨꆏ，ꌃꎔꒌꋀ

ꊪꊊꀐ。18ꁆꄻꊩꌺꇇꐛꊿꄀꄉ，ꌃ

ꎔꒌꇁꊿꌵꌠꑭꂱꊌꂿꇬꆏ，ꎆꃀꋌ

ꀖꌌꁆꄻꊩꌺꁵꄉ：19“ꌅꈌꋌꑵꄻ

ꉡꑌꁵꄉ，ꉢꁳꇇꐛꈀꄸꄀꆏꈀꄸꌃ

ꎔꒌꊪꊊꉆꎻ”ꄷ。20ꀺꄮꆏꇬꏭ：

“ꆏꏃꃅꌋꑆꊋꈁꁠꆹꎆꃀꌌꃼꉆꉂ

ꃅꉪꒉꄸꃅ，ꆎꌋꆀꅽꐎꎆꃀꐯꇯꈔ

ꑍꅊꇈ。21ꏃꃅꌋꂾꄉꇬꅽꉌꂵꉪꎎ

ꐛꅹ，ꆎꆹꇗꅉꋋꏢꌋꆀꐮꃆꂮꍈꑋ

ꀋꐥ。22ꆏꅽꑽꃤꋌꐘꉪꁏꄺꀱꄡ

ꑟ，ꌋꏭꇖꂟꇬꆹ，ꋌꅽꉌꂵꄸꈐꉪꐨ

ꄷꅠꌠꄻꆏꏆꉆꇬꌬꀋꄿ。23ꉡꆹꆏ

ꑽꃤꇱꐒꈄꄉ，ꏷꈌꈋꅉꐥꌠꉢꉜꅐꇁ

ꀐ”ꄷ。24ꑭꂱꆏ：“ꆍꑴꌠꌋꏭ

ꇖꂟꄉ，ꆍꊇꈁꉉꌠ，ꋍꑵꑋꄻꉠꇭ

ꀧꇬꄉꅐꄡꎽꅊꇈ”ꄷ。 

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
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
15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
要叫他们受圣灵。16因为圣灵还
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
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17于
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
就受了圣灵。18西门看见使徒按
手，便有圣灵赐下，就拿钱给
使徒，19说：“把这权柄也给
我，叫我手按着谁，谁就可以
受圣灵。”20彼得说：“你的银子
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你想神的
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21你在这
道上无份无关；因为在神面
前，你的心不正。22你当懊悔你
这罪恶，祈求主，或者你心里
的意念可得赦免。23我看出你正
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 
24西门说：“愿你们为我求主，
叫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
我身上。” 

25ꁆꄻꊩꌺꌋꇗꅉꊩꀽ、ꉉꁊꇈ

ꀱꑳꇊꌒꇌꁧꀐ，ꋀꊇꈝꃀꈢꌒꂷꆀ

ꑸꑲꇽꑠꈨꇬꄉꌒꅇꄜꁊ。 

25使徒既证明主道，而且传
讲，就回耶路撒冷去，一路在
撒玛利亚好些村庄传扬福音。 

 

ꃏꆀꌋꆀꉞꌏꀒꀘꑸꊿꎶꂷ 腓利与埃塞俄比亚太监 
26ꌋꊩꌺꂷꃏꆀꏭ：“ꄓꇁ！ꒈꂪ

ꏭꉜꄉꁧ，ꈝꃀꑳꇊꌒꇌꄉꈁꌒꁧꏡ

ꌠꇬꉜꄉꁧ”ꄷ，ꈝꃀꀊꋨꏢꆹꇈꈬ

ꇉꃪꃅꐙꑠꏢꉬ。27ꃏꆀꆏꑭꄑꄉꁧ

26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利
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
路撒冷下迦萨的路上去。”那路
是旷野。27腓利就起身去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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ꀐ。ꉘꀋꇉꌠꆏ，ꉞꌏꀒꀘꑸꊿ，ꌅ

ꈌꀉꒉꃅꐥꌠ、ꉞꌏꀒꀘꑸꌋꅪꃰꃅ

ꇤꄊꏸꇂꃴꎆꊐꑳꈀꐥꌠꏲꌠꊿꎶꄉ

ꑠꂷ，ꑳꇊꌒꇌꄉꀍꃈꄚꁧꀐ。28ꀋ

ꃉꆏꀱꇁꄉ，ꃅꈻꍯꇬꑌꄉꅉꄜꊿꑱ

ꌏꑸꄯꒉꁬꌠꀘ。29ꌃꎔꒌꃏꆀꏭ：

“ꁨꆹ！ꆏꃅꈻꍯꇶꌠꇬꊫꄉꈛꎼ

ꆹ”ꄷ。30ꃏꆀꀥꌌꊿꎶꂶꌠꄷꑟ

ꄉ，ꊿꎶꂶꌠꅉꄜꊿꑱꌏꑸꄯꒉꀘꌠ

ꋌꈨꇬꆏ，ꇬꏭ：“ꆏꈀꀘꌠꆏꇫꐝ

ꉅꀕ？”ꄷꅲ。31ꋋꆏ：“ꊿꉡꄐꂘ

ꌠꀋꐥꃅꄉ，ꉢꈍꃅꐝꉅꂯ？”ꄷ。

ꄚꄉꃏꆀꋌꇴꄩꃅꈻꍯꄉꋌꈽꑌ。

32ꋌꈀꀘꌠ꒰ꀨꊬꌠꇬꆏꑠꃅꅑ： 

料，有一个埃塞俄比亚人，是
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塞俄比
亚女王干大基的手下总管银
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
28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
知以赛亚的书。29圣灵对腓利
说：“你去！贴近那车走。”30腓
利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
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
“你所念的，你明白吗？”31他
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
呢？”于是请腓利上车，与他同
坐。32他所念的那段经，说： 

“ꋋꆹꑿꌟꃅꊿꈻꌊꌉꅉꇬꑟ， 
ꉈꑴꀋꇊꆏꑾꌺꑾꎭꋍꊿꇇꈐ

ꄉꌕꈈꀕꌠꌡ， 
ꋋꑌꑠꃅꈌꀋꁉ。 

“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 
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
声， 
他也是这样不开口。 

33ꋌꌠꐭꃅꐙꄮꇬ，ꊿꑖꉬꇬꀋꈴꃅꋋ

ꀞꇽ，ꈀꄸꂷꋍꊂꋊꉉꍣꄎꂯ？ꑞꃅ

ꆏ，ꋍꀑꇬꆹꃄꅉꇬꄉꊿꇱꇑꌊꁧ

ꀐ”ꄷ。 

33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
判他（原文作“他的审判被夺去”），谁
能述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
命从地上夺去。” 

34ꊿꎶꂶꌠꃏꆀꏭ：“ꅉꄜꊿꅇ

ꂷꋋꇬꉉꌠꆹꈀꄸꄜ？ꋍꊨꏦꄜꅀꀉ

ꁁꈀꄸꄜꂯ？”ꄷꅲ。35ꃏꆀꆏꈌꋊ

ꄉ꒰ꀨꋋꊭꇬꈴꄉꑳꌠꃆꂮꉉꄜ。

36ꊿꑍꂷꌠꁨꏭꉜꄉꁧ，ꋀꇁꀆꐒꁖ

ꅉꑠꈚꇬꑟꇬꆏ，ꊿꎶꂶꌠ：“ꇬꉚ！

ꄚꇬꀆꐒꐥꀐ，ꉢꋋꑣꊪꇬꑞꇫꄙꇫ

ꑣꅍꐥꑴꌦꂯ？”ꄷ。（꒰ꀨꋍꈨꇬꆏꄚꇬ

“37ꃏꆀꄹꇬ：‘ꀋꄸꄷ，ꆏꅽꉌꂵꃅꇬꑇꑲꆏꍑ’

34太监对腓利说：“请问，先
知说这话是指着谁，是指着自
己呢？是指着别人呢？”35腓利
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
耶稣。36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
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哪！这
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
呢？”（有古卷在此有“37 腓利说：‘你若

是一心相信，就可以。’他回答说：‘我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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ꄷ。ꋋꆏ：‘ꉡꆹꑳꌠꏢꄖꆹꏃꃅꌋꌺꉬꌠꑇ’ꄷꅇ

ꀱ”ꃅꅑꌠꐥ）。38ꄚꄉꃅꈻꍯꇶꌠꆏꇫ

ꄉꄷꇈ，ꃏꆀꌋꆀꊿꎶꂶꌠꐯꇯꒉꇬ

ꃹꄉ，ꃏꆀꋋꀕꑣ。39ꒉꇬꄉꄓꇁꇬ

ꆏ，ꃏꆀꌋꒌꇱꐔꌊꁧꇈ，ꊿꎶꂶꌠ

ꑌꉈꑴꇬꀋꂿꀐ，ꄚꄉꋌꉌꇿꑓꇿꃅ

ꈛꎼꁧꀐ。40ꊁꆏ，ꊿꑸꌙꄖꄉꃏꆀ

ꋀꂿꌠꐥ，ꋌꃅꄷꀊꋩꈚꇬꋌꏮꈴ，

ꇓꈓꈧꌠꇬꄉꌒꅇꄜꉺꅷꇽꌒꆀꑸ

ꑟ。 

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38于是吩咐
车站住，腓利和太监二人同下
水里去，腓利就给他施洗。39从
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利提了
去，太监也不再见他了，就欢
欢喜喜地走路。40后来有人在亚
锁都遇见腓利，他走遍那地
方，在各城宣传福音，直到凯
撒利亚。 

 

ꌕꇊꉪꁏꄺꀱ 扫罗悔改 

9 ꌕꇊꆏꄡꇗꌋꌶꌺꈧꌠꏭꊾꇷ

ꊿꇋ、ꊿꌉꊾꆳꅇꂷꉉ，ꋌꆦ 
9 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

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 
ꑝꌌꁈꂶꌠꂿꆹꄉ，2ꆦꑝꌌꁈꏭꄯꒉ

ꁱꄊꂷꌧꇱꃅꄷꉻꏑꅉꁵꄷꇖꂟꆹ，

ꑠꃅꄉ，ꀋꄸꄷꊿꇗꅉꋋꏢꑇꌠꋌꎹ

ꊊꑲꆏ，ꌺꃰꉬꄿꂿ，ꌋꅪꉬꄿꂿ，ꋌ

ꁳꐒꌌꑳꇊꌒꇌꇁꉆꎻꄷ。3ꌕꇊꇁ

ꌊꄊꂷꌧꇱꑟꂯꄮꇬꆏ，ꋋꇅꃅꂿꃅ

ꇬꁨꑭꇁꋍꈭꋍꇍꃅꌸꈴ。4ꋌꐚꃄ

ꅉꇬꅞꇈꃚꋒꑵꋍꏭ：“ꌕꇊ！ꌕ

ꇊ！ꆏꑞꃅꉡꆼꍅꆹꆋꌠꉬ？”ꃅꈌ

ꐚ。5ꋋꆏ：“ꌋꀋ！ꆏꈀꄸꉬ？”
ꄷ。ꌋꆏ：“ꉡꆹꆏꌌꆼꍅꆹꆋꌠꑳ

ꌠꉬ。6ꄓꇓꈓꇬꃹꆹ，ꌤꆏꇫꃅꋭꈧ

ꌠ，ꀋꎪꃅꊿꉉꆎꇰꌠꐥꌠꉬ”ꄷ。

7ꊿꋋꐊꐺꈧꌠꁱꐭꀋꄐꃅꀊꄶꉆ，ꃚ

ꋒꀉꄂꋀꈨꇈ，ꊿꋀꋌꀋꂿ。8ꌕꇊ

ꃄꅉꇬꄉꋌꄓꇁꇈ，ꋍꑓꋪꋌꁉꎼꇁ

ꇬꆏ，ꑞꑌꂿꀋꉆꀐ。ꄚꄉꋌꇇꁉꄷ

ꊿꈻꌊꄊꂷꌧꇱꑟ。9ꋌꃅꐎꌕꑍꂷ

2求文书给大马士革的各会堂，
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
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
冷。3扫罗行路，将到大马士
革，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
着他；4他就仆倒在地，听见有
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
为什么逼迫我？”5他说：“主
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
所逼迫的耶稣。6起来！进城
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
诉你。”7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
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
见人。8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
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有人
拉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士
革；9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
不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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ꊌꂿꀋꉆ，ꉈꑴꋟꑌꀋꋠ，ꅜꑌꀋ

ꅝ。 
10ꀊꋨꄮꇬ，ꄊꂷꌧꇱꌶꌺꑸꇂ

ꆀꑸꂒꂷꐥ；ꌋꐛꒌꇣꋲꌠꇬꄉ，ꋍ

ꏭ：“ꑸꇂꆀꑸ”ꄷꇴ。ꋋꆏ：

“ꌋꀋ！ꉢꄚꇬ”ꄷ。11ꌋꋍꏭ：

“ꄓꊒꆽꀕꏦꈜꄷꏡꌠꇬꉜꄉꁧ，ꒀ

ꄊꏤꅍꄉ，ꊿꄊꌚꄉꇁꌠꌕꇊꂒꂷꎹ

ꆹ，ꋌꇬꊎꈼꂟꇯ，12ꉈꑴꐛꒌꇣꋲꌠ

ꇬꄉ（ꀊꆨꏂꀨꋍꈨꇬꆏ“ꐛꒌꇣꋲꌠꇬꄉ”ꃅꑠꇬ

ꀋꐊ）ꊾꂷꋌꊌꂿ，ꂒꆏꑸꇂꆀꑸꂓꑠ

ꂷ，ꈏꃹꇁꇈꇇꐛꋍꇭꀧꇬꄀꄉ，ꋌꁳ

ꊌꂿꉆꎻ”ꄷ。13ꑸꇂꆀꑸꆏ：

“ꌋꀋ！ꊿꈍꑋꈨꊿꋋꂷꈍꃅꑳꇊ

ꌒꇌꄉꇧꊋꃅꅽꌃꎔꌺꉮꃅꉉꌠꉢꈨ

ꋺ。14ꄷꀋꁧ，ꋌꄚꐥꇬꆦꑝꌟꒉꌅ

ꈌꄻꋌꁳꄉ，ꋋꆹꊿꇖꂟꅷꅽꂓꄷꑟ

ꌠꃅꋌꇫꐒꈄꌅꈌꐥ”ꄷꅇꀱ。15ꌋ

ꑸꇂꆀꑸꏭ：“ꆏꆸꌦꐥ。ꋋꆹꉢꌋ

ꄉꌠꌬꅍꉬ，ꋌꉇꉻꊿꌋꆀꃰꃅꂾ

ꄉ，ꄷꀋꁧꑱꌝꆀꊿꂾꄉꉠꂓꄜꉺꇁ

ꌠꉬ。16ꉡꑌꋌꉠꂓꒉꄸꃅꄉ，ꀋꎪ

ꃅꎭꃤꅧꃤꈍꑋꄽꌠꑠꉉꋋꇰꌠꉬ”
ꄷ。17ꄚꄉꑸꇂꆀꑸꆹꀐ，ꋌꆹꌊꊿ

ꀊꋨꑷꅍꃹꇈ，ꇇꋌꐛꌕꇊꇭꀧꇬꄀ

ꄉ，ꇬꏭ：“ꃺꑌꌕꇊꀋ！ꆏꄚꇀꅉ

ꈝꃀꇬꄉꅽꃀꅐꇁꌠꌋꂶꌠꆹ，ꑳꌠ

ꉬ；ꉢꋌꇱꇤꅷꇁꄉ，ꆏꁳꑓꂿꉆꎻ，

ꉈꑴꆏꁳꑌꌃꎔꒌꇱꌵꈴꎻ”ꄷ。

18ꋋꇅꃅ，ꉛꁰꇷꌡꃅꑠꈨꌕꇊꑓꋪꇬ

ꄉꊰꇁꇈ，ꌕꇊꑓꋪꊌꂿꉆꀐ，ꄚꄉ

10当下，在大马士革有一个
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
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
说：“主，我在这里。”11主对他
说：“起来！往直街去，在犹大
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
叫扫罗；他正祷告，12在异象中
看见一个人（有古卷无“在异象中”），
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
身上，叫他能看见。”13亚拿尼
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
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
多苦害你的圣徒，14并且他在这
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
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15主对
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
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
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
我的名。16我也要指示他，为我
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17亚
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
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
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
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
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
18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鳞立刻掉
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
受了洗；19吃过饭就健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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ꋌꄓꌊꋋꑣꊪ；19ꋙꋠꈭꐨꆏ，ꌕꇊꊋ

ꑌꁦꅤꀐ。 
 

ꌕꇊꄊꂷꌧꇱꄉꇗꅉꄜ 扫罗在大马士革传道 
ꌕꇊꆹꄊꂷꌧꇱꌶꌺꈧꌠꌋꆀꐯ

ꈽꃅꐎꈍꑍꀕꐥꇈ，20ꋋꇅꃅꋌꇁꌊꉻ

ꏑꅉꇫꈁꐛꌠꇬꄉꑳꌠꃆꂮꄜꉺ，ꑳ

ꌠꆹꏃꃅꌋꌺꉬꃅꑠꉉ。21ꊿꋍꅇꈀ

ꈨꌠꃅꋌꇰꈌꉛꀕꌊ：“ꊿꋋꂷꆹꑳ

ꇊꌒꇌꄉꊿꇖꂟꅷꂓꋋꂷꄷꑟꈧꌠꉮ

ꂶꌠꀋꉬꅀ？ꄷꀋꁧ，ꋌꄚꇁꌠꆹꉈꃅ

ꋀꊇꐒꌌꆦꑝꌟꒉꄷꁧꂿꄷꌠ”
ꄷ。22ꄚ，ꌕꇊꆏꀊꅰꉉꀊꅰꊋꃤꑌ

ꇁ，ꄊꂷꌧꇱꀀꌠꒀꄠꊿꋌꀥꈌꉛꀕ

ꄉ，ꋌꑳꌠꆹꏢꄖꉬꌠꑠꊩꀽ。 

扫罗和大马士革的门徒同住
了些日子，20就在各会堂里宣传
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21凡听
见的人都惊奇，说：“在耶路撒
冷残害求告这名的，不是这人
吗？并且他到这里来，特要捆
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
22但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大
马士革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
基督。 

 

ꌕꇊꒀꄠꊿꄷꄉꁈꁧ 扫罗逃脱犹太人的谋害 
23ꊁꈍꑋꑍꐛꇬꆏ，ꒀꄠꊿꌕꇊꌉ

ꂿꄷꐮꇖ；24ꄚꋀꊇꏂꇫꏡꁈꆹꌕꇊꇱ

ꅉꐚꅜꀐ。ꋀꊇꑍꇁꌋꀋꐥꃅꇓꈓꄇ

ꂿꐏꄉꌕꇊꌉꏢꉨ。25ꋍꌶꌺꈧꌠꈊ

ꄮꃀꆏꈄꀕꂷꌊꋌꋀꎿꇓꈓꊖꉻꏭꌠ

ꇬꎭꄉꁧꎻ。 

23过了好些日子，犹太人商
议要杀扫罗；24但他们的计谋被
扫罗知道了。他们又昼夜在城
门守候，要杀他。25他的门徒就
在夜间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上缒
下去。 

 

ꌕꇊꑳꇊꌒꇌꐥ 扫罗在耶路撒冷 
26ꌕꇊꇁꌊꑳꇊꌒꇌꑟꇈ，ꌶꌺꈧ

ꌠꌋꆀꐯꌥꐮꂿꀕꄷꇬꆏ，ꌶꌺꈧꌠ

ꆹꋋꑌꌶꌺꉬꌠꋀꋌꀋꑇꄉꇫꏦꌐ。

27ꀠꇁꀠꀉꄂꋋꋩꋋꏦ，ꋌꏁꌊꁆꄻ

ꊩꌺꂿꆹ，ꌕꇊꆏꋌꈜꃀꇬꄉꌋꈍꃅꋌ

ꊌꂿ，ꌋꋍꏭꈍꃅꉉ，ꋌꈍꃅꄊꂷꌧ

ꇱꄉꉌꂵꀉꒉꃅꑳꌠꂓꄜꁊꌠꑠꋌꉉ

26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
门徒结交，他们却都怕他，不
信他是门徒。27惟有巴拿巴接待
他，领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
怎么看见主，主怎么向他说
话，他在大马士革怎么奉耶稣
的名放胆传道，都述说出来。



ꁆꄻꊩꌺꃅꐨ  9 396 使徒行传  9 

 

 

ꎼꇁꌐ。28ꋋꈭꐨꆏ，ꌕꇊꑳꇊꌒꇌ

ꄉꌶꌺꌋꆀꈏꃹꉇꅐ，ꐮꑌꐯꑲ，ꉌ

ꂵꀉꒉꃅꑳꌠꂓꄜꄉꇗꅉꁊ。29ꄷꀋ

ꁧ，ꋌꑝꇂꉙꉉꌠꒀꄠꊿꌋꆀꐮꈌꀥ

ꉐꍣ，ꋀꊇꆏꏡꁈꏂꄉꌕꇊꋋꂷꌉꇫ

ꎭꏢꉨ。30ꌤꋌꐘꃺꑌꈧꌠꅉꐚꈭꐨ

ꆏ，ꌕꇊꋀꏃꇽꌒꆀꑸꒉꄉ，ꋌꋀꇤ

ꅷꄊꌚꉜꄉꁧꎻ。31ꀊꋨꄮꇬ，ꒀ

ꄠ、ꏤꆀꀕ、ꌒꂷꆀꑸꃅꄷꑇꊿꏓ

ꉻꈧꌠꃅꋬꂻꈨꅪꄉ，ꀊꅰꃅꄕꄻꄉ

ꀐ；ꌤꑞꀂꏽꑌꌋꏦꃪꇬꎷ，ꌃꎔꒌ

ꉌꌒꄀꅇꑌꋀꊌꄉ，ꋀꊻꂷꃷꁨꐤꅉ

ꀉꑌꅉꑟꀐ。 

28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
入来往，奉主的名放胆传道，
29并与说希腊话的犹太人讲论辩
驳；他们却想法子要杀他。30弟
兄们知道了，就送他下凯撒利
亚，打发他往大数去。31那时，
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
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
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
数就增多了。 

 

ꑳꆀꑷꆅꉃꌒ 以尼雅得医治 
32ꀺꄮꃄꇖꄹꊂꏮꐹꄮꇬ，ꋌꇁꌊ

ꑗꄊꀀꌠꌃꎔꌺꈧꌠꄷꑌꑟ；33ꊿꑳ

ꆀꑷꂓꇈ，ꄣꅐꄉꈈꇉꇬꃅꐎꉆꈓꀀ

ꀐꑠꂷꋌꊌꂿ。34ꀺꄮꇬꏭ：“ꑳꆀ

ꑷꀋ！ꆏꑳꌠꏢꄖꉃꌒꀐ，ꄓꄉꅽꈈ

ꇉꇙꌊꁧ”ꄷꇈ，ꋌꋋꇅꃅꄓꇁ

ꀐ。35ꊿꑗꄊꌋꆀꎭꇍꈁꀀꌠꃅꌤꋌ

ꐘꋀꂿꈭꐨꆏ，ꏮꌋꇂꃴꐥꇁꀐ。 

32彼得周流四方的时候，也
到了居住吕大的圣徒那里；33遇
见一个人，名叫以尼雅，得了
瘫痪，在褥子上躺卧八年。34彼
得对他说：“以尼雅，耶稣基督
医好你了，起来！收拾你的褥
子。”他就立刻起来了。35凡住
吕大和沙仑的人都看见了他，
就归服主。 

 

ꄏꏦꀱꐥꇁ 多加复活 
36ꒀꁁꇓꈓꇬꌋꅪꑇꊿꄊꀘꄊꂓ

ꑠꂷꐥ，ꁏꌊꑝꇂꉙꃅꇬꆏꄏꏦꄷ

（“ꄏꏦ”ꆹ“ꃪꍶ”ꄜ）；ꋌꌤꂄꎔꌠꀉꑌ

ꃅꀕ，ꎆꋚꀉꑌꃅꌌꊿꇇꀤ。37ꀊꋨ

ꄮꇬ，ꋌꆅꌦꄉ，ꊿꇱꌌꒈꋌꇈ，ꄻꆸ

ꄜꇬꄉ。38ꑗꄊꆹꒀꁁꌋꆀꀊꎴꃅꀋ

36在约帕有一个女徒，名叫
大比大，翻希腊话就是多加（“多

加”就是“羚羊”的意思）；她广行善
事，多施周济。37当时，她患病
而死，有人把她洗了，停在楼
上。38吕大原与约帕相近；门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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ꇢ；ꌶꌺꈧꌠꀺꄮꀊꄶꐥꌠꋀꈨꇬꆏ，

ꊿꑍꂷꋀꇤꅷꇫꂿꆹꄉꋍꏭ：“ꄉꄡ

ꇤꃅꉆꐥꃅꉪꄷꁧ”ꄷꈧꊰꀕꃅꇖ

ꂟ。39ꀺꄮꆏꑭꄑꄉꋀꐊꁧ，ꇫꑟꄮ

ꇬꆏ，ꋌꊿꏃꌊꆸꄜꆹ。ꃆꍸꃀꈧꌠ

ꃅꀺꄮꏢꁮꉆꄉꉩ，ꄏꏦꋀꈽꐤꄮꇬ

ꈁꈪꌠꀂꄁꈏꆏꌋꆀꃢꈜꉈꏭꈚꌠꋀ

ꄻꀺꄮꀨ。40ꀺꄮꋀꁳꅐꁧꌐꎻꈭꐨ

ꆏ，ꁡꊭꃄꇴꄂꄉꈼꂟ，ꏮꊿꂿꂷꌠ

ꏭꉜꄉ：“ꄊꀖꄊ！ꄓꇁ！”ꄷ，ꋌ

ꑓꋪꁉꇈ，ꀺꄮꋌꊌꂿꇬꆏ，ꋌꄓꇫ

ꑌꇁꀐ。41ꀺꄮꇇꎇꌊꄏꏦꋌꄖꀍꉀ

ꎼꇁ，ꌃꎔꌺꌋꆀꃆꍸꃀꈧꌠꏭꈐꏭꇁ

ꄷꇈ，ꄏꏦꀉꄻꀕꃅꋌꏮꋀꊇꁵ。

42ꌤꋌꐘꒀꁁꃅꄷꃅꈨꈴꌐꄉ，ꊿꈍ

ꑋꈨꌋꑇꀐ。43ꋍꈭꐨꆏ，ꀺꄮꒀꁁ

ꄉꑆꍀꇎꇷꊿꑭꂱꏤꅍꀉꑌꑍꀀ。 

听见彼得在那里，就打发两个
人去见他，央求他说：“快到我
们那里去，不要耽延。”39彼得
就起身和他们同去；到了，便
有人领他上楼。众寡妇都站在
彼得旁边哭，拿多加与她们同
在时所做的里衣外衣给他看。
40彼得叫她们都出去，就跪下祷
告，转身对着死人说：“大比
大！起来！”她就睁开眼睛，见
了彼得，便坐起来。41彼得伸手
扶她起来，叫众圣徒和寡妇进
去，把多加活活地交给他们。
42这事传遍了约帕，就有许多人
信了主。43此后，彼得在约帕一
个硝皮匠西门的家里住了多
日。 

 

ꀺꄮꌋꆀꇰꆀꑘ 彼得和哥尼流 

10 ꇽꌒꆀꑸꇓꈓꊿꇰꆀꑘꂒꂷ

ꐥ，ꋋꆹꑴꄊꆀꁥꌠꄷꌠꇬꂽ 10 在凯撒利亚有一个人，
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 

ꉐꏃꌋꂷ。2ꋋꆹꊿꌋꉪꌋꏡꇬꎷꂷ

ꉬ，ꋋꌋꆀꋍꏤꋋꑷꃅꏃꃅꌋꏦꃪ，

ꋀꊇꉹꁌꇇꀤꐨꀉꑌ，ꅉꀕꃅꏃꃅꌋ

ꂾꄉꈼꂟ。3ꋍꑍꁯꋒꐯꉐꆏ，ꋌꐛ

ꒌꇣꋲꌠꇬꄉꐝꉅꃅꏃꃅꌋꊩꌺꂷꇁ

ꌊꋍꄷꑟꌠꋌꂿ，ꋍꏭ：“ꇰꆀꑘ”
ꄷꇴ。4ꇰꆀꑘꍻꇬꀳꄉꏸꏦꏭꃅ：

“ꌋꀋ！ꑞꌤꐥ？”ꄷ。ꉬꉎꊩꌺ

ꆏ：“ꅽꈼꂟꅇꌋꆀꆏꊿꌢꎭꌠꇇꀤ

ꌠꃆꂮꏃꃅꌋꂾꑟꄉ，ꋌꆎꎺꄅꀐ。

5ꀋꃅꆏꊾꇤꅷꒀꁁꄉ，ꊿꑭꂱꄷꑌ

营的百夫长。2他是个虔诚人，
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
百姓，常常祷告神。3有一天，
约在下午三点，他在异象中明
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去，到
他那里，说：“哥尼流。”4哥尼
流定睛看他，惊怕说：“主啊！
什么事呢？”天使说：“你的祷告
和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已蒙
记念了。5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
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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ꄹꌠꀺꄮꂓꂶꌠꇴꌊꇁꄡꑟ。6ꋋꆹ

ꑆꍀꇎꇷꊿꑭꂱꂒꂷꏤꅍꀀ，ꑳꂶꌠ

ꆹꎿꋮꐛ”ꄷ。7ꋍꏭꉉꌠꉬꉎꊩꌺ

ꂶꌠꁧꈭꐨꆏ，ꇰꆀꑘꆹꋍꏤꇤꑭꑍ

ꂷꌋꆀꅉꀕꃅꋋꀨꎹꌠꂽꈏꇤꊋꇤꄉ

ꑇꑠꂷꋌꇴꌊꇁꄉ，8ꌤꐘꌠꋌꉉꋀꊇ

ꇰꇈ，ꋀꊇꋌꇱꇤꅷꒀꁁꉜꄉꁧꎻ。 

来。6他住在海边一个硝皮匠西
门的家里，房子在海边上。”7向
他说话的天使去后，哥尼流叫
了两个家人和常伺候他的一个
虔诚兵来，8把这事都述说给他
们听，就打发他们往约帕去。 

9ꊁꄹꉇ，ꋀꊇꇁꌊꇓꈓꀊꋨꂷꇬ

ꌋꆀꀊꎴꀋꇢꅉꑟ。ꀺꄮꂵꆤꂶꌠ

ꇬꆏꑲꏾꄉꈼꂟꆹ；10ꋌꀃꃀꂮꏭꃅꐙ

ꄉꋙꋠꏾ，ꊿꀊꋨꑷꋙꊭꒉꄎꑌꃅꄉ

ꇬꆏ，ꀺꄮꒌꅐꆟꅐꄉ，11ꂿꃅꁉꄉꌠ

ꋌꂿ，ꊵꑵꂷꀅꌳꀅꌳꃅꊰꀏꇁ，ꀋ

ꇊꆏꂪꌦꀉꒉꑠꁬꇖꎏꇬꄷꐒꄉꇈꎿ

ꃄꅉꇬꅞꄉꌠꌡ。12ꂪꌦꋌꁬꈐꏭꆏ

ꇖꑭꅑꌠꇙꀕ、ꁯꄸꆰꄸꌋꆀꃅꃴ

ꇬꉌꊭꉌꇓꑠꇫꐥꌐ。13ꉈꑴꃚꋒꑵ

ꋍꏭ：“ꀺꄮꀋ！ꄓꄉꋋꈨꌉꋠꇁ”
ꃅꈌꐚ。14ꀺꄮꆏ：“ꌋꀋ！ꑠꃅꀋ

ꉆꌠ，ꉢꐥꅷꇁꇬꋠꇐꎃꐚꌠꌋꆀꁧ

ꀋꎴꌠꋠꀋꋻ”ꄷ。15ꃚꋒꑍꃢꀕꌠ

ꃅꋍꏭ：“ꏃꃅꌋꄻꁦꎴꃅꄉꌠ，ꆏ

ꌌꋠꇐꎃꐚꌠꃅꄉꀋꉆ”ꄷ。16ꑠꃅ

ꊛꄉꌕꃢꐛꈭꐨꆏ，ꋋꇅꃅꂪꌦꀊꋩ

ꁬꎴꌊꉈꑴꂿꃅꇬꃹꁧꀐ。 

9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
城，彼得约在中午十二点上房
顶去祷告；10觉得饿了，想要
吃，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
候，彼得魂游象外，11看见天开
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
布，系着四角，缒在地上。12里
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
虫，并天上的飞鸟。13又有声音
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
吃。”14彼得却说：“主啊，这是
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
物，我从来没有吃过。”15第二
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
的，你不可当作俗物。”16这样
一连三次，那物随即收回天上
去了。 

17ꀺꄮꐛꒌꇣꋲꌠꋌꑵꆹꑞꄜꌠ

ꉬꂯꃅꉪꄅꐹꄮꇬꆏ，ꇰꆀꑘꊪꎼꇁꌠ

ꊩꌺꑭꂱꄰꇿꀀꃅꅲꅷꇫꑟꇁꀐ，ꋀ

ꀃꈈꉈꏭꉆꄉ：18“ꊿꀺꄮꄷꑌꄹꌠ

ꑭꂱꂓꂶꌠꄚꇬꀀꀕ？”ꃅꇴꄉ

ꅲ。19ꀺꄮꐛꒌꇣꋲꌠꉪꐺꑴꌦꄮꇬ

17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之间，
不知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
思。哥尼流所差来的人已经访
问到西门的家，站在门外，18喊
着问：“有称呼彼得的西门住在
这里没有？”19彼得还思想那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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ꆏ，ꌃꎔꒌꋍꏭ：“ꊿꌕꑻꆏꎷꇁ

ꀐ。20ꄓꀁꋌꒉꄉꑞꑌꄡꉪꃅꋀꐊ

ꁧ，ꑞꃅꆏ，ꋀꊇꆹꉢꁆꎼꇁꌠꉬ”
ꄷ。21ꄚꄉꀺꄮꀏꏭꄉꊿꀊꋨꈨꂿꒉ

ꇈ，ꋀꏭ：“ꉡꆹꊿꆍꇬꎷꂶꌠꉬ，ꆍ

ꑞꒉꄸꃅꉢꎷꇁꌠꉬ？”ꄷ。22ꋀꊇ

ꄹꇬ：“ꂽꉐꏃꌋꇰꆀꑘꆹꑖꊿꂷ

ꉬ，ꋌꏃꃅꌋꏦꃪꂷꉬꄉ，ꒀꄠꇩꃅ

ꋋꍗꋋꀴ。ꉬꉎꊩꌺꌃꎔꂷꇁꌊꋍꏭ

ꄐꌐ，ꋌꁳꆎꇴꌊꋍꏤꁧꄉ，ꅽꅇꅲ

ꎻꂿꄷ”ꄷ。23ꋀꊇꀺꄮꇱꋩꌊꈐ

ꏭꄉꄹꃥꄻ，ꋍꉔꀊꄶꈿ。 

象的时候，圣灵向他说：“有三
个人来找你。20起来！下去，和
他们同往，不要疑惑，因为是
我差他们来的。”21于是彼得下
去见那些人，说：“我就是你们
所找的人，你们来是为什么缘
故？”22他们说：“百夫长哥尼流
是个义人，敬畏神，为犹太通
国所称赞。他蒙一位圣天使指
示，叫他请你到他家里去，听
你的话。”23彼得就请他们进
去，住了一宿。 

ꊁꄹꉇꆏ，ꀺꄮꑭꄑꋀꐊꁧ，ꉈꑴ

ꒀꁁꃺꑌꈍꑋꑼꑌꋋꐊꁧ。24ꉈꑴꊁ

ꄹꉇꆏ，ꋀꊇꇁꇽꌒꆀꑸꑟ，ꇰꆀꑘꆹ

ꋍꏣꃀꏣꑟꌋꆀꋍꐋꀨꐊꋧꈩꋧꌠꋌ

ꇴꌊꋍꅍꄉꋀꇁꉚꇫꐥꇈ。25ꀺꄮꑳ

ꃹꆸꄮꇬꆏ，ꇰꆀꑘꇫꋩꇁꇈ，ꇇꑭꃃ

ꇵꀕꀺꄮꂾꅞꄉꀍꃈꄚ。26ꀺꄮꆏꋋ

ꈻꄉ：“ꆏꄓꇁ，ꉡꑌꊾꂷꄹ”
ꄷ。27ꀺꄮꌋꆀꇰꆀꑘꑋꌧꈿꅉꃅꀁ

ꇬꃹꆹꄮꇬꆏ，ꊿꈍꑋꃅꏓꀊꄶꐥꌠ

ꀺꄮꂿ。28ꄚꄉꀺꄮꋀꏭ：“ꒀꄠꊿ

ꌋꆀꇩꏤꀉꁁꊿꐮꅍꒈꇁꑠꆹꃷꋪꇬ

ꀋꊒꌠꆍꅉꐚ。ꄚ，ꏃꃅꌋꆹꉠꏯꊿ

ꈀꄸꂷꉬꄿꂿ，ꌌꎃꐚꇈꁧꀋꎴꌠꃅ

ꉜꀋꉆꄷꄐꂘꀐ。29ꑠꅹ，ꋀꊇꉡꇴ

ꇀꄮꇬ，ꉢꇖꀋꅔꃅꇁ。ꉢꀋꃅꆍ

ꅲ，ꆍꉡꇴꌊꄚꇬꑞꃅꇁꌠꉬ？”
ꄷ。 

次日起身和他们同去，还有
约帕的几个弟兄同着他去。24又
次日，他们进入凯撒利亚，哥
尼流已经请了他的亲属、密友
等候他们。25彼得一进去，哥尼
流就迎接他，俯伏在他脚前拜
他。26彼得却拉他说：“你起
来，我也是人。”27彼得和他说
着话进去，见有好些人在那里
聚集，28就对他们说：“你们知
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
往，本是不合例的，但神已经
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
作俗而不洁净的。29所以我被请
的时候，就不推辞而来。现在
请问：你们叫我来有什么意思
呢？” 

30ꇰꆀꑘꆏ：“ꃅꐎꇖꑍꂾ，ꀋꃅ 30哥尼流说：“前四天，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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ꋋꄮꇄꌠꇬ，ꉢꀁꇬꄉꁯꋒꐯꉐꃢꌠ

ꈼꂟꄮꇬꆏ，ꋋꇅꃅꊿꀂꄁꁤꇅꇄꈬ

ꈚꑠꂷꇁꉠꂴꆽꉆꄉ：31‘ꇰꆀꑘꀋ！

ꅽꈼꂟꅇꆹꏃꃅꌋꊌꈨꀐ，ꆏꊿꌢꎭ

ꌠꇇꀤꌠꑌꏃꃅꌋꂾꑟꀐꄉ，ꋌꆎꎺ

ꄅꀐ。32ꆏꊾꈨꇤꅷꒀꁁꄉ，ꀺꄮꄷ

ꌠꑭꂱꂶꌠꇴꌊꇁ，ꋋꆹꎿꋮꇬꑆꍀ

ꇎꇷꊿꑭꂱꏤꅍꐥ”ꄷ。33ꑠꅹ，ꉢ

ꋋꇅꃅꊿꉢꇤꅷꆎꇴꆹ，ꆏꇁꑲꆏꍑ

ꐯꍑꀐ，ꀋꃉꉪꊇꈀꄸꑌꏃꃅꌋꂾ

ꄉ，ꅇꂷꌋꅽꏯꈁꉉꈧꌠꅲ”ꄷ 

时候，我在家中守着下午三点
的祷告，忽然有一个人穿着光
明的衣裳，站在我面前，31说：
‘哥尼流，你的祷告已蒙垂听，
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已蒙记
念了。32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
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
在海边一个硝皮匠西门的家
里。’33所以我立时打发人去请
你。你来了很好，现今我们都
在神面前，要听主所吩咐你的
一切话。” 

 

ꀺꄮꇰꆀꑘꏤꅍꄉꇗꅉꄜ 彼得在哥尼流家中讲道 
34ꀺꄮꈌꋊꄉ：“ꏃꃅꌋꈐꀋꍣ

ꉈꀋꍣꌠꇯꍝꃅꉢꉜꅐꇁꀐ。35ꊿꏃ

ꃅꌋꏦꃪꄉꌤꆿꑖꉬꌠꀉꄂꃅꌠꆏ，

ꇩꏤꑞꂷꇬꄉꇁꌠꉬꄿꂿ，ꌋꉌꇿꃅ

ꇫꊪꌠꉬ。36ꏃꃅꌋꆹꑳꌠꏢꄖ（ꋋꆹ

ꐥꇐꈀꐥꌠꌋꉬ）ꇇꄧꈴꄉꌒꅇꄮꐽ

ꌠꁊ，ꇗꅉꋋꏢꄻꑱꌝꆀꊿꇖ。37ꅇ

ꋋꈨꆹꒀꉴꋋꑣꏦꃤꄜꉺꈭꐨ，ꏤꆀ

ꀕꄉꅑꅸꒀꄠꃅꄷꃅꁊꈴ。38ꏃꃅꌋ

ꈍꃅꌃꎔꒌꌋꆀꊋꃤꌌꇂꌒꇍꊿꑳꌠ

ꌐꋉꌠꑠꆹꉬꇮꃅꆍꅉꐚꌐ。（ꑱꌝꆀꊿ

ꏦꃤꇬꈴꇬ，ꊾꂷꃰꃅꄺꄮꇬ，ꅿꉗꌒꋌꌌꋍꀂꏾꎭꄉꋋ

ꆹꃰꃅꉬꀐꄷꃅꑠꃅꑵ。）ꋌꃄꇖꄹꊂꏮꄉꌤ

ꂄꎔꌠꃅ，ꊿꑊꋌꌌꁈꇱꍅꍑꄉꌠꋌ

ꉃꌒ，ꋍꑠꆹꏃꃅꌋꋌꈽꐤꒉꄸ。 

34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
神是不偏待人。35原来各国中，
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
悦纳。36神借着耶稣基督（他是
万有的主）传和平的福音，将
这道赐给以色列人。37这话在约
翰宣传洗礼以后，从加利利
起，传遍了犹太。38神怎样以圣
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
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
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
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 

39ꋌꒀꄠꊿꃅꄷꌋꆀꑳꇊꌒꇌꄉ

ꈀꃅꌠꌤꈧꌠꆹꉪꊇꇫꅇꊪꌬ。ꄚ，

ꋀꊇꆏꋌꋀꄻꌩꇬꄀꄉꌉꇫꎭ。40ꌕ

39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
撒冷所行的一切事，有我们作
见证。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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ꑍꐛꄹꉇꆏ，ꏃꃅꌋꋌꁳꀱꐥꇁꇈꊿ

ꂾꅐꇁꎻ。41ꋍꑠꆹꄻꉹꁌꇬꈀꐥꌠ

ꀨꌠꀋꉬꃅ，ꄻꊿꂴꇯꆐꏃꃅꌋꇱꌋ

ꌊꋍꅇꊪꌬꈧꌠꀨꌠꉬ，ꑠꆹꉪꊇꊿꋌ

ꌦꈬꇬꄉꀱꐥꇁꈭꐨꋋꌋꆀꐯꈽꋙꋠ

ꒉꅝꈧꌠꉬ。42ꋌꉪꏭꇗꅉꁊꉹꁌꇰ

ꄷ，ꉪꁳꑳꌠꆹꏃꃅꌋꇱꌊꄻꄉꌠꉬ

ꌠꊩꀽꎻ，ꉈꑴꉪꁳꋋꆹꐥꊿ、ꌦꊿ

ꀞꇽꌠꌋꂶꌠꉬꌠꊩꀽꎻ。43ꅉꄜꊿ

ꈀꐥꌠꑌꋍꎁꃅꅇꊪꌬꄉ：‘ꊿꋋꈁ

ꑇꌠꆏ，ꀋꎪꃅꋍꂓꒉꄸꃅꑽꃤꈧꌠ

ꏆꃤꊌ’ꄷ”ꄷ。 

杀了。40第三日，神叫他复活，
显现出来；41不是显现给众人
看，乃是显现给神预先所拣选
为他作见证的人看，就是我们
这些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
他同吃同喝的人。42他吩咐我们
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
定的，要作审判活人、死人的
主。43众先知也为他作见证，
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
名，得蒙赦罪。’” 

 

ꉇꉻꊿꌃꎔꒌꊪ 外邦人领受圣灵 
44ꀺꄮꅇꂷꋋꈨꉉꑴꌦꄮꇬ，ꌃ

ꎔꒌꇁꊿꇗꅉꈀꅲꈧꌠꇭꀧꇬꌵ

ꀐ。45ꌐꍓꏦꃤꍬꇈꀺꄮꌋꆀꐮꐊꇁ

ꌠꑇꊿꈧꌠꆏ，ꌃꎔꒌꑆꊋꈁꁠꇁꉇ

ꉻꊿꇭꀧꇬꌵꌠꋀꂿꄉ，ꋀꋌꇰꌐ。

46ꑞꃅꆏ，ꊿꈧꌠꃅꄷꉙꉉꄉ，ꏃꃅꌋ

ꆹꇰꀋꃀꌠꃅꀮꄑꌠꋀꈨ。ꄚꄉꀺꄮ

ꆏ：47“ꊿꋋꈨꌃꎔꒌꊪꀐꑲꆏ，ꉪ

ꊇꌋꆀꐯꌟꀐ，ꈀꄸꂷꀆꐒꌌꋀꋋꑣ

ꌠꑠꏢꇋꄎ？”ꄷ。48ꄚꄉꋌꑳꌠꏢ

ꄖꂓꄜꄉꋀꇭꀧꋋꑣꄷꉉ。ꀺꄮꋀ

ꇴꌊꋀꄷꀉꑌꑍꐥ。 

44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
灵降在一切听道的人身上。45那
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
见圣灵的恩赐也浇在外邦人身
上，就都希奇；46因听见他们说
方言，称赞神为大。于是彼得
说：47“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
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
们施洗呢？”48就吩咐奉耶稣基
督的名给他们施洗。他们又请
彼得住了几天。 

 

ꀺꄮꑇꊿꏓꉻꏭꄛꇰ 彼得向耶路撒冷教会报告 

11 ꁆꄻꊩꌺꌋꆀꒀꄠꃅꄷꃺꑌ

ꋍꏅꃅꉇꉻꊾꑌꏃꃅꌋꇗꅉ 11 使徒和在犹太的众弟兄
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 

ꊪꀐꄷꌠꋀꈨꀐ。2ꀺꄮꑳꇊꌒꇌꆸ

ꄮꇬꆏ，ꌶꌺꌐꍓꏦꃤꍬꈧꌠꀺꄮꌋ

的道。2及至彼得上了耶路撒
冷，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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ꆀꐮꅔꀥꄉ，ꋀꊇꀺꄮꏭ：3“ꆏꊿꌐ

ꍓꏦꃤꀋꃅꌠꅍꆹꄉ，ꋀꈽꄉꋙꋠ

ꀐ”ꄷ。4ꄚꄉꀺꄮꈌꋊꄉꌤꋌꐘꂴ

ꊁꃅꉉꋀꇰ：5“ꉢꒀꁁꇓꈓꄉꈼꂟ

ꄮꇬ，ꉠꒌꅐꆟꅐꄉ，ꐛꒌꇣꋲꌠꉢ

ꂿ，ꊵꑵꂷꀅꌳꀅꌳꃅꊰꀏꇁ，ꀋꇊ

ꆏꂪꌦꀉꒉꇖꎏꇬꄷꐒꄉꌠꌡꑠꁬ，

ꂿꃅꇬꄉꊰꇁꉠꃀꅞ。6ꑓꋪꉈꀋꈻ

ꃅꉢꍻꇬꀳꄈꄮꇬꆏ，ꂪꌦꋌꁬꈐꏭ，

ꇖꑭꅑꌠꇙꀕꌋꆀꑋꁮꉆꁮ、ꁯꄸ

ꆰꄸ、ꃅꃴꇬꉌꊭꉌꇓꑠꐥ。7ꉈꑴ

ꃚꋒꑵꉠꏯ：‘ꀺꄮꀋ！ꄓꄉꋋꈨꌉ

ꋠꇁ’ꃅꈌꐚ。8ꉡꆏ：‘ꌋꀋ！ꑠꃅ

ꀋꉆ，ꉢꐥꅷꇁꋠꇐꎃꐚꌠꌋꆀꁧꀋ

ꎴꌠꑠꄻꉠꈌꇬꊐꀋꋻ’ꄷ。9ꑍꃢ

ꀕꌠ，ꃚꋒꃅꃴꇬꄉ：‘ꏃꃅꌋꄻꁦ

ꎴꃅꄉꌠ，ꆏꌌꋠꇐꎃꐚꌠꃅꄉꀋ

ꉆ’ꄷꉉ。10ꑠꃅꊛꄉꌕꃢꐛꈭꐨ

ꆏ，ꑞꑌꎴꌊꀱꉈꑴꂿꃅꇬꃹꁧꀐ。

11ꀊꋨꇅꇬꆏ，ꊿꇽꌒꆀꑸꄉꇤꅷꉡ

ꇴꇁꑠꌕꑻꇁꑳꉢꇬꀀꂶꌠꂾꉆ。

12ꌃꎔꒌꉠꏯꑞꑌꄡꉪꃅꋀꐊꁧꄷ

ꉉ。ꉡꐊꁧꌠꉈꑴꃺꑌꋋꃘꑼꐥꑴ

ꌦ，ꉪꊇꐯꇯꊿꀊꋨꑷꅍꃹꆹꌐ（ꅀ

“ꋀꊇꌋꆀꉪꊇꌌꊨꄅꄡꄉ”ꄷꑌꍑ）。13ꊿꂶ

ꌠꉉꉪꇰ，ꋌꈍꃅꉬꉎꊩꌺꂷꋍꑳꇬ

ꉆꄉ，ꋍꏭ：‘ꆏꊾꇤꅷꒀꁁꄉ，ꊿ

ꀺꄮꄷꌠꑭꂱꂶꌠꇴꌊꇁ。14ꋌꅇꂷ

ꈨꉉꆎꇰꄉ，ꆎꌋꆀꆍꏤꋋꑷꃅꈭꋏ

ꊌꉆꎻ’ꄷ。15ꉢꈌꋊꄉꉉꄮꇬꆏ，

ꌃꎔꒌꀋꉊꇁꉪꇭꀧꇬꈁꌵꌠꌟꃅꇁ

辩说：3“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
家和他们一同吃饭了。”4彼得就
开口把这事挨次给他们讲解，
说：5“我在约帕城里祷告的时
候，魂游象外，看见异象，有
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
着四角，从天缒下，直来到我
跟前。6我定睛观看，见内中有
地上四足的牲畜和野兽、昆
虫，并天上的飞鸟。7我且听见
有声音向我说：‘彼得，起来！
宰了吃。’8我说：‘主啊，这是不
可的。凡俗而不洁净的物从来
没有入过我的口。’9第二次，有
声音从天上说：‘神所洁净的，
你不可当作俗物。’10这样一连
三次，就都收回天上去了。11正
当那时，有三个人站在我们所
住的房门前，是从凯撒利亚差
来见我的。12圣灵吩咐我和他们
同去，不要疑惑（或作“不要分别等

类”）。同着我去的，还有这六位
弟兄，我们都进了那人的家。
13那人就告诉我们，他如何看见
一位天使站在他屋里，说：‘你
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
得的西门来，14他有话告诉你，
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
15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
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
样。16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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ꋀꇭꀧꇬꌵ。16ꄚꄉꉡꆹꌋꅇ：‘ꒀ

ꉴꆹꀆꐒꌌꊿꋋꑣ，ꄚ，ꆍꊇꆏꌃꎔ

ꒌꌌꋋꑣꌠꆍꊌ’ꄷꇫꌠꉢꎺꇁ。

17ꏃꃅꌋꆹꉪꊇꌋꑳꌠꏢꄖꑇꄮꇬꑆ

ꊋꈁꁠꄻꉪꊇꁵꌠꌟꃅ，ꑆꊋꈁꁠꋌ

ꄻꋀꊇꁵꑲꆏ，ꉡꆹꈀꄸꉥ，ꏃꃅꌋꇊ

ꄎꂯ？”ꄷ。18ꉹꁌꈧꌠꅇꋋꈨꀕꈭ

ꐨꆏ，ꁱꀋꐭꃅꀑꒉꑊꒉꀉꄂꄻꏃꃅ

ꌋꄀꄉ：“ꑠꃅꉜꎼꇁꇬ，ꏃꃅꌋꑆ

ꊋꈁꁠꄻꉇꉻꊾꑌꇖꄉ，ꋀꁳꉪꁏꄺ

ꀱꄉꀑꇬꊌꎻꌠꉬꀐ”ꄷ。 

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
灵的洗。’17神既然给他们恩
赐，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
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是谁，
能拦阻神呢？”18众人听见这
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与
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
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
了。” 

 

ꀊꄝꀊꑇꊿꏓꉻꇬ 在安提阿的教会 
19ꌦꄝꃔꌤꐘꌠꒉꄸꃅꊿꌌꆼꍅ

ꆹꆋꇈꁭꁘꁧꌠꌶꌺꀊꋨꈨ，ꈛꎼꅷ

ꃏꆀꏸ、ꌏꁍꇊꌦꌋꆀꀊꄝꀊꑟ。

ꋀꊇꆹꌞꀉꁁꊿꏭꇗꅉꀋꄜꃅ，ꒀꄠ

ꊿꏭꀉꄂꄜ。20ꄚ，ꋀꊇꈬꄔꇬꌏꁍ

ꇊꌦꌋꆀꇴꆀꆾꄉꇁꌠꊾꈨ，ꋀꊇꆹ

ꀊꄝꀊꑟꇬꑝꇂꊿꏭꑌꌋꑳꌠꃆꂮꉉ

ꄜ（ꀊꆨ꒰ꀨꋍꈨꇬꆏ“ꑝꇂꉙꉉꌠꒀꄠꊿꏭꑌꌋꑳ

ꌠꃆꂮꉉꄜ”ꃅꅑꌠꐥ）。21ꌋꋀꈽꐥ，ꊿꑇ

ꄉꀱꌊꌋꊂꈹꇁꌠꈍꑋꃅꐥꀐ。22ꅇ

ꂷꋋꈨꆹꊿꉉꌊꑳꇊꌒꇌꑇꊿꏓꉻꊿ

ꅳꀧꇬꃹꄉ，ꀠꇁꀠꋀꇤꅷꀊꄝꀊꁧ

ꎻ。23ꋌꀊꄶꑟꇬꆏ，ꏃꃅꌋꄻꊾꇖ

ꌠꑆꊋꋌꂿꇈ，ꋌꉌꇿꑓꇿ，ꋌꉹꁌ

ꏭꈐꊟꊋꊡ，ꉌꃀꉪꄉꏤꄉꇈꐥꍂꃅ

ꏃꃅꌋꉘꇉꐥꄷ。24ꀠꇁꀠꋋꂷꆹꊿ

ꂂꂷꉬ，ꋌꌃꎔꒌꇱꌵꈴꄉ，ꑇꐨꉌ

ꊋꀉꒉꃅꑌ，ꄚꄉꊿꀉꑌꈨꌋꇂꃴꐥ

ꇁꀐ。25ꋌꉈꑴꄊꌚꄉꌕꇊꎹꁧ，26ꎹ

19那些因司提反的事遭患难
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
塞浦路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
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20但
内中有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
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腊人传
讲主耶稣（有古卷作“也向说希腊话的

犹太人传讲主耶稣”）。21主与他们同
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
22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
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
去，走到安提阿为止。23他到了
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
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
久靠主。24这巴拿巴原是个好
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
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25他又
往大数去找扫罗，26找着了，就
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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ꊊꈭꐨꆏ，ꋌꏃꌊꀊꄝꀊꁧ，ꋀꊇꃅ

ꐎꋍꈓꂷꑇꊿꏓꉻꇬꄉꐯꏑꄉ，ꊿꈍ

ꑋꉙꂘꀐ。ꌶꌺꌌꏢꄖꑇꊿꄷꂓꄉ

ꌠꆹꀊꄝꀊꄉꁧꎼꇁꌠ。 

年的工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
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
是从安提阿起首。 

27ꀊꋨꄮꇬ，ꅉꄜꊿꈍꑍꑹꑳꇊ

ꌒꇌꄉꇁꀊꄝꀊꑟ。28ꋀꊇꇢꊭꑸꏦ

ꁬꂒꂷꐥ，ꋌꄓꇬꉆꄉ，ꌃꎔꒌꇇꄧ

ꈴꄉꃅꑆꋌꁬꇂꃴꃱꉩꄸꌋꑠꇫꅐꂯ

ꀐꌠꄇꇖꀕꃅꋌꄜꎼꇁ；ꋍꑠꇱꇅꄂ

ꃰꃅꏱꄮꇬꆏꇯꍝꃅꅇꅐꀐ。29ꄚꄉ

ꌶꌺꈧꌠꉪꄉꏤꄉ，ꊨꏦꈁꄐꅍꃅꎆ

ꋚꅐꌊꒀꄠꀀꌠꃺꑌꈧꌠꇇꀤꁧ。

30ꋀꊇꆏꑠꃅꀕ，ꎆꋚꄔꎼꇁꈧꌠꏮꀠ

ꇁꀠꌋꆀꌕꇊꑋꇱꄉꎭꌊꅡꈭꌟꒉꈧ

ꌠꄷꑟꎻ。 

27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
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28内中
有一位，名叫亚迦布，站起
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
饥荒；这事到革老丢年间果然
有了。29于是门徒定意，照各人
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
太的弟兄。30他们就这样行，把
捐项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
老那里。 

 

ꑸꇱꊿꌉꌦ，ꀺꄮꊿꈢꏦꑳꊐ 雅各被杀和彼得被关押 

12 ꀊꋨꄮꇬ，ꑝꇊꌅꃀꇇꐛꄉꑇ

ꊿꏓꉻꇬꊿꈍꑍꑹꋌꒃꌊ 12 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
教会中几个人，2用刀杀 

ꈠ，2ꅅꃅꌊꒀꉴꃺꃶꑸꇱꋀꌉꇫ

ꎭ。3ꌤꋌꐘꒀꄠꊿꇫꉌꃹꌠꋌꂿꇬ

ꆏ，ꉈꑴꀺꄮꒃꒈꌦ。ꀊꋨꄮꇬꆹ，

ꄧꀕꃅꎬꃚꃔꋌꀋꇱꎺꄅꃅꑍꄹꉇ

ꉬ。4ꑝꇊꆹꀺꄮꋌꒃꌊꈢꏦꑳꇬꊐ

ꄉ，ꋌꏮꂽꇖꁥꁳꐏꄉꎻ，ꂽꋍꁥꌠꆏ

ꊿꇖꑻ；ꑝꇊꆹꐂꈴꎺꄅꋩꑍꈭꐨꑲ

ꆀꀺꄮꈻꌊꉹꁌꂾꄉꀞꏢꉨ。5ꄚꄉ

ꀺꄮꋌꇱꈢꏦꑳꇬꊐꄉ；ꑇꊿꏓꉻꇬ

ꆹꏟꈯꀕꃅꋍꎁꃅꈼꂟ。 

了约翰的哥哥雅各。3他见犹太
人喜欢这事，又去捉拿彼得。
那时正是除酵的日子。4希律拿
了彼得，收在监里，交付四班
兵丁看守，每班四个人，意思
要在逾越节后把他提出来，当
着百姓办他。5于是彼得被囚在
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地祷告
神。 

6ꋌꑝꇊꀖꌌꇁꂯꂴꄹꉖꌠꆏ，ꀺ

ꄮꎸꉗꑍꏮꌌꊿꎤꄉ，ꋌꂽꑍꂷꌠꈬ

ꄔꇬꀀ，ꐏꂽꈧꌠꑌꉈꏭꉆꄉꀃꈈ

6希律将要提他出来的前一
夜，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睡
在两个兵丁当中。看守的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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ꐏ。7ꋋꇅꃅꌋꊩꌺꂷꇁꌊꋍꏢꁮꇬ

ꉆꄉ，ꑳꋋꂷꃅꋌꁨꁤꇅꀕ，ꉬꉎꊩ

ꌺꀺꄮꀄꃹꇬꏪꄉ，ꀺꄮꋌꏪꀀꑌꇁ

ꇈ，ꇬꏭ：“ꉆꐥꃅꄓꇁ！”ꄷ，ꎸꉗ

ꋓꌠꋍꇇꇬꄉꁮꁧꀐ。8ꉬꉎꊩꌺꋍ

ꏭ：“ꐧꃬꉊꄉ，ꑬꅮꅑꄉ”ꄷ。

ꀺꄮꋍꉉꅇꈴꄉꃅ。ꉬꉎꊩꌺꉈꑴꇬ

ꏭ：“ꃢꈜꉈꏭꈫꌠꈚꄉꉡꐊꇁ”
ꄷꌦ。9ꀺꄮꅐꋍꊂꈹꇁ，ꉬꉎꊩꌺꈀ

ꃅꌠꆹꇯꍝꌠꉬꌠꋌꇫꅉꀋꐚꃅꐛꒌ

ꇣꋲꌠꀉꄂꉬꎼꈀ。10ꏦꑳꈐꏭꑳꋍ

ꁨꀕꌠꌋꆀꑍꁨꀕꌠꈳꅐꈭꐨꆏ，ꇁ

ꌊꎸꅍꀃꈈꏦꈜꈛꁧꐛꁬꌠꇬꑟ，ꀃ

ꈈꁬꌠꋍꊨꏦꃅꁉꄉꀐ。ꋀꊇꅐꇁ，

ꏦꈜꋍꏢꇬꈴꈭꐨꆏ，ꉬꉎꊩꌺꀺꄮ

ꀋꐊꃅꐞꁧꀐ。11ꀺꄮꎺꐚꑓꄧꇁ

ꄉ：“ꌋꋍꊩꌺꋌꁆꌊꑝꇊꇇꈐꌋꆀ

ꒀꄠꋍꏅꉘꇉꐨꇬꄉ，ꉢꋌꈭꋏꌊꇁ

ꌠ，ꀋꃉꆏꇯꍝꃅꉢꅉꐚꀐ”ꄷ。 

在门外看守。7忽然有主的一个
使者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
耀，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拍醒
了他，说：“快快起来！”那铁链
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8天使对
他说：“束上带子，穿上鞋。”他
就那样做。天使又说：“披上外
衣，跟着我来。”9彼得就出来跟
着他，不知道天使所做是真
的，只当见了异象。10过了第一
层、第二层监牢，就来到临街
的铁门，那门自己开了。他们
出来，走过一条街，天使便离
开他去了。11彼得醒悟过来，
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
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
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 

12ꊼꇅꉪꇈ，ꋌꎼꒀꉴꄷꑌꄹꌠ

ꂶꈌꂶꌠꀉꂿꂷꆀꑸꏤꅍꉜꄉꁧ，ꀊ

ꄶꇬꊿꀉꑌꈨꐯꏑꌊꋍꈜꄉꈼꂟ。

13ꀺꄮꀃꈈꉈꏭꁬꌠꇬꅥꇬꆏ，ꁏꃀꇊ

ꄊꂓꑠꂷꅐꇬꉚꇁ。14ꀺꄮꃚꋒꋌꅲ

ꅐꇁꇬꆏ，ꋌꇿꌌꀃꈈꁉꌠꀋꎺꃅ，ꀥ

ꀁꇬꊿꈧꌠꏭ：“ꀺꄮꀃꈈꁭꑭ

ꉆ”ꄷ。15ꋀꊇꆏ：“ꆏꃶꀐ

ꅀ？”ꄷ。ꁏꃀꂶꌠꀊꅰꃅ：“ꇯ

ꍝꃅꋌꉬ”ꄷ，ꋀꊇꆏ：“ꈍꃅꑌꋍ

ꉬꉎꊩꌺꉬꌠ”ꄷ。16ꀺꄮꀋꆏꃅꀃ

ꈈꇬꅥ。ꀃꈈꋀꁉꎼꇁꇈ，ꋌꋀꊌꂿ

12想了一想，就往那称呼马
可的约翰，他母亲马利亚家
去，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
告。13彼得敲外门，有一个使
女，名叫罗大，出来探听；14听
得是彼得的声音，就欢喜得顾
不得开门，跑进去告诉众人
说：“彼得站在门外。”15他们
说：“你是疯了。”使女极力地
说：“真是他。”他们说：“必是
他的天使。”16彼得不住地敲
门。他们开了门，看见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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ꇬꆏ，ꋀꋌꇰꈌꉛꀕ。17ꀺꄮꆏꇇꉈ

ꄉꋀꏭꄡꁵꍃꃅꄉꄷꇈ，ꌋꈍꃅꄉꋌ

ꏁꏦꑳꇬꄉꅐꇁꌠꋌꉉꋀꊇꇰ，ꋌꉈ

ꑴ：“ꆍꊇꌤꋌꐘꉉꑸꇱꌋꆀꃺꑌꊈ

ꇰꒉ”ꄷ。ꄚꄉꋌꅐꁧꇈꀉꁁꃅꄷ

ꉜꄉꁧꀐ。 

甚惊奇。17彼得摆手，不要他们
作声，就告诉他们主怎样领他
出监；又说：“你们把这事告诉
雅各和众弟兄。”于是出去，往
别处去了。 

18ꃅꄜꐛꐎꄮꇬꆏ，ꀺꄮꇿꇬꉜꄉ

ꁧꀐꌠꂽꈧꌠꇫꅉꀋꐚꄉꃵꋩꌊꇬꀥ

ꐺ。19ꑝꇊꀺꄮꎹꇈꎹꀋꊌꇬꆏ，ꋌ

ꇁꏦꑳꐏꂽꈧꌠꏭꇔꅲ，ꅇꁵꄉꋀꊇ

ꈻꌊꌉꇫꎭꒉꄷ。ꊁꆏꑝꇊꒀꄠꃅꄷ

ꐞꄉꇽꌒꆀꑸꁧꇈ，ꀊꄶꇬꀀ。 

18到了天亮，兵丁扰乱得
很，不知道彼得往哪里去了。
19希律找他，找不着，就审问看
守的人，吩咐把他们拉去杀
了。后来希律离开犹太，下凯
撒利亚去，住在那里。 

 

ꑝꇊꌅꃀꌦꀐ 希律王的死 
20ꑝꇊꆹꄫꇊ、ꑭꄓꊿꈧꌠꊂꇨ

ꇅꃃ。ꋀꃅꄷꀊꋩꈚꆹꌅꃀꏱꅉꇬꄉ

ꋚꊊ，ꑠꅹ，ꋀꊇꌅꃀꀀꅉꏲꌠꇛꌺꀨ

ꇁꌦꄖꋀꊂꎭꌊꑝꇊꏭꀑꑊꎹꄉꐮꄮ

ꐮꄻꄷꇖꂟ。21ꃅꑍꏤꄉꄹꉇꆏ，ꑝ

ꇊꆹꌅꃀꃢꈜꈚꇈꋍꀞꇽꑋꅉꇬꑌꄉ

ꋀꏭꅇꎴꉉ。22ꉹꁌꈧꌠ：“ꑠꆹꏃ

ꃅꌋꃚꋒꉬ，ꊿꃚꋒꀋꉬ”ꃅꏅ。

23ꑝꇊꆏꀑꒉꑊꒉꏮꏃꃅꌋꀋꄀ，ꑠ

ꅹ，ꌋꉬꉎꊩꌺꄷꄉꇇꈤꃅꑗꉘꇁꋌ

ꌶ，ꋌꁯꄸꇱꑝꌗꈙꀐ。24ꏃꃅꌋꇗ

ꅉꆏꋍꑍꋍꉙꃅꌄꆣꇁꄉ，ꀊꐯꃅꁊꈴ

ꀐ。25ꀠꇁꀠꌋꆀꌕꇊꑋꋀꊾꇲꄻꌠ

ꌤꋌꐘꃅꌐꈭꐨꆏ，ꋍꑊꀱꑳꇊꌒꇌ

ꁧ，ꂶꈌꄷꑌꄹꌠꒀꉴꂶꌠꋍꑊꏃꁧ

（ꀊꆨ꒰ꀨꋍꈨꇬꆏ“ꑳꇊꌒꇌꄉꀱꇁ”ꃅꅑꌠ

ꐥ）。 

20希律恼怒推罗、西顿的
人。他们那一带地方是从王的
地土得粮，因此就托了王的内
侍臣伯拉斯都的情，一心来求
和。21希律在所定的日子，穿上
朝服，坐在位上，对他们讲论
一番。22百姓喊着说：“这是神
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23希
律不归荣耀给神，所以主的使
者立刻罚他，他被虫所咬，气
就绝了。24神的道日见兴旺，越
发广传。25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了
他们供给的事，就回到耶路撒
冷（有古卷作“就从耶路撒冷回来”），带
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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ꀠꇁꀠꌋꆀꌕꇊꑋꊪꎼꁧ 差遣巴拿巴和扫罗 

13 ꀊꄝꀊꑇꊿꏓꉻꇬꆏ，ꅉꄜꊿ

ꌋꆀꂘꃀꈍꑍꑹꐥ，ꋀꊇꆹ 13 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
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 

ꀠꇁꀠꌋꆀꆀꏣꄷꌠꑭꂴ、ꇴꆀꆾꊿ

ꇊꐋ、ꏱꅉꀁꐯꌠꌅꃀꑝꇊꈽꀉꒉꌠ

ꂷꆃ、ꌕꇊꃅꋋꈨꉬ。2ꋀꊇꌋꏭꈼ

ꂟ，ꋚꈻꄮꇬ，ꌃꎔꒌꋀꊇꏯ：“ꉠ

ꎁꃅꀠꇁꀠꌋꆀꌕꇊꑋꌋꎼꇁꄉ，ꋍ

ꑊꁳꌤꉢꄻꋍꑊꁵꃅꈧꌠꃅꁧꎻ”

ꄷ。3ꄚꄉꋚꈻꄉꈼꂟ，ꇇꐛꋍꑊꀂ

ꏾꇬꄀꇈ，ꋍꑊꋀꇤꅷꁧꀐ。 

巴拿巴和称呼尼结的西面、古
利奈人路求，与分封之王希律
同养的马念并扫罗。2他们事奉
主，禁食的时候，圣灵说：“要
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
我召他们所做的工。”3于是禁食
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
发他们去了。 

 

ꌏꁍꇊꌦꃅꄷꐥ 在塞浦路斯 
4ꋀꊇꌃꎔꒌꇱꁆꎼꁧꈭꐨꆏ，ꒉ

ꌊꑟꑘꏢꑟ，ꀊꄶꇬꄉꇉꑌꌏꁍꇊꌦ

ꉜꄉꁧ，5ꌒꇁꂰꑞꄮꇬꆏ，ꋍꑊꒀꄠ

ꊿꉻꏑꅉꈧꌠꇬꄉꏃꃅꌋꇗꅉꉉꄜ，

ꒀꉴꑌꋀꊇꇇꀤ。6ꋀꎿꅔꂶꌠꈳꅐ

ꇈꇁꁂꃛꑟ，ꀊꄶꇬꄉꃔꌤꌬꌠ、ꒀ

ꄠꅉꄜꊿꃶꀋꐚꌠꀠꑳꌠꂒꂷꋒ。

7ꊿꋋꂷꆹꅉꀕꃅꏲꂠꇛꌺꌦꐋ•ꀧꇊ

ꌋꆀꐯꈽꐥ，ꌦꐋ•ꀧꇊꆹꁦꋠꀑꁮ

ꂷ，ꋌꌕꇊꌋꆀꀠꇁꀠꑋꋌꇴꌊꇁ

ꇈ，ꋍꑊꁳꏃꃅꌋꇗꅉꄜꋋꇰꎻ。

8ꃔꌤꌬꌠꑱꑗꂷꂶꌠ（ꑱꑗꂷꆹꁏꎼ

ꇁꇬ“ꃔꌤꌬꊿ”ꄷꌠꄜ）ꁆꄻꊩ

ꌺꈧꌠꄘꑣꄉ，ꏲꂠꇛꌺꁳꇗꅉꇯꍝ

ꌠꀋꑇꎻ。9ꌕꇊꆹꉈꑴꀧꇊꑌꂓ，ꋌ

ꌃꎔꒌꇱꌵꈴꄉ，ꑓꋪꉈꀋꈻꃅꋌꍻ

ꇬꀳꄉ，ꇬꏭ：10“ꆎꆹꈁꐈꈁꋓ、

ꈀꄸꈀꅠꌠꑊꋌꌌꁈꌺ，ꋍꏅꑖꉬꁮ

4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
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塞浦
路斯去。5到了撒拉米，就在犹
太人各会堂里传讲神的道，也
有约翰作他们的帮手。6经过全
岛，直到帕弗，在那里遇见一
个有法术、假充先知的犹太
人，名叫巴耶稣。7这人常和方
伯士求•保罗同在。士求•保罗是
个通达人，他请了巴拿巴和扫
罗来，要听神的道。8只是那行
法术的以吕马（这名翻出来就
是“行法术”的意思）敌挡使徒，
要叫方伯不信真道。9扫罗又名
保罗，被圣灵充满，定睛看
他，10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诈
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
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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ꐚꉬ！ꎃꊒꌠꌋꈝꃀꆏꈎꍬꌊꇂꈪꇂ

ꍰꃅꄉꀐꇬ，ꆏꄡꇗꀋꆏꑴꌦꅀ？11ꀋ

ꃅꌋꇇꐛꅽꇭꀧꇬꄀꄉ，ꆏꑓꋩꄉꇇ

ꈤꋋꇅꇬꉘꁮꑭꀋꂿꌠꉬ”ꄷ。ꋍ

ꑓꋪꆏꋋꇅꃅꑓꉱꏂꇈꆈꏸꀕꄉ，ꋋ

ꆹꅶꍯꏭꋍꇇꌭꄉꈜꏁꌠꎹꐺ。12ꏲ

ꂠꇛꌺꂶꌠꌤꈀꃅꋋꈨꋌꂿꇈ，ꌋꇗ

ꅉꋌꀕꇰꄉꑇꀐ。 

吗？11现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
你要瞎眼，暂且不见日光。”他
的眼睛立刻昏蒙黑暗，四下里
求人拉着手领他。12方伯看见所
做的事，很希奇主的道，就信
了。 

 

ꌕꇊꌋꆀꀠꇁꀠꑋꀙꑭꄂꃅꄷꀊꄝꀊ

ꐥ 
扫罗和巴拿巴在彼西底的安提

阿 
13ꀧꇊꌋꆀꋍꐋꀨꐯꇯꁂꃛꄉꇉ

ꑌꁂꃏꆀꑸꃅꄷꀙꏦꇓꈓꑟꇁ，ꒀꉴ

ꆏꋀꊇꐞꄉ，ꀱꑳꇊꌒꇌꁧ。14ꋀꊇ

ꀙꏦꀋꐥꃅꁨꏭꉜꄉꁧ，ꇁꌊꀙꑭꄂ

ꃅꄷꀊꄝꀊꇓꈓꑟ，ꑬꆏꄹꉇꆏ，ꋀꊇ

ꉻꏑꅉꃹꇈꀊꄶꑌ。15ꄹꏦꄯꒉꌋꆀ

ꅉꄜꄯꒉꀘꌐꈭꐨꆏ，ꉻꏑꅉꇬꏲꂠ

ꈧꌠ，ꊿꋀꇤꅷꋍꑊꏯ：“ꃺꑌꑋ

ꀋ！ꉹꁌꏭꈐꊟꊋꊡꌠꅇꂷꐥꑲꆏ，

ꀒꁨꉉ”ꄷ。16ꀧꇊꄓꇬꉆꇈ，ꇇꎇ

ꄉ：“ꑱꌝꆀꊿꌋꆀꊿꏃꃅꌋꏦꃪ

ꌠꈀꐥꌠꃅꅲꄉ。17ꑱꌝꆀꃰꊿꃤꏃ

ꃅꌋꆹꉪꀋꁌꀋꁧꋌꌋꄉ，ꋍꉹꁌꉞ

ꏹꄉꉇꄅꊿꃅꀊꄶꀀꄮꇬ，ꋍꉹꁌꋌ

ꐕꄩꄉ，ꋍꄐꐨꀉꒉꌠꇇꌌꋀꊇꋌꏃ

ꅐꇁ；18ꋀꊇꇈꈬꇉꃪꇬꄉ，ꏃꃅꌋꋀ

ꎁꃅꀕꐎꇖꊰꈎꋰꄉ。19ꏦꇂꃅꄷꊿ

ꋅꏃꑵꋌꇱꈔꋏꇫꎭꈭꐨꆏ，ꀊꋩꈚ

ꇬꃄꅉꋌꇱꁸꋀꊇꁵꄉꋀꍸꇐꐛ。

20ꋍꈭꐨꆏ，ꋀꎁꃅꍆꇽꌧꃀꑠꈨꌊꄻ

ꄉ，ꑠꃅꐙꅷꇖꉏꉬꊰꈎꐛꈭꐨ，ꅉ

13保罗和他的同人从帕弗开
船，来到旁非利亚的别加，约
翰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
去。14他们离了别加往前行，来
到彼西底的安提阿，在安息日
进会堂坐下。15读完了律法和先
知的书，管会堂的叫人过去，
对他们说：“二位兄台，若有什
么劝勉众人的话，请说。”16保
罗就站起来，举手说：“以色列
人和一切敬畏神的人，请听。
17这以色列民的神拣选了我们的
祖宗，当民寄居埃及的时候，
抬举他们，用大能的手领他们
出来；18又在旷野容忍他们约有
四十年（“容忍”或作“抚养”）。19既灭
了迦南地七族的人，就把那地
分给他们为业。20此后，给他们
设立士师，约有四百五十年，
直到先知撒母耳的时候。21后来
他们求一个王，神就将便雅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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ꄜꊿꌑꃅꇓꇀꄮꇬꑟ。21ꊁꆏ，ꋀꊇ

ꃰꃅꂷꇖꂟꄉ，ꏃꃅꌋꆏꀝꑷꂱꁯꌠ

ꇬꏢꌧꌺꌕꇊꁳꋀꃰꃅꇖꊰꈎꄻꎻ。

22ꌕꇊꏃꃅꌋꇱꀜꋊꇫꎭꈭꐨꆏ，ꄊꃥ

ꋌꌋꌊꋀꃰꃅꄻ，ꉇꑴꄊꃥꎁꃅꅇꊪ

ꌬꄉ：‘ꑳꑭꌺꄊꃥꉢꎹꊊ，ꋋꆹꊿ

ꉠꉌꂵꉪꅉꐛꂶꌠꉬ，ꌤꑞꑌꉠꉪꐪ

ꇬꈴꄉꃅ”ꄷ。23ꏃꃅꌋꆹꋌꈀꈌꁧ

ꄉꈧꌠꇬꈴꄉꇈ，ꊿꋋꂷꊂꋊꈬꇬꄉ

ꑱꌝꆀꈭꋏꌊꂷꋌꌊꄻꄉꀐ，ꈭꋏꌋ

ꂶꌠꆹꑳꌠꉬ。24ꋌꅐꀋꇁꌦꂾ，ꒀ

ꉴꑱꌝꆀꉹꁌꏭꉪꁏꄺꀱꌠꋋꑣꏦꃤ

ꑠꃆꂮꉉꄜ。25ꒀꉴꆏꋍꐥꐨꈝꃀꋌ

ꈴꌐꂯꄉꀐ，ꋌꄹꇬ：‘ꆍꊇꉂꆏꉢ

ꈀꄸꉬꎼꈀ？ꉡꆹꏢꄖꀋꉬ，ꄚ，ꊿꉠ

ꊂꇁꑠꂷꆹ，ꉢꋍꑬꅮꌦꏣꁌꌠꂯꄻꀋ

ꋭ’ꄷ。 

支派中基士的儿子扫罗，给他
们作王四十年。22既废了扫罗，
就选立大卫作他们的王，又为
他作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
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
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23从这
人的后裔中，神已经照着所应
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
主，就是耶稣。24在他没有出来
以先，约翰向以色列众民宣讲
悔改的洗礼。25约翰将行尽他的
程途说：‘你们以为我是谁？我
不是基督；只是有一位在我以
后来的，我解他脚上的鞋带也
是不配的。’ 

26ꃺꑌꊈꀋ！ꑸꀨꇁꉴꌺꇖꌋꆀ

ꆍꈬꄔꊿꏃꃅꌋꏦꃪꌠꀋ！ꇗꅉꃰꊿ

ꈭꋏꋌꏡꆹꁊꉪꊇꁵꌠꉬ。27ꉹꁌꑳ

ꇊꌒꇌꀀꈧꌠꌋꆀꋀꏲꌋꂠꌋꈧꌠ

ꆹ，ꏢꄖꋀꋌꀋꌧ，ꋀꑬꆏꄹꉇꅉꀕꃅ

ꈀꀘꌠꅉꄜꄯꒉꋀꇫꐞꀋꉅꒉꄸꃅ，

ꑽꃤꌦꋭꌠꋀꏤꑳꌠꁵ，ꋍꑠꆹꅉꄜ

ꊿꂴꅉꈀꄜꄉꌠꅇꅐꀐ。28ꋌꌦꃤꊌ

ꄡꑟꌠꑽꃤꑠꋀꋌꎷꎼꇁꀋꄐꑴꇬ，

ꋀꊇꄡꇗꀙꇁꄏꏭꋌꌉꇫꎭꄷꇖ

ꂟ。29꒰ꀨꇬꋍꏭꄐꌐꄉꈁꉉꌠꌤꈧ

ꌠꇫꅐꈭꐨꆏ，ꌩꄿꇬꄉꋌꊿꇱꌵꌌ

ꄃꁧꇬꊐꄉ。30ꄚ，ꏃꃅꌋꆹꋌꁳꌦ

ꈬꇬꄉꀱꐥꇁꎻ。31ꊿꏤꆀꀕꄉꋌꈽ

26弟兄们，亚伯拉罕的子孙
和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哪！这
救世的道是传给我们的。27耶路
撒冷居住的人和他们的官长，
因为不认识基督，也不明白每
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书，就把
基督定了死罪，正应了先知的
预言。28虽然查不出他有当死的
罪来，还是求彼拉多杀他。29既
成就了经上指着他所记的一切
话，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
放在坟墓里。30神却叫他从死里
复活。31那从加利利同他上耶路
撒冷的人多日看见他，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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ꑳꇊꌒꇌꆹꈧꌠꋌꀉꑌꑍꋀꊌꂿ，ꊿ

ꋋꈨꀃꑍꋋꄮꆹꉹꁌꈬꇬꄉꋍꎁꃅꅇ

ꊪꌬꊿꐛ。32ꉪꊇꑌꅇꃅꉐꌒꄜꆍ

ꇰ，ꅇꃅꉐꌒꆹꑠꉬ：ꅇꂷꉪꀋꁌꀋꁧ

ꏭꈌꁧꄉꈧꌠ，33ꑳꌠꀱꐥꇁꌠꃆꂮꇬ

ꈴꄉ，ꏃꃅꌋꄻꉪꊿꌺꇖꄻꋋꈨꎁꃅ

ꅇꅐꎻꀐ。ꑠꆹꉙꍗꄯꒉꑍꊱꀕꌠꇬ

ꈁꅑꌠꌋꆀꐯꌟ： 

如今在民间是他的见证。32我们
也报好信息给你们，就是那应
许祖宗的话，33神已经向我们这
作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
了。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着
说： 

‘ꆎꆹꉠꌺꉬ， 
ꉢꀃꑍꆎꒆꀐ’ꄷ。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日生你。’ 

34ꉉꅷꏃꃅꌋꋌꁳꌦꈬꇬꄉꀱꐥꇁ

ꇈ，ꍹꐛꀠꐙꀋꎽꀐꌠꃆꂮꑠꑟꇬꆏ，

ꋌꑠꃅꉉ： 

34论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不再
归于朽坏，就这样说： 

‘ꉢꀋꎪꃅꈌꁧꄊꃥꁵꄉꌠꑆꊋꌃ

ꎔꌠ、ꃶꐚꌠꑠꄻꆍꇖ’ꄷ。 
‘我必将所应许大卫那圣洁、 
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 

35ꉈꑴꀉꁁꊱꇬꆏ： 35又有一篇上说： 

‘ꆏꀋꎪꃅꅽꌃꎔꂶꌠꁳꍹꐛꀠ

ꐙꌠꂿꀋꎽ’ꄷ。 
‘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 

36ꄊꃥꇫꐥꄮꇬ，ꋋꆹꏃꃅꌋꉪꐪꇬꈴ

ꄉꃅꀐ，ꌦꈭꐨꆏ（ꅀ“ꄊꃥꏃꃅꌋꉪꐪꇬꈴ

ꄉ，ꊿꋋꌋꆀꋍꋏꈧꌠꀨꎹꇈ，ꌦꀐ”ꃅꅑꌠꐥ），ꀱ

ꋍꀋꁌꀋꁧꄷꄉꍹꐛꀠꐙꌠꂿꀐ；

37ꏃꃅꌋꄻꀱꐥꇁꎻꂶꌠꀉꄂꍹꐛꀠ

ꐙꌠꀋꂿ。38ꑠꅹ，ꃺꑌꊈꀋ！ꑽꃤ

ꏆꌠꇗꅉꆹꊿꋋꂷꄷꈴꄉꄜꉺꆍꁳꌠ

ꆍꅉꐚꄡꑟ。ꆍꊇꃀꑭꄹꏦꉘꇉꇬ

ꆹ，ꌤꋍꈨꋋꈨꀂꏽꆍꊇꑖꉬꐛꀋꄐ；

ꆍꊇꌤꋋꈨꇬꄉ，39ꊿꋋꂷꑇꇈꇫꉘ

ꇉꑲꆏ，ꆍꊇꆹꑖꉬꐛꌐꌠꉬ。40ꑠ

ꅹ，ꆍꊇꋓꉪꁨꄉꌶ，ꅉꄜꊿꄯꒉꇬ

36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
旨意，就睡了（或作“大卫按神的旨意

服事了他那一世的人，就睡了”），归到
他祖宗那里，已见朽坏；37惟独
神所复活的，他并未见朽坏。
38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
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
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
得称义的事上，39信靠这人，就
都得称义了。40所以，你们务要
小心，免得先知书上所说的临
到你们。41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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ꈁꉉꌠꇁꆍꇭꀧꇬꌸꂵ。41ꌋꉉꇬ： 
‘ꆍꊇꆺꒉꄇꒉꊿꉚꄸꋋꈨꑓꅑ

ꇬꉚ，ꂵꇖꀕꇁ，ꈔꈤꁧ， 
ꑞꃅꆏ，ꆍꊇꇫꐥꄮꇬ，ꉢꌤꐘ

ꃅꇬ， 
ꊿꉉꆍꇰꌠꐥꑴꇬ，ꆍꊇꆏꈍꃅ

ꑌꇬꀋꑇꇬꎷ’ꄷ”ꄷ。 

‘你们这轻慢的人要观看、 
要惊奇、要灭亡， 
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
件事， 
虽有人告诉你们， 
你们总是不信。’” 

42ꋀꊇꉻꏑꅉꇬꄉꅐꇁꄮꇬ，ꉹꁌꋀꏭ

ꑬꆏꄹꉇꊁꂶꌠꅇꂷꋋꈨꉉꀒꊇꇯꌦ

ꄷ。43ꃀꈿꌐꈭꐨꆏ，ꒀꄠꊿꌋꆀꈏ

ꇤꊋꇤꑇꄉꒀꄠꑇꇐꃹꌠꊿꀉꑌꈨꀧ

ꇊꌋꆀꀠꇁꀠꑋꊂꈹꐺ，ꋍꑊꋀꏭꇗ

ꅉꄜꇈ，ꋀꏭꀋꎪꃅꀊꉗꃅꏃꃅꌋꑆ

ꊋꇬꐥꄷꈐꊟꊋꊡ。 

42他们出会堂的时候，众人请他
们到下安息日再讲这话给他们
听。43散会以后，犹太人和敬虔
进犹太教的人多有跟从保罗、
巴拿巴的。二人对他们讲道，
劝他们务要恒久在神的恩中。 

44ꑬꆏꄹꉇꊁꂶꌠꑞꄮꇬꆏ，ꊿꇓ

ꈓꋋꂷꇬꈁꀀꌠꃅꇁꌐꄉꏽ，ꊿꐯꏑ

ꌌꌋꇗꅉꅲꇁ。45ꄚ，ꒀꄠꊿꆹꊿꑠ

ꑋꑍꌠꋀꊌꂾꄮꇬꆏ，ꉌꈻꃴꆅꌦꄉ

ꏽ，ꄀꇗꇱꄉꀧꇊꈁꉉꈧꌠꇬꈌꀥ

ꐺ，ꄷꀋꁧꋍꊂꍍꋉꄸꄀ。46ꀧꇊꌋ

ꆀꀠꇁꀠꑋꉌꂵꀉꒉꃅꑠꃅꉉ：“ꏃ

ꃅꌋꇗꅉꆹꂴꉉꆍꊇꇰꄡꑟꌠꉬ，ꄚ，

ꇗꅉꋋꏢꆍꇵꇫꎭꒉꄸꃅ，ꆍꊇꊨꏦ

ꐩꋊꐩꍂꀑꇬꊌꀋꋭꌠꆍꊨꇽꄉꀐ，

ꑠꅹ，ꉪꊇꏮꌊꉇꉻꊿꉜꁧ。47ꑞꃅ

ꆏ，ꌋꑠꃅꉪꏭꉉꋺ： 

44到下安息日，全城的人几
乎都来聚集，要听神的道。45但
犹太人看见人这样多，就满心
嫉妒，硬驳保罗所说的话，并
且毁谤。46保罗和巴拿巴放胆
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
当的；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
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
向外邦人去。47因为主曾这样吩
咐我们说： 

‘ꆎꆹꉢꄻꉇꉻꊿꁨꑭꃅꄉꀐ， 
ꆏꁳꈭꋏꑆꊋꎭꌊꃅꋮꆸꈈꇬ

ꑟꎻ’ꄷ”ꄷ。 

‘我已经立你作外邦人的光， 
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
极。’” 

48ꉇꉻꊿꅇꂷꋋꈨꀕꇬꆏ，ꉌꇿꑓꇿ 48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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ꃅꏃꃅꌋꇗꅉꍖꀴ；ꊿꂴꇯꆐꄐꏤꌊ

ꐩꋊꐩꍂꀑꇬꊌꂿꄷꈧꌠꃅꑇꀐ。

49ꄚꄉ，ꌋꇗꅉꆹꃅꄷꀊꋩꈚꇬꃅꁊꈴ

ꌐꀐ。50ꄚ，ꒀꄠꊿꆏꏃꃅꌋꏭꀍꃈ

ꄚ、ꐤꒉꌠꌋꅪꈧꌠꌋꆀꇓꈓꇬꂓꌗ

ꀉꒉꌠꁦꋠꑠꋀꇱꊢꂖꄉ，ꀧꇊꌋꆀ

ꀠꇁꀠꑋꋀꌌꆼꍅꆹꆋꇈ，ꋀꈹꄹꊨ

ꉈꏭꎭ。51ꊿꑍꂷꌠꏸꑭꇬꈑꋍꀕꑊ

ꇤꇫꎭꇈ，ꋍꑊꎼꑱꇬꆃꉜꄉꁧꀐ。

52ꌶꌺꈧꌠꉌꇿꑓꇿ，ꉈꑴꌃꎔꒌꇱ

ꌵꈴꌐ。 

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
人都信了。49于是主的道传遍了
那一带地方。50但犹太人挑唆虔
敬、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
的人，逼迫保罗、巴拿巴，将
他们赶出境外。51二人对着众人
跺下脚上的尘土，就往以哥念
去了。52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
灵充满。 

 

ꀧꇊꌋꆀꀠꇁꀠꑋꑱꇬꆃꐥ 保罗和巴拿巴在以哥念 

14 ꊿꑍꂷꌠꑱꇬꆃꄉꐯꇯꒀꄠ

ꊿꉻꏑꅉꇬꃹꆹ，ꋍꑊꀊꄶꇬ 14 二人在以哥念同进犹太
人的会堂，在那里讲 

ꄉꈁꉉꌠꆹ，ꒀꄠꊿꌋꆀꑝꇂꊿꀉꑌ

ꈨꇬꑅꀐ。2ꄚ，ꅇꃅꉐꃅꀋꅲꌠꒀ

ꄠꊿꈧꌠꆏ，ꉇꉻꊿꋀꊢꂖꌊꋀꁳꉌ

ꂵꇬꃺꑌꌂꎻ。3ꊿꑍꂷꌠꀊꄶꇬꀉ

ꑌꑍꐥꇈ，ꌋꉘꇉꄉꋍꑊꉌꂵꀉꒉꃅ

ꇗꅉꄜ，ꌊꆏꋍꑊꇇꄧꈴꄉꌋꃅꐪꑽ

ꑌ、ꌤꂵꌦꂵꌋꌠꃅꄉꋍꑆꊋꇗꅉ

ꊩꀽ。4ꇓꈓꇬꉹꁌꈧꌠꁸꇁꑍꁥꐛ，

ꒀꄠꊿꐊꁧꌠꐥ，ꁆꄻꊩꌺꐊꁧꌠ

ꐥ。5ꀊꋨꄮꇬ，ꉇꉻꊿ、ꒀꄠꊿꌋ

ꆀꋀꏲꌋꂠꌋꈧꌠꐯꇯꅸꇁꁆꄻꊩꌺ

ꄷꄉꋀꄩꇧꊋ，ꇓꂵꌌꋀꅣꇁ。6ꌤ

ꋋꈨꁆꄻꊩꌺꅉꐚꈭꐨꆏ，ꋀꊇꁈꑗ

ꇨꆀꃅꄷꇓꈓꇊꌦꄓ、ꄯꀻꑍꂷꌠ

ꇬꌋꆀꀊꈫꀊꇋꃅꄷꈧꌠꇬꁧꇈ，7ꀊ

ꄶꇬꄉꌒꅇꁊ。 

的，叫犹太人和希腊人信的很
多。2但那不顺从的犹太人耸动
外邦人，叫他们心里恼恨弟
兄。3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倚
靠主放胆讲道，主借他们的手
施行神迹、奇事，证明他的恩
道。4城里的众人就分了党，有
附从犹太人的，有附从使徒
的。5那时，外邦人和犹太人并
他们的官长，一齐拥上来，要
凌辱使徒，用石头打他们。6使
徒知道了，就逃往吕高尼的路
司得、特庇两个城和周围地方
去，7在那里传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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ꀧꇊꌋꆀꀠꇁꀠꑋꇊꌦꄓꐥ 保罗和巴拿巴在路司得 
8ꇊꌦꄓꇓꈓꇬꆏꁦꋠꒆꎼꇁꇬꇯ

ꆐꏾꑿꄉꏸꑭꑍꁆꌠꊋꀋꑌꑠꂷꇫ

ꑌ，ꋌꐥꅷꇁꈛꎼꀋꋻ。9ꋌꀧꇊꇗ

ꅉꉉꅉꅲ，ꀧꇊꍻꋌꀳꄉꊿꋋꂷꑇꐨ

ꉌꊋꑌꄉ，ꉃꌒꉆꌠꋌꂿꇈ，10ꋌꃚꐓ

ꄉꇬꏭ：“ꆏꄓꏸꑭꑍꁆꌠꊒꆽꀕꃅ

ꇬꉆ”ꄷꇬꆏ，ꊿꂶꌠꐂꀍꉀꉆ，ꄷ

ꀋꁧ，ꈜꇯꈛꎼꀐ。11ꉹꁌꆹꌤꀧꇊ

ꈀꃅꌠꋀꂿꇬꆏ，ꃚꐕꉐꐓꄉꑗꇨꆀ

ꉙꌌ：“ꌋꈧꌠꊿꐛꐪꇬꈴꄉꇁꉪꇢ

ꊭꐥꀐ”ꃅꏅ。12ꄚꄉꋀꊇꀠꇁꀠ

ꏭꍐꌦꄷꇴ，ꀧꇊꆏꅇꉉꊧꃀꂶꌠꉬ

ꄉꋀꇬꏭꑭꇐꂰꄷꇴ（ꍐꌦꆹꑝꇂꌋꀉꒉꇊꀉ

ꒉꂶꌠꉬ，ꑭꇐꂰꑌꑝꇂꌊꂷꉬ，ꋋꆹꅉꀕꃅꅐꇁꅇꉈꇬ

ꎷ）。13ꇓꈓꉈꏭꍐꌦꁱꑳꇬꆦꑝꊿꇂ

ꁮꌌ、ꃨꈭꄌꌊꇓꈓꀃꈈꄉꉹꁌꐊ

ꁆꄻꊩꌺꆦꇁꌠꐥ。14ꌤꋌꐘꁆꄻꊩ

ꌺꀠꇁꀠꌋꆀꀧꇊꑋꈧꄮꇬꆏ，ꋍꑊ

ꃢꈜꋍꑊꏅꇫꎭꇈ，ꋍꑊꐂꊾꈬꇬ

ꃹ，ꏅꄉꑠꃅꉉ：15“ꁦꋠꈧꌠꀋ！ꑞ

ꃅꌤꋍꑠꃅꌠꉬ？ꉪꊇꑌꊿꄹ，ꐛꊈꆹ

ꆍꌋꆀꐯꌟꌠ。ꉪꊇꌒꅇꄜꆍꇰꌠ

ꆹ，ꆍꁳꄚꌤꇿꋌꍈꑋꀋꐥꋋꈨꐞ

ꄉ，ꏮꂿꃅ、ꃄꅉ、ꎿꌋꆀꐥꇐꈀ

ꐥꌠꃅꋌꄻꄉꌠꐩꋊꐩꍂꃅꇫꐥꌠꏃ

ꃅꌋꂶꌠꇂꃴꐥꇁꎻꂿꄷꌠ。16ꋋꆹ

ꀊꆨꃅꋊꇬꄉ，ꇩꏤꇬꈀꐥꌠꁳꋀꄿ

ꐨꃅꂱꑱꈜꂱꑱꍬꎻ。17ꄚ，ꋌꋍꊨ

ꏦꊫꌐꋍꍈꑋꄻꊿꀦꀋꋻꌠꀋꉬ，ꋌ

ꅉꀕꃅꑆꊋꄻꊿꁳ，ꂿꃅꇬꄉꂷꉐꐛ

8路司得城里坐着一个两脚
无力的人，生来是瘸腿的，从
来没有走过。9他听保罗讲道，
保罗定睛看他，见他有信心，
可得痊愈，10就大声说：“你起
来！两脚站直。”那人就跳起
来，而且行走。11众人看见保罗
所做的事，就用吕高尼的话，
大声说：“有神借着人形降临在
我们中间了。”12于是称巴拿巴
为宙斯，称保罗为希耳米，因
为他说话领首。13有城外宙斯庙
的祭司牵着牛，拿着花圈，来
到门前，要同众人向使徒献
祭。14巴拿巴、保罗二使徒听
见，就撕开衣裳，跳进众人中
间，喊着说：15“诸君，为什么
做这事呢？我们也是人，性情
和你们一样。我们传福音给你
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
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
万物的永生神。16他在从前的世
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17然而
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
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
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
喜乐。”18二人说了这些话，仅
仅地拦住众人不献祭与他们。
19但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和以
哥念来，挑唆众人，就用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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ꎼꇁ，ꃱꃅꄻꌒꃅꈎꄻꈁꁠꃅꆍꁳ，ꑠ

ꃅꄉ，ꆍꊇꁳꋙꋠꒉꅝꇎꎻ，ꉌꇿꑓ

ꇿꎻ”ꄷ。18ꊿꑍꂷꌠꅇꋋꈨꉉꇈ，

ꉹꁌꆦꑝꋚꌌꋍꑊꆦꇁꈧꌠꋍꑊꇬꇈ

ꀋꄐꄉꏽ。19ꄚ，ꒀꄠꊿꀊꄝꀊꌋꆀ

ꑱꇬꆃꄉꇁꑠꈨꆏ，ꉹꁌꋀꇱꊢꂖꄉ

ꇓꂵꌌꀧꇊꅥ，ꋀꊇꉂꆏꀧꇊꌦꀐꎼ

ꈀꄉ，ꀧꇊꋀꈻꌊꇓꉈꎭ。20ꄚ，ꌶ

ꌺꈧꌠꏓꋍꈭꋍꇍꉆꌐꄮꇬꆏ，ꋌꄓ

ꇁꇈ，ꈛꎼꇓꈓꇬꃹꁧꀐ。ꊁꄹꉇ

ꆏ，ꀠꇁꀠꐊꄯꀻꉜꄉꁧ。 

打保罗，以为他是死了，便拖
到城外。20门徒正围着他，他就
起来，走进城去。第二天，同
巴拿巴往特庇去。 

 

ꀱꑪꆀꑸꃅꄷꀊꄝꀊꑟ 回叙利亚的安提阿 
21ꇓꈓꀊꋨꂷꇬꄉꌒꅇꁊꇈ，ꊿ

ꀉꑌꈨꁳꌶꌺꄻꎻꈭꐨꆏ，ꀱꇊꌦ

ꄓ、ꑱꇬꆃ、ꀊꄝꀊꁧꀐ。22ꌶꌺ

ꈧꌠꏭꈐꊟꊋꊡꄉ，ꀋꎪꃅꇗꅉꋀꇫ

ꈁꑇꌠꍬꄷꋀꏭꉙꂘ；ꉈꑴ：“ꉪꊇ

ꏃꃅꌋꇩꇬꃹꆹꇬ，ꀋꎪꃅꎭꇁꅧꌠꈍ

ꑋꊝꌠꉬ”ꄷꉉ。23ꋍꑊꑇꊿꏓꉻ

ꋍꂷꋑꀋꋒꇬꃅꅡꈭꌟꒉꋍꑊꌋꄉ，

ꉈꑴꋚꈻꄉꈼꂟꇈ，ꋀꊇꋍꑊꇱꏮꋀ

ꇬꑅꌠꌋꁵ。24ꋍꑊꀙꑭꄂꈴꄉꇁꌊ

ꁂꃏꆀꑸꑟ。25ꀙꏦꄉꇗꅉꄜꈭꐨ

ꆏ，ꋍꑊꑸꄊꆀꒉ。26ꀊꄶꇬꄉꇉꑌ

ꀊꄝꀊꉜꄉꁧ。ꀋꉊꂴꏭ，ꋍꑊꆹꀊ

ꄝꀊꄉꉹꁌꇱꏮꏃꃅꌋꑆꊋꇂꃴꐥ

ꄉ，ꌤꀋꃅꋍꑊꇫꃅꋋꈨꃅꎻ。27ꀊ

ꄶꇬꑟꈭꐨꆏ，ꑇꊿꋀꊇꏓꌊꋍꈜ

ꄉ，ꏃꃅꌋꋍꑊꇇꄧꈴꄉꌤꈀꃅꌠ，

ꏃꃅꌋꈍꃅꄉꉇꉻꊿꎁꃅꇗꅉꑇꀃꈈ

ꁬꌠꁉꌠꄜꋀꇰ。28ꊿꑍꂷꌠꀊꄶꇬ

21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
使好些人作门徒；就回路司
得、以哥念、安提阿去，22坚固
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
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
必须经历许多艰难。”23二人在
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又禁食
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
主。24二人经过彼西底，来到旁
非利亚。25在别加讲了道，就下
亚大利去。26从那里坐船，往安
提阿去。当初他们被众人所
托，蒙神之恩，要办现在所做
之工，就是在这地方。27到了那
里，聚集了会众，就述说神借
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并神怎样
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28二人
就在那里同门徒住了多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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ꄉꌶꌺꌋꆀꐯꈽꀉꑌꑍꐥ。 
 

ꑳꇊꌒꇌꄉꃀꀉꒉꂷꈿ 耶路撒冷大会 

15 ꊿꈍꑍꑹꒀꄠꄉꀁꋌꇁ，ꋀꊇ

ꑠꃅꃺꑌꈧꌠꏭꉙꂘ：“ꀋ 
15 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

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 
ꄸꄷ，ꆍꊇꃀꑭꏥꏦꇬꍬꄉꌐꍓꏦꃤ

ꀋꃅꑲꆏ，ꈭꋏꊌꀋꄐ”ꄷ。2ꀧ

ꇊ、ꀠꇁꀠꑋꌋꆀꋀꊇꐮꏈꐯꀥꅗ

ꇈ，ꌶꌺꈧꌠꏤꄉ，ꀧꇊ、ꀠꇁꀠꌋ

ꆀꋀꊇꈬꄔꑇꊿꈍꑍꑹꋀꌋꌊꑳꇊꌒ

ꇌꆹꄉ，ꌤꋌꐘꃆꂮꌌꁆꄻꊩꌺꈧꌠ

ꌋꆀꅡꈭꌟꒉꈧꌠꅲꆹꎻꄷ。3ꄚꄉ

ꋀꊇꆏꑇꊿꏓꉻꇱꎭꎼꁧ。ꋀꊇꃏ

ꆀꏸ、ꌒꂷꆀꑸꈴꆹꄮꇬ，ꉇꉻꊿꌋ

ꑇꇁꌠꌤꑠꋀꌌꄜꉺꄉ，ꃺꑌꈧꌠꁳ

ꐯꇯꉌꇿꌐꎻ。4ꑳꇊꌒꇌꑞꄮꇬꆏ，

ꑇꊿꏓꉻ、ꁆꄻꊩꌺꌋꆀꅡꈭꌟꒉ

ꈧꌠꋀꋩꋀꏦꇁꄉ，ꏃꃅꌋꋀꈽꄉꃅ

ꌠꌤꈧꌠꈀꐥꃅꋀꉉꎼꇁ。5ꑇꊿꃔ

ꆀꌏꑇꇐꎎꁥꌠꃤꉬꑠꈍꑍꑹꄓꇬꉆ

ꄉ：“ꀋꎪꃅꉇꉻꊿꇭꀧꇬꌐꍓꏦꃤ

ꃅ，ꋀꏭꃀꑭꄹꏦꇬꍬꄷꉉꑲꆀꍑ”
ꄷ。 

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
得救。”2保罗、巴拿巴与他们大
大地纷争辩论；众门徒就定
规，叫保罗、巴拿巴和本会中
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
冷去见使徒和长老。3于是教会
送他们起行。他们经过腓尼
基、撒玛利亚，随处传说外邦
人归主的事，叫众弟兄都甚欢
喜。4到了耶路撒冷，教会和使
徒并长老都接待他们，他们就
述说神同他们所行的一切事。
5惟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
人，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
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
法。” 

6ꁆꄻꊩꌺꌋꆀꅡꈭꌟꒉꏓꇁꋍꈜ

ꄉꌤꋌꐘꇕꄟ。7ꈍꉗꏢꉉꀥꈭꐨ

ꆏ，ꀺꄮꄓꇬꉆꄉꑠꃅꉉ：“ꃺꑌꊈ

ꀋ！ꏃꃅꌋꆍꈬꄔꄉꈍꄮꇯꆐꉢꋌꌋ

ꄉꇈ，ꉇꉻꊿꁳꉠꈌꇬꄉꌒꅇꇗꅉꅲ

ꎻ，ꄷꀋꁧꑇꎻ，ꑠꆹꆍꅉꐚ。8ꊿꉌ

ꃀꋌꅉꐚꌠꏃꃅꌋꑌꋀꎁꃅꅇꊪꌬ

ꄉ，ꌃꎔꒌꄻꉪꇖꌠꌟꃅꄻꋀꇖ；9ꉈ

ꑴꑇꐨꇇꄧꈴꄉꋀꉌꂵꁦꎴꀐ，ꄷꀋ

6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这
事。7辩论已经多了，彼得就起
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
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
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
道，而且相信。8知道人心的神
也为他们作了见证，赐圣灵给
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9又借
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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ꁧꋀꊇꉪꊇꀋꍣ。10ꀋꃅꑞꃅꏃꃅꌋ

ꏭꌌꉪꄉ，ꉪꌋꆀꉪꀋꁌꀋꁧꇬꀳꀋ

ꄐꌠꇁꄉꄻꌶꌺꈧꌠꆽꄿꇬꄀꄉꌠ

ꉬ？11ꉪꊇꈭꋏꊌꌠꆹ，ꋀꊇꌋꆀꐯꌟ

ꃅꑳꌠꑆꊋꒉꄸꉬ，ꑠꆹꉪꇬꑅꌠ

ꉬ”ꄷ。 

分他们、我们。10现在为什么试
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
不能负的轭放在门徒的颈项上
呢？11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
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
所信的。” 

12ꉹꁌꈧꌠꐯꇯꁱꀋꐭꌗꀋꅐꃅ

ꀠꇁꀠꌋꆀꀧꇊꑋꏃꃅꌋꋍꑊꇇꄧꈴ

ꄉ，ꈍꃅꉇꉻꊿꈬꄔꇬꄉꌋꃅꐪꑽ

ꑌ、ꌤꂵꌦꂵꌋꌠꃅꌠꉉꅉꅲ。

13ꋍꑊꉉꌐꈭꐨꆏ，ꑸꇱꑠꃅꉉ：“ꃺ

ꑌꊈꀋ！ꉠꅇꊼꇅꅲ。14ꀋꃉꌌꑭꂱ

ꏃꃅꌋꂴꈍꃅꄉꉇꉻꊿꉈꇬ，ꋀꈬꄔ

ꄉꉹꁌꋌꇱꌋꌊꊨꏦꂓꇂꃴꐥꇁꌠꑠ

ꉉꀐ。15ꅉꄜꊿꈁꉉꌠꅇꂷꑌꉪꐨꋋ

ꏢꌋꆀꐮꊒ。ꑠꆹꁱ꒰ꀨꇬꈁꄀꄉꌠ

ꌋꆀꐯꌟ： 

12众人都默默无声，听巴拿
巴和保罗述说神借他们在外邦
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13他们
住了声，雅各就说：“诸位弟
兄，请听我的话。14方才西门述
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
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
名下；15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
相合。正如经上所写的： 

16‘ꋍꈭꐨ，ꉢꀱꇁꄉ， 
ꎒꐡꀐꌠꄊꃥꁁꑳꋈꀱꇁ， 
ꀜꐡꀐꈧꌠꉈꑴꄺꀱ﹑ 
ꋈꄻꐛꇁ。 

16‘此后，我要回来， 
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 
把那破坏的， 
重新修造建立起来； 

17-18ꊿꇫꋒꇈꌠ， 
ꋀꆹꉠꂓꇂꃴꈀꐥꌠꉇꉻꊿꉬ， 
ꋀꁳꌋꎹꈹꌐꎻ。 
ꅇꂷꋋꇬꆹꁍꄻꏃꄻꈭꐨꌤꋌ

ꐘꄜꋊꌠꌋꂶꌠꉉꌠꉬ’ꄷ。 

17-18叫余剩的人， 
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
人，都寻求主。 
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
的主说的。’ 

19ꑠꅹ，ꉠꉪꐨꃅꇬꆹ，ꏃꃅꌋꇂꃴꐥ

ꀐꌠꉇꉻꊿꋋꈨꏭꄀꇗꀋꉆ；20ꉪꊇ

ꄯꒉꁱꋀꁳꄉ，ꋀꏭ：ꌩꁱꇓꁱꇱꌌ

ꍍꆀꀋꉆ，ꎼꃅꃏꑽꀋꉆ，ꉈꑴꆽꉊꌦ

ꌠꎇꃀꍅꑓꎸꋠꀋꉆ、ꌦꅝꀋꉆꄷꄡ

19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
归服神的外邦人；20只要写信，
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
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21因为
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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ꑟ。21ꑞꃅꆏ，ꀃꌋꀊꆨꅑꅸꇁꌠ，ꃀ

ꑭꄯꒉꆹꇓꈓꋍꂷꇫꈁꐛꌠꃅꊿꇫꉉ

ꄜꌠꐥ，ꑬꆏꄹꉇꌠꆏ，ꃀꑭꄯꒉꊿꌌ

ꉻꏑꅉꇬꄉꀘꇬꎷ”ꄷ。 

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
里诵读。” 

 

ꄯꒉꃀꈿꅉꇬꄉꁱꉇꉻꑇꊿꁵꌠ 大会给外邦信徒的书信 
22ꀊꋨꄮꇬ，ꁆꄻꊩꌺ、ꅡꈭꌟ

ꒉꌋꆀꑇꊿꏓꉻꇬꊿꈧꌠꐯꇯꉪꄉꏤ

ꄉ，ꋀꈬꄔꊾꈨꌋꄉ，ꁆꀧꇊꌋꆀꀠ

ꇁꀠꑋꐊꄉꀊꄝꀊꁧꎻꂿꄷ，ꊿꈀꌋ

ꄉꌠꆏꀠꌒꀠꄷꑌꄹꌠꒀꄊꌋꆀꑭꇁ

ꑋ。ꊿꋋꑍꂷꆹꃺꑌꈬꄔꏃꌋꉬ；

23ꄚꄉꋀꊇꄯꒉꁱꄉꏮꋍꑊꁵꎼꁧ，

ꄯꒉꈐꏭꆏꑠꃅꉉ：“ꁆꄻꊩꌺꌋꆀ

ꅡꈭꌟꒉꄻꌠꃺꑌꊈꐯꇯꀊꄝꀊ、

ꑪꆀꑸ、ꏸꆀꏦꃅꄷꀀꌠꉇꉻꊿꃺ

ꑌꈧꌠꏭꋬꂻꄜ。24ꉪꊇꈨꇁꇬ，ꉪ

ꊇꈬꄔꊿꈍꑋꑹꆹꌊꆍꄷꄉꅇꂷꉉꌊ

ꆍꁁꀕꉌꄉ，ꆍꋌꎼꉌꂵꌼꇑꀠꇁꃅ

ꐙꄷ（ꀊꆨ꒰ꀨꋍꈨꇬꆏ：“ꆍꊇꀋꎪꃅꌐꍓꏦꃤꃅ，

ꃀꑭꄹꏦꇬꍬ”ꃅꅑꌠꐥ）。ꇯꍝꃅꇬ，ꋀꊇ

ꆹꉪꊪꎼꆹꌠꀋꉬ，25ꑠꅹ，ꉪꊇꐯꇯꉌ

ꂵꋍꂷꃅꉪꄉꏤꄉ，ꊿꈍꑍꑹꉪꌋꌊ

ꄉ，ꁆꉂꇁꅉꌠꀠꇁꀠꌋꆀꀧꇊꑋꐊ

ꄉꆍꄷꆹꎻ。26ꊿꋋꑍꂷꆹꌤꉪꌋꑳ

ꌠꏢꄖꂓꎁꃅꌠꉬꑲꆏ，ꑞꑌꀑꇬꀋ

ꑴꌠꉬ。27ꉪꊇꒀꄊꌋꆀꑭꇁꑋꁆꆍ

ꄷꆹꎻ，ꋍꑊꑴꅉꑌꌤꋍꑠꉉꌠꉬ。

28ꑞꃅꆏ，ꌃꎔꒌꌋꆀꉪꊇꐯꇯꀵꃤ

ꄜꃤꀉꁁꄻꆍꇭꀧꇬꐕꀋꄉꃅ，ꌤꈍ

ꑍꐘꀉꄂꀋꐥꀋꉆꄷꉪꄉꏤꄉꀐ，

29ꌤꋋꈨꆏ，ꆍꊇꌩꁱꇓꁱꉙꌠꋚꒉꑠ

22那时，使徒和长老并全教
会定意从他们中间拣选人，差
他们和保罗、巴拿巴同往安提
阿去；所拣选的，就是称呼巴
撒巴的犹大和西拉。这两个人
在弟兄中是作首领的；23于是写
信交付他们，内中说：“使徒和
作长老的弟兄问安提阿、叙利
亚、基利家外邦众弟兄的安。
24我们听说，有几个人从我们这
里出去，用言语搅扰你们，惑
乱你们的心。（有古卷在此有“你们必

须受割礼，守摩西的律法。”）其实我
们并没有吩咐他们。25所以我们
同心定意，拣选几个人，差他
们同我们所亲爱的巴拿巴和保
罗往你们那里去。26这二人是为
我主耶稣基督的名不顾性命
的。27我们就差了犹大和西拉，
他们也要亲口述说这些事。28因
为圣灵和我们定意不将别的重
担放在你们身上，惟有几件事
是不可少的，29就是禁戒祭偶像
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
淫。这几件你们若能自己禁戒
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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ꋟꅝꀋꉆ，ꌦꅝꀋꉆ，ꆽꉊꌦꌠꎇꃀꍅ

ꑓꎸꋠꀋꉆ，ꎼꃅꃏꑽꀋꉆꃅꑠꉬ。

ꆍꊇꊨꏦꌤꋋꈍꑍꐘꋓꉪꁨꄉꀋꃅꄎ

ꑲꆏꍑꀐ。ꆍꊇꐯꇯꋬꂻꈨꅪꅊ

ꇈ”ꄷ。 
30ꋀꊇꊿꇱꁆꎼꁧꇈꇁꀊꄝꀊ

ꑟ，ꉹꁌꋀꏓꋍꈜꄉꄯꒉꋀꏮꇬꁳ。

31ꉹꁌꆹꄯꒉꁬꌠꀘꈭꐨꆏ，ꈐꏭꉌꌒ

ꄀꅇꈧꌠꐛꅹꃅ，ꐯꇯꉌꇿꑓꇿꌐ。

32ꒀꄊꌋꆀꑭꇁꑋꑌꅉꄜꊿꉬꄉ，ꅇ

ꂷꀉꑌꈨꌌꃺꑌꈧꌠꏭꈐꊟꊋꊡ，ꋀ

ꁳꈫꈈꎻ。33ꃅꐎꈍꑍꀕꀊꄶꇬꐥꈭ

ꐨꆏ，ꋀꊇꆹꃺꑌꊈꇱꇤꅷꌤꀋꐥꆿ

ꀋꐥꃅꀱꊿꋀꁆꈧꌠꄷꁧꎻꀐ。（ꀊ

ꆨ꒰ꀨꋍꈨꇬ：“34ꄚꑭꇁꀉꄂꉪꄉꏤꄉꄡꇗꀊꄶꇬ

ꀀ”ꃅꅑꌠꐥ。）35ꄚ，ꀧꇊꌋꆀꀠꇁꀠꑋ

ꆏꄡꇗꀊꄝꀊꀀꄉ，ꊿꀉꁁꀉꑌꈨꌋ

ꆀꐯꇯꊿꉗꊿꂘ，ꌋꇗꅉꄜ。 

30他们既奉了差遣，就下安
提阿去，聚集众人，交付书
信。31众人念了，因为信上安慰
的话就欢喜了。32犹大和西拉也
是先知，就用许多话劝勉弟
兄，坚固他们。33住了些日子，
弟兄们打发他们平平安安地回
到差遣他们的人那里去。（有古卷

在此有“34 惟有西拉定意仍住在那里。”）
35但保罗和巴拿巴仍住在安提
阿，和许多别人一同教训人，
传主的道。 

 

ꀧꇊꌋꆀꀠꇁꀠꑋꐞꂱꑱꅉꁧ 保罗与巴拿巴分开 
36ꊁꈍꑋꑍꐛꈭꐨꆏ，ꀧꇊꆏꀠꇁ

ꀠꏭ：“ꉣꑊꀱꀋꉊꉣꑊꌋꇗꅉꄜꉺ

ꅉꇓꈓꈧꌠꇬꄉ，ꃺꑌꈧꌠꈍꃅꐙꌠ

ꉜꁧꇬꍑꀕ？”ꄷ。37ꀠꇁꀠꆏꂶꈌ

ꄷꌠꒀꉴꏃꋋꐊꁦꏢꉨ；38ꄚ，ꀧꇊ

ꆏ，ꂶꈌꀋꉊꂴꁂꃏꆀꑸꄉꋀꊇꐞꁧ

ꄉ，ꋀꊇꐊꌤꃅꀋꁧꐛꅹ，ꋌꏁꁧꀋ

ꉆꃅꉪ；39ꄚꄉꊿꑍꂷꌠꐯꀥꄉꋯꀋ

ꑌ，ꄷꀋꁧꐮꐞꁧ。ꀠꇁꀠꆏꂶꈌꋌ

ꏃꇉꑌꌏꁍꇊꌦꈚꌠꉜꄉꁧ；40ꀧꇊ

ꆏꑭꇁꋌꌋꌊꋋꐊꁧ，ꀧꇊꆹꃺꑌꈧ

ꌠꇱꏮꌋꑆꊋꇂꃴꐥꎻ。41ꋌꎼꑪꆀ

36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拿
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
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们景况
如何。”37巴拿巴有意要带称呼
马可的约翰同去；38但保罗因为
马可从前在旁非利亚离开他
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
为不可带他去。39于是二人起了
争论，甚至彼此分开。巴拿巴
带着马可，坐船往塞浦路斯
去；40保罗拣选了西拉，也出
去，蒙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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ꑸ、ꏸꆀꏦꃅꄷꏮꈴꄉ，ꑇꊿꏓꉻꈧ

ꌠꁳꈫꈈꎻ。 
中。41他就走遍叙利亚、基利
家，坚固众教会。 

 

ꄜꂿꄠꀧꇊꌋꆀꑭꇁꑋꈿꌤꃅ 提摩太参与保罗和西拉的事工 

16 ꀧꇊꇁꄯꀻꑟ，ꉈꑴꇊꌦꄓꑌ

ꑞꌦ，ꀊꄶꇬꌶꌺꄜꂿꄠꂒ 16 保罗来到特庇，又到路
司得。在那里有一个门 

ꂷꐥ，ꋍꀉꂿꆏꌋꑇꌠꒀꄠꊿ，ꋍꀉ

ꄉꆏꑝꇂꊿ。2ꇊꌦꄓꃅꄷꌋꆀꑱꇬ

ꆃꃅꄷꃺꑌꐯꇯꋍꏭꀮꄑꌐ。3ꀧꇊ

ꆏꋌꏁꋀꐊꁧꂿꄷ，ꄚ，ꃅꄷꀊꋩꈚ

ꇬꒀꄠꊿꃅꋍꀉꄉꆹꑝꇂꊾꂷꉬꌠꋀ

ꅉꐚꌐꐛꅹ，ꋍꇭꀧꇬꌐꍓꏦꃤꃅ

ꀐ。4ꇓꈓꋀꇬꈀꈴꌠꃅ，ꑳꇊꌒꇌ

ꁆꄻꊩꌺꌋꆀꅡꈭꌟꒉꈁꏤꄉꌠꏥꏦ

ꋀꏮꌶꌺꈧꌠꁵꄉꇬꍪꎻ。5ꄚꄉꑇ

ꊿꏓꉻꈧꌠꑇꐨꉌꊋꀊꅰꃅꈫꈈꄉ，

ꊻꂷꋍꑍꋍꉙꃅꀉꑌꇁ。 

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
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
腊人。2路司得和以哥念的弟兄
都称赞他。3保罗要带他同去，
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
他父亲是希腊人，就给他行了
割礼。4他们经过各城，把耶路
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条规交
给门徒遵守。5于是众教会信心
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 

 

ꂷꐕꄓꊿꀧꇊꊌꂿꌠꐛꒌꇣꋲꌠ 保罗见马其顿人的异象 
6ꌃꎔꒌꇁꋀꑸꑭꑸꄉꇗꅉꄜꌠ

ꏢꇋꐛꅹ，ꋀꊇꎼꃛꑗꏦ、ꏦꇁꄠꃅ

ꄷꈧꌠꇬꈴꇁ。7ꇁꂰꑭꑸꃅꋮꑟꇬ

ꆏ，ꋀꊇꀘꄫꆀꁦꏢꉨ，ꄚ，ꑳꌠꒌꇫ

ꉬꀋꅲ。8ꋀꊇꂰꑭꑸꐂꇈ，ꄯꇊꑸ

ꉜꄉꒉ。9ꌋꐓꄮꇬꆏ，ꐛꒌꇣꋲꌠꑠ

ꑵꀧꇊꂿ。ꂷꐕꄓꊿꑠꂷꇬꉆꄉꋍ

ꏭ：“ꆏꑴꌠꂷꐕꄓꄉꉪꇇꀤꇁ”
ꄷꇖꂟ。10ꐛꒌꇣꋲꋌꑵꀧꇊꊌꂿꄷ

ꆏ，ꏃꃅꌋꉪꏭꌒꅇꄜꊿꀊꄶꇬꀀꌠ

ꇰꁧꄷꌠꉪꉜꅐꇁꄉ，ꉪꊇꋋꇅꃅꂷ

ꐕꄓꉜꄉꁦꏢꉨ。 

6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
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吕家、
加拉太一带地方。7到了每西亚
的边界，他们想要往庇推尼
去，耶稣的灵却不许。8他们就
越过每西亚，下到特罗亚去。
9在夜间有异象现与保罗。有一
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
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10保
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
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
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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ꑗꄂꑸꉪꁏꄺꀱ 吕底亚悔改 
11ꄚꄉꄯꇊꑸꄉꀋꆏꃅꇉꑌꌒꃀ

ꄯꇁꑟ，ꊁꄹꉇꆏ，ꆀꑸꀧꆀꑟ。12ꀊ

ꄶꇬꄉꋀꇁꃏꆀꀘꑟ；ꋋꆹꂷꐕꄓꃅ

ꄷꇓꈓꉘꃀꂶꌠ，ꇊꂷꂽꍆꇓꈓꂶꌠ

ꑌꉬ。ꉪꊇꇓꈓꋋꂷꇬꈍꑍꀕꀀ。

13ꑬꆏꄹꉇ，ꉪꊇꇓꈓꇬꄉꅐꌊꒊꃀꒉ

ꋮꑟ，ꀊꄶꇬꈼꂟꅉꈚꇬꐙꌠꉪꅉ

ꐚ。ꉪꊇꀊꄶꑌꄉꌋꅪꋍꈜꏓꈧꌠ

ꏭꇗꅉꄜ。14ꌋꅪꑸꀬꊪꅪꌠꃷꑠ

ꂷ，ꂒꆏꑗꄂꑸꂓ。ꋋꆹꄧꑷꄧꇁꇓ

ꈓꊿ，ꅉꀕꃅꏃꃅꌋꏭꀍꃈꄚꇬꎷꑠ

ꂷ。ꋌꊌꈨꇈꌋꋍꉌꂵꀃꈈꁉꄉ，ꋌ

ꁳꉌꂵꑘꊐꄉꀧꇊꈁꉉꌠꅇꅲꎻ。

15ꋋꌋꆀꋍꏤꋋꑷꃅꋋꑣꊪꈭꐨꆏ，

ꋌꉪꏭ：“ꀋꄸꄷ，ꆍꊇꆹꉢꃶꐚꃅ

ꌋꑇꌠꉬꃅꉪꑲꆏ，ꆍꑴꌠꉪꏤꀀ

ꇁ”ꄷꇖꂟꄉ，ꏟꈯꀕꃅꉪꊇꇫꑣ。 

11于是从特罗亚开船，一直
行到撒摩特喇，第二天到了尼
亚波利。12从那里来到腓立比，
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
城，也是罗马的驻防城。我们
在这城里住了几天。13当安息
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
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
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
道。14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
人，名叫吕底亚，是推雅推喇
城的人，素来敬拜神。她听见
了，主就开导她的心，叫她留
心听保罗所讲的话。15她和她一
家既领了洗，便求我们说：“你
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或作“你

们若以为我是忠心事主的”），请到我
家里来住。”于是强留我们。 

 

ꊿꇱꈢꃏꆀꀘꊐꄉ 在腓立比被关押 
16ꊁꆏ，ꉪꊇꈼꂟꅉꈚꌠꉜꄉꆹꇬ

ꆏ，ꁏꃀꑊꋌꐊꇈ，ꈎꌋꄉ，ꋍꌌꁈꈧ

ꌠꋌꎼꎆꅗꑠꂷꉪꏭꉜꄉꇁ。17ꋌꀧ

ꇊꌋꆀꉪꊂꈹꄉ：“ꊿꋋꈨꆹꋍꉎꀋ

ꐥꌠꏃꃅꌋꁏꐚꉬ，ꋀꊇꆍꏭꊾꈭꋏ

ꌠꇗꅉꄜꉺ”ꃅꏅ。18ꋌꃅꐎꈍꑍ

ꀕꃅꊛꄉꑠꃅꏅꄉ，ꀧꇊꋌꎼꉌꅛꇁ

ꇈ，ꋌꏮꑊꋌꂶꌠꉜꄉꇬꏭ：“ꉢꑳ

ꌠꏢꄖꂓꄜꄉ，ꅽꏯꋍꇭꀧꇬꄉꅐꇁ

ꄷꉉ！”ꄷꇬꆏ，ꑊꋌꀊꋨꂷꋋꇅꃅ

16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
方去。有一个使女迎着面来，
她被巫鬼所附，用法术叫她主
人们大得财利。17她跟随保罗和
我们，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
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
道。”18她一连多日这样喊叫，
保罗就心中厌烦，转身对那鬼
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
你从她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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ꅐꇁꀐ。19ꁏꃀꌌꁈꈧꌠꆹꋀꊇꈲꏣ

ꉘꇉꅍꈧꌠꀋꐥꀐꌠꋀꂿꇬꆏ，ꀧꇊ

ꌋꆀꑭꇁꑋꋀꋇꄉꈻꌊꃼꇇꃄꅉꇬꏲ

ꂠꊿꈧꌠꄷꆹ；20ꉈꑴꋀꏃꇓꈓꏲꌋꂠ

ꌋꈧꌠꂾꄉꑠꃅꉉ：“ꊿꋋꈨꊇꅉꆹ

ꒀꄠꊿꉬꄉ，ꉪꇓꈓꇬꃸꆽꐺ，21ꃷꋪ

ꏦꃤꉪꊇꇊꂷꊿꇫꊪꀋꉆ、ꇫꌬꀋ

ꉆꌠꑠꄜꉺꐺ”ꄷ。22ꉹꁌꈧꌠꐯꇯ

ꄓꌊꀧꇊꌋꆀꑭꇁꑋꏯꇁ，ꇓꈓꏲꌋ

ꂠꌋꆏꉹꁌꈧꌠꏭꋍꑊꃢꈜꇔꇫꎭ

ꄉ，ꄯꁯꌌꅥꄁꄷ；23ꋍꑊꊿꌌꈍꑋꃢ

ꃅꅥꈭꐨꆏ，ꊿꇱꈻꌊꏦꑳꇬꈢꄉ，

ꏦꑳꐏꂽꂶꌠꏭꏟꈯꀕꃅꋍꑊꐏꄉ

ꄷ。24ꏦꑳꐏꂽꂶꌠꅇꋋꇬꊪꊊꄷ

ꆏ，ꋍꑊꋌꎤꏦꑳꈐꏭꁨꌠꇬꊐꄉ

ꇈ，ꏸꑭꑍꁆꌠꄚꌧꊐꄉꀐ。 

出来了。19使女的主人们见得利
的指望没有了，便揪住保罗和
西拉，拉他们到市上去见首
领；20又带到官长面前说：“这
些人原是犹太人，竟骚扰我们
的城，21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
受、不可行的规矩。”22众人就
一同起来攻击他们。官长吩咐
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23打
了许多棍，便将他们下在监
里，嘱咐禁卒严紧看守。24禁卒
领了这样命，就把他们下在内
监里，两脚上了木狗。 

25ꌋꐓꌊꁁꄮꇬꆏ，ꀧꇊꌋꆀꑭꇁ

ꑋꐯꇯꈼꂟ，ꏃꃅꌋꏭꍖꀴꄉꑵꉙ

ꑵ；ꊾꇬꈧꌠꑌꅳꀧꍔꄉꅲ。26ꉘꀋ

ꇉ꒨ꄷ，ꃄꅉꀉꒉꃅ꒚ꄉ，ꏦꑳꇬꑲ

ꅉꂶꌠꃅꋌꌌꇬꊎꉈꈧꐺ，ꏦꑳꀃꈈ

ꋋꇅꃅꁉꁧꌐ，ꊾꇬꈧꌠꎸꉗꑌꁯꁧ

ꌐꀐ。27ꏦꑳꐏꂽꂶꌠꀀꑌꇁꄉ，ꏦ

ꑳꀃꈈꁉꄉꌐꌠꋌꂿꇬꆏ，ꊾꇬꈧꌠ

ꁈꁧꌐꀐꎼꈀꄉ，ꅅꃅꈻꌊꊨꏦꇫꇽ

ꏭꄐ。28ꀧꇊꃚꋒꀊꂥꃅꇬꏭ：“ꊨ

ꏦꄡꉮ，ꉪꊇꐯꇯꄚꐥꌐꑴꌦ”
ꄷ。29ꏦꑳꐏꂽꂶꌠꊿꏭꂷꇭꒃꌊꇁ

ꄷ，ꋌꐂꈐꏭꄉ，ꑑꃹꏾꌌꀕꃅꇇꑭ

ꃃꇵꀕꀧꇊ、ꑭꇁꂾꅞ；30ꉈꑴꋍꑊ

ꋌꏃꉈꏭꅐꇁꄉ：“ꌟꒉꑍꂷꌠꀋ！

25约在半夜，保罗和西拉祷
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
耳而听。26忽然地大震动，甚至
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
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
开了。27禁卒一醒，看见监门全
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
刀要自杀。28保罗大声呼叫说：
“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
里。”29禁卒叫人拿灯来，就跳
进去，战战兢兢地俯伏在保
罗、西拉面前；30又领他们出
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
行才可以得救？”31他们说：“当
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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ꉢꈍꃅꀕꑲꆀꈭꋏꊌꄎ？”ꄷ。31ꋀ

ꊇꆏꋍꏭ：“ꌋꑳꌠꑇꑲꆏ，ꆎꌋꆀ

ꆍꋋꑷꃅꐯꇯꀋꎪꃅꈭꋏꊌꌠꉬ”
ꄷ。32ꋀꊇꆏꌋꇗꅉꋀꉉꋋꌋꆀꋀꏤ

ꋋꑷꃅꇰ。33ꀊꋨꄹꉖꀊꋨꇅꇬ，ꏦ

ꑳꐏꂽꂶꌠꋋꇅꃅꋀꊇꋌꏃꌊꂷꊂꒈ

ꋌꇈ，ꋋꌋꆀꊿꋋꐊꈧꌠꐯꇯꇇꈤꃅ

ꋋꑣꊪꀐ。34ꄚꄉꏦꑳꐏꂽꂶꌠꋀꊇ

ꋌꏃꌊꋍꀁꇬꄉꋙꍈ。ꋋꌋꆀꋍꏤ

ꋋꑷꃅ，ꏃꃅꌋꑇꄉꐯꇯꉌꂵꇿꐯꇿ

ꌐ。 

救。”32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
和他全家的人听。33当夜，就在
那时候，禁卒把他们带去，洗
他们的伤；他和属乎他的人立
时都受了洗。34于是禁卒领他们
上自己家里去，给他们摆上
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
都很喜乐。 

35ꃅꄜꄮꇬꆏ，ꇓꈓꏲꌋꂠꌋꈧꌠ

ꊪꑭꋀꁆꌌ：“ꊿꀊꋨꑍꂷꋊꃑꇫ

ꎭ”ꃅꉉꇁ。36ꏦꑳꐏꂽꂶꌠꆏꅇꋋ

ꇬꋌꉉꀧꇊꇰꄉ：“ꇓꈓꏲꌋꂠꌋꈧ

ꌠꊿꋀꇤꅷꆍꋊꃑꇫꎭꃅꉉꇁꀐ，ꀋ

ꃉꆍꋬꂻꈨꅪꃅꏦꑳꇬꄉꅐꁧꌶ”
ꄷ。37ꀧꇊꆏꋀꏭ：“ꉪꊇꆹꇊꂷꊿ

ꉬ，ꋀꊇꉪꑽꃤꀋꏤꑴꌦꇯꆐ，ꉪꊇ

ꋀꌌꉹꁌꈬꇬꄉꅥꄁ，ꈜꀕꇈꉪꊇꋀ

ꈢꏦꑳꇬꇯꊐ，ꀋꃉꀏꐱꄉꉪꊇꈹꇫ

ꎭꂿꄷꅀ？ꑠꀋꍑ！ꋀꊨꏦꏭꑭꄑꄉ

ꉪꏁꉈꏭꎭꇁꄷ”ꃅꉉ。38ꊪꑭꅇꂷ

ꋋꈨꋌꉉꇓꈓꏲꌋꂠꌋꈧꌠꇰ；ꋍꑊ

ꆹꇊꂷꊿꉬꌠꏲꌋꂠꌋꈧꌠꅉꐚꇬ

ꆏ，ꋀꏸꏦꇁꀐ。39ꄚꄉꇁꌊꋍꑊꅰ

ꑷꄉ，ꏦꑳꇬꄉꋍꑊꋀꏃꅐꇁꇈ，ꋍ

ꑊꏭꇓꈓꀊꋨꂷꇬꐞꁧꄷ。40ꊿꑍꂷ

ꌠꏦꑳꇬꄉꅐꇁꈭꐨꆏ，ꑗꄂꑸꏤꅍ

ꉜꄉꁧꇈꃺꑌꈧꌠꌋꆀꐮꂿꀐ，ꋀꏭ

ꋍꃢꈐꊟꊋꊡꇈꁧꀐ。 

35到了天亮，官长打发差役
来，说：“释放那两个人吧。”
36禁卒就把这话告诉保罗说：
“官长打发人来叫释放你们，如
今可以出监，平平安安地去
吧。”37保罗却说：“我们是罗马
人，并没有定罪，他们就在众
人面前打了我们，又把我们下
在监里；现在要私下撵我们出
去吗？这是不行的。叫他们自
己来领我们出去吧！”38差役把
这话回禀官长；官长听见他们
是罗马人，就害怕了；39于是来
劝他们，领他们出来，请他们
离开那城。40二人出了监，往吕
底亚家里去，见了弟兄们，劝
慰他们一番，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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ꄟꌒꇊꆀꏦꌽꂰꐨ 帖撒罗尼迦的骚动 

17 ꀧꇊꌋꆀꑭꇁꑋꉠꃏꀧꅿ、

ꑸꀧꇊꆀꑸꈴ，ꇁꌊꄟꌒꇊꆀ 17 保罗和西拉经过暗妃波
里、亚波罗尼亚，来到 

ꏦꑟ，ꀊꄶꇬꆏꒀꄠꊿꉻꏑꅉꇬꐙ。

2ꀧꇊꆏꊨꏦꋻꅑꐨꇬꈴꄉꉻꏑꅉꇬꆹ

ꇈ，ꑬꆏꄹꉇꌕꂷꊛꄉ，ꌃꎔ꒰ꀨꇬꈴ

ꄉꋀꊇꌋꆀꐮꈌꀥ，3ꏢꄖꀋꎪꃅꊿꉮ

ꌦ，ꌦꈬꇬꄉꀱꐥꇁꌠꄇꇖꀕꃅꉉ

ꀽ；ꋌꉈꑴ：“ꉢꄜꆍꊇꈀꇰꌠꑳꌠ

ꋋꂷꆹꏢꄖꉬ”ꃅꉉ。4ꋀꊇꈬꄔꋍ

ꈨꋋꈨꆏꇬꅇꑣꅇꅲꄉ，ꀧꇊꌋꆀꑭ

ꇁꑋꐊꇁꀐ，ꉈꑴꏃꃅꌋꏭꀍꃈꄚꌠ

ꑝꇂꊿꀉꑌꃅꋍꑊꐊꇁ，ꐤꒉꌠꌋꅪ

ꑌꀂꀋꑌ。5ꄚ，ꀋꑇꌠꒀꄠꊿꈧꌠ

ꉌꈻꃴꆅꄉ，ꏦ꓀ꇬꆿꏓꆿꁖꈨꋀꄏ

ꌊꋍꁥꃅꇓꈓꇬꊿꃅꋀꊢꂖꌊ，ꅸꇁ

ꑷꌜꏤꅍꊐꇈ，ꀧꇊꌋꆀꑭꇁꑋꎹꄉ

ꈻꌊꉈꏭꉹꁌꈬꇬꁦꏢꉨ。6ꀧꇊꌋ

ꆀꑭꇁꑋꋀꇬꎷꀋꊌꇬꆏ，ꑷꌜꌋꆀ

ꃺꑌꈍꑍꑹꋀꈻꌊꇓꈓꏲꌋꂠꌋꈧꌠ

ꄷꄉꑠꃅꉉ：“ꋧꃅꇬꃸꆽꈧꌠꑌꄚ

ꇬꇁꀐ。7ꋀꊇꑷꌜꇱꊪꋍꏤꐥꄉ，

ꊿꋋꈨꐯꇯꃰꃅꀉꁁꑳꌠꂒꂷꐥꑴꄷ

ꄉ，ꇽꌒꏦꃤꐆꀐ”ꄷ。8ꉹꁌꌋꆀ

ꇓꈓꏲꌋꂠꌋꈧꌠꅇꋋꈨꀕꇬꆏ，ꃨ

ꆰꀐ；9ꄚꄉꑷꌜꌋꆀꊿꀉꁁꈧꌠꄉ

ꀧꎆꃀꏮꄉꈭꐨꆏ，ꋀꋊꃑꇫꎭꀐ。 

帖撒罗尼迦，在那里有犹太人
的会堂。2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
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
圣经与他们辩论，3讲解陈明基
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
说：“我所传与你们的这位耶
稣，就是基督。”4他们中间有些
人听了劝，就附从保罗和西
拉，并有许多虔敬的希腊人，
尊贵的妇女也不少。5但那不信
的犹太人心里嫉妒，招聚了些
市井匪类，搭伙成群，耸动全
城的人闯进耶孙的家，要将保
罗、西拉带到百姓那里。6找不
着他们，就把耶孙和几个弟兄
拉到地方官那里，喊叫说：“那
搅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7耶
孙收留他们。这些人都违背凯
撒的命令，说另有一个王耶
稣。”8众人和地方官听见这话，
就惊慌了；9于是取了耶孙和其
余之人的保状，就释放了他
们。 

 

ꀺꆀꑸꄉꇗꅉꁊ 在庇哩亚传道 
10ꃺꑌꈧꌠꈊꃀꀧꇊꌋꆀꑭꇁꑋ

ꋀꏃꀺꆀꑸꎭ，ꊿꑍꂷꌠꇫꑟꈭꐨ

10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
罗和西拉往庇哩亚去。二人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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ꆏ，ꇁꒀꄠꊿꉻꏑꅉꇬꃹ。11ꃅꄷꋌ

ꈚꇬꊿꆹꄟꌒꇊꆀꏦꊿꏭꀋꋌꃅꑌꇐ

ꑲꇐꉾ，ꉌꃀꇬꇯꆐꇗꅉꋋꏢꊪꏾ，

ꋍꑍꋑꀋꋒꃅꏃꃅꌋ꒰ꀨꀘꄉꀧꇊꉉ

ꌊꊒꅀꀋꊒꉚ。12ꑠꅹ，ꋀꈬꄔꑇꌠ

ꀉꑌꃅꐥ，ꉈꑴꐤꒉꌠꑝꇂꌋꅪꑌꇫ

ꐊ，ꌺꃰꑌꀂꀋꑌ。13ꄚ，ꄟꌒꇊꆀ

ꏦꀀꌠꒀꄠꊿꆹꀧꇊꉈꑴꀺꆀꑸꄉꏃ

ꃅꌋꇗꅉꁊꌠꋀꅉꐚꄮꇬꆏ，ꋀꊇꑌ

ꀊꄶꇬꁧꄉ，ꉹꁌꋍꏅꊢꂖꃸꆽ。

14ꀊꋨꄮꇬ，ꃺꑌꈧꌠꀧꇊꋀꇤꅷꎿ

ꋮꎭ，ꑭꇁꌋꆀꄜꂿꄠꑋꆏꄡꇗꀺꆀ

ꑸꐥꑴꌦ。15ꊿꀧꇊꏃꎭꈧꌠ，ꀧꇊ

ꋀꏃꑶꄅꑟꈭꐨꆏ，ꀧꇊꋀꏭꉉ，ꋌ

ꄹꇬꐳꃅꑭꇁꌋꆀꄜꂿꄠꑋꇴꌊꄚꇁ

ꄷꄉ，ꋀꊇꀱꁧꀐ。 

了，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11这
地方的人贤于帖撒罗尼迦的
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查
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
12所以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又
有希腊尊贵的妇女，男子也不
少。13但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知
道保罗又在庇哩亚传神的道，
也就往那里去，耸动搅扰众
人。14当时弟兄们便打发保罗往
海边去；西拉和提摩太仍住在
庇哩亚。15送保罗的人带他到了
雅典，既领了保罗的命，叫西
拉和提摩太速速到他这里来，
就回去了。 

 

ꀧꇊꑶꄅꐥ 保罗在雅典 
16ꀧꇊꑶꄅꄉꋀꊇꇁꉚꄮꇬ，ꇓꈓ

ꋋꂷꇬꃅꌩꁱꇓꁱꀉꄂꌐꌠꋌꊌꂿꇬ

ꆏ，ꋍꉌꂵꃨꆰꃨꊸꇁ。17ꄚꄉꋌꆹ

ꌊꉻꏑꅉꇬꄉꒀꄠꊿ、ꊿꏃꃅꌋꏭ

ꀍꃈꄚꈧꌠꌋꆀꐮꅔꀥ，ꄷꀋꁧꋍꑍ

ꋑꀋꋒꇤꍤꅉꇬꊿꈀꋒꈧꌠꌋꆀꐮꅔ

ꀥ。18ꉈꑴꑷꀘꇴꇊꌋꆀꌦꄏꑸꑍꁥ

ꌠꋧꐈꌷꇐꌧꃀꑌꋋꌋꆀꐮꅔꀥ；ꋍ

ꈨꆏ：“ꊿꇫꄏꇬꎷꋋꂷ，ꑞꉉꉏ

ꂿ？”ꄷ，ꋍꈨꆏ：“ꋋꆹꉇꉻꌦꌋ

ꄜꁊꂷꌡ”ꄷ。ꋀꑠꃅꉉꌠꆹꀧꇊꑳ

ꌠꌋꆀꀱꐥꇁꌠꇗꅉꃆꂮꄜꉺꒉꄸ。

19ꀧꇊꋀꊇꇱꏃꌊꑸꇊꀠꇴꄉ，ꇬꏭ：

“ꆏꈁꉉꌠꇗꅉꀊꏀꋋꈨ，ꉪꊇꑌꇫ

16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
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
里着急；17于是在会堂里，与犹
太人和虔敬的人，并每日在市
上所遇见的人辩论。18还有以彼
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
争论。有的说：“这胡言乱语
的，要说什么？”有的说：“他似
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这话是
因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
19他们就把他带到亚略巴古说：
“你所讲的这新道，我们也可以
知道吗？20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
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愿意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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ꅉꐚꉆꀕ？20ꆏꌤꇟꌋꌠꃅꌠꉪꈨꇁꐛ

ꅹ，ꉪꊇꌤꋋꈨꑞꄜꌠꅉꐚꏾ”

ꄷ。21（ꑶꄅꊿꌋꆀꀊꄶꇬꀀꌠꄹꃥ

ꈧꌠꌤꀉꁁꑞꑌꀋꅲꃅ，ꈨꏀꈧꌠꀉ

ꄂꌌꆏꉇꉡꇰꃅ。） 

这些事是什么意思。”21（雅典
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
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 

22ꀧꇊꑸꇊꀠꇴꈬꄔꉆꄉ，ꑠꃅ

ꉉ：“ꑶꄅꋍꏅꊈ！ꉢꉜꇬꆍꊇꌤꑞ

ꃅꄿꂿ，ꌦꌋꈧꌠꏦꃪꐯꏦꃪ。23ꉢ

ꄂꏷꐹꄮꇬ，ꆍꀍꃈꄚꅉꇬꉜ，ꆦꑝꇮ

ꊙꂷꄩ‘ꊿꇬꀋꌧꌠꌋ’ꃅꁱꇬꄀ

ꄉꌠꉢꂿ。ꉢꀋꃉꆍꇫꋒꀋꌧꃅꆍꇫ

ꀍꃈꄚꂶꌠꃆꂮꉉꆍꊇꇰ：24ꏃꃅ、

ꏃꃅꇬꐥꇐꈀꐥꌠꄻꌠꏃꃅꌋꆹꉬꉎ

ꉬꐮꌌꁈꉬꑲꆏ，ꋌꊿꇇꋉꄉꌠꑷꂿ

ꇬꀋꀀ。25ꋌꊿꇫꀨꎹꄺꑌꀋꅐ，ꇫ

ꀨꎹꑲꆏ，ꀋꇊꆏꀋꇎꌠꌡ；ꋍꊨꏦꆹ

ꀑꇬ、ꌗꑌꌠꌋꆀꐥꇐꈀꐥꌠꃅꋌ

ꄻꃰꊿꇖꀐ。26ꊿꋍꂷ（“ꊿꋍꂷ”ꀊꆨ

꒰ꀨꋍꈨꇬ“ꌦꅪꋍꑵ”ꃅꅑ）ꇬꄉꃰꊿꄙꇂ

ꃪꋇꋌꄻꋧꃅꇣꄧꐥꄉ，ꄷꀋꁧꂴꇯ

ꆐꊿꈎꆪꌋꆀꀀꅉꃅꋮꋌꏤꄉ，27ꋀ

ꊇꁳꏃꃅꌋꎹꎻ，ꑠꃅꇬꆹꉨꑣ、ꌌ

ꉪꄉꊌꇬꌬꀋꄿ，ꇯꍝꃅꉉꇬ，ꋌꉪ

ꊇꈀꄸꌋꆀꑌꀊꎴꃅꀋꇢ。28ꉪꊇꀑ

ꇬ、ꃄꄟ、ꐥꐨꑞꑌꋌꅑꎍ。ꆍꊇ

ꉙꇐꁱꌠꊿꋍꈨ：‘ꉪꊇꑌꋌꈀꒆꌠ

ꉬ’ꃅꉉꌠꌡ。29ꉪꊇꏃꃅꌋꄷꄉ

ꒆꌠꉬꑲꆏ，ꌋꊇꅉꆹꌌꊿꇮꐨꉪꐨ

ꇬꈴꄉꁱꒃꄉꌠꏂ、ꐎ、ꇓꂵꌡꃅ

ꉜꄡꀋꑟ。30ꀋꉊꂴꆽꃰꊿꁦꇰꌧꅍ

ꀋꐥꄮꇬ，ꏃꃅꌋꑠꀋꆫꑠꀋꃬ，ꄚ，

22保罗站在亚略巴古当中，
说：“众位雅典人哪！我看你们
凡事很敬畏鬼神。23我游行的时
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
一座坛，上面写着‘未识之神’。
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
在告诉你们：24创造宇宙和其中
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
不住人手所造的殿，25也不用人
手服事，好像缺少什么；自己
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
万人。26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
（“本”有古卷作“血脉”），住在全地
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
和所住的疆界，27要叫他们寻求
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
他离我们各人不远；28我们生
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
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
们也是他所生的。’29我们既是
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
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
金、银、石。30世人蒙昧无知的
时候，神并不监察，如今却吩
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31因为他
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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ꀋꃉꆏꋌꃰꊿꇬꈀꐥꌠꁳꉪꁏꄺꀱꌐ

ꎻ。31ꑞꃅꆏ，ꃅꑍꃅꉖꋌꏤꄉꀐ，ꋌ

ꊿꋌꌊꄻꄉꂶꌠꇇꄧꈴꄉꑖꉬꌌꃅꑆ

ꋌꁬꇂꃴꀞꇽ，ꄷꀋꁧ，ꋌꁳꌦꈬꇬ

ꄉꀱꐥꇁꎻꄉ，ꄻꐧꇁꃰꊿꁳꑇꉆꌠ

ꊫꌐꃅꎻ”。 

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
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作可
信的凭据。” 

32ꅇꂷꌦꈬꇬꄉꀱꐥꇁꌠꑠꉹꁌ

ꈨꈭꐨꆏ，ꊿꋋꁒꋌꐀꌠꐥ；ꉈꑴꊿ

ꇬꏭ：“ꆏꋋꂷꋍꃢꉉꉪꇯꌦꀞ！”
ꃅꉉꌠꑌꐥ。33ꄚꄉꀧꇊꎼꋀꊇꈬꄔ

ꄉꅐꁧꀐ。34ꄚ，ꊿꈍꑋꑼꆏꋍꊂꈹ

ꄉ，ꌋꑇꀐ，ꋀꈬꄔꆹꑸꇊꀠꇴꃀꈿꅉ

ꊿꄂꆀꑩꇫꐊ，ꉈꑴꌋꅪꄊꂷꆀꂒꂷ

ꑌꇫꐊ，ꉈꑴꊿꀉꁁꈨꑌꐯꇯꇬꑅ

ꀐ。 

32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
话，就有讥诮他的；又有人
说：“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
33于是保罗从他们当中出去了。
34但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
其中有亚略巴古的官丢尼修，
并一个妇人，名叫大马哩，还
有别人一同信从。 

 

ꀧꇊꇬꆀꄏꐥ 保罗在哥林多 

18 ꌤꋌꐘꈭꐨꆏ，ꀧꇊꑶꄅꄉꇁ

ꌊꇬꆀꄏꑟ。2ꀊꄶꇬꄉ， 18 这事以后，保罗离了雅
典，来到哥林多。2遇见 

ꀧꇊꇁꒀꄠꊿꑸꏲꇁꂓꑠꂷꋒ，ꋋꆹꀘ

ꄖꊾꒆꌺ，ꇱꇅꄂꃰꃅꒀꄠꊿꏭꇊꂷ

ꄡꐥꃅꐞꁧꄷꅇꁵꎼꇁꐛꅹꃅ，ꀋꑍ

ꊂꑲꆀꑮꃀꀙꏢꇁꋌꏃꌊꑴꄊꆀꄉ

ꇁ。ꀧꇊꋀꉚꆹ。3ꋀꊇꀕꅉꆹꁁꑳ

ꄻꑘꃅꌠꊿ。ꀧꇊꆹꋀꌋꆀꑘꋍꑵ

ꃅꌠꉬꐛꅹ，ꋀꈽꐥꄉꐯꇯꑘꃅ。

4ꑬꆏꄹꉇꌠꆏ，ꀧꇊꉻꏑꅉꇬꄉꅔ

ꀥ，ꒀꄠꊿꌋꆀꑝꇂꊿꏭꉙꂘꇬ

ꎷ。 

一个犹太人，名叫亚居拉，他
生在本都；因为革老丢命犹太
人都离开罗马，新近带着妻百
基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
了他们。3他们本是制造帐棚为
业。保罗因与他们同业，就和
他们同住做工。4每逢安息日，
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
人和希腊人。 

5ꑭꇁꌋꆀꄜꂿꄠꑋꂷꐕꄓꄉꇀ

ꄮꇬ，ꀧꇊꏟꈯꀕꃅꇗꅉꁊ，ꒀꄠꊿ

ꏭꑳꌠꆹꏢꄖꉬꌠꊩꀽ。6ꋀꊇꀧꇊ

5西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
的时候，保罗为道迫切，向犹
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6他们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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ꄘꑣ、ꍍꋉꄮꆏ，ꀧꇊꆹꃢꈜꇣꅉ

ꃅ：“ꆍꊇꑽꃤ（“ꑽꃤ”ꑝꇂꉙꇬꆏ“ꌦ

ꅪ”ꃅꅑ）ꆹꆍꊨꏦꀂꏽꎍ，ꉠꉈꁒꅍꀋ

ꐥ（ꑝꇂꉙꇬꆏ“ꉡꆹꁦꎴ”ꃅꅑ），ꀃꑍꇈꉈ

ꆏ，ꉢꉇꉻꊿꄷꉜꄉꁧꀐ”ꄷ。7ꄚ

ꄉ，ꀊꄶꇬꐞꄉꇁꌊꊾꂷꅍꑟ，ꊿꋋ

ꂷꆹꄝꄏ•ꒀꌦꄖꂓꇈꏃꃅꌋꏭꀍꃈ

ꄚꂷꉬ，ꋍꑳꆹꉻꏑꅉꏢꁮꇬꐛ。8ꉻ

ꏑꅉꇬꏲꂠꌠꏢꆀꌦꀯꌋꆀꋀꋋꑷꃅ

ꌋꑇꀐ，ꉈꑴꇬꆀꄏꊿꀉꑌꈨꑌꅲꈭ

ꐨꆏꑇꄉꋋꑣꊪꀐ。9ꋍꉔꈊꃀꆏ，ꌋ

ꐛꒌꇣꋲꌠꇬꄉꀧꇊꏭ：“ꏸꄡꏦ，

ꊛꄉꉉꌦꐥ，ꄡꁵꍃꃅꄡꄉ；10ꉢꆏꈽ

ꐥꑲꆏ，ꈍꃅꑌꊿꇇꐛꄉꆏꉮꌠꀋ

ꐥ，ꑞꃅꆏ，ꇓꈓꋋꂷꇬꉠꉹꁌꈍꑋꈍ

ꑋꃅꐥ”ꄷ。11ꀧꇊꀊꄶꇬꃅꐎꋍꈓ

ꌋꆀꃘꁮꆪꂷꀀ，ꋌꏃꃅꌋꇗꅉꄻꋀ

ꊇꉙꂘ。 

抗拒、毁谤，保罗就抖着衣
裳，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
己头上（“罪”原文作“血”），与我无
干（原文作“我却干净”）。从今以
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7于
是离开那里，到了一个人的家
中，这人名叫提多•犹士都，是
敬拜神的，他的家靠近会堂。
8管会堂的基利司布和全家都信
了主，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
了，就相信受洗。9夜间，主在
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
管讲，不要闭口；10有我与你同
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
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
11保罗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六个
月，将神的道教训他们。 

12ꏦꑘꑸꇠꑸꏲꂠꇛꌺꄺꄮꇬꆏ，

ꒀꄠꊿꈧꌠꉌꂵꋍꂷꑌꌊꀧꇊꆼꁏꇁ

ꄉ，ꀧꇊꋀꈻꌊꀞꇽꅉꇬꊐ，13ꋀꊇ

ꆏ：“ꊿꋋꂷꉹꁌꏭꄹꏦꇬꄡꍬꃅꏃ

ꃅꌋꏭꀍꃈꄚꄷꉉ”ꄷ。14ꀧꇊꈌꋊ

ꄉꅇꉉꂿꄷꇬꆏ，ꏦꑘꒀꄠꊿꏭ：

“ꆍꊇꒀꄠꊿꋋꈨ！ꀋꄸꄷ，ꑽꃤꃆ

ꂮꅀꌤꄷꅠꌠꉬꑲꆏ，ꉢꋰꄉꆍꊇꅇ

ꅲꄡꑟꌠꉬ。15ꄚ，ꆍꊇꌌꐮꈁꀥꌠ

ꆹ，ꀋꄸꄷ，ꅇꂷꉐꂷ、ꂓꌗꌋꆀꆍ

ꄹꏦꉬꑲꆏ，ꆍꊇꊨꏦꀞꒉ！ꉢꌤꋍꑠ

ꇔꅲꀋꏾ”ꄷ。16ꋀꊇꀞꇽꅉꄉꋌ

ꇱꈹꉈꏭꎭ。17ꉹꁌꆏꄚꄉꉻꏑꅉꇬ

12到迦流作亚该亚方伯的时
候，犹太人同心起来攻击保
罗，拉他到公堂，13说：“这个
人劝人不按着律法敬拜神。”
14保罗刚要开口，迦流就对犹太
人说：“你们这些犹太人！如果
是为冤枉或奸恶的事，我理当
耐性听你们。15但所争论的，若
是关乎言语、名目和你们的律
法，你们自己去办吧！这样的
事我不愿意审问。”16就把他们
撵出公堂。17众人便揪住管会堂
的所提尼，在堂前打他。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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ꏲꂠꌠꌙꄝꆀꋀꋇꌊꀞꇽꅉꂾꄉ

ꅥ。ꏦꑘꆹꌤꋍꑠꑋꋌꇫꉈꀋꁒ。 
事迦流都不管。 

 

ꀧꇊꀱꀊꄝꀊꑟ 保罗回到安提阿 
18ꀧꇊꉈꑴꀉꑌꑍꐥꇈ，ꃺꑌꈧ

ꌠꏭꐞꅇꄜꈭꐨꆏ，ꇉꑌꑪꆀꑸꉜꄉ

ꁧ，ꀙꏢꇁ、ꑸꏲꇁꑋꑌꋋꐊꁧ。

ꋌꅇꏤꒃꋺꒉꄸꃅꏦꇱꅿꄉꀂꏾꐑ

ꀐ。19ꇁꌊꑱꃛꌙꑞꄮꇬꆏ，ꋀꊇꀧ

ꇊꇱꇤꀊꄶꇬꐥꄉꇈꎽ，ꀧꇊꊨꏦꆏ

ꉻꏑꅉꇬꃹꄉ，ꒀꄠꊿꌋꆀꐮꅔ

ꀥ。20ꉹꁌꈧꌠꋍꏭꀉꑌꑍꐥꇈꁧ

ꄷ，ꄚ，ꋌꇫꉬꀋꅲ；21ꋌꐞꅇꄜꇈ，

ꋀꊇꏯ：“ꀋꄸꄷ，ꏃꃅꌋꉬꅲꑲ

ꆏ，ꉢꀱꉈꑴꄚꇬꇁꑴꌦ”ꄷꇈ，ꑱ

ꃛꌙꄉꇉꑌꁧꀐ。22ꇽꌒꆀꑸꑟꇈꇉ

ꇬꄉꐂꅔꇬꅞꈭꐨꆏ，ꑳꇊꌒꇌꑇꊿ

ꏓꉻꏭꋬꂻꄜꆹ，ꊁꆏꋌꎼꀊꄝꀊꒉ

（ꑝꇂꉙꇬꆏ“ꑳꇊꌒꇌ”ꄷꌠꇬꀋꐊ）。23ꋌꀊ

ꄶꇬꃅꑍꈍꑋꑍꐥꈭꐨꆏ，ꉈꑴꀊꄶ

ꇬꄉꇁꌊꂴꊁꃅꏦꇁꄠꌋꆀꃛꑗꏦꃅ

ꄷꈴꄉ，ꌶꌺꈀꐥꌠꁳꈫꈈꎻ。 

18保罗又住了多日，就辞别
了弟兄，坐船往叙利亚去。百
基拉、亚居拉和他同去。他因
为许过愿，就在坚革哩剪了头
发。19到了以弗所，保罗就把他
们留在那里，自己进了会堂，
和犹太人辩论。20众人请他多住
些日子，他却不允，21就辞别他
们，说：“神若许我，我还要回
到你们这里。”于是开船离了以
弗所。22在凯撒利亚下了船，就
上耶路撒冷去问教会安，随后
下安提阿去。23住了些日子，又
离开那里，挨次经过加拉太和
弗吕家地方，坚固众门徒。 

 

ꑸꀧꇊꑱꃛꌙꄉꇗꅉꄜ 亚波罗在以弗所讲道 
24ꒀꄠꊿꑸꀧꇊꂒꂷꇁꑱꃛꌙ

ꑟ。ꋋꆹꑸꆀꎭꄊꊾꒆꌺ，ꌧꇐꌷꇐ

（“ꌧꇐꌷꇐ”ꅀ“ꈌꉐ”ꃄꑌꍑ）ꐥꄉ，ꌃꎔ

꒰ꀨꉉꀽꉔꐯꉔ。25ꊿꋋꂷꆹꌋꇗꅉ

ꇬꄉꉙꊌꂘꊌꀐ，ꋍꉌꂵꁨꐞꄑꄉ，

ꑳꌠꃆꂮꑭꋧꃅꋌꌌꉉꀽꄉꊿꉗꊿ

ꂘ；ꄚ，ꋋꆏꒀꉴꋋꑣꏦꃤꀉꄂꅉ

ꐚ。26ꋌꉻꏑꅉꇬꄉꉌꂵꀉꒉꃅꇗꅉ

24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
罗，来到以弗所。他生在亚历
山大，是有学问的，最能讲解
圣经（“学问”或作“口才”）。25这人已
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
火热，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
训人；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洗
礼。26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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ꄜ，ꋍꑠꀙꏢꇁ、ꑸꏲꇁꑋꈨꈭꐨꆏ，

ꋌꋍꑊꇱꋩꌊꇁꇈ，ꏃꃅꌋꇗꅉꀊꅰ

ꃅꑭꋧꃅꉉꀽꋋꇰ。27ꋌꑸꇠꑸꉜꄉ

ꁧꏭꄐ，ꃺꑌꈧꌠꋍꏭꈐꊟꊋꊡ，ꄷ

ꀋꁧ，ꄯꒉꁱꄉꀊꄶꇬꌶꌺꁳꋋꋩꋋ

ꏦꎻ（ꅀ“ꃺꑌꈧꌠꄯꒉꁱꀊꄶꇬꌶꌺꈧꌠꁵꄉ，ꋀ

ꏭꋋꋩꋋꏦꄷ”ꄷꑌꄿ），ꋌꀊꄶꇬꑟꈭꐨ

ꆏ，ꀊꄶꇬꊿꑆꊋꊌꄉꌋꑇꈧꌠꆹꋌ

ꀉꑌꃅꋀꇇꀤ，28ꋌꋍꏅꂾꄉꄐꅍꀉ

ꒉꃅꐥꄉ，ꒀꄠꊿꋌꀥꈌꉛꀕ，ꌃꎔ

꒰ꀨꇬꅇꂷꋌꈻꌊꌬꄉꑳꌠꆹꏢꄖꉬ

ꌠꊩꀽ。 

基拉、亚居拉听见，就接他
来，将神的道给他讲解更加详
细。27他想要往亚该亚去，弟兄
们就勉励他，并写信请门徒接
待他（或作“弟兄们就写信劝门徒接待

他”），他到了那里，多帮助那蒙
恩信主的人，28在众人面前极有
能力驳倒犹太人，引圣经证明
耶稣是基督。 

 

ꀧꇊꑱꃛꌙꐥ 保罗在以弗所 

19 ꑸꀧꇊꇬꆀꄏꐤꄮꇬ，ꀧꇊꆏ

ꃅꄷꉎꏭꐛꂷꇬꈴꄉꇁꑱ 
19 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

候，保罗经过了上边一 
ꃛꌙꑟ；ꀊꄶꇬꄉꌶꌺꈍꑍꑹꋌꂿ。

2ꋌꋀꊇꏯ：“ꆍꊇꑇꄮꇬꌃꎔꒌꊩ

ꊪꀐ？”ꄷꅲ。ꋀꆏ：“ꀋꊪꑴꌦ，

ꌃꎔꒌꐥꌠꂯꈨꀋꋻ”ꄷ。3ꀧꇊ

ꆏ：“ꑠꉬꑲꆏ，ꆍꊇꆹꑞꋋꑣꊪꌠ

ꉬ？”ꄷꅲ。ꋀꊇꆏ：“ꒀꉴꃤꋋ

ꑣ”ꄷ。4ꀧꇊꆏꑠꃅꉉ：“ꒀꉴꈀ

ꃅꌠꆹꉪꁏꄺꀱꌠꋋꑣꉬ，ꉹꁌꏭꋍ

ꊂꇁꌠꑳꌠꂶꌠꑇꄡꑟꄷꉉ”ꄷ。

5ꋀꅇꂷꋋꇬꈨꈭꐨꆏ，ꌋꑳꌠꂓꄜꄉ

ꋋꑣꊪ。6ꀧꇊꇇꐛꋀꇭꀧꇬꄀꄮꇬ

ꆏ，ꌃꎔꒌꇁꋀꇭꀧꇬꌵꄉ，ꋀꊇꃅ

ꄷꉙꉉ，ꅉꄜꅇꑌꉉ。7ꊿꐯꇯꊰꑋ

ꑹꀑꂪꐥ。 

带地方，就来到以弗所；在那
里遇见几个门徒，2问他们说：
“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
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
见有圣灵赐下来。”3保罗说：
“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
他们说：“是约翰的洗。”4保罗
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
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
来的，就是耶稣。”5他们听见这
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6保
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
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
又说预言。7一共约有十二个
人。 

8ꀧꇊꉻꏑꅉꇬꃹꄉꉌꂵꀉꒉꃅ 8保罗进会堂，放胆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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ꇗꅉꉉ，ꋌꌘꁮꆪꐮꊂꊛꄉꏃꃅꌋꇩ

ꃆꂮꅔꀥ，ꉹꁌꉙꂘ。9ꊁꆏ，ꊿꋍꈨ

ꆏꉌꂵꇬꆸꉂꆽꁁꄉꇬꀋꑇ，ꋀꊇꉹ

ꁌꂾꄉꇗꅉꋋꏢꏭꍍꋉꄸꄀ，ꀧꇊꆏ

ꋀꄷꄉꐞꁧ，ꋌꌶꌺꈧꌠꋌꏃꌊꄫꇁ

ꇊꌷꑳꇬꄉꋍꑍꋑꀋꋒꈌꀥꉐꍣ。

10ꑠꃅꑍꈓꂷꐛꄉ，ꊿꑸꑭꑸꈁꀀꌠ，

ꒀꄠꊿꉬꄿꂿ，ꑝꇂꊿꉬꄿꂿꐯꇯꌋ

ꇗꅉꋀꈨꌐ。 

一连三个月，辩论神国的事，
劝化众人。9后来，有些人心里
刚硬不信，在众人面前毁谤这
道，保罗就离开他们，也叫门
徒与他们分离，便在推喇奴的
学房天天辩论。10这样有两年之
久，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
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听
见主的道。 

 

ꌦꏢꃬꌺꈧꌠ 士基瓦的儿子们 
11ꏃꃅꌋꀧꇊꇇꄧꈴꄉꌤꀊꅰꃅ

ꂵꌦꂵꌋꈨꃅꀐ；12ꄷꀋꁧ，ꊿꀧꇊꇭ

ꀧꇬꄉꇇꌩꁁꅀꇊꁁꄻꊿꆅꇭꀧꇬꉱ

ꄉꇬꑋ，ꊿꌒꇈ，ꄷꅠꌠꑊꋌꑠꑌꅐ

ꁧꀐ。13ꀊꋨꄮꇬ，ꑊꋌꈹꌠꒀꄠꊿ

ꈍꑍꑹꃄꇖꄹꊂꏮꄉ，ꋀꋧꁧꃅꑳꌠ

ꂓꄜꄉꊿꑊꋌꐊꌠꏭ：“ꉡꆹꀧꇊꈁ

ꁊꌠꑳꌠꂶꌠꂓꄜꄉ，ꆍꏭꁖꇁꄷ”
ꄷ。14ꌤꋍꑠꃅꈧꌠꆏ，ꒀꄠꆦꑝꌟ

ꒉꌦꏢꃬꌺꏃꑹꌠꉬ。15ꑊꋌꄷꅠꌠ

ꋀꏭ：“ꑳꌠꉢꌧ，ꀧꇊꑌꉢꅉꐚ，

ꄚ，ꆍꊇꆹꈀꄸꈨꉬ？”ꃅꅇꀱ。

16ꊿꑊꋌꐊꂶꌠꐂꇁꋀꀳꄉ，ꋀꊇꐯ

ꇯꇬꀋꄿꃅꋌꍑꇂꃴꅞ，ꋀꋌꎼꅩꀧ

ꍓꃅꂷꊂꌸꄉ，ꑳꀊꋨꂷꇬꄉꁈꁧ

ꀐ。17ꊿꑱꃛꌙꈁꀀꌠꃅ，ꒀꄠꊿꉬ

ꄿꂿ，ꑝꇂꊿꉬꄿꂿꌤꋌꐘꋀꅉꐚ

ꌐ，ꏷꑌꏸꏦꌐ；ꌋꑳꌠꂓꋌꊂꆏꀊꄶ

ꄉꐤꒉꀐ。18ꊿꑇꀐꈧꌠꆏ，ꀉꑌꃅ

ꇁꌊꌤꊨꏦꈀꃅꋺꈧꌠꉉꏚꄉꀖꅐ

ꇁ。19ꑍꃀꑍꃔꌤꌬꈧꌠꑌꀉꑌꈨꋀ

11神借保罗的手行了些非常
的奇事；12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
拿手巾或围裙放在病人身上，
病就退了，恶鬼也出去了。13那
时，有几个游行各处、念咒赶
鬼的犹太人，向那被恶鬼附的
人擅自称主耶稣的名，说：“我
奉保罗所传的耶稣，敕令你们
出来！”14做这事的，有犹太祭
司长士基瓦的七个儿子。15恶鬼
回答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
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呢？”
16恶鬼所附的人就跳在他们身
上，胜了他们，制伏他们，叫
他们赤着身子受了伤，从那房
子里逃出去了。17凡住在以弗所
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
人，都知道这事，也都惧怕；
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了。18那
已经信的，多有人来承认诉说
自己所行的事。19平素行邪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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ꄯꒉꋀꄌꌊꇁꇈ，ꋀꄻꉹꁌꂾꁧꄉꐔ

ꄀꇫꎭ。ꄯꒉꁌꋀꌗꐯꇯꎼꇁꇬꎆꃀ

ꉬꃪꀕꁌꐛ。20ꌋꇗꅉꆹꀉꒉꐯꀉꒉ

ꃅꌄꆣ，ꄷꀋꁧꊋꐛ，ꇯꍝꃅꑠꃅꐙꌠ

ꉬ。 

的，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堆
积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算计
书价，便知道共合五万块钱。 
20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
就是这样。 

 

ꑱꃛꌙꃅꄷꌽꂰ 以弗所的骚乱 
21ꌤꋋꈨꃅꌐꈭꐨꆏ，ꀧꇊꉪꄉ

ꏤꄉꂷꐕꄓꈴ、ꑸꇠꑸꈴꇈꑳꇊꌒ

ꇌꉜꄉꁧꀐ，ꋌꉈꑴ：“ꉢꀊꄶꑟꈭ

ꐨꆏ，ꀋꎪꃅꇊꂷꊼꇅꉜꁧ”ꄷ。

22ꄚꄉꊿꋋꇇꀤꈧꌠꈬꇬꄜꂿꄠꌋꆀ

ꑱꇁꄖꑋꋌꇤꅷꂷꐕꄓꉜꄉꁧꎻ，ꀊ

ꋨꇅꇬꋍꊨꏦꆏꑸꑭꑸꄉꇁꉚ。 

21这些事完了，保罗心里定
意，经过了马其顿、亚该亚，
就往耶路撒冷去。又说：“我到
了那里以后，也必须往罗马去
看看。”22于是从帮助他的人
中，打发提摩太、以拉都二人
往马其顿去，自己暂时等在亚
细亚。 

23ꀊꋨꄮꇬ，ꇗꅉꋋꏢꒉꄸꃅꌽꂰ

ꌠꀁꑌꃅꀋꐥ。24ꐍꋩꇎꇷꄃꂰꄂꂓ

ꑠꂷ，ꋋꆹꌦꀋꃋꌋꀋꃋꑸꄃꂰꐎꁱ

ꌺꑋꅉꄻꄉ，ꇇꄻꋽꇐꃅꊿꈧꌠꃼꇇ

ꋌꎼꊌꐯꊌꀐ。25ꋌꋀꊇꌋꆀꐍꋩꇮ

ꃅꊿꈧꌠꋌꏓꌊꋍꈜꄉ，ꋀꏭ：“ꁦ

ꋠꊈꀋ！ꉪꊇꆹꃼꇇꋌꑵꉘꇉꄉꎆꊌ

ꋚꊊꌠꆍꅉꐚ。26ꀧꇊꋋꂷꑱꃛꌙꄉ

ꀉꄂꀋꉬꃅ，ꑸꑭꑸꑭꊂꄉꑌ：“ꊿ

ꇇꈀꄻꌠꆹꌋꀋꉬ”ꄷꉉꄉ，ꊿꀉꑌ

ꈨꋌꊏꅰꌌꁧꀐ，ꑠꆹꆍꊇꑓꂿꅺꈨ

ꀐꌠꉬ。27ꑠꃅꇬꆹ，ꉪꊇꃼꇇꋌꑵ

ꊿꇬꉚꄸꌠꀉꄂꀋꉬꃅ，ꀉꒉꌠꌦꀋ

ꃋꌋꀋꃋꑸꄃꂰꁱꑳꑌꊿꉜꇬꌗꅍꀋ

ꐥꀐ，ꑸꑭꑸꑭꊂꌋꆀꃅꑆꋌꁬꇂꃴ

ꃅꇬꏭꀍꃈꄚꌠꌦꀋꃋꌋꀋꃋꏦꒉꋦ

ꌠꀑꑊꇯꈔꑍꂯꄉꀐ”ꄷ。 

23那时，因为这道起的扰乱
不小。24有一个银匠，名叫底米
丢，是制造亚底米神银龛的，
他使这样手艺人生意发达。25他
聚集他们和同行的工人，说：
“众位，你们知道我们是倚靠这
生意发财。26这保罗不但在以弗
所，也几乎在亚细亚全地，引
诱迷惑许多人，说：‘人手所做
的，不是神。’这是你们所看
见、所听见的。27这样，不独我
们这事业被人藐视，就是大女
神亚底米的庙也要被人轻忽，
连亚细亚全地和普天下所敬拜
的大女神之威荣也要消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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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ꋍꅇꂷꋋꈨꉹꁌꈨꈭꐨꆏ，ꇬ

ꇉꃵꐔꉆꐔꈾꌦꄉꏽ，ꋀꏅꄉ：“ꑱ

ꃛꌙꊿꑸꄃꂰꆹꇰꀋꃀꌠ”ꄷ。29ꇓ

ꈓꋋꂷꃅꌽꂰꇁꌐꄉ，ꉹꁌꆹꀧꇊꌋ

ꆀꐮꐊꐺꌠꂷꐕꄓꊿꇠꑿꌋꆀꑸꆀ

ꄉꇴꑋꋀꒃꄉ，ꐯꇯꅸꇁꒊꅍꈩꅍꀖ

ꅉꈚꌠꇬꊐ。30ꀧꇊꆹꁨꉹꁌꈧꌠꄷ

ꃹꆸꏢꉨ，ꄚ，ꋌꇫꆹꌠꌶꌺꈧꌠꇫꉬ

ꀋꅲ。31ꉈꑴꀧꇊꐋꀨꑸꑭꑸꌟꒉꈨ

ꑌꊿꋀꇤꅷꋍꊂꇁꄉ，ꋍꏭꈔꀋꑴꃅ

ꒊꅍꈩꅍꀖꅉꈚꌠꇬꄡꆹꄷ。32ꊿꏓ

ꀊꄶꐺꈧꌠꌼꇑꀠꇁꃅ，ꋌꑵꏄꈨ

ꐥ，ꀊꋩꑵꏄꈨꐥ，ꊋꒉꌠꆏꑞꃅꑠꃅ

ꐯꏑꌠꋀꋋꅉꀋꐚ。33ꑸꆀꎭꄊꂶꌠ

ꊾꈬꇬꄉꊿꈻꎼꇁ，ꒀꄠꊿꆹꑸꆀꎭ

ꄊꋀꄹꅷꂴꉜꄉꁧ，ꑸꆀꎭꄊꆏꉹꁌ

ꏭꇇꉈꄉ，ꊨꏦꑖꉬꄜꉹꁌꇯꏢꉨ；

34ꋋꆹꒀꄠꊾꂷꉬꌠꋀꌧꅐꇁꄉ，ꋍꏅ

ꃅꋓꄉ：“ꑱꃛꌙꊿꑸꄃꂰꆹꇰꀋꃀ

ꌠ！”ꃅꊛꄉꄮꈉꑍꂷꀊꇈꏅ。35ꇓ

ꈓꀊꋨꂷꇬꇛꌺꂶꌠꉹꁌꋌꅰꌕꈈꀕ

ꃅꄉꇈ，ꉹꁌꏭꑠꃅꉉ：“ꑱꃛꌙꊿ

ꀋ！ꑱꃛꌙꇓꈓꆹꇰꀋꃀꌠꑸꄃꂰꁱ

ꑳꌋꆀꍐꌦꄷꄉꊰꇁꌠꁱꂶꌠꐏꁇꌠ

ꈀꄸꂷꋋꅉꀋꐚ？36ꌤꋍꑠꆹꈀꄸꑌꇫ

ꄙꇫꑣꀋꄐꌠ，ꑠꅹ，ꆍꊇꄡꏟꄡꏈꃅ

ꄉ，ꀋꉪꀋꏣꌠꌤꑠꄡꃅ。37ꊿꆍꈻ

ꌊꇁꋋꈨ，ꋀꊇꆹꁱꑳꇬꎊꈬꑌꀋꈐ，

ꉪꌦꀋꃋꌋꀋꃋꏭꑌꍍꀋꋉꄸꀋꄀ，

38ꀋꄸꄷ，ꄃꂰꄂꌋꆀꋍꌤꃅꐋꀨꈧ

ꌠꋀꊂꅇꎹꅍꐥꑲꆏ，ꅇꎹꃅꑍꐥꑴ

28众人听见，就怒气填胸，
喊着说：“大哉！以弗所人的亚
底米啊。”29满城都轰动起来。
众人拿住与保罗同行的马其顿
人该犹和亚里达古，齐心拥进
戏园里去。30保罗想要进去，到
百姓那里，门徒却不许他去。
31还有亚细亚几位首领，是保罗
的朋友，打发人来劝他，不要
冒险到戏园里去。32聚集的人纷
纷乱乱，有喊叫这个的，有喊
叫那个的，大半不知道是为什
么聚集。33有人把亚历山大从众
人中带出来，犹太人推他往
前，亚历山大就摆手，要向百
姓分诉；34只因他们认出他是犹
太人，就大家同声喊着说：“大
哉！以弗所人的亚底米啊。”如
此约有两小时。35那城里的书记
安抚了众人，就说：“以弗所人
哪！谁不知道以弗所人的城，
是看守大亚底米的庙，和从宙
斯那里落下来的像呢？36这事既
是驳不倒的，你们就当安静，
不可造次。37你们把这些人带
来，他们并没有偷窃庙中之
物，也没有谤讟我们的女神，
38若是底米丢和他同行的人有控
告人的事，自有放告的日子（或

作“自有公堂”），也有方伯可以彼此
对告。39你们若问别的事，就可



ꁆꄻꊩꌺꃅꐨ  20 433 使徒行传  20 

 

 

ꌦ，ꏲꂠꇛꌺꄷꑌꋀꊇꐮꅇꎹꉆꑴ

ꌦ。39ꀋꄸꄷ，ꆍꌤꀉꁁꃆꂮꉉꏾꑲ

ꆏ，ꏦꃤꈴꄉꃀꈿꄉꍆꇽꉆ。40ꀃꑍ

ꌽꂰꌠꆹ，ꁢꊧꀋꐥꌠ，ꉪꊇꆹꈍꃅꑌ

ꋀꌌꍤꅲꇁꌠꉬ，ꉉꅷꑠꃅꐯꏑꌌꌽ

ꂰꐺꌠꇬꑟꇬꆏ，ꁢꊧꀋꐥꄉ，ꉪꊇꑌ

ꉉꅍꎷꀋꊌꌠꉬ”ꄷ。41ꋌꑠꃅꉉꈭ

ꐨꆏ，ꉹꁌꁳꂱꑱꅉꁧꎻ。 

以照常例聚集断定。40今日的扰
乱，本是无缘无故，我们难免
被查问，论到这样聚众，我们
也说不出所以然来。”41说了这
话，便叫众人散去。 

 

ꀧꇊꂷꐕꄓꌋꆀꑝꇂꅲꇫꁧ 保罗访问马其顿和希腊 

20 ꌽꂰꌠꆏꈭꐨꆏ，ꀧꇊꆹꌶꌺ

ꈧꌠꋌꇴꌊꇁ，ꋀꈐꊟꊋꊡ， 20 乱定之后，保罗请门徒
来，劝勉他们，就辞别 

ꐞꅇꄜꇈꋌꎼꂷꐕꄓꉜꄉꁧꀐ。2ꃅ

ꄷꀊꋩꈚꇬꏮꈴꇈꅇꂷꈍꑋꌌꌶꌺꇬ

ꈐꊟꊋꊡꈭꐨꆏ，ꇁꑝꇂꑟ。3ꀊꄶꇬ

ꃅꐎꌘꁮꆪꂷꀀꇈ，ꇉꑌꑪꆀꑸꉜꄉ

ꁧꂯꄮꇬꆏ，ꒀꄠꊿꋌꉮꂿꄷꏂꇫꐺ

ꄉ，ꋌꉪꄉꏤꄉꂷꐕꄓꄉꀱꁧꏭꄐ。

4ꊿꋌꈽꄉꑸꑭꑸꁧꌠꆹꀺꆀꑸꊿꀙ

ꇊꌦꌺꌙꀠꄯ、ꄟꌒꇊꆀꏦꊿꑸꆀ

ꄉꇴꌋꆀꑟꇬꄖ，ꉈꑴꄯꀻꊿꇠꑿ、

ꄜꂿꄠ，ꀉꁁꆏꑸꑭꑸꊿꄫꏸꇴꌋꆀ

ꄯꇊꃏꃀꃅꋋꈨꐥ。5ꊿꋋꈨꂴꁧ

ꄉ，ꄯꇊꑸꄉꉪꊇꇁꉚ。6ꎬꃚꃔꋌ

ꀋꇱꎺꄅꄹꉇꈭꐨꆏ，ꉪꊇꆏꃏꆀꀘ

ꄉꃅꐎꉬꑍꇉꑌꇈ，ꇁꄯꇊꑸꑟꄉ，

ꋀꊇꌋꆀꐯꏑ，ꀊꄶꇬꃅꐎꏃꑍꐥ。 

起行，往马其顿去。2走遍了那
一带地方，用许多话劝勉门徒
（或作“众人”），然后来到希腊。
3在那里住了三个月，将要坐船
往叙利亚去，犹太人设计要害
他，他就定意从马其顿回去。
4同他到亚细亚去的，有庇哩亚
人毕罗斯的儿子所巴特，帖撒
罗尼迦人亚里达古和西公都，
还有特庇人该犹，并提摩太，
又有亚细亚人推基古和特罗非
摩。5这些人先走，在特罗亚等
候我们。6过了除酵的日子，我
们从腓立比开船，五天到了特
罗亚，和他们相会，在那里住
了七天。 

 

ꀧꇊꄽꂫꃢꌠꄯꇊꑸꅲꇬ 保罗最后一次访问特罗亚 
7ꏃꑍꉘꃀꄹꉇ，ꉪꊇꐯꏑꄉꎬꁱ

ꏼꄮꇬ，ꀧꇊꆹꊁꄹꉇꆏꐞꁧꀐꐛꅹ，

7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
掰饼的时候，保罗因为要次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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ꋀꊇꌋꆀꐮꌧꈿꅷꌋꐓꌊꁁꄮꇬ

ꑟ。8ꉪꊇꐯꏑꅉꆸꄜꑳꁨꌠꇬꂷꇭ

ꈍꑋꄻꇬꄔꄉ。9ꄿꏀꒀꄫꇴꂓꑠꂷ

ꌍꑓꇬꑌꄉꅲꇈ，ꀀꐜꄉꀀꑌꇴꀐ，

ꀧꇊꀊꉗꏢꉉꄉꄿꏀꂶꌠꀀꑌꃹꈭꐨ

ꆏ，ꑳꌕꊐꀕꌠꇬꄉꊰꀏꏯꅞ，ꋌꊿ

ꄖꎼꇁꇬꆏ，ꌦꀐ。10ꀧꇊꀏꒉꇈ，ꇁ

ꄿꏀꂶꌠꇭꀧꇬꊫꄉ，ꄿꏀꂶꌠꋌꄌ

ꄉꑠꃅꉉ：“ꆍꊇꇨꄡꊸꃅꄉ，ꋍꒌ

ꆠꐥꑴꌦ”ꄷ。11ꀧꇊꀱꉈꑴꆸꄜꄉ

ꎬꁱꏼꋠꇈꀊꉗꏢꉉ，ꉉꅷꃅꄜꄮꇬ

ꑟꈬꐨꑲꆀꁧ。12ꄿꏀꂶꌠꄓꇁꄉꀉ

ꄻꀕꃅꊿꏃꇁ，ꉌꌒꄀꅍꀁꑌꃅꀋ

ꊌ。 

起行，就与他们讲论，直讲到
半夜。8我们聚会的那座楼上，
有好些灯烛。9有一个少年人，
名叫犹推古，坐在窗台上，困
倦沉睡。保罗讲了多时，少年
人睡熟了，就从三层楼上掉下
去；扶起他来，已经死了。10保
罗下去，伏在他身上，抱着
他，说：“你们不要发慌，他的
灵魂还在身上。”11保罗又上
去，掰饼，吃了，谈论许久，
直到天亮，这才走了。12有人把
那童子活活地领来，得的安慰
不小。 

 

ꄯꇊꑸꄉꂰꆀꄖꑟ 从特罗亚到米利都 
13ꉪꊇꆹꂴꇯꆐꐂꇉꑌꄉꇉꏀꌊ

ꑸꌚꏭꉜꄉꁧ，ꉪꊇꉪꐪꃅꇬꆹꀊꄶ

ꄉꀧꇊꋩꆹꂿꄷꌠ；ꑞꃅꆏ，ꋋꆹꑠꃅ

ꄐꏤꄉ，ꋌꊨꏦꈛꎼꁦꏢꉨ。14ꋌꑸ

ꌚꄉꉪꊇꌋꆀꐯꏑꄉ，ꉪꋩꌊꇉꇬꑌ

ꂰꄜꆹꆀꑟ。15ꀊꄶꇬꄉꇉꏀꌊꁧ，

ꊁꄹꉇꏸꀊꅶꁉꑟ，ꋌꊂꄹꉇꆏꌒꃀ

ꎿꋮꑟ，ꉇꑴꊁꄹꉇꆏꇁꂰꆀꄖꑟ；

16ꑞꃅꆏ，ꀧꇊꂴꇯꆐꉪꄉꏤꄉꑱꃛ

ꌙꏢꁮꈴꁧꏭꄐ，ꋌꑸꑭꑸꄉꀕꇤꂵ

ꏦꄉ，ꇨꆰꇨꊸꃅꁨꏭꉜꄉꁧ，ꋋꆹ

ꑳꇊꌒꇌꄉꉬꊰꎺꄅꋩꑍꋨꏦꄎꑟ

ꉂ。 

13我们先上船开往亚朔去，
意思要在那里接保罗；因为他
是这样安排的，他自己打算要
步行。14他既在亚朔与我们相
会，我们就接他上船。来到米
推利尼。15从那里开船，次日到
了基阿的对面；又次日，在撒
摩靠岸；又次日，来到米利
都；16乃因保罗早已定意越过以
弗所，免得在亚细亚耽延，他
急忙前走，巴不得赶五旬节能
到耶路撒冷。 

 

ꀧꇊꑱꃛꌙꄉꐞꁧ 保罗与以弗所长老告别 
17ꀧꇊꂰꆀꄖꄉꊿꋌꁆꌌꑱꃛꌙ 17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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ꄉꑇꊿꏓꉻꇬꅡꈭꌟꒉꈧꌠꇴꌊꇁ

ꎻ。18ꋀꊇꇁꈭꐨꆏ，ꀧꇊꋀꏭꑠꃅ

ꉉ：“ꉢꑸꑭꑸꑟꇁꀊꋨꄹꉇꅑꅸꇁ

ꌠ，ꆍꈬꄔꇬꉢꊿꈍꃅꐙꂷꉬꌠꆍꅉ

ꐚ。19ꉢꅉꀕꃅꌋꀨꎹ，ꑞꌤꉬꄿꂿ

ꆺꀋꒉ，ꑗꁴꑌꅐꅗ，ꒀꄠꊿꏂꇐꇫ

ꇐꒉꄸꃅꎖꉺꊝꅗ。20ꉈꑴꆍꅉꐚꌠ

ꆏ，ꌤꆍꈲꏣꈀꐥꌠ，ꉢꌌꆍꂾꂁꄉ

ꀋꉉꌠꀋꐥ，ꉹꁌꂾꉬꄿꂿ，ꆍꑳꇬꉬ

ꄿꂿ，ꉢꆍꏭꉙꂘꇬꎷ；21ꉈꑴꒀꄠꊿ

ꌋꆀꑝꇂꊿꏭꉪꁏꄺꀱꄉꀱꏃꃅꌋ

ꐊꇁ，ꉪꌋꑳꌠꏢꄖꑇꄡꑟꄷꊩꀽ。

22ꀋꃅꉢꑳꇊꌒꇌꉜꄉꁧ，ꉢꉈꃚꑓꄜ

（ꑝꇂꉙꇬꆏ“ꉢꌃꎔꒌꇱꐒꈄꄉ”ꃅꅑ），ꀊꄶ

ꇬꄉꌤꑞꉡꊝꇁꂯꌠꉢꋋꅉꀋꐚ；

23ꄚ，ꌃꎔꒌꆹꇓꈓꉢꈀꐥꋺꈧꌠꇬ

ꄉ，ꐒꈄꌠꌋꆀꎬꅧꅍꑠꉡꇁꉚꃅꉠ

ꏯꄐꌐꌠꉢꅉꐚ。24ꉢꉠꊨꏦꀑꇬꀋ

ꑴ，ꌌꁌꇐꈤꃅꑌꀋꉜ，ꉡꆹꉠꈜꉢꈴ

ꌐ，ꌋꑳꌠꄷꄉꉢꊪꄉꌠꌅꅍꃅꑘꈧ

ꌠꃅꌐꄉ，ꏃꃅꌋꑆꊋꌒꅇꎁꃅꊩꀽ

ꑲꆏꍑꀐ。 

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18他
们来了，保罗就说：“你们知
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
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
何，19服事主，凡事谦卑，眼中
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
历试炼。20你们也知道，凡与你
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
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各
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21又对
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当向神悔
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22现在
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原

文作“心被捆绑”），不知道在那里要
遇见什么事；23但知道圣灵在各
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
难等待我。24我却不以性命为
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
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
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
音。 

25ꉢꆍꌋꆀꐯꈽꐤꄮꇬ，ꅉꀕꃅ

ꏃꃅꌋꇩꇗꅉꄜꆍꊇꇰ，ꉠꑊꑍꆹꆍ

ꊇꋌꊂꇫꂿꀋꄐꀐꌠꀋꃉꉢꌧꀐ。

26ꑠꅹ，ꀃꑍꉢꆍꏭꊩꀽ，ꆍꈬꄔꇬꈀ

ꄸꂷꌦꑲꑌ，ꑽꃤꉠꀂꏽꀋꎍ（ꑝꇂꉙꇬ

ꆏ“ꉹꁌꏭꆹꉠꌦꅪꁦꎴꌠ”ꃅꅑ）。27ꑞꃅ

ꆏ，ꏃꃅꌋꉪꐨꉢꌌꆍꂾꂁꄉꉉꆍꀋ

ꇰꌠꀋꐥ。28ꌃꎔꒌꆍꁳꋋꊈꇬꆫꃬ

ꊿꄻꎻ，ꆍꊇꆹꊨꏦꌋꆀꋌꁥꎁꃅꋓ

25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
传讲神国的道；如今我晓得，
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
了。26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
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
在我身上（原文作“我于众人的血是洁

净的”）。27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
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28圣
灵立你们作全群的监督，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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ꉪꁨꄉꄡꑟ，ꆍꊇꀋꎪꃅꑇꊿꏓꉻꏃ

ꃅꌋꊨꏦꌦꅪꌌꃼꌊꇁ（ꅀ“ꀑꇬꋊꄉꈭ

ꋏ”ꃄꑌꍑ）ꋋꂷꆫꉘꑲꆀꍑ。29ꉡꆹꉢ

ꁧꈭꐨꆏ，ꀋꎪꃅꌇꄧꌠꍀꉘꆿꅪꆍ

ꈬꇬꃹꇁꄉ，ꑿꊇꌠꀋꇝꌠꉢꅉꐚ。

30ꆍꊇꈬꄔꑌꀋꎪꃅꊿꋍꈨꄓꌊꑽꈜ

ꍬꅇꉉ，ꌶꌺꆹꋀꊏꅰꌊꋀꊨꏦꊂꈹ

ꁧ。31ꑠꅹ，ꀀꐚꑓꄧꃅꄉ，ꉢꆍꈽꐥ

ꋋꌕꈎꉢꆍꏭꅇꈪꊐꋺ，ꉢꑍꇁꌋꀋ

ꐥꃅꑓꁴꅐꄉꆍꉗꆍꂘꌠꎺꄉ。32ꀋ

ꃉꆍꊇꉢꇱꏮꏃꃅꌋꀕꆀꋍꑆꊋꇗꅉ

ꏡꌠꁵ，ꇗꅉꋋꏢꆹꆍꊇꄕꄻꄎ，ꆍꊇ

ꁳꌃꇁꎔꐛꌠꊿꈀꐥꌠꌋꆀꐯꇯꍸꇐ

ꊪꊊꎽ。33ꉢꐥꅷꇁꇬꌞꊿ꒰、

ꐎ、ꃢꈚꑠꉪꀋꋻ。34ꉢꅉꀕꃅꉠꇇ

ꋋꑍꁆꌌꉢꌋꆀꊿꉡꐊꈧꌠꈉꄻꐨꎹ

ꌠꆍꊇꊨꏦꅉꐚ。35ꉢꌤꑞꑵꉬꄿ

ꂿ，ꆍꌶꀠꄻꄉ，ꆍꁳꑠꃅꎬꅧꄉꃅ，

ꊿꊋꁧꌠꇇꀤꄡꑟꌠꅉꐚꎻ，ꉈꑴꌋ

ꑳꌠꈁꉉꌠ：‘ꁵꌠꆹꊌꌠꏭꀋꋌꃅ

ꌒꃤꐥ’ꄷꇫꌠꎺꄉꄡꑟ”ꄷ。 

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
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
自己血所买来的（或作“救赎的”）。
29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
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
群。30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
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
徒跟从他们。31所以你们应当警
醒，记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
住地流泪，劝戒你们各人。32如
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
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
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33我
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
服。34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
人的需用，这是你们自己知道
的。35我凡事给你们作榜样，叫
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
助软弱的人，又当记念主耶稣
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 

36ꀧꇊꅇꂷꋋꈨꉉꌐꈭꐨꆏ，ꁡ

ꊭꃄꇴꄂꃅꉹꁌꈿꄉꈼꂟ。37ꉹꁌꈧ

ꌠꐒꉩꏽ，ꋀꊇꀧꇊꇵꆹꆼꃬꄉꇬ

ꁬ。38ꋀꊇꋌꎼꀊꅰꐯꀊꅰꃅꉌꐒꌠ

ꆏ，ꋌꈁꉉꌠ：“ꀃꑍꇈꉈꆏꉠꑊꑍ

ꆍꋌꊊꂿꀋꄐꀐ”ꄷꅇꂷꀉꋩꇬ，ꄚ

ꄉꋌꋀꎭꇉꑍꎼꁧꀐ。 

36保罗说完了这话，就跪下
同众人祷告。37众人痛哭，抱着
保罗的颈项，和他亲脸。38叫他
们最伤心的，就是他说：“以后
不能再见我的面”那句话，于是
送他上船去了。 

 

ꀧꇊꑳꇊꌒꇌꁧ 保罗去耶路撒冷 

21 ꉪꊇꉹꁌꄷꄉꐞꁧꈭꐨꆏ，ꇉ

ꏀꌊꈛꎂꃅꇬꌧꑟ。ꊁꄹꉇ 
21 我们离别了众人，就开

船一直行到哥士。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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ꆏꇊꄂꑟ，ꀊꄶꇬꄉꇁꁁꄊꇁꑟ。2ꇉ

ꃏꆀꏸꏭꉜꄉꁧꑠꇷꉪꋒꇈ，ꉪꎼꇉ

ꋋꇷꇬꑌꁧ。3ꌏꁍꇊꌦꎿꅔꊌꂿꉆ

ꄮꇬꆏ，ꉪꎼꒈꂪꁁꏯꈴꑪꆀꑸꏭꉜ

ꄉꁧ，ꇉꇶꌠꄫꇊꄉꎊꈬꇔꐛꅹ，ꉪ

ꀊꄶꄉꐂꅔꇬꅞ。4ꌶꌺꈧꌠꉪꎹꊊ

ꈭꐨꆏ，ꉪꀊꄶꇬꃅꐎꏃꑍꂷꐥ，ꋀꊇ

ꌃꎔꒌꇱꌵꉌꐡꄉ，ꀧꇊꏭ：“ꑳꇊ

ꌒꇌꄡꁧ”ꄷ。5ꈍꑍꀕꐛꈭꐨꆏ，

ꉪꊇꑭꄑꄉꁨꏭꉜꄉꁧ，ꋀꊇꋍꏅꃅ

ꀋꃀꀉꑳꌋꆀꐯꇯꉪꊇꋀꏃꇓꉈꎭ，

ꉪꊇꐯꇯꁡꊭꃄꇴꄂꄉꎿꋮꄉꈼꂟ，

6ꐮꏯꐞꅇꄜꈭꐨꆏ，ꉪꊇꐂꇉꇬꑌ

ꇁ，ꋀꊇꆹꀱꀁꇬꁧꀐ。 

天到了罗底，从那里到帕大
喇，2遇见一只船要往腓尼基
去，就上船起行。3望见塞浦路
斯，就从南边行过，往叙利亚
去，我们就在推罗上岸，因为
船要在那里卸货。4找着了门
徒，就在那里住了七天。他们
被圣灵感动，对保罗说：“不要
上耶路撒冷去。”5过了这几天，
我们就起身前行。他们众人同
妻子儿女送我们到城外，我们
都跪在岸上祷告，6彼此辞别。
我们上了船，他们就回家去
了。 

7ꉪꊇꄫꇊꄉꒉꇬꈳꅐꇈꇁꄏꆀꂴ

ꑟ，ꀊꄶꇬꃺꑌꈧꌠꏭꅇꄜꄉ，ꋀꊇ

ꌋꆀꐯꈽꋍꑍꐥ。8ꊁꄹꉇꆏ，ꀊꄶꇬ

ꐞꇈꇁꇽꌒꆀꑸꑟꄉ，ꉪꊇꇁꌒꅇꁊ

ꌠꃏꆀꏤꅍꃹꄉꀊꄶꀀ；ꋋꆹꏲꌋꃅ

ꊿꀊꋨꏃꑹꈬꄔꇬꋍꂷꉬ。9ꋌꀋꃋ

ꇖꑻꁨ，ꐯꇯꑮꆜꌺꉬꑴꌦ，ꐯꇯꅉ

ꄜꅇꉉꌠꉬ。10ꉪꊇꀊꄶꇬꁦꎆꈍꑍ

ꀕꐥꇈ，ꅉꄜꊿꑸꏦꁬꂓꑲꆀꒀꄠꄉ

ꇁꑠꂷ，1lꇁꌊꉪꄷꄉ，ꀧꇊꐧꃬꋌꇱ

ꌌꋍꊨꏦꑭꇇꋌꐒꄉꇈ，ꑠꃅꉉ：

“ꌃꎔꒌꄹꇬ：‘ꒀꄠꊿꑳꇊꌒꇌ

ꄉꐧꃬꌌꁈꂶꌠꑠꃅꋀꇱꐒꄉ，ꋀꏮ

ꉇꉻꊿꇇꈐꊐ’ꄷ”ꄷ。12ꉪꊇꌋ

ꆀꊿꀊꄶꇬꀀꈧꌠꅇꂷꋋꇬꈨꈭꐨ

ꆏ，ꐯꇯꇤꄉꀧꇊꏭꑳꇊꌒꇌꄡꆹꄷ

ꇬ。13ꀧꇊꆏ：“ꆍꊇꑞꃅꑠꃅꐒꉩ

7我们从推罗行尽了水路，
来到多利买，就问那里的弟兄
安，和他们同住了一天。8第二
天，我们离开那里，来到凯撒
利亚，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利家
里，和他同住；他是那七个执
事里的一个。9他有四个女儿，
都是处女，是说预言的。10我们
在那里多住了几天。有一个先
知，名叫亚迦布，从犹太下
来，11到了我们这里，就拿保罗
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说：
“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
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
他交在外邦人手里。”12我们和
那本地的人听见这话，都苦劝
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13保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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ꄉꉢꁳꉌꃀꌃꇗꏿꎻꌠꉬ？ꉢꌋꑳꌠ

ꂓꒉꄸꃅꄉꊿꌌꐒꈄꄷꀋꁧ，ꑳꇊꌒ

ꇌꄉꌦꇬꑋ，ꉢꉬꅲꌠꉬ”ꄷ。14ꀧ

ꇊꉪꅇꀋꅲꈭꐨꆏ，ꉪꊇꁦꎆꀋꉉꃅ

ꋍꏭ：“ꌋꉪꐪꃅꐛꅊꇈ”ꄷꀉꄂ

ꉉ。 

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
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
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
撒冷也是愿意的。”14保罗既不
听劝，我们便住了口，只说：
“愿主的旨意成就。”便了。 

15ꈍꑋꑍꐛꈭꐨꆏ，ꉪꃣꁧꉪꄻꎭ

ꃅꌊꑳꇊꌒꇌꁧ。16ꇽꌒꆀꑸꌶꌺꈍ

ꑍꑹꑌꉪꐊꁧ，ꉪꊇꋀꇱꏃꌊꌶꌺꈎ

ꄜꀉꆹ（“ꈎꄜꀉꆹ”ꅀ“ꀊꉗꏢꌶꌺꄻ”ꃄꑌ

ꍑ）ꑠꂷꄷꑟꄉꋀꏤꅍꀀ，ꌶꌺꋋꂷꆏ

ꇂꌜꂓ，ꋋꆹꌏꁍꇊꌦꊿ。 

15过了几日，我们收拾行李
上耶路撒冷去。16有凯撒利亚的
几个门徒和我们同去，带我们
到一个久为（“久为”或作“老”）门徒
的家里，叫我们与他同住；他
名叫拿孙，是塞浦路斯人。 

 

ꀧꇊꑸꇱꅲꇫꆹ 保罗访问雅各 
17ꑳꇊꌒꇌꑟꈭꐨꆏ，ꃺꑌꈧꌠ

ꉌꇿꑓꇿꃅꉪꊇꋨꏦ。18ꊁꄹꉇꆏ，

ꀧꇊꌋꆀꉪꐯꇯꑸꇱꂿꆹ，ꅡꈭꌟꒉ

ꈧꌠꑌꀊꄶꇬꐥꌐ。19ꀧꇊꋀꏭꅇꄜ

ꇈ，ꏃꃅꌋꋌꁳꌋꇗꅉꄜꉺꎻꌠ、ꉇ

ꉻꊿꈬꄔꄉꈀꃅꈁꑽꌠꌤꋍꑵꋍꑵꃅ

ꋌꉉꋀꊇꇰ。20ꋀꊇꌤꋋꈨꀕꈭꐨ

ꆏ，ꀑꒉꑊꒉꏮꏃꃅꌋꄀꄉ，ꀧꇊꏭꑠ

ꃅꉉ：“ꃺꑌꀋ！ꒀꄠꊿꄙꀕꃪꀕꃅ

ꑇꊿꐛꌠꆏꊌꂿꀐ，ꄷꀋꁧꋀꊇꐯꇯ

ꄹꏦꒉꄸꃅꄸꈐꁨꐞꄑ。21ꋀꊇꆹꆏ

ꒀꄠꊿꉇꉻꃅꄷꀀꈧꌠꏭꃀꑭꄹꏦꇬ

ꄡꍬꃅꉙꂘꌠꋀꈨꀐ。ꆏꒀꄠꊿꀊ

ꋨꈨꏭꋀꀉꑳꇭꀧꇬꌐꍓꏦꃤꄡꃅ，

ꒀꄠꃷꋪꏦꃤꇬꄡꍬꃅꉙꂘꌠꑌꋀꈨ

ꀐ。22ꉹꁌꆹꆏꄚꇁꀐꌠꀋꎪꃅꋀꊌ

ꈨꀐ，ꈍꃅꂰ？23ꆏꉪꊇꉉꅇꇬꈴꄉꃅ

ꀞ！ꉪꄚꇬꊿꏃꃅꌋꏭꅇꏤꒃꄉꀐꑠ

17到了耶路撒冷，弟兄们欢
欢喜喜地接待我们。18第二天，
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长老们
也都在那里。19保罗问了他们
安，便将神用他传教，在外邦
人中间所行之事一一地述说
了。20他们听见，就归荣耀与
神，对保罗说：“兄台，你看犹
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
都为律法热心。21他们听见人
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
人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
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条
规。22众人必听见你来了，这可
怎么办呢？23你就照着我们的话
行吧！我们这里有四个人，都
有愿在身。24你带他们去，与他
们一同行洁净的礼，替他们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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ꇖꑻꐥ。24ꆏꋀꏁꁧ，ꋀꈽꄉꁦꎴꅐ

ꏦꃤꃅ，ꋀꃸꅐꅍꆹꆏꀵꄉ，ꋀꁳꀂ

ꏾꐑꇫꎭꎻ，ꑠꃅꑲꆏ，ꉹꁌꆹꅽꃆꂮ

ꂴꋀꈨꈧꌠꆹꀋꐯꌠꊿꌧ，ꄷꀋꁧꆎ

ꆹꇗꁨꏦꁨ，ꄹꍬꏦꍬꌠꋀꊇꅉꐚꌠ

ꉬ。25ꌋꑇꌠꉇꉻꊿꈧꌠꆹꉪꊇꄯꒉ

ꁱꋀꊇꁵꄉ，ꋀꏭꋚꒉꌌꌩꁱꇓꁱꇬ

ꆦꑝꌠ、ꌦꅪꌋꆀꎇꃀꆽꉊꌦꌠꎸꑠ

ꋟꅝꀋꉆ，ꎼꃅꃏꑽꀋꉆꄷꉉꀐ”
ꄷ。26ꄚꄉꀧꇊꆏꊿꇖꑻꌠꋌꏃꌊꊁ

ꄹꉇꆏꋀꐯꇯꁦꎴꅐꏦꃤꃅ，ꌃꎔꑷ

ꂿꇬꃹꄉ，ꁦꎴꅐꌠꃅꑍꇎꄮꑟꀐꄷ

ꄉꄜꋊꇈ，ꋀꊇꆹꆦꑝꊿꋀꈀꄸꎁꑌ

ꃅꄉꆦꑝꇁꌠꀉꄂꇁꉚ。 

出规费，叫他们得以剃头。这
样，众人就可知道，先前所听
见你的事都是虚的；并可知道
你自己为人循规蹈矩，遵行律
法。25至于信主的外邦人，我们
已经写信拟定，叫他们谨忌那
祭偶像之物和血，并勒死的牲
畜与奸淫。”26于是保罗带着那
四个人，第二天与他们一同行
了洁净的礼，进了殿，报明洁
净的日期满足，只等祭司为他
们各人献祭。 

 

ꀧꇊꑷꂿꇬꄉꊿꒃꌊꁧ 保罗在殿里被捉拿 
27ꃅꐎꏃꑍꌠꇫꈴꁧꂯꄉꀐ，ꑸꑭ

ꑸꄉꇁꌠꒀꄠꊿꆹꀧꇊꌃꎔꑷꂿꇬꐥ

ꌠꋀꊌꂿꇈ，ꉹꁌꋀꊢꂖꌊꀧꇊꒃ

ꇁ。28ꋀꊇꏅꄉꑠꃅꉉ：“ꑱꌝꆀꊿ

ꉪꇇꀤꄉꊿꋋꂷꒃꇁ，ꊿꋋꂷꆹꇿꇬ

ꑌꊿꋌꇱꂘꄉ，ꋀꁳꉪꉹꁌ、ꏥꏦꌋ

ꆀꃅꄷꋌꈚꆼꁏꎻ。ꄷꀋꁧ，ꋌꑝꇂ

ꊿꋌꏃꌊꄚꇁꄉ，ꌃꎔꑷꂿꋌꌌꍍꆀ

ꀐ”ꄷ。29ꋀꊇꑠꃅꉉꌠꆹꑱꃛꌙꊿ

ꄯꇊꃏꃀꂶꌠꀧꇊꐊꇓꈓꇬꐥꌠꋀꊌ

ꂿꋺꄉ，ꋌꀧꇊꏃꌃꎔꑷꂿꇬꃹꀐꎼ

ꈀ。30ꇓꈓꋋꂷꃅ꒚ꈴꄉ，ꉹꁌꋓꃅ

ꀥꇁꌊꀧꇊꋀꒃꄉ，ꌃꎔꑷꂿꇬꄉꋀ

ꇱꈻꌊꁧꇈ，ꑷꂿꀃꈈꋋꇅꃅꋀꈢꄉ

ꀐ。31ꋀꊇꇬꌉꏭꄐꄮꇬꆏ，ꊿꂽꀀ

ꅉꇬꂽꄙꏃꌋꏭ：“ꑳꇊꌒꇌꇓꈓꋋ

27那七日将完，从亚细亚来
的犹太人看见保罗在殿里，就
耸动了众人，下手拿他，28喊叫
说：“以色列人来帮助，这就是
在各处教训众人，糟蹋我们百
姓和律法并这地方的。他又带
着希腊人进殿，污秽了这圣
地。”29这话是因他们曾看见以
弗所人特罗非摩同保罗在城
里，以为保罗带他进了殿。30全
城都震动，百姓一齐跑来，拿
住保罗，拉他出殿，殿门立刻
都关了。31他们正想要杀他，有
人报信给营里的千夫长说：“耶
路撒冷全城都乱了。”32千夫长
立时带着兵丁和几个百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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ꂷꃅꌽꂰꌐꀐ”ꃅꅇꇰꇁꌠꐥ。32ꂽ

ꄙꏃꌋꂶꌠꂽꈨꌋꆀꂽꉐꏃꌋꈍꑋꑹ

ꋌꏃꌊꀥꋀꄷꉜꄉꒉ，ꂽꄙꏃꌋꀕꆀ

ꂽꈧꌠꋀꊇꊌꂿꈭꐨꆏ，ꋀꊇꀧꇊꀋ

ꅥꃅꆏꀐ。33ꄚꄉꂽꄙꏃꌋꆹꌊꁨꄉ

ꀧꇊꋌꒃꌊꇁ，ꋌꋍꂽꏭꎸꉗꑍꋓꌌ

ꀧꇊꎤꄉꄷ，ꉈꑴꊿꏭꋋꆹꑞꊿꉬ，

ꌤꑞꃅꌠꉬꄷꅲ。34ꉹꁌꈧꌠꆏ，ꋍ

ꈨꆏꋌꑵꏅ，ꋍꈨꆏꀊꋩꑵꏅ；ꂽꄙꏃ

ꌋꂶꌠꋀꑠꃅꏞꏈꒉꄸꃅꌤꋌꐘꋌꇫ

ꐝꉅꀋꄐꄉ，ꂽꈧꌠꏭꀧꇊꈻꌊꂽꀀ

ꅉꇬꁧꄷ。35ꇁꇓꄹꊐꑟꇬꆏ，ꉹꁌ

ꈧꌠꆼꑐꇨꄉ，ꂽꈧꌠꀋꄿꃅꀧꇊꋀ

ꐔꌊꆹ，36ꉹꁌꆏꊁꈹꄉ：“ꊿꋋꂷꈔ

ꋏꇫꎭ！”ꃅꏅ。 

跑下去到他们那里。他们见了
千夫长和兵丁，就止住不打保
罗。33于是千夫长上前拿住他，
吩咐用两条铁链捆锁；又问他
是什么人，做的是什么事。34众
人有喊叫这个的，有喊叫那个
的；千夫长因为这样乱嚷，得
不着实情，就吩咐人将保罗带
进营楼去。35到了台阶上，众人
挤得凶猛，兵丁只得将保罗抬
起来。36众人跟在后面，喊着
说：“除掉他！” 

ꀧꇊꊨꏦꎁꃅꅔꀥ 保罗为自己辩护 
37ꀧꇊꋀꏃꌊꂽꀀꅉꇬꑟꆹꂯꄮ

ꇬꆏ，ꀧꇊꂽꄙꏃꌋꂶꌠꏭ：“ꉢꅇ

ꂷꇬꅽꏯꉉꇬꍑꀕ？”ꄷ。ꂽꄙꏃ

ꌋꂶꌠ：“ꆏꑝꇂꉙꌧꑴꅀ？38ꆎꆹꀋ

ꉊꄚꄉꌽꂰꇈ，ꊿꌉꊾꆳꌠꇖꄙꑹꆏ

ꏃꇈꈬꇉꃪꐥꁧꌠꉞꏹꊿꀊꋩꂷꉬꌠ

ꅀ？”ꄷꅲ。39ꀧꇊꆏ：“ꉠꑴꅉꆹ

ꒀꄠꊿ，ꉢꏸꆀꏦꃅꄷꄊꌚꇓꈓꄉꒆ

ꌠ，ꉢꇓꈓꂓꀋꅑꅉꇬꀀꌠꀋꉬ，ꆏꈀ

ꎭꀕꃅꉢꁳꉹꁌꏭꅇꇬꉉꎻ”ꄷ。

40ꂽꄙꏃꌋꈌꁧꀐ。ꀧꇊꇓꄹꊐꇬꉆ

ꄉꉹꁌꏭꇇꉈꇬꆏ，ꋀꊇꐯꇯꌕꈈꀕ

ꌐ，ꀧꇊꑝꀨꆾꉙꌌꋀꊇꏯ： 

37将要带他进营楼，保罗对
千夫长说：“我对你说句话可以
不可以？”他说：“你懂得希腊话
吗？38你莫非是从前作乱、带领
四千凶徒往旷野去的那埃及人
吗？”39保罗说：“我本是犹太
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数，并不
是无名小城的人。求你准我对
百姓说话。”40千夫长准了。保
罗就站在台阶上，向百姓摆
手，他们都静默无声，保罗便
用希伯来话对他们说： 

22 “ꀎꋏꌟꒉꌋꆀꃺꑌꊈꀋ！

ꉢꉠꃆꂮꑖꉬꄜꆍꊇꇰꂿ” 
22 “诸位父兄请听，我现在

对你们分诉。”2众人听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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ꄷ。2ꋌꑝꀨꆾꉙꉉꌠꉹꁌꈨꇬꆏ，ꉹ

ꁌꀊꅰꃅꌕꈈꀕꀐ。 
说的是希伯来话，就更加安静
了。 

3ꀧꇊꄹꇬ：“ꉠꑴꅉꆹꒀꄠꊿ，

ꉢꏸꆀꏦꃅꄷꄊꌚꇓꈓꄉꒆꌠ，ꉢꑳ

ꇊꌒꇌꇓꈓꋋꂷꇬꄉꒆꀉꒉ，ꏦꂸꆀ

ꌶꌺꄻꄉ，ꏟꈯꀕꌠꀋꁌꀋꁧꄹꏦꇬ

ꈴꄉꄯꒉꌷ，ꉌꈯꑓꈜꃅꏃꃅꌋꀨ

ꎹ，ꀃꑍꆍꉹꁌꈧꌠꌋꆀꐯꌟꌠꉬ。

4ꉡꑌꊿꇗꅉꋋꏢꇬꍬꌠꉢꌌꆼꍅꆹꆋ

ꌦ，ꌺꃰꌋꅪꀋꍣꃅꉢꒃꏦꑳꇬꈢ

ꋻ。5ꑠꆹꆦꑝꌌꁈꌋꆀꅡꈭꌟꒉꈧꌠ

ꐯꇯꉠꎁꃅꅇꊪꌬꉆꌠꉬ。ꋍꃢꋀꊇ

ꄯꒉꁬꄻꉢꁳꌌꄊꂷꌧꇱꃺꑌꈧꌠꁵ

ꆹꄉ，ꉢꀊꄶꇬꇗꅉꋋꏢꍬꈧꌠꎤꄀ

ꌌꑳꇊꌒꇌꄉꑗꉘꍈꇁꏭꄐ”ꄷ。 

3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
生在基利家的大数，长在这城
里，在迦玛列门下，按着我们
祖宗严紧的律法受教，热心事
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
4我也曾逼迫奉这道的人，直到
死地，无论男女都锁拿下监。
5这是大祭司和众长老都可以给
我作见证的。我又领了他们达
与弟兄的书信，往大马士革
去，要把在那里奉这道的人锁
拿，带到耶路撒冷受刑。” 

 

ꀧꇊꋍꄺꀱꐨꉉ 保罗叙说他的改变 
6“ꉢꄊꂷꌧꇱꑟꆹꂯꄉꀐ，ꈛꎼ

ꐹꄮꇬ，ꂵꆤꂶꌠꇬꆏ，ꋋꇅꃅꀕꃴꇬ

ꄉꁨꑭꀉꒉꌅꇁꉠꈭꉠꇍꌸ。7ꉢꐚ

ꃄꅉꇬꅞꇬꆏ，ꃚꋒꑵꉠꏯ：‘ꌕ

ꇊ！ꌕꇊ！ꆏꑞꃅꉡꆼꍅꆹꆋꌠꉬ？’

ꃅꉉ。8ꉡꆏ：‘ꌋꀋ！ꆏꈀꄸꉬ？’

ꄷꅇꀱ。ꋌꉠꏯ：‘ꉡꆹꆏꌌꆼꍅꆹ

ꆋꌠꇂꌒꇍꊿꑳꌠꉬ’ꄷ。9ꊿꉡꐊ

ꐺꈧꌠꁨꑭꆏꋀꂿ，ꉠꏯꉉꂶꌠꃚꋒ

ꆏꋀꇬꀋꈨ。10ꉢꇬꏭ：‘ꌋꀋ！ꉢ

ꑞꃅꄡꑟ？’ꄷ。ꌋꆏꉠꏯ：‘ꄓ

ꇁꄉꄊꂷꌧꇱꆹ，ꉢꌤꄻꆏꁳꈀꃅꎻ

ꌠꀊꄶꇬꄉꉉꆎꇰꂿ’ꄷ。11ꁨꑭ

ꁤꇅꀕꌠꉢꋌꎼꑓꋪꊌꂿꀋꉆꄉ，ꊿ

ꉡꐊꐺꈧꌠꉠꇇꁉꄷꋀꈻꌊꄊꂷꌧꇱ

6“我将到大马士革，正走的
时候，约在晌午，忽然从天上
发大光，四面照着我。7我就仆
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我说：
‘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
我？’8我回答说：‘主啊！你是
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
拿撒勒人耶稣。’9与我同行的人
看见了那光，却没有听明那位
对我说话的声音。10我说：‘主
啊，我当做什么？’主说：‘起
来，进大马士革去，在那里，
要将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
你。’11我因那光的荣耀不能看
见，同行的人就拉着我手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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ꊐ。12ꀊꄶꇬꊿꑸꇂꆀꑸꂓꑠꂷꐥ，

ꄹꏦꈴꄉꉜꇬ，ꋋꆹꈏꇤꊋꇤꄉꑇꑠ

ꂷꉬ，ꒀꄠꊿꀊꄶꇬꈁꀀꌠꃅꋋꍖꀴ

ꌐ。13ꋌꉡꂿꇁꇈ，ꉠꏢꁮꉆꄉꉠ

ꏯ：‘ꃺꑌꌕꇊꀋ！ꆏꊌꂿꉆ’

ꄷ。ꀊꋨꄮꇬ，ꉢꏮꀍꉀꉜꄷꆏ，ꋌ

ꉢꊌꂿꀐ。14ꋌꉈꑴꉠꏯ：‘ꉪꀋꁌ

ꀋꁧꏃꃅꌋꂶꌠꆏꋌꌋꄉꀐ，ꋌꆏꁳ

ꋍꉪꐨꐝꉅꎻ，ꉈꑴꑖꉬꂶꌠꑌꂿꎻ

ꄉ，ꆏꁳꋍꈌꇬꈀꅐꇁꌠꃚꋒꅲꎻ。

15ꑞꃅꆏ，ꆎꆹꅽꈀꂿꈀꈨꌠꌌꊿꄙꇁ

ꃪꌠꈬꇬꄉꋍꎁꃅꅇꊪꌬ。16ꀋꃅꆏ

ꑞꃅꄉꇤꌠꉬ？ꆏꄓꇁ，ꇖꂟꅷꋍꂓꄷ

ꑟꄉꋋꑣꊪꑲꆀ，ꅽꑽꃤꈧꌠꒈꋌꇫ

ꎭ’ꄷ”ꄷ。 

大马士革。12那里有一个人，名
叫亚拿尼亚，按着律法是虔诚
人，为一切住在那里的犹太人
所称赞。13他来见我，站在旁
边，对我说：‘兄弟扫罗，你可
以看见。’我当时往上一看，就
看见了他。14他又说：‘我们祖
宗的神拣选了你，叫你明白他
的旨意，又得见那义者，听他
口中所出的声音。15因为你要将
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对着万
人为他作见证。16现在你为什么
耽延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
洗，洗去你的罪。’” 

 

ꀧꇊꊿꇱꁆꉇꉻꊿꄷꁧ 保罗被差遣去外邦人那里 
17“ꊁꆏ，ꉢꀱꑳꇊꌒꇌꑟ，ꌃ

ꎔꑷꂿꇬꄉꈼꂟꄮꇬꆏ，ꉢꒌꅐꆟꅐ

ꄉ，18ꑳꌠꉢꊌꂿ，ꋌꉠꏯ：‘ꆏꉆꐥ

ꃅꑳꇊꌒꇌꄉꐞꁧ，ꄉꇤꀋꉆ；ꑞꃅ

ꆏ，ꆏꉠꎁꃅꌬꌠꅇꊪꆹ，ꄚꇬꊿꀋꎪ

ꃅꇬꀋꊪ’ꄷꉉ。19ꉡꆏꇬꏭ：‘ꌋ

ꀋ！ꋀꊇꆹꉢꀋꉊꊿꆏꑅꈧꌠꉢꈻꏦ

ꑳꇬꊐ，ꉻꏑꅉꇬꄉꅽꊿꉢꌌꏶꈠꌠ

ꋀꅉꐚ。20ꄷꀋꁧ，ꅽꅇꊪꌬꊿꌦꄝ

ꃔꊿꇱꉮꌦꄉꌦꅪꁗꄮꇬ，ꉢꏢꁮꏭ

ꉆꄉꇿꐯꇿ，ꉈꑴꊿꇬꌉꈧꌠꃢꈜꇯ

ꉢꐏꄉ’ꄷ。21ꌋꉠꏯ：‘ꆏꁨꁧ！

ꉢꆏꁆꄉꆏꁳꈜꎴꅉꇬꉇꉻꊿꄷꁧꎻ

ꂿ’ꄷꉉ”ꄷ。 

17“后来，我回到耶路撒冷，
在殿里祷告的时候，魂游象
外，18看见主向我说：‘你赶紧
地离开耶路撒冷，不可迟延；
因你为我作的见证，这里的人
必不领受。’19我就说：‘主啊，
他们知道我从前把信你的人收
在监里，又在各会堂里鞭打他
们。20并且你的见证人司提反被
害流血的时候，我也站在旁边
欢喜；又看守害死他之人的衣
裳。’21主向我说：‘你去吧！我
要差你远远地往外邦人那里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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ꀧꇊꌋꆀꂽꄙꏃꌋ 保罗与千夫长 
22ꋌꅇꂷꋋꈨꉉꌠꉹꁌꈨꇬꆏ，

ꉹꁌꈧꌠꃚꋒꀊꂥꃅ：“ꊿꑠꃅꐙꌠ

ꆹꋧꃅꇬꄉꀜꋊꇫꎭ！ꋋꆹꇫꐥꄡꀋꑟ

ꌠꉬ”ꃅꏅ。23ꉹꁌꈧꌠꏞꏈ，ꃢꈜ

ꋀꇵꇫꎭ，ꈑꋍꋀꃬꃅꃴꁊ。24ꂽꄙ

ꏃꌋꂶꌠꆏꀧꇊꏃꂽꀀꅉꇬꆹꄷꇈ，

ꊿꁳꏶꅍꌌꏶꄉ，ꉹꁌꑞꃅꑠꃅꋍꏭ

ꏞꏈꌠꅲꎻ。25ꂽꈧꌠꆭꏣꌊꀧꇊꋀ

ꐒꄈꄮꇬꆏ，ꀧꇊꂽꉐꏃꌋꋍꏢꁮꉆ

ꑠꂷꏭ：“ꊾꆹꇊꂷꊿꉬ，ꑽꃤꑞꐥ

ꌠꑌꌌꀋꀞꀋꇽꃅ，ꆍꊇꊿꋋꂷꅥ

ꏶ，ꃷꋪꑠꐤꀕ？”ꄷ。26ꂽꉐꏃꌋ

ꅇꂷꋋꇬꈨꇬꆏ，ꋌꂽꄙꏃꌋꂿꆹꄉ，

ꇬꏭ：“ꆏꑞꃅꂿꄷꌠꉬ？ꊿꋋꂷꆹ

ꇊꂷꊾꂷꉬ！”ꄷ。27ꂽꄙꏃꌋꆏꀧ

ꇊꏭ：“ꆏꇊꂷꊾꂷꉫꀕ？”ꄷ。

ꀧꇊꆏ：“ꉬꑴ”ꄷ。28ꂽꄙꏃꌋ

ꂶꌠꆏ：“ꉢꐎꂷꈍꑋꃹꑲꆀꇊꂷꇓ

ꈓꊾꂷꐛ”ꄷ。ꀧꇊꆏ：“ꉡꆹꒆ

ꎼꇁꄷꆏꇊꂷꊿꉬ”ꄷ。29ꄚꄉꊿ

ꀧꇊꇬꅥꏶꄉꅇꅲꂿꄷꈧꌠꋋꇅꃅꎞ

ꉈꑴꁧꀐ。ꂽꄙꏃꌋꂶꌠꑌꀧꇊꋌ

ꌌꐒꈄꀐꐛꅹꃅꏸꏦꀐ。 

22众人听他说到这句话，就
高声说：“这样的人，从世上除
掉他吧！他是不当活着的。”
23众人喧嚷，摔掉衣裳，把尘土
向空中扬起来。24千夫长就吩咐
将保罗带进营楼去，叫人用鞭
子拷问他，要知道他们向他这
样喧嚷是为什么缘故。25刚用皮
条捆上，保罗对旁边站着的百
夫长说：“人是罗马人，又没有
定罪，你们就鞭打他，有这个
例吗？” 
26百夫长听见这话，就去见千夫
长，告诉他说：“你要做什么？
这人是罗马人。”27千夫长就来
问保罗说：“你告诉我，你是罗
马人吗？”保罗说：“是。”28千夫
长说：“我用许多银子，才入了
罗马的民籍。”保罗说：“我生来
就是。”29于是那些要拷问保罗
的人就离开他去了。千夫长既
知道他是罗马人，又因为捆绑
了他，也害怕了。 

 

ꀧꇊꊿꌌꌟꒉꌠꂾꃀꈿꅉꇬꄉꀞꇽ 保罗在公会前受审 
30ꊁꄹꉇꆏ，ꂽꄙꏃꌋꂶꌠꒀꄠ

ꊿꈧꌠꑞꃅꀧꇊꊂꅇꎸꌠꋌꇫꅉꐚꏾ

ꄉ，ꀧꇊꋌꈌꇫꎭꇈ，ꆦꑝꌟꒉꌋꆀꌟ

ꒉꌠꂾꃀꈿꅉꇬꊿꏭꐯꏑꄷ，ꀧꇊꋌ

ꏃꇁꇈ，ꋌꁳꋀꂾꉆꄉꎻ。 

30第二天，千夫长为要知道
犹太人控告保罗的实情，便解
开他，吩咐祭司长和全公会的
人都聚集，将保罗带下来，叫
他站在他们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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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ꀧꇊꍻꌟꒉꌠꂾꃀꈿꅉꇬꊿ

ꈧꌠꀵꄉ，ꋀꏭ：“ꃺꑌꊈ 23 保罗定睛看着公会的
人，说：“弟兄们！我在 

ꀋ！ꉢꏃꃅꌋꂾꄉꊾꊝꇬꌋꆀꌤꃅ

ꇬ，ꂄꄸꌧꌠꉌꂵꇬꈴꄉꃅꌠꉬ，ꅑꅷ

ꀃꑍꑟ”ꄷ。2ꆦꑝꌌꁈꑸꇂꆀꑸꆏ

ꊿꀧꇊꏢꁮꉆꌠꏭꀧꇊꈂꀸꇬꅥ

ꄷ。3ꀧꇊꇬꏭ：“ꆎꆹꉙꌊꐍꊭꀕ

ꌠꊖꁋꌡ！ꏃꃅꌋꑌꆏꅣꌠꉬ！ꆏꀊꄶ

ꑌꌠꆹꄹꏦꌬꄉꉡꀞꇽꂿꄷꌠ，ꄚ，ꆏ

ꊿꏭꉢꅣꃅꑠꆹꄹꏦꐆꌠꀋꉬꅀ？”
ꄷ。4ꊿꋍꏢꁮꉆꈧꌠꆏꇬꏭ：“ꆏ

ꏃꃅꌋꆦꑝꌌꁈꏭꊨꀖꅀ？”ꄷ。

5ꀧꇊꆏꑠꃅꉉ：“ꃺꑌꊈꀋ！ꉡꆹꊿ

ꋋꂷꆦꑝꌌꁈꉬꌠꉢꋋꅉꀋꐚ，꒰ꀨ

ꇬ：‘ꆏꉹꁌꏲꌋꂠꌋꊂꅇꄸꉉꀋ

ꉆ’ꃅꅑ”ꄷ。 

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
心，直到今日。”2大祭司亚拿尼
亚就吩咐旁边站着的人打他的
嘴。3保罗对他说：“你这粉饰的
墙，神要打你！你坐堂为的是
按律法审问我，你竟违背律
法，吩咐人打我吗？”4站在旁边
的人说：“你辱骂神的大祭司
吗？”5保罗说：“弟兄们，我不
晓得他是大祭司。经上记着
说：‘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 

6ꉹꁌꈧꌠꈫꁁꆏꌑꄖꇠꊿ，ꈫꁁ

ꆏꃔꆀꌏꊿꉬꌠꀧꇊꉜꅐꇁꈭꐨꆏ，

ꋌꌟꒉꌠꂾꃀꈿꅉꇬꄉꃚꐓꄉꋀꊇꏯ

ꑠꃅꉉ：“ꃺꑌꊈ！ꉡꆹꃔꆀꌏꊾꂷ，

ꉡꆹꃔꆀꌏꊿꌺꇖꑌꉬ！ꉢꀃꑍꊿꌦ

ꈬꇬꄉꀱꐥꇁꌠꉘꇉꒉꄸꃅꊿꌌꄚꄉ

ꀞꇽ”ꄷ。7ꅇꂷꋋꈨꉉꈭꐨꆏ，ꃔ

ꆀꌏꊿꌋꆀꌑꄖꇠꊿꇁꐮꈌꀥ，ꄚꄉ

ꉹꁌꈧꌠꐞꇁꑍꁥꐛ。8ꌑꄖꇠꊿꄹ

ꇬꆏ，ꌦꈬꇬꄉꀱꐥꇁꌠꀋꐥ，ꉬꉎꊩ

ꌺꌋꆀꑊꋌꑌꀋꐥꄷ；ꃔꆀꌏꊿꄹꇬ

ꆏ，ꋋꈨꐯꇯꐥꄷ。9ꄚꄉꊿꈧꌠꀊ

ꅰꃅꏞꏈꇁ，ꃔꆀꌏꁥꌠꇬꄉꁱꂷꌤ

ꃅꊿꈍꑍꑹꄓꇬꉆꄉꑠꃅꅔꀥ：“ꉪ

ꉜꇬꊿꋋꂷꑽꅍꀋꐥ！ꀋꄸꄷ，ꑊꋌ

6保罗看出大众一半是撒都
该人，一半是法利赛人，就在
公会中大声说：“弟兄们！我是
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子
孙。我现在受审问，是为盼望
死人复活。”7说了这话，法利赛
人和撒都该人就争论起来，会
众分为两党。8因为撒都该人
说，没有复活，也没有天使和
鬼魂；法利赛人却说，两样都
有。9于是大大地喧嚷起来。有
几个法利赛党的文士站起来争
辩说：“我们看不出这人有什么
恶处，倘若有鬼魂或是天使对
他说过话，怎么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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ꒌꆠꅀꉬꉎꊩꌺꇯꍝꃅꋍꏭꉉꌠꐥꑲ

ꑌ，ꑞꃅꂯ？”ꄷ。 
10ꊁꆏꊿꀊꅰꃅꐯꊨꐮꏈꇁꇈ，

ꂽꄙꏃꌋꂶꌠꀧꇊꒀꄠꊿꇱꍺꇽꐯꀋ

ꉜꏦꄉ，ꂽꈨꋌꁆꌌꉹꁌꈬꇬꄉ，ꀧ

ꇊꋀꇑꌊꋀꏃꂽꀀꅉꇬꁧ。11ꀊꋨꄹ

ꉖꌋꐓꄮꇬ，ꌋꇁꌊꀧꇊꏢꁮꉆꄉ，ꇬ

ꏭ：“ꐒꄻꀋꅐ！ꆏꈍꃅꑳꇊꌒꇌꄉ

ꉠꎁꃅꅇꊪꌬꆏ，ꆏꀋꎪꃅꈍꃅꇊꂷ

ꄉꑌꉠꎁꃅꅇꊪꌬꌠꉬ”ꄷ。 

10那时大起争吵，千夫长恐
怕保罗被他们扯碎了，就吩咐
兵丁下去，把他从众人当中抢
出来，带进营楼去。11当夜，主
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
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作见
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作见
证。” 

 

ꊿꀧꇊꌉꌠꏡꁈꏂꇫ 杀保罗的阴谋 
12ꊁꄹꉇꃅꄜꄮꇬꆏ，ꒀꄠꊾꈨꇁ

ꐮꇖꄉꅇꏤꒃ，ꋀꊇꐯꇯ：“ꂴꀧꇊ

ꋋꂷꌉꇬꀋꎭꑲꆏ，ꋚꀋꋠꒉꀋꅝ”
ꄷ。13ꊿꑠꃅꄉꅇꏤꒃꌠꇖꊰꎖꑹ

ꐥ。14ꋀꊇꇁꌊꆦꑝꌟꒉꌋꆀꅡꈭꌟ

ꒉꂾꄉꑠꃅꉉ：“ꀋꄸꄷꉪꊇꂴꀧꇊ

ꋋꂷꌉꇬꀋꎭꑲꆏ，ꀋꋠꀋꅝꄷꅇꏤ

ꀉꒉꃅꉪꒃꄉꀐ。15ꀋꃉꆍꊇꌋꆀꌟ

ꒉꌠꂾꃀꈿꅉꊿꈧꌠꐯꇯꂽꄙꏃꌋꂶ

ꌠꏭꀧꇊꏃꆍꄷꇁꄷ，ꆍꊇꑭꋧꃅꋍ

ꌤꅲꂿꄷꊏꎼꇁ；ꉪꊇꆹꄐꏤꄉꀐ，ꋌ

ꄚꑟꀋꇁꌦꇯꆐꌉꇫꎭꂿ”ꄷ。 

12到了天亮，犹太人同谋起
誓，说：“若不先杀保罗，就不
吃不喝。”13这样同心起誓的，
有四十多人。14他们来见祭司长
和长老，说：“我们已经起了一
个大誓，若不先杀保罗，就不
吃什么。15现在你们和公会要知
会千夫长，叫他带下保罗到你
们这里来，假作要详细察考他
的事；我们已经预备好了，不
等他来到跟前就杀他。” 

16ꅇꂷꋋꈨꀧꇊꅫꃀꌺꈨꅜꄉ，

ꋌꀥꌌꂽꀀꅉꇬꄉꊿꈧꌠꉻꏂꏡꁈꋌ

ꉉꀧꇊꇰꆹ。17ꂽꉐꏃꌋꂷꀧꇊꇴꌊ

ꄉ，ꇬꏭ：“ꆏꄿꏀꋋꂷꏃꂽꄙꏃꌋ

ꄷꆹ，ꋌꅇꂷꋍꏭꉉꅍꐥ”ꄷ。18ꄚ

ꄉꄿꏀꂶꌠꋌꏃꌊꂽꄙꏃꌋꂿꆹꄉ，

ꇬꏭ：“ꊾꇬꀧꇊꂶꌠꉢꁳꄿꏀꋋꂷ

ꏃꅽꄹꇁꎻ，ꋌꅇꂷꈨꅽꏯꉉꈇꄷ”

16保罗的外甥听见他们设下
埋伏，就来到营楼里告诉保
罗。17保罗请一个百夫长来，
说：“你领这少年人去见千夫
长，他有事告诉他。”18于是把
他领去见千夫长，说：“被囚的
保罗请我到他那里，求我领这
少年人来见你；他有事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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ꄷ。19ꂽꄙꏃꌋꂶꌠꄿꏀꂶꌠꇇꁉꄷ

ꋌꈻꌊꏢꁮꏭꄉ，ꊨꏦꃅꇬꏭ：“ꆏ

ꉢꉇꅍꑞꐥ？”ꄷꇫꅲ。20ꋌꇬꏭ：

“ꒀꄠꊿꐮꇖꄉꀐ，ꃆꏂꄑꆏꅽꄹꄉ

ꀧꇊꏃꌟꒉꌠꂾꃀꈿꅉꇬꄉꑭꋧꃅꋍ

ꌤꇔꅲꁦꎴꀕꃅꇖꂟꇁ。21ꄚ，ꆏꑴ

ꌠꋀꅇꄡꃅꅊꇈ，ꑞꃅꆏ，ꋀꊇꂴꀧ

ꇊꋋꂷꌉꇬꀋꎭꑲꆏꀋꋠꀋꅝꄷꅇꏤ

ꒃꄉꑠꇖꊰꑹꆈꈛꁧꀀ。ꀋꃉꄐꏤ

ꄉꀐ，ꆏꈌꁧꌠꀉꄂꇁꉚꀐ”ꄷ。

22ꄚꄉꂽꄙꏃꌋꂶꌠꄿꏀꂶꌠꏭ：

“ꌤꋌꐘꆏꉉꉡꇰꀐꃅꑠꉉꌞꊿꄡ

ꇰ”ꄷꇈ，ꄿꏀꂶꌠꋌꇤꅷꇫꎭ。 

你。”19千夫长就拉着他的手，
走到一旁，私下问他说：“你有
什么事告诉我呢？”20他说：“犹
太人已经约定，要求你明天带
下保罗到公会里去，假作要详
细查问他的事。21你切不要随从
他们，因为他们有四十多人埋
伏，已经起誓说，若不先杀保
罗，就不吃不喝。现在预备好
了，只等你应允。”22于是千夫
长打发少年人走，嘱咐他说：
“不要告诉人你将这事报给我
了。” 

 

ꀧꇊꊿꎭꍤꆫꇛꌺꁵ 送保罗给腓力斯巡抚 
23ꂽꄙꏃꌋꂶꌠꂽꉐꏃꌋꑍꂷꋌ

ꇴꌊꄉ，ꋍꑊꏯ：“ꈛꎼꂽꑍꉐ，ꃅ

ꋩꂽꏃꊰ，ꐳꂽꑍꉐꃅꑠꈨꊨꄐꄉ，ꀃ

ꂰꌋꐓꊿꀀꄮꇬꇽꌒꆀꑸꉜꄉꁧ；

24ꃄꂷꑌꄐꏤꀧꇊꋩꄉꋋꐏꎭꌊꍤꆫ

ꇛꌺꃏꆀꌦꄷꆹ”ꄷ。25ꂽꄙꏃꌋꂶ

ꌠꄯꒉꁬꑌꁱꄉ，ꄯꒉꁬꌠꀑꐱꃅꇬ

ꑠꈨꅑ：26“ꇱꇅꄂ•ꑗꑭꑸꆹꍤꆫꇛ

ꌺꃏꆀꌦꌟꒉꏭꋬꂻꄜ。27ꒀꄠꊿꆹ

ꊿꋋꂷꋀꒃꄉꌉꇫꎭꏢꉨ，ꄚ，ꊿꋋ

ꂷꇊꂷꊾꂷꉬꌠꉢꅉꐚꅜꄉ，ꂽꉢꏃ

ꌊꉢꇱꈭꋏꌊꇁ。28ꉢꋀꊇꑞꃅꋍꊂ

ꅇꎹꌠꅉꐚꏾꄉ，ꊿꋋꂷꉢꏃꌊꋀꌟ

ꒉꌠꂾꃀꈿꅉꇬꒉ；29ꉢꍤꉚꇈꅉꐚꌠ

ꆏ，ꒀꄠꊿꆹꋍꊂꑽꃤꌌꐒꋭꌦꋭꑠ

ꈨꀋꎹꃅ，ꋀꊇꄹꏦꃆꂮꀉꄂꌌꐮꈌ

ꀥꌠꒉꄸꉬꅊꇈ。30ꊁꆏꊿꋌꌉꂿꄷ

23千夫长便叫了两个百夫长
来，说：“预备步兵二百，马兵
七十，长枪手二百，今晚九点
往凯撒利亚去；24也要预备牲口
叫保罗骑上，护送到巡抚腓力
斯那里去。”25千夫长又写了文
书，大略说：26“革老丢•吕西
亚，请巡抚腓力斯大人安。27这
人被犹太人拿住，将要杀害，
我得知他是罗马人，就带兵丁
下去救他出来。28因要知道他们
告他的缘故，我就带他下到他
们的公会去；29便查知他被告是
因他们律法的辩论，并没有什
么该死、该绑的罪名。30后来有
人把要害他的计谋告诉我，我
就立时解他到你那里去，又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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ꌠꏂꇫꏡꁈꊿꉉꉡꇰꇁꌠꐥ，ꑠꃅꄉ，

ꊿꋋꂷꋋꇅꃅꉢꏃꅽꄹꎭꆹ，ꉢꉈꑴ

ꊿꋍꊂꅇꎹꈧꌠꏭꑌꅽꄹꄉꎹꆹꄷꇬ

ꉇꀐ（ꀊꆨꏂꀨꋍꈨꇬꆹꄚꇬ“ꆏꋬꂻꈨꅪꅊꇈ”ꃅ

ꅑꌠꐥ）”ꄷ。 

咐告他的人在你面前告他（有古

卷在此有“愿你平安”）。” 

31ꄚꄉꂽꈧꌠꂽꄙꏃꌋꁵꅇꇬꈴ

ꄉ，ꈊꄮꃀꆏꀧꇊꋀꏃꌊꀊꄝꁁꄂ

ꑟ。32ꊁꄹꉇꆏ，ꋀꄻꃅꋩꂽꈧꌠꁳ

ꐏꎭꌊꁧꎻꄉ，ꋀꀱꂽꀀꅉꇬꑟꇁ

ꀐ。33ꃅꋩꂽꇁꌊꇽꌒꆀꑸꄉꄯꒉꁬ

ꌠꏮꍤꆫꇛꌺꁵꇈ，ꀧꇊꋀꄻꋍꂾꉆ

ꄉꎻ。34ꍤꆫꇛꌺꄯꒉꉜꈭꐨꆏ，ꀧ

ꇊꏭꌜꑞꂷꇬꀀꌠꉬꄷꅲꄉ，ꀧꇊꆹ

ꏸꆀꏦꀀꂷꉬꌠꋌꅉꐚꅜ。35ꋌꀧꇊ

ꏭ：“ꊿꅽꊂꅇꎹꈧꌠꇁꈭꐨꑲꆀꉢ

ꎔꃅꅽꌤꅲꇫꂿ”ꄷꇈ，ꀧꇊꋌꄻꂽ

ꁳꈢꑝꇊꌅꃀꑷꂿꇬꊐꄉꐏꄉꎻ。 

31于是兵丁照所吩咐他们
的，将保罗夜里带到安提帕
底。32第二天，让马兵护送，他
们就回营楼去。33马兵来到凯撒
利亚，把文书呈给巡抚，便叫
保罗站在他面前。34巡抚看了文
书，问保罗是哪省的人；既晓
得他是基利家人，35就说：“等
告你的人来到，我要细听你的
事。”便吩咐人把他看守在希律
的衙门里。 

 

ꒀꄠꊿꀧꇊꊂꅇꎹ 犹太人控告保罗 

24 ꃅꐎꉬꑍꐛꇬꆏ，ꆦꑝꌌꁈꑸ

ꇂꆀꑸꌋꆀꅡꈭꌟꒉꈍꑍꑹ， 24 过了五天，大祭司亚拿
尼亚同几个长老和一个 

ꅔꀥꌧꃀꄝ꒨ꇊꐊꐰꇁꄉ，ꍤꆫꇛꌺ

ꏭꀧꇊꊂꅇꎹ。2ꀧꇊꊿꏃꌊꇁꇬꆏ，

ꄝ꒨ꇊꑠꃅꋍꊂꅇꎹ：“ꃏꆀꌦꌟꒉ

ꀋ！ꆎꒉꄸꃅꉪꊇꋬꂻꀉꑌꃅꊌ，ꇩꏤ

ꋋꂷꇬꌤꆿꀋꎃꀋꊒꑠꈍꑋꃅꆏꂴꇯ

ꆐꉜꐚꄉ，ꆏꇱꄺꀱꌊꎃꊒꌐ；3ꉪꊇ

ꈍꄮꉬꄿꂿ，ꇿꇬꉬꄿꂿ，ꅽꑆꊋꋋ

ꈨꈀꎭꀕꌐꀋꉆꌠꉬ。4ꅇꂷꀉꑌꃅ

ꉉꑲꆏ，ꅽꉌꄳꑓꇤꂵꌠꉥ，ꆏꑴꌠ

ꄸꈐꅔꆹꀕꃅꄉꉪꁳꅇꂷꈍꑋꇬꉉ

ꎻ。5ꉪꊇꉜꇬ，ꊿꋋꂷꆹꇵꆅꁠꆅꌡ

辩士帖土罗下来，向巡抚控告
保罗。2保罗被提了来，帖土罗
就告他说：“腓力斯大人，我们
因你得以大享太平，并且这一
国的弊病，因着你的先见得以
更正了；3我们随时随地满心感
谢不尽，4惟恐多说，你嫌烦
絮，只求你宽容听我们说几句
话。5我们看这个人，如同瘟疫
一般，是鼓动普天下众犹太人
生乱的，又是拿撒勒教党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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ꃅ，ꋌꃅꑆꇂꃴꒀꄠꊿꈀꐥꌠꊢꂖꄉ

ꋀꁳꌽꂰꎻ，ꋋꆹꉈꑴꇂꌒꇍꑇꇐꎎ

ꁥꌠꇬꌟꒉꂷꑌꉬ。6ꋌꌃꎔꑷꂿꇯ

ꍍꋉꏢꉨꄉꉪꇱꒃꅜ。（ꀊꆨ꒰ꀨꋍꈨꇬ，

ꄚꇬꆹ“ꉪꊇꄹꏦꇬꍬꄉꌌꇔꅲꂿꄷ，7ꄚ，ꉘꀋꇉꌠ

ꆏ，ꂽꄙꏃꌋꑗꑭꑸꂶꌠꇁꌊꄀꇗꇱꄉ，ꊿꋋꂷꉪꇇꇬ

ꄉꋌꇑꌊꁧꇈ，ꊿꋋꂷꊂꅇꎹꈧꌠꏭꄚꅽꄹꇁꄷ”ꃅꅑ

ꌠꐥ。）8ꅽꊨꏦꋍꏭꇔꅲꑲꆏ，ꉪꊇꋍ

ꊂꅇꈁꎹꌠꌤꈀꐥꃅꆏꅉꐚꌐꉆꌠ

ꉬ”ꄷ。9ꒀꄠꊿꈧꌠꑌꐯꇯꋍꊂꈹ

ꄉ：“ꌤꆹꇯꍝꃅꑠꃅꐙꌠꉬ”ꃅꅇ

ꎹ。 

一个头目，6连圣殿他也想要污
秽；我们把他捉住了。（有古卷在

此有“要按我们的律法审问，7 不料千夫长

吕西亚前来，甚是强横，从我们手中把他

夺去，吩咐告他的人到你这里来。”）8你
自己究问他，就可以知道我们
告他的一切事了。”9众犹太人也
随着告他说：“事情诚然是这
样。” 

 

ꀧꇊꃏꆀꌦꂾꄉꊨꏦꎁꃅꅔꀥ 保罗在腓力斯前为自己辩护 
10ꍤꆫꇛꌺꆏꀍꉞꄉꀧꇊꏭꅇꉉ

ꄷ。ꀧꇊꇬꏭ：“ꉡꆹꆏꇩꏤꋋꂷꇬ

ꄉꃣꈌꀉꑌꈎꀞꀐꌠꉢꅉꐚ，ꑠꅹ，ꉢ

ꉌꇿꃅꅽꂴꆽꄉꉠꑖꉬꄜꏾ。11ꆏꇔ

ꅲꑲꆏ，ꆏꅉꐚꉆꌠꉬ，ꉢꑳꇊꌒꇌꄉ

ꀍꃈꄚꇁꄹꉇꅑꅸꀃꑍꑟꌠ，ꃅꐎꊰ

ꑋꑍꀉꄂꐛꑴꌦ。12ꄚ，ꋀꊇꆹꉢꌃ

ꎔꑷꂿꇬꅀꉻꏑꅉ，ꀋꉬꀐꇬꇓꈓꇬ

ꄉꊾꌋꆀꐮꅔꀥ、ꉹꁌꊢꂖꃅꑠꋀ

ꇬꀋꂿ。13ꋀꊇꀋꃅꉠꊂꅇꎹꌠꌤꋋ

ꈨꋍꍈꑋꋀꇫꊩꀽꀋꄐ。14ꄚ，ꌤꋍ

ꐘꆏ，ꉢꉉꏚꆎꇰ，ꋀꊇꇬꏭꇗꅉꌍꀜ

ꀕꌠꄷꏡꌠ，ꉢꇗꅉꀊꋨꏢꈴꄉꉪꀋ

ꁌꀋꁧꏃꃅꌋꂶꌠꀨꎹ，ꉢꉈꑴꄹꏦ

ꇬꊒꌠꌋꆀꅉꄜꊿꄯꒉꇬꈁꅑꌠꑇ；

15ꄷꀋꁧ，ꏃꃅꌋꉘꇉꄉ，ꊿꂄꌠꉬꄿ

ꂿ，ꀋꂄꌠꉬꄿꂿ，ꌦꈭꐨꀱꐥꇁꌠꑠ

ꉢꇫꉘꇉ，ꒀꄠꊿꊨꏦꑌꉘꇉꅍꑠ

10巡抚点头叫保罗说话。他
就说：“我知道你在这国里断事
多年，所以我乐意为自己分
诉。11你查问就可以知道，从我
上耶路撒冷礼拜到今日，不过
有十二天。12他们并没有看见我
在殿里，或是在会堂里，或是
在城里，和人辩论，耸动众
人。13他们现在所告我的事并不
能对你证实了。14但有一件事，
我向你承认，就是他们所称为
异端的道，我正按着那道事奉
我祖宗的神，又信合乎律法的
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15并
且靠着神，盼望死人，无论善
恶，都要复活，就是他们自己
也有这个盼望。16我因此自己勉
励，对神对人，常存无亏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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ꐥ。16ꑠꃅꄉ，ꉢꉠꊨꏦꈐꊟꊋꊡꄉ

ꌤꏃꃅꌋꂾꌋꆀꊿꂾꉌꂵꈴꄿꌠꑠꀉ

ꄂꃅ。17ꈍꑍꈓꐛꈭꐨꆏ，ꉢꇁ，ꉡꆹ

ꎆꋚꎭꌊꇩꏤꋋꂷꇇꀤꇁꌠ，ꉈꑴꆦ

ꑝꇁꌠꑌꉬ。18ꉢꇬꊎꆦꑝꄮꇬꆏ，

ꉢꌃꎔꑷꂿꇬꄉꁦꎴꅐꀐꌠꋀꊌꂿ，

ꉠꈭꉠꇍꊿꐯꏑꌠꀋꐥ，ꏈꌠꑌꀋ

ꐥ；19ꑸꑭꑸꄉꇁꌠꒀꄠꊾꈨꀉꄂꇫ

ꐥ。ꋀꊇꉠꊂꅇꎹꅍꐥꑲꆏ，ꅽꂴꆽ

ꄉꅇꎹꇁꄡꑟ。20ꑠꀋꉬꑲꑌ，ꀋꄸ

ꄷ，ꒀꄠꊿꄚꐥꋋꈨꉢꌟꒉꌠꂾꃀꈿ

ꅉꇬꄉ，ꃅꑽꏿꑽꌠꋀꉜꅐꇁꑲꆏ，ꋀ

ꊨꏦꑌꇫꉉꀽꉆ。21ꋀꊇꉜꇬꑽꅍꐥ

ꄷꑲꑌ，ꉢꅇꂷꋍꇬꀉꄂꉉꋺ，ꉢꋀ

ꈬꄔꉆꄉꀊꅰꃅ：‘ꉢꀃꑍꇗꅉꊿꌦ

ꈬꇬꄉꀱꐥꇁꌠꋋꏢꐛꅹꃅꆍꂾꄉꌌ

ꀞꇽꌠꉬ’ꄷꉉ”ꄷ。 

心。17过了几年，我带着周济本
国的捐项和供献的物上去。18正
献的时候，他们看见我在殿里
已经洁净了，并没有聚众，也
没有吵嚷，19惟有几个从亚细亚
来的犹太人。他们若有告我的
事，就应当到你面前来告我。
20即或不然，这些人若看出我站
在公会前，有妄为的地方，他
们自己也可以说明。21纵然有，
也不过一句话，就是我站在他
们中间大声说：‘我今日在你们
面前受审，是为死人复活的道
理。’” 

22ꃏꆀꌦꊇꅉꃅꇬꆹ，ꇗꅉꋋꏢꑭ

ꀕꋧꋪꃅꋌꅉꐚ，ꑠꅹ，ꋌꋀꏭ：

“ꂽꄙꏃꌋꑗꑭꑸꄚꇁꄮꇬꑲꆀ，ꉢ

ꆍꌤꀞꇽꂿ，ꀃꑍꄚꑟꄉ”ꄷ。23ꄚ

ꄉꂽꉐꏃꌋꏭꀧꇊꐏꄉ，ꄷꀋꁧꂄꃅ

ꇫꊝ，ꋍꏣꑟꌋꆀꐋꀧꊵꑵꌌꋌꁳꇁ

ꇬꑌꇫꄡꏢꄡꇍꄷꉉ。 

22腓力斯本是详细晓得这
道，就支吾他们说：“且等千夫
长吕西亚下来，我要审断你们
的事。”23于是吩咐百夫长看守
保罗，并且宽待他，也不拦阻
他的亲友来供给他。 

 

ꀧꇊꏦꑳꇬꀀ 保罗在监狱里 
24ꈍꑍꀕꐛꈭꐨꆏ，ꃏꆀꌦꌋꆀ

ꋍꑮꃀꒀꄠꌋꅪ꒨ꑟꇁꐯꇯꇫꑟꇁ，

ꀧꇊꋀꇴꌊꏢꄖꑳꌠꑇꌠꇗꅉꉉꋀꇰ

ꎻ。25ꀧꇊꉉꅷꑖꉬ、ꌄꏲꌋꆀꊁꇁ

ꋍꑍꇫꅐꇁꌠꀞꇽꃆꂮꑠꑟꇬꆏ，ꃏꆀ

ꌦꋌꎼꐬꆠꇁꄉ，ꇬꏭ：“ꆏꀋꃅꁨ

24过了几天，腓力斯和他夫
人犹太的女子土西拉一同来
到，就叫了保罗来，听他讲论
信基督耶稣的道。25保罗讲论公
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腓力
斯甚觉恐惧，说：“你暂且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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ꒉꄉ，ꉢꇇꆷꄮꇬꑲꆀꆎꇴꂿ”ꄷ。

26ꃏꆀꌦꆹꉈꑴꀧꇊꃴꎆꄻꋋꍈꉘꇉ

ꄉ，ꅉꀕꃅꀧꇊꋌꇴꌊꌧꁇꇬꎷ。

27ꑍꈓꐛꈭꐨꆏ，ꀧꐋ•ꃏꌦꄖꇁꃏꆀ

ꌦꉆꎃꉆ，ꃏꆀꌦꆹꒀꄠꊿꉌꃹꐨꃅ

ꄉ，ꀧꇊꋌꇱꊏꏦꑳꇬꊐꄉꇈ。 

吧！等我得便再叫你来。”26腓
力斯又指望保罗送他银钱，所
以屡次叫他来，和他谈论。27过
了两年，波求•非斯都接了腓力
斯的任；腓力斯要讨犹太人的
喜欢，就留保罗在监里。 

 

ꀧꇊꅇꎹꅷꇽꌒꄷꑟ 保罗向凯撒上诉 

25 ꃏꌦꄖꉆꅉꇬꉆꈭꐨꌕꑍꐛꇬ

ꆏ，ꋌꎼꇽꌒꆀꑸꄉꑳꇊꌒꇌ 25 非斯都到了任，过了三
天，就从凯撒利亚上耶 

ꁧ。2ꀊꄶꇬꆦꑝꌟꒉꌋꆀꒀꄠꊿꏃ

ꌋꂠꌋꈧꌠꋍꂾꄉꀧꇊꊂꅇꎹ。3ꋀ

ꊇꃏꌦꄖꏭꋀꇇꀤꄉ，ꀧꇊꀱꌊꑳꇊ

ꌒꇌꇁꄷꇖꂟ，ꋀꆏꆈꈝꃀꇬꀀꄉꀧ

ꇊꂶꌠꌉꇫꎭꏢꉨ。4ꄚ，ꃏꌦꄖꆏ

ꋀꏭ：“ꀧꇊꆹꈢꇽꌒꆀꑸꊐꄉ，ꉢ

ꀋꃉꀱꀊꄶꁧꂯꄉꀐ。5ꆍꈬꄔꊿꌅ

ꈌꐥꑠꈨꉡꐊꀊꄶꑷ，ꀋꄸꄷ，ꊿꀊ

ꋨꂷꃅꑽꏿꑽꅍꐥꑲꆏ，ꆍꊇꋍꊂꅇ

ꎹꉆ”ꄷꅇꀱ。 

路撒冷去。2祭司长和犹太人的
首领向他控告保罗；3又央告
他，求他的情，将保罗提到耶
路撒冷来，他们要在路上埋伏
杀害他。4非斯都却回答说：“保
罗押在凯撒利亚，我自己快要
往那里去。”5又说：“你们中间
有权势的人与我一同下去，那
人若有什么不是，就可以告
他。” 

6ꃏꌦꄖꑳꇊꌒꇌꉆꑍꅀꊰꑋꂷ

ꐥꈭꐨꆏ，ꀱꇽꌒꆀꑸꒉꀐ，ꊁꄹꉇ

ꆏ，ꋌꀞꇽꑋꅉꑌꄉꊿꋌꇤꅷꀧꇊꈻ

ꌊꇁꎻ。7ꀧꇊꇁꈭꐨꆏ，ꑳꇊꌒꇌꄉ

ꇁꌠꒀꄠꊿꈧꌠꋍꈭꋍꇍꉆꄉ，ꌤꆈ

ꒉꀕꌠꑠꈍꑋꃅꌌꋍꊂꅇꎹ，ꄚ，ꊫꌐ

ꆏꀋꐥ。8ꀧꇊꑖꉬꄜꄉꑠꃅꉉ：

“ꒀꄠꊿꄹꏦꉬꄿꂿ，ꌃꎔꑷꂿꉬꄿ

ꂿ，ꇽꌒꉬꄿꂿ，ꐯꇯꉢꇫꁏꇫꆽꀋ

ꋻ”ꄷ。9ꄚ，ꃏꌦꄖꆏꒀꄠꊿꉌꃹ

ꅍꃅꄉ，ꀧꇊꏭ：“ꆏꑳꇊꌒꇌꁧꑲ

ꆀ，ꉢꀊꄶꇬꄉꌤꋌꐘꀞꇽꇬꍑ

6非斯都在他们那里住了不
过十天八天，就下凯撒利亚
去。第二天坐堂，吩咐将保罗
提上来。7保罗来了，那些从耶
路撒冷下来的犹太人周围站
着，将许多重大的事控告他，
都是不能证实的。8保罗分诉
说：“无论犹太人的律法、或是
圣殿、或是凯撒，我都没有干
犯。”9但非斯都要讨犹太人的喜
欢，就问保罗说：“你愿意上耶
路撒冷去，在那里听我审断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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ꀕ？”ꄷ。10ꀧꇊꆏꇬꏭ：“ꉢꇽꌒ

ꃤꀞꇽꅉꂾꉆ，ꉡꆹꌌꄚꄉꀞꇽꄡ

ꑟ。ꉢꒀꄠꊿꏭꃅꑽꏿꑽꅍꀋꐥ，ꑠ

ꆹꑓꀠꀕꃅꆏꅉꐚ。11ꀋꄸꄷ，ꉢꃅ

ꑽꏿꑽꅍꐥꄉ，ꌦꋭꌠꌤꑠꐆꑲꆏ，ꉢ

ꌥꑌꑽꀋꐥ。ꋀꊇꉠꊂꅇꎹꌠꌤꈧꌠ

ꀋꄸꄷꇰꀋꍝꌠꉬꑲꆏ，ꈀꄸꑌꉢꋌ

ꇱꏮꋀꁳꀋꉆ。ꉡꆹꅇꎹꅷꇽꌒꄷꑟ

ꁧ”ꄷ。12ꃏꌦꄖꌋꆀꋍꇖꂾꄟꃀ

ꁥꌠꐮꇖꇈ，ꀧꇊꏭ：“ꆏꅇꎹꅷꇽ

ꌒꄷꑟꁧꏾꑲꆏ，ꆏꇽꌒꄷꁧꉆ”
ꄷ。 

事吗？”10保罗说：“我站在凯撒
的堂前，这就是我应当受审的
地方。我向犹太人并没有行过
什么不义的事，这也是你明明
知道的。11我若行了不义的事，
犯了什么该死的罪，就是死，
我也不辞。他们所告我的事若
都不实，就没有人可以把我交
给他们。我要上告于凯撒。” 
12非斯都和议会商量了，就说：
“你既上告于凯撒，可以往凯撒
那里去。” 

 

ꀧꇊꊿꏃꑸꏣꁁꌋꆀꀙꆀꏸꂾꉆꄉ 保罗被带到亚基帕和百尼基前 
13ꃅꐎꈍꑋꑍꐛꈭꐨꆏ，ꌅꃀꑸꏣ

ꁁꌋꆀꀙꆀꏸꑋꇁꌊꇽꌒꆀꑸꄉꃏꌦ

ꄖꏭꋬꂻꄜꇁ。14ꋀꀊꄶꇬꀉꑌꑍꐥ

ꄉ，ꀧꇊꌤꐘꌠꃏꌦꄖꉉꌅꃀꇰ，ꃏꌦ

ꄖꄹꇬ：“ꄚꇬꊿꃏꆀꌦꈢꏦꑳꇬꊐ

ꄉꇈꑠꂷꐥ。15ꉢꑳꇊꌒꇌꐤꄮꇬ，

ꆦꑝꌟꒉꌋꆀꒀꄠꅡꈭꌟꒉꈨꊿꋋꂷ

ꃆꂮꄜꉡꇰꄉ，ꉠꏯꑽꃤꏤꊿꋋꂷꁵ

ꄷꇖꂟ。16ꉢꋀꏭꉉ，ꈀꄸꉬꄿꂿ，

ꊿꇫꊂꅇꎹꂶꌠꌋꆀꅇꎹꊿꋍꈜꄉꈌ

ꀋꊪ，ꋌꁳꌤꋍꊂꅇꎹꈧꌠꀂꏽꑖꉬ

ꀋꄜꃅꋍꑽꃤꏤꌠ，ꑠꆹꇊꂷꃷꋪꇬꀋ

ꊒꌠꄷ。17ꋀꊇꐯꇯꇁꌊꄚꏓꄮꇬ

ꆏ，ꉢꄉꀋꇤꃅ，ꊁꄹꉇꆏꀞꇽꅉꇬꑌ

ꄉ，ꊿꏭꊿꀊꋨꂷꈻꌊꇁꄷ。18ꋍꊂ

ꅇꎹꈧꌠꇬꉆꄉꋍꊂꅇꎹ；ꌌꋍꊂꅇ

ꎹꌠꆹ，ꉢꈁꉪꌠꄷꅠꀊꋨꑵꀋꉬ。

19ꋀꊇꅇꈁꎹꌠꆏ，ꋀꊨꏦꌤꌦꌋꏭ

13过了些日子，亚基帕王和
百尼基氏来到凯撒利亚，问非
斯都安。14在那里住了多日，非
斯都将保罗的事告诉王，说：
“这里有一个人，是腓力斯留在
监里的。15我在耶路撒冷的时
候，祭司长和犹太的长老将他
的事禀报了我，求我定他的
罪。16我对他们说，无论什么
人，被告还没有和原告对质，
未得机会分诉所告他的事，就
先定他的罪，这不是罗马人的
条例。17及至他们都来到这里，
我就不耽延，第二天便坐堂，
吩咐把那人提上来。18告他的人
站着告他；所告的，并没有我
所预料的那等恶事。19不过是有
几样辩论，为他们自己敬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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ꀍꃈꄚꃆꂮꑠꈨ，ꉈꑴꆏꊿꑳꌠꂓꑠ

ꂷꃆꂮꈨ，ꋋꆹꌦꀐ，ꄚ，ꀧꇊꄹꇬꋋ

ꆹꇫꐥꑴꄷ。20ꉡꆹꌤꋋꈨꈍꃅꇔꅲ

ꄡꑟꌠꉢꋌꀋꌧꄉ，ꉢꀧꇊꏭ：‘ꆏ

ꑳꇊꌒꇌꆹꑲꆀ，ꅽꌤꋋꈨꌌꀊꄶꄉ

ꀞꇽꆹꏽꀕ？’ꄷꅲ。21ꄚ，ꀧꇊꆹ

ꉠꏯꋋꄻꇬꊎꄉ，ꃰꃅꁳꋋꀞꇽꎻꄷ

ꇖꂟ，ꑠꅹ，ꉢꊿꏭꀧꇊꄻꇬꊎꄉꅷ

ꋌꉢꏃꇽꌒꃰꃅꄷꆸꄮꑟ”ꄷ。22ꑸ

ꏣꁁꆏꃏꌦꄖꏭ：“ꉠꊨꏦꑴꅉꑌꊿ

ꋋꂷꅔꀥꅉꅲꏾ”ꄷ。ꃏꌦꄖꆏꇬ

ꏭ：“ꆏꃆ꒰ꄑꋍꌤꅲꉆ”ꄷ。 

的事，又为一个人名叫耶稣，
是已经死了，保罗却说他是活
着的。20这些事当怎样究问，我
心里作难；所以问他说：‘你愿
意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为这
些事听审吗？’21但保罗求我留
下他，要听皇上审断；我就吩
咐把他留下，等我解他到凯撒
那里去。”22亚基帕对非斯都
说：“我自己也愿听这人辩论。”
非斯都说：“明天你可以听。” 

23ꊁꄹꉇꆏ，ꑸꏣꁁꌋꆀꀙꆀꏸ

ꑋꊋꒉꌗꒉꇧꀱꋦꃅꇁ，ꋍꑊꂽꄙꏃ

ꌋꈧꌠꌋꆀꇓꈓꇬꊿꐤꒉꈧꌠꐊꋍꏅ

ꑷꂿꇬꃹꇁ。ꃏꌦꄖꅇꇬꉉꄷꌦꆏ，

ꀧꇊꊿꏃꈏꃹꇁ，24ꃏꌦꄖꑠꃅꉉ：

“ꌅꃀꑸꏣꁁꌋꆀꌟꒉꌠꂾꊈꀋ！ꆍ

ꊇꊿꋋꂷꉜ，ꒀꄠꊿꇬꈀꐥꌠ，ꑳꇊ

ꌒꇌꐥꌠꌋꆀꄚꇬꐥꌠꐯꇯꊿꋋꂷꊂ

ꅇꎹꄉ，ꉠꏯ‘ꋌꄛꇫꐥꄉꄡꎽ’

ꃅꏅꄉꇖꂟ。25ꄚ，ꉢꍤꂥꀘꇬ，ꊿ

ꋋꂷꑽꃤꌌꌦꃤꀞꋭꑠꐘꀋꃅ，ꉈꑴ

ꋍꊨꏦꑌꀂꅇꎹꅷꃰꃅꄷꑟꁧꂿꄷ，

ꑠꅹ，ꉡꆹꉪꄉꏤꄉꋌꏁꆹꂿꉂ。26ꉉ

ꅷꊿꋋꂷꃆꂮꑟꇬꆏ，ꉢꊫꌐꇯꍝꌠ

ꁱꃰꃅꁵꉆꌠꑠꀋꐥ。ꑠꅹ，ꋌꀋꃅ

ꉢꏃꆍꂾꉆꄉ，ꉈꃅꏃꌅꃀꑸꏣꁁꅽ

ꃀꉆꄉ，ꑠꆹꊿꋋꂷꌌꍤꅲꈭꐨ，ꉢꁱ

ꃰꃅꁵꅍꐥꎻꂿꄷꌠ。27ꉢꉜꇬ，ꊾ

ꇬꂷꏃꆹꇬ，ꋍꑽꃤꉉꐞꀋꉅꑠꆹꇗꅉ

23第二天，亚基帕和百尼基
大张威势而来，同着众千夫长
和城里的尊贵人进了公厅。非
斯都吩咐一声，就有人将保罗
带进来。24非斯都说：“亚基帕
王和在这里的诸位啊！你们看
这人，就是一切犹太人在耶路
撒冷和这里曾向我恳求、呼叫
说：‘不可容他再活着。’25但我
查明他没有犯什么该死的罪，
并且他自己上告于皇帝，所以
我定意把他解去。26论到这人，
我没有确实的事可以奏明主
上。因此，我带他到你们面
前，也特意带他到你亚基帕王
面前，为要在查问之后，有所
陈奏。27据我看来，解送囚犯，
不指明他的罪案，是不合理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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ꇬꀋꊒꌠꉬ”ꄷ。 
 

ꀧꇊꑸꏣꁁꂾꄉꊨꏦꎁꃅꅔꀥ 保罗在亚基帕前为自己辩护 

26 ꑸꏣꁁꀧꇊꏭ：“ꆏꅽꊨꏦ

ꎁꃅꑖꉬꄜꉆ”ꄷ。ꄚꄉ 
26 亚基帕对保罗说：“准你

为自己辩明。”于是保罗 
ꀧꇊꇇꎇꄉꋍꑖꉬꄜ：2“ꌅꃀꑸꏣꁁ

ꀋ！ꉢꒀꄠꊿꉠꊂꅇꎹꌠꌤꈀꐥꃅ，

ꀃꑍꌌꅽꃀꄉꑖꉬꄜꄎꌠꆹ，ꉢꎭꈓꂂ

ꐯꂂꌠꉬ；3ꀊꅰꃅꎭꈓꂂꌠꆏ，ꒀꄠ

ꊿꃷꋪꏦꃤꌋꆀꅔꀥꌠꃆꂮꆏꋒꌥ，

ꑠꅹ，ꆏꑴꌠꋰꄉꉠꅇꅲꅊꇈ。4ꉢꂴ

ꇬꂾꇬꉪꇩꏤꃰꊿꈬꇬꌋꆀꑳꇊꌒꇌ

ꐥꇬ，ꉢꀉꑳꌺꃅꄉꄮꇬ，ꊿꈍꃅꐙ

ꂷꉬꌠꒀꄠꊿꈀꄸꑌꇫꅉꐚ。5ꀋꄸ

ꄷ，ꋀꅇꊪꌬꅲꑲꆏ，ꉡꆹꇬꂾꇬꇯꆐ

ꉪꑇꇐꈬꇬꏟꈯꀕꁥꌠꇬꈴꄉꃔꆀꌏ

ꊿꄻꀐꌠꋀꅉꐚ。6ꀋꃅꉢꄚꉆꄉꀞ

ꇽꌠꊝꌠꆹ，ꏃꃅꌋꉪꀋꁌꀋꁧꏭꈀ

ꈌꁧꄉꌠꉢꇫꉘꇉꒉꄸ。7ꈌꁧꐨꑠ

ꆹ，ꉪꊇꊰꑋꁯꐯꇯꊪꊊꌠꉘꇉ，ꑠꃅ

ꄉ，ꈀꄸꑌꑍꇁꌋꀋꐥꃅꏟꈯꀕꃅꏃ

ꃅꌋꏭꀍꃈꄜꇬꎷ。ꌅꃀꀋ！ꉡꆹꉘ

ꇉꅍꋌꐘꒉꄸꃅꒀꄠꊿꉠꊂꅇꎹꌠ

ꉬ。8ꏃꃅꌋꌦꊿꁳꀱꐥꇁꎻ，ꆍꊇ

ꑞꃅꋍꑠꆍꌌꑇꉆꅍꀋꉬꌠꃅꄉ？9ꀋ

ꉊꂴꏭꉡꑌꈍꑍꁁꏯꃅꇂꌒꇍꊿꑳꌠ

ꂓꆼꁏꄡꑟꉂꃅꉪ。10ꉢꑳꇊꌒꇌꄉ

ꌤꋍꑠꃅꋺꀐ，ꆦꑝꌟꒉꌅꈌꄻꉢꁳ

ꄉ，ꌃꎔꌺꈍꑋꃅꉢꈻꏦꑳꇬꈢ。ꌃ

ꎔꌺꊿꌌꌦꃤꀞꇬ，ꉡꑌꊾꐊꄉꀞ

ꇽ。11ꉻꏑꅉꈁꐛꅉꇬꃅ，ꉢꈍꑋꃢ

ꃅꊿꏶꈠꄉ，ꋀꁳꍍꋉꄸꄀꅇꉉꎻ；

伸手分诉说：2“亚基帕王啊，犹
太人所告我的一切事，今日得
在你面前分诉，实为万幸；3更
可幸的，是你熟悉犹太人的规
矩和他们的辩论；所以求你耐
心听我。4我从起初在本国的民
中，并在耶路撒冷，自幼为人
如何，犹太人都知道。5他们若
肯作见证，就晓得我从起初，
是按着我们教中最严紧的教门
作了法利赛人。6现在我站在这
里受审，是因为指望神向我们
祖宗所应许的。7这应许，我们
十二个支派，昼夜切切地事奉
神，都指望得着。王啊，我被
犹太人控告，就是因这指望。 
8神叫死人复活，你们为什么看
作不可信的呢？9从前我自己以
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
的名，10我在耶路撒冷也曾这样
行了。既从祭司长得了权柄，
我就把许多圣徒囚在监里。他
们被杀，我也出名定案。11在各
会堂，我屡次用刑强逼他们说
亵渎的话；又分外恼恨他们，
甚至追逼他们，直到外邦的城
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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ꉢꋀꌂꐯꌂ，ꄷꀋꁧꉢꎼꉇꉻꊿꇓꈓ

ꑠꇬꄉ，ꋀꎷꋀꈹꄉ，ꋀꍅꄁꁧ”

ꄷ。 
 

ꀧꇊꋍꄺꀱꐨꉉ 保罗叙说他的改变 
12“ꋍꃢꉢꆦꑝꌟꒉꌅꈌꌋꆀꁵ

ꅇꉢꊪꌊꄊꂷꌧꇱꉜꄉꁧ。13ꌅꃀ

ꀋ！ꂵꆤꂶꌠꇬ，ꉢꈝꂾꐹꄮꇬꆏ，ꂿ

ꃅꇬꁨꑭꉘꁮꑭꏭꀋꋌꃅꁤꇅꀕꌠꇖ

ꁁꏯꃅꇁꉡꌋꆀꊿꉡꐊꈧꌠꌸ。14ꉪ

ꊇꐯꇯꐚꃄꅉꇬꅞꌐꇬꆏ，ꃚꋒꑵꑝ

ꀨꆾꉙꌌ：‘ꌕꇊ！ꌕꇊ！ꆏꑞꃅꉡꆼ

ꍅꆹꆋꌠꉬ？ꆏꏸꑭꌊꄉꍲꈬꇬꀜꌠꆹ

ꊋꋠꌠ’ꄷ。15ꉡꆏꇬꏭ：‘ꌋꀋ！

ꆏꈀꄸꉬ？’ꄷ，ꌋꆏ：‘ꉡꆹꆏꌌꆼ

ꍅꆹꆋꌠꑳꌠꉬ。16ꆏꄓꀍꉀꉆꄉ！

ꉡꆹꉈꃅꅽꃀꅐꇁꌠ，ꆏꉢꌋꌊꁏꐚꃅ

ꄉꉠꅇꊪꌬ，ꆏꀃꑍꆏꈀꂿꌠꌋꆀꊁ

ꉢꅽꏯꈁꄐꈁꂘꌠꐯꇯꊩꀽꊾꇰ

ꁧ。17ꆎꑌꉹꁌꌋꆀꉇꉻꊿꇇꈐꇬꄉ

ꉢꇱꈭꋏꎼꇁ。ꆏꉢꁆꌌꋀꊇꄷꁧ，

18ꋀꑓꋪꁳꁉꉆꎻ，ꆈꋧꋪꅉꄉꏮꇁ

ꁤꇅꀕꅉꑟ，ꋀꁳꑊꋌꌌꁈꊋꃤꇂꃴ

ꄉꏮꏃꃅꌋꈿꐥꇁꎻ；ꉇꑴꋀꉢꑅꒉ

ꄸꃅ，ꋀꑽꃤꆹꄻꋀꏆ，ꋀꊇꊿꌃꇁ

ꎔꐛꈧꌠꌋꆀꐯꇯꍸꇐꊪꊊ’ꄷ”

ꄷ。 

12“那时，我领了祭司长的权
柄和命令，往大马士革去。13王
啊！我在路上，晌午的时候，
看见从天发光，比日头还亮，
四面照着我并与我同行的人。
14我们都仆倒在地，我就听见有
声音用希伯来话向我说：‘扫
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你
用脚踢刺是难的！’15我说：‘主
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
所逼迫的耶稣。16你起来站着，
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作执
事，作见证，将你所看见的
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
明出来。17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
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们
那里去，18要叫他们的眼睛得
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
但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
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
基业。’” 

 

ꀧꇊꒀꄠꊿꌋꆀꉇꉻꊿꏭꅇꊪꌬ 保罗向犹太人和外邦人作见证 
19“ꌅꃀꑸꏣꁁꀋ！ꉢꂿꃅꇬꄉ

ꇁꌠꐛꒌꇣꋲꂶꌠꇬꈴꄉꀋꃅꌠꀋ

ꉬ。20ꉢꂴꆏꄊꂷꌧꇱ，ꊁꆏꑳꇊꌒ

19“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
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20先在
大马士革，后在耶路撒冷和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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ꇌ、ꒀꄠꑭꊂꌋꆀꉇꉻꊿꏭꉪꁏꄺ

ꀱꄉꏮꏃꃅꌋꈿꄉꐥꇁꄡꑟꄷꉙꂘ，

ꋀꏭꋀꃅꐨꑽꑌꆹꉪꁏꄺꀱꌠꉌꃀꌋ

ꆀꐯꋭꄡꑟꄷ。21ꑠꅹ，ꒀꄠꊿꆏꌃ

ꎔꑷꂿꇬꄉꉢꋀꒃꄉ，ꋀꉢꌉꏢꉨ。

22ꄚ，ꅑꅸꀃꑍꑟꇬ，ꏃꃅꌋꉠꇇꀤꐛ

ꅹ，ꉢꇬꉆꄎꑴꌦꄉ，ꌠꐭꌟꒉꃀꌠꀉ

ꑳꏭꅇꊪꌬ，ꄷꀋꁧ，ꉢꈀꄜꌠꆹꅉꄜ

ꊿꌋꆀꃀꑭꈁꉉꌠꌤꊁꇁꋍꑍꀋꎪꃅ

ꀕꐛꈧꌠꉬ。23ꋀꄹꇬ，ꑳꌠꆹꀋꎪ

ꃅꊿꉮꌦ，ꄷꀋꁧꌦꈬꇬꄉꀱꐥꇁꌠ

ꇬꂾꂶꌠꐛꄉ，ꁨꑭꇗꅉꁊꉹꁌꌋꆀ

ꉇꉻꊿꁵꄷ”ꄷ。 

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
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
的心相称。21因此，犹太人在殿
里拿住我，想要杀我。22然而我
蒙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得
住，对着尊贵、卑贱的老幼作
见证；所讲的并不外乎众先知
和摩西所说将来必成的事，23就
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先从死
里复活，再把光明的道传给百
姓和外邦人。” 

 

ꀧꇊꑸꏣꁁꏭꌋꑇꄷꉉ 保罗劝亚基帕信主 
24ꀧꇊꑠꃅꑖꉬꄛꄮꇬꆏ，ꃏꌦꄖ

ꀊꅰꃅꏅꄉ：“ꀧꇊ！ꆏꃵꂿꀐꌠꉬ

ꀞ！ꅽꌧꇐꌷꇐꀉꑌꇨꀕꄉ，ꆏꋌꎼ

ꃶꇌꂿꇌꀐ！”ꄷ。25ꀧꇊꆏꇬꏭ：

“ꃏꌦꄖꌟꒉꀋ！ꉢꀋꃶꀋꂿ，ꉢꈁ

ꉉꌠꆹꇯꍝꌠꌋꆀꐝꉅꌠꉬ。26ꌅꃀ

ꑌꌤꋋꈨꋌꅉꐚ，ꑠꅹ，ꉢꉌꂵꀉꒉꃅ

ꌅꃀꏭꉉꌠꉬ，ꉢꇬꑅꐯꇬꑅꌠꆏ，ꌤ

ꋋꈨꆹꋍꍈꑋꌅꃀꏭꀋꂁꀋꁿ，ꑞꃅ

ꆏ，ꌤꈀꃅꌠꆹꈢꆈꄉꃅꌠꀋꉬ。

27ꑸꏣꁁꌅꃀꀋ！ꆏꅉꄜꊿꑇꀕ？ꉡꆹ

ꆏꑇꌠꉢꅉꐚ”ꄷ。28ꑸꏣꁁꆏꀧꇊ

ꏭ：“ꆏꉪꇬꑠꉗꌹꍈꀉꄂꃅꉢꈝꐮ

ꃅꆏꎼꏢꄖꑇꊿꐛꉘꇉꅀ？（ꅀ“ꆏꑠꃅꉡ

ꇬꄉ，ꉢꇯꏢꄖꑇꊿꂷꐛꀋꇊꀐ！”ꃄꑌꍑ）”

ꄷ。29ꀧꇊꆏꇬꏭ：“ꀂꉗꄿꂿ，ꀊ

ꉗꄿꂿ，ꉢꏃꃅꌋꏭꇖꂟꌠꆹꆏꀉꄂ

24保罗这样分诉，非斯都大
声说：“保罗！你癫狂了吧！你
的学问太大，反叫你癫狂了。”
25保罗说：“非斯都大人，我不
是癫狂，我说的乃是真实明白
话。26王也晓得这些事，所以我
向王放胆直言，我深信这些事
没有一件向王隐藏的，因都不
是在背地里做的。27亚基帕王
啊！你信先知吗？我知道你是
信的。”28亚基帕对保罗说：“你
想少微一劝，便叫我作基督徒
啊？”（或作“你这样劝我，几乎叫我作

基督徒了。”）29保罗说：“无论是少
劝，是多劝，我向神所求的，
不但你一个人，就是今天一切
听我的，都要像我一样，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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ꀋꉬ，ꀃꑍꉠꅇꈀꅲꌠꃅ，ꐯꇯꉡꌋꆀ

ꐯꌟ，ꄚ，ꋀꊇꆹꉠꌟꃅꎸꉗꋋꈨꀋ

ꅑ”ꄷ。 

不要像我有这些锁链。” 

30ꄚꄉꌅꃀꌋꆀꍤꆫꇛꌺ、ꀙꆀ

ꏸꌋꆀꋀꈽꑌꈧꌠꐯꇯꄓꁧꇈ，31ꎞ

ꈐꏭꄉ：“ꊿꋋꂷꑽꃤꌌꐒꋭ、ꌦ

ꋭꑵꀋꃅ”ꄷꐮꏯꉉ。32ꑸꏣꁁꉈ

ꑴꃏꌦꄖꏭ：“ꊿꋋꂷꅇꎹꅷꇽꌒꄷ

ꑟꀋꁧꑲꆏ，ꋊꃑꇫꎭꉆꀐ”ꄷ。 

30于是王和巡抚并百尼基与
同坐的人都起来，31退到里面，
彼此谈论说：“这人并没有犯什
么该死、该绑的罪。”32亚基帕
又对非斯都说：“这人若没有上
告于凯撒，就可以释放了。” 

 

ꀧꇊꇉꑌꇊꂷꉜꄉꁧ 保罗坐船往罗马 

27 ꃏꌦꄖꆹꉪꄉꏤꄉꀐꐛꅹ，ꉪ

ꊇꁳꇉꑌꑴꄊꆀꉜꄉꁧꎻ，

ꄚ 

27 非斯都既然定规了，叫
我们坐船往意大利去，  

ꄉꀧꇊꌋꆀꊾꇬꀉꁁꈨꋀꏮꇽꌒꂽꁥ

ꌠꈬꄔꂽꉐꏃꌋꒀꑘꂒꂷꁵ。2ꇉꑸ

ꑭꑸꃅꄷꎿꋮꇬꍬꁧꌠꑸꄉꂰꄠꃣꇷ

ꐥꄉ，ꉪꐂꇫꑌꁧ，ꂷꐕꄓꄉꇁꌠꄟ

ꌒꇊꆀꏦꊿꑸꆀꄉꇴꑌꉪꊇꐊꁧ。

3ꊁꄹꉇꆏ，ꑭꄓꑟ，ꒀꑘꂄꃅꀧꇊ

ꊝ，ꋌꋍꐋꀨꄷꆹꉆꄉ，ꐋꀨꁳꋋꀨꎹ

ꎻ。4ꉪꊇꀊꄶꇬꄉꇉꏀꌊꌏꁍꇊꌦ

ꎿꅔꃅꆳꁿꁀꏯꊫꄉꈴ，ꑞꃅꆏ，ꃅ

ꆳꀉꇨꀕ。5ꏸꆀꏦ、ꁂꃏꆀꑸꂾꐛ

ꌠꎿꂶꌠꈳꅐꈭꐨꆏ，ꇁꌊꑗꏦꃅꄷ

ꂰꇁꈚꌠꑟ。6ꀊꄶꇬꄉ，ꂽꉐꏃꌋ

ꂶꌠꑸꆀꎭꄊꇈꇷꑴꄊꆀꁧꌠꋌꂿꇬ

ꆏ，ꋌꉪꏭꐂꇉꀊꋨꇷꑌꄷ。7ꈍꑋ

ꑍꊛꄉ，ꇉꀋꐳꐛꅹ，ꉪꊇꇁꌊꇱꆀꄲ

ꅶꁉꀉꄂꑟꄎ。ꃅꆳꀉꒉꇨꀕꐛꅹ，

ꇈꇶꌠꈌꅿꄯꃅꆳꁿꁀꏯꊫꄉ，ꌒꃀ

ꂱꅶꁉꈴꁧ。8ꉪꊇꎿꋮꇬꍬꄉꈴ

便将保罗和别的囚犯交给御营
里的一个百夫长，名叫犹流。
2有一只亚大米田的船要沿着亚
细亚一带地方的海边走，我们
就上了那船开行，有马其顿的
帖撒罗尼迦人亚里达古和我们
同去。3第二天，到了西顿，犹
流宽待保罗，准他往朋友那里
去，受他们的照应。4从那里又
开船，因为风不顺，就贴着塞
浦路斯背风岸行去。5过了基利
家、旁非利亚前面的海，就到
了吕家的每拉。6在那里，百夫
长遇见一只亚历山大的船要往
意大利去，便叫我们上了那
船。7一连多日，船行得慢，仅
仅来到革尼土的对面。因为被
风拦阻，就贴着克里特背风



ꁆꄻꊩꌺꃅꐨ  27 457 使徒行传  27 

 

 

ꇈ，ꇁꌊꏦꀎꂓꑠꈚꇬꑟꇬꇯꆎꊋꋠ

ꐯꊋꋠ，ꀊꄶꇬꌋꆀꀊꎴꀋꇢꅈꇬ

ꆏ，ꇁꑭꑸꇓꈓꇬꐙ。 

岸，从撒摩尼对面行过。8我们
沿岸行走，仅仅来到一个地
方，名叫佳澳；离那里不远，
有拉西亚城。 

9ꃅꑍꃅꉖꀉꑌꑍꇫꈴꁧꀐ，ꋚꈻ

ꃅꑍꊬꌠꑌꈢꋒꀐ，ꇈꑌꆽꀠꉆꄉ，

ꀧꇊꉹꁌꏭ：10“ꁦꋠꊈꀋ！ꉢꉜꇬ，

ꇉꋋꇷꌋꆀꇉꇬꈁꀀꌠꎊꈬꀉꑌꃅꁮ

ꑋꆿꐛꌠꀉꄂꀋꉬꃅ，ꉪꊇꀑꇬꑌꄚ

ꄉꁮꉆ”ꄷꅇꈪꊐ。11ꄚ，ꂽꉐꏃꌋ

ꂶꌠꆏ，ꇉꏀꊿꌋꆀꇉꌌꁈꀉꄂꅇꑇ

ꇈꀧꇊꅇꆏꀋꑇ。12ꄷꀋꁧ，ꎾꈌꋋ

ꂷꇬꄉꃅꋆꈳꅐꇬꊝꀋꋽꄉ，ꇉꇬꊿ

ꊋꒉꄹꁆꌠꄹꇬ，ꉪꄚꆏꑎꆹ，ꄚꇬꐞ

ꌊꃏꅿꏸꁧꄈꍑ，ꉪꊇꑟꁧꄎꑲꆏ，

ꀉꄶꇬꄉꃅꋆꈳꅐꁧꂿꄷ。ꃏꅿꏸꆹ

ꈌꅿꄯꎿꅔꇬꎾꈌꂷ，ꎾꈌꋍꁁꏯꆏ

ꑌꌋꈤꏭꉜ，ꋍꁁꏯꆏꇐꄸꉻꏭꉜ。 

9走的日子多了，已经过了
禁食的节期，行船又危险，保
罗就劝众人说：10“众位，我看
这次行船，不但货物和船要受
伤损，大遭破坏，连我们的性
命也难保。”11但百夫长信从掌
船的和船主，不信从保罗所说
的。12且因在这海口过冬不便，
船上的人就多半说，不如开船
离开这地方，或者能到非尼基
过冬。非尼基是克里特的一个
海口，一面朝东北，一面朝东
南。 

 

ꃅꆳꂷꉐꀉꒉꌠꋒ 遇大风浪 
13ꋋꇅꇬꆏ，ꆀꆳꀄꊭꌺꃅꑠꍈꇫ

ꁏ，ꋀꇿꌌꇉꇻꇥꉧꋀꈻꄩꄉ，ꇉꈌ

ꅿꄯꊫꄉꈴꅷꁧ。14ꀊꉗꀋꐛꃅ，ꃅ

ꆳꇨꐯꇨꑠꄲꎿꅔꄉꁏꅷꇁ，ꃅꆳꋋ

ꄲꂒꆏꒀꇁꇰꇊꄷ（“ꒀꇁꇰꇊ”ꆹꃅꆳꑌꌋ

ꈤꏭꄉꇁꌠꄜ）。15ꇉꇶꌠꃅꆳꈬꇬꃹꄉ，

ꇬꄡꀋꄐꃅ，ꉪꊇꇉꇶꌠꁳꃅꆳꐊꁧ

ꎻ。16ꇉꇶꌠꎿꅔꇨꄊꂓꑠꂷꇬꃅꆳ

ꁿꁀꏯꊫꄉꈴ，ꀊꄶꇬꄉꀑꇬꈭꋏꇉ

ꀄꊭꌠꉪꈻꄉ，ꄚ，ꈺꊋꐯꈺꊋ。

17ꀑꇬꈭꋏꇉꉪꈻꄩꎼꇁꈭꐨꆏ，ꇉꏀ

ꊿꈧꌠꏦꀨꌌꇉꇶꌠꇉꉱꄷꄉꋀꇱꐒ

13这时微微起了南风，他们
以为得意，就起了锚，贴近克
里特行去。14不多几时，狂风从
岛上扑下来；那风名叫东北
风。15船被风抓住，敌不住风，
我们就任风刮去。16贴着一个小
岛的背风岸奔行，那岛名叫高
大，在那里仅仅收住了小船。
17既然把小船拉上来，就用缆索
捆绑船底，又恐怕在赛耳底沙
滩上搁了浅，就吊下锚，任船
漂去。18我们被风浪逼得甚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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ꈄꄉ，ꉈꑴꇉꇶꌠꌏꇓꄂꂤ꒰ꀠꇬꑘ

ꏦꄉ，ꇉꇻꇥꉧꋀꄻꀁꋌꄉ，ꇉꁳꈁ

ꏾꃅꁮꁧꎻ。18ꉪꊇꃅꆳꌋꆀꒈꂃꒊ

ꆱꇱꎟꀙꐯꀙ，ꊁꄹꉇꆏ，ꎊꈬꈧꌠ

ꊿꇱꇵꎿꇬꊐꌐ。19ꌕꑍꄹꉇꆏ，ꋀ

ꊇꇇꐛꄉꇉꇬꊐꅍꊐꀏꈧꌠꋀꇵꎿꇬ

ꇱ。20ꉘꁮꌋꆀꃅꏸꃅꐎꈍꑍꀕꉪꋌ

ꀋꂿꀐ，ꉈꑴꃅꆳꇬꊎꁏꇬꎷ，ꒈꂃ

ꒊꆱꇬꊎꄓꇬꎷꄉ，ꉪꊇꆹꈭꅐꌠꉘ

ꀋꇉꀐ。 

第二天众人就把货物抛在海
里。19到第三天，他们又亲手把
船上的器具抛弃了。20太阳和星
辰多日不显露，又有狂风大浪
催逼，我们得救的指望就都绝
了。 

21ꊿꈧꌠꀉꑌꑍꑞꍈꑌꀋꋠꀐ，

ꀧꇊꄓꋀꊇꈬꄔꉆꄉ：“ꁦꋠꊈꀋ！

ꆍꊇꉠꅇꃅꄉꈌꅿꄯꀋꐞꄡꑟ，ꉠꅇ

ꃅꑲꆏ，ꀋꃅꁮꑋꆿꐛꑠꃅꑌꀋꐛꀐ

ꌠ。22ꀋꃅꑌꉢꆍꊇꏯꉉ，ꉌꄡꐒ，

ꆍꊇꋍꂷꑋꀑꇬꀋꁮ，ꇉꋋꇷꀉꄂꁮ

ꑋꌠꉬ。23ꑞꃅꆏ，ꉢꋍꊿꉬꇈꉢꇫ

ꀨꎹꌠꏃꃅꌋꆹꀋꅞꉖꋍꊩꌺꂷꇁꉠ

ꏢꁮꄉꉠꏯ：24‘ꀧꇊꀋ！ꏸꄡꏦ，ꆎ

ꆹꀋꎪꃅꇽꌒꂴꆽꉆꆹꄎꌠꉬ，ꊿꆎꌋ

ꆀꐯꈽꇉꇬꑌꈧꌠꑌ，ꏃꃅꌋꄻꆎꇖ

ꀐ’ꃅꉉ。25ꑠꅹ，ꁦꋠꊈꀋ！ꉌꄡ

ꐒ，ꉡꆹꏃꃅꌋꉠꏯꈍꃅꉉꆏ，ꌤꑌꈍ

ꃅꇫꅐꌠꉢꑇ。26ꄚ，ꉪꊇꆹꀋꎪꃅꇁ

ꎿꅔꂷꇬꋖꌠꉬ”ꄷ。 

21众人多日没有吃什么，保
罗就出来站在他们中间，说：
“众位，你们本该听我的话，不
离开克里特，免得遭这样的伤
损破坏。22现在我还劝你们放
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
丧，惟独失丧这船。23因我所
属、所事奉的神，他的使者昨
夜站在我旁边，说：24‘保罗，不
要害怕，你必定站在凯撒面
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
赐给你了。’25所以众位可以放
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
情也要怎样成就。26只是我们必
要撞在一个岛上。” 

27ꊯꇖꑍꄹꉖꌠꆏ，ꇉꑸꄓꅿꑸꎿ

ꃀꇬꁮꅷꁨꒉꉇꑴꇁꃅꐺ，ꌋꐓꌊꁁ

ꄮꇬꆏ，ꇉꏀꊿꈧꌠꆏꅔꇬꑟꆹꀐꎼ

ꈀ，28ꄚꄉꋀꎼꀁꂥꀊꂥꎖ，ꎖꇬꆏꎿ

ꀊꂥꐨꑍꊏꆹꀊꇈꐥ，ꁨꏭꉜꄉꁧꇈ，

ꉈꑴꎕꌦꇬꆏ，ꊯꉬꆹꐛ。29ꇉꇶꌠꇁ

27到了第十四天夜间，船在
亚得里亚海漂来漂去，约到半
夜，水手以为渐近旱地，28就探
深浅，探得有十二丈；稍往前
行，又探深浅，探得有九丈。
29恐怕撞在石头上，就从船尾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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ꇓꂵꇬꋕꏦꄉ，ꇉꂪꀠꇬꄉꇉꇻꇥꉧ

ꇖꏢꋀꇵꎿꇬꊐꄉ，ꃅꄜꌠꇁꉚ。

30ꇉꏀꊿꈧꌠꇉꇻꇥꉧꊐꎴꀕꃅꀑꇬ

ꈭꋏꇉꋀꄻꇉꊂꎿꇬꊐꄉꁈꁧꏭ

ꄐ。31ꀧꇊꂽꉐꏃꌋꀕꆀꂽꈧꌠꏭ：

“ꊿꋋꈨꄻꇉꇬꄉꇁꉚꄉꀋꎽꑲꆏ，

ꆍꊇꈍꃅꑌꈭꅐꀋꄐ”ꄷ。32ꄚꄉ

ꂽꈧꌠꀑꇬꈭꋏꇉꏦꀨꊿꐡꇫꎭꄉ，

ꀑꇬꈭꋏꇉꄻꎿꇬꁮꎼꁧꎻ。 

下四个锚，盼望天亮。30水手想
要逃出船去，把小船放在海
里，假装要从船头抛锚的样
子。31保罗对百夫长和兵丁说：
“这些人若不等在船上，你们必
不能得救。”32于是兵丁砍断小
船的绳子，由它漂去。 

33ꃅꄜꇀꄮꇬꆏ，ꀧꇊꉹꁌꏭꋙꋠ

ꄷꋀꇫꑣ，ꋀꏭ：“ꆍꊇꃅꐎꊯꇖꑍ

ꂷꑞꑌꀋꋠꃅꂮꌌꋰꄉꇁꉚꅗꀐ。

34ꑠꅹ，ꉢꆍꏭꉉ，ꆍꋙꍈꋠ；ꑠꆹꆍꊇ

ꈭꅐꈭꀋꅐꌠꇬꁧꏖꐨꐥꌠꉬ；ꑞꃅ

ꆏ，ꆍꊇꆹꈀꄸꑌꀍꑐꏢꂯꀋꆴ”
ꄷ。35ꀧꇊꅇꂷꋋꇬꉉꈭꐨꆏ，ꎬꁱ

ꋌꒃꌊꉹꁌꂾꄉꏃꃅꌋꏭꈀꎭꀕꅇꉉ

ꇈ，ꋌꏼꋠꀐ。36ꄚꄉꉹꁌꑌꉌꂵꇗ

ꄃꃅꋙꋠꀐ。37ꉪꊇꇉꇶꌠꇬꊻꂷꑍ

ꉐꏁꊰꃘꑼꐥ。38ꋀꊇꈀꄸꑌꋠꂊꈭ

ꐨꆏ，ꇉꇶꌠꄻꑾꌙꃅꄉꂿꄷꐛꅹ，

ꇉꇬꎭꂷꈧꌠꋀꍞꎿꇬꇱꇫꎭꌐ。 

33天渐亮的时候，保罗劝众
人都吃饭，说：“你们悬望忍饿
不吃什么，已经十四天了。34所
以我劝你们吃饭，这是关乎你
们救命的事；因为你们各人连
一根头发也不至于损坏。”35保
罗说了这话，就拿着饼，在众
人面前祝谢了神，掰开吃。36于
是他们都放下心，也就吃了。
37我们在船上的，共有二百七十
六个人。38他们吃饱了，就把船
上的麦子抛在海里，为要叫船
轻一点。 

 

ꇉꑘꒉꉱꃹꁧ 船沉没 
39ꃅꄜꄮꇬꆏ，ꃅꄷꀊꋩꈚꋀꇬꀋ

ꌧ，ꄚ，ꎿꈪꂤꏂꀠꅔꇬꆹꉆꑠꂷꋀꂿ

ꇈ，ꋀꊇꆏꇉꏀꌊꅔꇬꊫꉆꅀꀋꉆꌠ

ꌌꐮꇖ。40ꄚꄉꏦꀨꋀꐡꇫꎭꇈ，ꇉ

ꇻꇥꉧꋀꇵꎿꇬꊐ；ꇉꏀꅍꏦꀨꑌꋀ

ꁌꄉ，ꇉꆳꄡꂪꌦꋀꈻꀍꉀꄀ，ꆳꐊ

ꅔꇬꉜꄉꆹ。41ꄚ，ꇉꇶꌠꇁꌊꒊꏀꑍ

ꂷꇁꐯꏍꅉꇬꃹꇬꆏ，ꇉꇶꌠꏶꀊꄶ

39到了天亮，他们不认识那
地方，但见一个海湾，有岸可
登，就商议能把船拢进去不
能。40于是砍断缆索，弃锚在海
里；同时也松开舵绳，拉起
帆，顺着风向岸行去。41但遇着
两水夹流的地方，就把船搁了
浅；船头胶住不动，船尾被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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ꇬꎑꄉ，ꇉꀑꇘꑐꀋꉆ，ꇉꂪꆏꒈꂃ

ꒊꆱꀉꇨꌠꇱꅥꆿꐛ。42ꂽꈧꌠꆏꊾ

ꇬꈧꌠꒈꏸꄉꁈꁧꏦꄉ，ꌉꇫꎭꏢ

ꉨ。43ꄚ，ꂽꉐꏃꌋꆏꀧꇊꈭꋏꏢꉨ

ꄉ，ꋀꏭꈁꏾꃅꀕꀋꉆꄷꏢꇋ，ꒈꏸ

ꇮꌠꁳꐂꒉꇬꊐꄉꒈꏸꂴꅔꇬꆹꎻ。

44ꀉꁁꈧꌠꆏ，ꇉꇬꌩꀻꌋꆀꎄꀜꎄꇁ

ꌌꒉꁮꅔꇬꆹꎻ，ꑠꃅꄉ，ꈀꄸꑌꈭꅐ

ꄉꇁꎿꅔꇬꑟꀐ。 

的猛力冲坏。42兵丁的意思要把
囚犯杀了，恐怕有洑水脱逃
的。43但百夫长要救保罗，不准
他们任意而行，就吩咐会洑水
的，跳下水去先上岸；44其余的
人，可以用板子或船上的零碎
东西上岸。这样，众人都得了
救，上了岸。 

 

ꀧꇊꂷꇓꄣꎿꅔꇬꐥ 保罗在马耳他岛上 

28 ꉪꊇꈭꅐꈭꐨꑲꆀ，ꎿꅔꂶ

ꌠꂷꇓꄣꂓꌠꉪꅉꐚ。2ꊿꀊ 28 我们既已得救，才知道
那岛名叫马耳他。2土人 

ꄶꇬꀀꌠꆹꉪꂿꇬꉾꐯꉾ，ꀊꋨꄮꇬ

ꂷꉐꐛ，ꈛꑌꈜꈼꐛꅹ，ꋀꊇꃆꄔꏦ

ꄉꉪꋨꏦ。3ꀊꋨꄮꇬ，ꀧꇊꌩꄍꋌ

ꉅꌊꃆꄔꇬꏦꇁꇈ，ꌩꄍꌠꇬꁮꏂꅋ

ꑌꏢꇬꀀꅊꇈꄉ，ꁮ꒰ꏡꌠꃆꄔꃪꊸ

ꐛꅹ，ꁖꇁꄉꋌꑝꀧꇊꇇꇬꎑꎍ。

4ꊿꀊꄶꀀꈧꌠꁮ꒰ꏡꌠꑝꀧꇊꇇꇬ

ꎑꎍꌠꋀꂾꄮꇬꆏ，ꐮꏯ：“ꊿꋋꂷ

ꈍꃅꑌꊿꌉꊾꆳꋺꂷꉬꌠ，ꋌꎿꇬꄉ

ꈭꅐꇁꑴꇬ，ꑖꉬꇬꉚꌠꐥꄉ，ꄡꇗꋌ

ꁳꇫꐥꀋꎽꌠ”ꄷ。5ꁮ꒰ꏡꌠꀧꇊ

ꇵꃆꄔꇬꊐ，ꄚ，ꋍꇇꆏꐛꅍꀋꐥ。

6ꊿꀊꄶꀀꈧꌠꆏ，ꋌꊉꇁꅀꋋꇅꃅꐚ

ꇬꅜꄉꌦꀐꉂꃅꉪ；ꋌꈍꉗꏢꐛꇬꃅ

ꅍꀋꐥꌠꋀꊌꂿꇬꆏ，ꀱꌊ：“ꋋꆹ

ꌊꂷꉬ”ꃅꉉ。7ꀊꋩꈚꌋꆀꀊꎴꃅ

ꀋꇢꅉꇬꆏ，ꃄꅉꊁꅉꎿꅔꌟꒉꀯꀙ

ꑘꃤꇬꐙ，ꀯꀙꑘꉪꊇꋨꏦꄉꃅꐎꌕ

ꑍꌕꉖꂷꉪꌵꏢ。8ꀊꋨꇅꇬ，ꀯꀙꑘ

看待我们，有非常的情分；因
为当时下雨，天气又冷，就生
火接待我们众人。3那时，保罗
拾起一捆柴，放在火上，有一
条毒蛇，因为热了出来，咬住
他的手。4土人看见那毒蛇悬在
他手上，就彼此说：“这人必是
个凶手，虽然从海里救上来，
天理还不容他活着。”5保罗竟把
那毒蛇甩在火里，并没有受
伤。6土人想他必要肿起来，或
是忽然仆倒死了；看了多时，
见他无害，就转念说：“他是个
神。”7离那地方不远，有田产是
岛长部百流的。他接纳我们，
尽情款待三日。8当时，部百流
的父亲患热病和痢疾躺着。保
罗进去为他祷告，按手在他身
上，治好了他。9从此，岛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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ꀉꄉꆏ，ꑅꎸꊸꄉꃺꒌꊌꇬꀀ，ꀧꇊ

ꇁꌊꈐꏭꄉ，ꋍꎁꃅꈼꂟꈭꐨꆏ，ꇇꄻ

ꋍꇭꀧꇬꐛꄉ，ꀯꀙꑘꀉꄉꋌꉃꌒ

ꀐ。9ꋋꈭꐨꆏ，ꎿꅔꋋꂷꇬꊿꆅꀉ

ꁁꈧꌠꑌꇁꄉ，ꆅꃅꉃꌒꌐꀐ。10ꊿ

ꎿꅔꀀꈧꌠꈍꑋꁁꏯꃅꉪꊇꁌꒉ；ꉪ

ꊇꇉꏀꌊꁧꂯꄮꇬ，ꉪꈉꇐꄻꇐꑞꑌ

ꋀꄻꇉꇬꊐꄉꌐꀐ。 

余的病人也来，得了医治。10他
们又多方地尊敬我们；到了开
船的时候，也把我们所需用的
送到船上。 

 

ꀧꇊꇊꂷꑟ 保罗到达罗马 
11ꌘꁮꆪꐛꈭꐨꆏ，ꉪꊇꑸꆀꎭ

ꄊꇉꑌꁨꏭꉜꄉꁧ，ꇉꇶꌠꎿꅔꂶꌠ

ꇬꄉꃅꋆꈳꅐ，ꇉꇶꌠꇬꆏ“ꍐꌦꌹ

ꋒ”ꄷꁱꂷꑠꁱꇬꄀꄉ。12ꇉꏀꌊ

ꑪꇁꇴꑞꄮꇬꆏ，ꉪꊇꀊꄶꄉꃅꐎꌕ

ꑍꂷꑬꆏ。13ꊁꀊꄶꇬꄉꈜꏮꄉꇁꆺ

ꏸꊈꑟ。ꋍꑍꐛꈭꐨꆏ，ꆀꆳꁏꇁ

ꄉ，ꊁꄹꉇꆏꉪꎼꀯꄂꆀꑟ。14ꀊꄶ

ꇬꄉꃺꑌꈨꌋꆀꉪꊇꇁꐮꊝ，ꉪꊇꋀ

ꇴꌊꋀꈽꃅꐎꏃꑍꂷꐥ。ꑠꃅꄉ，ꉪ

ꊇꇁꇊꂷꑟ。15ꀊꄶꇬꃺꑌꈧꌠꉪꊇ

ꇫꇁꌠꋀꈨꄷꆏ，ꅐꌊꑸꀘꃶꇤꍤꅉ

ꌋꆀꌕꇨꈛꁧꑬꆏꅉꇬꄉꉪꋩꉪꏦ

ꇁ。ꋀꊇꀧꇊꊌꂿꇬꆏ，ꀧꇊꎼꏃꃅ

ꌋꏭꈀꎭꀕꅇꉉ，ꉌꂵꑌꇗꄃꀕꃅ

ꐙ。16ꇊꂷꇓꈓꃹꈭꐨꆏ（ꀊꆨ꒰ꀨꋍꈨꄚ

ꇬ“ꂽꉐꏃꌋꂶꌠꊾꇬꈧꌠꋌꏮꊾꇬꊪꌠꌟꒉꁵ”ꃅ

ꅑꐥ），ꋀꈌꁧꄉꀧꇊꀉꄂꂽꋌꐍꂷꌋ

ꆀꋍꈚꀀ。 

11过了三个月，我们上了亚
历山大的船往前行。这船以“宙
斯双子”为记，是在那海岛过了
冬的。12到了叙拉古，我们停泊
三日；13又从那里绕行，来到利
基翁。过了一天，起了南风，
第二天就来到部丢利。14在那里
遇见弟兄们，请我们与他们同
住了七天。这样，我们来到罗
马。15那里的弟兄们一听见我们
的信息，就出来，到亚比乌市
和三馆地方迎接我们。保罗见
了他们，就感谢神，放心壮
胆。16进了罗马城（有古卷在此有

“百夫长把众囚犯交给御营的统领，惟

有”），保罗蒙准和一个看守他的
兵另住在一处。 

 

ꀧꇊꇊꂷꄉꇗꅉꁊ 保罗在罗马传道 
17ꌕꑍꐛꈭꐨꆏ，ꒀꄠꊿꌟꒉꈧꌠ 17过了三天，保罗请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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ꀧꇊꇱꇴꌊꇁ。ꋀꊇꇁꇈ，ꋌꋀꊇ

ꏯ：“ꃺꑌꊈꀋ！ꉢꉪꇩꏤꇬꉹꁌꋍ

ꏅꏭꃅꑽꏿꑽꅍꀋꐥ，ꉢꉪꀋꁌꀋꁧ

ꃷꋪꏦꃤꑠꑌꏦꐆꀋꋻ。ꄚ，ꉡꆹꊿ

ꇱꌌꎤꊐꄉꑳꇊꌒꇌꄉꊿꒃꌊꇊꂷ

ꊿꇇꈐꊐ。18ꇊꂷꊿꉢꇔꉡꅲꇈ，ꉢ

ꑽꃤꌦꄡꑟꌠꀋꐥꄉ，ꉢꋀꊇꇱꋊꃑ

ꇫꎭꂿꄷ。19ꄚ，ꒀꄠꊿꇫꉬꀋꅲ

ꄉ，ꉢꃅꅍꎷꀋꊌꃅꅇꎹꅷꇽꌒꄷꑟ

ꇁ，ꉢꑠꃅꌠꆹ，ꉢꉠꉹꁌꊂꅇꎹꌠꀋ

ꉬ。20ꑠꅹ，ꆍꉢꇴꌊꄚꋍꈜꄉꐮꂿ

ꌧꈿꇁ，ꉡꆹꑱꌝꆀꊿꉘꇉꐨꎁꃅ，ꎸ

ꉗꋋꏢꌊꊿꇱꄀꄉꌠ”ꄷ。21ꒀꄠ

ꊿꈧꌠꆏꀧꇊꏭ：“ꒀꄠꄉꇁꌠꄯꒉ

ꅽꃆꂮꉉꑠꉪꋋꊪꀋꊌ，ꃺꑌꄚꇁꄉ

ꉪꏭꆏꈍꃅꀋꉾꀋꃪꃅꑠꄜꇁꌠꑌꀋ

ꐥ。22ꄚ，ꉪꊇꆹꅽꉜꐨꈍꃅꐙꌠꅲ

ꏾ。ꑞꃅꆏ，ꑇꇐꌍꀜꀕꌠꆹ，ꇿꇬ

ꑌꊿꇱꌌꍍꋉꄸꄀꌠꐥꌠꉪꅉꐚ”
ꄷ。23ꋀꊇꌋꆀꀧꇊꃅꑍꄡꄉꐮꂿ，

ꐮꂿꄹꉇꒀꄠꊿꈍꑋꃅꇁꌊꀧꇊꀀꅉ

ꇬꑟ。ꀧꇊꆏꃅꄜꅑꅸꈊꃀꑟꃅꋀ

ꏭꉉꄜꄉꏃꃅꌋꇩꇗꅉꊩꀽ。ꃀꑭ

ꄹꏦꌋꆀꅉꄜꊿꄯꒉꇬꅇꂷꋌꈻꌊ

ꉉ，ꌤꑳꌠꃆꂮꈧꌠꌌꋀꏯꉉꄉꋀꁳ

ꇬꑅꎻꂿꄷ。24ꋌꈁꉉꈧꌠꆏ，ꊿꇬ

ꑅꌠꑌꐥ，ꀋꑇꌠꑌꐥ。25ꋀꊇꉪꐨ

ꐯꀋꊒꄉꂱꑱꅉꁧꀐ，ꋀꂱꑱꅉꀋꁧ

ꌦꂾ，ꀧꇊꅇꂷꇬꉉ，ꋀꏭ：“ꌃꎔ

ꒌꅉꄜꊿꑱꌏꑸꇇꄧꈴꄉꆍꀋꁌꀋꁧ

ꏭꉉꌠꆹꀋꑽꌠꉬ。 

的首领来。他们来了，就对他
们说：“弟兄们，我虽没有做什
么事，干犯本国的百姓和我们
祖宗的规条，却被锁绑，从耶
路撒冷解在罗马人的手里。18他
们审问了我，就愿意释放我；
因为在我身上，并没有该死的
罪。19无奈犹太人不服，我不得
己，只好上告于凯撒，并非有
什么事要控告我本国的百姓。
20因此，我请你们来见面说话我
原为以色列人所指望的，被这
链子捆锁。”21他们说：“我们并
没有接着从犹太来论你的信，
也没有弟兄到这里来，报给我
们说你有什么不好处。22但我们
愿意听你的意见如何；因为这
教门，我们晓得是到处被毁谤
的。”23他们和保罗约定了日
子，就有许多人到他的寓处
来。保罗从早到晚，对他们讲
论这事，证明神国的道，引摩
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以耶稣
的事劝勉他们。24他所说的话，
有信的，有不信的。25他们彼此
不合，就散了，未散以先，保
罗说了一句话，说：“圣灵借先
知以赛亚向你们祖宗所说的话
是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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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ꑱꌏꑸꄹꇬ： 
‘ꆏꉉꉹꁌꈧꌠꇰꁧ： 

ꆍꊈꈧꆏꊌꈨ， 
ꄚꇫꐞꀋꉅ； 
ꂾꆏꊌꂿ， 
ꄚꇫꅉꀋꐚ。 

26他说： 
‘你去告诉这百姓说： 
你们听是要听见， 
却不明白； 
看是要看见， 
却不晓得； 

27ꑞꃅꆏ， 
ꉹꁌꋋꈨꉌꂵꆸꉈꇨ， 
ꊿꋋꈨꅳꀧꅺꏾꄖ， 
ꑓꋪꂨꄉ； 
ꑓꋪꂿꉆꏦ， 
ꅳꀧꈨꉆꏦ， 
ꉌꂵꐝꉅꏦ， 
ꀱꏮꇁꄉꉢꋀꆅꉁꌠꏦ’ꄷ。 

27因为 
这百姓油蒙了心， 
耳朵发沉， 
眼睛闭着； 
恐怕眼睛看见， 
耳朵听见， 
心里明白， 
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 

28ꑠꅹ，ꏃꃅꌋꈭꋏꑆꊋꋋꏢꀃꑍꋋꄮ

ꁊꉇꉻꊿꁵ，ꋀꊇꑌꀋꎪꃅꇫꅲꇫ

ꊪ，ꋍꑠꆍꅉꐚꄡꑟ”ꄷ。（ꀊꆨ꒰ꀨꋍ

ꈨꇬꆏ，ꄚꇬ“29ꀧꇊꅇꂷꋋꇬꉉꈭꐨꆏ，ꒀꄠꊿꈧꌠ

ꎑꀕꎓꃅꍣꄉꁧꀐ”ꃅꅑꌠꐥ。） 

28所以你们当知道，神这救恩，
如今传给外邦人，他们也必听
受。”（有古卷在此有“29 保罗说了这

话，犹太人议论纷纷地就走了。”） 

30ꀧꇊꑳꋌꑭꄉꋋꂷꇬꃅꐎꐛꒆ

ꃅꑠꑍꈓꀀꀐ。ꊿꋋꂿꇁꌠꆏ，ꈀꄸ

ꑌꋌꇫꋩꇫꏦ，31ꋌꉌꂵꀉꒉꃅꏃꃅ

ꌋꇩꇗꅉꄜꁊ，ꌋꑳꌠꏢꄖꃆꂮꑠꌌ

ꊿꉗꊿꂘ，ꄷꀋꁧ，ꋌꑠꃅꇬꊿꋋꏢ

ꋌꇋꌠꀋꐥ。 

30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
住了足足两年。凡来见他的
人，他全都接待，31放胆传讲神
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
导人，并没有人禁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