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ꇊꂷꄯꒉ 

罗马书 

 
ꅲꇫꅇꌋꆀꋬꂻꅇ 问候与祝愿 

1 ꑳꌠꏢꄖꁏꐚꀧꇊꆹ，ꏃꃅꌋꇳ

ꍝꌊꁆꄻꊩꌺꃅꄉ，ꉈꃅꋌꊪꌊ 
1 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

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 
ꋍꌒꅇꄜ；2ꌒꅇꋋꈨꆹꏃꃅꌋꀋꉊꅉ

ꄜꊿꈌꇬꈴꄉꌃꎔꏂꀨꇬꈀꈌꁧꄉꌠ

ꉬ。3ꉉꅷꋍꌺꉠꌋꑳꌠꏢꄖꇬꑟꇬ

ꆏ，ꇭꀧꎸꃤꇬꈴꄉꉉꇬꆏ，ꋋꆹꄊꃥ

ꊂꋊꒆꎼꇁꌠ；4ꌃꎔꌠꒌꇇꄧꈴꄉꉉ

ꇬꆹ，ꋌꌦꈬꇬꄉꀱꐥꇁꄉ，ꊋꃤꀉꇨ

ꌠꌊꋌꏃꃅꌋꌺꉬꌠꋌꀖꊿꀦꀐ。

5ꉪꊇꆹꋍꄷꄉꑆꊋꌋꆀꁆꄻꊩꌺꌅꅍ

ꃅꎁꉪꊪꊊꀐ，ꇩꏤꈀꐥꌠꈬꇬꄉꊿ

ꁳꋍꂓꎁꃅꄉꇗꅉꇯꍝꌠꑇꎻ；6ꆍꊇ

ꏃꃅꌋꇱꇳꍝꌊꑳꌠꏢꄖꃤꃅꄉꈧꌠ

ꑌꇫꐊ。7ꄯꒉꋌꁬꆹꉢꁱꆍꊇꇊꂷ

ꄉꏃꃅꌋꉂꐪꈁꊌ、ꋌꇳꍝꌊꌃꎔ

ꌺꐛꈧꌠꁵꌠꉬ。ꑆꊋ、ꋬꂻꈨꅪ

ꑠꆹꉪꏃꃅꌋꀉꄉꌋꆀꑳꌠꏢꄖꄷꄉ

ꆍꊌꅊꇈ。 

2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
经上所应许的，3论到他儿子我
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
大卫后裔生的；4按圣善的灵
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
明是神的儿子。5我们从他受了
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
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
6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
督的人。7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
为神所爱、奉召作圣徒的众
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
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与你
们。 

 

ꀧꇊꇊꂷꃅꄷꋬꂻꄜꆹꏾ 保罗切愿往罗马探望 
8ꂴꇬꂾꆏ，ꉢꑳꌠꏢꄖꉘꇉꄉ， 8第一，我靠着耶稣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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ꆍꊇꉹꁌꎁꃅꉠꏃꃅꌋꏭꈀꎭꀕ，ꑞ

ꃅꆏ，ꆍꊇꑇꇐꑌꇐꆹꃅꑆꋌꁬꇂꃴ

ꃅꈨꈴꀐ。9ꉢꋍꌺꌒꅇꀂꏽꄉ，ꉠ

ꉌꂵꌌꏃꃅꌋꀨꎹ；ꏃꃅꌋꆹꉢꈍꃅ

ꄉꀋꆏꃅꆍꊇꀉꄂꉉꌠꅇꊪꌬꉆ；10ꉢ

ꈼꂟꄮꇬ，ꅉꀕꃅꇖꂟꇬꆹ，ꏃꃅꌋꉪ

ꐪꈴꄉ，ꄽꂫꆏ，ꈝꃀꈴꌒꌠꊌꄉꆍꊇ

ꄷꉜꄉꆹꄎꇬꌬꀋꄿ。11ꑞꃅꆏ，ꉢ

ꇯꍝꃅꆍꂿꏾ，ꉢꒌꃤꑆꊋꈁꁠꈨꁸ

ꆍꁳꄉ，ꆍꁳꈫꈈꄎꎻ；12ꑠꃅꑲꆏ，

ꉢꆍꊇꈬꄔꇬꄉ，ꆍꊇꌋꆀꉢꐯꇯꑇ

ꐨꉌꊋꑌꐛꅹ，ꐯꇯꉌꌒꄀꌠꊌꉆ。

13ꃺꑌꊈꀋ！ꉢꆍꁳꇫꅉꐚꎻꏾꌠꆏ，

ꉢꈍꑋꃢꉪꄉꏤꄉꆍꄷꆹꄉ，ꉇꉻꊿ

ꀉꁁꈧꌠꈬꄔꇬꌟꃅ，ꆍꈬꄔꄉꌩꋚ

ꇓꂷꊌꂿꄷ；ꄚ，ꅑꅸꀃꑍꋋꄮꑟꌠ，

ꄡꇗꉡꈭꋍꈜꇈꅍꐥꑴꌦ。14ꑝꇂꊿ

ꉬꄿꂿ，ꉇꄅꊿꉬꄿꂿ，ꀑꁮꅺꐳꌠ

ꉬꄿꂿ，ꇯꅝꌠꉬꄿꂿ，ꋀꊇꎝꉢꁭ

ꌐ；15ꑠꅹ，ꉢꉌꂵꈐꇬꉠꊋꈀꑌꅉꃅ

ꇤꄉꌒꅇꁊꆍꊇꊿꇊꂷꐥꌠꁵꏾ。 

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因你
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9我在他
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事奉的
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地提
到你们；10在祷告之间，常常恳
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
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11因
为我切切地想见你们，要把些
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
可以坚固；12这样我在你们中
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
可以同得安慰。13弟兄们，我不
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意
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
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
人中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
隔。14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
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
的债；15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
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
人。 

 

ꌒꅇꊋꃤꀉꒉꌠ 福音的大能 
16ꉡꆹꌒꅇꉢꌌꎲꄏꅍꃅꀋꄉ；ꌒ

ꅇꋋꈨꊇꅉꆹꏃꃅꌋꊋꃤꀉꒉꌠꉬ，

ꌌꊿꇫꈁꑇꌠꈭꋏꌠ，ꂴꆏꒀꄠꊿ，

ꊁꆏꑝꇂꊿ。17ꑞꃅꆏ，ꏃꃅꌋꑖꉬ

ꆹꌒꅇꋍꑠꇬꄉꄇꇖꀕꃅꇫꅐꇁ；ꑖꉬ

ꋌꑵꆹꑇꐨꇬꄉꅐꇁꌠ，ꑇꎁꃅꌠꑌ

ꉬ。ꑠꆹꁱꏂꀨꇬꄀꄉꌠꌋꆀꐯꌟ：

“ꑖꊿꀋꎪꃅꑇꐛꅹꃅꇫꐥ”ꄷ。 

16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
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
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
人。17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
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
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
因信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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ꃰꊿꄸꃤꅠꃤ 人类的罪恶 
18ꏃꃅꌋꇨꇅꃃꐨꆹ，ꉬꉎꇬꄉ，

ꊿꌋꀋꑇꀋꏦꌠꌋꆀꀋꑗꀋꉬꌠꈀꐥ

ꌠꇭꀧꇬꄉꄇꇖꀕꃅꇫꅐꇁ，ꊿꋋꈨ

ꆹꌤꄷꅠꌠꃅꄉ，ꇗꅉꃶꐚꌠꈭꋍꈜ

ꇈ。19ꏃꃅꌋꌤꊿꇫꅉꐚꉆꌠ，ꂴꇯ

ꆐꄇꇖꀕꃅꋌꄻꃰꊿꉌꃀꇬꊐꄉꀐ，

ꑞꃅꆏ，ꏃꃅꌋꆹꋍꊨꏦꄇꇖꀕꃅꋌ

ꀖꋀꊇꀨꀐ。20ꁍꄻꏃꄻꐛꈭꐨꅑꅸ

ꇁꇬ，ꏃꃅꌋꐩꋊꐩꍂꊋꃤꌋꆀꌋꊇ

ꅉꆹꄇꇖꀕꃅꅉꐚꉆꌠꉬ，ꑓꋪꇫꂿ

ꀋꉆꑴꇬ，ꄚ，ꐥꇐꈀꄻꄉꌠꇬꈴꄉ

ꅉꐚꉆ，ꊿꁳꎳꀠꀋꊌꎻ。21ꑞꃅ

ꆏ，ꋀꊇꆹꏃꃅꌋꋀꅉꐚꑴꇬ，ꄚ，ꋀ

ꌌꏃꃅꌋꃅꉜꄉꇫꀑꒉꑊꒉꄀꌠꀋ

ꉬ，ꇬꏭꈀꎭꑌꀋꎭ。ꋀꊇꉪꇐꐈꌌ

ꀈꈥꀕꌠꐛ，ꋀꊇꌧꅍꀋꐥꌠꉌꃀꆏ

ꆈꋧꋪꀐ。22ꊨꏦꆹꀑꁮꅺꐳꌠꉬꑴ

ꄷ，ꄚ，ꀱꆽꃅꌊꇯꅝꌠꐛ；23ꋀꊇꆏ

ꍹꐛꀠꐙꀋꉆꌠꏃꃅꌋꀑꒉꑊꒉꋀꄺ

ꀱꌊꌩꁱꇓꁱꌡꃅꄉ，ꀋꇊꆏꈍꃅꑌ

ꍹꐛꀠꐙꌠꃰꊿ、ꉌꊭꉌꇓ、ꇖꑭ

ꅑꌠꇙꀕꌋꆀꁯꄸꆰꄸꇴꉻꌡ。 

18原来神的忿怒，从天上显
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
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
人。19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
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
已经给他们显明。20自从造天地
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
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
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
无可推诿。21因为他们虽然知道
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
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
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22自称
为聪明，反成了愚拙；23将不能
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
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
昆虫的样式。 

24ꑠꅹ，ꏃꃅꌋꆏꋀꊇꁳꋀꊨꏦ

ꄸꈐꎲꏾꅍꇬꈴꄉꈁꏾꃅꌤꍍꆀꌠꃅ

ꎻ，ꋀꁳꐮꇭꀧꇬꎼꋉꃏꄀꎻ。25ꏃ

ꃅꌋꇗꅉꃶꐚꌠꋀꄺꀱꌊꈱꅇꏅꅇ

ꐛ；ꋀꊇꆹꐥꇐꄻꌠꌋꂶꌠꏭꀍꃈꀋ

ꄚ、ꀨꀋꎹꃅ，ꀱꌊꐥꇐꈀꄻꄉꈧꌠ

ꏭꀍꃈꄚ、ꀨꎹ。ꌊꆹꐩꋊꐩꍂꃅ

ꌌꀮꄑꄡꑟ。ꀊꂱ。26ꑠꅹ，ꏃꃅꌋ

24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
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
此玷辱自己的身体。25他们将神
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事奉
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
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
远。阿们。26因此，神任凭他们
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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ꋀꁳꋀꊨꏦꈁꏾꃅꎲꏾꅍꑊꏦꌠꃅ

ꎻ，ꌋꅪꁦꋠꐮꄹꐛꌠꐈꌌꌋꅪꌋꅪ

ꐮꄹꐛꌠꐛ；27ꁦꋠꑌꑠꃅꐙ，ꌋꅪꌋ

ꆀꐮꄹꐛꌠꋀꇵꇫꎭꇈ，ꎲꏾꅍꉌꃀ

ꁨꐞꄑꄉꐯꉨ，ꁦꋠꌋꆀꁦꋠꌤꎲꄏ

ꅍꑠꃅꄉ，ꋀꊇꈀꃅꌠꑽꃤꈧꌠꑞꊌ

ꋭꌠꑞꊨꏦꇭꀧꇬꄉꋀꊌꀐ。 

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
处；27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
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
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
就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
报应。 

28ꋀꊇꉇꀕꃅꏃꃅꌋꀋꌧꎴꃅꄉ

ꑲꆏ，ꏃꃅꌋꆹꋀꁳꋀꈁꏾꃅꉌꃀꑽ

ꈜꍬꌠꑌꎻꄉ，ꋀꁳꌤꇗꅉꀋꐥꌠꃅ

ꎻ。29ꋀꊇꄸꈐꇬꀋꑗꀋꉬꌠ、ꃴꆉ

ꉘꉩ、ꇎꄮꀋꐥ、ꀋꂄꆈꒉꀕ（ꅀ“ꉌ

ꃀꅋꏸꑌ”）ꑠꐛꃅꄻꇬꊎꄉ，ꉌꃀꇬꉌ

ꈻꃴꆅ、ꊿꌉꊾꆳ、ꐯꇏꐮꑣ、

ꐈꋓ、ꏷꈌꀕꃅꌂꋍꑞꋍꑵꑠꐛ；30ꉈ

ꑴꌞꊂꍣꌠ、ꌞꊂꀠꌠ、ꏃꃅꌋꌁ

ꑷꌠ（ꅀ“ꏃꃅꌋꇱꌌꌂꑷ”）、ꊿꄱꊾꐳ

ꌠ、ꆺꒉꄇꀋꉆꌠ、ꊨꏦꑴꅉꍗ

ꌠ、ꄸꄐꄸꏤꌠ、ꀿꅇꃀꅇꀋꃅ

ꌠ、31ꌧꅍꂿꅍꀋꐥꌠ、ꏤꐪꀋꁨ

ꌠ、ꇨꊨꏣꑟꀋꇝꌠ、ꊾꉈꁒꑲꀋ

ꌧꌠꑠꑌꐛ。32ꏃꃅꌋꑖꉬꏥꏦꋀ

ꌧ，ꊿꌤꆿꋍꑠꃅꑠꆹꌦꄡꑟꌠꋀꅉ

ꐚꑴꇬ，ꄚ，ꋀꊨꏦꀉꄂꇫꃅꌠꀋꉬ

ꃅ，ꉈꑴꌞꊿꑠꃅꀕꇬꑌꋀꉌꃹ。 

28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
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
那些不合理的事；29装满了各样
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或作

“阴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
竞、诡诈、毒恨；30又是谗毁
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或

作“被神所憎恶的”）、侮慢人的、狂
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
违背父母的、31无知的、背约
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
32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
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
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 

 

ꏃꃅꌋꈐꀋꍣꉈꀋꍣꃅꀞꇽ 神的公义审判 

2 ꌞꊿꍆꇽꌠꆹ，ꆏꈀꄸꉫꑌꎳꀠ

ꐥꀋꉆ。ꆏꌤꑞꑵꇬꄉꌞꊂꍆ 
2 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

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 
ꇽꆏ，ꌤꑟꑵꌠꇬꄉꑽꃤꏤꊨꏦꁵ；

ꑞꃅꆏ，ꆏꌞꊂꍆꇽꋋꂷ，ꊨꏦꈀꃅ

ꌠꑌꄡꇗꌞꊿꈀꃅꌠꌋꆀꐯꌟ。2ꊿ

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
自己的罪；因你这论断人的，
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2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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ꑠꃅꀕꌠꆏ，ꏃꃅꌋꀋꎪꃅꇗꅉꃶꐚ

ꌠꇬꈴꄉꋋꀞꇽꌠꑠꉪꅉꐚ。3ꅽꑠ！

ꌞꊿꌤꋌꑵꃅꌠꍆꇽꐺ，ꄚ，ꅽꊨꏦ

ꑴꅉꈀꃅꌠꆹꄡꇗꌞꊿꌋꆀꐯꌟ，ꅽ

ꉂꆏꀕꏃꃅꌋꍆꇽꌠꂾꁈꄎꎼꈀꅀ？

4ꆏꏃꃅꌋꉌꆓꀉꒉꃅꑌ、ꊾꅑꀋ

ꀵ、ꋰꄿꌠꑠꆏꇬꉚꄸꄉ，ꏃꃅꌋꉌ

ꆓꆏꋌꏃꌊꉪꁏꄺꀱꌠꑠꆏꋋꅉꀋꐚ

ꌠꅀ？5ꏃꃅꌋꇨꇅꃃꄉ，ꋍꑖꉬꀞꇽ

ꃅꑍꇫꑟꇀꄮꇬ，ꆎꆹꅽꉌꂵꆸꉂꇈꉪ

ꁏꄺꀱꀋꅲꂶꌠꐛꅹꃅ，ꅽꊨꏦꎁꃅ

ꇨꇅꃃꅍꆏꏓꏡꄉ。6ꏃꃅꌋꆹꀋꎪ

ꃅꊿꂱꑱꃅꐨꑽꑌꇬꉜꄉꂱꑱꏯ

ꀱ。7ꊿꀋꆏꃅꌤꂄꌠꃅ，ꀑꒉꑊꒉ

ꎹꈹ，ꐤꒉꌠꌋꆀꍹꐛꀠꐙꀋꉆꌠꌒ

ꃤꎹꌠꆏ，ꐩꋊꐩꍂꀑꇬꑠꌌꄉꋀꀱ；

8ꊨꏦꎁꀉꄂꉪ，ꇗꅉꃶꐚꌠꇬꀋꍬ

ꃅ，ꀱꌊꀋꑗꀋꉬꌠꇬꍬꌠꑠꆏ，ꇨꇅ

ꃃꋩꀕꌠ、ꌁꑷꌠꑠꌌꋀꊇꀱ。9ꎬ

ꅧ、ꐒꊀꌠꄻꊿꄸꃤꅠꃤꃅꌠꈀꐥ

ꌠꁵ，ꂴꆏꄻꒀꄠꊿꁵ，ꊁꆏꄻꑝꇂ

ꊿꁵ；10ꀑꒉꑊꒉꌠ、ꐤꒉꌠ、ꋬꂻ

ꈨꅪꌠꑠꆏꄻꊿꌤꂄꎔꌠꈀꃅꌠꁵ，

ꂴꆏꄻꒀꄠꊿꁵ，ꊁꆏꄻꑝꇂꊿꁵ。

11ꑞꃅꆏ，ꏃꃅꌋꆹꈐꀋꍣꉈꀋꍣ。 

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
审判他。3你这人哪！你论断行
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
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
审判吗？4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
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
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5你竟任
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
积蓄忿怒，以致神震怒，显他
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6他必照
各人的行为报应各人。7凡恒心
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
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
们；8惟有结党，不顺从真理，
反顺从不义的，就以忿怒、恼
恨报应他们。9将患难、困苦加
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
人，后是希腊人；10却将荣耀、
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
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
人；11因为神不偏待人。 

12ꄹꏦꀋꐥꃅꄉꑽꃤꐆꀐꌠꆏ，ꀋ

ꎪꃅꄹꏦꇬꀋꈴꃅꈔꑍꌠꉬ；ꊿꄹꏦ

ꇂꃴꄉꑽꃤꐆꀐꌠꆏ，ꀋꎪꃅꄹꏦꇬ

ꈴꄉꌌꀞꇽ。13ꑞꃅꆏ，ꏃꃅꌋꉜꇬ，

ꑖꉬꌠꆹꊿꄹꏦꅲꈧꌠꀋꉬꃅ，ꊿꄹ

ꏦꇬꍬꄉꃅꈧꌠꉬ。14ꉇꉻꊾꆹꄹꏦ

12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
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
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
判。 
13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
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14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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ꀋꐥ，ꄚ，ꀋꄷꄸ，ꋀꊨꏦꊇꅉꇬꍬꄉ

ꌤꆿꄹꏦꇬꊒꌠꃅꑲꆏ，ꋀꊇꄹꏦꀋ

ꐥꑴꇬ，ꄚ，ꋀꊇꆹꋀꊨꏦꄹꏦꉬ。

15ꄹꏦꇖꂟꐨꆹꁱꋀꉌꂵꇬꄀꄉꌠꋀ

ꀖꁉꎼꇁ，ꄷꀋꁧ，ꋀꊇꂄꌧꄸꌥꌠꉌ

ꂵꑌꇫꅇꊪꌬ，ꋀꊇꉪꇐꑌꐮꉈꈽ，

ꋍꇅꋋꇅꆏꉬꃅꉪ，ꋍꇅꋋꇅꆏꀋꉬꃅ

ꉪ。16ꉠꌒꅇꇬꈁꉉꌠꌟꃅ，ꏃꃅꌋ

ꀞꇽꃅꑍꄹꉇꆏ，ꋋꆹꑳꌠꏢꄖꇇꄧ

ꈴꄉꃰꊿꂁꌤꁿꌤꈧꌠꀞꇽꌠꉬ。 

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
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
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15这
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
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
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
以为是，或以为非。16就在神借
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
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 

 

ꒀꄠꊿꌋꆀꄹꏦ 犹太人与律法 
17ꆏꄹꇬꆎꆹꒀꄠꊿꉬꄷ，ꉈꑴꄹ

ꏦꉘꇉ，ꄷꀋꁧꏃꃅꌋꏭꄐꄉꈌꒉ；

18ꄹꏦꇬꄉꌌꉙꋺꂘꋻ，ꏃꃅꌋꉪꐨ

ꑌꆍꅉꐚ，ꉬꀋꉬꌠꑌꊨꄅꄎ（ꅀ“ꌤꂄ

ꎔꀊꋨꈨꑌꉌꃹ”ꃄꑌꄿ）；19ꉈꑴꆍꊇꀊꅰ

ꃅꇬꑅꌠꆏ，ꆍꊨꏦꆹꑓꋩꌠꈜꏁꊿ，

ꊿꆈꋧꋪꅉꐥꌠꁨꑭꉬ，20ꆍꊇꆹꁦꇰ

ꌠꉙꂘꊿ，ꀉꑳꌺꂘꃀ，ꄹꏦꀂꏽꇬ

ꌧꇐꂿꇐꐥꌠꌋꆀꇗꅉꃶꐚꌠꍬꌠꌶ

ꀠꉬ。21ꑠꃅꐙꌠꉬꑲꆏ，ꆏꌞꊿꏭ

ꆏꉙꂘ，ꊨꏦꆏꀱꊨꏦꉙꀋꂘꅀ？ꆏꌞ

ꊿꏭꄡꈐꄡꈱꄷ，ꅽꊨꏦꆏꈏꈱꑴꌦ

ꅀ？22ꆏꌞꊿꏭꌞꃆꌞꒆꄡꍯꄷ，ꅽ

ꊨꏦꆏꌞꃆꌞꒆꍯꑴꌦꅀ？ꆏꌩꁱꇓ

ꁱꅽꉌꁕ，ꄚ，ꆏꁱꑳꇬꎊꈬꂷꇁꈐ

ꑴꌦꅀ？23ꆏꄹꏦꇬꄐꄉꈌꒉ，ꅽꊨꏦ

ꆏꀱꌊꄹꏦꐆ、ꏃꃅꌋꏭꎼꋉꃏꄀ

ꅀ？24ꑠꆹꁱꏂꀨꇬꄀꄉꌠꌋꆀꐯꌟ：

“ꆍꊇꒉꄸꃅ，ꏃꃅꌋꂓꉇꉻꊿꇢꊭ

ꄉꊿꌌꍍꋉꄸꄀ”ꄷ。 

17既然你称为犹太人，又倚
靠律法，且指着神夸口；18而且
从律法中受了教训，晓得神的
旨意，也能分别是非（或作“也喜欢

那美好的事”），19又深信自己是给
盲人领路的，是黑暗中人的
光，20是蠢笨人的师傅，是小孩
子的先生，在律法上有知识和
真理的模范；21你可以教导别
人，那么为什么不教导自己
呢？你教导别人不可偷窃，为
什么自己还偷窃呢？22你说人不
可奸淫，为什么自己还奸淫
呢？你厌恶偶像，为什么自己
还偷窃庙中之物呢？23你指着律
法夸口，自己倒犯律法，不是
玷辱了神吗？24神的名在外邦人
中，因你们受了亵渎，正如经
上所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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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ꆏꀋꄸꄷꄹꏦꇬꍬꑲꆏ，ꌐꍓꏦ

ꃤꑠꆹꈍꃅꑌꅽꈲꏣꐥ；ꀋꄸꄷꆏꄹ

ꏦꀜꐆꑲꆏ，ꅽꌐꍓꏦꃤꆹꌐꍓꏦꃤ

ꀋꌗ。26ꑠꅹ，ꊿꌐꍓꏦꃤꃅꀋꋻꌠ

ꄹꏦꃷꋪꇬꍬꑲꆏ，ꋌꌐꍓꏦꃤꃅꀋ

ꋻꑴꇬ，ꋌꌐꍓꏦꃤꃅꀐꌠꀋꌗꅀ？

27ꄷꀋꁧ，ꊿꑴꅉꇬꌐꍓꏦꃤꃅꀋꋻ

ꌠ，ꀋꄸꄷꄹꏦꇬꍬꑲꆏ，ꋀꊇꆹꇁꌊ

ꆏꊿꏂꀨꄯꒉꐥ、ꌐꍓꏦꃤꃅꋺꑲ

ꆀ，ꄹꏦꆏꀜꐆꋋꂷꀞꇽꌠꀋꉬꅀ？

28ꑞꃅꆏ，ꉇꇴꉈꉻꀉꄂꒀꄠꊿꄻꌠ

ꆹ，ꒀꄠꊿꃶꐚꌠꀋꉬ；ꉇꇴꉈꉻꇭꀧ

ꇬꌐꍓꏦꃤꑌꌐꍓꏦꃤꃶꐚꌠꀋ

ꉬ。29ꈏꉻꇬꄉꒀꄠꊿꄻꌠꑲꆀ，ꒀ

ꄠꊿꃶꐚꌠꉬ；ꌐꍓꏦꃤꃶꐚꌠꆹꄸ

ꈐꇬꄉꃅꌠ，ꋋꆹꏃꃅꌋꒌꇬꅑꎍꌠ，

ꁱꄉꌠꇬꅑꎍꌠꀋꉬ。ꊿꑠꃅꐙꌠꈁ

ꊌꌠꀮꄑꅇꆹꃰꊿꄷꄉꇁꌠꀋꉬꃅ，

ꏃꃅꌋꄷꄉꇁꌠꉬ。 

25你若是行律法的，割礼固
然于你有益；若是犯律法的，
你的割礼就算不得割礼。26所以
那未受割礼的，若遵守律法的
条例，他虽然未受割礼，岂不
算是有割礼吗？27而且那本来未
受割礼的，若能全守律法，岂
不是要审判你这有仪文和割礼
竟犯律法的人吗？28因为外面作
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
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
礼。29惟有里面作的，才是真犹
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
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
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
来的。 

 
 

3 ꑠꉬꑲꆏ，ꒀꄠꊿꉾꃪꐨꑞꐥ？

ꌐꍓꏦꃤꃅꌠꑞꈲꏣꐥ？ 
3 这样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

处？割礼有什么益处呢？ 
2ꌤꑞꉬꄿꂿ，ꈲꏣꐥꐯꐥ：ꇬꂾꇬ

ꆏ，ꏃꃅꌋꃤꌃꎔꅇꂷꏮꋀꊇꁵ。

3ꊿꀋꑇꌠꐥꄷꑲꑌ，ꈍꃅꐙꂯ？ꋀꀋ

ꑇꒉꄸꃅꏃꃅꌋꀋꎪꀋꑴꐨꋀꀜꋊꇫ

ꎭꄎꑴꅀ？4ꈍꃅꑌꀋꄐ！ꑠꃅꑎꆹ，ꏃ

ꃅꌋꆹꇯꍝꌠ，ꊾꆹꉬꇮꈰꏅꌠꃅꉉꄈ

ꍑ。ꑠꆹꁱꏂꀨꇬꄀꄉꌠꌋꆀꐯꌟ： 

2凡事大有好处：第一是神的圣
言交托他们。3即便有不信的，
这有何妨呢？难道他们的不
信，就废掉神的信吗？4断乎不
能！不如说，神是真实的，人
都是虚谎的。如经上所记： 

“ꅽꅇꂷꇬꄉꆏꑖꉬꌠꉜꅐꇁꉆ； 
 

“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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ꊿꇱꌌꈋꍣꄮꇬ， 
ꆏꊋꐛꉆ”ꄷ。 

被人议论的时候， 
可以得胜。” 

5ꉢꎃꐚꊿꅇꂷꇬꈴꄉꉉ，ꉪꊇꀋꑗꀋ

ꉬꌠ，ꀋꄸꄷꏃꃅꌋꑖꉬꌠꋌꀖꅐꇁ

ꑲꆏ，ꉪꊇꈍꃅꉉꂯ？ꏃꃅꌋꇨꇅꃃ

ꌠꆹꋌꀋꑗꀋꉬꌠꉫꀕ？6ꈍꃅꑌꑠꀋ

ꉬ！ꀋꄸꄷꑠꉬꑲꆏ，ꏃꃅꌋꈍꃅꋧꃅ

ꀞꇽꉆꂯ？7ꀋꄸꄷ，ꉠꈱꅇꏅꅇꒉꄸ

ꃅ，ꏃꃅꌋꃶꐚꐨꇬꄉ，ꀊꅰꃅꋍꀑ

ꒉꑊꒉꇫꅐꇁꑲꆏ，ꉢꑞꃅꀋꇊꆏꑽ

ꊿꌡꃅꋌꇱꌌꀞꇽꑴꌦꌠꉬ？8ꉪꊇꑞ

ꃅꉪꄸꃅꄉꂄꐛꉆꄷꀋꄹ？ꑠꆹꊿꉪ

ꊂꍍꋉꈧꌠ，ꉪꊂꅇꋋꈨꉉꌠ。ꊿꋋ

ꈨꌌꑽꃤꀞꌠꆹꄡꑟꌠꉬ。 

5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我们的
不义，若显出神的义来，我们
可以怎么说呢？神降怒，是他
不义吗？6断乎不是！若是这
样，神怎能审判世界呢？7若神
的真实，因我的虚谎，越发显
出他的荣耀，为什么我还受审
判，好像罪人呢？8为什么不
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
这是毁谤我们的人，说我们有
这话。这等人定罪，是该当
的。 

 

ꑖꊿꀋꐥ 没有义人 
9ꄚ，ꑠꆹꈍꃅꐙꂯ？ꉪꊇꋀꏭꀋ

ꋌꅀ？ꈍꃅꑌꑠꀋꉬꌠ！ꑞꃅꆏ，ꉪꊇ

ꆹꒀꄠꊿꌋꆀꑝꇂꊿꐯꌟꃅꐯꇯꑽꃤ

ꇂꃴꐥꄷꊩꀽꄉꀐ。10ꑠꆹꁱꏂꀨꇬ

ꄀꄉꌠꌋꆀꐯꌟ： 

9这却怎么样呢？我们比他
们强吗？决不是的！因我们已
经证明：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在
罪恶之下。10就如经上所记： 

“ꑖꊿꀋꐥ，ꋍꂷꑋꀋꐥ； “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 
11ꊿꐝꉅꌠꀋꐥ， 

ꏃꃅꌋꎹꈹꌠꀋꐥ； 
11没有明白的， 
没有寻求神的； 

12ꊿꈀꐥꌠꃅꎃꊒꈜꇬꀋꈴꌐ， 
ꐯꇯꂿꄐꀋꐥꌠꐛ， 
ꊿꂄꃅꌠꀋꐥ， 
ꋍꂷꑋꀋꐥ。 

12都是偏离正路， 
一同变为无用； 
没有行善的， 
连一个也没有。 

13ꋀꊇꆺꄝꆹꈌꁉꄉꌠꄃꁧꉬ， 
ꋀꊇꉐꆂꈱꅇꏅꅇꉉ， 
ꋀꊇꂱꑆꇬꂶꃶꏂꅋꏸꑌ； 

13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 
他们用舌头弄诡诈， 
嘴唇里有虺蛇的毒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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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ꈂꀸꋋꐬꃅꍃꅇꏿꅇꌋꆀꏷꈌ

ꀕꌠꀉꄂꑌꌐ； 
14满口是咒骂苦毒； 

15ꊿꌉꊾꆳꌦꅪꅐ， 
ꋀꊇꑭꁆꐙꃰꏿ， 

15杀人流血， 
他们的脚飞跑， 

16ꈀꈴꇁꅉꈝꃀꇬ，ꌤꀜꐆꆿꐆꌠ 
ꌋꆀꉌꎭꑓꅧꌠꃅ。 

16所经过的路， 
便行残害暴虐的事。 

17ꋬꂻꌠꈝꃀ， 
ꋀꊇꐥꅷꇁꇫꅉꐚꀋꋻ； 

17平安的路， 
他们未曾知道； 

18ꋀꑓꋪꇬꏃꃅꌋꏦꑭꍈꀋꑌ”

ꄷ。 
18他们眼中不怕神。” 

19ꄹꏦꇬꅇꂷꆹꐯꇯꊿꄹꏦꇂꃴꐥꈧ

ꌠꏭꄐꌐꄉꉉꌠꉪꅉꐚ，ꑠꃅꊾꈌꃅ

ꋌꋍꄉ，ꐧꇁꃰꊿꁳꐚꏃꃅꌋꀞꇽꇂ

ꃴꅞꌐꎻ。20ꑠꅹ，ꌦꑌꌗꑌꈀꐥꌠ

ꃅ，ꄹꏦꇬꍬꐛꅹꃅꏃꃅꌋꂾꄉꑖꉬ

ꐛꌠꋍꂷꑋꀋꐥ，ꑞꃅꆏ，ꄹꏦꑴꅉꆹ

ꊿꁳꑽꃤꅉꐚꎻꂿꄷꌠ。 

19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
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各人
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
判之下。20所以凡有血气的，没
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
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 

 

ꑇꐛꅹꑖꉬꐛ 因信而称义 
21ꄚ，ꀃꑍꋋꄮꆏ，ꏃꃅꌋꑖꉬꆹ

ꄹꏦꈍꉈꄉꄇꇖꀕꃅꇫꅐꇁꀐ，ꄹꏦ

ꌋꆀꅉꄜꊿꄯꒉꌌꊫꌐꃅꄉ：22ꏃꃅ

ꌋꑖꉬꑠꆹꊿꑳꌠꏢꄖꑇꐛꅹ，ꇬꇯ

ꄉꄻꊿꈁꑇꌠꁵꌠ，ꄷꀋꁧꐯꀋꌡꅍ

ꀋꐥ；23ꑞꃅꆏ，ꃰꊿꇬꈀꐥꌠꃅꑽꃤ

ꃅꀐꒉꄸꃅ，ꏃꃅꌋꄷꄉꇁꌠꀑꒉꑊ

ꒉꊿꋌꀋꊌꀐ；24ꀃꑍꋋꄮꆏ，ꏃꃅꌋ

ꑆꊋꊿꊌ，ꑳꌠꏢꄖꊿꀑꇬꋊꄉꈭꋏ

ꐛꅹ，ꊿꊊꍈꀋꅐꃅꑖꊿꐛ。25ꏃꃅ

ꌋꑳꌠꋌꄻꑽꃤꆦꑝꅍꃅꄉ，ꑳꌠꌦ

ꅪꇇꄧꈴꇈ，ꃰꊿꑇꐨꇬꄉ，ꏃꃅꌋ

21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
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
知为证：22就是神的义，因信耶
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
没有分别；23因为世人都犯了
罪，亏缺了神的荣耀；24如今却
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
赎，就白白地称义。25神设立耶
稣作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
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
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
先时所犯的罪，26好在今时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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ꑖꉬꄇꇖꀕꃅꇫꅐꇁ；ꑞꃅꆏ，ꋌꋰꄿ

ꌠꉌꃀꌊꃰꊿꂴꈀꐆꌠꑽꃤꋌꄻꋀ

ꏆ，26ꑠꆹꀃꑍꋋꄮꋍꑖꉬꄇꇖꀕꃅꇫ

ꅐꇁꄉ，ꊿꁳꋍꊨꏦꑖꉬꂷꉬꌠꅉꐚ

ꎻ，ꄷꀋꁧ，ꊿꑳꌠꈁꑇꌠꁳꑖꉬꐛ

ꎻꂿꄷꌠ。 

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
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 

27ꑠꉬꑲꆏ，ꑞꂷꈌꒉꉆꅍꐥ？ꈌ

ꒉꅌꂷꇯꆐꇬꀋꐛ。ꀋꄸꄷꈌꒉꉆꑲ

ꆏ，ꏡꁈꑞꌌꈌꒉꉏ？ꑅꅐꊋꅐꌠꏡꁈ

ꌌꈌꒉꅀ？ꑠꀋꉬꃅ，ꌋꑇꌠꏡꁈꌌꈌ

ꒉꌠ。28ꑠꅹ，ꉪꊇꉜꐝꉅꀐ，ꃰꊿꑖ

ꉬꐛꌠꆹꑇꌠꒉꄸ，ꄹꏦꇬꍬꀋꍬꌠꇬ

ꅑꀋꎍ。29ꌋꆹꒀꄠꊿꏃꃅꌋꀉꄂꉬ

ꌠꅀ？ꋌꉇꉻꊿꏃꃅꌋꑌꄻꌠꀋꉬ

ꅀ？ꉬꑴ！ꋌꉇꉻꊿꏃꃅꌋꑌꄻ。

30ꏃꃅꌋꆹꀞꄂꀕꋍꂷꀉꄂꐥ，ꋋꆹꑇ

ꐛꅹꃅꌐꍓꏦꃤꃅꈧꌠꁳꑖꉬꐛꎻ，

ꉈꑴꑇꐛꅹꃅꌐꍓꏦꃤꃅꀋꋻꈧꌠꁳ

ꑌꑖꉬꐛꎻ。31ꑠꃅꑲꆏ，ꉪꊇꑇꒉ

ꄸꃅꄹꏦꉪꀜꋊꇫꎭꀐꌠꉫꀕ？ꈍꃅ

ꑌꑠꀋꉬ！ꄹꏦꁳꀉꅰꃅꈫꈈꎻꌠ。 

27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
呢？没有可夸的了。用何法没
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
是，乃用信主之法。28所以我们
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
在乎遵行律法。29难道神只作犹
太人的神吗？不也是作外邦人
的神吗？是的，也作外邦人的
神。30神既是一位，他就要因信
称那受割礼的为义，也要因信
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31这样，
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
是！更是坚固律法。 

 

ꑸꀨꇁꉴꆹꌶꀠꉬ 亚伯拉罕的榜样 

4 ꑠꃅꉉꎼꇁꇬ，ꉪꀋꁌꀋꁧꑸꀨ

ꇁꉴꇭꀧꎸꃤꇬꈴꄉꑞꊌ？2ꀋ 4 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
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 

ꄸꄷ，ꑸꀨꇁꉴꆹꋍꃅꐨꑽꑌꇇꄧꈴ

ꄉ，ꑖꉬꐛꌠꉬꑲꆏ，ꋌꈌꒉꅍꐥꀐ；

ꄚ，ꋋꆹꏃꃅꌋꂾꄉꈌꒉꉆꅍꍈꀋꐥ

ꌠꉬ。3꒰ꀨꇬꈍꃅꉉ？“ꑸꀨꇁꉴ

ꏃꃅꌋꑇꄉ，ꋌꑖꉬꌠꌗ”ꄷ。4ꃅ

ꌠꃄꁌꊌꌠꆹꑆꊋꀋꌗ，ꋋꆹꊌꄡꑟ

ꌠ；5ꑘꀋꃅꌠꀉꄂ，ꑽꊿꁳꑖꉬꐛꎻ

2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
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
无可夸。3经上说什么呢？说：
“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
义。” 
4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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ꌠꏃꃅꌋꋌꇬꑅꑲꆏ，ꋍꑇꐨꆹꑖꉬꌠ

ꌗꀐ。6ꄊꃥꑌꅇꂷꐯꌟꌠꉉ，ꊿꃅ

ꐨꑽꑌꀋꉬꃅ，ꀉꁁꒉꄸꃅꏃꃅꌋꄻ

ꑖꉬꌠꌗꄉꀊꋨꈨꆹ，ꋀꌒꃤꐥꌠꉬ

ꄷ。7ꋌꄹꇬ： 

是该得的；5惟有不做工的，只
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
算为义。6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
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
的。7他说： 

“ꊿꌋꋍꑽꃤꏆ、ꌋꋍꑽꃤꉱꌠ

ꆹꌒꃤꐥꌠꉬ。 
“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
这人是有福的。 

8ꊿꌋꇱꉜꌊꑽꃤꀋꐥꌠꌗꄉꌠ

ꆹ，ꌒꃤꐥꌠꉬ”ꄷ。 
8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
福的。” 

9ꑠꃅꉜꎼꇁꇬ，ꌒꃤꋌꑵꆹꄻꊿꌐꍓ

ꏦꃤꃅꀊꋨꈨꀉꄂꁵꌠꅀ？ꄻꊿꌐꍓ

ꏦꃤꃅꀋꋻꈧꌠꑌꁵꌠꀋꉬꅀ？ꉪꊇ

ꈁꉉꌠ，ꑸꀨꇁꉴꑇꐨꐛꅹꃅ，ꋌꑖꉬ

ꌠꌗ，10ꋋꆹꈍꃅꌗꌠꉬ？ꑠꆹꋌꌐꍓ

ꏦꃤꃅꄉꀐꄮꇬꅀꋌꌐꍓꏦꃤꀋꃅꑴ

ꌦꄮꇬꉬ？ꑠꆹꋌꌐꍓꏦꃤꃅꄉꀐꄮꇬ

ꀋꉬꃅ，ꌐꍓꏦꃤꀋꃅꑴꌦꄮꇬꉬ。

11ꄷꀋꁧ，ꑸꀨꇂꉴꌐꍓꏦꃤꌐꂷꊪ

ꄉ，ꌌꋌꌐꍓꏦꃤꀋꃅꌥꄮꇬꑇꐛꅹ

ꃅꑖꉬꐛꌠꐪꌐꃅꄉ，ꋌꁳꊿꌐꍓꏦ

ꃤꀋꃅꀕꑇꈧꌠꀉꄉꄻꎻ，ꋀꊇꁳꑌ

ꑖꉬꌠꌗꎻ；12ꋌꉈꑴꊿꌐꍓꏦꃤꃅ

ꄉꀐꈧꌠꀉꄉꑌꄻ，ꊿꋋꈨꆹꌐꍓꏦ

ꃤꃅꀐꌠꀉꄂꀋꉬꃅ，ꄷꀋꁧ，ꉪꀋꁌ

ꀋꁧꑸꀨꇁꉴꑇꐨꌶꀠꇬꈴꄉꃅꀐꈧ

ꌠꄜ。ꑇꐨꋌꑵꆹꑸꀨꇁꉴꌐꍓꏦꃤ

ꀋꃅꌦꂾꇯꆐꐥꀐꌠꉬ。 

9如此看来，这福是单加给那受
割礼的人吗？不也是加给那未
受割礼的人吗？因我们所说，
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
义，10是怎么算的呢？是在他受
割礼的时候呢？是在他未受割
礼的时候呢？不是在受割礼的
时候，乃是在未受割礼的时
候。11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
作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
的印证，叫他作一切未受割礼
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
义；12又作受割礼之人的父，就
是那些不但受割礼，并且按我
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而
信之踪迹去行的人。 

 

ꈌꁧꐨꆹꑇꐛꅹꃅꇫꅐꇁ 应许因信而实现 
13ꑞꃅꆏ，ꏃꃅꌋꆹꑸꀨꇁꉴꌋꆀ

ꋍꊂꋊꀋꎪꃅꋧꃅꋋꂷꃅꋀꊌꄷꈌꁧ

13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
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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ꄉ，ꑠꆹꄹꏦꒉꄸꀋꉬꃅ，ꑇꄉꑖꉬꊌ

ꒉꄸꉬ。14ꀋꄸꄷ，ꄹꏦꇬꍬꈧꌠꀉ

ꄂꏃꃅꌋꐴꊛꊿꐛꑲꆏ，ꑇꐨꆹꀈꈥ

ꀕꌠꉬꀐ，ꈌꁧꄉꌠꑌꀜꅐꀐ。15ꄹ

ꏦꆹꏃꃅꌋꇨꇅꃃꐪꇫꅐꇀꅉꉬ。ꇿ

ꇬꄹꏦꀋꐥꆏ，ꇿꇬꑽꃤꀋꐥ。16ꃰ

ꊿꐴꊛꊿꐛꌠꆹꑇꐨꇬꄉꇁꌠ，ꑠꅹ，

ꈌꁧꄉꌠꆹꑆꊋꇬꅑꎍ，ꑠꃅꄉ，ꈌꁧ

ꄉꈧꌠꄻꌺꇖꊂꋊꇬꈀꐥꌠꁵ；ꈌꁧ

ꄉꌠ，ꑠꆹꄻꊿꄹꏦꇂꃴꐥꈧꌠꀉꄂ

ꁵꌠꀋꉬꃅ，ꄻꊿꑸꀨꇁꉴꌟꃅꑇꐨ

ꐥꈧꌠꑌꁵꌠꉬ。17ꑸꀨꇁꉴꇬꑅꌠ

ꆹꌦꊿꁳꀱꐥꇁꎻꌠ、ꀋꐥꌠꋌꄻꌊ

ꐥꇁꌠꏃꃅꌋꂶꌠꉬ，ꋌꏃꃅꌋꂾꄉ

ꉪꋧꃅꃰꊿꀉꄉꄻ，ꑠꆹꁱꏂꀨꇬꄀ

ꄉꌠꌋꆀꐯꌟ：“ꉢꆎꄕꄻꄉ，ꆏꁳ

ꇩꏤꀉꑌꂷꀉꄉꄻꎻꀐ”ꄷ。18ꋌ

ꉘꇉꊋꐯꊊꄮꇬ，ꋌꄡꇗꉘꇉꅍꐥ，

ꄷꀋꁧ，ꋌꇩꏤꀉꑌꂷꀉꄉꄻꄎꌠꑌ

ꋌꇬꑅ，ꂴꏭꈁꉉꌠꌟꃅ：“ꅽꊂꋊ

ꑌꑠꃅꀉꑌꇁ”ꄷ。19ꋌꋍꉐꈎꂯꄉ

ꄮꇬ，ꊨꏦꇭꀧꂶꌠꌦꀐꌠꌡ，ꌒꇁꀉ

ꑳꁨꀋꉆꀐꌠꋌꉪꑴꇬ，ꋍꑇꐨꉌꊋ

ꆹꄡꇗꊋꁧꃅꀋꐛ；20ꄷꀋꁧ，ꋌꏃꃅ

ꌋꈌꁧꄉꌠꉘꇉ，ꅉꀕꃅꀋꑇꃅꄉꉌ

ꂵꇬꉪꄅꌠꀋꉬꃅ，ꀱꌊꑇꐛꅹꉌꂵ

ꇬꈫꈈꃅꐙꄉ，ꀑꒉꑊꒉꏮꏃꃅꌋ

ꄀ。21ꋋꆹꏃꃅꌋꈀꈌꁧꄉꌠꃅꀋꎪ

ꃅꀕꐛꄎꌠꋌꇬꑅꐯꇬꑅ。22ꑠꅹ，

ꑠꆹꌌꋍꑖꉬꌠꌗꄉ。23꒰ꀨꇬꅇꂷ：

“ꌌꋍꑖꉬꌗꄉ”ꃅꋋꇬꑸꀨꇂꉴ

律法，乃是因信而得义。14若是
属乎律法的人才得为后嗣，信
就归于虚空，应许也就废弃
了。15因为律法是惹动忿怒的
（或作“叫人受刑的”）；哪里没有律
法，哪里就没有过犯。16所以人
得为后嗣是本乎信，因此就属
乎恩，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
裔；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
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
的。17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
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
他在主面前作我们世人的父。
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作多
国的父。”18他在无可指望的时
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作
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
的后裔将要如此。”19他将近百
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
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
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
20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
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
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21且
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
成；22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
23“算为他义”的这句话，不是单
为他写的，24也是为我们将来得
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
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
活的人。25耶稣被交给人，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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ꏭꀉꄂꄐꌐꄉꁱꌠꀋꉬ，24ꅇꂷꋋꇬꆹ

ꉪꊿꊁꇁꋍꑍꆏꌌꑖꉬꌠꌗꋋꈨꏭꑌ

ꄐꌐꄉꁱꌠꉬ，ꋋꆹꉪꊇꊿꏃꃅꌋꉪ

ꌋꑳꌠꁳꌦꈬꇬꄉꀱꐥꇁꎻꌠꋍꑠꑇ

ꋋꈨꄜ。25ꑳꌠꉪꑽꃤꒉꄸꃅꊿꏮꌠ

ꁳ；ꑳꌠꀱꐥꇁꌠꆹꉪꁳꑖꉬꐛꎻꂿꄷ

ꌠ。 

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
们称义。 

 

ꑇꐛꅹꑖꉬꐛꌠꄽꂫꐛꐪ 因信而称义的结果 

5 ꉪꊇꑇꐛꅹꃅꑖꉬꐛꑲꆏ，ꉪꌋ

ꑳꌠꏢꄖꇇꄧꈴꄉꏃꃅꌋꀕꆀ 
5 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

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 
ꐮꄮꃅꐥ。2ꉪꊇꉈꑴꋍꇇꄧꈴꄉꑇ

ꐛꅹꃅꑆꊋꈬꇬꃹꇁꄎ；ꉪꊇꀋꃅꑆ

ꊋꋌꑵꈬꇬꉆ，ꄷꀋꁧꉌꇿꑓꇿꃅꏃ

ꃅꌋꀑꒉꑊꒉꇁꉚ。3ꑠꀉꄂꀋꉬꃅ，

ꉪꊇꎭꇁꅦꈠꊜꄮꇬꑌꉌꇿꑓꇿ；ꑞ

ꃅꆏ，ꉪꊇꅉꐚꌠꆏ，ꎬꅧꅉꇬꄉꋰꄿ

ꌠꅐ；4ꋰꄿꌠꇬꄉꎖꋪꐥ；ꎖꋪꇬꄉ

ꉘꇉꅍꊌ；5ꉘꇉꅍꐥꄉꎲꄏꄮꀋꑠ，

ꑞꃅꆏ，ꄻꉪꊇꇖꀐꌠꌃꎔꒌꆹꏃꃅ

ꌋꉂꐪꋌꉷꉪꉌꃀꇬꎭꇁꌠꉬ。 

和。2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
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
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3不但
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
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
耐；4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
望；5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
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
在我们心里。 

6ꑞꃅꆏ，ꉪꊇꊋꁧꑴꌦꄮꇬ，ꏢ

ꄖꆹꃅꑍꈁꏤꄉꌠꇬꈴꄉꑽꊿꎁꃅꌦ

ꀐ。7ꑖꊿꎁꃅꌦꌠꆹꀁꑌꃅꐥꌠ；ꂄ

ꊿꎁꃅꌦꌠꆹ，ꊿꀬꅑꌠꐥꇬꌬꀋ

ꄿ。8ꏢꄖꀉꄂꉪꊇꑽꊿꉬꑴꌦꄮꇬ

ꇯꆐꉪꊇꎁꃅꌦ，ꏃꃅꌋꉂꐪꆹꄚꇬ

ꄉꀖꄇꇖꀕꃅꉪꀦꀐ。9ꀋꃅꉪꊇꋍ

ꌦꅪꉘꇉꄉꑖꊿꐛꑲꆏ，ꀊꅰꃅꋍꇇ

ꄧꈴꄉꏃꃅꌋꇨꇅꃃꌠꈬꇬꄉꉪꊇꈭ

ꋏꊊ。10ꉪꊇꏃꃅꌋꁮꐚꉬꑴꌦꄮ

ꇬ，ꏃꃅꌋꌺꌦꌠꇇꄧꈴꄉ，ꉪꊇꆹꏃ

6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
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
7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仁人
死，或者有敢做的。8惟有基督
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
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
了。9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
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忿
怒。10因为我们作仇敌的时候，
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
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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ꃅꌋꀕꆀꐮꄮꄎꀐ；ꉪꊇꏃꃅꌋꀕꆀ

ꐮꄮꀐꑲꆏ，ꏢꄖꀑꇬꒉꄸꃅ，ꉪꊇꀊ

ꅰꃅꈭꋏꊌꀐ。11ꑠꀉꄂꀋꉬꃅ，ꉪ

ꊇꌋꑳꌠꏢꄖꇇꄧꈴꄉꏃꃅꌋꀕꆀꐮ

ꄮꑲꆏ，ꉪꊇꑌꋍꇇꄧꈴꄉꏃꃅꌋꉪ

ꌌꉌꇿꅍꃅꄉꀐ。 

生得救了。11不但如此，我们既
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
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 

 

ꑸꄉꌋꆀꏢꄖ 亚当和基督 
12ꑽꃤꆹꊿꋍꂷꇇꄧꈴꄉꋧꃅꃹ

ꇁ，ꌦꃤꆹꑽꃤꇬꄉꇁꌠ；ꄚꄉ，ꌦꃤ

ꇁꊿꇬꈀꐥꌠꀂꏽꌸꌐ，ꑞꃅꆏ，ꊿ

ꇬꈀꐥꌠꃅꑽꃤꐆꀐ。13ꄹꏦꀋꐥꌦ

ꂾꇯꆐ，ꑽꃤꆹꋧꃅꇬꐥꀐ；ꄚ，ꄹꏦ

ꀋꐥꑲꆏ，ꑽꃤꑌꑽꃤꀋꌗ。14ꑠꃅ

ꑴꇬ，ꑸꄉꇬꄉꅑꅸꃀꑭꇫꐥꄮꇬꑟ

ꌠ，ꌦꃤꆹꃰꃅꄻꀐ，ꄷꀋꁧꑸꄉꌋꆀ

ꑽꃤꐯꌟꌠꀋꐆꌠꑋꋍꌅꈌꇂꃴꐥ。

ꑸꄉꆹꊿꊁꇁꂿꄷꂶꌠꌡꀠꉬ。

15ꄚ，ꑆꊋꈁꁠꆹꑽꃤꌋꆀꐯꀋꌡ。

ꀋꄸꄷꊿꋍꂷꑽꃤꒉꄸꃅ，ꊿꇬꈀꐥ

ꌠꃅꌦꌐꑲꆏ，ꏃꃅꌋꑆꊋꌋꆀꑳꌠ

ꏢꄖꊿꋍꂷꑆꊋꈬꇬꈁꁠꆹ，ꀊꅰꃅ

ꁦꎆꇱꄉꄻꊿꇬꈀꐥꌠꀋꁵꅀ？16ꊿ

ꋍꂷꑽꃤꃅꐛꅹꈀꊝꌠꀞꇽꆹꑆꊋꈁ

ꁠꌋꆀꐯꀋꌡ。ꊿꋍꂷꑽꃤꀉꄂꃅ，

ꑽꃤꏤꌠꇫꅐꇁ，ꑠꆹꀞꇽꉬ；ꑽꃤꈍ

ꑋꇬꄉ，ꑖꉬꇫꅐꇁ，ꑠꆹꑆꊋꈁꁠ

ꉬ。17ꀋꄸꄷ，ꊿꋍꂷꑽꃤꐛꅹꃅ，

ꌦꃤꄚꄉꃰꃅꄻꀐꑲꆏ，ꑆꊋꈁꅼꀕ

ꌠꊌꇈꑖꉬꐛꈧꌠꆹ，ꀊꅰꃅꑳꌠꏢ

ꄖꊿꋍꂷꐛꅹꃅ，ꀑꇬꈬꇬꄉꃰꃅꀋ

ꄻꅀ？18ꑠꃅꉉꎼꇁꇬ，ꑽꃤꋍꃢꒉꄸ

12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
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
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
罪。13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
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
罪。14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
作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
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
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
像。15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
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
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
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
倍地临到众人吗？16因一人犯罪
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
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
由许多过犯而称义。17若因一人
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作了
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
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
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吗？18如此说
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
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
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19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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ꃅ，ꊿꈀꐥꌠꃅꌌꑽꃤꏤꌐ；ꐯꌟꃅ，

ꃅꐨꑖꉬꋍꃢꒉꄸꃅ，ꊿꈀꐥꌠꃅꑖ

ꉬꌠꐛꄉꀑꇬꊌꀐ。19ꊿꋍꂷꅇꃅꀋ

ꅲꒉꄸꃅ，ꃰꊿꇬꈀꐥꌠꃅꑽꊿꐛ

ꌐ；ꐯꌟꃅ，ꊿꋍꂷꅇꃅꉐꃅꅲꐛꅹ，

ꃰꊿꇬꈀꐥꌠꃅꑖꉬꐛꌐꀐ。20ꄹꏦ

ꑴꅉꆹꊁꆀꄻꇬꇯꄉꌠꉬꄉ，ꑽꃤꋌ

ꎼꀉꑌꇁ；ꄚ，ꑽꃤꀊꄶꇬꄉꁦꎆꄮꇬ

ꆏ，ꑆꊋꑌꀊꅰꃅꀉꑌꃅꁦꎆꀐ。

21ꑽꃤꆹꃰꃅꄻꄉꊿꁳꌦꎻ；ꐯꌟꃅ，

ꑆꊋꆏꑖꉬꇬꈴꄉꃰꃅꄻ，ꊿꁳꉪꌋ

ꑳꌠꏢꄖꐛꅹꃅ，ꐩꋊꐩꍂꀑꇬꊌ

ꎻ。 

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
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
成为义了。20律法本是外添的，
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那里显
多，恩典就更显多了。21就如罪
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
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
稣基督得永生。 

 

ꑽꃤꇬꄉꌦꃤꅐ，ꏢꄖꇬꄉꐥꃤꊌ 在罪里是死，在基督里是活 

6 ꑠꉬꑲꆏ，ꈍꃅꉉꂯ？ꉪꊇꄡꇗ

ꑽꃤꈬꇬꐥꄉ，ꑆꊋꁳꁦꎆꎻ 
6 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

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 
ꅀ？2ꈍꃅꑌꑠꀋꉬ！ꉪꊇꑽꃤꀂꏽꇬ

ꄉꌦꀐꌠꊿꋋꈨ，ꈍꃅꐪꊛꄉꑽꃤꈬ

ꇬꐥꉆꑴꌦꂯ？3ꉪꊇꊿꋋꑣꏦꃤꊪꄉ

ꐯꇯꑳꌠꏢꄖꐊꀐꋋꈨꆹ，ꋋꑣꏦꃤ

ꊪꄉꋍꌦꃤꇬꐊꀐꌠꆍꇫꅉꀋꐚꅀ？

4ꑠꅹ，ꉪꊇꋋꑣꏦꃤꇬꈴꄉꋍꌦꃤꇬ

ꐊꇈ，ꉪꊇꋌꈽꄉꌌꄃꁧꇬꄃꇫꎭ，

ꑠꆹꏢꄖꋍꀉꄉꀑꒉꑊꒉꇇꄧꈴꄉ，

ꌦꈬꇬꄉꀱꐥꇁꌠꌟꃅ，ꉪꁳꉉꄟꃄ

ꄟꐯꇯꐥꐨꀊꏀꐛꃅꐙꎻꂿꄷꌠ。

5ꀋꄸꄷ，ꉪꊇꆹꋍꌦꌠꐛꐪꇬꄉꋋꌋ

ꆀꐯꏑꀐꑲꆏ，ꋍꀱꐥꇁꌠꐛꐪꇬꄉ

ꋋꌋꆀꑌꐯꏑꌠꉬ；6ꑞꃅꆏ，ꉪꈀꅉ

ꐚꌠꆹ，ꉪꊇꊨꏦꀉꆹꂶꌠꆹꑳꌠꈿꄉ

ꋯꌩꏍꇬꄀꇫꎭꀐ，ꇭꀧꑽꃤꑌꂶꌠ

2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
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3岂
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
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
4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
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
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
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
5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
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
他联合；6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
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
绝，叫我们不再作罪的奴仆；
7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8我
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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ꁳꈔꑍꎻꄉ，

ꉪꁳꑽꃤꁏꐚꀋꄻꎻ；7ꑞꃅꆏ，ꊿꌦ

ꀐꌠꆹꑽꃤꇬꐞꀐꌠꉬ。8ꀋꄸꄷ，ꉪ

ꊇꏢꄖꌋꆀꐯꈽꄉꌦꀐꑲꆏ，ꉪꊇꑌ

ꀋꎪꃅꉪꋌꈽꄉꐥꌠꑇ；9ꑞꃅꆏ，ꏢ

ꄖꌦꈬꇬꄉꀱꐥꇁꀐꑲꆏ，ꋌꊂꆏꀋ

ꌦꀐ，ꌦꃤꑌꋍꌌꁈꀋꄻꀐꌠꑠꆹꉪ

ꅉꐚ。10ꋌꌦꀐꌠꆹꑽꃤꏭꉜꄉꌦꀐ

ꌠ，ꋍꃢꀉꄂ；ꋌꇫꐥꇁꌠꆹꏃꃅꌋꏭ

ꉜꄉꐥꇁꌠꉬ。11ꑠꃅꄉ，ꆍꊇꑽꃤ

ꏭꆏ，ꆍꊨꏦꆹꌦꀐꌠꃅꉜꄡꑟꌠ；ꏃ

ꃅꌋꏭꆏ，ꆍꊇꏢꄖꑳꌠꇬꄉꊨꏦꉈ

ꑴꀱꇫꐥꇁꃅꉜꄡꑟ。 

他同活；9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
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
作他的主了。10他死是向罪死
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
着。11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
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
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 

 
12ꑠꅹ，ꑽꃤꁳꆍꇭꀧꀋꎪꃅꌦ

ꂶꌠꃰꃅꄻꄡꎽ，ꑽꃤꆹꆍꊇꋌꇱꎼ

ꇭꀧꏾꅍꊂꈹꐺ。13ꆍꇭꀧꇖꌋꆍꌞ

ꑽꃤꁵꄉꀋꑗꀋꉬꌠꌬꅍꄻꃅꑠꑌꄡ

ꃅ；ꀱꌊꌦꈬꇬꄉꀱꐥꇁꌠꊿꌡꄉ，

ꊨꏦꋋꂷꃅꌞꏃꃅꌋꁵ，ꄷꀋꁧꇭꀧ

ꇖꌋꌌꑖꉬꌠꌬꅍꃅꄉꌞꏃꃅꌋ

ꁵ。14ꑽꃤꆹꈍꃅꑌꆍꌌꁈꄻꀋꄐ，

ꑞꃅꆏ，ꆍꊇꆹꄹꏦꇂꃴꀋꐥꃅ，ꑆꊋ

ꇂꃴꐥ。 

12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
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
的私欲。13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
献给罪作不义的器具；倒要像
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
神，并将肢体作义的器具献给
神。14罪必不能作你们的主，因
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
之下。 

 

ꑖꉬꁏꐚ 义的奴仆 
15ꑠꉬꑲꆏ，ꉪꊇꈍꃅꀕꂯ？ꉪꊇ

ꆹꄹꏦꇂꃴꀋꐥꃅꏃꃅꌋꑆꊋꇂꃴꐥ

ꐛꅹ，ꉪꊇꑽꃤꐆꉆꅀ？ꈍꃅꑌꀋꉆ！

16ꆍꊇꆹꊨꏦꋋꂷꃅꁏꐚꄻꄉꈀꄸꂷ

ꅇꃅꆏ，ꆍꈀꄸꂷꁏꐚꐛꌠꆍꋋꅉꀋ

ꐚꅀ？ꑽꃤꁏꐚꄻꄉ，ꄽꂫꆏꌦ；ꀋꉬ

15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
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
以犯罪吗？断乎不可！16岂不晓
得你们献上自己作奴仆，顺从
谁，就作谁的奴仆吗？或作罪
的奴仆，以至于死；或作顺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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ꀐꇬ，ꀑꇬꁏꐚꄻꄉ，ꄽꂫꆏꑖꉬ

ꐛ。17ꏃꃅꌋꏭꈀꎭꀕ！ꑞꃅꆏ，ꆍ

ꊇꀋꉊꂴꑽꃤꁏꐚꄻꋺꑴꇬ，ꄚ，ꀃꑍ

ꋋꄮꆏ，ꆍꊇꆹꄸꈐꇬꄉꇗꅉꌶꀠꁊꆍ

ꊇꈁꁵꌠꇬꍬꀐ。18ꆍꊇꑽꃤꈬꇬꄉ

ꋊꃑꎼꇁꑲꆏ，ꆍꆹꑖꉬꁏꐚꄻꀐ。

19ꉡꆹꆍꊇꇭꀧꊋꁧꐛꅹꃅ，ꊿꅇꂷꎃ

ꐚꌠꇬꈴꄉꆍꏭꉉ：ꀋꉊꂴꏭ，ꆍꊇꆹ

ꇭꀧꇖꌋꆍꌞꁧꀋꎴꏦꀋꈴꌠꁵꄉꋍ

ꁏꐚꄻꎻ，ꑠꃅꄉ，ꆍꊇꀊꅰꃅꏦꀋ

ꈴꀐ；ꀃꑍꋋꄮꆏ，ꆍꊇꑌꐯꌟꃅꇭꀧ

ꇖꌋꆍꌞꑖꉬꁵꄉꋍꁏꐚꄻꎻ，ꑠꃅ

ꄉ，ꆍꊇꌃꇁꎔꐛ。20ꑞꃅꆏ，ꆍꊇꑽ

ꃤꁏꐚꄺꄮꇬ，ꆍꊇꆹꑖꉬꇱꏢꇋꀋ

ꄉ。21ꌤꀃꑍꋋꄮꆍꊇꉜꌊꎲꄏꑊꏦ

ꅍꃅꄉꈧꌠ，ꀊꋨꄮꇬ，ꆍꊇꌤꋋꈨ

ꈬꇬꄉꂶꂷꑞꅑ？ꌤꀉꋩꈨꌐꂫꆹꌦ

ꃤꉬ。22ꄚ，ꀃꑍꋋꄮꆏ，ꆍꊇꑽꃤꈬ

ꇬꄉꋊꃑꎼꇁꇈ，ꏃꃅꌋꁏꐚꄻꀐ，ꑠ

ꃅꑲꆏ，ꌃꇁꎔꐛꌠꂶꂷꐥꀐ，ꌐꂫꑠ

ꆹꐩꋊꐩꍂꀑꇬꉬ。23ꑞꃅꆏ，ꑽꃤ

ꁌꏤꆹꌦꃤꉬ；ꏃꃅꌋꑆꊋꈁꁠꀉꄂ

ꇁꌊꉪꌋꏢꄖꑳꌠꈐꏭꄉꐩꋊꐩꍂꀑ

ꇬꐛꌠꉬ。 

的奴仆，以至成义。17感谢神！
因为你们从前虽然作罪的奴
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
给你们道理的模范。18你们既从
罪里得了释放，就作了义的奴
仆。19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
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
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
作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
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作奴仆，
以至于成圣。20因为你们作罪之
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
了。21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
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些
事的结局就是死。22但现今你们
既从罪里得了释放，作了神的
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
局就是永生。23因为罪的工价乃
是死；惟有神的恩赐，在我们
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 

 

ꃝꐨꃆꂮꌌꅺꌡ 用婚姻来比方 

7 ꃺꑌꊈꀋ！ꉢꀋꃅꊿꄹꏦꐝꉅꌠ

ꏭꉉ，ꄹꏦꆹꌌꊿꇫꐥꌠꏲꌠ 7 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
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 

ꆍꇫꅉꀋꐚꅀ？2ꅺꌡꇬ：ꌋꅪꂷꌐꃶ

ꐥꇈ，ꌐꃶꇫꐥꑴꌦꇬꆏ，ꄹꏦꇱꏢ

ꇋꄉ；ꀋꄸꄷ，ꌐꃶꌦꀐꑲꆏ，ꋌꋍꌐ

ꃶꄹꏦꇬꐞꀐ。3ꑠꅹ，ꌐꃶꇫꐥꑴ

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2就如
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
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
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3所以丈



ꇊꂷꄯꒉ  7 481 罗马书  7 

 

 

ꌦꇬ，ꋌꁦꋠꀉꁁꂷꄷꁧꑲꆏ，ꋋꆹꊿ

ꇱꄻꃆꅿꎲꀋꑌꂷꃅꄉ；ꄚ，ꀋꄸꄷ

ꋍꌐꃶꌦꀐꑲꆏ，ꋋꆹꋍꌐꃶꄹꏦꇬ

ꐞꀐ，ꋌꁦꋠꀉꁁꂷꄷꐛꁧꑴꇬ，ꋌ

ꃆꅿꎲꀋꑌꂷꀋꉬ。 

夫活着，她若归于别人，便叫
淫妇；丈夫若死了，她就脱离
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
人，也不是淫妇。 

4ꉠꃺꑌꊈꀋ！ꑠꃅꉉꎼꇁꇬ，ꆍ

ꊇꏢꄖꇭꀧꇇꄧꈴꄉ，ꄹꏦꇬꄉꑌꌦ

ꀐ，ꑠꃅꄉ，ꆍꁳꊿꀉꁁꂷꃤꐛꎻ，ꌦ

ꈬꇬꄉꀱꐥꇁꂶꌠꃤꐛꎻ，ꉪꁳꏃꃅ

ꌋꎁꃅꂶꂷꅑꎻ。5ꑞꃅꆏ，ꉪꊇꇭ

ꀧꎸꃤꃅꐤꄮꇬ，ꄹꏦꐛꅹꃅꇫꅐꇁ

ꌠꄷꅠꌠꏾꅍꑠꉪꇭꀧꇖꌋꇬꄉꇙꈧ

ꐺꄉ，ꉪꁳꌦꃤꂶꂷꅑꎻ。6ꄚ，ꉪꊇ

ꉪꋌꇱꐒꈄꄉꌠꄹꏦꇬꄉꌦꀐꑲꆏ，

ꀃꑍꋋꄮ，ꉪꊇꆹꄹꏦꇬꄉꐞꇁꄉ，ꉪ

ꁳꌋꀨꎹꎻ，ꉪꊇꆹꁱꏂꀨꇬꄀꄉꌠ

ꏦꃤꀉꆹꌠꇬꈴꄉꌋꀨꎹꌠꀋꉬꃅ，

ꉌꃀꐛꄟꀊꏀꌠꇬꈴꄉꌋꀨꎹꌠ（“ꉌ

ꃀꐛꄟ”ꅀ“ꌃꎔꒌ”ꃄꑌꍑ）。 

4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
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
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
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
的，叫我们结果子给神。5因为
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
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
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6但
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
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
们服事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
（“心灵”或作“圣灵”），不按着仪文的
旧样。 

 

ꑽꃤꌋꆀꐮꉈꈽ 与罪挣扎 
7ꑠꉬꑲꆏ，ꉪꊇꑞꉉꉆꂯ？ꄹꏦꆹ

ꑽꃤꉬꀕ？ꈍꃅꑌꀋꉬ！ꄚ，ꀋꄸꄷꄹ

ꏦꀋꐥꑲꆏ，ꑞꆹꑽꃤꉬꌠꉪꇬꀋ

ꌧ。ꀋꄸꄷ，ꄹꏦꇬ：“ꎆꇢꋚꇢꀋ

ꉆ”ꃅꀋꉉꑲꆏ，ꎆꇢꋚꇢꌠꆹꑞꉬ

ꌠꉢꋋꅉꀋꐚ。8ꑠꃅꄉ，ꑽꃤꆹꊜꋽ

ꄮꇬꆏ，ꏥꏦꇇꄧꈴꄉꇢꅍꏾꅍꋍꑞ

ꋍꑵꑠꁳꉠꄸꈐꇬꄉꇙꈧꐺꎻ；ꑞꃅ

ꆏ，ꄹꏦꀋꐥꑲꆏ，ꑽꃤꆹꌦꌠ。9ꉢ

ꋌꃀꆹꄹꏦꀋꐥꃅꇫꐥꌠꉬ；ꄚ，ꏥꏦ

ꇫꅐꇀꄮꇬꆏ，ꑽꃤꄓꇫꐥꇀꌦꄉ，

7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
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
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
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
不知何为贪心。8然而罪趁着机
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
在我里头发动；因为没有律法
罪是死的。9我以前没有律法是
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罪又
活了，10我就死了；那本来叫人
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11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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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ꉢꌦꀐ；ꊇꅉꃅꄉꇬꊿꁳꇫꐥꂿꄷ

ꌠꏥꏦꆹ，ꀱꌊꉢꁳꌦꎻ；11ꑞꃅꆏ，

ꑽꃤꆹꊜꋽꄮꇬꆏ，ꏥꏦꇇꄧꈴꄉꉡ

ꊏꉢꅰ，ꄷꀋꁧ，ꉢꋌꌉꇫꎭꀐ。12ꑠ

ꃅꉜꎼꇁꇬ，ꄹꏦꆹꌃꎔꌠ，ꏥꏦꑌꌃ

ꎔ、ꊒꆽꀕ、ꂄꎔꌠꉬ。13ꑠꃅꑲ

ꆏ，ꂄꎔꀊꋨꈨꉢꁳꌦꎻꌠꅀ？ꈍꃅ

ꑌꀋꉬ！ꉢꁳꌦꎻꌠꆹꑽꃤꉬ。ꄚ，

ꑽꃤꆹꂄꎔꈧꌠꇇꄧꈴꄉꉢꁳꌦꎻ，

ꄚꄉꇯꍝꃅꑽꃤꉬꌠꑠꄇꇖꀕꃅꇫꅐ

ꇁ，ꑠꃅꄉ，ꑽꃤꁳꏥꏦꐛꅹꃅꀋꇰꀋ

ꇊꃅꄷꅠꌠꀊꅰꃅꄇꇖꀕꎻ。14ꄹꏦ

ꆹꌃꎔꒌꃤꉬꌠꂴꇯꆐꉪꊇꅉꐚ，ꄚ，

ꉡꆹꇭꀧꎸꃤꉬ，ꉡꆹꃷꑽꃤꁵꀐ

ꌠ。15ꑞꃅꆏ，ꉢꈀꃅꌠ，ꉠꊨꏦꇫ

ꐞꀋꉅ；ꉢꇫꃅꏾꌠꆏ，ꉢꇬꀋꃅ；ꉢ

ꇫꌁꑷꌠꆏ，ꉢꀱꌊꇫꃅ。16ꀋꄸꄷ

ꉢꈀꃅꌠꆹꉢꇫꃅꀋꏾꌠꉬꑲꆏ，ꉢꄹ

ꏦꆹꂄꎔꌠꃅꉉꏚꌠꉬ。17ꑠꉬꑲꆏ，

ꌤꆿꑠꆹꉢꃅꌠꀋꉬꃅ，ꉠꄸꈐꀀꌠꑽ

ꃤꈧꌠꃅꌠꉬ。18ꉠꈐꏭꇭꀧꎸꃤꈬ

ꇬꂄꎔꌠꀋꑌꌠꑠꑌꉢꅉꐚ；ꑞꃅꆏ，

ꉪꄉꏤꄉꂄꎔꌠꃅꂿꄷꌠꆹꉡꌅ，ꄚ

ꂄꎔꌠꃅꌠꆹꉢꀋꌅ。19ꑠꅹ，ꂄꎔꉢ

ꇫꃅꏾꌠꆏ，ꉢꇬꀋꃅ；ꄷꅠꉢꇫꃅꀋ

ꏾꌠꆏ，ꉢꀱꌊꇫꃅ。20ꀋꄸꄷ，ꉢꌤ

ꉢꇫꃅꀋꏾꌠꃅꑲꆏ，ꉢꃅꌠꀋꉬꃅ，

ꋋꆹꉠꈐꏭꀀꌠꑽꃤꃅꌠ。21ꉢꉜꇬ

ꏥꏦꏢꐥ，ꉢꂄꎔꌠꃅꏾꄮꇬꆏ，ꄷꅠ

ꌠꉢꈽꐥ。22ꑞꃅꆏ，ꉠꉌꃀꄸꈐ（ꑝꇂ

ꉙꆏꄚꇬ“ꊿ”ꃅꅑ）ꆹꏃꃅꌋꄹꏦꉌꃹꌠ

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
我，并且杀了我。12这样看来，
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
洁、公义、善良的。13既然如
此，那善良的是叫我死吗？断
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但
罪借着那善良的叫我死，就显
出真是罪，叫罪因着诫命更显
出是恶极了。14我们原晓得律法
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
的，是已经卖给罪了。15因为我
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
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憎恶
的，我倒去做。16若我所做的，
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承律
法是善的。17既是这样，就不是
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
做的。18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
是我肉体之中，没有善良；因
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
来由不得我。19故此，我所愿意
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
的恶，我倒去做。20若我去做所
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
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21我
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
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22因
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原文作

“人”），我是喜欢神的律；23但我
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
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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ꉬ；23ꄚ，ꉠꊨꏦꇭꀧꇖꌋꇬꄹꏦꀉꁁ

ꏢꇁꉠꉌꃀꄸꈐꇬꄹꏦꏡꌠꌋꆀꐮ

ꄙ；ꉢꋌꇱꇑꌊꁧꄉ，ꉢꁳꇭꀧꇖꌋ

ꇬꄉꑽꃤꃅꌠꄹꏦꏡꌠꊂꈹꎻ。24ꉢ

ꇯꍝꃅꎬꅧ！ꈀꄸꂷꀋꎪꃅꌦꌠꇭꀧ

ꋋꂷꇬꄉꉡꈭꋏꇁꄎꂯ？25ꏃꃅꌋꏭ

ꈀꎭꀕ！ꉢꉪꌋꑳꌠꏢꄖꉘꇉꄉꈭꋏ

ꊌꀐ。ꑠꃅꉜꎼꇁꇬ，ꉢꉌꃀꄸꈐꇬ

ꄉꏃꃅꌋꄹꏦꍬ，ꄚ，ꉠꇭꀧꎸꆹꑽꃤ

ꄹꏦꇬꈴꀐ。 

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24我真是
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
身体呢？25感谢神，靠着我们的
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
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
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 

 

ꒌꃤꇬꐥꐨ 在圣灵里的生活 

8 ꀃꑍꋋꄮꆏ，ꊿꑳꌠꏢꄖꈐꏭꐥ

ꈧꌠꆹꌌꑽꃤꀋꏤꀐ。2ꑞꃅ 
8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

的，就不定罪了。2因为赐 
ꆏ，ꀑꇬꋌꄻꊿꁳꌠꌃꎔꒌꄹꏦꆹꏢ

ꄖꑳꌠꇬꄉ，ꆏꋌꇱꋊꃑꎼꇁꀐ（ꀊꆨꏂ

ꀨꋍꈨꇬꆏ“ꉢ”ꃅꅑ），ꆏꁳꑽꃤꌋꆀꌦꃤ

ꄹꏦꏡꌠꐞꎻꀐ。3ꇭꀧꊋꁧꐛꅹ，

ꄹꏦꇫꃅꀋꄐꌠꐥꄉ，ꏃꃅꌋꃅꀐ。

ꏃꃅꌋꆹꋍꊨꏦꌺꂶꌠꋌꁆꌊꑽꃤꐥ

ꌠꇭꀧꐛꐪꂷꐛꄉꑽꃤꋊꌠꆦꑝꅍꃅ

ꀐ，ꌌꇭꀧꎸꃤꈬꇬꄉꑽꃤꏤꄉ，4ꄹ

ꏦꑖꉬꁳꉪꊿꇭꀧꎸꃤꊂꀋꈹꃅ，ꌃ

ꎔꒌꀉꄂꊂꈹꌠꋋꈨꇭꀧꇬꑌꇁꎻ。

5ꑞꃅꆏ，ꇭꀧꎸꃤꇬꍬꄉꃅꌠꊿꆏ，

ꇭꀧꎸꃤꌤꉈꇬ，ꌃꎔꒌꇬꍬꄉꃅꌠ

ꊿꆏ，ꌃꎔꒌꌤꉈꇬ。6ꇭꀧꎸꃤꉈꇬ

ꌠꆹꌦꌠꉬ；ꌃꎔꒌꉈꇬꌠꑲꆀꀑ

ꇬ、ꋬꂻꑠꊌꌠꉬ。7ꇭꀧꎸꃤꉈꇬ

ꈧꌠꆹꏃꃅꌋꁮꐚꉬꅊꇈ，ꑞꃅꆏ，ꏃ

ꃅꌋꄹꏦꋀꇬꀋꍬ，ꍬꑌꍬꀋꄐ。

8ꊿꇭꀧꎸꃤꉬꌠꆹꏃꃅꌋꉌꃹꅍꋀꋌ

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
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
律了。3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
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
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作了
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
4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
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
上。5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
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
灵的事。6体贴肉体的就是死；
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
7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
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
不能服。8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
得神的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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ꊊꀋꄐ。 
9ꀋꄸꄷ，ꏃꃅꌋꒌꆍꉌꃀꇬꀀꑲ

ꆏ，ꆍꊇꆹꇭꀧꎸꃤꀋꉬꃅ，ꌃꎔꒌꃤ

ꉬꀐ。ꀋꄸꄷ，ꊾꂷꏢꄖꒌꋌꀋꐊ

ꑲꆏ，ꋋꆹꏢꄖꃤꀋꉬ。10ꀋꄸꄷ，ꏢ

ꄖꆍꉌꂵꇬꑌꑲꆏ，ꇭꀧꆹꑽꃤꒉꄸ

ꃅꌦ，ꒋꆹꑖꉬꒉꄸꃅꇫꐥꇁ。11ꄚ，

ꀋꄸꄷꑳꌠꁳꌦꈬꇬꄉꀱꐥꇁꎻꂶꌠ

ꒌꆍꉌꂵꇬꆹꀀꑲꆏ，ꏢꄖꑳꌠꁳꌦ

ꈬꇬꄉꀱꐥꇁꎻꂶꌠꆹ，ꀋꎪꃅꆍꉌ

ꂵꇬꀀꌠꌃꎔꒌꇇꄧꈴꄉ，ꆍꇭꀧꈍ

ꃅꑌꌦꂶꌠꁳꉈꑴꀱꐥꇁꎻ。 

9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
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
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
不是属基督的。10基督若在你们
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
却因义而活。11然而，叫耶稣从
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
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
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
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
活过来。 

12ꃺꑌꊈꀋ！ꑠꃅꉜꎼꇁꇬ，ꉪꊇ

ꆹꇭꀧꎸꃤꎝꁯꄉ，ꇭꀧꎸꃤꇬꍬꄉ

ꐥꌠꀋꉬ。13ꀋꄸꄷ，ꆍꊇꇭꀧꎸꃤ

ꇬꍬꄉꐥꑲꆏ，ꆍꊇꆹꀋꎪꃅꌦ；ꀋꄸ

ꄷ，ꆍꊇꌃꎔꒌꉘꇉꄉ，ꇭꀧꎸꃤꄷ

ꅠꌠꃅꐨꑠꈔꋏꇫꎭꑲꆏ，ꆍꊇꀋꎪ

ꃅꇫꐥ。14ꑞꃅꆏ，ꏃꃅꌋꒌꇱꏃꂠ

ꌊꐺꌠꆏ，ꉬꇮꃅꏃꃅꌋꌺꉬꌐ。

15ꆍꊇꈀꊪꊊꌠꆹꁏꐚꉌꃀꉬꄉꏸꏦ

ꑴꌦꌠꀋꉬ；ꆍꊇꈀꊪꊊꌠꆹꌺꉌꃀ

ꉬ，ꑠꅹ，ꉪꊇꆏ：“ꀋꁧꀉꄉꀋ！”

ꃅꇴ。16ꉪꊇꆹꏃꃅꌋꌳꃈꅮꉬ，ꑠꆹ

ꉪꉌꃀꄸꈐꇬꄉꌃꎔꒌꇱꊩꀽꎼꇁ

ꌠ；17ꉪꊇꆹꏃꃅꌋꌳꃈꅮꉬꑲꆏ，ꉪ

ꊇꑌꐴꊛꊿꉬ，ꏃꃅꌋꐴꊛꊿ，ꏢꄖ

ꈽꄉꐴꊛꊿꄻ。ꀋꄸꄷ，ꉪꊇꋋꌋꆀ

ꐯꈽꄉꎬꅧꑲꆏ，ꉪꊇꑌꀋꎪꃅꋋꌋ

ꆀꐯꈽꄉꀑꒉꑊꒉꊌꌠꉬ。 

12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
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
体活着。13你们若顺从肉体活
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治死
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14因为
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
儿子。15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
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
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
“阿爸，父！”16圣灵在我们的心
中证实我们是神的儿女；17既是
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
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
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
同得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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ꀑꒉꑊꒉꊁꇁꋍꑍꇫꅐꇁꌠ 将来的荣耀 
18ꉢꉪꇬ，ꉪꊇꀋꃅꋋꇅꈀꎭꈀꅧ

ꌠꌋꆀꊁꇁꋍꑍꄻꉪꁳꌠꀑꒉꑊꒉꌌ

ꐯꌟꉜꇬ，ꉪꊇꎬꅧꐨꆹꌗꅍꀋꐥ。

19ꐥꇐꄻꄉꈧꌠꆹꏟꈯꀕꃅꏃꃅꌋꌺ

ꈧꌠꇫꅐꇁꌠꇁꉚꌐ。20ꑞꃅꆏ，ꐥ

ꇐꄻꄉꌠꉬꇮꃅꀈꈥꀕꌠꇂꃴꐥꌐꌠ

ꆹ，ꊨꏦꑠꃅꏾꌠꀋꉬꃅ，ꋌꁳꑠꃅꎻ

ꂶꌠꒉꄸꉬ。21ꄚ，ꐥꇐꄻꄉꌠꆹꀜ

ꐡꌠꇱꌌꆼꋏꄉꌠꇂꃴꄉꐞꇁꇈ，ꏃ

ꃅꌋꌳꃈꅮꊨꏦꌄꇤꌠꌋꆀꀑꒉꑊꒉ

ꊌꌠꉘꇉꑴꌦ。22ꐥꇐꈀꄻꄉꌠꉬꇮ

ꃅꐯꇯꌗꏿ、ꎬꅧꅷꀃꑍꋋꄮꑟꌠꉪ

ꅉꐚ。23ꑠꀉꄂꀋꉬ，ꉪꊇꌃꎔꒌꇬ

ꄉꅐꇁꌠꂶꂷꇬꂾꅑꌠꐥꋋꈨꑌ，ꊨ

ꏦꉌꂵꈐꌗꏿꄉ，ꌺꂒꉻꊌꌠꇁꉚ，ꑠ

ꆹꉪꇭꀧꋊꄉꈭꋏꊌꌠꉬ。24ꉪꊇꆹ

ꉪꈭꋏꊌꌠꉘꇉ；ꄚ，ꈀꂿꌠꉘꇉꅍꆹ

ꉘꇉꅍꀋꉬ，ꈀꄸꂷꋌꈀꂿꈧꌠꉘꇉ

ꂯ？25ꄚ，ꀋꄸꄷ，ꉪꊇꆹꌤꆿꉪꊇꇬ

ꀋꂿꑴꌦꈧꌠꉘꇉꑲꆏ，ꉪꊇꀋꎪꃅ

ꋰꄉꇁꉚ。 

18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
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
足介意了。19受造之物切望等候
神的众子显出来。20因为受造之
物服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
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21但
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
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
（“享”原文作“入”）。22我们知道一切
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
到如今。23不但如此，就是我们
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
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
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
24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
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
他所见的呢（有古卷在此“所看见的人

为什么还盼望呢？”）？25但我们若盼
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
候。 

26ꄷꀋꁧ，ꉪꊇꊋꁧꌠꆹꌃꎔꒌꉪ

ꇇꀤ，ꉪꊇꑴꅉꆹꈍꃅꈼꂟꌠꅉꀋꐚ，

ꄚ，ꌃꎔꒌꊨꏦꆹꅇꉉꅐꇁꀋꉆꌠꌗ

ꏿꌠꌊꉪꎁꃅꈼꂟ。27ꃰꊿꉌꃀꋌꇫ

ꌊꃬꂶꌠꆹ，ꌃꎔꒌꉪꐨꋌꌧ，ꑞꃅ

ꆏ，ꌃꎔꒌꆹꏃꃅꌋꉪꐨꇬꈴꄉꌃꎔ

ꌺꎁꃅꇖꂟ。28ꉪꊇꆹꌤꆿꑞꑌꐮꇿ

ꋌꐥꌠꉪꅉꐚ，ꑠꃅꄉ，ꏃꃅꌋꉂꌠ

ꊿꁳꈲꏣꊌꎻ，ꑠꆹꊿꋍꉪꐪꇬꈴꄉ

26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的
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
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
的叹息替我们祷告。27鉴察人心
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
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
28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
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
意被召的人。29因为他预先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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ꇳꍝꄉꈧꌠꄜ。29ꑞꃅꆏ，ꊿꂴꋌꈀ

ꅉꐚꈧꌠ，ꋌꂴꇯꆐꏤꄉꋀꁳꋍꌺꌶ

ꀠꉜꄉꌷꎻꄉ，ꋍꌺꁳꃺꑌꈍꑋꈬꄔ

ꄉꌺꒉꂶꌠꄻꎻ。30ꊿꂴꇯꆐꈁꏤꄉ

ꈧꌠꆏ，ꋀꊇꉈꑴꏃꃅꌋꇱꇴꌊꇀꌦ；

ꈀꇴꌊꇁꌠꊿꈧꌠꆏ，ꏃꃅꌋꉈꑴꋀ

ꁳꑖꉬꐛꎻ；ꑖꉬꐛꀐꈧꌠꆏ，ꉈꑴꋀ

ꁳꀑꒉꑊꒉꊌꎻ。 

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
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
兄中作长子。30预先所定下的人
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
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
他们得荣耀。 

 

ꏃꃅꌋꉂꐪ 神的爱 
31ꑠꉬꑲꆏ，ꀉꁁꑞꂷꉉꅍꐥꑴ

ꌦ？ꀋꄸꄷ，ꏃꃅꌋꉪꊇꇇꀤꑲꆏ，ꈀ

ꄸꂷꉪꄘꑣꄎꑴꌦꂯ？32ꏃꃅꌋꋍꊨ

ꏦꌺꀋꇝꃅ，ꋌꏮꉪꊇꈀꐥꌠꎁꃅꌦ

ꀐꑲꆏ，ꐥꇐꑞꑌꌌꋍꌺꌋꆀꐯꇯ

ꄉ，ꉪꃹꅍꀋꐥꃅꄻꉪꁳꌠꀋꉬꅀ？

33ꈀꄸꂷꊿꏃꃅꌋꌊꄻꄉꈧꌠꊂꅇꎹ

ꄎ？ꋀꁳꑖꉬꐛꎻꌠꆹꏃꃅꌋꉬ。

34ꈀꄸꂷꋀꑽꃤꏤꄎ？ꏢꄖꑳꌠꌦꀐ，

ꄷꀋꁧꋌꀱꐥꇁꀐ，ꀋꃅꋌꏃꃅꌋꇀ

ꑳꏭꑌ，ꋋꑌꉪꎁꃅꏃꃅꌋꏭꇖꂟ。

35ꈀꄸꂷꉪꊇꌋꆀꏢꄖꉂꐪꋌꇽꑍꄷ

ꎭꄎꂯ？ꐤꇨꐤꊋꌠꉬꑴꅀ？ꉌꐒꇁꎭ

ꌠꉬꑴꅀ？ꆼꍅꆹꆋꌠꉬꑴꅀ？ꂮꐚꌠ

ꉬꑴꅀ？ꅩꀧꍓꌠꉬꑴꅀ？ꆽꀠꉆꌠꉬ

ꑴꅀ？ꂗꍵꑱꃀꉬꑴꅀ？36ꑠꆹꁱꏂꀨ

ꇬꄀꄉꌠꌋꆀꐯꌟ： 

31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
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敌挡
我们呢？32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
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
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
们吗？33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
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34谁能
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
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
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
求。35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
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
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
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
剑吗？36如经上所记： 

“ꆎꒉꄸꃅ，ꉪꊇꋋꑍꃅꊿꅸꌉ； 
ꊿꉜꇬ，ꉪꊇꆹꊿꇱꌌꌉꂯꀐꌠ

ꑿꌡ”ꄷ。 

“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 
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 

37ꄚ，ꉪꊇꆹꉪꉂꌠꌋꂶꌠꉘꇉꄉ，ꌤ 37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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ꆿꈀꐥꌠꇬꄉ，ꀉꇨꃅꊋꐛꀐ。38ꑞ

ꃅꆏ，ꉢꇯꍝꃅꇬꑅꌠꆏ，ꌦꃤꉬꄿ

ꂿ，ꐥꃤꉬꄿꂿ，ꉬꉎꊩꌺꉬꄿꂿ，ꌅ

ꈌꐥꌠꉬꄿꂿ，ꄐꅍꐥꌠꉬꄿꂿ，ꌤꀋ

ꃅꅐꌠꉬꄿꂿ，ꌤꊁꇁꋍꑍꅐꌠꉬꄿ

ꂿ，39ꀊꂥꅈꇬꐥꌠꉬꄿꂿ，ꀁꂥꅈꇬ

ꐥꌠꉬꄿꂿ，ꀉꁁꐥꇐꈀꄻꄉꌠꉬꄿ

ꂿ，ꑞꑌꉪꊇꌋꆀꏃꃅꌋꉂꐪꋌꇽꑍ

ꄷꎭꀋꄐ；ꉂꐪꋌꑵꆹꉪꌋꏢꄖꑳꌠ

ꈐꏭꑌꌠꉬ。 

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38因
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
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
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39是
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
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
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
督耶稣里的。 

 

ꏃꃅꌋꆹꑱꌝꆀꊿꋌꌋꄉ 神选择以色列人 

9 ꉢꏢꄖꇬꄉꅇꂷꃶꐚꌠꉉ，ꉢꈱ

ꅇꏅꅇꀋꉉ，ꉠꂄꄸꌧꌠꉌꃀꌃ 
9 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

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 
ꎔꒌꇱꌵꉌꐡꑓꐡꄉ，ꉠꎁꃅꅇꊪ

ꌬ。2ꉡꆹꉌꎭꅍꀉꒉꃅꐥꄉ，ꉌꂵꐒ

ꆅꏽꇬꎷ。3ꉠꃺꑌ、ꉠꊿꋅꃺꑌ

ꎁꃅꇬꆹ，ꉢꊿꇱꌌꍃꏽꄉꏢꄖꐞꄷ

ꑲꑌꑽꀋꐥ。4ꋀꊇꆹꑱꌝꆀꊿ，ꌺ

ꂒꉻ、ꀑꒉꑊꒉ、ꏤꐪꈧꌠ、ꄹ

ꏦ、ꑷꂿꇬꏦꃤ、ꈌꁧꄉꌠꑠꉬꇮ

ꃅꋀꃤꉬꌐ。5ꁍꁈꆹꋀꀋꁌꀋꁧꉬ，

ꇭꀧꎸꃤꇬꈴꄉꉜꇬ，ꏢꄖꑌꋀꊇꄷ

ꄉꅐꇁꌠ，ꏢꄖꆹꐥꇐꈀꐥꌠꄩꐥ

ꌠ、ꐩꋊꐩꍂꃅꇫꀮꄑꉆꌠꏃꃅꌋ

ꉬ，ꀊꂱ！ 

给我作见证；2我是大有忧愁，
心里时常伤痛。3为我弟兄、我
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
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4他们
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
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
许都是他们的。5列祖就是他们
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
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
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们。 

6ꑠꆹꏃꃅꌋꅇꂷꉉꌊꀈꈥꀕꀐꄷ

ꌠꀋꄜ，ꑞꃅꆏ，ꑱꌝꆀꊿꈀꒆꎼꇁ

ꌠꉬꇮꃅꑱꌝꆀꊿꃶꐚꌠꉬꀋꌐ；7ꑸ

ꀨꇁꉴꊂꋊꉫꒉꄸꃅ，ꋀꊇꐯꇯꋍꌳ

ꃈꅮꐛꌐꌠꑌꀋꉬ。ꏂꀨꇬꅑꇬ：

“ꑱꌒꇬꄉꒆꈧꌠꀉꄂꅽꊂꋊꉬ”

6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
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
色列人；7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
的后裔，就都作他的儿女。惟
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
后裔。”8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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ꄷ。8ꅇꂷꋋꇬꆹꑠꄜ：ꊿꇭꀧꇬꄉꒆ

ꎼꇁꌠꀉꑳꆹꏃꃅꌋꌺꇖꀋꉬ，ꌺꇖꈀ

ꈌꁧꄉꈧꌠꀉꄂꌌꊂꋊꌗꉆ。9ꑞꃅ

ꆏ，ꈀꈌꁧꄉꌠꅇꂷꆏꑠꃅꉉ：“ꑎ

ꄹꈎꀋꃅꋋꄮꆏ（ꑝꇂꉙꇬꆹ“ꑎꄹꈎ”ꃅꑠꇬ

ꀋꐊ），ꉢꇁꌠꉬ，ꌒꇁꀋꎪꃅꌹꂷꒆ”

ꄷ。10ꑠꀉꄂꇯꀋꉬꃅ，ꉈꑴꆀꀙꏦ

ꑌꐥꑴꌦ，ꋌꁦꋠꂷꄷꄉꀉꑳꁨ，ꁦ

ꋠꋋꂷꆹꉪꀋꁌꀋꁧꑱꌒꉬ，11ꌻꉘꋑ

ꌠꒆꎼꀋꇁꌦꂾꆹ，ꂄꄸꑠꑌꃅꅐꀋꇁ

ꑴꌦ；ꑠꆹꏃꃅꌋꊾꌋꌠꉪꐨꆹ，12ꊿ

ꃅꐨꑽꑌꇬꅑꀋꎍꃅ，ꊾꇳꍝꌠꌋꂶ

ꌠꅑꎍꒉꄸ。ꏃꃅꌋꆀꀙꏦꏭ：

“ꊁꇁꋍꑍꆏ，ꀉꒉꂶꌠꀄꊭꂶꌠꁏ

ꐚꄻ”ꄷ。13ꑠꆹꁱꏂꀨꇬꄀꄉꌠ

ꌡ：“ꑸꇱꆹꉢꇫꉂꂶꌠ，ꑱꌕꆹꉢꇫ

ꌂꂶꌠ”ꄷ。 

儿女不是神的儿女，惟独那应
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9因为所
应许的话是这样说：“到明年这
时候我要来，撒拉必生一个儿
子。”10不但如此，还有利百
加，既从一个人，就是从我们
的祖宗以撒怀了孕，11双子还没
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
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
意，12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呼
召人的主。神就对利百加说：
“将来大的要服事小的。” 
13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
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 

14ꑠꉬꑲꆏ，ꉪꊇꑞꉉꉆꂯ？ꏃꃅ

ꌋꈏꍣꉇꍣꅀ？ꈍꃅꑌꀋꍣ！15ꑞꃅ

ꆏ，ꋌꃀꑭꏭ： 

14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
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
没有！15因他对摩西说： 

“ꉢꈀꄸꏭꎭꃅꉈꏾꆏ， 
ꈀꄸꏭꎭꃅꉈ； 
ꉢꈀꄸꏭꂄꃅꎔꏿꏾꆏ， 
ꈀꄸꏭꂄꃅꎔꏿ”ꄷ。 

“我要怜悯谁， 
就怜悯谁； 
要恩待谁， 
就恩待谁。” 

16ꑠꃅꉜꎼꇁꇬ，ꋍꑠꆹꉪꄉꏤꄉꂶꌠ

ꅑꀋꎍ，ꌤꀉꑌꃅꀕ（ꑝꇂꉙꇬꆏ，“ꀥꐺꂶ

ꌠ”ꃅꅑ）ꂶꌠꑌꅑꀋꎍ，ꑠꆹꊾꉈꁒꑗ

ꉘꌠꏃꃅꌋꀉꄂꅑꎍꌠꉬ。17ꑞꃅ

ꆏ，ꏃꃅꌋ꒰ꀨꇬꄉꃔꇅꏭ：“ꉢꆎ

ꒆꎼꇁꄉ，ꉈꃅꅽꇭꀧꇬꄉꉠꌅꈌꄐ

ꐨꁳꇫꅐꇁꎻ，ꄷꀋꁧ，ꉠꂓꁳꋧꃅꋋ

16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意
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
乎发怜悯的神。17因为经上有话
向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特
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权能，并
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18如此
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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ꂷꇬꃅꈨꈴꎻ”ꄷ。18ꑠꃅꉜꎼꇁ

ꇬ，ꋌꈀꄸꏭꎭꃅꉈꏾꆏ，ꈀꄸꏭꎭꃅ

ꉈ，ꈀꄸꁳꆸꉂꎻꏾꆏ，ꈀꄸꁳꆸꉂ

ꎻ。 

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
硬。 

 

ꏃꃅꌋꇨꇅꃃꐨꌋꆀꎭꃅꉈꐨ 神的愤怒和怜悯 
19ꑠꃅꄉ，ꆎꆹꀋꎪꃅꉠꏯ：“ꋌ

ꑞꃅꊿꏭꊨꀖꑴꌦꌠꉬ？ꊿꈀꄸꂷꋍ

ꉪꐨꄘꑣꌠꐥ？”ꄷ。20ꊿꅽꀋꏮꑠ

ꇯ！ꆏꈀꄸꉥ，ꏃꃅꌋꏭꈌꑣꉏꑣꀬ？

ꐥꇐꄻꄉꑵꌠꋋꄻꂶꌠꏭ：“ꆏꑞꃅ

ꑠꃅꄉꉡꄻꌠꉬ”ꃅꉉꉆꅀ？21ꄢꄻ

ꇎꇷꂶꌠꀡꆀꋍꁧꇬꄉꋍꂷꆏꋌꑣꌊ

ꄻꌬꅍꁌꐥꌠꃅꄉ，ꉈꑴꋍꂷꆏꋌꑣ

ꌊꄻꌬꅍꁌꀋꐥꌠꃅꄉ，ꋌꌅꈌꑠꍈ

ꑋꀋꐥꅀ？22ꐯꌟꃅ，ꏃꃅꌋꋍꇨꇅꃃ

ꐨꌋꆀꋍꌅꈌꄐꐨꑠꄻꊿꀦꏾꑲꆏ，

ꋋꆹꑞꑌꀊꅰꃅꋰꄉꄻꌬꅍꈧꌠꏆ，

ꌬꅍꋋꈨꆹꋍꇨꇅꃃꅍꃅꄉꄐꏤꌌꈔ

ꋏꇫꎭꂿꄷꈧꌠꉬ；23ꉈꑴꆏ，ꌬꅍꀉ

ꁁꈨꂴꇯꆐꋌꄐꏤꄉ，ꌬꅍꁳꎭꃅꉈ

ꌠꌋꆀꀑꒉꑊꒉꊌꎻ。24ꌬꅍꋋꈨꆹ

ꏃꃅꌋꇱꇳꍝꄉꌠꉪꊇꋋꈨꉬ，ꉪꊇ

ꆹꒀꄠꊿꈬꄔꇬꄉꇁꌠꀉꄂꀋꉬ，ꉇ

ꉻꊿꈬꄔꇬꄉꇁꌠꑌꐥ。ꋍꑠꑞꂷꀋ

ꉆꅍꐥ？25꒰ꀨꈐꏭꉼꑭꀊꄯꒉꁬꌠꇬ

ꅑꌠꌟꃅ： 

19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
什么还指责人呢？有谁抗拒他
的旨意呢？”20你这个人哪！你
是谁，竟敢向神强嘴呢？受造
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
么这样造我呢？”21窑匠难道没
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作
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作成
卑贱的器皿吗？22倘若神要显明
他的忿怒，彰显他的权能，就
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
毁灭的器皿；23又要将他丰盛的
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
得荣耀的器皿上。24这器皿就是
我们被神所召的，不但是从犹
太人中，也是从外邦人中。这
有什么不可呢？25就像神在何西
阿书上说： 

“ꊇꅉꇬꉠꉹꁌꀋꉬꈧꌠ， 
ꉢꊁꆏꋀꏭꉠꉹꁌꄷꇴ； 
ꊇꅉꇬꉂꐪꀋꊌꈧꌠ， 
ꉡꆹꋀꁳꉂꐪꊌꌠꐛꎻ”ꄷ。 

“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 
我要称为我的子民； 
本来不是蒙爱的， 
我要称为蒙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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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ꋌꃀꇿꇬꄉꋀꏭ： 
‘ꆍꉠꃰꊿꀋꉬ’ꃅꉉꆏ， 

ꊁꇁꋍꑍꑌꇿꇬꄉꋀꏭꐩꋊꐩ

ꍂꌠꏃꃅꌋꌺꇖꉬꄷꇴ”ꄷ。 

26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 
‘你们不是我的子民’， 
将来就在那里称他们为永生
神的儿子。” 

27ꑱꌏꑸꑱꌝꆀꊿꏭꄐꄉ，ꏅꄉꑠꃅ

ꉉ：“ꑱꌝꆀꊿꃷꁨꆹꎿꋮꂤꏂꌟꃅ

ꃷꂿꑖꀋꉬꑴꇬ，ꄚ，ꇫꋒꇈꌠꃷꁨ

ꀉꄂꈭꋏꊊ。28ꑞꃅꆏ，ꌋꆹꋧꃅꇬ

ꄉꅇꂷꋌꈁꉉꈧꌠꃅꇁ，ꋍꅇꁳꐛꒆ

ꌐ，ꐳꐯꐳꃅꌐꎻ”ꄷ。29ꉈꑴꑱꌏ

ꑸꀋꉊꂴꏭꅉꄜꋺꌠꌟꃅ： 

27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喊着说：
“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得救的
不过是剩下的余数；28因为主要
在世上施行他的话，叫他的话
都成全，速速地完结。”29又如
以赛亚先前说过： 

“ꀋꄸꄷ，ꄙꀕꃪꀕꂽꌌꁈꐴꊏ

ꇗꊏꉪꁳꄉꇈꌠꀋꉬꑲꆏ， 
ꉪꊇꆹꈍꄮꇯꆐꌙꄏꂷꌋꆀꀒꃀ

ꇁꌡꀐ”ꄷ。 

“若不是万军之主给我们存留
余种， 
我们早已像所多玛、蛾摩拉
的样子了。” 

 

ꑱꌝꆀꊿꌋꆀꌒꅇ 以色列人和福音 
30ꑠꉬꑲꆏ，ꉪꊇꑟꉉꉆꂯ？ꊇꅉ

ꇬꑖꉬꀋꎹꀋꈹꌠꉇꉻꊿꈧꌠꄈꑋꀱ

ꌊꑖꉬꊌꀐ，ꋀꊇꑇꐛꅹꃅꑖꉬꊌ。

31ꄚ，ꑱꌝꆀꊿꄹꏦꑖꉬꎹꈹꌠꆏ，ꀱ

ꌊꄹꏦꑖꉬꋀꋌꀋꊌ。32ꑠꆹꑞꒉꄸ

ꉬ？ꑠꆹꋀꊇꑇꐨꉌꊋꇬꈴꄉꎹꀋꈹ

ꃅ，ꃅꐨꑽꑌꇬꀉꄂꈴꄉꎹꈹꐛꅹ，

ꋀꊇꄧꀕꃅꐚꑭꇹꇓꂶꌠꇬꄚ。33ꑠ

ꆹꁱꏂꀨꇬꄀꄉꌠꌋꆀꐯꌟ： 

30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
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
了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31但
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得
不着律法的义。32这是什么缘故
呢？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
求，只凭着行为求，他们正跌
在那绊脚石上。33就如经上所
记： 

“ꑭꇹꇒꂷꉢꄻꑭꉢꄉ， 
ꋋꆹꊾꑭꇹꌠꇓꆈꀋꃀꂷꉬ； 
ꄚ，ꊿꋌꑅꌠꆹꈍꃅꑌꑊꏦꎲꄏ

ꄮꀋꑟꌠꉬ”ꄷ。 

“我在锡安放一块绊脚的石
头，跌人的磐石； 
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
愧。” 



ꇊꂷꄯꒉ  10 491 罗马书  10 

 

 

10 ꃺꑌꊈꀋ！ꉠꉌꃀꄸꈐꇫꃅꏾ

ꌠ、ꏃꃅꌋꏭꈼꂟꌠꆏ，ꑱ 10 弟兄们，我心里所愿
的，向神所求的，是要 

ꌝꆀꊿꁳꈭꋏꊊꎻꌠꑠꉬ。2ꉡꆹꋀ

ꊇꏃꃅꌋꏭꈮꈜꑴꇬ，ꄚ，ꋀꊇꌧꇐ

ꂿꇐꇯꍝꌠꇬꀋꈴꌠꑠꉢꇫꊩꀽꉆ；

3ꑞꃅꆏ，ꋀꊇꆹꏃꃅꌋꑖꉬꋀꋌꀋꌧ

ꄉ，ꊨꏦꃤꑖꉬꄺꏢꉨ，ꑠꅹ，ꋀꊇꏃ

ꃅꌋꑖꉬꇬꀋꈴꀐ。4ꏢꄖꆹꄹꏦꌐ

ꂫꏓꏣꉬ，ꑠꃅꄉ，ꊿꇫꈁꑇꌠꁳꑖꉬ

ꊌꎻ。 

以色列人得救。2我可以证明他
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
知识；3因为不知道神的义，想
要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
了。4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
凡信他的都得着义。 

 

ꈭꋏꑆꊋꆹꊿꋍꏭꈀꇖꂟꈧꌠꎁꃅꌠ 救恩必给一切求告主的人 
5ꃀꑭꑠꃅꁱꄉꉉ：“ꀋꄸꄷ，ꊾ

ꆹꄹꏦꇬꄉꅐꇁꌠꑖꉬꈧꌠꃅꑲꆏ，ꑠ

ꒉꄸꃅ，ꋀꊇꀋꎪꃅꇫꐥꌠꉬ”ꄷ。

6ꄚ，ꑇꐨꇬꄉꅐꇁꌠꑖꉬꀉꄂꑠꃅ

ꉉ：“ꅽꉌꃀꄸꈐꇬꑠꃅꄡꉉ：ꈀꄸ

ꂷꉬꉎꇬꆹ（ꅇꂷꋋꇬꆏ：‘ꈀꄸꂷ

ꉬꉎꇬꄉꏢꄖꋌꏃꌊꃄꅉꇬꇁ？’ꄷ

ꌠꄜ）？7ꈀꄸꂷꅉꃴꏦꑳꐎꇬꒉ（ꅇ

ꂷꋋꇬꆏ：‘ꈀꄸꂷꏢꄖꌦꃤꇬꄉꋌ

ꇱꏃꄩꇁ？’ꄷꌠꄜ）？”ꄷ。8ꋌꇯ

ꍝꃅꈍꃅꉉꌠꉬ？ꋌꉉꇬ： 

5摩西写着说：“人若行那出
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 
6惟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
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
呢（就是要领下基督来）？7谁
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
督从死里上来）？”8他到底怎么
说呢？他说： 

“ꇗꅉꋋꏢꆹꆎꌋꆀꀊꎴꃅꀋꇢ， 
ꋋꆹꅽꈌꇬꀀ， 
ꅽꉌꇬꑌ”ꄷ。 

“这道离你不远， 
正在你口里， 
在你心里。” 

ꑠꆹꉪꊇꈁꁊꌠꌋꑇꄷꌠꇗꅉꉬ。9ꀋ

ꄸꄷ，ꅽꈂꀸꆏꑳꌠꆹꌋꉬꃅꉉ，ꅽꉌ

ꃀꑌꏃꃅꌋꋌꁳꌦꈬꇬꄉꀱꐥꇁꎻꌠ

ꃅꑠꑇꑲꆏ，ꆎꆹꀋꎪꃅꈭꋏꊌ。10ꑞ

ꃅꆏ，ꊿꉌꂵꇬꑇꑲꆏ，ꑖꉬꐛꉆ；ꈂ

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9你若
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
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10因
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
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11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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ꀸꇬꉉꏚꑲꆏ，ꈭꋏꊌꉆꌠꉬ。11꒰

ꀨꇬ：“ꊿꋌꑅꌠꆏ，ꈍꃅꑌꑊꏦꎲ

ꄏꄮꀋꑟ”ꄷ。12ꒀꄠꊿꌋꆀꑝꇂ

ꊿꐯꀋꌡꅍꀋꐥ，ꑞꃅꆏ，ꋧꃅꃰꊿ

ꉬꇮꃅꌋꋍꂷꀉꄂꐥ；ꋋꑌꊿꇖꂟꅷ

ꋍꄷꑟꈧꌠꏭꂄꃅꎔꏿ。13ꑞꃅꆏ，

“ꊿꇖꂟꅷꌋꂓꄷꑟꈧꌠꃅꀋꎪꃅ

ꈭꋏꊌ”ꄷ。 

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
愧。”12犹太人和希腊人并没有
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
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13因
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14ꄚ，ꀋꄸꄷ，ꊿꋌꑅꀋꋻꑲꆏ，

ꈍꃅꄉꋍꏭꇖꂟꂯ？ꋌꊿꇫꈨꀋꋻꑲ

ꆏ，ꊿꈍꃅꄉꋌꑅꂯ？ꀋꄸꄷ，ꊿꇗꅉ

ꁊꌠꀋꐥꑲꆏ，ꇗꅉꈍꃅꄉꊿꈨꂯ？

15ꀋꄸꄷ，ꊿꋌꇱꊪꎼꁧꌠꀋꐥꑲꆏ，

ꈍꃅꄉꇗꅉꁊꂯ？ꑠꆹꁱꏂꀨꇬꄀꄉꌠ

ꌋꆀꐯꌟ：“ꊿꌒꅇꁊ、ꅇꃅꄜꈧ

ꌠꆹ，ꋀꏸꑭꈍꃅꎔꃨꉏ！”ꄷ。

16ꄚ，ꊿꇬꈀꐥꌠꃅꌒꅇꈨꇈꊪꌐꌠ

ꀋꉬ，ꑞꃅꆏ，ꑱꌏꑸꄹꇬ：“ꌋꀋ！

ꈀꄸꂷꉪꊇꈁꁊꈧꌠꑇꀐ？”ꄷ。

17ꑠꃅꄉ，ꇗꅉꑇꌠꆹꇗꅉꅱꅉꇬꄉꇁ

ꌠ，ꇗꅉꅲꌠꆹꏢꄖꅇꂷꇬꄉꇁꌠ

ꉬ。18ꄚ，ꉢꊿꇬꀋꈨꅀꄷꅲ？ꋀꊇ

ꇯꍝꃅꈨꀐ，ꑞꃅꆏ， 

14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
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
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
呢？15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
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
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
美。”16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
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
们所传的有谁信呢？”17可见信
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
督的话来的。18但我说，人没有
听见吗？诚然听见了。 

“ꋀꃚꋒꃅꑆꋌꁬꇂꃴꃅꈨꈴꌐ， 
ꋀꅇꂷꁊꅷꃅꋮꆸꈈꑟꀐ”ꄷ。 

“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 
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 

19ꉢꉈꑴꉉꌦ，ꑱꌝꆀꊿꇫꅉꀋꐚꅀ？

ꂴꃀꑭ： 
19我再说，以色列人不知道吗？
先有摩西说： 

“ꉡꆹꊿꋅꋍꁯꃅꀋꐛꌠꑠꁳꆍꌂ

ꃆꑷꑘꃸꆽꎻ， 
ꉡꆹꉹꁌꌧꅍꀋꐥꌠꑠꁳꆍꇨꇅ

ꃃꅍꃅꎻ”ꄷꉉ。 

“我要用那不成子民的， 
惹动你们的愤恨； 
我要用那无知的民，触动你
们的怒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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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ꉈꑴꆏ，ꑱꌏꑸꉌꂵꀉꒉꃅ： 20又有以赛亚放胆说： 
“ꋀꊇꑴꅉꉢꀋꎹꌠꆏ， 

ꉢꋀꁳꉡꋒꎻ； 
ꉡꅲꉢꇫꀋꇁꌠꆏ， 
ꉢꋀꂾꅐꇁ”ꄷꉉꋺ。 

“没有寻找我的， 
我叫他们遇见； 
没有访问我的， 
我向他们显现。” 

21ꄚ，ꑱꌝꆀꃆꂮꃅꇬꆏ，ꋌ： 
“ꉢꋋꑍꃅꇇꎇꄉꌊꃅꌋꑽꌠ、 

ꈌꄙꉏꑣꌠꉹꁌꈧꌠꇳꍝ”ꄷ

ꉉ。 

21至于以色列人，他说： 
“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
嘴的百姓。” 

 

ꑱꌝꆀꊿꇫꋒꇈꈧꌠ 以色列的余民 

11 ꉢꉈꑴꉉꌦ，ꏃꃅꌋꋍꉹꁌꋌ

ꇵꇫꎭꀐꅀ？ꈍꃅꑌꀋꎭ！ 11 我且说，神弃绝了他的
百姓吗？断乎没有！因 

ꑞꃅꆏ，ꉠꊨꏦꑴꅉꑌꑱꌝꆀꊿ，ꑸ

ꀨꇁꉴꊂꋊꂷ，ꀝꑷꂱꁯꌠꉬ。2ꏃꃅ

ꌋꆹꋍꉹꁌꂴꇯꆐꋌꇫꅉꐚꈧꌠꋌꇵ

ꇬꀋꎭ。ꏂꀨꄯꒉꇬꉉꅷꑱꆀꑸꃆꂮ

ꑟꇬ，ꈍꃅꉉꌠꆍꋋꅉꀋꐚꅀ？ꋌꏃ

ꃅꌋꂾꄉꑠꃅꑱꌝꆀꊂꅇꎹ：3“ꌋ

ꀋ！ꅽꅉꄜꊿꋀꌉꇫꎭ，ꅽꆦꑝꇮꊙ

ꋀꐆꇫꎭꀐ，ꅉꄜꊾꆹꉢꀉꄂꇫꋒꇈ，

ꄚ，ꋀꊇꉠꀑꇬꇕꏢꉨꑴꌦ”ꄷ。

4ꏃꃅꌋꈍꃅꋍꏭꅇꀱ？ꋌꄹꇬ：“ꉢ

ꉠꊨꏦꎁꃅꊿꏃꄙꑹꉢꊏꄉ，ꋀꊇꐯ

ꇯꀠꆀꏭꁡꊭꃄꇴꄂꀋꋻ”ꄷ。5ꀃ

ꑍꋋꄮꑌꄡꇗꑠꃅꐙ，ꌊꄻꌠꑆꊋꇬ

ꈴꄉ，ꊿꈀꊏꄉꇈꈧꌠꐯꇯꇫꐥꑴ

ꌦ。6ꋍꑠꆹꑆꊋꇬꄉꅐꇁꌠꉬꑲꆏ，

ꃅꐨꑽꑌꇬꅑꀋꎍ；ꑠꀋꉬꑲꆏ，ꑆꊋ

ꆹꑆꊋꀋꉬꀐ。 

为我也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
的后裔，属便雅悯支派的。2神
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
姓。你们岂不晓得经上论到以
利亚是怎么说的呢？他在神面
前怎样控告以色列人说：3“主
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拆了
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个人，
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4神的回
话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我为
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
力屈膝的。”5如今也是这样，照
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
数。6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
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
了。 

7ꋍꑠꈍꃅꐙꌠꉬ？ꑱꌝꆀꊾꆹꋀ

ꊇꇬꎷꇬꈹꌠꋀꋌꎷꀋꊌ，ꊿꌊꄻꄉ

7这是怎么样呢？以色列人
所求的，他们没有得着；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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ꈧꌠꀉꄂꎹꊊꀐ，ꊿꇫꋒꇈꈧꌠꆏꉌ

ꇨꆸꉈꌐ。8ꑠꆹꁱꏂꀨꇬꄀꄉꌠꌋꆀ

ꐯꌟ： 

蒙拣选的人得着了，其余的就
成了顽梗不化的。8如经上所
记： 

“ꏃꃅꌋꋀꁳꉌꁍꉌꇰꎻꄉ， 
ꋀꊇꑓꅑꂿꀋꉆ， 
ꅺꅑꈨꀋꉆꅷꀃꑍꋋꄮꑟ”

ꄷ。 

“神给他们昏迷的心， 
眼睛不能看见， 
耳朵不能听见，直到今
日。” 

9ꄊꃥꄹꇬꑌ： 
“ꋀꋠꄜꐈꇁꐱꂦꐛ， 

ꐈꇁꃱꀜꐛ， 
ꐈꇁꑭꇹꇓꐛꄉꌌꑗꉘꃅꋀꀱ

ꅊꇈ。 

9大卫也说： 
“愿他们的筵席变为网罗， 
变为机槛， 
变为绊脚石， 
作他们的报应。 

10ꋀꑓꉱꏂꄉꊌꀋꂿꅊꇈ； 
ꆏꅉꀕꃅꋀꐧꌧꆏꇱꈎꄉꅊ

ꇈ”ꄷ。 

10愿他们的眼睛昏蒙， 
不得看见； 
愿你时常弯下他们的腰。” 

 

ꉇꉻꊿꈭꋏꊌ 外邦人得救 
11ꉢꉈꑴꉉꌦ，ꋀꊇꑬꎙꌠꆹꋀꁳ

ꃪꐛꎻꌠꅀ？ꈍꃅꑌꀋꉬ！ꀱꌊꋀꊇ

ꑬꎙꐛꅹꃅ，ꈭꋏꑆꊋꇁꌊꉇꉻꊿꄷ

ꑟꄉ，ꋀꊇꋌꎼꉌꈻꃴꆅ。12ꀋꄸ

ꄷ，ꋀꊇꑬꎙꇬꇯꆏ，ꃅꑆꋌꁬꇂꃴ

ꃅꋌꎼꌣꈚ；ꋀꊇꀋꇎꐨꇯꆏ，ꉇꉻ

ꊿꋌꎼꌣꈚꑲꆏ，ꋀꊇꐛꒆꇬꆹꉉꄻ

ꅐꑴꌦꅀ？ 

11我且说，他们失脚是要他
们跌倒吗？断乎不是！反倒因
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
人，要激动他们发愤。12若他们
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他们
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何
况他们的丰满呢？ 

13ꉢꆍꊇꉇꉻꊿꏭꅇꂷꑠꉉ，ꉡꆹ

ꉇꉻꊿꁆꄻꊩꌺꂷꉬꐛꅹ，ꉢꉠꊨꏦ

ꌅꅍꃅꎁꉜꒉꐯꉜꒉ（“ꉜꒉ”ꑝꇂꉙꇬꆏ

“ꀑꒉꑊꒉ”ꃅꅑ）。14ꑠꃅꇬꆹ，ꉠꊿꋅ

ꃺꑌꉢꇱꎼꉌꈻꃴꆅꇈꊋꇤꄉ，ꋀꈬ

ꄔꋍꈨꋋꈨꈭꋏꊌꇬꌬꀋꄿ。15ꀋꄸ

13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
因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敬
重我的职分（“敬重”原文作“荣耀”）；
14或者可以激动我骨肉之亲发
愤，好救他们一些人。15若他们
被丢弃，天下就得与神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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ꄷ，ꊿꋋꈨꇵꇫꎭꇬ，ꋧꃅꃰꊿꌋꆀ

ꏃꃅꌋꇁꐮꄮꄎꑲꆏ，ꊿꋋꈨꏃꃅꌋ

ꇱꊪꄉꇬꆹ，ꌦꈬꇬꄉꀱꐥꇁꌠꀋꉬ

ꅀ？16ꆍꊇꌌꏃꃅꌋꆦꑝꌠꎭꂾꀊꏀ

ꌠ，ꀋꄸꄷꌃꎔꑲꆏ，ꎭꅫꋋꂷꃅꑌ

ꌃꎔꀐ；ꌩꐴꆹꀋꄸꄷꌃꎔꌠꉬꑲꆏ，

ꌩꇇꑌꌃꎔꌠꉬꀐ。 

他们被收纳，岂不是死而复生
吗？16所献的新面若是圣洁，全
团也就圣洁了；树根若是圣
洁，树枝也就圣洁了。 

17ꀋꄸꄷ，ꌩꇇꈍꑋꏢꆸꐔꇫꎭ

ꇈ，ꆏꇈꈬꇉꃪꋦꌠꏝꃴꀋꍯꌩꇇꋋ

ꏢꊿꄻꇬꊛꄉ，ꐯꇯꏝꃴꀋꍯꐴꑭꋍ

ꏢꇬꄉꑭꒉꊌꑲꆏ，18ꆎꆹꌩꇇꀉꆹꈧ

ꌠꂾꄉꈌꒉꀋꉆ；ꀋꄸꄷ，ꆏꈌꒉꑲ

ꆏ，ꌩꐴꆏꄏꄉꌠꀋꉬꃅ，ꆏꌩꐴꇱꄏ

ꄉꌠꉬꌠꅉꐚꄡꑟ。19ꆎꆹꌩꇇꀊꋨ

ꈨꆸꐔꇫꎭꌠꆹꀁꄻꇬꊛꂿꄷꌠꄷꇬ

ꑌꐥ。20ꅽꅇꋋꇬꉬ，ꋀꊇꊿꇱꆸꐔ

ꇫꎭꌠꆹ，ꋀꀋꑇꒉꄸ。ꆏꊿꄻꇬꊛ

ꄉꌠꆹ，ꆏꑇꄉꉆꈬꃅꇬꉆꄎ。ꑠꅹ，

ꆏꆺꄡꒉꄇꄡꒉ，ꀱꌊꏸꏦꃅꄉꐥ。

21ꌩꇇꂴꈧꌠꏃꃅꌋꇬꀋꇝꑲꆏ，ꀋ

ꎪꃅꆎꑌꋌꇬꀋꇝ。22ꏃꃅꌋꉌꆓꌠ

ꌋꆀꉊꇩꌠꑠꆏꉪꉚ。ꊿꑇꐨꀂꏽꄉ

ꅞꈧꌠꏭꆹ，ꋌꉊꇩꌠꉬ；ꄚ，ꀋꄸ

ꄷ，ꆏꀊꉗꃅꋍꉌꆓꈬꇬꐥꑲꆏ，ꅽꏯ

ꆹ，ꋌꉌꆓꑌꌠꉬ；ꑠꀋꉬꑲꆏ，ꆎꑌ

ꋌꇱꇽꇫꎭꌠꉬ。23ꄷꀋꁧ，ꀋꄸꄷ

ꒀꄠꊿꀊꉗꃅꀋꑇꌠꀋꉬꑲꆏ，ꋀꊇ

ꉈꑴꋌꇱꊛꇬꄀꉆꑴꌦ，ꑞꃅꆏ，ꏃ

ꃅꌋꆹꋀꊇꋌꄻꉈꑴꊛꄐ。24ꆎꆹꏝ

ꃴꀋꍯꌩꇈꈬꇉꃪꋦꌠꇬꄉꇽꌊꇁ

ꌠ，ꆎꄻꏝꃴꀋꍯꌩꊿꀨꎹꄈꁧꇬꊛ

17若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
你这野橄榄得接在其中，一同
得着橄榄根的肥汁，18你就不可
向旧枝子夸口；若是夸口，当
知道不是你托着根，乃是根托
着你。19你若说，那枝子被折下
来是特为叫我接上。20不错，他
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
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
可自高，反要惧怕。21神既不爱
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
你。22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向
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向你是
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
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
来。23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
信，仍要被接上，因为神能够
把他们从新接上。24你是从那天
生的野橄榄上砍下来的，尚且
逆着性得接在好橄榄上，何况
这本树的枝子，要接在本树上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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ꄉꇬ，ꆏꇫꋦꄎꑲꆏ，ꏝꃴꀋꍯꌩꋋꁧ

ꌩꇇꂴꈧꌠꆹ，ꏃꃅꌋꇱꄻꉈꑴꌩꁧ

ꋋꁧꇬꊛꇬ，ꀊꅰꃅꈝꐮꌠꀋꉬꅀ！ 
 

ꑱꌝꆀꀱꐛꅉꐛ 以色列的复兴 
25ꃺꑌꊈꀋ！ꉢꆍꊇꊨꏦꀑꁮꃅ

ꉪꂵꏦꄉ，ꆍꁳꌧꊋꂾꊋꌠꂁꌤꋌꐘ

ꅉꀋꐚꎻꀋꏾ：ꑱꌝꆀꊿꋍꈨꋋꈨꆏ

ꆸꉂꆸꍣꅷꉇꉻꊿꈧꌠꃷꁨꐛꌐꄮꇬ

ꑟ；26ꋍꈭꐨꑲꆀ，ꑱꌝꆀꊿꋋꁯꃅ

ꈭꋏꊊ。ꑠꆹꁱꏂꀨꇬꄀꄉꌠꌋꆀꐯ

ꌟ： 

25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
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
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
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
满了；26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
救。如经上所记： 

“ꈭꋏꌊꂷꀋꎪꃅꑭꉢꄉꅐꇁ， 
ꑸꇱꋋꁯꄰꑽꃤꈧꌠꃅꋌꌩꎳ

ꇫꎭꌐ”ꄷ。 

“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 
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
恶；” 

27ꉈꑴ： 
“ꋀꊇꑽꃤꈀꐥꃅꉢꇱꌩꎳꇫꎭ

ꄮꇬꆏ，ꑠꆹꉡꌋꆀꋀꊇꈁꏤꄉ

ꌠꏤꐪꉬ”ꄷꑌꉉ。 

27又说： 

“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 
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
约。” 

28ꌒꅇꃆꂮꃅꇬꆏ，ꋀꊇꆹꆍꒉꄸꃅꁮ

ꐚꐛ；ꄚ，ꌊꄻꌠꃆꂮꃅꇬꆏ，ꋀꊇꆹ

ꁍꁈꒉꄸꃅꄡꇗꏃꃅꌋꉂꐪꊌ。29ꑞ

ꃅꆏ，ꏃꃅꌋꑆꊋꈁꁠꌋꆀꌊꄻꄉꇳ

ꍝꑠꆹꉌꆐꅑꅍꀋꐥ。30ꆍꊇꋌꃀꏃ

ꃅꌋꅇꀋꃅꋺ，ꀃꑍꋋꄮ，ꋀꊇꏃꃅ

ꌋꅇꀋꃅꒉꄸꃅ，ꆍꊇꆏꀱꌊꏃꃅꌋ

ꉈꁒꑓꊰꐨꆍꊌ。31ꑠꃅꄉ，ꋀꊇꑌ

ꏃꃅꌋꅇꀋꃅ，ꄚ，ꄻꆍꁳꌠꉈꁒꑓ

ꊰꐨꐛꅹꃅ，ꋀꁳꀋꃅꑌꉈꁒꑓꊰꐨ

ꊌꎻ。32ꑞꃅꆏ，ꊿꇬꈀꐥꌠꃅꏃꃅ

ꌋꇱꇊꅇꀋꃅꅉꇬꊐꄉ，ꑠꆹꋌꉈꃅ

28就着福音说，他们为你们的缘
故是仇敌；就着拣选说，他们
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29因为
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
的。30你们从前不顺服神，如今
因他们的不顺服，你们倒蒙了
怜恤。31这样，他们也是不顺
服，叫他们因着施给你们的怜
恤，现在也就蒙怜恤。32因为神
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特
意要怜恤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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ꊿꇬꈀꐥꌠꏭꉈꁒꑓꊰꂿꄷꌠ。 
33ꀊꁣ！ꏃꃅꌋꈁꅼꀕꌠꌧꅍꂿꅍ

ꌋꆀꌧꇐꂿꇐ。 
ꋍꊨꇽꐨꆹꈍꃅꎖꉺꊋꉏ！ 
ꋍꐪꈜꆹꈍꃅꎹꈹꊋꉏ！ 

33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
识。 
他的判断何其难测！ 
他的踪迹何其难寻！ 

34ꈀꄸꂷꌋꉌꃀꋌꅉꐚ？ 
ꈀꄸꂷꏃꃅꌋꇖꋨꄟꃀꃅꋺ？ 

34谁知道主的心？ 
谁作过他的谋士呢？ 

35ꈀꄸꂷꂴꑟꑵꄻꋌꁳꄉ， 
ꊁꆏꋌꁳꀱꉈꑴꌣꎻ？ 

35谁是先给了他， 
使他后来偿还呢？ 

36ꑞꃅꆏ，ꐥꇐꈀꐥꌠꉬꇮꃅꏃꃅ

ꌋꇬꄉꅐꇁ， 
ꋋꉘꇉ，ꋍꃤꐛꌐ。 

36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 
 
倚靠他，归于他。 

ꀑꒉꑊꒉꐩꋊꐩꍂꃅꏮꋌꄀꅊ

ꇈ。ꀊꂱ。 
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
阿们。 

 

ꏢꄖꈐꏭꐥꐨꀊꏀ 基督里的新生活 

12 ꑠꅹ，ꃺꑌꊈꀋ！ꉢꏃꃅꌋꉌ

ꆓꑌꌠꌌꆍꊇꇫꑣ，ꆍꇭꀧꌌ 12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
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 

ꇙꀕꆦꑝꅍꃅꄉꌞꏃꃅꌋꁵ，ꋍꑠꆹ

ꌃꎔꌠ，ꏃꃅꌋꇫꉌꃹꌠꉬ；ꆍꊇꑠꃅ

ꏃꃅꌋꏭꀍꃈꄚꌠꆹꄡꑟꐯꄡꑟꌠ

ꉬ。2ꋧꃅꋋꂷꇬꉜꄉꄡꌷꃅ，ꉌꂵꉪ

ꐨꏀꁏꏽꇈꐛꐈꄉ，ꆍꁳꑞꆹꏃꃅꌋ

ꂄꎔꌠ、ꐛꒆꌠ、ꉌꇿꌠꉪꐨꉬꌠ

ꎖꉺꎻ。 

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
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事奉，
乃是理所当然的。2不要效法这
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
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
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3ꑠꅹ，ꄻꉡꇖꌠꑆꊋꇬꈴꄉ，ꉢ

ꆍꊇꊿꋍꂷꈀꐥꌠꏭꉉ：ꀋꀧꀋꄒꃅ

ꊨꏦꉜꄡꒉ，ꈍꃅꉜꋭꆏꈍꃅꉜ；ꏃꃅ

ꌋꁸꋍꂷꋑꀋꋒꁵꌠꑇꐨꀄꊭꀉꒉꌠ

ꇬꈴꄉ，ꉪꐚꏡꐚꃅꄉꉜ。4ꉪꊇꇭ

ꀧꋍꂷꇬꅑꈧꌠꈍꑍꑵꃅꐥ，ꇭꀧꇬ

3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
们各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
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各人
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
4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
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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ꅑꈧꌠꆹꌬꍩꑌꐯꌟꀋꌐ。5ꐯꌟꃅ，

ꉪꊇꊾꆹꈍꑋꉬꑴꇬ，ꄚ，ꏢꄖꇬꄉ，

ꉪꊇꇭꀧꋍꂷꐛ，ꉪꊇꐯꎏꐮꁠꄉꇭ

ꀧꇬꅑꌠꐛ。6ꏃꃅꌋꄻꉪꁳꌠꑆꊋ

ꈁꁠꐯꀋꌡ，ꋍꈨꆏꅉꄜ，ꑇꐨꀄꊭ

ꀉꒉꌠꇬꈴꄉꅉꄜꄡꑟ；7ꋍꈨꆏꏲꌋ

ꃅꊿꄻ，ꋀꉌꊫꑌꃅꏲꄡꑟ；ꋍꈨꆏ

ꂘꃀꐛ，ꋀꉌꊢꃅꊿꂘꄡꑟ；8ꋍꈨꆏ

ꉙꊿꂘꊿꐛ，ꋀꉌꊢꃅꊿꉗꊿꂘꄡ

ꑟ；ꊵꑵꄖꌞꊿꁵꌠꆏ，ꃅꇏꂄꄡꑟ；

ꏲꂠꌠꆏ，ꊋꇤꄡꑟ；ꊾꎭꃅꉈꌠꆏ，

ꉌꂵꇫꃅꏾꃅꀕꄡꑟ。 

处。5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
成为一身，互相联络作肢体，
也是如此。6按我们所得的恩
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
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7或
作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作
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8或作
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
的，就当慷慨；治理的，就当
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 

 

ꏢꄖꑇꊿꐥꐨꍬꏦ 基督徒生活守则 
9ꊾꉂꇬꀋꉂꉁꎴꀕꃅꀋꉆ，ꄸꃤ

ꅠꃤꌁꑷ，ꂄꃤꎔꃤꎹꈹ。10ꃺꑌꐮ

ꉂꇬꐮꂿꈬꋂꐔ，ꆏꄑꉡꁌꒉ，ꆏꏆꉢ

ꏆꏽ。11ꊋꇤꄉꃅ，ꐵꑷꀋꉆ。ꉌꃀ

ꁨꐞꄑꃅꌋꎁꃅꌤꃅ。12ꉘꇉꈬꇬꄉ

ꉌꇿꑓꇿꌶ，ꎭꇁꅦꈠꈬꇬꄉꋰꄿ

ꌶ，ꈼꂟꄮꇬꉌꃀꏟꈯꀕꌶ。13ꌃꎔ

ꌺꀋꇎꅍꐥꑲꆏ，ꋀꇇꀤꌶ；ꃥꆏꈀꇁ

ꅉꆦ。14ꊿꆍꆼꍅꆹꆋꌠꆏ，ꋬꂻꄻ

ꋀꁳꌶ；ꋬꂻꀉꄂꁵꉆ，ꍃꏽꀋꉆ。

15ꊿꉌꇿꌠꈽꄉꉌꇿ；ꊿꐒꉩꌠꈿꄉ

ꐒꉩ。16ꈀꄸꑌꉌꂵꋍꂷꃅꐙ，ꆺꄡ

ꒉꄇꄡꒉꃅ，ꊿ（“ꊿ”ꅀ“ꌤ”ꃄꑌꍑ）ꌠ

ꐭꈧꌠꉜꅲꌶ，ꊨꏦꀑꁮꅺꐳꉂꃅꄡ

ꉪ。17ꄸꃅꌠꏭꄸꄡꀱ。ꌤꆿꋍꏅꉜ

ꇬꉾꃪꌠꆏ，ꈀꄸꑌꋓꉪꁨꄉꃅ。

18ꀋꄸꄷ，ꃅꄎꑲꆏ，ꊋꇤꄉꌞꊿꌋꆀ

ꐮꄮꐮꄻꃅꐥꇬꎷ。19ꉂꇁꅉꌠꃺꑌ

9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
恶，善要亲近。10爱弟兄，要彼
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
让。11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
热，常常服事主。12在指望中要
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
要恒切。13圣徒缺乏，要帮补；
客要一味地款待。14逼迫你们
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
福，不可咒诅。15与喜乐的人要
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16要
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
要俯就卑微的人（“人”或作“事”）。
不要自以为聪明。17不要以恶报
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
去做。18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
众人和睦。19亲爱的弟兄，不要
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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ꊈꀋ！ꊨꏦꎁꃅꑗꇖꈨꄡꂟꃅ，ꏆꊿ

ꁳꄉ，ꆍꊇꆹꏃꃅꌋꋀꏭꇨꇅꃃꌠꇁ

ꉚ（ꅀ“ꊿꁳꇨꇅꃃ”ꃄꑌꄿ），ꑞꃅꆏ，꒰ꀨ

ꇬꑠꃅꁱꇬꄀꄉ：“ꌋꄹꇬ：‘ꑗꇖ

ꈨꂟꃆꂮꆹꉢꌅ，ꉢꀋꎪꃅꇫꀱ’”

ꄷ。20ꑠꅹ，“ꀋꄸꄷꅽꁮꐚꀄꂳꑲ

ꆏ，ꋠꅍꄻꋋꍈ；ꒉꌤꑲꆏ，ꅝꅍꄻꋌ

ꄎ；ꑞꃅꆏ，ꆏꑠꃅꀕꑲꆏ，ꏃꎎꆏꋌ

ꋍꀍꂷꇬꄉꌠꉬ”ꄷ。21ꄷꅠꌠꁳꅽ

ꄩꊋꄡꎽꃅ，ꆏꑴꌠꂄꎔꌠꌌꄷꅠꌠꄩ

ꊋ。 

怒（或作“让人发怒”）；因为经上记
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
应。’”20所以，“你的仇敌若饿
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
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
炭火堆在他的头上。”21你不可
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 

 

ꌅꈌꂾꈌꐥꌠꅇꃅ 顺服掌权者 

13 ꈀꄸꑌꌅꈌꂾꈌꐥꌠꅇꃅꄡ

ꑟ，ꑞꃅꆏ，ꌅꈌꂾꈌꆹꏃꃅ 13 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
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 

ꌋꄷꄉꀋꇁꌠꋍꑵꑋꀋꐥ。ꌅꈌꂾꈌ

ꐥꌠꆹꌅꈌꏃꃅꌋꄻꋀꁳꄉꌐꌠ。2ꑠ

ꅹ，ꌅꈌꂾꈌꐥꌠꏭꈀꄙꈀꑣꌠꆏ，ꏃ

ꃅꌋꏥꏦꇬꄘꑣꌠꉬ；ꈀꄙꈀꑣꌠꆹ

ꀋꎪꃅꊨꏦꑗꉘꎹꌠ。3ꏲꌋꂠꌋꄻ

ꌠꑴꅉꇬꆹꂄꃅꎔꏿꌠꁳꏸꏦꎻꌠꀋ

ꉬꃅ，ꄸꃅꅠꑽꌠꁳꏸꏦꎻꌠ。ꀋꄸ

ꄷ，ꆏꌅꈌꂾꈌꐥꌠꀋꏦꏾꑲꆏ，ꂄꃅ

ꎔꏿꌶ，ꑠꃅꑲꆏ，ꆎꆹꌅꈌꂾꈌꐥꌠ

ꇱꌌꍖꀴꌠꉬ。4ꑞꃅꆏ，ꌅꈌꂾꈌꐥ

ꌠꆹꏃꃅꌋꁏꐚꉬ，ꅽꇬꈲꏣꐥꌠ。

ꀋꄸꄷ，ꆏꄸꃅꅠꑽꑲꆏ，ꆎꆹꏸꏦꄡ

ꑟ，ꑞꃅꆏ，ꋌꂗꍵꑱꃀꀈꈥꀕꃅꀵ

ꐺꌠꀋꉬ，ꋋꆹꏃꃅꌋꁏꐚꉬ，ꑖꉬꀞ

ꇽꂶꌠꉬ，ꄸꃅꅠꑽꌠꏭꎭꃚꍈꂶꌠ

ꑌꉬ。5ꑠꅹ，ꆍꊇꀋꎪꃅꅇꃅꑲꆀ

ꍑ，ꑠꆹꑗꉘꐛꅹꀉꄂꀋꉬꃅ，ꂄꄸꌧ

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
神所命的。2所以抗拒掌权的，
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
取刑罚。3作官的原不是叫行善
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
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
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4因
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
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
为他不是空空地佩剑，他是神
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
恶的。5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
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
心。6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
故；因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
特管这事。7凡人所当得的，就
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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ꌠꉌꃀꐛꅹꑌꉬ。6ꆍꇗꏸꏮꌠꑌꑠ

ꒉꄸꉬ；ꑞꃅꆏ，ꋀꊇꆹꏃꃅꌋꊪꑭ

ꉬ，ꋀꊇꆹꅉꀕꃅꌐꄉꄻꌤꑠꏲꎻ

ꌠ。7ꊿꊌꄡꑟꌠꆏ，ꄻꋌꁳ；ꎆꋚꇗ

ꏸꏮꄡꑟꌠꆏ，ꎆꋚꇗꏸꏮꋌꁳ；ꊿꇗ

ꏸꏮꄡꑟꌠꆏ，ꊿꇗꏸꏮꋌꁳ；ꏦꄡ

ꑟꌠꆏ，ꇫꏦꌶ；ꁌꒉꄡꑟꌠꆏ，ꇫꁌ

ꒉꌶ。 

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
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
他。 

 

ꐮꉂꐮꅉ 彼此相爱 
8ꀉꁁꎝꑞꑌꄡꁯꃅ，ꐮꉂꐮꅉꌠ

ꎝꀉꄂꁯ，ꑞꃅꆏ，ꊾꉂꌠꆹ，ꄹꏦꁳ

ꐛꒆꎻꌠꉬꀐ。9ꏥꏦꇬ：ꌞꃆꍯꒆ

ꍯꀋꉆ，ꊿꌉꊾꆳꀋꉆ，ꊾꈐꊾꈱꀋ

ꉆ，ꎆꇢꋚꇢꀋꉆꄷꌠꅀꉈꑴꏥꏦꀉ

ꁁꑟꑵꐥꄿꂿ，ꐯꇯꅇꂷ“ꃷꇎꉂꇬ

ꊨꏦꉂꌠꌡ”ꃅꋋꇬꈐꏭꐊꌐꀐ。

10ꉂꐪꆹꊿꀋꉮꌠꉬ，ꑠꅹ，ꉂꐪꆹꄹ

ꏦꁳꐛꒆꎻꌠꉬꀐ。 

8凡事都不可亏欠人，惟有
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
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9像
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
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
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
之内了。10爱是不加害与人的，
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 

 

ꏢꄖꃅꑍꑟꇁꂯꀐ 基督的日子将近 
11ꉈꑴꆏ，ꀃꑍꋋꄮꆹꏛꀕꃅꀀꐚ

ꄡꑟꄮꉬꌠꆍꅉꐚ，ꑞꃅꆏ，ꉪꊇꈭꋏ

ꊌꂯꄮꆹ，ꀃꑍꋋꄮꆏꂴꉘꃀꉪꇬꑅꄮ

ꇬꏭꀋꋌꃅꀂꉗꍈꀉꄂꐥꀐ。12ꌋꐓ

ꆺꄜꀕꀐ，ꃅꄜꐛꐎꇁꂯꄉꀐ，ꉪꊇꆹ

ꃅꐨꑽꑌꆈꏸꀕꌠꑠꇔꇫꎭꄉ，ꇇꌭ

ꁤꇅꀕꌠꌌꐺꄡꑟ。13ꉪꊇꂵꆧꁨꑭ

ꇬꄉꃅꌠꌟꃅ，ꊾꊝꌤꃅꇬꉥꑣꀕ

ꌶ；ꎧꑱꎸꅸꀋꉆ，ꎼꃅꃏꑽ、ꃆꎹ

ꆗꈹꀋꉆ，ꉌꈻꃴꆅ、ꆏꇨꉢꇨꋑꀋ

ꉆ；14ꊨꏦꇭꀧꎸꃤꊂꈹꄉꏾꅍꁳꈁ

11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
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
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
了。12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
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
光明的兵器。13行事为人要端
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
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
竞嫉妒；14总要披戴主耶稣基
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
私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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ꏾꃅꄡꎽꃅ，ꈍꄮꑌꌋꑳꌠꏢꄖꄻꃢ

ꈜꃅꈚꐺꇬꎷ。 
 

ꃺꑌꊂꍆꇽꀋꉆ 不可论断弟兄 

14 ꊿꑇꐨꊋꁧꌠꆏ，ꆍꊇꇫꊪ

ꌶ，ꌤꉪꄅꌠꑠꆏꌌꐯꄡꀥ。 14 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
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 

2ꊿꋍꂷꆏꋠꅍꑞꑌꋠꉆꌠꋌꇬꑅ，

ꄚ，ꑇꐨꊋꁧꀊꋨꂷꆏꉐꀖꉐꇁꀉꄂ

ꅝ。3ꋠꂶꌠꀋꋠꂶꌠꉜꄸꀋꉆ；ꀋꋠ

ꂶꌠꑌꋠꂶꌠꊂꍆꇽꀋꉆ；ꑞꃅꆏ，

ꏃꃅꌋꆹꊿꀊꋨꂷꋌꊩꄻꄉꀐ。4ꆏ

ꈀꄸꉥ，ꆏꌞꁏꐚꊂꍆꇽ？ꋌꇬꉆꄿ

ꂿ，ꃪꐛꇬꄚꄿꂿ，ꋍꌌꁈꇫꐥ；ꄷꀋ

ꁧ，ꋋꆹꀋꎪꃅꇬꉆ，ꑞꃅꆏ，ꌋꋌꁳ

ꇬꉆꄎꎻ。5ꊿꋍꂷꉜꇬꆹ，ꃅꑍꋋꑍ

ꃅꑍꀊꋨꑍꏭꀋꋌꃅꉾꃪ，ꊿꀉꁁꂷ

ꉜꇬꆹ，ꃅꑍꋍꑍꋑꀋꋒꐯꌟꌐ。ꄚ，

ꈀꄸꑌꄸꈐꇬꄉꊨꏦꉜꐨꏟꈯꌶ。

6ꃅꑍꋍꑍꋌꉜꌊꐋꀋꌡꃅꄉꌠꆹ，ꋌ

ꌋꎁꃅꉜꌠꉬ；ꋠꅍꑞꑌꋠꌠꆹ，ꋌꌋ

ꎁꃅꋠꌠꉬ，ꑞꃅꆏ，ꋌꏃꃅꌋꏭꈀꎭ

ꀕ。ꊿꋠꅍꀋꋠꂶꌠꑌꄡꇗꌋꎁꃅ

ꀋꋠꌠꉬ，ꋋꑌꏃꃅꌋꏭꈀꎭꀕ。 

的事。2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
那软弱的，只吃蔬菜。3吃的人
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
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
收纳他了。4你是谁，竟论断别
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
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
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
住。5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
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只是各人
心里要意见坚定。6守日的人是
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
的，因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
为主不吃的，也感谢神。 

7ꉪꊇꊿꊨꏦꎁꃅꇫꐥꂷꀋꐥ，ꊨ

ꏦꎁꃅꌥꂷꑌꀋꐥ。8ꀋꄸꄷ，ꉪꊇ

ꇫꐥꇬꆹ，ꉪꊇꌋꎁꃅꐥꌠꉬ；ꉪꊇꌦ

ꀐꑲꆏ，ꌋꎁꃅꌦꌠ。ꑠꅹ，ꉪꊇꇫ

ꐥꄿꂿ，ꌦꄿꂿ，ꈍꄮꑌꌋꃤꉬ。9ꑠ

ꅹ，ꏢꄖꌦꀐ，ꉈꑴꀱꐥꇁꀐ，ꑠꆹꋌ

ꌦꊿꌋꆀꐥꊿꌌꁈꄻꂿꄷꌠ。 

7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
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
8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
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
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9因此
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作死
人并活人的主。 

10ꅽꑠ！ꆏꑞꃅꅽꃺꑌꊂꍆꇽ？ꑞ

ꃅꅽꃺꑌꉜꄸ？ꑞꃅꆏ，ꉪꊇꐯꇯꏃ

10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
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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ꃅꌋꀞꇽꅉꂾꉆꌠꉬ。11꒰ꀨꇬꑠꃅ

ꁱꇬꄀꄉ：“ꌋꄹꇬ： 
因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11经
上写着：“主说： 

‘ꉢꉠꐩꋊꐩꍂꀑꇬꇇꄧꈴꄉꏤ

ꅇꒃ， 
ꊾꑭꈁꅑꌠꃅꀋꎪꃅꁡꊭꃄꇴ

ꄂꄉꉠꏯꀍꃈꄚ， 
ꊾꈌꈁꅑꌠꃅꀋꎪꃅꉡꆹꏃꃅ

ꌋꉬꃅꉉꏚꌐ’ꄷ”ꄷ。 

‘我凭着我的永生起誓， 
 
万膝必向我跪拜， 
 
万口必向我承认。’” 

12ꑠꃅꉜꎼꇁꇬ，ꉪꊇꈀꄸꑌꊁꆏꀋꎪ

ꃅꏃꃅꌋꂾꄉꂱꑱꊨꏦꌤꉉꂥꀘꌠ

ꉬ。 

12这样看来，我们各人必要将自
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 

 

ꃺꑌꁳꅞꎻꀋꉆ 不可使弟兄跌到 
13ꑠꅹ，ꉪꊇꐮꊂꍆꇽꀋꉆꀐ，ꉪ

ꄉꏤꄉꈀꄸꑌꑭꇹꅍꊵꑵꑠꄻꃺꑌꂾ

ꀋꅞ。14ꌋꑳꌠꇇꄧꄉꀋꎪꃅꉢꇬꑅ

ꐯꇬꑅꌠꆏ，ꐥꇐꈀꐥꌠꑴꅉꆹꁧꀋ

ꎴꌠꀋꐥ，ꊿꉜꇬꁧꀋꎴꑵꌠꀉꄂ，

ꁧꀋꎴꌠꐛ。15ꀋꄸꄷ，ꆏꋠꅍꐛꅹ

ꃅꅽꃺꑌꆏꎼꉌꎭꊐꀐꑲꆏ，ꌤꆏꈀ

ꃅꌠꆹꊾꉂꌠꇗꅉꇬꈴꄉꃅꌠꀋꉬ。

ꏢꄖꋍꎁꃅꌦꀐ，ꆏꅽꋠꅍꐛꅹꃅꊿ

ꋋꂷꁳꀜꐡꎻꀋꉆ。16ꅽꂄꎔꌠꌞꊿ

ꁳꌌꍍꋉꎻꀋꉆ；17ꑞꃅꆏ，ꏃꃅꌋꇩ

ꆹꋠꅍꅝꒉꃆꂮꑠꀋꉬꃅ，ꋍꏅꑖ

ꉬ、ꄮꐽꌠꌋꆀꌃꎔꒌꈬꇬꄉꉌꇿ

ꌠꃆꂮꑠꉬ。18ꋋꈍꑋꑵꇬꄉꏢꄖꀨ

ꎹꌠꆏ，ꏃꃅꌋꉌꇿꅍꃅꌠꉬ，ꊾꑌ

ꇫꈌꐛꌠꉬ。19ꑠꅹ，ꉪꊇꀋꎪꃅꐮ

ꄮꌠꌤꌋꆀꑌꇐꑲꇐꐮꄕꄻꌠꌤꑠꎹ

ꈹ。20ꋠꅍꒉꄸꃅꏃꃅꌋꃅꑘꀜꄡ

13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
断，宁可定意，谁也不给弟兄
放下绊脚跌人之物。14我凭着主
耶稣确知深信，凡物本来没有
不洁净的；惟独人以为不洁净
的，在他就不洁净了。15你若因
食物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着
爱人的道理行。基督已经替他
死，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
坏。16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
17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
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
乐。18在这几样上服事基督的，
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
许。19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
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
20不可因食物毁坏神的工程。凡
物固然洁净，但有人因食物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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ꐆ。ꐥꇐꈀꐥꌠꆹꐯꇯꁦꎴꌐꌠꉬꑴ

ꇬ，ꄚ，ꀋꄸꄷ，ꊾꂷꋠꅍꒉꄸꃅꊿꀉ

ꁁꋌꎼꑇꐨꀂꏽꄉꅞꑲꆏ，ꑠꆹꋍꑽ

ꃤꉬꀐ。21ꎸꋠꄿꂿ，ꎧꅝꄿꂿ，ꀉ

ꁁꑞꌤꉬꄿꂿ，ꃺꑌꋌꎼꑇꐨꀂꏽꄉ

ꅞꌠꆏ，ꑞꑌꄡꃅꑲꆀꍑ。22ꆏꑇꐨ

ꉌꊋꑌꑲꆏ，ꏃꃅꌋꂾꄉꐏꁇꄉꄡ

ꑟ。ꊿꊨꏦꉪꇬꃅꉆꌠꌤꀂꏽꄉ，ꊨ

ꏦꅑꀵꅍꀋꐥꌠꆏ，ꌒꃤꐥꀐ。23ꀋ

ꄸꄷ，ꉌꉪꄅꄉꋠꌠꉬꑲꆏ，ꈍꃅꑌꑽ

ꃤꐥꌠꉬ；ꑞꃅꆏ，ꋌꑇꐨꉌꊋꇬꈴꄉ

ꋠꌠꀋꉬ；ꑇꐨꉌꊋꇬꀋꈴꌠꆏ，ꈀꐥ

ꃅꑽꃤꉬꌐ。 

人跌倒，就是他的罪了。 
21无论是吃肉，是喝酒，是什么
别的事，叫弟兄跌倒，一概不
做才好。22你有信心，就当在神
面前守着。人在自己以为可行
的事上能不自责，就有福了。
23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
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凡
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 

 

ꊨꏦꇎꐨꀋꎹꃅꃷꇎꁳꉌꇿꎻ 叫邻舍喜悦，不求自己满足 

15 ꉪꊇꊿꊋꑌꁦꅤꋋꈨꊿꊋꀋ

ꑌꁧꀋꅤꈧꌠꊋꁧꐨꀵꄜꄡ 
15 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代

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 
ꑟ。2ꉪꊇꊿꈀꄸꑌꀋꎪꃅꃷꇎꁳꉌ

ꇿꎻ，ꋌꁳꈲꏣꊌꄉ，ꋍꑌꇐꑲꇐꄕ

ꄻꎻ。3ꑞꃅꆏ，ꏢꄖꑌꋍꊨꏦꉌꇿ

ꅍꀋꎹꀋꈹ，ꑠꆹꁱꏂꀨꇬꄀꄉꌠꌋꆀ

ꐯꌟ：“ꊿꆏꊨꆎꏈꌠꊨꅇꏈꅇꆹꉬ

ꇮꃅꉠꇭꀧꇬꎍꌐꀐ”ꄷ。4ꀋꉊꂴ

ꁱꌃꎔ꒰ꀨꇬꈁꄀꄉꌠꆹꌌꉪꊇꉙꂘ

ꂿꄷꁱꄉꌠ，ꉪꁳꌃꎔꏂꀨꇬꄉꅐꇁ

ꌠꋰꄿꌠꌋꆀꉌꌒꄀꌠꑠꇬꈴꄉꉘꇉ

ꅍꊌꉆꎻꌠ。5ꋰꄿꌠꌋꆀꉌꌒꄀꌠ

ꏃꃅꌋꄻꊿꁳ；ꏃꃅꌋꆍꁳꉌꂵꋍꂷ

ꃅꄉꏢꄖꑳꌠꉜꄉꌷꎻꅊꇈ；6ꑠꃅ

ꄉ，ꆍꊇꉌꋍꂷꈌꋍꏢꃅꀑꒉꑊꒉꄻ

ꉪꌋꑳꌠꏢꄖꀉꄉꏃꃅꌋꂶꌠꄀ。 

自己的喜悦。2我们各人务要叫
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
德行。3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
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你人
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4从前
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
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
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5但愿
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
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6一心
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
的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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ꏃꃅꌋꌒꅇꇬꆹ，ꒀꄠꊿꌋꆀꉇꉻꊿ

ꐯꌟ 
神的福音对犹太人和外邦人一

样 
7ꑠꅹ，ꆍꊇꐯꇯꏢꄖꆍꊇꊪꏆꌠ

ꌟꃅꐮꊪꐯꏆꅊꇈ，ꑠꃅꄉ，ꀑꒉꑊꒉ

ꄻꏃꃅꌋꄀ。8ꉢꉉꆍꊇꇰ，ꏢꄖꆹꏃ

ꃅꌋꎁꃅꊿꌐꍓꏦꃤꃅꋺꈧꌠꏲꌋꃅ

ꊿꄻ，ꋋꆹꏃꃅꌋꉪꁍꁈꏭꈀꈌꁧꄉ

ꈧꌠꊩꀽꂿꄷꌠꉬ。9ꑠꃅꄉ，ꉇꉻꊿ

ꁳꋍꉈꁒꑗꊰꐨꐛꅹꃅ，ꀑꒉꑊꒉꄻ

ꏃꃅꌋꄀꎻ；ꑠꆹꁱꏂꀨꇬꄀꄉꌠꌋ

ꆀꐯꌟ： 

7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
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
耀归与神。8我说，基督是为神
真理作了受割礼人的执事，要
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9并叫外
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神；如
经上所记： 

“ꑠꅹ，ꉢꉇꉻꊿꈬꇬꄉꆎꀮꆏ

ꄑ，ꅽꂓꌗꉙꍗ”ꄷ。 
“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赞你， 
歌颂你的名。” 

10ꉈꑴꆏ： 
“ꆍꉇꉻꊿꆹ，ꏃꃅꌋꉹꁌꌋꆀ

ꐯꇯꉌꇿꑓꇿꄡꑟ”ꄷ。 

10又说： 
“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
同欢乐。” 

11ꉈꑴꆏ： 
“ꉇꉻꊿꈀꐥꌠꀋ！ 

ꆍꊇꆹꌋꍖꀴꄡꑟ； 
ꉹꁌꈀꐥꌠꀋ！ 
ꆍꊇꉬꇮꃅꋋꀮꄑꄡꑟ”ꄷ。 

11又说： 
“外邦啊， 
你们当赞美主； 
万民哪， 
你们都当颂赞他。” 

12ꉈꑴꑱꌏꑸꑌ： 
“ꊁꇁꋍꑍꑳꑭꊂꋊꂷꐥ， 

ꋋꆹꒆꇁꉇꉻꃅꄷꏲꂠꂶꌠꉬ， 
ꉇꉻꊿꇫꉘꇉ”ꄷ。 

12又有以赛亚说： 
“将来有耶西的根， 
就是那兴起来要治理外邦
的，外邦人要仰望他。” 

13ꊿꁳꉘꇉꅍꐥꎻꌠꏃꃅꌋꆹ，ꆍꊇꋌ

ꑅꐛꅹꃅ，ꉌꇿꋬꂻꋍꑞꋍꑵꑠꐛꂨ

ꃅꋌꄻꆍꉌꃀꄸꈐꇬꊐꅊꇈ，ꆍꁳꌃ

ꎔꒌꊋꃤꇇꄧꈴꄉꉘꇉꐨꀉꒉꃅꐥꎻ

ꅊꇈ。 

13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
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
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
有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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ꀧꇊꉇꉻꊿꎁꃅꁏꐚꄻ 保罗的宣教使命 
14ꃺꑌꊈꀋ！ꉠꊨꏦꑴꅉꇬꑅꐯ

ꇬꑅꌠꆏ，ꆍꊇꆹꉌꎔꑌꐯꑌ，ꌧꇐꂿ

ꇐꆍꐥꌐ，ꄷꀋꁧ，ꐯꉗꐯꂘꄎꌠ

ꉬ。15ꄚ，ꉢꊼꇅꉌꂵꀉꒉꃅꄯꒉꁱ

ꆍꁳꄉ，ꆍꁳꎺꐚꑓꄧꀕꎻ，ꏃꃅꌋ

ꄻꉡꈁꁵꌠꑆꊋꐛꅹꃅ，16ꉢꉇꉻꊿ

ꎁꃅꄉꏢꄖꑳꌠꁏꐚꄻ，ꏃꃅꌋꌒꅇ

ꆦꑝꊿꄻ，ꑠꃅꄉ，ꌞꏃꃅꌋꁵꌠꉇ

ꉻꊿꈧꌠꁳꌃꎔꒌꇇꄧꄉꌃꇁꎔꐛꎻ

ꄉ，ꏃꃅꌋꋀꊇꊪꏾ。17ꑠꅹ，ꉉꅷ

ꏃꃅꌋꌤꃆꂮꑟꇬꆏ，ꉡꆹꏢꄖꑳꌠ

ꇬꄉꈌꒉꅍꐥꌠꉬ。18ꌤꏢꄖꉠꇇꄧ

ꈴꄉꃅꌠꀊꋨꈨꀋꉬꑲꆏ，ꀉꁁꆹꉢ

ꑞꑌꉉꀋꀬ；ꉡꆹꋌꉠꅇꂷꌋꆀꃅꐨ

ꇇꄧꈴꄉꃅꈧꌠꀉꄂꉉ；19ꋌꌋꃅꐪ

ꑽꑌ、ꌤꂵꌦꂵꌋꌠꊋꃤꌋꆀꌃꎔ

ꒌꊋꃤꌌꄉ，ꉇꉻꊿꁳꋍꅇꃅꎻ。ꑠ

ꀉꄂꀋꉬꃅ，ꉢꑳꇊꌒꇌꄉꀋꆏꃅꏮ

ꅷꑳꆀꅿꇴꑟ，ꇿꇬꑌꉢꏢꄖꌒꅇꁊ

ꀐ。20ꉡꆹꉪꄉꏤꄉꀐ，ꉢꌞꊿꃤꅉ

ꃀꄩꄉꋈꄻꂵꏦꄉ，ꃅꄷꏢꄖꂓꊿꌌ

ꄜꋺꈧꌠꇬꄉꌒꅇꀋꁊ，21ꑠꆹꁱꏂꀨ

ꇬꄀꄉꌠꌋꆀꐯꌟ： 

14弟兄们，我自己也深信你
们是满有善良，充足了诸般的
知识，也能彼此劝戒。15但我稍
微放胆写信给你们，是要提醒
你们的记性，特因神所给我的
恩典，16使我为外邦人作基督耶
稣的仆役，作神福音的祭司，
叫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
成为圣洁，可蒙悦纳。17所以论
到神的事，我在基督耶稣里有
可夸的。18除了基督借我做的那
些事，我什么都不敢提，只提
他借我言语作为，19用神迹奇事
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
邦人顺服；甚至我从耶路撒
冷，直转到以利哩古，到处传
了基督的福音。20我立了志向，
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
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
上，21就如经上所记： 

“ꋍꃆꂮꉉꋀꇰꀋꋻꈧꌠꇫꂿꇁ

ꂯ， 
ꊿꋍꃆꂮꈨꀋꋻꌠꇫꐝꉅꂯ

ꀐ”ꄷ。 

“未曾闻知他信息的， 
将要看见； 
未曾听过的， 
将要明白。” 

 

ꀧꇊꇊꂷꆹꂿꄷꄐꏤ 保罗计划访问罗马 
22ꉢꈍꑋꃢꃅꊿꇱꈭꋍꈜꇈꄉꐛ 22我因多次被拦阻，总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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ꅹ，ꆍꄷꆹꀋꄐꇬꎷ。23ꄚ，ꀃꑍꋋꄮ

ꆏ，ꃅꄷꋌꈚꇬꌒꅇꁊꉆꅉꇬꀋꐛꀐ，

ꈍꑍꈓꅑꅸꇁꌠ，ꉢꉌꂵꇬꄉꇯꍝꃅ

ꉪ，ꉢꑭꀠꑸꁦꄮꇬ，ꆍꄷꑟꆹꉆ；

24ꆍꄷꈴꄉꆍꂿꑟꉂ，ꂴꆏꆍꌋꆀꐮ

ꑌꐯꑲ，ꉌꂵꊼꇅꇎꈴꈭꐨꆏ，ꆍꁳ

ꉢꏁꉡꎭꎻ。25ꄚ，ꉢꀋꃅꑳꇊꌒꇌ

ꁧꄉ，ꀊꄶꇬꌃꎔꌺꈧꌠꇇꀤꆹ。

26ꑞꃅꆏ，ꂷꐕꄓꌋꆀꑸꇠꑸꊿꎆꅐ

ꋙꅐꌊꑳꇊꌒꇌꌃꎔꌺꌢꎭꈧꌠꇇꀤ

ꏾ。27ꋀꊇꑴꅉꇫꃅꏾꌠꉬꑴꇬ，

ꄚ，ꌌꎝꊒꌠꑌꌗ；ꑞꃅꆏ，ꉇꉻꊿꋀ

ꌃꎔꒌꈲꏣꇬꄉꋍꁧꊌꑲꆏ，ꋠꅍꅝ

ꒉꋍꑞꋍꑵꄻꋀꊇꁵꄡꑟ。28ꉢꌤꋌ

ꐘꃅꌐꄉ，ꂄꎔꂶꂷꑠꐝꉅꃅꏮꋀꊇ

ꁵꈭꐨꆏ，ꉢꆍꄷꈴꄉꑭꀠꑸꁧ。

29ꉢꆍꄷꄉꁦꄮꇬ，ꀋꎪꃅꏢꄖꑆꊋ

ꂵꇤꀕꃅꉢꌌꁧꌠꉢꅉꐚ。 

到你们那里去。23但如今在这里
再没有可传的地方，而且这好
几年，我切心想望到西班牙去
的时候，可以到你们那里，24盼
望从你们那里经过，得见你
们，先与你们彼此交往，心里
稍微满足，然后蒙你们送行。
25但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供给
圣徒。26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人
乐意凑出捐项，给耶路撒冷圣
徒中的穷人。27这固然是他们乐
意的，其实也算是所欠的债；
因外邦人既然在他们属灵的好
处上有分，就当把养身之物供
给他们。28等我办完了这事，把
这善果向他们交付明白，我就
要路过你们那里，往西班牙
去。29我也晓得去的时候，必带
着基督丰盛的恩典而去。 

30ꃺꑌꊈꀋ！ꉢꉪꌋꑳꌠꏢꄖꌋ

ꆀꌃꎔꒌꉂꐪꇬꈴꄉ，ꆍꏭꇖꂟ，ꆍ

ꉢꈽꄉꊋꇤ，ꉠꎁꃅꏃꃅꌋꏭꈼꂟ。

31ꉢꁳꒀꄠꊿꌋꀋꑇꈧꌠꄷꄉꐞꇁ

ꎻ，ꉢꁳꉢꑳꇊꌒꇌꊿꇇꀤꒉꄸꃅꌃ

ꎔꌺꉌꇿꅍꑌꊌꎻ。32ꄷꀋꁧ，ꉢꁳ

ꏃꃅꌋꉪꐪꇬꍬꄉ，ꉌꇿꑓꇿꃅꆍꄷ

ꑟꄉ，ꆍꈽꑬꆏꎻ。33ꋬꂻꄻꊿꁳꌠ

ꏃꃅꌋꂶꌠꅉꀕꃅꆍꋍꏅꈽꐥꅊꇈ，

ꀊꂱ。 

30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
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劝
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
神，31叫我脱离在犹太不顺从的
人，也叫我为耶路撒冷所办的
捐项可蒙圣徒悦纳；32并叫我顺
着神的旨意，欢欢喜喜地到你
们那里，与你们同得安息。33愿
赐平安的神常和你们众人同
在，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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ꊿꀉꑌꈨꏭꋬꂻꄜ 向多人问安 

16 ꉢꉪꅫꃀꃏꀘꂶꌠꊘꎭꆍꁳ，

ꋋꆹꏦꇱꅿꑇꊿꏓꉻꇬꌋꅪ 16 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姊
妹非比，她是坚革哩教 

ꏲꌋꃅꊿꂷꉬ。2ꆍꊇꑴꌠꌋꎁꃅꋋ

ꋩꋋꏦꅊꇈ，ꑠꆹꌃꎔꌺꇫꃅꄡꑟꌠ

ꉬ。ꋌꌤꑞꇇꀤꈇꆏ，ꆍꇫꇇꀤ，ꑞ

ꃅꆏ，ꋋꆹꅉꀕꃅꊿꈍꑋꈨꇇꀤꇬꎷ，

ꋌꉡꑌꇇꀤꀐ。 

会中的女执事。2请你们为主接
待她，合乎圣徒的体统。她在
何事上要你们帮助，你们就帮
助她，因她素来帮助许多人，
也帮助了我。 

3ꆍꊇꑴꌠꀙꏢꇁꌋꆀꑸꏲꇁꑋꏯ

ꋬꂻꄜ。ꋍꑊꏢꄖꑳꌠꈐꏭꄉꉡꌋ

ꆀꐯꇯꌤꃅ，4ꀑꇬꀋꑴꃅꉡꈭꋏꋺ。

ꉢꀉꄂꋀꏭꈀꎭꀕꌠꀋꉬꃅ，ꉇꉻꑇ

ꊿꏓꉻꈧꌠꑌꋀꏭꈀꎭꀕ。5ꋀꏤꄉ

ꐯꏑꌠꑇꊿꏓꉻꏭꑌꋬꂻꄜ。ꉠꉂ

ꇁꅉꌠꑱꀝꆀꄲꏭꑌꋬꂻꄜ；ꋋꆹꑸ

ꑭꑸꃅꄷꉘꃀꇬꏢꄖꑇꂶꌠꉬ（ꑝꇂꉙꇬ

ꆏ“ꏢꄖꑇꌠꂶꂷꇬꂾꅑꂶꌠꉬ”ꃅꅑ）。6ꉈꑴ

ꂷꆀꑸꏭꑌꋬꂻꄜ；ꋌꆍꎁꃅꑘꎭꃣ

ꅧꅗ。7ꉈꑴꉠꏣꑟꉢꄏꆀꈬꌋꆀꒀ

ꆺꑸꏭꋬꂻꄜ（“ꏣꑟ”ꆹꒀꄠꊿꄜ），ꋍꑊ

ꆹꉡꌋꆀꐯꈽꏦꑳꇬꀀꋻꌠꉬ，ꄷꀋ

ꁧ，ꋍꑊꁆꄻꊩꌺꈬꇬꂓꐥꌗꐥ，ꋍꑊ

ꆹꉢꏢꄖꀋꑇꌦꂾꇯꆐꏢꄖꑇꊿꐛꀐ

ꌠꉬ。8ꌋꈐꏭꉠꉂꇁꅉꌠꉢꀨꆀꏭ

ꋬꂻꄜ。9ꏢꄖꈐꏭꄉꉪꌋꆀꐯꇯꌤ

ꃅꌠꇓꀠꇊꏭꋬꂻꄜꅊꇈ，ꉠꉂꇁꅉ

ꌠꌧꄊꇴꏭꑌꋬꂻꄜꅊꇈ。10ꉈꑴꏢ

ꄖꈐꏭꄉꎖꉺꋺꌠꑸꀘꆀꏭꋬꂻꄜꅊ

ꇈ，ꑸꆀꄏꀯꏤꊿꏭꋬꂻꄜꅊꇈ。

11ꉠꏣꑟꑝꇊꄟꏭꋬꂻꄜꅊꇈ（“ꏣ

ꑟ”ꆹꒀꄠꊿꄜ），ꇂꏿꌚꏤꌋꑇꌠꊿꏭꋬ

3问百基拉和亚居拉安。他
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4也
为我的命将自己的颈项置之度
外。不但我感谢他们，就是外
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5又问
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安。问我所
亲爱的以拜尼土安；他在亚细
亚是归基督初结的果子。6又问
马利亚安；她为你们多受劳
苦。7又问我亲属与我一同坐监
的安多尼古和犹尼亚安，他们
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也是比
我先在基督里。8又问我在主里
面所亲爱的暗伯利安。9又问在
基督里与我们同工的耳巴奴，
并我所亲爱的士大古安。10又问
在基督里经过试验的亚比利
安。问亚利多布家里的人安。
11又问我亲属希罗天安。问拿其
数家在主里的人安。12又问为主
劳苦的土非拿氏和土富撒氏
安。问可亲爱为主多受劳苦的
彼息氏安。13又问在主蒙拣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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ꂻꄜꅊꇈ。12ꉈꑴꌋꎁꃅꑘꎭꃣꅧꌠ

ꄲꃏꇂꌋꆀꄲꃛꌒꑋꏯꋬꂻꄜꅊ

ꇈ。ꌋꎁꃅꑘꎭꃣꅧꅗꌠꉂꇁꅉꌠꀘ

ꑭꏭꋬꂻꄜ。13ꉈꑴꇊꃛꏭꋬꂻꄜꅊ

ꇈ，ꋋꆹꌋꇱꌊꄻꄉꌠꉬ，ꋍꀉꂿꏭꑌ

ꋬꂻꄜ，ꋍꀉꂿꆹꉠꀉꂿꉬ。14ꉈꑴ

ꑸꑪꏾꄲ、ꃛꇍꇤ、ꉈꂰ、ꀠꇊ

ꀠ、ꉈꂷꌋꆀꋀꊇꌋꆀꋍꈜꐥꌠꃺ

ꑌꈧꌠꏭꋬꂻꄜꅊꇈ。15ꉈꑴꃏꇊꀕ

ꈬ、ꒀꆀꑸ、ꆀꀕꑸꌋꆀꋍꅫꃀ，

ꉈꑴꀊꆀꀠꌋꆀꌃꎔꌺꋀꌋꆀꋍꈜꐥ

ꈧꌠꏭꋬꂻꄜꅊꇈ。16ꆍꊇꐮꁧꇉꁬ

ꄉꋬꂻꄜꅊꇈ，ꆍꊇꀋꎪꃅꐮꏯꌃꎔ

ꃅꐙꌶ。ꏢꄖꑇꊿꏓꉻꈧꌠꃅꆍꊇ

ꏯꋬꂻꄜ。 

鲁孚和他母亲安，他的母亲就
是我的母亲。14又问亚逊其土、
弗勒干、黑米、八罗巴、黑
马，并与他们在一处的弟兄们
安。15又问非罗罗古和犹利亚、
尼利亚和他姐妹，同阿林巴，
并与他们在一处的众圣徒安。 
16你们亲脸问安，彼此务要圣
洁。基督的众教会都问你们
安。 

17ꃺꑌꊈꀋ！ꊿꆍꊢꂖꇈ，ꆍꁳ

ꑇꐨꀂꏽꄉꅞꄉ，ꇗꅉꆍꈀꌷꋺꌠꇬ

ꄘꑣꀊꋨꈨꆏ，ꆍꊇꑴꌠꋓꉪꁨꄉꋀ

ꂾꁈꅊꇈ。18ꑞꃅꆏ，ꊿꑠꃅꐙꌠꆹ

ꉪꌋꏢꄖꀨꀋꎹꃅ，ꊨꏦꀃꃀꀉꄂꀨ

ꎹ；ꋀꊇꅇꎔꉏꃨꌌꄉꊿꀉꎂꀕꌠꉌ

ꂵꋀꁍꃕꄉ。19ꉹꁌꐯꇯꆍꊇꆹꅇꃅ

ꅲꐯꅲꌠꋀꅉꐚꌐ！ꑠꅹ，ꉡꆹꆍꊇꒉ

ꄸꃅꉌꇿꐯꉌꇿ；ꄚ，ꉢꆍꊇꁳꌤꆿ

ꂄꌠꀂꏽꆏꀑꁮꅺꐳ，ꌤꆿꄷꅠꌠꀂ

ꏽꆏꇯꅝꎻꏾ。20ꋬꂻꄻꊿꁳꌠꏃꃅ

ꌋꆹꌑꄉꋌꄻꆍꑭꁆꇂꃴꄔꄉꎻꂯꄉ

ꀐ。ꉠꌋꑳꌠꏢꄖꑆꊋꅉꀕꃅꆍꌋ

ꆀꐯꈽꐥꅊꇈ。 

17弟兄们，那些离间你们，
叫你们跌倒，背乎所学之道的
人，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
们。18因为这样的人不服事我们
的主基督，只服事自己的肚
腹，用花言巧语诱惑那些老实
人的心。19你们的顺服已经传于
众人，所以我为你们欢喜；但
我愿意你们在善上聪明，在恶
上愚拙。20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
但践踏在你们脚下。愿我主耶
稣基督的恩常和你们同在。 

21ꉢꈽꌤꃅꌠꄜꂿꄠ，ꉈꑴꉠꏣ

ꑟꇊꐋ、ꑷꌜꌋꆀꌙꑭꀠꄓꐯꇯꆍ

21与我同工的提摩太和我的
亲属路求、耶孙、所西巴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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ꊇꏯꋬꂻꄜ。22ꉢ，ꇬꎁꃅꄯꒉꋌꁬ

ꁱꌠꄓꄂꑌꌋꈐꏭꄉꆍꊇꏯꋬꂻ

ꄜ。23ꊿꉡꋩꉡꏦ，ꉈꑴꑇꊿꏓꉻꈀ

ꐥꌠꋨꏦꌠꇠꑿꑌꆍꊇꏯꋬꂻꄜ。

24ꇓꈓꎆꊐꅉꎆꏲꌠꑱꇁꄖꌋꆀꃺꑌ

ꈉꄲꑋꑌꆍꏭꋬꂻꄜ。 

问你们安。22我这代笔写信的德
丢，在主里面问你们安。23那接
待我，也接待全教会的该犹，
问你们安。24城内管银库的以拉
都和兄弟括土，问你们安。 

 

ꉙꅇꍗꅇ 颂赞 
25ꏃꃅꌋꀉꄂꉢꈁꁊꌠꌒꅇꌋꆀ

ꈀꄜꌠꑳꌠꏢꄖꇬꈴꄉ，ꆍꉌꃀꋌꎼ

ꈫꈈꄎ；ꉈꑴꐩꋊꐩꍂꃅꂁꁿꄉꌠꌤ

ꌧꊋꂾꊋꑠꇬꈴꄉ，ꆍꉌꃀꁳꈫꈈ

ꎻ。26ꌧꊋꂾꊋꌠꂁꌤꑠꆹꀃꑍꋋꄮ

ꆏꄇꇖꀕꃅꅔꅐꇁ，ꄷꀋꁧ，ꐩꋊꐩꍂ

ꃅꇫꐥꌠꏃꃅꌋꁵꅇꇬꍬꇈ，ꅉꄜꊿ

ꄯꒉꇇꄧꈴꄉꄐꌐꃰꊿꇬꈀꐥꌠꀨ

ꄉ，ꋀꁳꇗꅉꇯꍝꌠꑇꎻ。27ꀑꒉꑊ

ꒉꆹ，ꑳꌠꏢꄖꐛꅹꃅꏮꀉꄂꀕꌠ、

ꀋꌧꅍꀋꐥꌠꏃꃅꌋꁵꅷꐩꋊꐩꍂꄮ

ꇬꑟꅊꇈ。ꀊꂱ！ 

25惟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
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
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
心。26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
且按着永生神的命，借众先知
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
服真道。27愿荣耀，因耶稣基督
归与独一全智的神，直到永
远。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