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ꇬꆀꄏꄯꒉꂴꁬꌠ 

哥林多前书 

 
ꋬꂻꄜꅇꌋꆀꈀꎭꀕꅇ 问安和感恩 

1 ꉡꆹꏃꃅꌋꉪꐨꇬꈴꄉ，ꇳꍝꌊ

ꑳꌠꏢꄖꁆꄻꊩꌺꐛꌠꀧꇊꉬ， 
1 奉神旨意，蒙召作耶稣基督

使徒的保罗，同兄弟所提 
ꉢꌋꆀꉪꃺꑌꌙꄝꆀꂶꌠ，2ꄯꒉꁱꌊ

ꇬꆀꄏꇓꈓꏃꃅꌋꑇꊿꏓꉻꁵ。ꑇ

ꊿꆹꊿꏢꄖꑳꌠꇬꄉꌃꇁꎔꐛꇈꏃꃅ

ꌋꇱꇳꍝꌊꌃꎔꌺꃅꄉꈧꌠꄜ。ꄯ

ꒉꋌꁬꉈꑴꁱꌊꃅꄷꈀꐥꌠꇬ，ꊿꇖ

ꂟꅷꑳꌠꏢꄖꂓꄷꑟꈧꌠꑌꁵꌠꉬ。

ꑳꌠꏢꄖꆹꋀꌋꉬ，ꉪꌋꑌꉬ。3ꑆ

ꊋ、ꋬꂻꑠꆹꏃꃅꌋꉪꀉꄉꌋꆀꌋꑳ

ꌠꏢꄖꄷꄉꆍꊇꊌꅊꇈ。 

尼，2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
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
蒙召作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
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
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
们的主。3愿恩惠、平安，从神
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与
你们。 

4ꏃꃅꌋꑳꌠꏢꄖꇇꄧꈴꄉꑆꊋ

ꄻꆍꁳꀐꐛꅹ，ꉢꆍꊇꎁꃅꅉꀕꃅꏃ

ꃅꌋꏭꈀꎭꀕꇬꎷ；5ꉈꑴꆍꊇꋍꈐꏭ

ꄉꑞꑵꑌꇎꄻꐛꅹ，ꆍꈌꉐ、ꌧꇐꂿ

ꇐꑠꑞꑌꀉꇨ。6ꐯꌟꃅ，ꉢꏢꄖꎁꃅ

ꈀꌬꌠꅇꊪꆹꆍꉌꃀꇬꄉꈫꈈꄎ；7ꑠ

ꃅꄉ，ꆍꑆꊋꈁꁠꀋꇎꅍꋍꑵꑋꀋꐥ

ꃅꄉ，ꆍꊇꑳꌠꏢꄖꀱꉈꑴꇁꌠꇁ

ꉚ。8ꋋꑌꀋꎪꃅꆍꁳꈫꈈꅷꄽꂫꑟ

4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
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
的恩惠；5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
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
6正如我为基督作的见证，在你
们心里得以坚固，7以至你们在
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等
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8他
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

https://doi.org/10.23771/9783947306220-1cor


ꇬꆀꄏꄯꒉꂴꁬꌠ  1 511 哥林多前书  1 

 

 

ꎻꄉ，ꉪꌋꑳꌠꏢꄖꀱꇁꄹꉇꆏ，ꆍꁳ

ꊨꀖꉆꅍꍈꀋꐥꎻ。9ꏃꃅꌋꆹꀋꎪ

ꀋꑴꌠ，ꆍꊇꑴꅉꆹꋌꈀꇳꍝꄉꌠꉬ，

ꑠꆹꆍꁳꋍꌺ，ꉪꌋꑳꌠꏢꄖꂶꌠꌋ

ꆀꐯꈽꐥꎻꂿꄷꌠ。 

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
备。9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
他所召，好与他儿子，我们的
主耶稣基督一同得份。 

 

ꑇꊿꏓꉻꇬꐮꋦꐮꑣ 教会中的纷争 
10ꃺꑌꊈꀋ！ꉡꆹꉪꌋꑳꌠꏢꄖꂓ

ꄜꄉꆍꏭꇫꑣ，ꆍꐯꇯꅇꐯꌟꌠꉉꅊ

ꇈ，ꆍꊇꈬꄔꑌꋌꁥꀊꋩꁥꃅꁸꄡꄉ

ꃅ，ꈀꄸꑌꉌꂵꋍꂷꉪꐨꋍꏢꃅꐮꄮ

ꐮꄻꌶ。11ꃺꑌꊈꀋ！ꇱꆾꏤꊿꋍꈨ

ꋋꈨꉉꉡꇰꇬ，ꆍꊇꈬꄔꊿꐮꋦꐮꑣ

ꌠꐥꄷ。12ꉢꉉꌠꆹꑠꄜ：ꆍꊇꊿꋍꈨ

ꋋꈨꄹꇬꆏ：“ꉡꆹꀧꇊꊂꈹꌠ”
ꄷ，ꋍꈨꆏ：“ꉡꆹꑸꀧꇊꊂꈹꌠ”
ꄷ，ꋍꈨꄹꇬꆏ：“ꉡꆹꏢꃔꊂꈹ

ꌠ”ꄷ，ꉈꑴꋍꈨꆏ：“ꉡꆹꏢꄖꊂ

ꈹꌠꉬ”ꄷ。13ꏢꄖꆹꌌꁸꉆꑴꅀ？

ꀧꇊꆍꊇꎁꃅꊿꋯꌩꏍꇬꄀꀐꅀ？ꆍ

ꊇꀧꇊꂓꄜꌗꄜꄉꋋꑣꊪꅀ？14ꏃꃅ

ꌋꏭꈀꎭꀕ，ꏢꆀꌦꀯꌋꆀꇠꑿꑋꀉ

ꄂꑲꆏ，ꉢꊿꀉꁁꈀꄸꂷꑌꋋꑣꀋ

ꋻ，15ꑠꃅꀋꉉꑲꆏ，ꊿꆍꊇꆹꉠꂓꄜ

ꄉꋋꑣꊪꃅꉉꌠꐥꂵ。16ꉢꉈꑴꌦꄝ

ꃔꏤꊿꋋꑣꋺ，ꉢꀉꁁꊿꈀꄸꂷꋋꑣ

ꋺꌠꉢꋌꀋꎺꀐ。17ꏢꄖꉡꊪꉢꁆꌠ

ꆹ，ꉢꁳꋋꑣꃅꎻꂿꄷꌠꀋꉬꃅ，ꉢꁳ

ꌒꅇꁊꎻꂿꄷꌠ；ꏢꄖꌩꏍꊋꃤꀈꈥ

ꀕꂵꏦꄉ，ꉡꆹꌧꅍꂿꅍꅇꂷꌌꄉꌒ

ꅇꀋꁊ。 

10弟兄们，我借我们主耶稣
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
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
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11因为
革来氏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
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
12我的意思就是你们各人说：
“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
罗的”；“我是属矶法的”；“我是
属基督的”。13基督是分开的
吗？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
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
吗？14我感谢神，除了基利司布
并该犹以外，我没有给你们一
个人施洗，15免得有人说，你们
是奉我的名受洗。16我也给司提
反家施过洗；此外给别人施洗
没有，我却记不清。17基督差遣
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
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
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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ꏢꄖꆹꏃꃅꌋꊋꃤꌋꆀꌧꅍꂿꅍꉬ 基督是神的能力和智慧 
18ꑞꃅꆏ，ꊿꈔꈤꂯꈧꌠꉜꇬꆹ，

ꌩꏍꇗꅉꆹꇯꅝꌠꉬ；ꄚ，ꉪꊇꊿꈭꋏ

ꊌꈧꌠꉜꇬꆹ，ꋋꆹꏃꃅꌋꊋꃤꉬ。

19ꑠꆹꁱꏂꀨꇬꄀꄉꌠꌋꆀꐯꌟ： 

18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
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
的人却为神的大能。19就如经上
所记： 

“ꊿꌧꅍꂿꅍꐥꈧꌠꋀꌧꅍꂿꅍ

ꉢꈔꋏꇫꎭ， 
ꊿꀑꁮꅺꐳꈧꌠꋀꀑꁮꅺꐳꐨ

ꉢꀜꋊꇫꎭ”ꄷ。 

“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 
 
废弃聪明人的聪明。” 

20ꊿꌧꅍꂿꅍꐥꌠꇿꇬꐥ？ꁱꂷꌤꃅ

ꊿꇿꇬꐥ？ꋧꃅꋋꂷꅔꀥꌧꃀꇿꇬ

ꐥ？ꏃꃅꌋꆹꋧꃅꃰꊿꌧꅍꂿꅍꋌꄺ

ꀱꌊꇰꇐꅝꇐꀋꐛꅀ？21ꋧꃅꃰꊿꆹꊨ

ꏦꌧꅍꂿꅍꇬꈴꄉ，ꏃꃅꌋꋀꇬꀋ

ꌧ；ꑠꅹ，ꏃꃅꌋꆹꇗꅉꊿꉜꇬꇯꅝꌠ

ꌌꊿꋌꑅꈧꌠꈭꋏꏾ；ꑠꆹꏃꃅꌋꌧ

ꅍꂿꅍꉬꀐ。22ꒀꄠꊾꆏꌋꃅꐪꑽꑌ

ꇫꅐꇁꄷꇖꂟ，ꑝꇂꊾꆏꌧꅍꂿꅍꎹ

ꈹ。23ꄚ，ꉪꊇꆹꀱꌊꋯꌩꏍꇬꄀꌠ

ꏢꄖꄜꉺ，ꋍꑠꒀꄠꊿꉜꇬꆹꑭꇹꇒ

ꂷꉬ，ꉇꉻꊿꉜꇬꆹꇯꅝꌠꉬ；24ꄚ，

ꊿꏃꃅꌋꇳꍝꄉꈧꌠꆹ，ꒀꄠꊿꉬꄿ

ꂿ，ꑝꇂꊿꉬꄿꂿ，ꋀꉜꇬ，ꏢꄖꆹꏃ

ꃅꌋꊋꃤꌋꆀꌧꅍꂿꅍꉬ。25ꑞꃅ

ꆏ，ꏃꃅꌋꇯꅝꄷꑲꑌ，ꋍꇰꇐꅝꇐꆹ

ꊿꌧꅍꂿꅍꏭꀋꋌꃅꌧꋬꂿꋬ；ꏃꃅ

ꌋꊋꁧꄷꑲꑌ，ꋍꊋꁧꐨꆹꊿꇷꄙꐨ

ꏭꀋꋌꃅꊋꒉ。 

20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
这世上的辩士在哪里？神岂不
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
吗？21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
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
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
这就是神的智慧了。22犹太人是
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23我
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
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
愚拙；24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
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
的能力，神的智慧。25因神的愚
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
人强壮。 

26ꃺꑌꊈꀋ！ꆍꊇꇳꍝꊌꄮꇬꈍ

ꃅꐙꌠꉜꉏ！ꋧꃅꇬꈴꄉꉜꇬ（ꑝꇂꉙꇬꆏ

“ꇭꀧꇬꈴꄉꉜ”ꃅꅑ），ꆍꊇꈬꄔꊿꌧꅍ

26弟兄们哪，可见你们蒙召
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
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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ꂿꅍꐥꌠꀉꑌꃅꀋꐥ，ꊿꄐꅍꐥꌠꀉ

ꑌꃅꀋꐥ，ꐤꒉꌠꑌꀉꑌꃅꀋꐥ。

27ꄚ，ꏃꃅꌋꆹꋧꃅꇬꊿꇯꅝꌠꋌꌊꄻ

ꄉ，ꊿꌧꅍꂿꅍꐥꌠꁳꑊꏦꎲꄏꎻ；

ꋧꃅꇬꊿꊋꁧꌠꋌꌊꄻꄉ，ꃰꊿꇷꄙ

ꌠꁳꑊꏦꎲꄏꎻ。28ꏃꃅꌋꉈꑴꋧꃅ

ꃰꊿꌠꐭꌠ、ꊿꇫꉌꁕꌠꌋꆀꊿꌗ

ꅍꀋꐥꈧꌠꋌꌊꄻꄉꌠꆹ，ꃰꊿꌗꅍ

ꐥꈧꌠꁳꀜꅐꎻꂿꄷꌠ。29ꑠꃅꄉ，

ꌦꑌꌗꑌꈀꐥꌠꁳꏃꃅꌋꂾꄉꋍꂷꑋ

ꈌꒉꀋꉆꎻ。30ꄚ，ꆍꊇꏢꄖꑳꌠꈐ

ꏭꐥꇬ，ꏃꃅꌋꆹꆍꀑꇬꇁꀦꉬ，ꏃꃅ

ꌋꉈꑴꏢꄖꑳꌠꁳꉪꌧꅍꂿꅍ、ꑖ

ꉬ、ꌃꎔꌠꌋꆀꀑꇬꋊꄉꈭꋏꌠꐛ

ꎻ。31ꑠꆹꁱꏂꀨꇬꄀꄉꌠꌋꆀꐯꌟ：

“ꊿꈌꒉꌠꆏꌋꏭꄐꄉꈌꒉꄡꑟ！”
ꄷ。 

多。27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
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
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
28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
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
废掉那有的；29使一切有血气
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
夸。30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
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
智慧、公义、圣洁、救赎。31如
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
夸口。” 

 

ꋯꌩꏍꇬꄀꌠꏢꄖꄜꁊ 传扬钉十字架的基督 

2 ꃺꑌꊈꀋ！ꀋꉊꉢꆍꊇꄷꆸꄮ

ꇬ，ꉢꅇꎔꉏꃨꌋꆀꃰꊿꌧꇐꂿ 2 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
去，并没有用高言大智对你 

ꇐꌌꆍꊇꏯꏃꃅꌋꂁꌤꀋꄜꀋꉼ。

2ꑞꃅꆏ，ꉢꂴꇯꆐꉪꄉꏤꄉꇬ，ꉢꆍ

ꊇꌋꆀꐯꈽꐤꄮꇬ，ꉡꆹꑳꌠꏢꄖꌋ

ꆀꋌꊿꋯꌩꏍꇬꄀꌠꌤꋋꈨꀉꄂꅉꐚ

ꑲꆏ，ꀉꁁꌤꑞꑵꑌꅉꀋꐚꄷꂿꉂ。

3ꀋꉊꉢꆍꄷꐤꄮꇬꆹ，ꉢꊊꑌꊋꁧ，ꏷ

ꑌꏸꏦ，ꄷꀋꁧꑑꃹꏾꌌꀕ。4ꅇꂷ

ꉢꉉꌠ、ꇗꅉꉢꄜꌠꆹ，ꉢꅇꂷꌧꅍ

ꂿꅍꑌꌠ、ꇑꈪꊰꌠꌌꉉꌠꀋꉬꃅ，

ꌃꎔꒌꌋꆀꊋꃤꀉꒉꌠꌌꊫꄲꐝꉅꌠ

ꃅꄉꉉꌠ，5ꑠꃅꄉ，ꆍꑇꐨꁳꃰꊿꌧ

们宣传神的奥秘。2因为我曾定
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
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
字架。3我在你们那里，又软
弱，又惧怕，又甚战兢。4我说
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
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
的明证，5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
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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ꅍꂿꅍꇬꅑꎍꀋꎽꃅ，ꏃꃅꌋꊋꃤꀉ

ꒉꌠꇬꅑꎍꎻ。 
 

ꌃꎔꒌꄷꄉꇁꌠꀖꀨꐨ 从圣灵来的启示 
6ꄚ，ꊿꐛꒆꌠꈬꄔꇬ，ꉪꊇꑌꌧ

ꅍꂿꅍꉉ，ꉪꉉꌠꆹꋧꃅꋋꂷꌧꅍꂿ

ꅍꀋꉬ，ꉈꑴꋧꃅꋋꂷꇬꌅꈌꆿꂷꐥ

ꇈꈔꈤꇁꂯꌠꊿꈧꌠꌧꅍꂿꅍꑌꀋ

ꉬ。7ꉪꊇꈁꉉꌠꆹꀊꆨꂁꁿꄉꌠ、

ꌧꊋꂾꊋꌠꏃꃅꌋꌧꅍꂿꅍꉬ；ꑠꆹ

ꏃꃅꌋꁍꄻꏃꄻꂾꇯꆐꉪꊇꀑꒉꑊꒉ

ꊌꃅꋌꄐꏤꄉꀐꌠꉬ。8ꌧꅍꂿꅍꋌ

ꑵꆹ，ꋧꃅꇣꄧꌅꈌꆿꂷꐥꈧꌠꈬꄔ

ꊿꇬꌥꌠꋍꂷꑋꀋꐥ，ꀋꄸꄷ，ꋀꊇ

ꌧꑲꆏ，ꀑꒉꑊꒉꌠꌋꆹꋀꊇꋯꌩꏍ

ꇬꄀꇬꀋꎭꀐ。9ꑠꆹꁱꏂꀨꇬꄀꄉꌠ

ꌋꆀꐯꌟ： 

6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
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
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
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7我们讲
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
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世以前，
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8这智慧
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
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
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9如经
上所记： 

“ꏃꃅꌋꊿꋋꉂꈧꌠꎁꃅꈁꊨꈁ

ꄐꄉꌠꆹ， 
ꊿꑓꅑꋋꂿꀋꋻ， 
ꅺꅑꋋꈨꀋꋻ， 
ꊿꉌꃀꑌꉪꇫꑟꀋꋻꌠ”ꄷ。 

“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 
是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10ꄚ，ꏃꃅꌋꆹꌃꎔꒌꇇꄧꈴꄉ，ꄇꇖ

ꀕꃅꋋꈨꋌꀖꁉꉪꊇꀨꀐ，ꑞꃅꆏ，

ꌃꎔꒌꆹꌤꑞꑌꋌꌧꈴ，ꏃꃅꌋꄸꈐ

ꌤꀊꅼꐯꀊꅼꌠꇯꋌꌧꈴꀐ。11ꊾꂷ

ꋍꊨꏦꒌꂶꌠꀉꄂꑲꆏ，ꀉꁁꈀꄸꂷ

ꋍꉪꐨꅉꐚ？ꈁꉬꇁꌠꐯꌟ，ꏃꃅꌋꒌ

ꀉꄂꑲꆏ，ꀉꁁꈀꄸꂷꑌꏃꃅꌋꉪꐨ

ꅉꐚꀋꄐ。12ꉪꊇꇬꈀꊪꌠꆹꋧꃅꋋ

ꂷꇬꐥꌠꒌꀋꉬꃅ，ꏃꃅꌋꄷꄉꇁꌠ

10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
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
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11除了在
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
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
人知道神的事。12我们所领受
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
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
恩赐给我们的事。13并且我们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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ꒌꉬ，ꑠꆹꉪꁳꏃꃅꌋꑆꊋꈁꁠꄖꉪ

ꇖꌠꌤꑠꅉꐚꎻꂿꄷꌠ。13ꄷꀋꁧ，

ꉪꊇꌤꋋꈨꉉꇬ，ꅇꂷꊿꌧꅍꂿꅍꌌ

ꉙꂘꄉꌠꌊꉉꌠꀋꉬꃅ，ꌃꎔꒌꊾꉙ

ꂘꄉꌠꌊꉉꄉ，ꒌꃤꅇꂷꌌꒌꃤꌤꉉ

ꀽ（ꅀ“ꒌꃤꌤꈧꌠꉉꀽꊿꌃꎔꒌꐊꈧꌠꇰ”ꄷꑌ

ꍑ）。14ꄚ，ꊿꋧꃅꋋꂷꃤꉬꌠꆹꏃꃅ

ꌋꒌꃤꌤꑠꋀꇬꀋꊪ，ꀱꌊꋀꇱꌌꇯ

ꅝꌠꌤꃅꄉ，ꄷꀋꁧꋀꊇꇬꌥꀋꄐ。

ꑞꃅꆏ，ꊿꌃꎔꒌꐊꈧꌠꀉꄂꌤꑠꋀ

ꌧꈴꄎ。15ꊿꌃꎔꒌꐊꌠꆹꌤꑞꑌꋌ

ꌧꈴꄎ，ꄚ，ꊿꋌꌥꈴꄎꂷꀋꐥ。

16ꈀꄸꂷꌋꉌꃀꋌꅉꐚꄉꌋꏭꉙꂘ

ꄎ？ꄚ，ꉪꊇꆹꏢꄖꉌꃀꑌꀐꌠꉬ。 

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
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
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
的事（或作“将属灵的事讲与属灵的

人”）。14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
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
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
事惟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15属
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
人能看透了他。16谁曾知道主的
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
督的心了。 

 

ꏃꃅꌋꌤꃅꐋꀨ 神的同工 

3 ꃺꑌꊈꀋ！ꉢꋌꃀꆍꏭꅇꉉꌠ

ꆹ，ꆍꊇꉢꌌꊿꌃꎔꒌꐊꌠꃅꀋ 3 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
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 

ꉜꃅ，ꌌꊿꋧꃅꋋꂷꃤ（ꅀ“ꇭꀧꎸꃤ”ꄷ

ꑌꍑ）ꃅꀉꄂꉜ，ꌌꏢꄖꈐꏭꀉꑳꌺꃅꉜ

ꌠꉬ。2ꉢꄻꆍꍈꌠꆹꋠꅍꀉꇨꀉꏦ

ꌠꀋꉬꃅ，ꑍꐎꄻꆍꄐꌠꉬ。ꀊꋨꄮ

ꇬ，ꆍꋙꋠꀋꄐ，ꆍꊇꀃꑍꋋꄮꑌꋠꀋ

ꄐꑴꌦ。3ꆍꊇꆹꄡꇗꇭꀧꎸꃤꉬꑴ

ꌦ，ꑞꃅꆏ，ꆍꊇꈬꄔꇬꉌꈻꃴꆅ

ꌠ、ꐮꋦꐮꑣꌠꐥ，ꑠꆹꆍꊇꄡꇗꇭ

ꀧꎸꃤꉬꄉꋧꃅꋋꂷꊿꐛꐪꇬꉜꄉꃅ

ꌠꀋꉬꅀ？4ꋋꂷꆏ：“ꉡꆹꀧꇊꊂꈹ

ꌠ”ꄷ，ꀊꋨꂷꆏ：“ꉡꆹꑸꀧꇊꊂ

ꈹꌠ”ꄷ，ꋍꑠꆍꊇꆹꋧꃅꋋꂷꊿꌋ

ꆀꐯꌟꌠꀋꉬꅀ？ 

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
在基督里为婴孩的。2我是用奶
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
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
不能。3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
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
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
的样子行吗？4有说：“我是属保
罗的；”有说：“我是属亚波罗
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
吗？ 

5ꑸꀧꇊꑞꂷꌗ？ꀧꇊꑞꂷꌗ？ꋀ 5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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ꊇꆹꏲꌋꃅꊿꈨꀋꆆ，ꋀꊇꆹꌋꄻꋀ

ꂱꑱꈁꁵꌠꇬꈴꄉ，ꆍꏁꌌꌋꑇꎻ

ꌠ。6ꉡꆹꊪꏽꌠ，ꑸꀧꇊꆹꒈꎭꌠ，

ꄚ，ꋚꁧꁳꒆꎻꌠꆏꏃꃅꌋꉬ。7ꑠ

ꅹ，ꊪꏽꌠꌋꆀꒈꎭꌠꆹꊵꑵꀋꌗ，ꀋ

ꉬꀋꉆꌠꆏꋚꁧꒉꁧꁳꒆꎻꌠꏃꃅꌋ

ꉬ。8ꊪꏽꌠꌋꆀꒈꎭꌠꆹꐯꌟ；ꄚ，

ꊁꇁꋍꑍꆏ，ꊾꂷꇬꈀꐥꌠꃅꂱꑱꊨ

ꏦꃄꄟꇬꉜꄉꊨꏦꈁꁠꊌ。9ꑞꃅ

ꆏ，ꉪꊇꆹꏃꃅꌋꀕꆀꐯꇯꌤꃅꌠꉬ；

ꆍꊇꆹꏃꃅꌋꊪꏽꄉꌠꃄꅉꉬ，ꏃꃅ

ꌋꋈꄻꄉꌠꑳꇤꉬ。 

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
他们各人的，引导你们相信。
6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惟
有神叫他生长。7可见栽种的算
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
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8栽
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
将来各人要照自己的工夫得自
己的赏赐。9因为我们是与神同
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
地，所建造的房屋。 

10ꉡꆹꏃꃅꌋꄻꉢꁳꌠꑆꊋꇬꈴ

ꄉ，ꀑꁮꌠꑲꋉꇎꇷꌟꒉꂷꌟꃅ，ꑲ

ꅉꌆꄉꇈ，ꌞꊿꁳꑲꅉꋋꂷꇬꄉꑲꋉ

ꎻ；ꄚ，ꈀꄸꂷꑌꈍꃅꑲꅉꋋꂷꇬꄉ

ꑲꋉꌠꋓꉪꁨꌶ。11ꑞꃅꆏ，ꑲꅉꌆ

ꄉꀐꂶꌠꆹꑳꌠꏢꄖꉬ，ꑲꅉꋋꂷꀉ

ꄂꑲꆏ，ꊿꑲꅉꀉꁁꌆꄎꌠꀋꐥ。

12ꀋꄸꄷ，ꊿ꒰、ꐎ、ꇓꁌꇐꈤ

ꌠ、ꌩ、ꁬ、ꋙꏜꑠꌌꑲꅉꋋꂷꇬ

ꄉꑲꋉꌠꐥꇬꆹ，13ꊿꈀꄸꂷꃅꐨꇇꊂ

ꈍꃅꐙꌠꆹꀋꎪꃅꅔꁖꇁ，ꀞꇽꀊꋨ

ꄹꉇꆏ，ꇇꊂꈍꃅꐙꌠꄇꇖꀕꇁꌠꉬ；

ꑞꃅꆏ，ꃆꄔꇬꈴꄉ，ꃆꄔꆹꈀꄸꇇꊂ

ꈍꃅꐙꌠꎖꉚꇁ。14ꀋꄸꄷ，ꅉꃀꀊ

ꋨꂷꇬꄉꊿꋈꄻꄉꌠꃅꐨꇇꊂꇫꋦꄎ

ꑲꆏ，ꊿꋋꂷꆹꈁꁠꊌꀐ。15ꀋꄸ

ꄷ，ꊿꃅꐨꇇꊂꃆꄔꇱꐗꇫꎭꑲꆏ，

ꋋꆹꐓꐷꀐ，ꋍꊨꏦꑴꅉꆹꈭꋏꊌ；ꈭ

ꋏꊌꑴꇬ，ꋋꆹꃆꄔꈬꇬꈴꇁꂷꌡ。

10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
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
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
各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
11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
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
根基。12若有人用金、银、宝
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
造，13各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
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
火发现；这火要试验各人的工
程怎样。14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
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
赐。15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
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
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
样。16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
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17若有人
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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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ꆍꊇꆹꏃꃅꌋꑷꂿꉬ，ꏃꃅꌋꒌꆍꄸ

ꈐꇬꀀ，ꋍꑠꆍꋋꅉꀋꐚꅀ？17ꈀꄸꂷ

ꏃꃅꌋꑷꂿꋌꀜꐆꇫꎭꆏ，ꈀꄸꂷꀋ

ꎪꃅꏃꃅꌋꇱꀜꐆꇫꎭ；ꑞꃅꆏ，ꏃꃅ

ꌋꑷꂿꆹꌃꎔꌠꉬ，ꏃꃅꌋꑷꂿꋋꂷ

ꆹꆍꊇꉬ。 

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
就是你们。 

18ꊿꊨꏦꈱꊨꏦꊏꀋꉆ。ꀋꄸ

ꄷ，ꆍꊇꈬꄔꊿꋧꃅꋋꂷꇬꄉꊨꏦꌧ

ꅍꂿꅍꐥꑴꉂꃅꉪꌠꐥꑲꆏ；ꊿꁦꇰ

ꂷꄻ，ꑠꃅꇬꆹ，ꊿꌧꅍꂿꅍꐤꂷꐛꇬ

ꌬꀋꄿ。19ꑞꃅꆏ，ꋧꃅꋋꂷꊿꌧꅍ

ꂿꅍꑠ，ꏃꃅꌋꉜꇬꆹꁦꇰꌠꉬ。ꑠꆹ

ꁱꏂꀨꇬꄀꄉꌠꌋꆀꐯꌟ： 

18人不可自欺。你们中间若
有人在这世界自以为有智慧，
倒不如变作愚拙，好成为有智
慧的。19因这世界的智慧，在神
看是愚拙。如经上记着说： 

“ꌋꊿꌧꅍꂿꅍꐥꌠꁳꉔꋍꊨꏦ

ꏂꇫꏡꁈꇬꃹꎻ”ꄷ。 
20ꉈꑴ： 
“ꊿꌧꅍꂿꅍꐥꌠꉪꐨꆹꀈꈥꀕ

ꌠꑠꌋꅉꐚ”ꄷ。 

“主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
诡计。” 

20又说： 

“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是虚妄
的。” 

21ꈀꄸꉬꄿꂿ，ꊿꌌꋍꈌꒉꅍꃅꀋꉆ，

ꑞꃅꆏ，ꐥꇐꈀꐥꌠꃅꆍꊇꃤꉬ。

22ꀧꇊ、ꑸꀧꇊꅀꏢꃔꉬꄿꂿ，ꋧꃅ

ꋋꂷꉬꄿꂿ，ꐥꌠꉬꄿꂿ，ꌦꌠꉬꄿ

ꂿ，ꀋꃅꋋꇅꌤꉬꄿꂿ，ꊁꇁꋍꑍꌤꉬ

ꄿꂿ，ꐯꇯꆍꊇꃤꉬꌐ。23ꄷꀋꁧ，

ꆍꊇꆹꏢꄖꃤꉬ；ꏢꄖꆹꏃꃅꌋꃤ

ꉬ。 

21所以无论谁，都不可拿人夸
口，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22或
保罗，或亚波罗，或矶法，或
世界，或生，或死，或现今的
事，或将来的事，全是你们
的；23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基
督又是属神的。 

 

ꁆꄻꊩꌺꃅꅍ 使徒的事工 

4 ꊾꆹꉪꊇꋀꌌꏢꄖꁏꐚꃅꉜ，ꌌ

ꏃꃅꌋꌧꊋꂾꊋꌠꂁꌤꂱꈈꃅꉜ 
4 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

事，为神奥秘事的管家。 
ꄡꑟ。2ꂱꈈꄻꌠꆹ，ꀋꉬꀋꉆꌠꆏ， 2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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ꋌꀋꎪꀋꎙꌶ。3ꉢꆍꇱꌌꍆꇽꄿ

ꂿ，ꌞꊿꇱꌌꍆꇽꄿꂿ，ꉡꆹꋍꑠꐯꇯ

ꉢꌌꌤꀄꊭꐯꀄꊭꌠꃅꄉ。ꉢꉠꊨ

ꏦꏭꇯꍆꀋꇽ。4ꉢꉜꇬꉠꊨꏦꑽꅍ

ꀋꐥꑴꇬ，ꄚ，ꉡꆹꋋꒉꄸꃅꑖꉬꐛꉆ

ꌠꀋꉬ，ꉡꀞꇽꌠꆹꌋꉬ。5ꑠꅹ，ꄮ

ꈉꑟꀋꇁꌦꂾ，ꑞꑌꄡꍆꄡꇽꃅꌋꀉ

ꄂꇁꉚ，ꋋꆹꂁꁿꆈꏸꏷꅉꇬꊐꄉꌠ

ꋌꁨꁤꇅꀕꇈ，ꃰꊿꉌꃀꑞꉪꌠꋌꀖ

ꄇꇖꀕꌐ。ꀊꋨꄮꇬꆏ，ꈀꄸꑌꀮꄑ

ꅇꏃꃅꌋꄷꄉꋀꊌꌠꉬ。 

心。3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
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
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4我虽不
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
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
主。5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
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
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
念。那时，各人要从神那里得
着称赞。 

6ꃺꑌꊈꀋ！ꉡꆹꆍꊇꒉꄸꃅ，ꌤ

ꋋꈨꌌꉠꊨꏦꌋꆀꑸꀧꇊꌡꉚꄉ，ꆍ

ꏭꆍꊇꉪꇇꄧꈴꄉꌷꇬ，ꁱꌃꎔꏂꀨ

ꇬꄀꄉꌠꄩꐂꀋꉆꄷꌠ，ꑠꀋꉬꑲꆏ，

ꆍꊇꆺꒉꄇꒉ，ꋋꂷꉜꒉ，ꀊꋨꂷꉜꄸ

ꃅꐙꇁꂵ。7ꆏꋌꄻꌞꊿꌋꆀꐯꀋꌡ

ꃅꄉꂶꌠꈀꄸꉬ？ꆏꈁꁨꌠꑞꑵꄻꆎ

ꇖꄉꌠꀋꉬ？ꄻꆎꇖꄉꌠꉬꑲꆏ，ꆏꑞ

ꃅꀋꇊꆏꄻꆎꇖꄉꌠꀋꉬꌠꌟꃅꊨꏦ

ꑴꅉꍗ？8ꆍꊇꆹꀋꃅꊨꏦꈁꈉꈀꄻꅍ

ꃅꆍꁨꀐ，ꌣꈚꀐ，ꉪꊇꆍꇇꀤꄻꀋ

ꅐꃅꆍꊇꆹꃰꃅꄻꀐ。ꉡꆹꆍꇯꍝꃅ

ꃰꃅꄺꑟꉂ！ꑠꉬꑲꆏ，ꉪꑌꆍꈽꄉꃰ

ꃅꄻꉆꀐ。9ꑞꃅꆏ，ꉢꉜꇬ，ꏃꃅꌋ

ꆹꉪꊇꁆꄻꊩꌺꋋꈨꑓꀠꀕꃅꋌꄻꄽ

ꂫꄀꄉ，ꀋꇊꆏꊾꇬꊿꌌꌦꃤꀞꇽꄉ

ꀐꈨꌡ；ꑞꃅꆏ，ꉪꊇꆹꒊꅍꈩꅍꐛ

ꄉ，ꄻꉬꉎꊩꌺꌋꆀꐧꇁꃰꊿꁳꉜ

ꎻ。10ꏢꄖꒉꄸꃅ，ꉪꊇꊿꁦꇰꌠꐛ

ꀐ，ꄚ，ꏢꄖꈐꏭꆏ，ꆍꊇꄈꀑꁮꌠ

6弟兄们，我为你们的缘
故，拿这些事转比自己和亚波
罗，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
圣经所记，免得你们自高自
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个。7使
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
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
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
的呢？8你们已经饱足了，已经
丰富了，不用我们，自己就作
王了。我愿意你们果真作王，
叫我们也得与你们一同作王。
9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末
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
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
使观看。10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
是愚拙的，你们在基督里倒是
聪明的；我们软弱，你们倒强
壮；你们有荣耀，我们倒被藐
视。11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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ꐛ；ꉪꊇꆹꊋꁧ，ꆍꊇꆹꀱꌊꇷꄙ；ꆍꊇ

ꆹꊿꆍꁌꒉ，ꉪꊇꆹꊿꉪꉚꄸ。11ꅑ

ꆍꀃꑍꋋꄮꑟꌠ，ꉪꊇꄡꇗꂮꑌꂮ

ꐚ，ꒈꑌꒉꌤ；ꇭꀧꑌꅩꀧꍓ，ꊿꇱꌌ

ꅥꄁ，ꑳꀋꁨꇤꀋꁨ。12ꄷꀋꁧ，ꉪ

ꊇꆹꎭꇁꅧꃅꊨꏦꇇꌌꑘꃅꃤꑽ；ꉪ

ꊇꊿꌌꍃꏽ，ꄚ，ꉪꊇꆏꀱꌊꋬꂻꄻ

ꋀꁳ；ꉪꊇꊿꌌꆼꍅꆹꆋ，ꄚ，ꉪꊇꆏ

ꋰꃅꋰꄉꐥ。13ꉪꊇꊿꇱꌌꍍꋉꄸꄀ

ꄮꇬ，ꉪꊇꆏꀱꌊꅇꂄꉐꂂꌌꋀꏭ

ꉉ。ꅑꅸꀃꑍꋋꄮꑟꇬ，ꉪꊇꋀꉜꌊ

ꋧꃅꇬꀋꎴꀋꈻꌠꃅꄉ，ꐥꇐꈬꇬꀉ

ꀜꀊꇁꈨꃅꄉ。 

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
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12并且
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骂，
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
就忍受；13被人毁谤，我们就善
劝。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
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
滓。 

14ꉢꅇꂷꋋꈨꁱꌠꆹ，ꆍꁳꎲꄏꑊ

ꏦꎻꌠꀋꉬꃅ，ꆍꊇꉢꌌꉠꉂꇁꅉꌠ

ꀉꑳꃅꉜꄉꆍꏭꅇꈪꊐꌠ。15ꆍꊇꏢ

ꄖꌷꌠ，ꆍꂘꃀꆹꋍꃪꐥꑴꇬ，ꆍꀉꄉ

ꄻꌠꆹꀉꑌꃅꀋꐥ，ꉡꆹꏢꄖꑳꌠꈐꏭ

ꄉꌒꅇꐛꅹꃅꆍꒆ。16ꑠꅹ，ꉢꆍꊇ

ꏯꉢꉚꄉꌷꄷꇖꂟ。17ꑠꃅꄉ，ꄜꂿ

ꄠꉢꊪꆍꄷꆹꌠꉬ。ꌋꈐꏭꃅꄉꇬ，

ꋋꆹꀋꎪꀋꎙꌠ、ꉢꇫꉂꌠꉠꌺꉬ；

ꋌꀋꎪꃅꆍꏭꌗꋏꄉ，ꉢꏢꄖꑳꌠꈐ

ꏭꄉꈍꃅꌤꃅ，ꑇꊿꏓꉻꈧꌠꇬꄉꈍ

ꃅꊾꉙꂘꌠꑠꆍꇫꎺꄅꌠꉬ。18ꊿꋍ

ꈨꋋꈨꆺꒉꄇꒉ，ꋀꉂꆏꉢꆍꄷꀋꆹ

ꎼꈀ；19ꄚ，ꀋꄸꄷꌋꉬꅲꑲꆏ，ꉢꀋ

ꎪꃅꀊꉗꀋꐛꃅꆍꄷꑟꇁꌠꉬ；ꄷꀋ

ꁧ，ꉢꈀꅉꐚꌠꆹ，ꊿꆺꒉꄇꒉꀊꋨꈨ

ꅇꂷꀋꉬꃅ，ꋀꌅꈌꊋꃤꉬ。20ꑞꃅ

ꆏ，ꏃꃅꌋꃰꃅꇩꆹꅇꂷꇬꅑꀋꎍꃅ

14我写这话，不是叫你们羞
愧，乃是警戒你们，好像我所
亲爱的儿女一样。15你们学基督
的，师傅虽有一万，为父的却
是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
福音生了你们；16所以，我求你
们效法我。17因此我已打发提摩
太到你们那里去。他在主里
面，是我所亲爱、有忠心的儿
子；他必提醒你们，记念我在
基督里怎样行事，在各处各教
会中怎样教导人。18有些人自高
自大，以为我不到你们那里
去；19然而主若许我，我必快到
你们那里去；并且我所要知道
的，不是那些自高自大之人的
言语，乃是他们的权能。20因为
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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ꌅꈌꊋꃤꇬꅑꎍ。21ꆍꊇꈍꃅꏾ？ꉢ

ꁳꅥꅍꄯꁯꌌꆍꄷꆹꄈꍑꅀ，ꉢꁳꉂ

ꑭꑌꇈꑖꈈꀕꃅꆍꄷꆹꄈꍑ？ 

能。21你们愿意怎么样呢？是愿
意我带着刑杖到你们那里去
呢？还是要我存慈爱温柔的心
呢？ 

 

ꎼꃅꃏꑽꌠꌤꀞꇽ 审判淫乱的事 

5 ꆍꊇꈬꄔꎼꃅꃏꑽꌠꐥꄷꉢꈨ

ꇁ，ꑠꃅꎼꃅꃏꑽꌠꆹꉇꉻꊿꈬ 
5 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

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 
ꇬꇯꆎꑠꇬꀋꐥ，ꉢꈨꇬ，ꊿꋍꀉꄉꑮ

ꃀꀊꏀꂶꌠꋌꏃꇬꀀꌠꐥꄷ。2ꆍꊇ

ꆺꇯꆺꒉꄇꒉꑴꌦ，ꆍꊇꐒꆅꏽꄉ，

ꆍꈬꄔꄉꊿꌤꑠꃅꋋꂷꈹꇫꎭꀋꋭ

ꅀ？3ꉢꇭꀧꆹꆍꈽꀋꐥꑴꇬ，ꄚ，ꉠꉌ

ꂵꆹꆍꄷꎍ；ꉡꆹꉢꆍꈽꐥꌠꌟꃅ，ꊿ

ꌤꋌꑵꃅꂶꌠꉢꌌꍆꇽꀐ。4ꆍꊇꐯ

ꏑꄮꇬꑌ，ꉠꉌꃀꆍꈽꐥꌠꉬ，ꆍꊇꉪ

ꌋꑳꌠꂓꌗꄜꄉ，ꉪꌋꑳꌠꌅꈌꊋꃤ

ꌌꌬꄉꇈ，5ꊿꋍꃅꐙꑠꏮꌑꄉꁵ，ꑠ

ꃅꄉ，ꋍꇭꀧꂶꌠꁳꀜꐡꎻ，ꋍꒌꆠ

ꂶꌠꁳꌋꑳꌠꃅꑍꄹꉇꌠꆏꈭꋏꊌꉆ

ꎻ。 

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
母。2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
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
间赶出去。3我身子虽不在你们
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
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
了行这事的人。4就是你们聚会
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
们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
稣的权能，5要把这样的人交给
撒但，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
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
救。 

6ꆍꊇꑠꃅꊨꏦꑴꅉꍗꇬꆹꉾꌠꀋ

ꉬ。ꃔꋌꀁꑌꑍꇯꎭꅫꋋꂷꃅꋌꃔꀉ

ꒉꄎꌠꆍꋋꅉꀋꐚꅀ？7ꆍꊇꆹꃔꋌꀋ

ꇱꌠꎭꂾꉬꑲꆏ，ꃔꋌꀉꆹꈧꌠꌩꎳ

ꇫꎭꄡꑟ，ꑠꃅꇬꆹ，ꆍꊇꆹꎭꅫꀊꏀ

ꂷꐛꌠꉬ；ꑞꃅꆏ，ꏢꄖꆹꐂꈴꎺꄅꋩ

ꑍꑾꌺꂶꌠꐛꄉ，ꊿꇱꌉꌌꆦꑝꀐ。

8ꑠꅹ，ꋩꑍꋨꏦꇬ，ꉪꊇꃔꋌꀉꆹꌠꌬ

ꀋꉆ，ꃔꋌꀋꂄꆈꒉꀕꌠ、ꄷꅠꌠꑠ

ꑌꌬꀋꉆ，ꉪꊇꆹꀋꎪꀋꑴꌠ、ꃶꐚ

ꌠꃔꋌꀋꇱꌠꎭꃪꀉꄂꋠꉆ。 

6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
不知一点面酵能使全团发起来
吗？7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应当
把旧酵除净，好使你们成为新
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
督已经被杀献祭了。8所以，我
们守这节不可用旧酵，也不可
用恶毒（或作“阴毒”）、邪恶的酵，
只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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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ꉢꄯꒉꋌꃀꁱꆍꁳꁬꌠꇬꄉ，ꆍ

ꏭꊿꎼꃅꃏꑽꌠꑠꌋꆀꐮꑌꐯꑲꀋꉆ

ꄷꉉꋺꀐ。10ꉡꆹꋧꃅꋋꂷꇬꃰꊿꉬ

ꇮꃅꎼꃅꃏꑽꌠ、ꎆꇢꋚꇢꌠ、ꊾ

ꊏꊾꋠꌠꅀꌩꁱꇓꁱꏭꀍꃈꄚꑠꉬꌐ

ꄷꌠꀋꄜ。ꀋꄸꄷꑠꃅꐙꌠꉬꑲꆏ，

ꆍꊇꆹꋧꃅꋋꂷꇬꀋꐞꀋꉆꀐ。11ꉢ

ꀋꃅꄯꒉꁱꆍꊇꁵꄉꉉꆍꇰ，ꊿꀂꃺ

ꑌꉬꄷꑲꆀ，ꀱꌊꎼꃅꃏꑽ、ꎆꇢꋚ

ꇢ、ꌩꁱꇓꁱꏭꀍꃈꄚ、ꌞꊂꍍꋉ

ꄸꄀ、ꎧꅝꎧꑱ、ꊾꊏꊾꋠꌠꑠꐥ

ꑲꆏ，ꆍꊇꆹꊿꑠꃅꐙꌠꌋꆀꐮꑌꐯ

ꑲꀋꉆ，ꋀꈽꄉꋙꋠꇬꂯꀋꉆ。 

9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
可与淫乱的人相交。10此话不是
指这世上一概行淫乱的，或贪
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
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
方可。11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
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
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
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
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
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 

12ꑞꃅꆏ，ꊿꑇꊿꏓꉻꀋꐊꌠꏭ

ꀞꇽꌠꆹꉠꉈꁒꅍꑞꂷꐥ？ꑇꊿꏓꉻ

ꈐꏭꊿꈧꌠꆹꆍꇫꀞꇽꌠꀋꉬꅀ？13ꉈ

ꏭꊿꆹꏃꃅꌋꋀꏭꀞꇽꇀꅉꈫ。ꊿ

ꄷꅠꀊꋨꂷꆹꆍꈬꄔꄉꈹꉈꏭꎭꄡ

ꑟ。 

12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
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
的吗？13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他
们。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
中间赶出去。 

 

ꊿꌋꀋꑇꌠꂾꄉꐮꊂꅇꎹ 在不信主人前告状 

6 ꆍꊇꈬꄔꇬꌤꆿꐯꀥꌠꑠꐥꇬ，

ꆍꊇꑞꃅꌌꊿꀋꑗꀋꉬꌠꂾꄉ 
6 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

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 
ꋀꁳꊨꇽꎻꀬ？ꆍꊇꑞꐛꅹꃅꌌꌃꎔ

ꌺꂾꄉꋀꁳꊨꇽꀋꎽꌠꉬ？2ꌃꎔꌺꆹ

ꋧꃅꀞꇽꌠꆍꋋꅉꀋꐚꅀ？ꋧꃅꆹꆍ

ꌌꀞꇽꌠꉬꑲꆏ，ꆍꌤꆿꀄꊭꇊꀄꊭ

ꑠꍈꇯꆏꀞꇽꀋꋭꅀ？3ꋋꐥꍂꌤꆿꄷ

ꀋꁧ，ꊁꇁꋍꑍꆏ，ꉪꊇꉬꉎꊩꌺꇬꇯ

ꀞꇽꌠꆍꋋꅉꀋꐚꅀ？4ꑠꉬꑲꆏ，ꀋ

ꄸꄷ，ꋋꐥꍂꌤꆿꀞꇽꄡꑟꌠꐥꇬ，

ꊿꑇꊿꏓꉻꇬꉚꄸꈧꌠꆍꇱꁆꌌꑠꀞ

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呢？2岂不知
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世界为
你们所审判，难道你们不配审
判这最小的事吗？3岂不知我们
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
呢？4既是这样，你们若有今生
的事当审判，是派教会所轻看
的人审判吗？5我说这话是要叫
你们羞耻。难道你们中间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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ꇽꎻꅀ？5ꉢꑠꃅꉉꌠꆹ，ꆍꁳꎲꄏꑊ

ꏦꎻꂿꄷꌠ。ꆍꊇꈬꄔꊿꌧꅍꂿꅍ

ꐥꄉ，ꃺꑌꇢꊭꊨꇽꄎꑠꂷꑌꀋꐥꀐ

ꅀ？6ꄚ，ꆍꊇꆏꃺꑌꃺꑌꐮꊂꅇꎹꅷ

ꊿꌋꀋꑇꌠꂾꑟ。7ꆍꊇꐮꊂꅇꎹꌠ

ꆹ，ꆹꑽꐯꆹꑽꀐꌠꉬ。ꆍꊇꑞꃅꊿ

ꁳꆍꉙꉗꎻꀋꏾ？ꆍꊇꑞꃅꊨꏦꊿꁳ

ꊏꎻꀋꏾ？8ꆍꀱꌊꊾꉙꉗ，ꊾꊏ，ꄷ

ꀋꁧ，ꆍꇫꉙꉗ、ꇫꊏꌠꆹꆍꃺꑌ

ꉬ。 

一个智慧人，能审断弟兄们的
事吗？6你们竟是弟兄与弟兄告
状，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
前。7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
你们的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
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
呢？8你们倒是欺压人、亏负
人，况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
是弟兄。 

9ꊿꀋꑗꀋꉬꌠꏃꃅꌋꉬꉎꇩꊪ

ꊊꀋꉆꌠꑠꆍꋋꅉꀋꐚꅀ？ꊨꏦꈱꊨ

ꏦꄡꊏ！ꎼꃅꃏꑽꌠꉬꄿꂿ、ꌩꁱꇓ

ꁱꏭꀍꃈꄚꌠꉬꄿꂿ、ꌞꃆꍯꒆꍯ

ꌠꉬꄿꂿ、ꁦꋠꋌꎷꌠꁦꋠꉬꄿ

ꂿ、ꁦꋠꁦꋠꎹꌠꉬꄿꂿ、10ꊾꈐ

ꊾꈱꌠꉬꄿꂿ、ꎆꇢꋚꇢꌠꉬꄿ

ꂿ、ꎧꑱꌠꉬꄿꂿ、ꌞꏯꅇꄸꉉꌠ

ꌋꆀꊾꊏꊾꋠꌠꉬꄿꂿ，ꋀꊇꐯꇯꏃ

ꃅꌋꇩꋀꋋꊪꊊꀋꄐ。11ꆍꊇꈬꄔꊿ

ꋍꈨꋋꈨꆹꋌꃀꑠꃅꐙ；ꄚ，ꀋꃉꆏꆍ

ꊇꆹꌋꑳꌠꏢꄖꂓꄜꄉꇈꉪꏃꃅꌋꒌ

ꇇꄧꈴꄉꒈꋌꌊꁦꎴ、ꌃꇁꎔꐛ、

ꑖꉬꐛꀐ。 

9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
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
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
的、作娈童的、亲男色的、10偷
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
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
国。11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
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
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
经洗净、成圣、称义了。 

 

ꇭꀧꇬꄉꀑꒉꑊꒉꄻꏃꃅꌋꄀ 在身子上荣耀神 
12ꉢꌤꑞꑵꑌꃅꉆ，ꄚ，ꌤꑞꑌꈲ

ꏣꐥꌠꀋꉬ。ꉢꌤꑞꑵꑌꃅꉆ，ꄚ，

ꌤꑞꑵꉬꄿꂿ，ꉢꋌꁳꉡꐒꈄꀋꎽ。

13ꋠꇐꆹꀃꃀꎁꃅꌠ，ꀃꃀꑌꋠꇐꎁꃅ

ꌠ，ꄚ，ꏃꃅꌋꆹꋋꑍꑵꁳꀜꅐꎻ。

ꉪꇭꀧꆹꌌꎼꃅꃏꑽꂿꄷꌠꀋꉬꃅ，ꌌ

12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
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
哪一件，我总不受它的辖制。
13食物是为肚腹；肚腹是为食
物；但神要叫这两样都废坏。
身子不是为淫乱，乃是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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ꌋꎁꃅꌠ；ꌊꑌꉪꇭꀧꎁꃅꌠ。14ꄷ

ꀋꁧ，ꏃꃅꌋꆹꌋꁳꀱꐥꇁꎻꀐ，ꋌꋍ

ꊋꃤꌊꉪꁳꑌꀱꐥꇁꎻ。15ꆍꇭꀧꆹ

ꑳꌠꇭꀧꇖꌋꉬꌠꑠꆍꋋꅉꀋꐚꅀ？

ꉢꏢꄖꇭꀧꇖꌋꌌꎲꃶꃆꅿꇭꀧꇖꌋ

ꃅꄉꉆꑴꅀ？ꈍꃅꑌꀋꉆ！16ꆍꊇꈀꄸ

ꂷꎲꃶꃆꅿꌋꆀꐯꏑꆏ，ꈀꄸꂷꎲꃶ

ꃆꅿꂶꌠꌋꆀꇭꀧꋍꂷꐛꀐꌠꑠꆍꋋ

ꅉꀋꐚꅀ？ꑞꃅꆏ，ꌋꄹꇬ：“ꊿꑍ

ꂷꌠꏓꇁꇭꀧꋍꂷꐛ”ꄷ。17ꄚ，ꊿ

ꌊꌋꆀꐯꏑꌠꆏ，ꌊꌋꆀꒌꋍꂷꐛ。

18ꆍꊇꆹꎼꃅꃏꑽꌠꂾꁈꌶ。ꊿꈀꐆ

ꌠꆹ，ꑞꑽꃤꉬꄿꂿ，ꐯꇯꋍꇭꀧꉈꏭ

ꎍꌐ；ꎼꃅꃏꑽꌠꀉꄂ，ꑽꃤꊨꏦꇭ

ꀧꇬꎍꌠꉬ。19ꆍꊨꏦꇭꀧꆹꌃꎔꒌ

ꑷꂿꉬꌠꑠꆍꇫꅉꀋꐚꅀ？ꆍꄸꈐꀀ

ꌠꌃꎔꒌꆹꏃꃅꌋꄷꄉꇁꌠꉬ；ꆍꊇꆹ

ꊨꏦꃤꀋꉬ，20ꆍꊇꆹꏃꃅꌋꁌꏤꈀꇨ

ꀕꌠꌌꃼꌊꇁꌠꉬꐛꅹ，ꆍꊇꆏꊨꏦ

ꇭꀧꇬꄉꀑꒉꑊꒉꌌꏃꃅꌋꄀ。 

主也是为身子。14并且神已经叫
主复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
我们复活。15岂不知你们的身子
是基督的肢体吗？我可以将基
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
断乎不可！16岂不知与娼妓联合
的，便是与她成为一体吗？因
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
17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
一灵。18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
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
以外，惟有行淫的，是得罪自
己的身子。19岂不知你们的身子
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
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
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 
20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
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 

 

ꃝꐨꃆꂮ 婚姻的问题 

7 ꉉꅷꌤꆍꄯꒉꇬꈁꉉꈧꌠꑟꇬ

ꆏ，ꉢꉜꇬ，ꌺꃰꇁꌋꅪꀋꊫꇬꄈ 7 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我
说男不近女倒好。2但要免 

ꍑ。2ꄚ，ꌤꎼꃅꃏꑽꑠꇫꅐꂵꐛꅹ，

ꁦꋠꆹꊨꏦꑮꃀꁨꄡꑟ，ꌋꅪꑌꊨꏦ

ꌐꊈꐥꄡꑟ。3ꌐꊈꆏꑮꃀꏭꌐꊈꃅ

ꎁꃅ，ꑮꃀꑌꌐꊈꏭꑮꃀꃅꎁꃅ。4ꑮ

ꃀꆹꊨꏦꇭꀧꇬꌅꈌꀋꐥ，ꋍꇭꀧꆹꌐ

ꊈꌅ；ꌐꊈꑌꊨꏦꇭꀧꇬꌅꈌꀋꐥ，ꋍ

ꇭꀧꆹꑮꃀꌅ。5ꃆꒆꑋꐯꇯꉬꅲꄉ，

ꀂꉗꍈꑍꄷꐥꄉꉌꊢꃅꈼꂟꌠꀋꉬꑲ

淫乱的事，男子当各有自己的
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
夫。3丈夫当用合宜之份待妻
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4妻
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
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
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5夫
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相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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ꆏ，ꋍꑊꐯꈇꇬꐯꄡꄙꄡꑣ；ꊁꆏꄡ

ꇗꋍꈜꀀꇀꌦ，ꑠꀋꉬꑲꆏ，ꆍꊇꊨꏦ

ꆍꋋꌅꀋꄐꃅ，ꌑꄉꆍꊏꅰꇁꂵ。6ꉢ

ꑠꃅꉉꌠꆹꈌꁧꆍꁳꌠ，ꆍꏭꅇꁵꌠꀋ

ꉬ。7ꉡꆹꊿꇬꈀꐥꌠꃅꉡꌋꆀꐯꌟ

ꑟꁈ。ꄚ，ꏃꃅꌋꄻꊿꁳꌠꑆꊋꈁꁠ

ꆹꐯꀋꌡ，ꋍꂷꆏꑠꃅꐙ，ꋍꂷꆏꀋꋪ

ꃅꐙ。 

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
方可；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
但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
们。6我说这话，原是准你们
的，不是命你们的。7我愿意众
人像我一样；只是各人领受神
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
那样。 

8ꉢꊿꑳꀋꋦꇤꀋꄂꑴꌦꌠꌋꆀ

ꃆꍸꃀꏭꉉꌠꅇꂷꆏ，ꋀꊇꄾꌦꋩꆏ

ꉢꌟꃅꀞꄂꃅꐥꄷ。9ꄚ，ꀋꄸꄷ，ꋀ

ꊨꏦꇭꀧꋀꋋꌅꀋꄐꑲꆏ，ꋀꊇꑲꋦ

ꇣꄂꄡꑟ，ꇬꇉꏾꅍꁨꐞꄑꑎꆹ，ꑲꋦ

ꇣꄂꄈꍑ。10ꊿꑲꋦꇣꄂꀐꈧꌠꆏ，

ꉢꋀꏭꉉ；ꇯꍝꃅꇬꆹꉢꉉꌠꀋꉬꃅ

ꌋꉉꌠꉬ，ꑮꃀꆹꌐꊈꄷꐞꁧꀋꉆ；

11ꀋꄸꄷ，ꐞꁧꑲꆏ，ꉈꑴꌞꄹꐛꀋ

ꉆ，ꀋꉬꀐꇬꀱꌐꃶꂴꂶꌠꌋꆀꐮꄮ

ꇁ。ꌐꊈꑌꑮꃀꋌꇤꇫꎭꀋꉆ。12ꉢ

ꊿꀉꁁꈧꌠꏭꉉꌠꆏ，ꋋꆹꉢꉉꌠ，ꌋ

ꉉꌠꀋꉬ：ꀋꄸꄷ，ꃺꑌꈀꄸꂷꑮꃀ

ꌋꀋꑇꂷꐥ，ꋍꑮꃀꑌꋌꈽꄉꐥꏾꑲ

ꆏ，ꋋꆹꋍꑮꃀꂶꌠꇤꇫꎭꄡꀋꑟ。

13ꀋꄸꄷ，ꑮꃀꂷꌐꊈꌋꀋꑇꂷꐥ，ꋍ

ꌐꊈꑌꋌꈽꐥꏾꑲꆏ，ꋋꆹꋍꌐꊈꂶ

ꌠꇤꇫꎭꄡꀋꑟ。14ꑞꃅꆏ，ꌋꑇꌠ

ꑮꃀꐛꅹꃅꄉ，ꌋꀋꑇꌠꌐꊈꌃꇁꎔ

ꐛ；ꌋꑇꌠꌐꊈꐛꅹꃅꄉ，ꌋꀋꑇꌠꑮ

ꃀꌃꇁꎔꐛ。ꑠꀋꉬꑲꆏ，ꆍꀉꑳꆹ

ꁧꀋꎴ，ꄚ，ꀋꃉꋀꊇꆹꌃꎔꌠꉬ

ꀐ。15ꀋꄸꄷ，ꌋꀋꑇꂶꌠꀂꁧꄷꑲ

8我对着没有嫁娶的和寡妇
说，若他们常像我就好。9倘若
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
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
妙。10至于那已经嫁娶的，我吩
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
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
夫；11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
或是仍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
可离弃妻子。12我对其余的人
说，不是主说，倘若某弟兄有
不信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
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13妻
子有不信的丈夫，丈夫也情愿
和她同住，她就不要离弃丈
夫。14因为不信的丈夫就因着妻
子成了圣洁；并且不信的妻子
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丈夫”原文

作“弟兄”）；不然，你们的儿女就
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
了。15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
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
是姐妹，遇着这样的事，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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ꆏ，ꋌꁳꁧꎻ，ꌤꆿꋍꑠꆹꏢꄖꑇꌠꌺ

ꃰꌋꅪꈀꄸꑠꊝꄿꂿ，ꇫꏢꇬꇋꌋꀋ

ꌸ。ꏃꃅꌋꉪꇳꍝꌠꆹꉪꁳꐮꄮꎻꂿ

ꄷꌠ。16ꆍꑮꃀꄻꌠ，ꆏꅽꌐꊈꈭꋏ

ꄎꅀꀋꄐꌠꈍꃅꆏꅉꐚ？ꆍꌐꃶꄻ

ꌠ，ꆏꅽꑮꃀꈭꋏꄎꅀꀋꄐꌠꈍꃅꆏ

ꅉꐚ？ 

必拘束。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
和睦。16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
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做
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
妻子呢？ 

 

ꌋꁸꊿꁳꌠꀑꇬ 主所分给的生命 
17ꊾꂷꇫꐥꌠ，ꏃꃅꌋꄻꋌꁳꌠ

ꌋꆀꏃꃅꌋꋋꇳꍝꌠꇬꀉꄂꈴꄉꃅ

ꌶ。ꉢꑇꊿꏓꉻꑞꂷꏭꑌꑠꃅꉉꌠ

ꉬ。18ꀋꄸꄷ，ꊾꂷꌐꍓꏦꃤꃅꄉꇳ

ꍝꌠꊌꑲꆏ，ꌐꍓꏦꃤꍞꇬꄡꎭ。ꀋ

ꄸꄷ，ꊾꂷꌐꍓꏦꃤꀋꃅꀕꇳꍝꌠꊌ

ꑲꆏ，ꌐꍓꏦꃤꄡꃅ。19ꌐꍓꏦꃤꃅ

ꀐꌠꆹꌗꅍꀋꐥ，ꌐꍓꏦꃤꀋꃅꌠꑌ

ꌗꅍꀋꐥ，ꀋꉬꀋꉆꌠꆏ，ꏃꃅꌋꏥꏦ

ꇬꍬ。20ꊾꂷꌋꋋꇳꍝꄮꇬꑞꉬꌠꆏ

ꌌꑞꃅꄉꇬꎷ。21ꀋꄸꄷ，ꆏꌋꆎꇳ

ꍝꄮꇬꆹꁏꐚꉬꑲꆏ，ꋋꒉꄸꃅꄡꐒ

ꄡꊀ。ꄚ，ꀋꄸꄷꆏꊨꏦꌄꇤꉆꑲ

ꆏ，ꊨꏦꌄꇤꄈꀊꅰꃅꉾ。22ꑞꃅ

ꆏ，ꌋꇫꇳꍝꄮꇬꁏꐚꉬꌠꆏ，ꌋꇱꋊ

ꃑꇫꎭꌠꉬ；ꌋꇫꇳꍝꄮꇬꊨꏦꌄꇤ

ꌠꆏ，ꋌꏢꄖꁏꐚꉬ。23ꆍꊇꆹꁌꏤ

ꈀꇨꀕꌠꌌꃼꌊꇁꌠꉬ，ꑠꅹ，ꆍꊇꃰ

ꊿꁏꐚꄡꄻ。24ꃺꑌꊈꀋ！ꏃꃅꌋꆍ

ꇳꍝꄮꇬꆍꑞꉬꌠꆏ，ꄡꇗꏃꃅꌋꂾ

ꄉꑞꃅꐏꄉꄡꑟ。 

17只要照主所分给各人的，
和神所召各人的而行。我吩咐
各教会都是这样。18有人已受割
礼蒙召呢，就不要废割礼。有
人未受割礼蒙召呢，就不要受
割礼。19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不
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只要守
神的诫命就是了。20各人蒙召的
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守住这
身份。21你是作奴仆蒙召的吗？
不要因此忧虑。若能以自由，
就求自由更好。22因为作奴仆蒙
召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
人；作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
基督的奴仆。23你们是重价买来
的，不要作人的奴仆。24弟兄
们，你们各人蒙召的时候是什
么身份，仍要在神面前守住这
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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ꑳꀋꋦꇤꀋꄂꌠꌋꆀꃆꍸꃀ 未婚和寡居 
25ꉉꅷꊿꑳꀋꋦꇤꀋꄂꑴꌦꈧꌠ

ꃆꂮꑟꇬꆏ，ꉢꏃꃅꌋꁵꅇꑠꀋꐥ。

ꄚ，ꉡꆹꌋꉡꉈꁒꄉꊿꀋꎪꀋꎙꂷꐛ

ꉆꑲꆏ，ꉢꉠꉪꐨꉉꆍꇰ。26ꀃꑍꋋ

ꄮꐤꊋꐛꅹ，ꉢꉜꇬ，ꊿꄾꌦꋩꆏꑍꃀ

ꑍꌡꃅꐥꄈꍑ。27ꀋꄸꄷ，ꆏꑮꃀꇱ

ꆼꒆꄉꀐꑲꆏ，ꑮꃀꇤꇫꎭꃅꑠꄡ

ꉪ。ꀋꄸꄷ，ꆏꑮꃀꇱꆼꒆꀋꄉꑲ

ꆏ，ꑮꃀꄡꎹ。28ꆏꑮꃀꒃꇬꆹ，ꑽꃤ

ꃅꌠꀋꉬ；ꑮꆜꂷꌞꄹꐛꁧꇬꑌꑽꃤ

ꐆꌠꀋꉬ；ꑠꃅꑴꇬ，ꊿꑲꋦꀐꈧꌠ

ꆏ，ꇭꀧꆹꀋꎪꃅꎬꅧ；ꄚ，ꉡꆹꆍꁳ

ꎬꅧꐨꋋꈨꀋꊝꎻꏾ。29ꃺꑌꊈꀋ！

ꉢꉉꆍꇰ，ꃅꑍꃅꉖꀊꉗꃅꀋꋒꀐ。

ꋌꊂꇈꉈꆏ，ꊿꑮꃀꁨꌠꆏ，ꑮꃀꀋꁨ

ꌠꌡꃅꐥ；30ꐒꉩꈧꌠꆏ，ꀋꐒꀋꉩꌠ

ꌡꃅꐥ，ꊿꐥꌒꈧꌠꆏ，ꐥꀋꌒꌠꌡꃅ

ꐥ；ꊿꋍꑞꋍꑵꃼꈧꌠꆏ，ꋍꑞꋍꑵ

ꈧꌠꋀꃤꀋꉬꌠꌡꃅꐥ；31ꊿꋧꃅꋋ

ꂷꇬꐥꇐꌬꈧꌠꆏ，ꐥꇐꀋꌬꌠꌡꃅ

ꐥ，ꑞꃅꆏ，ꋧꃅꋋꂷꐛꐪꆹꇫꈴꁧꂯ

ꄉꀐ。32ꉡꆹꆍꊇꁳꐒꅍꊀꅍꀋꐥꎻ

ꏾ，ꊿꑮꃀꀋꒃꌠꆏ，ꌋꎁꃅꌠꌤꀉ

ꄂꉈꇬꄉ，ꈍꃅꌋꁳꉌꇿꎻꌠꉪ。

33ꊿꑮꃀꒃꄉꀐꌠꆹ，ꋧꃅꌤꆿꉈꇬ，

ꉌꂵꇬꈍꃅꄉꑮꃀꁳꉌꇿꎻꃅꑠꉪ，

34ꋋꆹꉪꐨꀉꑌꇨ。ꀋꑮꑴꌦꌠꌋꆀ

ꁦꋠꅿꀋꋻꌠꆏ，ꌋꎁꃅꌠꌤꀉꄂꉈ

ꇬ，ꇭꀧ、ꒌꆠꁳꐯꇯꌃꎔꎻ；ꄚ，

ꌋꅪꑮꀐꌠꆏ，ꋧꃅꌤꇁꉈꇬ，ꉌꂵꇬ

25论到童身的人，我没有主
的命令，但我既蒙主怜恤能作
忠心的人，就把自己的意见告
诉你们。26因现今的艰难，据我
看来，人不如守住现状才好。
27你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脱
离；你没有妻子缠着呢，就不
要求妻子。28你若娶妻，并不是
犯罪；处女若出嫁，也不是犯
罪。然而这等人肉身必受苦
难；我却愿意你们免这苦难。
29弟兄们，我对你们说，时候减
少了。从此以后，那有妻子
的，要像没有妻子；30哀哭的，
要像不哀哭的；快乐的，要像
不快乐的；置买的，要像无有
所得；31用世物的，要像不用世
物；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
去了。32我愿你们无所挂虑。没
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
想怎样叫主喜悦；33娶了妻的，
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
妻子喜悦，34他分心了。没有丈
夫的妇人和处女是为主的事挂
虑，要身体、灵魂都圣洁；已
经出嫁的，是为世上的事挂
虑，想怎样叫丈夫喜悦。35我说
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不是要
束缚你们，乃是要叫你们行合
宜的事，得以殷勤服事主，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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ꑌꈍꃅꄉꌐꊈꁳꉌꇿꎻꃅꑠꉪ。35ꉡ

ꆹꆍꊇꈲꏣꃅꅇꂷꋋꈨꉉꌠ，ꆍꏭꏢ

ꇋꌠꀋꉬꃅ，ꆍꊇꁳꌤꎃꊒꌠꃅꎻꄉ，

ꉌꃀꅶꀋꉪꍯꀋꉪꃅꊋꇤꄉꌋꎁꃅꌤ

ꃅꎻꂿꄷꌠ。36ꀋꄸꄷ，ꊾꂷꊨꏦꑮ

ꃀꀋꑮꌦꂶꌠ（ꑝꇂꉙꇬꆏ“ꑮꃀꀋꑮꌦ”ꆹꌌ

“ꀋꃋ”ꄷꑌꍑ）ꏭꇇꋍꇇꑑꃅ，ꑮꃀꀋꑮ

ꌦꂶꌠꊨꏦꑌꈎꄜꇎꀐ，ꌤꑌꃅꄡꑟ

ꑲꆏ，ꋌꋍꉪꐨꇬꈴꄉꃅꇬꑌꑽꃤꐥ

ꌠꀋꌗ，ꋍꑊꁵꑲꋦꇣꄂꎻꄹꌶ。

37ꄚ，ꀋꄸꄷ，ꋌꉌꃀꏟꈯꀕꃅ，ꌤꀋ

ꃅꀋꉆꌠꑌꀋꐥ，ꄷꀋꁧ，ꊨꏦꉌꃀꊨ

ꏦꌅꄎꄉ，ꋌꀂꑮꃀꀋꑮꄷꏤꄉꑲ

ꆏ，ꋌꑠꃅꀕꇬꑌꍑ。38ꑠꃅꉜꎼꇁ

ꇬ，ꋌꑮꃀꀋꑮꌦꋋꂷꒃꇬꆹꊒꌠꉬ，

ꄚ，ꋌꑮꃀꀋꑮꌦꋋꂷꀋꒃꇬꄈꀊꅰ

ꃅꃪ。 

有分心的事。36若有人以为自己
待他的未婚妻不合宜，未婚妻
也过了年岁，事又当行，他就
可随意办理，不算有罪，叫二
人成亲就是了。37倘若人心里坚
定，没有不得已的事，并且由
得自己作主，心里又决定了不
娶未婚妻，如此行也好。38这样
看来，与未婚妻结婚是好，不
与她结婚是更好（“未婚妻”原文也可

作“女儿”）。 

39ꌐꊈꇫꐥꌦꋩꆏ，ꑮꃀꆹꌐꊈꇱ

ꏢꇋꄉꌠꉬ；ꀋꄸꄷ，ꌐꊈꌦꀐꑲꆏ，

ꑮꃀꆹꋍꄿꐨꃅꌞꄹꐛꉆ；ꋋꆏꌋꈐꏭ

ꁦꋠꂷꄷꐛꑲꆀꍑ。40ꄚ，ꉢꉜꇬꆹ，

ꋌꊨꏦꃅꐥꇬꄈꀊꅰꃅꌒꃤꊌ。ꉡ

ꑌꉢꏃꃅꌋꒌꇱꌵꄉꉌꐡꀐꉂꃅꉪ

ꀐ。 

39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
被约束的；丈夫若死了，妻子
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只是
要嫁这在主里面的人。40然而按
我的意见，若常守节更有福
气。我也想自己是被神的灵感
动了。 

 

ꋚꒉꌌꌩꁱꇓꁱꏭꆦꑝꌠꃆꂮ 祭偶像的食物 

8 ꉉꅷꋚꒉꌌꌩꁱꇓꁱꏭꆦꑝꌠ

ꃆꂮꑟꇬꆏ，ꉪꊇꐯꇯꌧꇐꐥꌠ 8 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
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 

ꉪꅉꐚ；ꄚ，ꌧꇐꂿꇐꆹꊿꋌꎼꆺꒉꄇ

ꒉ，ꉌꃀꉂꑭꑌꌠꀉꄂꊾꄕꄻꄎ。

2ꀋꄸꄷ，ꊿꊨꏦꀂꊵꑵꅉꐚꃅꉪꌠꐥ

ꇬꆹ，ꋌꈀꅉꐚꄡꑟꌠꇬꈴꄉꉜꇬ，ꋋ

人自高自大，惟有爱心能造就
人。2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
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
不知道。3若有人爱神，这人乃



ꇬꆀꄏꄯꒉꂴꁬꌠ  8 528 哥林多前书  8 

 

 

ꆹꄡꇗꅉꀋꐚꌠꉬ。3ꀋꄸꄷ，ꊿꏃꃅ

ꌋꉂꌠꐥꑲꆏ，ꏃꃅꌋꆹꊿꋋꂷꋌꅉ

ꐚꌠꉬ。 

是神所知道的。 

4ꉉꅷꋚꒉꌌꌩꁱꇓꁱꆦꑝꑠꋠꌠ

ꃆꂮꑟꇬꆏ，ꌩꁱꇓꁱꆹꋧꃅꇬꌗꅍ

ꀋꐥꌠꉪꊇꅉꐚ；ꏃꃅꌋꆹꋍꂷꀉꄂ

ꐥ，ꉈꑴꀉꁁꏃꃅꌋꀋꐥꀐꌠꑠꑌꉪ

ꊇꅉꐚ。5ꉬꉎꇬꅀꉬꐮꇬꌋꉬꄷꑠ

ꐥꑲꑌ（ꌋꀊꋨꈍꑋꈨ，ꌌꁈꀊꋨꈍ

ꑋꈨꆹꇯꍝꃅꐥꌠꉬ）；6ꄚ，ꉪꊇꆹꏃ

ꃅꌋꋍꂷꀉꄂꐥ，ꋋꆹꉬꉎꀉꄉ，ꐥꇐ

ꈀꐥꌠꃅꋍꄷꄉꅐꇁ，ꉪꊇꑌꋍꃤꉬ；

ꉈꑴꌋꋍꂷꐥ，ꋋꆹꑳꌠꏢꄖ，ꐥꇐꈀ

ꐥꌠꃅꋍꇇꄧꈴꄉꇫꐥꇁ，ꉪꊇꑌꋍ

ꇇꄧꈴꄉꇫꐥꌠꉬ。 

4论到吃祭偶像之物，我们
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
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
的神。5虽有称为神的，或在
天、或在地，就如那许多的
神，许多的主；6然而我们只有
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
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
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
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
有的。 

7ꄚ，ꊿꈀꄸꑌꌧꇐꂿꇐꑠꐥꌠꀋ

ꉬ。ꊿꋍꈨꋋꈨꅑꅸꀃꑍꋋꄮꑟꌠ，

ꌩꁱꇓꁱꏭꀍꃈꄚꋻꅑꐛꅹ，ꋀꉜꇬ

ꋀꈀꋠꈧꌠꆹ，ꌌꌩꁱꇓꁱꏭꆦꑝꋺ

ꈧꌠꉬꎼꈀ；ꋀꊇꂄꄸꌧꌠꉌꃀꆹꑴ

ꅉꃅꇬꇯꆐꊋꁧꐛꅹ，ꋠꈭꐨꆏꋀꉌ

ꃀꆹꁧꀋꎴꀐ。8ꇯꍝꃅꇬ，ꏃꃅꌋꆹ

ꋠꇐꒉꄸꃅꉪꉚꒉꌠꀋꉬ，ꑞꃅꆏ，ꉪ

ꀋꋠꑌꉮꏣꀋꐥ，ꋟꑌꈲꏣꀋꐥ。

9ꄚ，ꆍꊇꋓꉪꁨꄉ，ꆍꊇꄿꐨꀕꇁꊿ

ꑇꐨꊋꁧꌠꑭꇹꇓꐛꂵ。10ꀋꄸꄷ，

ꆏꌧꇐꂿꇐꐥꌠꊿꋋꂷ，ꁱꑳꇬꄉꋙ

ꋠꐺꌠꊿꊌꂿꇬ，ꊿꂄꄸꌧꌠꉌꃀꊋ

ꁧꂷꉬꑲꆏ，ꋋꑌꈍꃅꉌꂵꀉꒉꐆꃅ

ꋠꅍꁱꑳꇬꉙꄉꈧꌠꋠꀋꆹꂯ？11ꑠꃅ

ꇬꆹ，ꏢꄖꋍꎁꃅꌦꌠꑇꐨꊋꁧꌠꃺ

7但人不都有这等知识。有
人到如今因拜惯了偶像，就以
为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他们
的良心既然软弱，也就污秽
了。8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中我
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
也无益。9只是你们要谨慎，恐
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
的绊脚石。10若有人见你这有知
识的，在偶像的庙里坐席，这
人的良心若是软弱，岂不放胆
去吃那祭偶像之物吗？11因此，
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也
就因你的知识沉沦了。12你们这
样得罪弟兄们，伤了他们软弱
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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ꑌꋋꂷꑌ，ꅽꌧꇐꂿꇐꒉꄸꃅꑇꐨꀂ

ꏽꄉꅞꀐ。12ꆍꊇꑠꃅꃺꑌꏭꑊꐆ

ꄉ，ꋀꊋꁧꇈꂄꄸꌧꌠꉌꃀꑌꆍꎼꆅ

ꀐ，ꑠꆹꏢꄖꑊꐆꀐꌠꉬ。13ꑠꅹ，ꀋ

ꄸꄷ，ꋠꇐꒉꄸꃅꉠꃺꑌꑇꇐꀂꏽꄉ

ꅞꑲꆏ，ꉡꆹꐩꋊꐩꍂꃅꉈꑴꎸꀋꋠ

ꀐ，ꑠꀋꉬꑲꆏ，ꉠꃺꑌꑇꇐꀂꏽꄉ

ꅞꂵ。 

13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绊倒，
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
兄跌倒了。 

 

ꁆꄻꊩꌺꌅꈌ 使徒的权柄 

9 ꉡꆹꊨꏦꌄꇤꂷꀋꉬꅀ？ꉡꆹꁆ

ꄻꊩꌺꂷꀋꉬꅀ？ꉪꌋꑳꌠ 9 我不是自由的吗？我不是使
徒吗？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 

ꉢꂿꀋꋻꅀ？ꆍꊇꆹꉢꌋꈐꏭꄉꈀꃅ

ꄉꌠꇇꊂꀋꉬꅀ？2ꌞꊿꃅꄉꇬ，ꉢꁆ

ꄻꊩꌺꂷꀋꉬꄷꑲꑌ，ꆍꊇꃅꄉꇬ，ꉡ

ꆹꁆꄻꊩꌺꂷꉬꇬꎷ；ꑞꃅꆏ，ꆍꊇꌋ

ꈐꏭꐥꌠꆹꉢꁆꄻꊩꌺꄻꌠꐪꌐꉬ。 

耶稣吗？你们不是我在主里面
所做之工吗？2假若在别人，我
不是使徒，在你们，我总是使
徒；因为你们在主里正是我作
使徒的印证。 

3ꊿꉡꈌꇵꉐꏠꈧꌠꏭꆹ，ꉢꑠꃅ

ꋀꏭꑖꉬꄜ。4ꉪꊇꌒꅇꉘꇉꄉꋟꅝ

ꌅꈌꇯꀋꐥꅀ？5ꉪꊇꆹꌋꑇꌠꌋꅪꌌ

ꉪꑮꃀꃅꄉꇈ，ꁆꄻꊩꌺꀉꁁꈧꌠ、

ꌋꀁꑳꈧꌠꌋꆀꏢꃔꌟꃅꑮꂿꌐꃶꐮ

ꐊꁨꐺꉈꅞ，ꉪꊇꌅꈌꑠꀋꐥꅀ？6ꀠ

ꇁꀠꉣꑊꀉꄂꑘꀋꃅꌠꌅꈌꀋꐥꅀ？

7ꈀꄸꂷꂽꄻꇬ，ꊨꏦꂽꎆꂽꋚꊭꄎ？

ꈀꄸꂷꑌꃀꌧꃰꏬꊪꄉꇬ，ꑌꃀꌧꃰ

ꀋꅝ？ꈀꄸꂷꇌꉘꑿꉘꇬꇌꑌꑾꑌꀋ

ꅝ？8ꉢꅇꂷꋋꈨꉉꌠꆹꊿꉪꐨꇬꈴꄉ

ꉉꌠꉬꑴꅀ？ꄹꏦꑌꑠꃅꉉꌠꀋꉬꅀ？

9ꃀꑭꄹꏦꇬꅑꇬ：“ꇂꁮꐂꇓꈺꄮ

ꇬ，ꇂꁮꂴꈄꄀꄡꄉ”ꄷ，ꏃꃅꌋꇂ

ꁮꏭꉈꇬꌠꅀ？10ꋌꅇꂷꋋꈨꉉꇬ，ꉬ

3我对那盘问我的人，就是
这样分诉。4难道我们没有权柄
靠福音吃喝吗？5难道我们没有
权柄娶信主的姐妹为妻，带着
一同往来，仿佛其余的使徒和
主的弟兄，并矶法一样吗？6独
有我与巴拿巴没有权柄不做工
吗？7有谁当兵，自备粮饷呢？
有谁栽葡萄园，不吃园里的果
子呢？有谁牧养牛羊，不吃牛
羊的奶呢？8我说这话，岂是照
人的意见，律法不也是这样说
吗？9就如摩西的律法记着说：
“牛在场上踹谷的时候，不可笼
住它的嘴。”难道神所挂念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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ꇮꃅꉪꊇꎁꃅꉉꌠꀋꉬꅀ？ꉬꑴ！ꑓꀠ

ꀕꃅꉪꎁꃅꉉꌠꉬ。ꑞꃅꆏ，ꊪꏽꌠ

ꆏ，ꉘꇉꄉꊪꏽꄡꑟ；ꒇꋩꌠꆏ，ꋚꊊ

ꉘꇉꄉꒇꋩꄡꑟ。11ꉪꊇꒌꃤꇗꂷꄻ

ꆍꈬꄔꇬꇗꏽꄉꑲꆏ，ꉪꊇꆍꄷꄉꇭ

ꀧꋠꅍꅝꒉꊌꇬ，ꀋꀧꀋꄒꅍꀋꐥꀞ？

12ꀋꄸꄷ，ꌞꀉꁁꊿꆍꊇꇭꀧꇬꌅꈌꑠ

ꐥꑲꆏ，ꉪꊇꀊꅰꃅꌅꈌꑠꀋꐥꅀ？ 

牛吗？10不全是为我们说的吗？
分明是为我们说的。因为耕种
的当存着指望去耕种；打场的
也当存得粮的指望去打场。11我
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
间，就是从你们收割奉养肉身
之物，这还算大事吗？12若别人
在你们身上有这权柄，何况我
们呢？ 

ꄚ，ꉪꊇꆹꌅꈌꋌꑵꌬꀋꋻ，ꏢꄖ

ꌒꅇꉪꇱꋍꇈꄉꂵꏦꄉ，ꉪꊇꀱꌊꑞ

ꑌꋰꃅꋰꄉꇬꎷ。13ꊿꌃꎔꑷꂿꇬꌤ

ꃅꌠ，ꑷꂿꇬꄉꋠꅍꅝꒉꊌꌠꆍꋋꅉ

ꀋꐚꅀ？ꊿꆦꑝꇮꊙꄉꆦꑝꌤꃅꌠ，

ꆦꑝꇮꊙꇬꆦꑝꅍꈧꌠꋀꃤꋍꁧꇬꀋ

ꐊꅀ？14ꌊꑌꑠꃅꏤꄉ，ꊿꌒꅇꄜꁊꌠ

ꁳꌒꅇꉘꇉꄉꋠꅍꅝꒉꊌꎻ。15ꄚ，

ꉢꌅꈌꋋꈨꋍꍈꑋꌬꀋꋻ。ꉢꋋꈨꁱ

ꌠꆹꆍꏭꑠꃅꉡꊝꄷꌠꀋꉬ。ꑞꃅ

ꆏ，ꉢꌦꄷꑲꑌ，ꆍꁳꑠꃅꉡꊝꀋꎽ；

ꉡꆹꉠꈌꒉꅇꈧꌠꁳꊿꄷꄉꀈꈥꀕꀋ

ꎽ。16ꉠꑴꅉꆹꌒꅇꁊꇬꈌꒉꅍꀋꐥ，

ꑞꃅꆏ，ꉡꆹꀋꃅꀋꉆꌠ。ꀋꄸꄷ，ꉢ

ꌒꅇꀋꁊꑲꆏ，ꉢꉮꃤꐥꀐꌠꉬ。

17ꀋꄸꄷ，ꉢꉠꉌꂵꃅꏾꃅꌤꋌꐘꃅ

ꑲꆏ，ꉢꈁꁠꊌꌠꉬ。ꀋꄸꄷ，ꉢꉌ

ꂵꇬꇫꃅꀋꏾꑲꑌ，ꄚ，ꂿꃆꆹꏮꉢꇯ

ꄉꀐ。18ꑠꉬꑲꆏ，ꉠꈁꁠꆹꑞꉬ？ꈁ

ꁠꋌꑵꆹ，ꉢꌒꅇꁊꄮꇬ，ꉢꊿꁳꁌꀋ

ꁵꃅꀈꈥꃅꌒꅇꊌꎻ，ꑠꃅꄉ，ꉠꌒꅇ

ꁊꌠꌅꈌꑌꉢꌬꀋꌐ。 

然而，我们没有用过这权
柄，倒凡事忍受，免得基督的
福音被阻隔。13你们岂不知为圣
事劳碌的，就吃殿中的物吗？
伺候祭坛的，就分领坛上的物
吗？14主也是这样命定，叫传福
音的靠着福音养生。15但这权柄
我全没有用过。我写这话，并
非要你们这样待我；因为我宁
可死也不叫人使我所夸的落了
空。16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
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
音，我便有祸了。17我若甘心做
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
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18既是这
样，我的赏赐是什么呢？就是
我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
得福音，免得用尽我传福音的
权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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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ꉡꆹꈀꌅꊨꏦꌅ，ꊿꈀꄸꇂꃴꐥ

ꌠꑌꀋꉬꑴꇬ，ꄚ，ꊿꀉꑌꈨꊌꅜꂿ

ꄷꐛꅹ，ꉢꉹꁌꁏꐚꄻꀐ。20ꒀꄠꊿ

ꏭꆏ，ꒀꄠꊿꀉꑌꃅꊌꅜꂿꄷꐛꅹ，

ꉢꒀꄠꊾꂷꄻ；ꊿꄹꏦꇂꃴꐥꈧꌠꏭ

ꆏ，ꉠꊨꏦꆹꊿꄹꏦꇂꃴꐤꂷꀋꉬꑴ

ꇬ，ꉢꊿꄹꏦꇂꃴꐥꈧꌠꊌꅜꂿꄷꐛ

ꅹ，ꉢꊿꄹꏦꇂꃴꐤꂷꄻ。21ꊿꄹꏦ

ꀋꐥꈧꌠꏭꆏ，ꉢꊿꄹꏦꀋꐥꌠꊌꅜ

ꂿꄷꐛꅹ，ꉢꊿꄹꏦꀋꐥꂷꄻ；ꇯꍝ

ꃅꇬ，ꉢꏃꃅꌋꂾꄹꏦꀋꐥꌠꀋꉬ；ꉢ

ꏢꄖꂾꄉꄹꏦꇂꃴꐥ。22ꊿꊋꁧꈧꌠ

ꏭꆏ，ꉢꊿꊋꁧꈧꌠꊌꅜꂿꄷꄉ，ꉢ

ꊿꊋꁧꂷꄻ。ꊿꈍꃅꐙꌠꏭꆏ，ꉢꊿ

ꈍꃅꐙꌠꄻ。ꈍꃅꄿꂿ，ꉢꊾꈨꈭꋏ

ꇬꎷ。23ꉢꈀꃅꌠꆹ，ꉬꇮꌒꅇꎁꃅ

ꌠ，ꑠꆹꉢꊾꌋꆀꐯꇯꌒꅇꋍꑠꇬꄉꈲ

ꏣꊌꂿꄷꌠ。 

19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
管，然而我甘心作了众人的仆
人，为要多得人。20向犹太人，
我就作犹太人，为要得犹太
人；向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
在律法以下，还是作律法以下
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
21向没有律法的人，我就作没有
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
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
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
法之下。22向软弱的人，我就作
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
向什么样的人，我就作什么样
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
人。23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
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
的好处。 

24ꀥꋓꄮꇬ，ꊿꇫꈁꀥꈧꌠꃅꋍ

ꂷꀉꄂꈁꁠꊌꄎꌠꆍꇫꅉꀋꐚꅀ？ꆍ

ꊇꑌꑠꃅꀥꄉ，ꆍꁳꈁꁠꊌꎻꄡꑟ。

25ꊿꊋꇤꄉꋓꈽꌠꆹ，ꑞꑌꊨꏦꌄꏲ，

ꋀꊇꆹꄂꌆꀍꄟꍹꐛꀠꐙꉆꌠꀉꄂ

ꊌ；ꄚ，ꉪꊇꆹꄂꌆꀍꄟꍹꐛꀠꐙꀋꉆ

ꌠꊌꂿꄷꌠ。26ꑠꅹ，ꉢꀥꄮꇬ，ꇿꇬ

ꑌꇬꉚꄉꀥꇬꎷꌠꀋꉬ；ꉢꇵꊫꎧꇬ，

ꃅꌗꇬꎧꌠꀋꌡ。27ꉢꌒꅇꁊꌞꊿꁵ

ꇈꊨꏦꆏꀱꌊꊿꇵꇫꎭꂵꏦꄉ，ꉢꅱ

ꈯꀕꃅꉠꇭꀧꇬꁰꍋꄉ，ꉠꈯꉢꌅ

ꎻ。 

24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
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
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
奖赏。25凡较力争胜的，诸事都
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
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
的冠冕。26所以我奔跑，不像无
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
的。27我是攻克已身，叫身服
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
己反被弃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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ꌩꁱꇓꁱꏭꀍꃈꄚꌠꅇꈪꊐ 警告不要拜偶像 

10 ꃺꑌꊈꀋ！ꉢꆍꊇꁳꀋꉊꉪꀋ

ꁌꀋꁧꃅꄂꇂꃴꄉꎿꇬꈳꅐ 10 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
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 

ꇁꌠꑠꅉꀋꐚꎻꀋꏾ；2ꋀꊇꐯꇯꃅꄂ

ꇬ、ꎿꃀꇬꄉꋋꑣꊪꇈꏮꇁꃀꑭꐊ

ꌐ；3ꄷꀋꁧ，ꋀꊇꐯꇯꒌꋚꐯꌟꌠꋠ

ꀐ，4ꒌꒉꐯꌟꌠꅝꀐ；ꅝꅍꋋꈨꆹꋀ

ꊂꐊꐺꌠꒌꇓꆈꀋꃀꇬꅐꇁꌠꉬ；ꇓ

ꆈꀋꃀꀊꋨꂷꆹꏢꄖꉬ。5ꑠꃅꑴꇬ，

ꋀꊇꈬꄔꊿꊋꒉꌠꏃꃅꌋꇫꉌꀋꃹ，

ꑠꅹ，ꋀꊇꆹꇈꈬꇉꃪꄉꐚꇬꅜꄉꌦ

ꀐ。 

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
2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
西；3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
4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
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
石；那磐石就是基督。5但他们
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
所以在旷野倒毙。 

6ꌤꋋꈨꐯꇯꌌꉪꅇꈪꊐꅍꃅꄉ，

ꉪꁳꋀꌟꃅꌤꆿꄷꅠꌠꑠꉪꇢꀋꎽ；

7ꋀꊇꈬꄔꊿꋍꈨꋋꈨꌟꃅꌩꁱꇓꁱ

ꏭꀍꃈꑌꄡꄚ。ꑠꆹꁱꏂꀨꇬꄀꄉꌠ

ꌋꆀꐯꌟ：“ꉹꁌꈧꌠꇫꑌꄉꋟꅝ，

ꄓꇁꈩꅍꀖ”ꄷ。8ꉪꊇꑌꋀꋍꈨꋋ

ꈨꌟꃅꎼꄡꃅꃏꄡꑽ，ꋀꊇꎼꃅꃏꑽ

ꄉ，ꋍꑍꀉꄂꃅꊿꑍꃪꌕꄙꑹꐚꇬꅜ

ꄉꌦ；9ꌋꏭꑌꌌꄡꉪ（“ꌋ”ꀊꆨꏂꀨꋍꈨ

ꇬꆏ“ꏢꄖ”ꃅꅑ），ꋀꈬꄔꊿꌋꏭꌌꉪ

ꄉ，ꊁꆏꁮ꒰ꇱꄵꌦꇫꎭꈧꌠꌟꃅꄡ

ꃅ。10ꆍꊇꑌꋀꋍꈨꋋꈨꌟꃅꅫꏒꅇ

ꄡꉉ，ꋀꊇꅫꏒꅇꉉꄉ，ꊩꌺꂶꌠꇱ

ꈔꋏꇫꎭꀐ。11ꋀꊇꇬꈀꊝꌠꌤꋋꈨ

ꃅꌌꅇꈪꊐꅍꃅꄉꌐ，ꄷꀋꁧ，ꌤꋍꑠ

ꁱꏂꀨꇬꄀꄉ，ꌌꉪꊇꊿꋧꃅꌐꂫꋋ

ꋏꏭꉙꂘ。12ꑠꅹ，ꊿꊨꏦꉆꈬꀐꉂ

ꃅꉪꈧꌠ，ꀋꎪꃅꋓꉪꁨꄉ，ꃪꐛ

ꂵ。13ꆍꊇꈀꊝꌠꎖꉺꑠꆹꃰꊿꇫꊪ

6这些事都是我们的鉴戒，
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
那样贪恋的；7也不要拜偶像，
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
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
耍。”8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
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毙了二
万三千人；9也不要试探主（“主”

有古卷作“基督”），像他们有人试探
的，就被蛇所灭。10你们也不要
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
就被灭命的所灭。11他们遭遇这
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
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
的人。12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
的，须要谨慎，免得跌倒。13你
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
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
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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ꄎꌠ。ꏃꃅꌋꆹꀋꎪꀋꑴꌠꉬ，ꋌꆍ

ꊇꁳꆍꇬꄽꀋꄐꌠꎖꉺꑠꊝꀋꎽ；ꆍ

ꊇꎖꉺꌠꊜꄮꇬꆏ，ꈛꏢꋌꀺꆍꊇꁵ

ꄉ，ꆍꁳꈀꎖꈁꉺꌠꃅꆍꄽꄐꎻꇬ

ꎷ。 

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
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
住。 

14ꑠꅹ，ꉠꉂꇁꅉꌠꃺꑌꊈꀋ！ꆍ

ꊇꑴꌠꌩꁱꇓꁱꏭꀍꃈꄚꌠꌤꑠꂾ

ꁈ。15ꉡꆹꆍꊇꉢꌌꊿꀑꁮꅺꐳꈨꃅ

ꄉꉉꆍꇰꌠ，ꅇꂷꉢꉉꌠꉬꅀꀋꉬꌠ

ꆍꇫꊨꄅꄹꌶ。16ꀞꍗꉪꊇꇫꈀꎭꀕ

ꏡꌠꇬꄉ，ꉪꐯꇯꏢꄖꌦꅪꊪꌠꀋꉬ

ꅀ？ꎬꁱꉪꊇꈁꏼꂶꌠꇬꄉ，ꉪꐯꇯ

ꏢꄖꇭꀧꊪꌠꀋꉬꅀ？17ꉪꊇꊿꀉꑌ

ꑴꇬ，ꎬꁱꆹꋍꂷ，ꇭꀧꑌꋍꂷ，ꑞꃅ

ꆏ，ꉪꊇꐯꇯꎬꁱꋋꂷꊪ。18ꆍꊇꑱ

ꌝꆀꊿꇭꀧꎸꃤꉬꈧꌠꊼꇅꉜꉏ；ꊿ

ꆦꑝꋚꋠꈧꌠꐯꇯꆦꑝꇮꊙꋀꃤꋍꁧ

ꇬꀋꐊꅀ？19ꉢꈍꃅꉉꌠꉬ？ꌩꁱꇓꁱ

ꆦꑝꅍꈧꌠꊵꑵꌗꄷꌠꅀ？ꀋꉬꀐꇬ，

ꌩꁱꇓꁱꈧꌠꊵꑵꌗꄷꌠꅀ？20ꉢꉉꌠ

ꆏ，ꉇꉻꊿꆦꑝꅍꆹꌌꏃꃅꌋꆦꑝꌠ

ꀋꉬꃅ，ꌌꑊꋌꆦꑝꌠꉬꄷꌠꄜ。ꉡ

ꆹꆍꁳꑊꋌꌋꆀꐮꑌꐯꑲꄉꐥꎻꀋ

ꏾ！21ꆍꊇꆹꌋꀞꍗꑌꅝ，ꑊꋌꀞꍗꑌ

ꅝꃅꑠꀋꉆ！ꆍꊇꌋꋚꑌꋠ，ꑊꋌꋙꑌ

ꋠꃅꑠꀋꉆ。22ꉪꊇꌋꁳꇨꇅꃃꎻꉆ

ꑴꅀ？ꉪꊇꋍꏭꀋꋌꃅꄐꅍꐥꅀ？ 

14我所亲爱的弟兄啊，你们
要逃避拜偶像的事。15我好像对
明白人说的，你们要审察我的
话。16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
同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掰开
的饼，岂不是同领基督的身体
吗？17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
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
这一个饼。18你们看属肉体的以
色列人；那吃祭物的，岂不是
在祭坛上有份吗？19我是怎么说
呢？岂是说祭偶像之物算得什
么呢？或说偶像算得什么呢？
20我乃是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
祭鬼，不是祭神；我不愿意你
们与鬼相交。21你们不能喝主的
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吃主的
筵席，又吃鬼的筵席。22我们可
惹主的愤恨吗？我们比他还有
能力吗？ 

 

ꑞꑌꏃꃅꌋꏭꀑꒉꑊꒉꄀꄉꃅ 凡事为荣耀神而行 
23ꌤꆿꑞꑌꉢꇫꃅꉆ，ꄚ，ꐯꇯꈲ

ꏣꐥꌐꌠꀋꉬ；ꌤꆿꑞꑌꉢꇫꃅꉆ，

ꄚ，ꐯꇯꊾꄖꊾꄻꌐꌠꀋꉬ。24ꊿꈀ

23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
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
人。24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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ꄸꉬꄿꂿ，ꊨꏦꈲꏣꄡꉪꃅ，ꌞꊿꈲ

ꏣꉪꌶ。25ꎸꃷꅉꇬꈁꃷꈧꌠ，ꆍꋟ

ꌦꐥ，ꂄꄸꌧꌠꉌꃀꒉꄸꃅꊵꑵꅲꄻ

ꀋꅐ；26ꑞꃅꆏ，ꋧꃅꌋꆀꋧꃅꇬꐛꂨ

ꀕꈧꌠꐯꇯꌋꃤꉬꌐ。27ꀋꄸꄷ，ꊿ

ꀋꑇꌠꆍꌵꂿꄷꆍꇴꇁ，ꆍꊇꑌꇬꁷ

ꆹꏾꑲꆏ，ꃥꌋꄰꑞꄻꆍꍈꆏ，ꆍꑞꋠ

ꌦꐥ，ꂄꄸꌧꌠꉌꃀꒉꄸꃅꊵꑵꅲꄻ

ꀋꅐ。28ꄚ，ꀋꄸꄷ，ꊿꆍꊇꏯ：

“ꋚꒉꋋꈨꆹꌌꌩꁱꇓꁱꇬꆦꑝꋺ

ꌠ”ꃅꉉꑲꆏ，ꊿꆍꏭꉉꂶꌠꌋꆀꂄ

ꄸꌧꌠꉌꃀꐛꅹꃅ，ꆍꊇꇬꄡꋠ。

29ꉢꈁꉉꌠꂄꄸꌠꉌꃀꆹꊿꀊꋨꂷꃤ

ꄜ，ꆍꃤꀋꄜ。ꉠꄿꐨꃅꀕꌠꑞꃅꌌ

ꌞꊿꂄꄸꌧꌠꉌꃀꁳꍆꇽꎻꂯ？30ꀋ

ꄸꄷ，ꉢꈀꎭꀕꅇꉉꄉꋚꒉꊩꋠꑲꆏ，

ꉢꑞꃅꉢꇫꈀꎭꀕꌠꐥꇐꒉꄸꃅꄉ，

ꊿꇱꌌꍍꋉꌠꉬ？31ꑠꅹ，ꆍꊇꋠꄿ

ꂿ，ꅝꄿꂿ，ꑞꃅꄿꂿ，ꏃꃅꌋꏭꀑꒉ

ꑊꒉꄀꄉꃅꄡꑟ。32ꒀꄠꊿꉬꄿꂿ，

ꑝꇂꊿꉬꄿꂿ，ꏃꃅꌋꃤꑇꊿꏓꉻꉬ

ꄿꂿ，ꆍꊇꋌꁳꅞꄡꎽ；33ꉢꌟꃅꊋꇤ

ꄉ，ꌤꑞꑌꉹꁌꁳꉌꇿꑓꇿꎻ，ꊨꏦ

ꈲꏣꄡꉪꃅ，ꉹꁌꈲꏣꀉꄂꉪꄉ，ꋀ

ꁳꈭꋏꊌꎻ。 

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25凡
市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不
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26因
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
主。27倘有一个不信的人请你们
赴席，你们若愿意去，凡摆在
你们面前的，只管吃，不要为
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28若有人
对你们说：“这是献过祭的物”，
就要为那告诉你们的人，并为
良心的缘故不吃。29我说的良心
不是你的，乃是他的。我这自
由为什么被别人的良心论断
呢？30我若谢恩而吃，为什么因
我谢恩的物被人毁谤呢？31所
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
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32不拘
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神的
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
33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
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
益处，叫他们得救。 

11 ꉢꏢꄖꉜꄉꌷꌠꌟꃅ，ꆍꊇꉢ

ꉚꄉꌷ。 
11 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

法基督一样。 
 

ꀍꃈꄚꄮꇬꀂꏾꉱꌠꃆꂮ 在敬拜中蒙头的问题 
2ꉢꆍꊇꀮꄑ，ꑞꃅꆏ，ꆍꊇꆹꅉ

ꀕꃅꉢꆍꇱꎺꄉ，ꉈꑴꉢꁊꆍꁳꈧꌠ

ꆍꇬꍪ。3ꄚ，ꉡꆹꆍꁳꏢꄖꆹꌺꃰꀂ

2我称赞你们，因你们凡事
记念我，又坚守我所传给你们
的。3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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ꏾꉬ，ꌺꃰꆹꌋꅪꀂꏾꉬ，ꏃꃅꌋꆹꏢ

ꄖꀂꏾꉬꌠꅉꐚꎻꏾ。4ꁦꋠꀂꏾꉱ

ꄉꈼꂟꅀꇗꅉꄜꌠꆏ，ꋍꀂꏾꋌꌌꎲ

ꄏꑊꏦꌠꉬ。5ꌋꅪꂷꈼꂟꅀꇗꅉꄛ

ꄮꇬ，ꋍꀂꏾꉱꀋꄉꑲꆏ，ꋍꀂꏾꋌꌌ

ꎲꄏꑊꏦꌠꉬ，ꑞꃅꆏ，ꑠꆹꀂꏾꐑꀎ

ꌃꃅꄉꌠꌡ。6ꌋꅪꀂꏾꀋꉱꑲꆏ，

ꀍꑐꀕꇫꎭꄡꑟ；ꌋꅪꀍꑐꀕꇫꎭ

ꄉ，ꀂꏾꐑꀎꌃꃅꄉꇬꎲꄏꌠꉬꑲ

ꆏ，ꋋꆹꋍꀂꏾꉱꄉꄡꑟ。7ꁦꋠꆹꊇ

ꅉꃅꇬꀂꏾꉱꄉꀋꋭ，ꑞꃅꆏ，ꋋꆹꏃ

ꃅꌋꐛꐪꌋꆀꀑꒉꑊꒉꉬ。ꄚ，ꌋꅪ

ꆹꌺꃰꀑꒉꑊꒉꉬ。8ꑞꃅꆏ，ꇬꂾꇬ

ꌺꃰꆹꌋꅪꄷꄉꅐꇁꌠꀋꉬꃅ，ꌋꅪꄈ

ꌺꃰꄷꄉꅐꇁꌠꉬ。9ꌺꃰꆹꌋꅪꎁꃅ

ꄻꄉꌠꀋꉬꃅ，ꌋꅪꄈꌺꃰꎁꃅꄻꄉ

ꌠꉬ。10ꑠꅹ，ꌋꅪꆹꉬꉎꊩꌺꒉꄸ

ꃅ，ꀂꏾꇬꋀꌅꈌꅇꃅꌠꌐꂷꑠꅑꄡ

ꑟ。11ꄚ，ꌋꄐꏤꄉꌠꇬꈴꇬꆹ，ꌋꅪ

ꆹꌺꃰꀋꈉꌠꀋꉬ；ꌺꃰꑌꌋꅪꀋꈉꌠ

ꀋꉬ。12ꑞꃅꆏ，ꇬꂾꇬꌋꅪꆹꌺꃰꄷ

ꄉꅐꇁꌠ；ꌺꃰꑌꌋꅪꒆꎼꇁꌠ，ꄚ，

ꐥꇐꈀꐥꌠꉬꇮꃅꏃꃅꌋꄷꄉꅐꇁꌐ

ꌠꉬ。13ꆍꊇꊨꏦꊼꇅꉪꉚ，ꌋꅪꈼ

ꂟꇬꀂꏾꀋꉱꃅꈼꂟꇬꋭꌠꉫꀕ？14ꆍ

ꊇꀕꅉꉌꂵꆍꏭ，ꌺꃰꀍꑐꀊꎴꇬꆹ

ꎲꄏꌠꉬꄷꀋꄐꀋꌐꅀ？15ꄚ，ꌋꅪꀍ

ꑐꀊꎴꃅꅑꌠꆹꋍꀑꒉꑊꒉꉬ，ꑞꃅ

ꆏ，ꀍꑐꀊꎴꌠꆹꄻꋌꁳꄉꀂꏾꉱꎻ

ꌠꉬ。16ꊿꌤꋌꐘꃆꂮꌌꐯꀥꏾꌠꐥ

ꑲꑌ，ꉪꊇꆹꃷꋪꑠꀋꐥ，ꏃꃅꌋꑇꊿ

各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
神是基督的头。4凡男人祷告或
是讲道（“讲道”或作说“预言”。下同），
若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
5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若不蒙
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因为
这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6女子
若不蒙着头，就该剪了头发；
女子若以剪发、剃发为羞愧，
就该蒙着头；7男人本不该蒙着
头，因为他是神的形象和荣
耀；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8起
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
人乃是由男人而出。9并且男人
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
男人造的。10因此，女人为天使
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服权柄
的记号。11然而照主的安排，女
也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
12因为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男
人也是由女人而出；但万有都
是出乎神。13你们自己审察，女
人祷告神，不蒙着头，是合宜
的吗？14你们的本性不也指示你
们，男人若有长头发，便是他
的羞辱吗？15但女人有长头发，
乃是她的荣耀，因为这头发是
给她作盖头的。16若有人想要辩
驳，我们却没有这样的规矩，
神的众教会也是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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ꏓꉻꑌꃷꋪꑠꀋꐥ。 
 

ꃄꈌꄐꃅꌋꈊꋚꋠꌠꏭꊨꀖ 责备乱用圣餐的人 
17ꉢꀋꃅꆍꏭꉉꌠꅇꂷꋋꈨꆹ，ꌌ

ꆍꏭꀮꄑꌠꀋꉬ；ꑞꃅꆏ，ꆍꊇꐯꏑꇬ

ꆍꈲꏣꀋꐥꃅꉮꏣꀉꄂꐥ。18ꂴꆏ，

ꉢꈨꇁꇬ，ꆍꊇꐯꏑꄮꇬ，ꋌꁥꀊꋩꁥ

ꃅꏡꉻꂶꉻꄷ，ꅇꂷꋋꈨꉢꊼꇅꇬ

ꑅ。19ꆍꊇꈬꄔꋌꁥꀊꋩꁥꃅꏡꉻꂶ

ꉻꌠꌤꑠꆹꀋꎪꃅꇫꅐꇁꌠ，ꑠꃅꄉ，

ꊿꎖꋪꐥꈧꌠꁳꄇꇖꀕꃅꇫꅐꇁ

ꎻ。20ꆍꊇꐯꏑꄮꇬ，ꆍꊇꇯꍝꃅꌋ

ꈊꋚꋠꌠꀋꌗ；21ꑞꃅꆏ，ꋟꄮꇬ，ꈀ

ꄸꑌꂴꆏꊨꏦꃤꊨꏦꋠ，ꄷꀋꁧ，ꊿ

ꀃꃀꂮꌠꐥ，ꊿꎧꅝꎧꑱꌠꑌꐥ。

22ꆍꊇꋟꅝꑲꆏ，ꆍꀁꇬꂷꀋꐥꅀ？ꆍ

ꊇꏃꃅꌋꃤꑇꊿꏓꉻꉜꄸꄉ，ꊿꌢꎭ

ꌠꁳꎲꄏꎻꌠꅀ？ꉢꆍꏭꑞꉉꂯ？ꉢ

ꁳꋋꒉꄸꃅꆍꍖꀴꎻꅀ？ꉢꆍꀋꍗꀋ

ꀴ！ 

17我现今吩咐你们的话，不
是称赞你们；因为你们聚会不
是受益，乃是招损。18第一，我
听说你们聚会的时候，彼此分
门别类，我也稍微地信这话。
19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
事，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
出来。20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
得吃主的晚餐；21因为吃的时
候，各人先吃自己的饭，甚至
这个饥饿，那个醉酒。22你们要
吃喝，难道没有家吗？还是藐
视神的教会，叫那没有的羞愧
呢？我向你们可怎么说呢？可
因此称赞你们吗？我不称赞！ 

 

ꈍꃅꌋꈊꋚꋠ 设立圣餐 
23ꉢꈁꁊꆍꁳꌠ，ꂴꏭꆹꏃꃅꌋꄷ

ꄉꊪꌊꇁꌠꉬ。ꌋꑳꌠꊿꃷꇫꎭꀊꋨ

ꄹꉖ，ꎬꁱꂷꋌꒃꌊ，24ꈀꎭꀕꅇꉉ

ꇈ，ꎬꁱꋌꏼꄉꑠꃅꉉ：“ꋋꆹꆍꎁ

ꃅꁮ(“ꁮ”ꀊꆨ꒰ꀨꋍꈨꇬꆏ“ꏼꇫꎭ”ꃅꅑ)ꌠꉠꇭ

ꀧꉬ，ꆍꊇꑠꃅꀕꄉ，ꉡꎺꄅꄡꑟ”
ꄷ。25ꈊꋚꋟꅐꈭꐨꆏ，ꋌꉈꑴꀞꍗ

ꋌꄌꌊꑠꃅꉉ：“ꀞꍗꋋꏢꆹꉠꌦꅪ

ꌌꏤꄉꌠꏤꐪꀊꏀꉬ，ꆍꊇꋍꃢꋑꀋ

ꋒꇫꅝꄮꇬꆏ，ꑠꃅꀕꄉ，ꉡꎺꄅꄡ

23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
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
的那一夜，拿起饼来，24祝谢
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
体，为你们舍的（“舍”有古卷作“掰

开”），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
记念我。”25饭后，也照样拿起
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
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
候，要如此行，为的是记念



ꇬꆀꄏꄯꒉꂴꁬꌠ  12 537 哥林多前书  12 

 

 

ꑟ”ꄷ。26ꆍꊇꋍꃢꋑꀋꋒꎬꁱꋋ

ꂷꋠ，ꀞꍗꋋꏢꅜꄮꇬꆏ，ꌋꌦꌠꃆ

ꂮꄜꋊꌠꉬ，ꇁꉚꅷꋌꀱꇀꄮꇬꑟ。 

我。”26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
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他
来。 

 

ꌋꈊꋚꋠꂾꊨꏦꉪꎖ 圣餐前省察自己 
27ꑠꅹ，ꈀꄸꂷꏦꃤꀋꈴꃅꌋꎬ

ꁱꋠ、ꌋꀞꍗꅜꆏ，ꈀꄸꂷꌋꇭꀧꌋ

ꆀꌦꅪꇬꑽꃤꐆꌠꉬꀐ。28ꊿꂴꆏꊨ

ꏦꃅꐨꑽꑌꉪꎖꈭꐨꑲꆀ，ꎬꁱꋋꂷ

ꋠ、ꀞꍗꋋꏢꅝꄡꑟ。29ꑞꃅꆏ，ꊿ

ꋟꅝꄮꇬ，ꀋꄸꄷꌋꇭꀧꊨꀋꄅꃅꋟ

ꅝꑲꆏ，ꋋꆹꋍꊨꏦꑽꃤꋟꅝꌠꉬ

ꀐ。30ꑠꅹ，ꆍꊇꈬꄔꊿꊋꁧꌠꌋꆀ

ꆄꈻꌠꀉꑌꃅꐥ，ꌦꌠꑌꀁꑌꃅꀋ

ꐥ。31ꄚ，ꀋꄸꄷ，ꉪꊇꂴꊨꏦꃅꐨ

ꑽꑌꉪꎖꑲꆏ，ꉪꊇꀞꇽꌠꀋꊝ。

32ꉪꊇꀞꇽꊜꄮꇬꆏ，ꉪꊇꋧꃅꃰꊿꌋ

ꆀꐯꇯꌌꑽꃤꏤꂵꏦꄉ，ꌋꉪꉙꂘ、

ꁰꍋꌠꉬ。33ꑠꅹ，ꃺꑌꊈꀋ！ꆍꊇ

ꐯꏑꌌꋙꋠꄮꇬꆏ，ꐮꇁꉚꄉꋠ。

34ꀋꄸꄷ，ꊿꀃꃀꂮꌠꐥꑲꆏ，ꂴꀁꇬ

ꄉꋙꋠꄉꑲꆀꇁ，ꑠꀋꉬꑲꆏ，ꐯꏑꅉ

ꄉꑽꃤꎹꊨꏦꁵꂵ。ꌤꀉꁁꈧꌠꆏ，

ꉢꆍꄷꇀꄮꇬꑲꆀꈍꃅꋭꌠꉉꆍꇰ

ꂿ。 

27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
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
主的身、主的血了。28人应当自
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
杯。29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
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
了。30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
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
少。31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
不至于受审。32我们受审的时
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
和世人一同定罪。33所以我弟兄
们，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
此等待。34若有人饥饿，可以在
家里先吃，免得你们聚会，自
己取罪。其余的事，我来的时
候再安排。 

 

ꒌꃤꑆꊋꈁꁠ 属灵的恩赐 

12 ꃺꑌꊈꀋ！ꉉꅷꒌꃤꑆꊋꈁ

ꁠꃆꂮꇬꑟꇬꆏ，ꉢꆍꁳꐞꀋ 12 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
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 

ꉅꎻꀋꏾ。2ꆍꊇꉇꉻꊿꉫꄮꇬ，ꌤ

ꑞꇬꑌꈻꎷꌠ、ꁍꃕꌠꊝꄉ，ꌩꁱꇓ

ꁱꑶꀠꈧꌠꏭꀍꃈꄚꁧ，ꑠꆹꆍꅉꐚ

白。2你们作外邦人的时候，随
事被牵引、受迷惑，去服事那
哑巴偶像；这是你们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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ꌠꉬ。3ꑠꅹ，ꉢꉉꆍꇰ，ꊿꏃꃅꌋꒌ

ꇱꌵꄉꉌꐡꌠꆏ，ꑳꌠꆹꌌꍃꏽꉆꃅꑠ

ꉉꌠꀋꐥ；ꊿꌃꎔꒌꇱꌵꄉꉌꐡꌠꀋ

ꉬꑲꆏ，ꑳꌠꆹꌋꉬꃅꑠꉉꄎꌠꑌꀋ

ꐥ。 

3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
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
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
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 

4ꑆꊋꈁꁠꆹꈍꑋꑵꃅꐥ，ꄚ，ꌃ

ꎔꒌꆹꋍꂷꀉꄂꐥ。5ꌅꅍꃅꑘꆹꈍꑋ

ꑵꃅꐥ，ꄚ，ꌋꆹꋍꂷꀉꄂꐥ。6ꃅꐨ

ꑌꐯꀋꌡ，ꄚ，ꏃꃅꌋꆹꋍꂷꀉꄂꐥ，

ꋌꉹꁌꈬꇬꄉꌤꆿꈀꐥꌠꃅ。7ꌃꎔ

ꒌꊿꋍꂷꈀꐥꌠꇭꀧꇬꄉꇫꅐꇁꌠ

ꆹ，ꊿꁳꈲꏣꊌꎻꌠ。8ꊿꋋꂷꆹꌃꎔ

ꒌꌧꅍꂿꅍꅇꂷꄻꋌꁳ；ꀊꋨꂷꆹꌃ

ꎔꒌꋋꂷꌧꇐꂿꇐꅇꂷꄻꋌꁳ。9ꉈ

ꑴꋍꂷꆹꌃꎔꒌꋋꂷꑇꐨꉌꊋꄻꋋ

ꇖ；ꉈꑴꊾꂷꆏꌃꎔꒌꋋꂷꆅꉁꆄꄻ

ꌠꑆꊋꈁꁠꄻꋋꇖ。10ꉈꑴꋍꂷꁳꄐ

ꐨꇣꋲꌠꃅꄎꎻ；ꉈꑴꋍꂷꁳꅉꄜꊿ

ꄻꄎꎻ；ꉈꑴꋍꂷꁳꒌꈧꌠꊨꄅꄎ

ꎻ；ꉈꑴꋍꂷꁳꃅꄷꉙꉉꄎꎻ；ꉈꑴꋍ

ꂷꁳꃅꄷꉙꁎꆦꄎꎻ。11ꋍꑠꉬꇮꃅ

ꌃꎔꒌꋋꂷꈀꃅꌠꉬ，ꋌꋍꉪꐪꇬꈴ

ꄉꁸꊿꋍꂷꋍꂷꃅꁵ。 

4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
一位。5职事也有分别，主却是
一位。6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
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
事。7圣灵显在各人身上，是叫
人得益处。8这人蒙圣灵赐他智
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
赐他知识的言语；9又有一人蒙
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
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
10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
能作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
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
一人能翻方言。11这一切都是这
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各
人的。 

 

ꇭꀧꆹꋍꂷ，ꇭꀧꇬꅑꌠꆏꈍꑋ 一个身体有许多肢体 
12ꇭꀧꆹꋍꂷ，ꄚ，ꇭꀧꇬꅑꌠꀉ

ꑌꑵꃅꐥ；ꇭꀧꇬꅑꌠꀉꑌꑴꇬ，ꋀ

ꊇꆹꄡꇗꇭꀧꋍꂷꉬ；ꏢꄖꑌꄡꇗꑠ

ꃅꐙ。13ꒀꄠꊿꉬꄿꂿ，ꑝꇂꊿꉬꄿ

ꂿ，ꁏꐚꉬꄿꂿ，ꊨꏦꌄꇤꌠꉬꄿꂿ，

ꉪꊇꐯꇯꌃꎔꒌꈁꉬꋍꂷꄷꄉꋋꑣꌠ

ꊪꊊꇈ，ꇭꀧꋍꂷꐛ，ꌃꎔꒌꋍꂷꇬ

12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
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
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13我
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
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
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
饮于一位圣灵。14身子原不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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ꄉꅝ。14ꇭꀧꇬꅑꌠꆹꑴꅉꇬꋍꑵꀉ

ꄂꀋꉬꃅ，ꈍꑋꑵꉬ。15ꀋꄸꄷ，ꏸꑭ

ꄹꇬ：“ꉡꆹꇇꀋꉬ，ꑠꅹ，ꉢꇭꀧꃤ

ꀋꉬ”ꄷꇬ，ꋌꑠꒉꄸꃅꇭꀧꃤꀋꉬ

ꀐꅀ？16ꀋꄸꄷ，ꅳꀧꄹꇬ：“ꉡꆹꑓ

ꋪꀋꉬ，ꑠꅹ，ꉢꇭꀧꃤꀋꉬ”ꄷꇬ，

ꋋꑌꄡꇗꑠꒉꄸꃅꇭꀧꃤꀋꉬꌠꀋ

ꉬ。17ꀋꄸꄷ，ꇭꀧꋋꂷꃅꑓꋪꀉꄂ

ꑲꆏ，ꊿꈍꃅꄉꊌꈨꉆꂯ？ꀋꄸꄷ，ꇭ

ꀧꋋꂷꃅꅳꀧꀉꄂꑲꆏ，ꊿꑞꌌꅿꉗ

ꅫꂯ？18ꄚ，ꏃꃅꌋꆹꊨꏦꉪꐨꇬꈴ

ꄉ，ꑓꋪꅳꁖꑞꑵꇿꇬꄀꋭꌠꋌꄻꇿ

ꇬꄀꄉ。19ꀋꄸꄷ，ꇭꀧꋋꂷꃅꋍꑵ

ꀉꄂꃅꐙꑲꆏ，ꇭꀧꋋꂷꇭꀧꂷꌗꑴ

ꌦꅀ？20ꄚ，ꇭꀧꇬꅑꌠꈍꑋꑵꃅꐥꑴ

ꇬ，ꇭꀧꆹꄡꇗꋍꂷꀉꄂ。21ꑓꋪꇇ

ꏯ：“ꉢꆏꀋꈉ”ꄷꄹꀋꉆ，ꀂꏾꏸ

ꑭꏭ：“ꉢꆏꀋꈉ”ꄷꑌꄹꀋꉆ。

22ꑠꀉꄂꀋꉬꃅ，ꇭꀧꇬꅑꌠ，ꊿꉜꇬ

ꊋꁧꈧꌠꄈꆏꀋꉬꀋꉆꈧꌠꉬ；23ꇭꀧ

ꇬꅑꌠ，ꉪꊇꉜꇬꅔꁖꀋꉆꈧꌠꆏ，ꉪ

ꀊꅰꃅꇫꋓꉪꁨ；ꀋꋽꀋꎔꈧꌠꆏ，ꉪ

ꀊꅰꃅꇬꁳꋽꎔꎻ。24ꉪꊇꇭꀧꇬꅑ

ꌠꋽꎔꈧꌠꆏ，ꀱꌊꇫꋽꇱꎔꇱꄻꀋ

ꅐ；ꄚ，ꏃꃅꌋꆹꉪꊇꇭꀧꋌꄻꐯꇯ

ꄉ，ꀊꅰꃅꀑꑊꋌꄻꇭꀧꇬꅑꌠꀋꇎ

ꀋꂪꅍꐥꈧꌠꁵ，25ꑠꀋꉬꑲꆏ，ꇭꀧ

ꇬꋌꑵꀊꋩꑵꃅꏡꉻꂶꉻꂵ；ꇭꀧꋋ

ꂷꈁꅑꈧꌠꃅꐮꀨꎹꄡꑟ。26ꀋꄸ

ꄷ，ꇭꀧꇬꅑꌠꋍꑵꆅꌸꑲꆏ，ꇭꀧꇬ

ꈁꅑꈧꌠꃅꆄꈻ；ꀋꄸꄷ，ꇭꀧꇬꅑ

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15设若
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
身子；”它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
子。16设若耳说：“我不是眼，
所以不属乎身子；”它也不能因
此就不属乎身子。17若全身是
眼，从哪里听声音呢？若全身
是耳，从哪里闻味呢？18但如今
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
排在身上了。19若都是一个肢
体，身子在哪里呢？20但如今肢
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21眼
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
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
22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
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23身上
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
发给它加上体面；不俊美的，
越发得着俊美。24我们俊美的肢
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
搭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
有缺欠的肢体，25免得身上分门
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 
26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
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
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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ꌠꋍꑵꀑꒉꑊꒉꊌꑲꆏ，ꇭꀧꇬꈁꅑ

ꈧꌠꃅꐯꇯꇿꌐ。 
27ꆍꊇꆹꏢꄖꇭꀧꉬ，ꄷꀋꁧ，ꆍ

ꊇꊿꋍꂷꇬꈀꐥꌠꃅꇭꀧꋋꂷꇬꄹꁆ

ꉬ。28ꏃꃅꌋꑇꊿꏓꉻꇬꄉꈀꄻꄉꌠ

ꆏ：ꂴꆏꁆꄻꊩꌺ；ꊁꆏꅉꄜꊿ；ꋍꊂ

ꆏꂘꃀ；ꉈꑴꆏꄐꐨꇣꋲꌠꃅꄎꌠ；ꋍ

ꈭꐨꆏꑆꊋꈁꁠꊌꄉꆅꉁꄎꌠ；ꌞꊿ

ꇇꀤꌠ；ꌤꏲꂠꄎꌠ；ꃅꄷꉙꉉꇮ

ꌠ。29ꊿꇬꈀꐥꌠꃅꁆꄻꊩꌺꉬꌐ

ꅀ？ꐯꇯꅉꄜꊿꉬꌐꅀ？ꐯꇯꂘꃀꉬ

ꌐꅀ？ꐯꇯꄐꐨꇣꋲꌠꃅꄎꌠꉬꌐ

ꅀ？30ꐯꇯꑆꊋꈁꁠꊌꄉꆅꉁꄎꌠꉬ

ꌐꅀ？ꐯꇯꃅꄷꉙꉉꄎꌠꉬꌐꅀ？ꐯ

ꇯꃅꄷꉙꁎꆦꄎꌠꉬꌐꅀ？31ꄚ，ꆍꊇ

ꆹꏟꈯꀕꃅꑆꊋꈁꁠꑠꏭꀋꋌꌠꇖꂟ

ꄡꑟ。 

27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
且各自作肢体。28神在教会所设
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
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
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
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
的。29岂都是使徒吗？岂都是先
知吗？岂都是教师吗？岂都是
行异能的吗？30岂都是得恩赐医
病的吗？岂都是说方言的吗？
岂都是翻方言的吗？31你们要切
切地求那更大的恩赐。 

 

ꉂꐪ 爱 

13 ꉢꀋꃅꈝꃀꃪꐯꃪꑠꏢꄐꆍꊇ

ꀨ。1ꀋꄸꄷ，ꉢꋧꃅꋋꂷꇬ 13 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
你们。1我若能说万人的 

ꃅꄷꉙꈀꐥꌠꃅꉢꉉꇮꌐ，ꄷꀋꁧ，ꉬ

ꉎꊩꌺꅇꂷꉢꉉꇮꇬ，ꄚ，ꉂꐪꀋꐥ

ꑲꆏ，ꉡꆹꃀꇌꇬꋒꄎꌬꌫꂷꅀꏈꃃ

ꉼꏒꏑꂷꀉꄂꌡꀐ。2ꀋꄸꄷ，ꉢꅉ

ꄜꊿꇗꅉꄜꌠꊋꃤꉢꐥ，ꌧꊋꂾꊋꌠ

ꂁꌤꑞꑌꉢꅉꐚꌐ，ꌧꇐꂿꇐꑞꑌꉢ

ꌧꌐ，ꄷꀋꁧ，ꉢꑇꐨꁦꌺꊈꄎꌠꐥꄷ

ꑌ，ꄚ，ꉢꉂꐪꀋꐥꑲꆏ，ꉡꆹꌗꅍꀋ

ꐥ。3ꀋꄸꄷ，ꉢꉠꁨꇐꈀꐥꃅꌌꌢ

ꎭꌠꇇꀤꌐꇈ，ꊨꏦꀑꇬꁮꄉꌌꈌꒉ

ꄷꑲꑌ（“ꈌꒉ”ꀊꆨꏂꀨꋍꈨꇬꆏ“ꊿꁳꐗꎻ”

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
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
一般。2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
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
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
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
得什么。3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
人，又舍己身叫人称赞（“叫人称

赞”有古卷作“叫人焚烧”），却没有
爱，仍然与我无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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ꃅꅑ），ꄚ，ꉢꉂꐪꀋꐥꑲꆏ，ꑠꆹꄡꇗ

ꉠꈲꏣꋍꍈꑋꀋꐥ。 
4ꉂꐪꆹꀊꉗꃅꋰꄿ，ꉌꎔꑌꀕ；

ꉂꐪꆹꉌꀋꈻꃴꀋꆅ；ꉂꐪꆹꈌꀋꒉ

ꉐꀋꂨ，ꆺꀋꒉꄇꀋꒉ，5ꉂꐪꆹꌤꑊ

ꏦꎲꄏꌠꀋꃅ，ꊨꏦꈲꏣꀋꎹ，ꈝꐮ

ꃅꇨꇅꀋꃃ，ꄸꏑꉌꂵꊐꀋꄉ，6ꉂꐪ

ꆹꀋꑗꀋꉬꌠꉌꀋꃹꃅ，ꇗꅉꃶꐚꌠ

ꀉꄂꉌꃹ；7ꑞꑌꊪꏆꇬꎷ，ꑞꑌꉌꒊ

ꇬꎷ，ꑞꑌꉘꇉꇬꎷ，ꑞꑌꋰꄉꇬ

ꎷ。 

4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
夸，不张狂，5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
怒，不计算人的恶，6不喜欢不
义，只喜欢真理；7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
耐。 

8ꉂꐪꆹꐩꋊꐩꍂꃅꀋꑍꀋꈤ；ꅉ

ꄜꊿꇗꅉꄜꌠꄐꐨꆹꄽꂫꆏꀋꎪꃅꑍ

ꈤꁧ；ꃅꄷꉙꉉꌠꄐꐨꄽꂫꆏꀋꎪꃅ

ꆏꁧ；ꌧꇐꂿꇐꑌꄽꂫꆏꀋꎪꃅꑍꈤ

ꁧ。9ꉪꊇꀋꃅꈀꅉꐚꌠꆹꑞꅉꐛꅉ

ꐥꌠ，ꅉꄜꊿꈁꉉꌠꑌꑞꅉꐛꅉꐥ

ꌠ。10ꄚ，ꇁꉚꅷꐛꒆꂶꌠꇫꑟꇀꄮ

ꇬꆏ，ꑞꅉꐛꅉꐥꌠꑠꆹꄽꂫꆏꀋꎪꃅ

ꑍꈤꁧꌠꉬ。11ꉢꀉꑳꌺꃅꄉꄮꇬ，

ꅇꂷꀉꑳꌺꃤꌡ，ꉌꃀꑌꀉꑳꌺꃤꌡ，

ꉪꐨꑌꀉꑳꌺꃤꌡ；ꀉꒉꈭꐨꆏ，ꌤꀉ

ꑳꌺꃤꈧꌠꉢꇤꇫꎭꀐ。12ꀃꑍꋋꄮ

ꉪꊇꀋꇊꆏꑊꈻꇓꇬꉜꇈꂿꀋꐚꌠꌡ

（“ꂿꀋꐚ”ꑝꇂꉙꇬꆏ“ꀉꌋꀕꇠꌠꌡ”ꃅꅑ），

ꄚ，ꀊꋨꄮꇬꆏ，ꉪꊇꐮꃀꉆꀐ。ꀃ

ꑍꋋꄮꉢꈀꅉꐚꌠꑞꅉꐛꅉꐥ，ꀊꋨ

ꄮꇬꆏ，ꌋꉡꅉꐚꌠꌟꃅ，ꑞꑌꉢꅉꐚ

ꌐ。13ꀃꑍꋋꄮ，ꅉꀕꃅꇫꐥꌠꆏꑇ

ꐨ、ꉘꇉꐨ、ꉂꐪꑠꌕꑵ；ꋋꈨꈬꄔ

ꇬꆹꉂꐪꄈꀉꒉꌐ。 

8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
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
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
无有。9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
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10等那
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
无有了。11我作孩子的时候，话
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
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
的事丢弃了。12我们如今仿佛对
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模糊不

清”原文作“如同猜谜”），到那时，就
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
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
主知道我一样。13如今常存的有
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
中最大的是爱。 

 



ꇬꆀꄏꄯꒉꂴꁬꌠ  14 542 哥林多前书  14 

 

 

ꅉꄜꌠꌋꆀꃅꄷꉙꉉꌠꑆꊋꈁꁠ 先知和方言的恩赐 

14 ꆍꊇꆹꉂꐪꎹꈹꄡꑟ，ꒌꃤꑆ

ꊋꈁꁠꑌꊌꏾꐯꊌꏾꄡꑟ， 14 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
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 

ꀊꅰꃅꅉꄜꑆꊋꈁꁠꁯꄡꑟ。2ꊿꃅ

ꄷꉙꉉꌠꆹꑴꅉꇬꃰꊿꏭꉉꌠꀋꉬ

ꃅ，ꏃꃅꌋꏭꉉꌠꉬ，ꑞꃅꆏ，ꊿꋍꅇ

ꅲꑲꌧꂷꀋꐥ；ꄚ，ꋍꉌꃀꄸꈐꇬꆹꌧ

ꊋꂾꊋꌠꂁꌤꑠꉉꐺ。3ꄚ，ꅉꄜꅇ

ꉉꌠꆏ，ꅇꂷꌌꊿꏭꉉꌠ，ꑠꆹꊾꄕ

ꄻ、ꊾꉌꌒꄀ、ꊾꈐꊟꊋꊡꂿꄷ

ꌠ。4ꊿꃅꄷꉙꉉꌠꆹꊨꏦꇬꀉꄂꄕ

ꄻꌠ，ꄚ，ꅉꄜꅇꉉꌠꆹꑇꊿꏓꉻꋋ

ꂷꇬꃅꄕꄻꌠ。5ꉡꆹꆍꊇꐯꇯꃅꄷ

ꉙꉉꄎꌐꑟꉂ，ꄚ，ꉡꆹꀊꅰꃅꆍꊇ

ꐯꇯꅉꄜꅇꉉꌠꄺꑟꉂ；ꑞꃅꆏ，ꊿ

ꃅꄷꉙꉉꌠ，ꀋꄸꄷꅇꉙꁏꎼꇁꄉ，ꑇ

ꊿꏓꉻꋋꂷꃅꋌꄕꄻꉀꒆꌠꀋꉬꑲ

ꆏ，ꅉꄜꅇꉉꌠꆹꊿꃅꄷꉙꉉꌠꏭꀋ

ꋌꃅꀉꇨꌠꉬ。 

要羡慕的，是作先知讲道（原文

作“是说预言”。下同）。2那说方言
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
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
他在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
奥秘。3但作先知讲道的，是对
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
人。4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
作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
会。5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更
愿意你们作先知讲道；因为说
方言的，若不翻出来，使教会
被造就，那作先知讲道的，就
比他强了。 

6ꃺꑌꊈꀋ！ꀋꄸꄷ，ꉢꆍꄷꆹꇬ，

ꃅꄷꉙꀉꄂꌌꆍꏭꉉꑲꆀ，ꀖꀨꅍ、

ꌧꇐꂿꇐ、ꅉꄜꅇꌋꆀꉙꅇꂘꅇꑠꆏ

ꌌꆍꏭꉉꀋꀽꇬꆹ，ꉢꆍꊇꇬꈲꏣꑞ

ꐥ？7ꂾꃚꆏꐥꑲꆀ，ꀑꇬꆏꀋꑌꌠꐥ

ꇐꆹ，ꐪꆮꉬꄿꂿ，ꁀꁻꉬꄿꂿ，ꀋꄸ

ꄷ，ꂢꈷꎼꇁꇬꂢꃚꈶꃚꐯꀋꌡꐨꀋ

ꐥꑲꆏ，ꑞꂢꑞꈷꌠꈍꃅꊿꋋꅉꐚ

ꂯ？8ꀋꄸꄷ，ꉶꁱꄏꌊꐯꀋꐊꑲꆏ，

ꈀꄸꂷꌉꊭꌉꄐꄎꂯ？9ꆍꊇꑌꑠꃅꐙ

ꌠꉬ，ꆍꊇꉐꆂꀋꄸꄷꅇꂷꌧꈝꐮꌠ

ꀋꉉꑲꆏ，ꆍꅇꂷꑞꄜꌠꈀꄸꂷꇬ

6弟兄们，我到你们那里
去，若只说方言，不用启示、
或知识、或预言、或教训，给
你们讲解，我与你们有什么益
处呢？7就是那有声无气的物，
或箫、或琴，若发出来的声音
没有分别，怎能知道所吹、所
弹的是什么呢？8若吹无定的号
声，谁能预备打仗呢？9你们也
是如此，舌头若不说容易明白
的话，怎能知道所说的是什么
呢？这就是向空说话了。10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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ꌥ？ꑠꃅꇬꆹ，ꆍꊇꆹꃅꆳꏭꅇꉉꌠꉬ

ꀐ。10ꋧꃅꇬꂾꃚꈍꑋꑵꃅꐥ，ꄚ，

ꄜꐨꀋꐥꌠꋍꑵꑋꀋꐥ。11ꀋꄸꄷ，

ꂾꃚꀊꋩꑵꑞꄜꌠꉢꋌꀋꌧꑲꆏ，ꊿ

ꅇꂷꉉꋋꂷꀋꎪꃅꉢꋌꌌꉇꄅꊿꃅ

ꄉ，ꋋꑌꉢꉜꌊꉇꄅꊿꃅꄉ。12ꆍꊇ

ꑌꑠꃅꐙꌠꉬ；ꆍꊇꐯꇯꒌꃤꑆꊋꈁ

ꁠꊌꏾꐯꊌꏾꑲꆏ，ꏟꈯꀕꃅꑆꊋꈁ

ꁠꑇꊿꏓꉻꄕꄻꄎꌠꇖꂟꄡꑟ。 

的声音或者甚多，却没有一样
是无意思的。11我若不明白那声
音的意思，这说话的人必以我
为化外之人，我也以他为化外
之人。12你们也是如此；既是切
慕属灵的恩赐，就当求多得造
就教会的恩赐。 

13ꑠꅹ，ꊿꃅꄷꉙꉉꌠꆏ，ꅇꂷꋌ

ꈁꉉꈧꌠꋌꁏꎼꇁꄎꄷꈼꂟꄡꑟ。

14ꀋꄸꄷ，ꉢꃅꄷꉙꌌꈼꂟꑲꆏ，ꑠꆹ

ꉠꒌꈼꂟꌠ，ꉠꀑꆊꉪꌠꀋꉬ。15ꑠ

ꉬꑲꆏ，ꉢꈍꃅꋭ？ꉢꉠꒌꌌꄉꈼꂟ，

ꀑꆊꑌꌌꄉꈼꂟ；ꉢꉠꒌꅇꌌꄉꉙ

ꑵ，ꀑꆊꑌꌌꄉꉙꑵ。16ꑠꀋꉬꑲꆏ，

ꆏꅽꒌꌌꏃꃅꌋꏭꈀꎭꀕꅇꉉꇬ，ꊿ

ꃅꄷꉙꀋꌧꈧꌠ，ꆏꉉꌠꋀꋌꀋꌧꑲ

ꆏ，ꆏꈀꎭꀕꅇꉉꇬꋀꈍꃅꀊꂱꃅꉉ

ꂯ？17ꈀꎭꀕꅇꆏꈁꉉꌠꆹꉾꃪꌠꉬꑴ

ꇬ，ꄚ，ꌞꊿꏭꄕꄻꇇꀤꅍꀋꐥ。

18ꉢꏃꃅꌋꏭꈀꎭꀕ，ꑞꃅꆏ，ꃅꄷꉙ

ꉢꉉꌠꆹꆍꋍꏅꉉꌠꑋꀋꋌ；19ꄚ，ꉡ

ꆹꑇꊿꏓꉻꇬꄉ，ꃅꄷꉙꅇꂷꋍꃪꇬ

ꉉꑎꆹ，ꀑꆊꉪꄉꅇꂷꉬꇬꌌꊿꉗꊿ

ꂘꇬꄈꀊꅰꃅꍑ。 

13所以那说方言的，就当求
着能翻出来。14我若用方言祷
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
性没有果效。15这却怎么样呢？
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
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
性歌唱。16不然，你用灵祝谢，
那在座不通方言的人，既然不
明白你的话，怎能在你感谢的
时候说“阿们”呢？17你感谢的固
然是好，无奈不能造就别人。
18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
人还多；19但在教会中，宁可用
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
说万句方言。 

20ꃺꑌꊈꀋ！ꉪꇐꀂꏽꀉꑳꌡꃅ

ꄡꐛꀐ；ꄚ，ꌤꄷꅠꌠꇬꆏ，ꀉꑳꌺꌡ

ꄡꑟ；ꉪꇐꀂꏽꆏ，ꌟꒉꉪꇐꑌꄡ

ꑟ。21ꄹꏦꇬ： 

20弟兄们，在心志上不要作
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作婴
孩；在心志上总要作大人。21律
法上记着： 

“ꌋꄹꇬ： “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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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ꉢꉇꉻꊿꉐꆂꌋꆀꉇꄅꊿꂱꑆ

ꇬꈴꄉꉹꁌꋋꈨꏭꅇꉉ， 
ꑠꃅꑴꇬ，ꋀꊇꄡꇗꉠꅇꃅꀋ

ꅲ’ꄷ”ꄷꁱꇬꄀꄉ。 

‘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
人的嘴唇向这百姓说话； 
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听从
我。’” 

22ꑠꃅꉜꎼꇁꇬ，ꃅꄷꉙꆹꉉꑇꊿꈧꌠ

ꇰꌠꀋꉬꃅ，ꉉꊿꀋꑇꈧꌠꇰꄉꊫꄲ

ꃅꌠꉬ；ꅉꄜꅇꆹꊿꀋꑇꌠꎁꃅꄜꌠ

ꀋꉬꃅ，ꑇꌠꎁꃅꄜꄉꊫꄲꃅꌠꉬ。

23ꑠꅹ，ꑇꊿꏓꉻꋋꂷꇬꊿꉬꇮꏓꋍ

ꈜꄉ，ꈀꄸꑌꃅꄷꉙꉉꑲꆏ，ꋍꇅꋋ

ꇅꇬꊿꃅꄷꉙꀋꌧꌠꅀꊿꀋꑇꌠꈏꃹ

ꇁꇬ，ꋀꊇꄹꇬ，ꆍꊇꐯꇯꃶꀐꄷꌠꀋ

ꉬꅀ？24ꀋꄸꄷ，ꈀꄸꑌꐯꇯꅉꄜꅇꉉ

ꌐꑲꆏ，ꋍꇅꋋꇅꇬꊿꀋꑇꌠꅀꊿꃅ

ꄷꉙꀋꌧꌠꈐꏭꃹꇁꄮꇬꆏ，ꋌꉹꁌꇱ

ꉉꉪꐚꏡꐚꇁ，ꉹꁌꇱꌌꉬꀋꉬꌠꊨ

ꄅ；25ꋍꉌꃀꇬꂁꇐꁿꇐꅔꁖꇁꄉ，ꋌ

ꀋꎪꃅꈁꑓꃄꅉꊫꄉ：“ꏃꃅꌋꇯꍝ

ꃅꆍꈬꄔꐥ”ꃅꏃꃅꌋꏭꀍꃈꄚꌠ

ꉬ。 

22这样看来，说方言不是为信的
人作证据，乃是为不信的人；
作先知讲道不是为不信的人作
证据，乃是为信的人。23所以全
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若都说
方言，偶然有不通方言的，或
是不信的人进来，岂不说你们
癫狂了吗？24若都作先知讲道，
偶然有不信的，或是不通方言
的人进来，就被众人劝醒，被
众人审明，25他心里的隐情显露
出来，就必将脸伏地，敬拜
神，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
了。” 

 

ꌤꑞꑌꂴꊁꐥꄡꑟ 凡事都有次序 
26ꃺꑌꊈꀋ！ꆍꊇꈍꃅꀕꋭ？ꆍꊇ

ꐯꏑꄮꇬ，ꊾꂿꋍꑵꐥꌐ，ꉙꍗꌠꐥ，

ꅀꉙꅇꂘꅇꐥ，ꅀꀖꀨꅍꐥ，ꅀꃅꄷ

ꉙꉉ，ꅀꃅꄷꉙꁏ；ꑞꑵꌠꉬꄿꂿ，ꐯ

ꇯꊾꄕꄻꐨꐥꄡꑟ。27ꀋꄸꄷ，ꊿꃅ

ꄷꉙꉉꌠꐥꇬ，ꑍꂷꅀꀉꑌꑲꑌꌕꑻ

ꈀꉐꄡꐂꃅꄉ，ꋍꂷꋍꂷꃅꉉ，ꉈꑴ

ꊾꂷꁳꑌꉙꋋꈨꁏꎼꇁꎻ。28ꀋꄸ

ꄷ，ꊿꅇꁏꌠꀋꐥꑲꆏ，ꊿꃅꄷꉙꉉ

26弟兄们，这却怎么样呢？
你们聚会的时候，各人或有诗
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
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
事都当造就人；27若有说方言
的，只好两个人，至多三个
人，且要轮流着说，也要一个
人翻出来。28若没有人翻，就当
在会中闭口，只对自己和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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ꋋꈨꆏ，ꑇꊿꐯꏑꄮꇬꁱꄡꐭꃅꊨꏦ

ꏭꌋꆀꏃꃅꌋꏭꀉꄂꉉꄡꑟ。 
就是了。 

29ꅉꄜꅇꉉꌠꆏ，ꑍꂷꅀꌕꑻꀉ

ꄂꇗꅉꄜꇈ，ꀉꁁꈧꌠꆏꊿꀊꋨꈨꅇ

ꂷꉐꂷꉬꀋꉬꌠꎖꉺꄡꑟ。30ꀋꄸ

ꄷ，ꊿꇫꑌꈧꌠꀖꀨꅍꊌꀐꑲꆏ，ꅉ

ꄜꅇꉉꂶꌠꆹꁱꀋꐭꄡꑟ。31ꑞꃅ

ꆏ，ꆍꊇꋍꂷꋍꂷꃅꅉꄜꅇꉉꄉ，ꉹ

ꁌꁳꇗꅉꌷꎻ，ꋀꊇꁳꈐꊟꊋꊡꐨꊌ

ꎻ。32ꅉꄜꊿꒋꆹꅉꄜꊿꅇꃅ。33ꑞ

ꃅꆏ，ꏃꃅꌋꆹꊿꁳꌼꇑꀠꇁꎻꌠꀋ

ꉬꃅ，ꊿꁳꋬꂻꎻꌠꉬ。 

29至于作先知讲道的，只好
两个人，或是三个人，其余的
就当慎思明辨。30若旁边坐着的
得了启示，那先说话的就当闭
口不言。31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
一个地作先知讲道，叫众人学
道理，叫众人得劝勉。32先知的
灵原是顺服先知的，33因为神不
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 

34ꌋꅪꆹꑇꊿꏓꉻꇬꄉꁱꀋꐭꄡ

ꑟ，ꌃꎔꌺꃤꑇꊿꏓꉻꈧꌠꇬꑌꐯꇯ

ꑠꃅꐙꌐ，ꑞꃅꆏ，ꋀꁳꅇꂷꉉꎻꀋ

ꉆ。ꄹꏦꇬꉉꌠꌟꃅ，ꋀꊇꆹꑞꑌꅇ

ꃅꇬꎷꄡꑟ。35ꀋꄸꄷ，ꋀꊇꋍꑵꌷ

ꏾꑲꆏ，ꀁꇬꄉꋀꌐꊈꏭꅲꉆ，ꑞꃅ

ꆏ，ꌋꅪꑇꊿꏓꉻꇬꄉꅇꉉꇬꊇꅉꇬ

ꆹꎲꄏꌠ。（ꀊꆨꏂꀧꋍꈨꇬꆏ，34ꊭ、35ꊭꄻ

40ꊭꊂꆈꄀꄉ。）36ꏃꃅꌋꇗꅉꆹꆍꄷꄉꅐ

ꇁꌠꅀ？ꁊꆍꊇꀉꄂꇰꌠꅀ？ 

34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
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因为
不准她们说话。她们总要顺
服，正如律法所说的。35她们若
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
的丈夫，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
原是可耻的（有的古卷把 34-35 节放

在 40 节后）。36神的道理岂是从你
们出来吗？岂是单临到你们
吗？ 

37ꀋꄸꄷ，ꊿꋍꊨꏦꆹꅉꄜꊿꅀ

ꌃꎔꒌꃤꉬꉂꃅꉪꌠꐥꑲꆏ，ꋋꆹꉢ

ꁱꆍꊇꁵꌠꆹꌋꁵꅇꉬꌠꋌꅉꐚꄡ

ꑟ。38ꀋꄸꄷ，ꊿꋍꑠꉉꀋꏚꌠꆏ，ꌊ

ꑌꇫꉉꀋꏚꄡꑟ。39ꑠꅹ，ꃺꑌꊈ

ꀋ！ꆍꊇꆹꉌꃀꇬꇯꆐꅉꄜꅇꉉꏾꐯ

ꏾꌶ，ꃅꄷꉙꉉꌠꑌꄡꏢꄡꇍ。40ꌤ

ꑞꃅꄿꂿ，ꉥꑣꀕꃅꂴꊁꊱꁨꐥꃅꄉ

ꃅ。 

37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
或是属灵的，就该知道，我所
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38若有
人不承认这个命令，他也应该
不被承认。39所以我弟兄们，你
们要切慕作先知讲道，也不要
禁止说方言。40凡事都要规规矩
矩地按着次序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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ꏢꄖꀱꐥꇁ 基督的复活 

15 ꃺꑌꊈꀋ！ꀋꃉꉢꌒꅇꂴꏭꉢ

ꁊꆍꁳꈧꌠꉉꆍꇰꄉ，ꆍꁳ 15 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
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 

ꅉꐚꎻ；ꌒꅇꑠꆍꊇꑌꊪꄉꀐ，ꉈꑴꌒ

ꅇꉘꇉꄉꉆꈬꃅꉆꄎ。2ꄷꀋꁧ，ꀋ

ꄸꄷꆍꊇꏟꈯꀕꃅꉢꁊꆍꁳꈧꌠꐏꄉ

ꄎꑲꆏ，ꆍꊇꆹꀋꎪꃅꌒꅇꋋꈨꒉꄸ

ꃅꈭꋏꊌꌠꉬ，ꑠꀋꉬꑲꆏ，ꆍꊇꆹꀈ

ꈥꀕꃅꑇꌠꉬ。 

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
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2并且
你们若不是徒然相信，能以持
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
福音得救。 

3ꉢꀊꋨꄮꇬꈀꊪꊊꇈꉈꑴꄜꁊꆍ

ꇰꌠꆏꑠꉬ：ꉘꃀꆏ，ꏢꄖꆹꏂꀨꇬꈁ

ꉉꈧꌠꇬꈴꄉꉪꑽꃤꎁꃅꌦꀐ；4ꄷꀋ

ꁧ，ꌌꄃꁧꇬꄃꇫꎭꀐ；ꉈꑴꏂꀨꇬꈁ

ꉉꈧꌠꇬꈴꄉ，ꌕꑍꄹꉇꆏꀱꐥꇁꀐ；

5ꄷꀋꁧ，ꋌꏢꃔꂾꅐꇁ，ꊁꆏꁆꄻꊩ

ꌺꊰꑋꑹꂾꅐꇁ。6ꋍꈭꐨꆏ，ꋍꃢꃅ

ꋌꃺꑌꉬꉐꑹꂾꅐꇁ，ꋀꊇꈬꄔꀉꑌ

ꄹꁆꀃꑍꋋꄮꇫꐥꑴꌦ，ꄚ，ꌦꌠꑌ

ꐥꀐ。7ꋍꈭꐨꆏ，ꋌꑸꇱꂾꅐꇁ，ꊁ

ꆏꁆꄻꊩꌺꈧꌠꂾꅐꇁ，8ꄽꂫꇊꄽꂫ

ꆏꋌꉠꂾꑌꅐꇁ；ꉡꆹꒅꄮꀋꑟꃅꒅ

ꂷꌡ。9ꉠꑴꅉꆹ，ꁆꄻꊩꌺꈬꇬꀄꊭ

ꐯꀄꊭꍇꌠꉬ，ꌌꁆꄻꊩꌺꄷꇴꀋ

ꋭ，ꑞꃅꆏ，ꉢꋌꃀꏃꃅꌋꑇꊿꏓꉻ

ꇬꆼꍅꆹꆋꋺ。10ꄚ，ꀃꑍꋋꄮꆏ，ꏃ

ꃅꌋꑆꊋꒉꄸꃅ，ꉡꆹꊿꑠꃅꐙꂷꐛ；

ꄷꀋꁧ，ꏃꃅꌋꑆꊋꄻꉡꇖꌠꑌꀈꈥ

ꀋꈥ，ꉢꁆꄻꊩꌺꀉꁁꈧꌠꏭꀋꋌꃅ

ꀊꅰꃅꑘꎭꃣꅧ；ꄚ，ꌤꃅꂶꌠꆹꉢꀋ

ꉬꃅ，ꏃꃅꌋꑆꊋꉡꐊꒉꄸ。11ꉢꉬ

ꄿꂿ，ꁆꄻꊩꌺꈧꌠꉬꄿꂿ，ꉪꊇꑠꃅ

3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
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
说，为我们的罪死了，4而且埋
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
复活了；5并且显给矶法看，然
后显给十二使徒看，6后来一时
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
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
了的；7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
给众使徒看，8末了也显给我
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
一般。9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
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
迫神的教会。10然而我今日成了
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
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
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
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
在。11不拘是我，是众使徒，我
们如此传，你们也如此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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ꁊ，ꆍꊇꑌꑠꃅꑇꀐ。 
 

ꌦꊿꀱꐥꇁ 死人的复活 
12ꉪꊇꏢꄖꌦꈬꇬꄉꀱꐥꇁꌠꁊ

ꑲꆏ，ꆍꊇꈬꄔꇬꊿꋍꈨꋋꈨꑞꃅꌦ

ꊿꀱꐥꇁꌠꌤꑠꀋꐥꃅꉉꐺ？13ꀋꄸ

ꄷ，ꌦꊿꀱꐥꇁꌠꌤꑠꀋꐥꑲꆏ，ꏢꄖ

ꑌꀱꐥꀋꇁꀐ。14ꀋꄸꄷ，ꏢꄖꀱꐥ

ꀋꇁꑲꆏ，ꉪꊇꈁꁊꌠꌋꆀꆍꊇꈁꑇ

ꌠꐯꇯꀈꈥꀕꌠꉬꀐ；15ꄷꀋꁧ，ꉪꊇ

ꑓꀠꀕꃅꏃꃅꌋꎁꃅꅇꊪꃶꀋꐚꌠꌬ

ꀐ，ꑞꃅꆏ，ꉪꊇꆹꏃꃅꌋꏢꄖꁳꀱꐥ

ꇁꎻꀐꌠꅇꊪꌬꀐ。ꀋꄸꄷ，ꊿꌦꌠ

ꇯꍝꃅꀱꐥꀋꇁꑲꆏ，ꏃꃅꌋꑌꏢꄖ

ꁳꀱꐥꇁꀋꎽꀐ。16ꑞꃅꆏ，ꊿꌦꌠ

ꀱꐥꀋꇁꑲꆏ，ꏢꄖꑌꀱꇫꐥꀋꇁꌠ

ꉬ。17ꀋꄸꄷ，ꏢꄖꀱꐥꀋꇁꑲꆏ，ꆍ

ꊇꑇꐨꆹꀈꈥꀕꌠꉬ，ꆍꊇꄡꇗꑽꃤ

ꈬꇬꐥꑴꌦ。18ꊿꏢꄖꑇꄉꌦꈧꌠꑌ

ꈔꈤꌠꉬꀐ。19ꀋꄸꄷ，ꉪꊇꏢꄖꉘ

ꇉꌠꋋꍂꇬꀉꄂꉘꇉꐨꐥꑲꆏ，ꀊꅰ

ꃅꉹꁌꏭꀋꋌꃅꊽꎭꃅꉈꌠꌗ。 

12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
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
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13若没有
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
复活了。14若基督没有复活，我
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
的也是枉然；15并且明显我们是
为神妄作见证的，因我们见证
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
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
活了。16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
督也就没有复活了。17基督若没
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
你们仍在罪里。18就是在基督里
睡了的人也灭亡了。19我们若靠
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
比众人更可怜。 

20ꄚ，ꏢꄖꆹꇯꍝꃅꌦꈬꇬꄉꀱꐥ

ꇁꀐ，ꋋꆹꊿꌦꀐꈧꌠꈬꇬꂶꂷꇬꂾ

ꂔꂶꌠꉬ。21ꌦꃤꊿꋍꂷꇬꄉꇁ，ꌦ

ꈬꇬꄉꀱꐥꇁꌠꑌꄡꇗꊿꋍꂷꇬꄉ

ꇁ。22ꊿꈀꐥꌠꃅꑸꄉꒉꄸꃅꌦꌐ；

ꐯꌟꃅ，ꊿꈀꐥꌠꃅꏢꄖꈐꏭꄉꀱꐥ

ꇁꌐ。23ꄚ，ꊿꋍꂷꋑꀋꋒꂴꊁꃅꀱ

ꐥꇁ；ꏢꄖꆹꂶꂷꇬꂾꂔꂶꌠꉬ，ꊁꋌ

ꀱꉈꑴꇀꄮꇬ，ꊿꏢꄖꃤꉬꈧꌠꀱꐥ

ꇁ。24ꋍꈭꐨꆏ，ꋧꃅꌐꂫꈍꃅꑌꇫ

20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
成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21死
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
是因一人而来。22在亚当里众人
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
也都要复活。23但各人是按自己
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
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
些属基督的。24再后，末期到
了，那时基督既将一切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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ꑟꇁ，ꀊꋨꄮꇬꆏ，ꏲꂠꌠ、ꌅꈌꐥ

ꌠ、ꄐꅍꐥꌠꈀꐥꌠꃅꑳꌠꇱꈔꋏꇫ

ꎭꌐꄉ，ꃰꃅꇩꋌꏮꋍꀉꄉꏃꃅꌋ

ꁵ。25ꑞꃅꆏ，ꏢꄖꆹꀋꎪꃅꃰꃅꄻ

ꄉ，ꋍꁮꐚꉬꇮꃅꏃꃅꌋꄻꋍꑭꁆꇂ

ꃴꄔꄉꌐꌠꇁꉚ。26ꄽꂫꇊꄽꂫꇬ，

ꁮꐚꏃꃅꌋꇱꈔꋏꇫꎭꂶꌠꆹꌦꃤ

ꉬ。27ꑞꃅꆏ，ꏂꀨꇬꑠꃅꉉ：“ꐥ

ꇐꈀꐥꌠꃅꏃꃅꌋꄻꋍꑭꁆꇂꃴꄔꄉ

ꌐ”ꄷ。ꐥꇐꈀꐥꌠꐯꇯꄻꋍꇂꃴ

ꄉꀐꄷꑴꇬ，ꉉꄻꀋꅐ，ꐥꇐꈀꐥꌠ

ꋌꄻꏢꄖꇂꃴꄉꂶꌠꑴꅉꆹꇬꀋ

ꐊ。28ꐥꇐꈀꐥꌠꏢꄖꇂꃴꐥꑲꆏ，

ꀊꋨꄮꇬꆏ，ꌺꂶꌠꊨꏦꑌꐥꇐꈀꐥ

ꌠꄻꋍꇂꃴꐥꄉꎻꌠꏃꃅꌋꇂꃴꐥ

ꄉ，ꏃꃅꌋꁳꐥꇐꈀꐥꌠꄩꐥꎻ，ꏃ

ꃅꌋꁳꐥꇐꈀꐥꌠꌋꐛꎻ。 

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
了，就把国交与父神。25因为基
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
都放在他的脚下。26尽末了所毁
灭的仇敌就是死。27因为经上
说：“神叫万物都服在他的脚
下。”既说万物都服了他，明显
那叫万物服他的，不在其内
了。28万物既服了他，那时，子
也要自己服那叫万物服他的，
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
主。 

29ꑠꀋꉬꑲꆏ，ꊿꌦꊿꎁꃅꄉꋋ

ꑣꊪꀊꋨꈨ，ꊁꇁꋍꑍꆏꈍꃅꐙꂯ？ꀋ

ꄸꄷ，ꊿꌦꀐꌠꇯꍝꃅꀱꐥꀋꇁꑲꆏ，

ꑞꃅꋀꎁꃅꄉꋋꑣꊪ？30ꉪꊇꑞꃅꋍ

ꇅꋑꀋꋒꌦꀋꑴꈔꀋꑴꌠꉬ？31ꃺꑌ

ꊈꀋ！ꉡꆹꋍꑍꋑꀋꋒꌦꃤꈔꃤꊝꇬ

ꎷ，ꑠꆹꇯꍝꌠꉬ，ꑠꆹꉢꉠꌋꏢꄖꑳ

ꌠꇬꄉꆍꏭꄐꄉꈌꒉꌠꌋꆀꐯꌟ。

32ꉢꑱꃛꌙꄉꑋꁮꉆꁮꌋꆀꐮꉈꈽꄮ

ꇬ，ꀋꄸꄷ，ꉢꋧꃅꉘꇉꐨꀉꄂꐥꑲ

ꆏ，ꉠꈲꏣꑞꐥ？ꀋꄸꄷ，ꌦꊿꀱꐥꀋ

ꇁꑲꆏ， 

29不然，那些为死人受洗
的，将来怎样呢？若死人总不
复活，因何为他们受洗呢？30我
们又因何时刻冒险呢？31弟兄
们，我肯定地告诉你们：我是
天天面对着死；这就如同我在
我主基督耶稣里，指着你们所
夸的口一样肯定。32我若当日像
寻常人，在以弗所同野兽战
斗，那于我有什么益处呢？若
死人不复活， 

“ꉪꊇꀒꋠꀒꅝꑟ！ 
ꑞꃅꆏ，ꉪꊇꃆꏂꄑꆏꌦ

“我们就吃吃喝喝吧！ 
因为明天要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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ꀐ。” 
33ꆍꊇꊨꏦꈱꊨꏦꄡꊏ；ꊿꄸꐋꀨꃄ

ꆏ，ꆍꃅꇏꂄꐈꄸꐙꁧ。34ꆍꊇꀀꐚ

ꑓꄧꃅꄉꂄꎔꌠꃅ，ꑽꃤꄡꐆ，ꑞꃅ

ꆏ，ꆍꊇꊿꋍꈨꋋꈨ，ꏃꃅꌋꆍꋌꀋ

ꌧ。ꉢꋋꈨꉉꌠꆹꆍꁳꎲꄏꑊꏦꎻꂿ

ꄷꌠ。 

33你们不要自欺；滥交是败坏善
行。34你们要醒悟为善，不要犯
罪，因为有人不认识神。我说
这话是要叫你们羞愧。 

 

ꇭꀧꀱꐥꇁ 身体的复活 
35ꄚ，ꊿ：“ꌦꊿꈍꃅꀱꐥꇁ？ꋀ

ꊇꇭꀧꈍꃅꐚ？”ꃅꅲꌠꐥꏭꐛ。

36ꊿꇯꅝꌠꀋ！ꇗꂷꆏꄻꇫꊪꄉꌠ，ꇗ

ꂷꂶꌠꌦꀋꁧꑲꆏ，ꅿꁮꅿꀋꇁꌠ

ꉬ。37ꆏꊪꏽꄮꇬꇗꂷꂶꌠꆹꊁꒆꇁ

ꈧꌠꐛꐪꀋꉬ，ꆍꊇꊪꏽꌠꆹꋚꂷꀕ

ꀉꄂ，ꄉꀴꄉꉉꇬ，ꎭꂷꅀꀉꁁꇗꂷ

ꉬ。38ꏃꃅꌋꆹꋍꊨꏦꉪꐨꇬꍬꄉ，

ꐛꐪꂷꋌꄻꇬꁳ，ꄷꀋꁧꋚꂷꋍꑵꆏ

ꐛꐪꋍꑵꃅꐙ。39ꌦꆊꇭꀧꐛꐪꑌꐯ

ꀋꌡ：ꊾꆹꋍꑵꃅꐙ，ꑋꁮꉆꁮꆹꋍꑵ

ꃅꐙ，ꉌꊭꉌꇓꆹꋍꑵꃅꐙ，ꉚꑌꋍꑵ

ꃅꐙ。40ꉬꉎꑌꐛꐪꐥ，ꉬꐮꑌꐛꐪ

ꐥ；ꄚ，ꉬꉎꐛꐪꁨꑭꁤꇅꀕꌠꆹꋍ

ꑵ，ꉬꐮꐛꐪꁨꑭꁤꇅꀕꌠꆹꋍꑵ。

41ꉘꁮꆏꉘꁮꁨꑭꁤꇅꀕꌠꐥ，ꆧꁨ

ꆏꆧꁨꀕꑭꁤꇅꀕꌠꐥ，ꃅꏸꑌꃅꏸ

ꁨꑭꁤꇅꀕꌠꐥ，ꃅꏸꋋꂷꌋꆀꀊꋨ

ꂷꁨꑭꑌꐯꀋꌡ。 

35或有人问：“死人怎样复
活，带着什么身体来呢？”36无
知的人哪！你所种的若不死就
不能生。37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
将来的形体，不过是子粒，即
如麦子，或是别样的谷；38但神
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
并叫各等子粒各有自己的形
体。39凡肉体各有不同：人是一
样，兽又是一样，鸟又是一
样，鱼又是一样。40有天上的形
体，也有地上的形体；但天上
形体的荣光是一样，地上形体
的荣光又是一样。41日有日的荣
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
荣光；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
有分别。 

42ꌦꊿꀱꐥꇁꌠꑌꄡꇗꑠꃅꐙ：ꈀ

ꊪꈁꏽꄉꌠꆹꀋꎪꃅꍹꐛꌠ，ꀱꐥꇁ

ꌠꆹꍹꀋꐛꌠ；43ꈀꊪꈁꏽꄉꌠꆹꎲꄏ

42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
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
坏的；43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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ꑊꏦꌠ，ꀱꐥꇁꌠꆹꀑꑊꁤꇅꀕꌠ；ꈀ

ꊪꈁꏽꄉꌠꆹꊋꁧꌗꁧꌠ，ꀱꐥꇁꌠꆹ

ꊋꑌꁦꅤꌠ；44ꈀꊪꈁꏽꄉꌠꆹꌦꆊ

ꇭꀧ，ꀱꐥꇁꌠꆹꒌꃤꇭꀧ，ꀋꄸꄷ，

ꌦꆊꇭꀧꐥꑲꆏ，ꒌꃤꇭꀧꑌꀋꎪꃅ

ꐥꌠꉬ。45꒰ꀨꇬꑌꑠꃅꁱꇬꄀꄉ：

“ꑸꄉꊿꉘꃀꂶꌠꆹꒌꐊꌠꊿꇫꐥ

ꂷꐛ（“ꒌ”ꅀ“ꌦꌗ”ꃄꑌꍑ）”ꄷ；ꑸꄉ

ꄽꂫꂶꌠꆹꊿꁳꇫꐥꎻꌠꒌꑠꂷꐛ。

46ꄚ，ꒌꃤꂴꅐꇁꌠꀋꉬꃅ，ꌦꆊꃤꂴ

ꅐꇁꌠ，ꋍꈭꐨꑲꆀꒌꃤꇫꐥ。47ꊿ

ꇬꂾꂶꌠꆹꃄꅉꇬꄉꇁꌠ，ꋋꆹꌥꏮꃤ

ꉬ。ꊁꂶꌠꆹꉬꉎꇬꄉꇁꌠ。48ꌥꏮ

ꃤꂶꌠꈍꃅꐙꆏ，ꌥꏮꃤꈧꌠꑌꈍꃅ

ꐙ，ꉬꉎꃤꂶꌠꈍꃅꐙꆏ，ꉬꉎꃤꈧꌠ

ꑌꈍꃅꐙ。49ꉪꊇꐛꐪꌥꏮꃤꂶꌠꌡ

ꃅꐙꑲꆏ，ꉪꊇꊁꇁꋍꑍꆏꀋꎪꃅꐛꐪ

ꉬꉎꃤꂶꌠꑌꌡꌠꉬ。 

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
的，复活的是强壮的；44所种的
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
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
必有灵性的身体。45经上也是这
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
有灵的活人（“灵”或作“血气”）；”末
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46但
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
先，以后才有属灵的。47头一个
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
人是出于天。48那属土的怎样，
凡属土的也就怎样；属天的怎
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49我们
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
属天的形状。 

50ꃺꑌꊈꀋ！ꉢꉉꆍꇰ，ꌦꆊꇭꀧ

ꆹꏃꃅꌋꃰꃅꇩꐴꊛꀋꄐ；ꀋꎪꃅꍹ

ꐛꌠꆹꍹꀋꐛꌠꐴꊛꀋꄐ。51ꀋꃉ，

ꉢꌧꊋꂾꊋꌠꂁꌤꐘꉉꆍꇰ，ꉪꊇꐯ

ꇯꌦꌐꌠꀋꉬ，ꄚ，ꐯꇯꐛꐈꌐꌠꉬ；

52ꑓꂨꑓꋏꇢꉚꀋꂪꃅ，ꉶꁱꄽꂫꃢ

ꌠꄏꄷꌦꆏ，ꉶꁱꄏꐛꅹ，ꌦꊿꀱꐥ

ꇁꇈꍹꀋꐛꌠꐛ，ꉪꊇꑌꐛꐈꌠꉬ。

53ꀋꎪꃅꍹꐛꋍꑠꈍꃅꑌꐈꌌꍹꀋꐛ

ꌠꐛ（“ꐈ”ꄯꒉꂴꋐꌠꇬꆏ“ꈚ”ꃅꅑ。ꄚꐰꑌ

ꐯꌟ）；ꀋꎪꃅꌦꌠꋍꑠꈍꃅꑌꐈꌌꀋꌦ

ꌠꐛ；54ꀋꎪꃅꍹꐛꑠꐈꌌꍹꀋꐛꌠ

ꐛ，ꀋꎪꃅꌦꌠꋍꑠꐈꌌꀋꌦꌠꐛꑲ

50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
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
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51我
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
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
都要改变；52就在一霎时，眨眼
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
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
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53这
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变

成”原文作“穿”。下同）；这必死的总
要变成不死的；54这必朽坏的既
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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ꆏ，ꀊꋨꄮꇬꆏ，꒰ꀨꇬꅇꂷ“ꌦꃤꆹ

ꊋꐛꇱꑍꅝ”ꄷꇫꌠꅇꅐꀐ。 
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
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 

55ꌦꃤꀋ！ꅽꊋꐛꌗꐛꌠꌅꈌꇿꇬ

ꐥ？ꌦꃤꀋ！ꅽꅋꏸꇥꉧꇿꇬꐥ？56ꌦ

ꃤꅋꏸꇥꉧꆹꑽꃤꉬ，ꑽꃤꌅꈌꆹꄹꏦ

ꉬ。57ꄚ，ꏃꃅꌋꏭꈀꎭꀕ！ꋌꉪꌋ

ꑳꌠꏢꄖꇇꄧꈴꄉꉪꊇꁳꊋꐛꌗꐛ

ꎻ。58ꑠꅹ，ꉠꉂꇂꅉꌠꃺꑌꊈꀋ！

ꆍꊇꑌꈫꈈꃅꄉ，ꉌꃀꉪꐨ꒚ꁮꄡꋏ

ꃅ，ꅉꀕꃅꊋꇤꄉꌋꎁꃅꌤꃅ，ꑞꃅ

ꆏ，ꆍꑘꎭꃣꅧꌠꆹꌋꈐꏭꄉꀈꈥꀋꈥ

ꌠꆍꅉꐚ。 

55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
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 
56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
是律法。57感谢神，使我们借着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58所以
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
固，不可动摇，常常竭力多做
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
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 

 

ꎆꆳꌃꎔꌺꁵ 为圣徒捐项 

16 ꉉꅷꌃꎔꌺꎁꃅꎆꆳꌠꃆꂮ

ꑟꇬꆏ，ꀋꉊꉢꈍꃅꄉꏦꇁꄠ 16 论到为圣徒捐钱，我从
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 

ꑇꊿꏓꉻꈧꌠꏭꉉꆏ，ꆍꊇꑌꈍꃅꀕ

ꄡꑟ。2ꏃꑍꌠꇬꂾꄹꉇꆏ，ꆍꊇꊿꋍ

ꂷꈀꐥꃅꊨꏦꈁꊌꅍꇬꄉ，ꎆꃀꈨꅐ

ꌊꊭꇬꊎꄉ，ꑠꀋꉬꑲꆏ，ꉢꇫꑟꇀꄮ

ꇬꑲꆀ，ꆍꇫꍠꇫꆽꃅꎆꆳꂵ。3ꉢꇫ

ꑟꇁꈭꐨꆏ，ꆍꊇꄯꒉꁱꄉꈀꄸꊘꎭ

ꆏ，ꈀꄸꉢꇤꅷꆍꆲꎆꈧꌠꎭꌊꑳꇊ

ꌒꇌꁧꎻ。4ꀋꄸꄷ，ꉡꑌꁧꄡꑟꑲ

ꆏ，ꋀꊇꉡꐊꁧꇬꍑ。 

教会，你们也当怎样行。2每逢
七日的第一日，各人要照自己
的进项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
的时候现凑。3及至我来到了，
你们写信举荐谁，我就打发他
们，把你们的捐资送到耶路撒
冷去。4若我也该去，他们可以
和我同去。 

 

ꁦꅉꄐꏤ 计划行程 
5ꉢꂷꐕꄓꈴꇁꂿꄷ，ꈴꇁꑲꆏ，

ꉢꆍꄷꇁ，6ꉢꆍꈽꄉꈍꑋꑍꐥꌬꀋ

ꄿ，ꄷꀋꁧ，ꃅꋆꋋꂷꃅꆍꈽꐥꇬꑋ

ꌬꀋꄿ。ꑠꃅꑲꆏ，ꉢꇿꇬꁧꄿꂿ，

ꆍꐯꇯꉢꏁꉡꎭꉆ。7ꀋꃅꆹꉢꆍꄷꈴ

5我要从马其顿经过，既经
过了，就要到你们那里去，6或
者和你们同住几时，或者也过
冬。无论我往哪里去，你们就
可以给我送行。7我如今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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ꄉꆍꂿꆹꀋꏾ；ꀋꄸꄷꌋꉬꅲꑲꆏ，ꉢ

ꆍꈽꄉꀂꉗꌹꍈꐥꏾ。8ꄚ，ꉢꄡꇗ

ꑱꃛꌙꀀꅸꉬꊰꎺꄅꋩꑍꑟ，9ꑞꃅ

ꆏ，ꀃꈈꀉꒉꇈꑘꃅꊌꅍꐥꑠꐬꉠꎁ

ꃅꁉꄉꀐ，ꉈꑴꊿꉡꆼꁏꌠꑌꀉꑌꃅ

ꐥ。 

路过见你们；主若许我，我就
指望和你们同住几时。8但我要
仍旧住在以弗所，直等到五旬
节，9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
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
多。 

10ꀋꄸꄷ，ꄜꂿꄠꑟꇁꑲꆏ，ꆍꊇ

ꋓꉪꁨꄉ，ꋌꁳꆍꄷꄉꏦꃅꏦꅍꀋꐥ

ꎻ，ꑞꃅꆏ，ꋋꑌꉡꌋꆀꐯꌟꃅꌋꎁ

ꃅꌤꃅ。11ꑠꅹ，ꈀꄸꂷꑌꄜꂿꄠꉜ

ꄸꀋꉆ，ꐥꅍꀋꐥꃅꋌꏁꈝꃀꇬꎭꄉ，

ꋌꁳꉠꄹꇁꎻ，ꑞꃅꆏ，ꉡꆹꋋꌋꆀꃺ

ꑌꀉꁁꈧꌠꐯꇯꇫꑟꇁꌠꇁꉚ。12ꃺ

ꑌꑸꀧꇊꃆꂮꃅꄉꇬꆹ，ꉢꀱꇊꀱꃅ

ꋍꏭꃺꑌꈧꌠꐊꆍꄷꆹꄷꉉꋺ；ꋌꀋ

ꃅꆹꀋꏾꑴꌦ，ꄚ，ꊜꋽꄮꇬꆏ，ꋌꀋ

ꎪꃅꆍꄷꆹꌠꉬ。 

10若是提摩太来到，你们要
留心，叫他在你们那里无所惧
怕，因为他劳力做主的工，像
我一样。11所以无论谁，都不可
藐视他，只要送他平安前行，
叫他到我这里来，因我指望他
和弟兄们同来。12至于弟兄亚波
罗，我再三地劝他同弟兄们到
你们那里去；但这时他决不愿
意去，几时有了机会他必去。 

 

ꄽꂫꇬꈐꊟꊋꊡꅇꌋꆀꋬꂻꄜꅇ 最后的劝勉和问安 
13ꆍꊇꀋꎪꃅꀀꐚꑓꄧꀕꌶ，ꇗ

ꅉꇯꍝꌠꇬꄉꉆꈬꉆꈈꃅꄉ，ꌺꄿꌠ

ꄻ，ꇷꄙꃅꐥ。14ꆍꊇꌤꆿꑞꃅꄿ

ꂿ，ꉂꐪꑌꄉꃅ。 

13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
站立得稳，要作大丈夫，要刚
强。14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
心而做。 

15ꃺꑌꊈꀋ！ꌦꄝꃔꏤꆹꑸꇠꑸꃅ

ꄷꌋꑇꌠꊿꉘꃀꁯꌠꉬꌠꆍꅉꐚ，ꄷ

ꀋꁧ，ꋀꊇꆹꌃꎔꌺꀨꎹꉌꂵꑌꇬ

ꎷ。16ꉢꆍꏭꊿꑠꃅꐙꑠꅇꃅꄷꉉ，

ꊿꋀꌋꆀꐯꇯꌤꃅꈧꌠꑌꆍꇫꅇ

ꃅ。17ꌦꄝꃔ、ꃛꄳꇂꄖꌋꆀꑸꇠ

ꇴꐯꇯꄚꇁꄉ，ꉢꇿꐯꉢꇿ；ꑞꃅꆏ，

ꆍꊇꉠꄹꀋꐥꄉ，ꉠꉌꂵꐛꀋꐛ，ꄚ，

ꋀꊇꆍꎃꊐꀐ。18ꋀꊇꆹꉠꉌꂵꌋꆀ

15弟兄们，你们晓得司提反
一家，是亚该亚初结的果子，
并且他们专以服事圣徒为念。
16我劝你们顺服这样的人，并一
切同工同劳的人。17司提反和福
徒拿都并亚该古到这里来，我
很喜欢；因为你们待我有不及
之处，他们补上了。18他们叫我
和你们心里都快活；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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ꆍꉌꂵꐯꇯꋌꎼꁦꉘꀕꀐ，ꊿꑠꃅꐙ

ꌠꆹ，ꆍꊇꇫꁌꒉꄣꅼꅊꇈ。 
人，你们务要敬重。 

19ꑸꑭꑸꃅꄷꑇꊿꏓꉻꈧꌠꉬꇮ

ꆍꏭꋬꂻꄜ；ꑸꏲꇁ、ꀙꏢꇁꌋꆀꋀ

ꀁꇬꑇꊿꏓꉻꐯꇯꌋꒉꄸꃅꄉ，ꉌꈯ

ꑓꈜꃅꆍꏭꋬꂻꄜ。20ꄚꇬꃺꑌꈧꌠ

ꐯꇯꆍꏭꋬꂻꄜ。ꆍꊇꐮꂿꄮꇬ，ꆍ

ꑴꌠꌃꎔꃅꐮꁧꇉꇬꁬꄉꋬꂻꄜꅊ

ꇈ。 

19亚细亚的众教会问你们
安。亚居拉和百基拉并在他们
家里的教会，因主多多地问你
们安。20众弟兄都问你们安。你
们要亲脸问安，彼此务要圣
洁。 

21ꉢ，ꀧꇊ，ꋬꂻꄜꅇꋋꈍꑋꇬꆹ

ꉠꊨꏦꁱꌠꉬ。22ꀋꄸꄷ，ꊿꌋꀋꉂ

ꌠꐥꑲꆏ，ꋌꁳꍃꊌꏿꊌꎻ。ꌊꆹꀋ

ꎪꃅꇁ。23ꌋꑳꌠꏢꄖꑆꊋꅉꀕꃅꆍ

ꈽꄉꐥꅊꇈ。24ꏢꄖꑳꌠꈐꏭꄉ，ꉠ

ꉂꐪꌋꆀꆍꊇꋍꏅꐯꈽꐥ。ꀊꂱ。 

21我保罗亲笔问安。22若有
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主
必要来。23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
与你们众人同在。24我在基督耶
稣里的爱与你们众人同在。阿
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