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ꇬꆀꄏꄯꒉꊁꁬꌠ 

哥林多后书 

 
ꋬꂻꄜ 问候 

1 ꏃꃅꌋꉪꐪꇬꈴꄉ，ꏢꄖꑳꌠꁆ

ꄻꊩꌺꐛꌠꀧꇊꌋꆀꃺꑌꄜꂿ 
1 奉神旨意作基督耶稣使徒的

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 
ꄠꑋ，ꄯꒉꁱꇬꆀꄏꏃꃅꌋꑇꊿꏓꉻ

ꌋꆀꑸꇠꑸꃅꄷꌃꎔꌺꈀꐥꌠꁵ。

2ꏃꃅꌋꉪꀉꄉꌋꆀꌋꑳꌠꏢꄖꄷꄉ

ꑆꊋ、ꋬꂻꑠꆍꊇꊌꅊꇈ。 

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并亚该亚
遍处的众圣徒。2愿恩惠、平安
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
与你们。 

 

ꀧꇊꎬꅧꈭꐨꈀꎭꀕꅇ 保罗在患难后的感恩 
3ꀮꄑꅇꄻꉪꌋꑳꌠꏢꄖꀉꄉꏃ

ꃅꌋꁵꅊꇈ，ꋋꆹꉌꆓꑌꌠꀉꄉꂶꌠ，

ꋋꆹꊾꉌꌒꄀꌠꏃꃅꌋ。4ꉪꊇꎬꅧ

ꈀꐥꌠꈬꇬꐤꄮꇬ，ꏃꃅꌋꆹꅉꀕꃅ

ꉪꊇꉌꌒꄀꄉ，ꉪꁳꏃꃅꌋꄻꉪꊇꁵ

ꌠꉌꌒꄀꅍꌌ，ꌞꊿꀉꁁꎬꅧꅍꈍꑋ

ꑵꃅꐥꈧꌠꏭꉌꌒꄀꎻ。5ꉪꊇꆹꏢ

ꄖꎬꅧꅍꈍꑋꀵꄜꑲꆏ，ꏢꄖꇇꄧꈴ

ꄉꉌꌒꄀꅍꀉꑌꃅꊌ。6ꉪꊇꎬꅧꌠ

ꆹ，ꆍꁳꉌꌒꄀꅍꌋꆀꈭꋏꌠꑠꊌꎻ

ꂿꄷꌠ；ꉪꊇꉌꌒꄀꅍꊌꌠꑌ，ꆍꁳ

ꉌꌒꄀꅍꊌꎻꂿꄷꌠꉬ；ꉌꌒꄀꅍꑠꆹ

ꆍꁳꉪꊇꈀꊝꌠꎬꅧꈧꌠꌡꑠꆍꇬꄽ

3愿颂赞归与我们的主耶稣
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
父，赐各样安慰的神。4我们在
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
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
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5我们
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
多得安慰。6我们受患难呢，是
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
们得安慰呢，也是为叫你们得
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
们所受的那样苦楚。7我们为你
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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ꄐꎻꂿꄷꌠ。7ꉪꊇꆍꎁꃅꉘꇉꅍꐥ

ꌠꆹꀋꎪꌠꉬ，ꑞꃅꆏ，ꉪꅉꐚꌠꆏ，

ꆍꊇꉪꈽꄉꉌꎭꑓꅧꌠꊝꑲꆏ，ꆍꊇ

ꑌꀋꎪꃅꉪꈽꄉꉌꌒꄀꅍꊌꌠꉬ。 

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也必
同得安慰。 

8ꃺꑌꊈꀋ！ꉪꊇꆍꁳꉪꑸꑭꑸꄉ

ꈀꊝꌠꎬꅧꅍꈧꌠꅉꀋꐚꎻꀋꏾ，ꉪ

ꊇꀊꄶꇬꄉ，ꉪꄩꍅꍑꐨꀉꇖꇨꄉꎬ

ꅧꅍꉪꊇꊋꃤꇬꄽꀋꄐꌠꊝ，ꄷꀋꁧ

ꐥꌠꇯꆏꉘꀋꇉꀐ；9ꉪꊇꊨꏦꉌꃀꄸ

ꈐꆹ，ꉪꊇꈍꃅꑌꀞꇽꌠꊝꄉꌦꀐꉂ，

ꑠꃅꄉ，ꉪꁳꌤꑞꑌꉪꊇꊨꏦꊋꃤꀋ

ꍞꃅ，ꌦꊿꁳꀱꐥꇁꎻꌠꏃꃅꌋꀉꄂ

ꍞꎻ。10ꏃꃅꌋꆹꉪꊇꌦꈔꆈꒉꀕꌠ

ꈬꇬꄉꋌꇱꈭꋏꎼꇁꋺꀐ，ꀋꃅꋌꉪ

ꊇꈭꋏꑴꌦ，ꄷꀋꁧ，ꉪꊇꆹꊁꇁꋍꑍ

ꋌꉪꊇꈭꋏꇁꑴꌦꌠꉪꇫꉘꇉ。11ꆍ

ꊇꆹꈼꂟꄉꉪꊇꇇꀤ，ꑠꃅꄉ，ꊿꈍꑌ

ꁳꑆꊋꒉꄸꃅꏃꃅꌋꏭꈀꎭꀕꎻ，ꑆ

ꊋꋋꈨꆹ，ꊿꈍꑋꉪꎁꃅꈼꂟꄉꉪꊌ

ꌠꉬ。 

8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
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
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
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9自
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
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
的神。10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
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
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
们。11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好
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就是为
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 

 

ꀧꇊꑎꃅꅲꇫꁧ 保罗推迟访问 
12ꉪꊇꈀꈌꒉꌠꆹ，ꉪꊨꏦꂄꄸꌧ

ꌠꉌꂵꌌꑠꃅꅇꊪꌬ，ꉪꊇꆹꏃꃅꌋꃤ

ꌃꇁꎔꌠꌋꆀꀋꎪꀋꑴꌠꇬꈴꄉꋧꃅ

ꃰꊿꐛ，ꉪꆹꃰꊿꀑꁮꅺꐳꐨꉈꀋꊪ

ꃅ，ꏃꃅꌋꑆꊋꉈꊪ，ꉪꊇꆍꏭꀊꅰ

ꃅꑠꃅꐙ。13ꉪꊇꀋꃅꁱꆍꁳꌠꅇꂷ

ꆹꆍꈀꀘꇮꌠ、ꈁꌧꌠꉬ。ꉡꆹꌤꆿ

ꃅꆍꊇꅉꐚꌐꄎꌠꉘꇉ，14ꑠꆹꆍꊇꊼ

ꇅꉪꊇꃆꂮꐝꉅꀐꌠꌋꆀꐯꌟ：ꆍꊇ

ꉪꎁꃅꈌꒉ，ꀋꇊꆏꉪꌋꑳꌠꃅꑍꄹ

12我们所夸的，是自己的良
心，见证我们凭着神的圣洁和
诚实，在世为人，不靠人的聪
明，乃靠神的恩惠，向你们更
是这样。13我们现在写给你们的
话，并不外乎你们所念的、所
认识的；我也盼望你们到底还
是要认识，14正如你们已经有几
分认识我们，以我们夸口，好
像我们在我们主耶稣的日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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ꉇꆏ，ꉪꊇꆍꎁꃅꈌꒉꌠꌡ。 你们夸口一样。 
15ꉢꑠꃅꇬꑅꐯꇬꑅꐛꅹ，ꈍꄮꇯ

ꆐꆍꄷꆹꂿꄷꉪꄉ，ꆍꁳꋍꁧꁦꎆꃅ

ꈲꏣꊌꎻ；16ꉢꆍꄷꈴꄉꂷꐕꄓꁧꇈ，

ꂷꐕꄓꄉꀱꆍꄷꇁꑲꆀ，ꆍꁳꉢꏁꒀ

ꄠꁧꎻꂾꉂꌠ。17ꉠꉪꇐꏤꇐꋋꈨꆹ

ꀯꆽꀰꆽꃅꐙꌠꉬꑴꅀ？ꉢꈁꉪꈁꏤ

ꄉꌠꆹꋧꃅꉪꐪꇬꈴꌠꉬꄉ，ꉢꋌꎼ

ꋍꇅꆏ‘ꉬ’ꋍꇅꆏ‘ꀋꉬ’ꃅꉉ

ꌠꅀ？18ꉢꀋꎪꀋꑴꌠꏃꃅꌋꏭꄐꄉ

ꉉ，ꇗꅉꉪꊇꁊꆍꇰꈧꌠꆹ，‘ꉬ’

ꄷꌦ、‘ꀋꉬ’ꄷꌦꃅꑠꈨꀋꉬ。

19ꑞꃅꆏ，ꑭꇁ、ꄜꂿꄠꌋꆀꉢꉪꌕ

ꑻꆍꈬꄔꄉꏃꃅꌋꌺꑳꌠꏢꄖꃆꂮꉙ

ꂘꇬ，‘ꉬ’ꄷꌦ、‘ꀋꉬ’ꄷꌦ

ꃅꑠꈨꀋꉬ，ꋍꄷꆹ‘ꉬ’ꌠꀉꄂ

ꐥ。20ꏃꃅꌋꈌꁧꅍꈍꑋꐥꄿꂿ，ꏢ

ꄖꇬꆹꐯꇯꉬꃅꀕꐛꌐꀐ。ꑠꅹ，ꋍ

ꈐꏭꑞꑌꇯꍝꌠꉬꌐꌠꑠꇇꄧꈴꄉ（ꇯ

ꍝꌠꑝꇂꉙꆹ“ꀊꂱ”ꄷ），ꏃꃅꌋꁳꉪꒉꄸ

ꃅꀑꒉꑊꒉꊌꎻ。21ꆍꊇꌋꆀꉪꊇꁳ

ꏢꄖꇬꄉꈫꈈꎻꇈ，ꉪꊇꌐꋉꂶꌠꆹ

ꏃꃅꌋꉬ。22ꋌꉈꑴꇇꌒꌌꉪꍅꄉ，

ꄷꀋꁧ，ꌃꎔꒌꋌꄻꉪꉌꃀꇬꊐꄉꀕ

ꀧꅍꃅꄉꀐ。 

15我既然这样深信，就早有
意到你们那里去，叫你们再得
益处；16也要从你们那里经过，
往马其顿去，再从马其顿回到
你们那里，叫你们给我送行往
犹太去。17我有此意，岂是反复
不定吗？我所起的意，岂是从
情欲起的，叫我忽是忽非吗？
18我指着信实的神说，我们向你
们所传的道，并没有是而又非
的。19因为我和西拉并提摩太，
在你们中间所传神的儿子耶稣
基督，总没有是而又非的，在
他只有一是。20神的应许不论有
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
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实在”原文

作“阿们”），叫神因我们得荣耀。
21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
并且膏我们的，就是神。22他又
用印印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
们心里作凭据（原文作“质”）。 

23ꉡꆹꏃꃅꌋꏭꇖꂟꄉ，ꋌꁳꉠ

（ꑝꇂꉙꇬꆏ“ꉠꒌꆠ”ꃅꅑ）ꎁꃅꅇꊪꌬꎻ，

ꉢꇬꆀꄏꉜꄉꀋꁧꌠꆹ，ꉢꄸꈐꅔꆹꀕ

ꃅꄻꆍꏆꂿꄷꌠ。24ꉪꊇꆹꆍꑇꐨꉌ

ꊋꇬꌄꇤꂿꄷꌠꀋꉬꃅ，ꆍꇇꀤꄉꆍ

ꁳꉌꌒꎻꂿꄷꌠꉬ。ꑞꃅꆏ，ꆍꊇꆹ

23我呼吁神给我的心作见
证，我没有往哥林多去是为要
宽容你们。24我们并不是辖管你
们的信心，乃是帮助你们的快
乐，因为你们凭信才站立得
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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ꑇꐨꐥꑲꆀꉆꈬꄎ。 
 

2 ꉡꆹꊨꏦꉪꄉꏤꄉꀐ，ꉈꑴꆍꄷ

ꆸꄮꇬ，ꈀꄸꑌꐒꅍꊀꅍꀋꐥꑲ 
2 我自己定了主意再到你们那

里去，必须大家没有忧愁。 
ꆀꍑ。2ꀋꄸꄷ，ꉢꆍꁳꐒꊀꎻꇬꆹ，

ꊿꉢꋀꁳꐒꊀꎻꋋꈨꀉꄂꑲꆏ，ꀉꁁ

ꈀꄸꂷꉢꁳꉌꌒꇁꎻꄎꂯ？3ꌤꋌꐘꃆ

ꂮꄯꒉꉢꁱꆍꁳꋻꀐ，ꑠꆹꉢꇫꑟꇀꄮ

ꇬ，ꉢꁳꉌꌒꎻꄡꑟꈧꌠ，ꉢꋀꎼꐒꊀ

ꂵꏦꌠ。ꉢꈍꃅꑌꇬꑅꌠꆏ，ꉠꉌꌒ

ꐨꆍꌌꊨꏦꉌꌒꐨꃅꄉ。4ꉢꋌꃀꆹ

ꉌꂵꐒꆅꏽ，ꑓꁳꈍꑋꅐꄉ，ꄯꒉꁱ

ꆍꊇꁵ，ꑠꆹꆍꁳꉌꎭꑓꅧꎻꌠꀋꉬ

ꃅ，ꆍꁳꉢꈍꃅꆍꊇꉂꌠꅉꐚꎻꂿꄷ

ꌠ。 

2倘若我叫你们忧愁，除了我叫
那忧愁的人以外，谁能叫我快
乐呢？3我曾把这事写给你们，
恐怕我到的时候，应该叫我快
乐的那些人，反倒叫我忧愁。
我也深信，你们众人都以我的
快乐为自己的快乐。4我先前心
里难过痛苦，多多地流泪，写
信给你们，不是叫你们忧愁，
乃是叫你们知道我格外地疼爱
你们。 

 

ꊿꃅꑽꌠꏭꑽꃤꏆ 赦免犯过失的人 
5ꀋꄸꄷ，ꆍꊇꈬꄔꇬꊿꌞꊿꁳꐒ

ꊀꎻꌠꐥꑲꆏ，ꋋꆹꉢꁳꀉꄂꐒꊀꎻ

ꌠꀋꉬꃅ，ꆍꊇꋍꏅꁳꑌꐒꊀꅍꈍꑋ

ꐥꎻꌠꉬ。ꉢ‘ꈍꑋ’ꃅꉉꌠꆹꅇ

ꉉꌊꀊꅼꇨꀐꏭꐛ。6ꊿꋍꑠꉹꁌꇱ

ꌌꎭꃚꍈꑲꆏ，ꍑꀐ；7ꑠꃅꑎꆹ，ꋍꑽ

ꃤꄻꋌꏆꇈꋍꏭꉌꌒꄀꄈꍑ，ꑠꀋꉬ

ꑲꆏ，ꋌꐒꊀꇨꄉꉈꊰꑓꊰꂵ。8ꑠ

ꅹ，ꉢꆍꊇꏯꉉ，ꆍꀋꎪꏟꈯꀕꌠꉂ

ꐪꄻꋌꀦꄡꑟ。9ꑠꃅꄉ，ꉢꂴꏭꄯꒉ

ꁱꆍꁳꌠꆹ，ꌤꑞꉬꄿꂿ，ꆍꅇꃅꅲꅀ

ꀋꅲꌠꎖꉚꌠ。10ꆍꊇꑽꃤꄻꈀꄸꏆ

ꆏ，ꉡꑌꑽꃤꄻꈀꄸꏆ。ꀋꄸꄷ，ꉢ

ꏆꅍꐥꑲꆏ，ꑠꆹꉢꏢꄖꂾꄉꆍꊇꎁ

ꃅꄻꊿꏆꌠꉬ；11ꑠꀋꉬꑲꆏ，ꌑꄉꂶ

5若有叫人忧愁的，他不但
叫我忧愁，也是叫你们众人有
几分忧愁。我说几分，恐怕说
得太重。6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
责罚，也就够了；7倒不如赦免
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
过，甚至沉沦了。8所以我劝你
们，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
心来。9为此我先前也写信给你
们，要试验你们，看你们凡事
顺从不顺从。10你们赦免谁，我
也赦免谁。我若有所赦免的，
是在基督面前为你们赦免的； 
11免得撒但趁着机会胜过我们，
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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ꌠꊜꋽꄮꇬꄉꉪꄩꊋꂵ，ꑞꃅꆏ，ꋍꉻ

ꏂꏡꁈꆹꉪꇫꅉꀋꐚꌠꀋꉬ。 
 

ꀧꇊꐒꊀꐨꌋꆀꉌꌒꄀꐨ 保罗的忧虑和安慰 
12ꉢꀋꉊꂴꏭꄯꇊꑸꄉꏢꄖꌒꅇ

ꁊꆸꄮꇬ，ꌊꑌꀊꄶꇬꄉꉠꎁꃅꀃꈈ

ꋌꁉꄉ。13ꀊꋨꄮꇬꉢꄡꇗꉌꃀꑘꀋ

ꒃ，ꑞꃅꆏ，ꉢꀊꄶꇬꄉꉠꃺꑌꄝꄏ

ꉢꋌꎷꀋꊌ，ꑠꅹ，ꀊꄶꇬꄉꉢꂷꐕꄓ

ꉜꄉꁧꀐ。 

12我从前为基督的福音到了
特罗亚，主也给我开了门。13那
时，因为没有遇见兄弟提多，
我心里不安，便辞别那里的人
往马其顿去了。 

14ꏃꃅꌋꏭꈀꎭꀕ！ꋋꆹꅉꀕꃅꉪ

ꋌꏃꌊꏢꄖꇬꄉꊋꐛꌠꋩꈽꇬꎷ，ꄷ

ꀋꁧ，ꉪꊇꇇꄧꈴꄉ，ꏢꄖꌧꒉꄸꃅꇫ

ꅐꇁꌠꌗꅿꉗꌑꐩꀕꈧꌠꌌꇿꇬꑌꁊ

ꈴ。15ꑞꃅꆏ，ꏃꃅꌋꂾꆹ，ꉪꊇꊿꈭ

ꋏꊌꈧꌠꇭꀧꉬꄿꂿ，ꊿꈔꈤꈧꌠꇭ

ꀧꉬꄿꂿ，ꐯꇯꏢꄖꅿꉗꌑꐩꀕꌠ

ꅿ。16ꊿꋋꈨꆏ，ꌦꌠꅿꉗꐛꄉꋀꁳ

ꌦꎻ；ꊿꀊꋨꈨꆏ，ꐥꌠꅿꉗꐛꄉꋀ

ꁳꇫꐥꎻ。ꋍꑠꈀꄸꂷꇬꄽꄐ？17ꉪ

ꊇꆹꊿꀉꑌꈧꌠꀋꌡ，ꋀꆹꏃꃅꌋꇗ

ꅉꋀꌌꃷꐪꃼꇇꐛ；ꉪꊇꆹꀋꎪꀋꑴ

ꌠꏃꃅꌋꐛꅹꃅ，ꏢꄖꇇꄧꈴꄉꏃꃅ

ꌋꂾꄉꇗꅉꄜ。 

14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
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
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
气。15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
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
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16在
这等人，就作了死的香气叫他
死；在那等人，就作了活的香
气叫他活。这事谁能当得起
呢？17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利
混乱神的道；乃是由于诚实、
由于神，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
道。 

 

ꏤꐪꀊꏀꏲꌋꃅꊿ 新约的执事 

3 ꉪꊇꆹꊨꏦꀱꊨꏦꊘꎭꌠꉬꑴ

ꅀ？ꉪꊇꌞꊿꌟꃅꊿꊘꎭꄯꒉ 
3 我们岂是又举荐自己吗？岂

像别人用人的荐信给你们， 
ꄻꆍꁳ，ꅀꆍꊘꎭꄯꒉꄻꊿꁳꃅꌠꉬ

ꑴꅀ？2ꆍꊇꆹꉪꊘꎭꄯꒉꁬꌠꉬ，ꋋ

ꆹꁱꉪꊇꉌꃀꇬꊐꄉꇈꉹꁌꃅꇫꅉ

ꐚ、ꇫꀘꑠꁬꉬ。3ꆍꊇꆹꑓꀠꀕꃅ

或用你们的荐信给人吗？2你们
就是我们的荐信，写在我们的
心里，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
的。3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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ꏢꄖꄯꒉꁬꉬ，ꉪꇇꄧꈴꄉꁱꄉꌠ；

ꄯꒉꋌꁬꆹꂷꋶꌌꁱꄉꌠꀋꉬꃅ，ꐩ

ꋊꐩꍂꃅꇫꐥꌠꏃꃅꌋꌃꎔꒌꌌꁱꄉ

ꌠꉬ；ꋋꆹꁱꇓꂵꇬꄀꄉꌠꀋꉬꃅ，ꁱ

ꉌꂵꇬꄀꄉꌠꉬ。 

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
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
不是写在石版上，乃是写在心
版上。 

4ꏢꄖꐛꅹꃅ，ꉪꊇꏃꃅꌋꂾꄉꑇ

ꐨꉌꊋꑠꑌ。5ꉪꊇꆹꊨꏦꉘꇉꄉꌤ

ꑞꑌꉪꀵꄜꄎꄷꌠꀋꉬ，ꉪꊇꇬꀳꇫ

ꄜꄎꌠꆹꏃꃅꌋꄷꄉꇁꌠꉬ。6ꏃꃅ

ꌋꉈꑴꉪꁳꏤꐪꀊꏀꏲꌋꃅꊿꄻꄎꎻ

ꌠꆹ，ꁱꂷꁱꄉꌠꇬꈴꌠꀋꉬꃅ，ꌃꎔ

ꒌꇇꄧꈴꌠꉬ；ꑞꃅꆏ，ꁱꂷꁱꄉꌠꆹ

ꊿꁳꌦꎻꌠ，ꌃꎔꒌꆹꊿꁳꇫꐥꎻ

ꌠ。7ꄹꏦꆹꁶꇓꏪꇬꄀꄉꌠ，ꋍꌅꅍ

ꃅꑘꆹꌦꃤꋌꈻꌊꊿꁳꇁ，ꄚ，ꄹꏦꇫ

ꅐꇁꇬꂯꁨꑭꁤꇅꀕ，ꄷꀋꁧꃀꑭꀑ

ꑊꁤꇅꀕꄉ，ꑱꌝꆀꊿꍻꋍꈁꑓꇬꀵ

ꀋꉆ；ꁨꑭꑠꑴꅉꇬꆹꐤꅉꑍꅉꑟ

ꌠ。8ꑠꉬꑲꆏ，ꌃꎔꒌꃤꌅꅍꃅꑘꆹ

ꀊꅰꃅꁨꑭꁤꇅꀕꌠꀋꉬꅀ？9ꀋꄸ

ꄷ，ꊿꏭꑽꃤꏤꌠꌅꅍꃅꑘꇯꆎꁨꑭ

ꁤꇅꀕꑲꆏ，ꑖꉬꄻꊿꁳꌠꌅꅍꃅꑘ

ꆹꀊꅰꃅꁨꑭꁤꇅꀕꀐ。10ꀋꉊꂴꏭ

ꁨꑭꁤꇅꀕꀊꋨꈨꆹ，ꁨꑭꀊꅰꃅꁤ

ꇅꀕꋋꈨꐛꅹꃅ，ꁨꑭꁤꇅꀕꌠꀋꌗ

ꀐ。11ꀋꄸꄷ，ꀜꋊꇫꎭꀊꋨꈨꇯꆎ

ꁨꑭꁤꇅꀕꑲꆏ，ꈍꄮꑌꇫꐥꌠꋋꈨ

ꆹꀊꅰꃅꁨꑭꁤꇅꀕꀐ。 

4我们因基督所以在神面前
才有这样的信心。5并不是我们
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
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6他叫
我们能承当这新约的执事，不
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精意；
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精意是
叫人活（“精意”或作“圣灵”）。7那用
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职事尚且
有荣光，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
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
脸；这荣光原是渐渐退去的；
8何况那属灵的职事，岂不更有
荣光吗？9若是定罪的职事有荣
光，那称义的职事，荣光就越
发大了。10那从前有荣光的，因
这极大的荣光，就算不得有荣
光了；11若那废掉的有荣光，这
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 

12ꉪꊇꆹꉘꇉꅍꑠꃅꐙꌠꐥꐛꅹ，

ꉌꂵꀉꒉꃅꉉꌠꉬ，13ꉪꊇꃀꑭꌋꆀꐯ

ꀋꌡ，ꃀꑭꆹꁀꁱꌌꋍꈁꑓꇬꉱꄉ，ꑱ

12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
大胆讲说，13不像摩西将帕子蒙
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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ꌝꆀꊿꁳꀜꅐꁧꂯꂶꌠꌐꂫꂿꄎꀋ

ꎽ。14ꄚ，ꋀꊇꆹꉌꂵꆸꉂꇨꄉ，ꅑꅸ

ꀃꑍꋋꄮꑟꌠ，ꋀꊇꏤꐪꀉꆹꀗꄮꇬ

ꆏ，ꁀꁱꋋꂷꄡꇗꇔꇬꀋꎭꑴꌦ；ꁀ

ꁱꋋꂷꆹꏢꄖꇬꄉꇔꇫꎭꀐꌠꉬ。

15ꄚ，ꅑꅸꀃꑍꋋꄮꑟꌠ，ꋀꊇꋍꃢꋑ

ꀋꋒꃀꑭꄯꒉꈧꌠꀗꄮꇬꆏ，ꁀꁱꄡ

ꇗꋀꊇꉌꃀꇬꉱꎍꑴꌦ。16ꋀꊇꈍꄮ

ꏮꌋꐊꇀꆏ，ꁀꁱꂶꌠꈍꄮꇬꇔꇫꎭ

ꌠꉬ。17ꌋꆹꌃꎔꒌꂶꌠꉬ；ꌋꒌꇿ

ꇬꐤꆏ，ꇿꇬꄿꐨꌠꊌ。18ꉪꊇꋍꏅ

ꈁꑓꉱꀋꄉꃅ，ꌋꀑꒉꑊꒉꉪꊌꂿꄎ

ꑲꆏ，ꉪꊇꀋꇊꆏꑊꈻꇓꉜꌠꌡ，ꑊꈻ

ꇓꇬꄉꋌꁨꌊꌋꐛꐪꐛꊀꐛ，ꐤꅉꀑ

ꒉꑊꒉꅉꑟꇁꇬꎷ，ꉪꊇꆹꌋꒌꇬꄉꐛ

ꐈꌊꇁꌠꌡ。 

看到那将废者的结局。14但他们
的心地刚硬，直到今日诵读旧
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揭
去；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
了。15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
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
心上。16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
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17主就
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那里
就得以自由。18我们众人既然敞
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
从镜子里返照，就变成主的形
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
变成的。 

 

ꄢꌺꇬꀀꌠꁌꇐꈣꂷ 瓦器里的宝贝 

4 ꉪꊇꎭꃅꉈꐨꊌꄉꌅꅍꃅꎁꋌꐘ

ꉪꊪꄉꑲꆏ，ꉪꆹꉈꀋꊰꑓꀋ

ꊰ； 

4 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
分，就不丧胆；2乃将那些 

2ꌤꎲꄏꉉꊾꇰꀋꉆꈧꌠꉪꊇꍞꇫꎭ

ꀐ，ꉪꊇꌤꊾ꒰ꊿꇫꑠꀋꃅ，ꉪꊇꏃ

ꃅꌋꇗꅉꌌꆹꑽꃅꉙꀋꂘ；ꇗꅉꃶꐚ

ꌠꀉꄂꄜꋊꎼꇁꄉ，ꏃꃅꌋꂾꄉꉪꊨ

ꏦꉪꊘꎭꊿꁳꇈ，ꊿꈀꄸꁳꑌꉌꂵꈴ

ꄿꎻ。3ꀋꄸꄷ，ꉪꈁꁊꌠꌒꅇꈧꌠꂁ

ꉱꄉꑲꆏ，ꋋꆹꊿꈔꈤꈧꌠꏭꀉꄂꑠꃅ

ꂁꉱꄉꌠꉬ。4ꊿꏃꃅꌋꀋꑇꑠꆹꋧ

ꃅꋋꂷꇬꌦꌋꂶꌠꇱꎼꉌꁍꑓꇰꄉ，

ꏢꄖꀑꒉꑊꒉꌒꅇꁨꑭꁳꋀꌶꀋ

ꎽ。ꏢꄖꊇꅉꆹꏃꃅꌋꐛꐪꉬ。5ꉪ

暗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
诈，不谬讲神的道理；只将真
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
己荐与各人的良心。3如果我们
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
的人身上。4此等不信之人被这
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
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
督本是神的像。5我们原不是传
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
并且自己因耶稣作你们的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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ꊇꆹꊨꏦꃆꂮꁊꌠꀋꉬꃅ，ꏢꄖꑳꌠꆹ

ꌋꉬꃅꑠꁊꌠ，ꄷꀋꁧ，ꑳꌠꐛꅹꃅꉪ

ꊇꆹꆍꁏꐚꄻ。6‘ꁨꑭꆈꋧꋪꅉꇬ

ꄉꁨꎼꇁ’ꄷꉉꋺꌠꏃꃅꌋꇁꉪꊇꉌ

ꃀꇬꁨꄉ，ꉪꁳꏃꃅꌋꁨꑭꁤꇅꀕꌠ

ꆹꑳꌠꏢꄖꀑꑊꇬꄉꉜꅐꇁꌠꑠꅉꐚ

ꎻ。 

人。6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
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
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
基督的面上。 

7ꉪꊇꆹꁨꇐꁌꇐꈤꋋꂷꉪꄻꄢꌺ

ꂷꇬꊐꄉ，ꑠꆹꊋꃤꀉꒉꐯꀉꒉꋋꈨꉪ

ꄷꄉꅐꇁꌠꀋꉬꃅ，ꏃꃅꌋꄷꄉꅐꇁ

ꌠꉬꌠꄇꇖꀕꎻꂿꄷꌠ。8ꉪꊇꆹꈍ

ꑋꁁꏯꃅꁮꐚꊝꑴꇬ，ꄚ，ꉪꆹꁮꐚꇱ

ꅥꆿꀋꐛ；ꉪꊇꈍꃅꇮꌠꉪꋌꀋꌧꑴ

ꇬ，ꄚ，ꉈꀋꊰꑓꀋꊰ；9ꉪꊇꊿꌌꆼ

ꍅꆹꆋꑴꇬ，ꄚ，ꏃꃅꌋꇱꇵꇬꀋꎭ；

ꉪꊇꊿꇱꅥꐚꇬꅜꑴꇬ，ꄚ，ꌥꄮꈔꄮ

ꀋꑟ。10ꉪꊇꇭꀧꇬꅉꀕꃅꑳꌠꌦꃤ

ꀵꐺꄉ，ꑳꌠꀑꇬꁳꉪꊇꇭꀧꇬꄉꄇ

ꇖꀕꃅꉜꅐꇁꉆꎻ。11ꑞꃅꆏ，ꉪꊇ

ꊿꇫꐥꋋꈨꅉꀕꃅꑳꌠꎁꃅꊿꏮꌦꃤ

ꈔꃤꈬꇬꊐ，ꋍꑠꆹꑳꌠꀑꇬꁳꉪꀋꎪ

ꃅꌦꌠꇭꀧꇬꄉꉜꅐꇁꉆꎻꂿꄷꌠ。

12ꑠꃅꉜꎼꇁꇬ，ꌦꃤꆹꉪꊇꇭꀧꇬꏹ

ꐺ，ꄚ，ꀑꇬꆹꆍꊇꇭꀧꇬꏹꐺ。 

7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
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
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8我们
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
作难，却不至失望；9遭逼迫，
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至
死亡。10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
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
上。11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
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
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
出来。12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
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
动。 

13ꄚ，ꉪꊇꑇꐨꉌꊋꑌꑲꆏ，꒰ꀨ

ꇬ：“ꉢꑇ，ꑠꅹꉢꑠꃅꉉ”ꄷꁱꇬ

ꄀꄉꌠꌟꃅ，ꉪꊇꑌꑇ，ꑠꅹꉪꑌꅇꂷ

ꉉ。14ꌋꑳꌠꁳꀱꐥꇁꎻꂶꌠꆹꀋꎪ

ꃅꉪꁳꑌꑳꌠꈽꄉꀱꐥꇁꎻꌠꉪꅉ

ꐚ，ꄷꀋꁧ，ꉪꊇꌋꆀꆍꊇꐯꇯꋌꄻ

ꋍꂾꉆꄉ。15ꋋꈨꉬꇮꆍꁧꎁꃅꌠ，

13但我们既有信心，正如经
上记着说：“我因信，所以如此
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
话。14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
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
活，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
在他面前。15凡事都是为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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ꑠꃅꄉ，ꊿꐤꅉꀉꑌꅉꑟꐛꅹ，ꑆꊋ

ꁳꀊꅰꃅꁦꎆꎻ，ꈀꎭꀕꅇꑌꐤꅉꀉ

ꑌꅉꑟ，ꄚꄉꀑꒉꑊꒉꃅꏮꏃꃅꌋ

ꄀ。 

好叫恩惠因人多越发加增，感
谢格外显多，以致荣耀归与
神。 

 

ꑇꐨꉌꊋꉘꇉꄉꐥ 靠信心生活 
16ꑠꅹ，ꉪꊇꆹꉈꀋꊰꑓꀋꊰ。ꉪ

ꊇꉇꇷꀜꐡꆿꐛꄷꑲꑌ，ꉪꊇꉌꃀꄸ

ꈐꆹꋍꑍꋍꉙꃅꏀꁏꏽ。17ꉪꀂꉗꍈ

ꀉꄂꌠ、ꑾꌙꌠꎬꅧꐨꋋꈨꆹꉪꋍꉎ

ꀋꐥꌠ、ꐩꋊꐩꍂꌠꀑꒉꑊꒉꋌꃅꐛ

ꇁꌠꉬ。18ꉪꊇꆹꉪꊌꂿꈧꌠꉈꇬꌠ

ꀋꉬꃅ，ꉪꇬꊊꀋꂿꈧꌠꉈꇬꌠꉬꅊ

ꇈ；ꑞꃅꆏ，ꊌꂿꈧꌠꆹꀂꉗꍈꀉꄂ

ꌠ，ꇬꊊꀋꂿꈧꌠꆹꐩꋊꐩꍂꌠꉬ。 

16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
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
天。17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
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
的荣耀。18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
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
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
是永远的。 

 

5 ꉪꊇꅉꐚꌠꆏ，ꉪꋧꃅꁁꑳꋋꂷ

ꀋꄸꄷꐆꇫꎭꑲꆏ，ꉬꉎꇬꑳꇤ 
5 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

帐棚若拆毁了，必得神所 
ꐩꋊꐩꍂꃅꇫꋦꌠꊿꋉꄉꌠꀋꉬꃅ，

ꏃꃅꌋꋉꄉꌠꑠꀋꎪꃅꉪꊌ。2ꉪꊇ

ꁁꑳꋋꂷꇬꄉꌗꏿ，ꉬꉎꇬꄉꇁꌠꑳ

ꀊꋨꂷꊌꏾꐯꊌꏾ，ꀋꇊꆏꌌꃢꈜꃅ

ꈚꐺꌠꌡ。3ꀋꄸꄷ，ꌌꃢꈜꃅꈚꐺ

ꑲꆏ（ꀊꆨꏂꀧꋍꈨꇬ“ꃢꈜꇔꇫꎭ”ꃅꅑ），ꉪ

ꊇꊿꊌꂾꄮꇬꅩꀧꍓꃅꀋꐛꀐ。4ꉪ

ꊇꁁꑳꋋꂷꇬꄉꌗꏿ、ꎬꅧ，ꉪꆹꋋ

ꈨꇔꇫꎭꏾꌠꀋꉬꃅ，ꀊꋨꈨꈚꏾꌠ

ꉬ。ꑠꃅꄉ，ꈍꃅꑌꌦꌠꑠꄻꀑꇬꁳ

ꑍꅝꎻ。5ꑠꅹ，ꉪꊩꉘꌠꆹꏃꃅꌋ

ꉬ，ꉈꑴꌃꎔꒌꋌꄻꉪꇖꄉꌌꄉꀧꅍ

ꃅꄉ。 

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
存的房屋。2我们在这帐棚里叹
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
屋，好像穿上衣服，3倘若穿上
（有古卷“穿上”作“脱下”），被遇见的
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4我们在
这帐棚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
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
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
了。5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
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作凭据
（原文作“质”）。 

6ꑠꅹ，ꉪꊇꅉꀕꃅꏦꃅꏦꅍꀋ 6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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ꐥ，ꄷꀋꁧ，ꉪꊇꆹꉪꊨꏦꇭꀧꋋꂷꇬ

ꀀꑲꆏ，ꌋꀕꆀꐮꐞꌠꉪꅉꐚ。7ꑞ

ꃅꆏ，ꉪꊇꌤꃅ、ꊾꊝꇬ，ꉪꂿꐨꇬ

ꈴꄉꃅꌠꀋꉬꃅ，ꑇꐨꉌꊋꇬꈴꄉꃅ

ꌠꉬ。8ꉪꊇꏦꃅꏦꅍꀋꐥꌠꆹ，ꀊꅰ

ꃅꉪꇭꀧꇬꐞꄉꌋꈽꐥꏾꌠꉬ。9ꑠ

ꅹ，ꉪꇭꀧꋋꂷꇬꀀꄿꂿ，ꇭꀧꋋꂷ

ꇬꀋꀀꄿꂿ，ꉪꊇꆹꑞꅉꄐꅉꉪꌐꄉ

ꀐ，ꑠꆹꏃꃅꌋꁳꉌꇿꎻꂿꄷꌠ。

10ꑞꃅꆏ，ꉪꊇꉹꁌꆹꀋꎪꃅꏢꄖꀞꇽ

ꑋꅉꂶꌠꂾꅐꇁꌐꇈ，ꂱꑱꑴꅉꈀꃅ

ꌠꇬꈴꄉꂄꃅꌠꂄꊌ，ꄸꃅꌠꄸꊝꇁ

ꌠꉬ。 

惧，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
便与主相离。7因我们行事为人
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
8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
身体与主同住。9所以，无论是
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
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10因为
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
出来，叫各人按着本身所行
的，或善或恶受报。 

 

ꐮꄮꌠꌅꅍꃅꎁ 和好的职分 
11ꏃꃅꌋꆹꊿꇫꏦꃪꄡꑟꌠ，ꋍꑠ

ꉪꊇꅉꐚ，ꑠꅹ，ꉪꊾꇬꊾꑣ；ꄚ，ꉪ

ꊇꈍꃅꐙꌠꆹꏃꃅꌋꂾꄉꄇꇖꀕꌠ

ꉬ，ꉪꇫꉘꇉꌠꆏ，ꆍꂄꄸꌧꌠꉌꂵꇬ

ꑌꄇꇖꀕꌠꉬꅊꇈ。12ꉪꊇꆹꉈꑴꋍ

ꃢꃅꆍꏭꉪꊨꏦꊘꎭꌠꀋꉬꃅ，ꆍꁳ

ꉪꊇꒉꄸꃅꈌꒉꅍꐥꎻꌠ；ꆍꁳꊿꉌ

ꃀꄸꈐꀋꈴꃅ，ꉇꇴꉇꉻꇬꈴꄉꈌꒉ

ꈧꌠꏭꅇꀱꅍꊌꎻꂿꄷꌠ。13ꀋꄸ

ꄷ，ꉪꊇꆹꃶꀐꌠꉬꑲꆏ，ꉪꆹꏃꃅꌋ

ꎁꃅꌠꉬ；ꀋꄸꄷ，ꉪꊇꋓꉪꁨꃅꐙꑲ

ꆏ，ꉪꆹꆍꎁꃅꌠꉬ。14ꋋꆹꏢꄖꉂꐪ

ꉪꈐꊟꊋꊡꌠꉬꅊꇈ；ꑞꃅꆏ，ꉪꊇꉪ

ꇬ，ꊾꂷꉹꁌꎁꃅꌦꀐꑲꆏ，ꉹꁌꃅ

ꌦꌐꀐꌠ；15ꄷꀋꁧ，ꋌꉹꁌꎁꃅꌦ

ꄉ，ꊿꇫꐥꈧꌠꁳꊨꏦꎁꃅꇫꐥꎻꌠ

ꀋꉬꃅ，ꋀꎁꃅꌦꇈꀱꐥꇁꌠꌋꎁꃅ

11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
所以劝人；但我们在神面前是
显明的，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
也是显明的。12我们不是向你们
再举荐自己，乃是叫你们因我
们有可夸之处，好对那凭外貌
不凭内心夸口的人，有言可
答。13我们若果颠狂，是为神；
若果谨守，是为你们。14原来基
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
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
了；15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
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
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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ꇫꐥꎻꌠ。 
16ꑠꅹ，ꀃꑍꇈꉈꆏ，ꉪꊇꆹꉇꇴ

ꉇꉻꇬꈴꄉꊿꀋꉜꀐ（ꑝꇂꉙꇬꆏ“ꇭꀧꇬ

ꈴꄉ”ꃅꅑ）；ꋌꃀꆹ，ꉪꊇꉇꇴꉇꉻꇬꈴ

ꄉꏢꄖꉜꋺꑴꇬ，ꄚ，ꉪꊇꀋꃉꑠꃅꀋ

ꉜꀐ。17ꀋꄸꄷ，ꊾꂷꏢꄖꈐꏭꐥꑲ

ꆏ，ꋋꆹꊿꀊꏀꃅꄻꄉꌠꉬ，ꌤꀉꆹꌠ

ꈢꋒꁧꇈ，ꉬꇮꐈꀊꏀꌠꐛꀐ。18ꋋ

ꈨꈀꐥꃅꏃꃅꌋꄷꄉꇁꌠ，ꋌꏢꄖꇇ

ꄧꈴꄉꉪꁳꋋꌋꆀꐮꄮꎻ；ꉈꑴꆏ，

ꊾꏯꉙꂘꄉꊿꁳꋋꌋꆀꐮꄮꎻꌠꌅꅍ

ꃅꎁꑠꑌꋌꄻꉪꁳ。19ꋍꑠꆹꏃꃅꌋ

ꏢꄖꈐꏭꄉꋧꃅꃰꊿꁳꋋꌋꆀꐮꄮ

ꎻ，ꋀꑽꃤꄻꋀꀂꏽꐕꀋꄉ，ꄷꀋꁧ，

ꐮꄮꇗꅉꋋꏢꋌꏮꉪꇯꄉꇈꀐ。20ꑠ

ꅹ，ꉪꊇꏢꄖꊩꌺꐛ，ꀋꇊꆏꏃꃅꌋꉪ

ꊇꇇꄧꈴꄉꆍꏭꉉꌠꌡ；ꉪꊇꏢꄖꎃ

ꊐꄉꆍꏭꏃꃅꌋꀕꆀꐮꄮꄷꇖꂟ。

21ꏃꃅꌋꆹꑽꃤꀋꐥꀊꋨꂷꁳꉪꎁꃅ

ꑽꃤꐛꎻ（“ꑽꃤꀋꐥ”ꑝꇂꉙꇬꆏ“ꑽꃤꀋ

ꌧ”ꃅꅑ），ꑠꆹꉪꁳꋍꈐꏭꄉꏃꃅꌋꃤ

ꑖꉬꐛꎻꂿꄷꌠ。 

16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
凭着外貌（原文作“肉体”。本节同。）

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
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
17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
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
了。18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
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
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
19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
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
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
道理托付了我们。20所以，我们
作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
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
你们与神和好。21神使那无罪的
（“无罪”原文作“不知罪”），替我们成
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
神的义。 

 

6 ꉪꊇꏃꃅꌋꀕꆀꐯꇯꑘꃅꈧꌠ

ꑌ，ꆍꊇꏯꀈꈥꀕꃅꏃꃅꌋꑆꊋ 
6 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

不可徒受他的恩典；2因为 
ꊪꀋꉆꄷꉉ。2ꑞꃅꆏ，ꋌꄹꇬ：“ꉌ

ꇿꃅꊩꄮꇬ，ꉢꈌꁧꆏꁳꀐ；ꈭꋏꃅꑍ

ꄹꉇ，ꉢꆎꇇꀤꀐ”ꄷ。ꉜꉏ！ꀋꃅ

ꋋꇅꆹꉌꇿꃅꊩꄮꉬ，ꀋꃅꋋꄮꆹꈭꋏ

ꃅꑍꉬꀐ。3ꌤꑞꉬꄿꂿ，ꉪꊇꌞꊿ

ꈭꄡꋍꈜꄡꇊ，ꑠꀋꉬꑲꆏ，ꉪꌅꅍꃅ

ꎁꊿꌌꍍꋉꄸꄀꂵ；4ꀱꌊꌤꑟꑵꇬꉬ

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
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
了你。”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
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
3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免
得这职分被人毁谤；4反倒在各
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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ꄿꂿ，ꉪꊇꊨꏦꆹꏃꃅꌋꁏꐚꉬꌠꄜ

ꋊꅐꇁ，ꅺꌡꇬ：ꈍꑋꃅꋰꄉ、ꉮ

ꊝ、ꌢꎭꇤꀠꀕ、ꎬꅧ、5ꅤꏶ、

ꏦꑳꃹ、ꃸꆽ、ꑘꎭꃣꅧ、ꀀꐚꑓ

ꄧ、ꂮꐚ、6ꊈꎴ、ꌧꇐꂿꇐ、ꀊ

ꉗꃅꋰꄉ、ꉌꆓꑌ、ꌃꎔꒌꌵꄉꉌ

ꐡ、ꉂꐪꇯꍝꌠ、7ꇗꅉꃶꐚꌠ、

ꏃꃅꌋꄐꐨꀉꒉꌠ；ꑖꉬꇇꌭꃼꇇꑳ

ꇇꊭ；8ꀑꒉꑊꒉ、ꎲꄏꉈꏠ、ꂓꄸ

ꌗꄸ、ꂓꎔꌗꎔ；ꊾꊏꊿꅰꌠꌡꑴ

ꇬ，ꄚ，ꀋꎪꀋꑴꌠꉬ；9ꊿꇫꅉꀋꐚ

ꌠꌡꑴꇬ，ꄚ，ꊿꃅꇫꅉꐚꌐꌠꉬ；ꌦ

ꌠꌡꑴꇬ，ꄚ，ꇫꐥꌠꉬ；ꊿꌌꎭꃚꍈ

ꌠꌡꑴꇬ，ꄚ，ꀑꇬꆺꄮꀋꑟ；10ꐒꊀ

ꌠꌡꑴꇬ，ꄚ，ꅉꀕꃅꉌꇿꑓꇿꌠꉬ；

ꌢꎭꌠꌡꑴꇬ，ꄚ，ꊿꈍꑋꁳꌣꈚꎻ

ꌠꉬ；ꋍꍈꑋꀋꐥꌠꌡꑴꇬ，ꄚ，ꑞꑌ

ꐥꌐꌠꉬ。 

人，就如在许多的忍耐、患
难、穷乏、困苦、5鞭打、监
禁、扰乱、勤劳、警醒、不
食、6廉洁、知识、恒忍、恩
慈、圣灵的感化、无伪的爱
心、7真实的道理、神的大能；
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8荣
耀、羞辱、恶名、美名，似乎
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9似
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
的；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
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至丧命
的；10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
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
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
样样都有的。 

11ꇬꆀꄏꊿꀋ！ꆍꏭꆏ，ꉪꈂꀸꆹ

ꁉꄉꌠ，ꉪꄸꈐꆹꅔꃅꅔꆙꀕꌠ。

12ꆍꊇꀁꃶꌺꃅꐙꌠꆹ，ꉪꊇꒉꄸꀋꉬ

ꃅ，ꆍꊨꏦꉌꏣꀁꎴꒉꄸ。13ꆍꊇꑌ

ꐯꌟꃅꉌꃀꅔꆙꀕꃅꉠꑆꊋꀱ。ꉠ

ꅇꂷꋋꈨꆹꉢꉠꀉꑳꏭꉉꌠꌡ。 

11哥林多人哪！我们向你
们，口是张开的，心是宽宏
的。12你们狭窄，原不在乎我
们，是在乎自己的心肠狭窄。
13你们也要照样用宽宏的心报答
我。我这话正像对自己的孩子
说的。 

 

ꇫꐥꌠꏃꃅꌋꑷꂿ 永生神的殿 
14ꆍꊇꌋꆀꊿꀋꑇꌠꑴꅉꆹꐯꀋ

ꋭ，ꋀꈽꄉꇁꄉꋍꇷꄡꀵ。ꑖꉬꌋꆀ

ꑗꀋꉬꌠꐯꌟꅍꑞꂷꐥ？ꁤꇅꀕꌠꌋ

ꆀꆈꋧꋪꌠꐮꈴꅍꑞꂷꐥ？15ꏢꄖꌋ

ꆀꀖꆺ（“ꀖꆺ”ꆹꑊꋌꌌꁈꂓꀉꁁꂷ）ꐮꊒꅍ

14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
不要同负一轭。义和不义有什
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
相通呢？15基督和彼列（“彼列”就

是撒但的别名）有什么相和呢？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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ꑞꂷꐥ？ꊿꑇꌠꌋꆀꀋꑇꌠꇢꊭꐯꌟ

ꅍꑞꂷꐥ？16ꏃꃅꌋꑷꂿꌋꆀꌩꁱꇓ

ꁱꑞꐯꌟꅍꐥ？ꑞꃅꆏ，ꉪꊇꆹꇫꐥꌠ

ꏃꃅꌋꑷꂿꉬ，ꑠꆹꏃꃅꌋꉉꋺꌠꌋ

ꆀꐯꌟ，ꋌ： 

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
呢？16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
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
就如神曾说： 

“ꉢꋀꈬꄔꀀ， 
ꋀꈬꄔꇬꏮꐺ； 
ꉡꆹꋀꏃꃅꌋꄻ， 
ꋀꊇꆹꉠꉹꁌꄻ”ꄷ。 

“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 
在他们中间来往； 
我要作他们的神， 
他们要作我的子民。” 

17ꉈꑴ：“ꆍꊇꀋꎪꃅꋀꈬꄔꄉꅐ

ꇁ， 
 
ꋀꊇꌋꆀꊨꄅꑍꄷꄉ， 
ꐥꇐꁧꀋꎴꌠꑞꑌꄡꐛꑲꆏ，ꉢ

ꆍꊇꊩꄻꌠꉬ。 

17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
出来， 

与他们分别， 
不要沾不洁净的物， 
我就收纳你们。 

18ꉡꆹꆍꀉꄉꄻ， 
ꆍꊇꆹꉠꌳꃈꅮꄻ”ꄷ。 
ꑠꆹꀋꄐꅍꀋꐥꌠꌋꉉꌠꉬ。 

18我要作你们的父， 

你们要作我的儿女。” 
这是全能的主说的。 

 

7 ꉂꇁꅉꌠꃺꑌꊈꀋ！ꑠꃅꈌꁧꉪ

ꁳꄉꑲꆏ，ꉪꊇꊨꏦꁳꁦꎴꅐꎻ 7 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
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 

ꄉ，ꇭꀧꌋꆀꒌꆠꇬꀋꎴꀋꈻꌠꈀꐥ

ꃅꌩꎳꇫꎭꇈ，ꏃꃅꌋꏦꃪꄉ，ꌃꇁ

ꎔꐛꄡꑟ。 

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
畏神，得以成圣。 

 

ꀧꇊꑇꊿꏓꉻꉪꁏꄺꀱꒉꄸꃅꉌꇿ 保罗为教会悔改而喜乐 
2ꆍꊇꉌꃀꅔꆙꀕꃅꉪꊇꊩꄻ。

ꉪꊇꊿꈀꄸꂷꂾꑌꈴꀋꄿꀋꋻ，ꊿꈀ

ꄸꂷꇬꑌꀜꐆꀋꋻ，ꊿꈀꄸꂷꒇꏣꑌ

ꇑꀋꋻ。3ꉢꑠꃅꉉꌠꆹ，ꉢꆍꑽꃤꏤ

ꂿꄷꌠꀋꉬ；ꉢꋌꃀꉉꋺ，ꆍꊇꅉꀕꃅ

2你们要心地宽大收纳我
们。我们未曾亏负谁，未曾败
坏谁，未曾占谁的便宜。3我说
这话，不是要定你们的罪；我
已经说过，你们常在我们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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ꉪꉌꂵꇬꀀꇬꎷ，ꉪꊇꆹꆍꌋꆀꐤꑌ

ꐯꈽꐥ、ꌥꑌꐯꈽꌦꏾ。4ꉢꉌꂵꀉ

ꒉꐯꀉꒉꃅꄉꆍꏭꅇꉉ；ꉢꆍꒉꄸꃅ

ꀊꅰꃅꈌꒉꉏꂨ，ꉌꌒꄀꅍꀉꑌꃅ

ꊌ；ꉪꊇꆹꎬꅧꈀꐥꌠꈬꇬꄉꉌꇿꐯ

ꉌꇿ。 

里，情愿与你们同生同死。4我
大大地放胆，向你们说话；我
因你们多多夸口，满得安慰；
我们在一切患难中分外地快
乐。 

5ꀋꉊꂴꏭꉪꊇꇁꌊꂷꐕꄓꑟꄷ

ꑌ，ꉪꊇꇭꀧꄡꇗꑭꀋꆏ，ꉪꊇꈭꀕ

ꇍꀕꃅꎭꇁꅧꌠꊝꀐ，ꇭꀧꉈꏭꉈꈽ

ꅍꐥ，ꄸꈐꆏꏸꏦꃨꆰ；6ꄚ，ꊿꉈꊰ

ꑓꊰꌠꏭꉌꌒꄀꌠꏃꃅꌋꆹ，ꄝꄏꇁ

ꌠꇇꄧꈴꄉꉪꊇꏯꉌꌒꄀꇁꀐ；7ꋌꇁ

ꌠꇇꄧꈴꌠꀉꄂꀋꉬꃅ，ꉈꑴꋌꆍꄷ

ꄉꈁꊌꌠꉌꌒꄀꐨꇬꈴꄉ，ꉪꏭꉌꌒ

ꄀꀐ；ꑞꃅꆏ，ꋋꆹꆍꂿꏾꈨꏾꅍ、

ꐒꅍꊀꅍꌋꆀꆍꉠꏯꈮꈜꐨꃅꋌꉉꉪ

ꇰꀐ，ꑠꃅꄉ，ꉢꀊꅰꃅꉌꇿꀐ。8ꋌ

ꃀꄯꒉꉢꁱꆍꁳꁬꌠꆍꋌꎼꐒꊀ，ꉢ

ꊁꆏꉌꆐꅑꑴꇬ，ꄚ，ꀃꑍꋋꄮꆹꉌꆐ

ꀋꅑ，ꑞꃅꆏ，ꄯꒉꁬꌠꆍꋌꎼꐒꊀ

ꌠꉢꅉꐚ，ꄚ，ꐒꊀꌠꆹꋋꇅꇬꀉꄂꌠ

ꉬ。9ꀃꑍꋋꄮꉢꉌꇿꐯꉌꇿ，ꉢꆍꊇ

ꐒꊀꐛꅹꃅꉌꇿꌠꀋꉬꃅ，ꆍꊇꐒꊀ

ꈬꇬꄉꉪꁏꄺꀱꀐꐛꅹꃅꉌꇿꌠ

ꉬ。ꆍꊇꆹꏃꃅꌋꉪꐪꈴꄉꐒꊀꑲ

ꆏ，ꆍꌤꑞꃅꄿꂿ，ꉪꒉꄸꃅꄉꉮꏣ

ꀋꊝ。10ꑞꃅꆏ，ꏃꃅꌋꉪꐪꇬꈴꄉ

ꐒꊀꇬꆹ，ꉌꆐꀋꅑꌠꉪꁏꄺꀱꌠꑠꇫ

ꅐꇁꄉ，ꊁꆏꈭꋏꊌ；ꄚ，ꋧꃅꋋꂷꇬ

ꈴꄉꐒꊀꇬꆹ，ꊿꁳꌦꎻꌠ。11ꆏꉜ

ꉏ！ꆍꊇꏃꃅꌋꉪꐪꇬꈴꄉꐒꊀꄉ，

5我们从前就是到了马其顿
的时候，身体也不得安宁，周
围遭患难，外有争战，内有惧
怕；6但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
借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们；7不但
借着他来，也借着他从你们所
得的安慰，安慰了我们，因他
把你们的想念、哀恸和向我的
热心，都告诉了我，叫我更加
欢喜。8我先前写信叫你们忧
愁，我后来虽然懊悔，如今却
不懊悔，因我知道那信叫你们
忧愁，不过是暂时的。9如今我
欢喜，不是因你们忧愁，是因
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来。你
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凡事就
不至于因我们受亏损了。10因为
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
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
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11你
看，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
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自
诉、自恨、恐惧、想念、热
心、责罚（或作“自责”）；在这一切
事上，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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ꑠꈍꑋꇫꅐꇁ：ꀊꅰꃅꊋꇤ、ꊨꏦꑖ

ꉬꄜ、ꄹꅔꄉꃃ、ꐬꆠ、ꉪꉂ

ꏽ、ꉌꈯꑓꈜ、ꊨꏦꅑꀵ；ꌤꋋꈨ

ꇬꄉ，ꆍꊇꉬꇮꃅꊨꏦꆹꁦꎴꌠꆍꄜ

ꋊꎼꇁꀐ。12ꄯꒉꋌꃀꉢꁱꆍꁳꑴ

ꇬ，ꄚ，ꊿꉮꃤꃅꀐꈨꌠꎁꃅꁱꌠꀋ

ꉬ，ꊿꉮꃤꌸꈧꌠꎁꃅꁱꌠꑌꀋꉬ

ꃅ，ꏃꃅꌋꂾꄉ，ꆍꊇꉪꉈꇬꌠꈮꈜꐨ

ꄜꋊꎼꇁꂿꄷꌠ。13ꑠꅹ，ꉪꊇꆹꉌꌒ

ꄀꅍꊌꀐ。 

的。12我虽然从前写信给你们，
却不是为那亏负人的，也不是
为那受人亏负的，乃要在神面
前把你们顾念我们的热心表明
出来。13故此我们得了安慰。 

ꄷꀋꁧ，ꉌꌒꄀꅍꈬꇬꄉ，ꆍꊇꉹꁌ

ꈧꌠꄝꄏꁳꉌꂵꇗꄃꀕꎻꐛꅹ，ꉪꊇ

ꀊꅰꃅꉌꇿꑓꇿꀐ。14ꀋꄸꄷ，ꉢꄝ

ꄏꄷꄉꆍꏭꍖꀴꇬꆹ，ꑊꏦꅍꀋꐥ；

ꑞꃅꆏ，ꉢꆍꊇꏯꈁꉉꌠꉬꇮꃅꇯꍝ

ꌐꌠꌟꃅ，ꉢꄝꄏꄷꄉꆍꏭꍖꀴꌠꅇ

ꂷꑌꇯꍝꌐꌠꉬ。15ꄝꄏꉪꇁꆍꋍꏅ

ꐯꇯꅇꃅꅲ，ꆍꈍꃅꐬꆠꏾꌌꀕꃅꋋ

ꋩꋋꏦꌠꑠꄀꄮꇬꆏ，ꋌꆍꉂꌠꉌꃀ

ꄸꈐꆹꀊꅰꃅꊷꆣꀕꀐ。16ꀋꃉꉢꑞ

ꑌꆍꉌꒊꉆꐛꅹ，ꉢꇿꐯꉢꇿ。 

并且在安慰之中，因你
们众人使提多心里畅快欢喜，
我们就更加欢喜了。14我若对提
多夸奖了你们什么，也觉得没
有惭愧，因我对提多夸奖你们
的话成了真的；正如我对你们
所说的话也都是真的。15并且提
多想起你们众人的顺服，是怎
样恐惧战兢地接待他，他爱你
们的心肠就越发热了。16我如今
欢喜，能在凡事上为你们放
心。 

 

ꃅꇏꂶꄟꂄꃅꎆꆳ 慷慨捐助 

8 ꃺꑌꊈꀋ！ꉢꀋꃉꏃꃅꌋꄻꂷꐕ

ꄓꑇꊿꏓꉻꈧꌠꁵꌠꑆꊋꃆꂮ 
8 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

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2就 
ꉉꆍꇰ；2ꋀꊇꎬꅧꈬꇬꄉꎖꉺꀉꇨꐯ

ꀉꇨꃅꊜꄮꇬ，ꋀꊇꄡꇗꉌꇿꐨꇎꐯ

ꇎ；ꋀꊇꌢꎭꇤꅝꅜꄮꇬ，ꋀꊇꄡꇗ

ꃅꇏꂶꄟꂄꃅꎆꆳ。3ꉡꆹꋀꊇꊋꈀ

ꑌꃅ，ꄷꀋꁧ，ꋀꊋꃤꄩꐂꄉ，ꃅꏾꑽ

ꏾꃅꎆꆳꋙꆳꀐꌠꉢꇫꅇꊪꌬꉆ；4ꋀ

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
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
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
厚恩。3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
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
甘心乐意地捐助；4再三地求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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ꊇꀱꇊꀱꃅꉪꏭꇖꂟ，ꋀꁳꎆꆳꌃꎔ

ꌺꁵꌠꌤꋌꐘꇬꊋꌗꍈꅐꎻꄷ；5ꄷꀋ

ꁧ，ꋀꈀꃅꌠꆹ，ꉪꉘꇉꐨꇬꀉꄂꈴꄉ

ꃅꌠꀋꉬꃅ，ꀊꅰꃅꏃꃅꌋꉪꐪꇬꈴ

ꄉꃅꌠꉬ，ꂴꆏꊨꏦꑴꅉꋀꌞꌋꁵ，

ꋍꈭꐨꆏꉪꊇꐊꇁ。6ꑠꅹ，ꉢꄝꄏꏭ

ꉉ，ꆍꈬꄔꇬꎆꆳꋙꆳꌠꌤꑠꃅꀐꑲ

ꆏ，ꃅꌊꐱꁍꄡꑟꄷ。7ꆍꊇꆹꑇꐨꉌ

ꊋ、ꈌꉐ、ꌧꇐꂿꇐ、ꉌꈯꑓꈜꌠ

ꌋꆀꉪꊇꆍꉂꌠꀂꏽꄉ（ꀊꆨꏂꀨꋍꈨꇬꆏ

“ꆍꊇꉪꉂꌠꀂꏽꄉ”ꃅꅑ），ꇎꑭꑌꌠꀊꅰ

ꃅꇫꅐꇁꑲꆏ，ꆍꊇꎆꆳꋙꆳꌠꌤꋌ

ꐘꇬꄉꑌ，ꇎꑭꑌꌠꀊꅰꃅꇫꅐꇁꄡ

ꑟ。 

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
情上有份；5并且他们所做的，
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更照神
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
附了我们。6因此我劝提多，既
然在你们中间开办这慈惠的
事，就当办成了。7你们既然在
信心、口才、知识、热心和待
我们的爱心上，都格外显出满
足来，就当在这慈惠的事上也
格外显出满足来。 

8ꉢꅇꑠꉉꌠꆹ，ꆍꏭꅇꁵꌠꀋꉬ

ꃅ，ꌞꊿꈮꈜꐨꌌꆍꉂꏣꇯꍝꇰꀋꍝ

ꌠꎖꉚꌠ。9ꆍꊇꆹꉪꌋꑳꌠꏢꄖꑆ

ꊋꆍꅉꐚ，ꋌꊇꅉꃅꇬꌣꈚꌠꉬ，ꄚ，

ꋌꆍꐛꅹꃅꌢꎭꌠꐛ，ꋌꌢꎭꌠꐛꌠ

ꆹ，ꆍꁳꌣꈚꉆꎻꂿꄷꌠ。10ꌤꋌꐘ

ꃅꄉꇬ，ꉢꉠꉜꐨꉉꆍꊇꇰ，ꆍꊇꆹꀋ

ꉊꄹꈎꌤꋌꐘꃅꀐ，ꆍꊇꉌꂵꇬꇫꃅ

ꏾ，ꑠꆹꆍꈲꏣꐥꌠꉬ。11ꀋꃉꆏ，ꌤ

ꋌꐘꃅꌐꄡꑟꀐ；ꌤꋌꐘꆍꇫꃅꏾꄉ

ꃅꌠꉬꑲꆏ，ꆍꊇꆹꆍꈀꐥꌠꇬꈴꄉ

ꃅꐛꄡꑟ。12ꑞꃅꆏ，ꊾꂷꉌꂵꇬꇯ

ꆐꃅꏾꑽꏾꑲꆏ，ꋍꆲꎆꆹꈀꄸꑌꇫꊪ

ꏾꌠꉬ，ꋍꆲꎆꆹꋌꀋꐥꌠꇬꈴꄉꅐꌠ

ꀋꉬꃅ，ꋌꈀꐥꈧꌠꇬꈴꄉꅐꌠꉬ。

13ꉡꆹꑴꅉꇬꌞꊿꁳꆏꈩꄉꀕꎻ，ꆍꁳ

ꆏꐙꄏꎻꌠꀋꉬꃅ，14ꐽꏡꎻꂿꄷꌠ；

8我说这话，不是吩咐你
们，乃是借着别人的热心试验
你们爱心的实在。9你们知道我
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
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
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
足。10我在这事上把我的意见告
诉你们，是与你们有益；你们
去年所开始做的，不但是最先
有这行动，也是最先有这意
愿。11如今就当办成这事；既有
愿做的心，也当照你们所有的
去办成。12因为人若有愿做的
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
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13我原
不是要别人轻省，你们受累，
14乃要均平；就是要你们的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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ꀋꃅꆍꁦꎆꐨꈧꌠꌌꋀꊇꀋꇎꅉꇱ，

ꑠꃅꑲꆏ，ꊁꇁꋍꑍꋀꊇꑌꋀꁦꎆꐨꈧ

ꌠꌌꆍꀋꇎꅉꇱ，ꑠꃅꄉ，ꆍꊇꐯꇯꐽ

ꏡꉆ。15ꑠꆹꁱꏂꀨꇬꄀꄉꌠꌋꆀꐯ

ꌟ： 

余，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
使他们的富余，将来也可以补
你们的不足，这就均平了。15如
经上所记： 

“ꋚꒉꀉꑌꃅꏓꌠꑌꁦꎆꃅꀋꐛ， 
ꋚꒉꀁꑌꃅꏓꌠꑌꀋꇎꃅꀋꐛ”

ꄷ。 

“多收的也没有余， 
少收的也没有缺。” 

 

ꄝꄏꌋꆀꋍꌤꃅꐋꀨ 提多和他的同工 
16ꏃꃅꌋꏭꈀꎭꀕ，ꏃꃅꌋꇁꄝ

ꄏꉌꐡꄉ，ꋌꁳꉢꌟꃅꊋꇤꄉꆍꊝ

ꎻ。17ꋌꉠꅇꃅꀐꌠꉬꑴꇬ；ꄚ，ꋍꊨ

ꏦꑴꅉꀊꅰꃅꈮꈜꃅꆍꄷꆹꏾꌠꉬ。

18ꃺꑌꀉꁁꂷꑌꉪꇤꅷꋋꐊꆹꎻ，ꃺ

ꑌꋋꂷꆹꌒꅇꇬꄉꑇꊿꏓꉻꈀꐥꃅꇫ

ꍖꀴꂷꉬ；19ꑠꀉꄂꀋꉬꃅ，ꋌꑇꊿꏓ

ꉻꈧꌠꌋꌊꉪꐊꄉ，ꆲꎆꏮꉪꇯꄉꈧ

ꌠꎭꌊꇫꑟꀐ，ꑠꆹꌋꏭꀑꒉꑊꒉꄀꉆ

ꌠ，ꉈꑴꉪꉌꃀꇫꃅꏾꌠꑌꄜꋊꅐꇁ

ꉆ。20ꑠꃅꄉ，ꊿꁳꉪꊇꆲꎆꀉꑌꃅ

ꏓꒉꄸꃅꉪꊂꊨꀖꀋꎽ。21ꉪꊇꋓꉪ

ꁨꄉꌋꂾꀉꄂꀋꉬꃅ，ꊿꂾꑌꌤꆿꉾ

ꃪꌠꃅꌶ。22ꉈꑴꃺꑌꀉꁁꂷꑌꉪꇤ

ꅷꋀꐊꆹꎻ；ꋍꈮꈜꐨꆹꌤꈍꑋꐘꇬ

ꄉꈍꑋꃢꃅꉪꌌꎖꉚꋺ，ꀋꃅꋌꆍꊇ

ꉌꒊꐯꉌꒊꐛꅹ，ꀊꅰꃅꈮꈜꀐꌠ

ꉬ。23ꄝꄏꃆꂮꃅꇬꆏ，ꋋꆹꉠꐋꀨ

ꉬ，ꉪꐯꇯꆍꎁꃅꌤꃅꌠ；ꃺꑌꀊꋨꑍ

ꂷꃅꇬꆹ，ꋍꑊꑇꊿꏓꉻꈧꌠꊩꌺꉬ，

ꏢꄖꀑꒉꑊꒉꉬ。24ꑠꅹ，ꆍꊇꑴꌠ

16多谢神，感动提多的心，
叫他待你们殷勤，像我一样。
17他固然是听了我的劝；但自己
更是热心，情愿往你们那里
去。18我们还打发一位兄弟和他
同去，这人在福音上得了众教
会的称赞；19不但这样，他也被
众教会挑选，和我们同行，把
所托与我们的这捐资送到了，
可以荣耀主，又表明我们乐意
的心。20这就免得有人因我们收
的捐银很多，就挑我们的不
是。21我们留心行光明的事，不
但在主面前，就在人面前也是
这样。22我们又打发一位兄弟同
去；这人的热心，我们在许多
事上，屡次试验过，现在他因
为深信你们，就更加热心了。
23论到提多，他是我的同伴，一
同为你们劳碌的。论到那两位
兄弟，他们是众教会的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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ꀋꎪꃅꑇꊿꏓꉻꈧꌠꂾꄉ，ꆍꉂꏣꊫ

ꌐꄜꋊꎼꇁꅊꇈ，ꉈꑴꉢꆍꍖꀴꌠꊫ

ꌐꑌꄜꋊꎼꇁ。 

是基督的荣耀。24所以你们务要
在众教会面前显明你们爱心的
凭据，并我所夸奖你们的凭
据。 

 

ꌃꎔꌺꎁꃅꎆꆳ 为圣徒捐献 

9 ꉉꅷꌃꎔꌺꇲꄻꌠꌤꃆꂮꑟꇬ

ꆏ，ꉢꄯꒉꁱꆍꁳꄉꉉꌋꀋꌸ 
9 论到供给圣徒的事，我不必

写信给你们，2因为我知道 
ꀐ，2ꑞꃅꆏ，ꉡꆹꆍꊇꉌꂵꇬꃅꏾꌠ

ꉢꅉꐚꐛꅹ，ꉢꀋꆏꃅꂷꐕꄓꊿꂾꄉ

ꆍꍖꀴ，ꉢꋀꏭꑸꇠꑸꊿꄐꏤꄉꋍꈓ

ꐛꀐꄷꉉ；ꄷꀋꁧ，ꆍꉌꈯꑓꈜꄟꊿ

ꈍꑋꋌꎼꉌꐡꀐ。3ꄚ，ꃺꑌꋋꈨꉢ

ꊪꆍꄷꎼꆹꌠꆹ，ꆍꁳꉠꅇꇬꈴꄉꄐꏤ

ꁟꑻꃅꄉꄷꌠ；ꋌꀋꉬꑲꆏ，ꉪꌤꋌ

ꐘꀂꏽꅇꂷꆍꈀꍗꈀꀴꈧꌠꃅꀈꈥꀕ

ꂵ。4ꀋꄸꄷ，ꂷꐕꄓꊿꉡꐊꇀꄮꇬ，

ꆍꊇꄐꏤꀋꄉꌠꋀꂿꑲꆏ，ꉪꊇꃶꐚ

ꃅꇬꑅꌠꆹ，ꀱꌊꉪꎲꄏꑊꏦꅍꐛꌠ

ꉬ；ꆍꊇꊨꏦꎲꄏꑊꏦꌠꆹꂯ，ꀊꅰꃅ

ꉉꄻꀋꅐꀐ。5ꑠꅹ，ꉢꉜꇬꄺꅐꐯꄺ

ꅐꌠꆏ，ꉢꃺꑌꀊꋨꈨꇖꂟꄉ，ꋀꁳ

ꂴꆍꄷꆹꎻꑲꆀ，ꋀꁳꀋꉊꂴꏭꆍꈌ

ꁧꄉꌠꆲꎆꈧꌠꏓꐯꇯꁟꑻꃅꄉꎻ，

ꑠꃅꑲꆏ，ꆲꎆꆍꅐꌠꆹꊿꆍꄀꇗꄉꅐ

ꌠꀋꉬꃅ，ꆍꑴꅉꇯꆐꅐꏾꃅꅐꌠꄇ

ꇖꀕꀐ。 

你们乐意的心，常对马其顿人
夸奖你们，说亚该亚人预备好
了，已经有一年了；并且你们
的热心激动了许多人。3但我打
发那几位弟兄去，要叫你们照
我的话预备妥当，免得我们在
这事上夸奖你们的话落了空。
4万一有马其顿人与我同去，见
你们没有预备，就叫我们所确
信的，反成了羞愧；你们羞
愧，更不用说了。5因此，我想
不得不求那几位弟兄先到你们
那里去，把从前所应许的捐资
预备妥当，就显出你们所捐
的，是出于乐意，不是出于勉
强。 

6“ꀁꑌꃅꊪꏽꌠꆏꀁꑌꃅꒇ

ꋩ，ꀉꑌꃅꊪꏽꌠꆏꀉꑌꃅꒇꋩ”

ꄷ，ꅇꂷꋋꇬꆹꇯꍝꌠꉬ。7ꊿꈀꄸꑌ

ꊨꏦꉌꂵꇬꆲꎆꈍꑋꏓꏾꆏꈍꑋꏓ，

ꌌꐒꅍꐘꃅꄡꄉ，ꄀꇗꄀꑣꄉꄡꃅ，

6“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
收，”这话是真的。7各人要随本
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
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
所喜爱的。8神能将各样的恩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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ꑞꃅꆏ，ꏃꃅꌋꆹꊿꉌꇿꑓꇿꃅꎆꆳ

ꌠꋍꉌꃹ。8ꏃꃅꌋꆹꑆꊋꈍꑋꑵꑠ

ꀉꑌꐯꀉꑌꃅꄻꆍꁳꄐꌠꉬ，ꆍꁳꅉ

ꀕꃅꑞꑌꇎꄉ，ꌤꂄꇁꎔꌠꑠꀉꑌꑵ

ꃅꀕꄎꎻ。9ꑠꆹꁱꏂꀨꇬꄀꄉꌠꌋ

ꆀꐯꌟ： 

多多地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
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
9如经上所记： 

“ꋍꎆꋚꋌꇱꁸꌢꎭꌠꁵꄉ， 
ꋀꇇꀤ； 
ꋍꑖꉬꑠꆹꐩꋊꐩꍂꃅꀋꑍꀋ

ꈤ”ꄷ。 

“他施舍钱财， 
周济贫穷； 
他的仁义存到永远。” 

10ꋚꇕꄻꋙꊪꒉꏽꌠꁵꇈꋚꄻꊾꍈꂶ

ꌠꆹ，ꀋꎪꃅꋚꇕꀉꑌꐯꀉꑌꃅꄻꆍ

ꁳ，ꉈꑴꆍꑖꉬꂶꂷꑌꁦꎆꇁꌠꉬ；

11ꏃꃅꌋꆹꆍꁳꑞꑌꇎꌐꄉ，ꀉꑌꐯ

ꀉꑌꃅꄖꊾꇖꄎꎻ，ꑠꃅꄉ，ꉪꇇꄧ

ꈴꄉꈀꎭꀕꅇꌌꏃꃅꌋꏭꉉ。12ꑞꃅ

ꆏ，ꇲꄻꌠꌤꋌꐘꃅꇬ，ꌃꎔꌺꀋꇎꀋ

ꂪꌠꇬꁥꇱꌠꀉꄂꀋꉬꃅ，ꄷꀋꁧ，ꊿ

ꈍꑋꀊꅰꃅꏃꃅꌋꏭꈀꎭꀕꇁ。13ꋀ

ꊇꆹꇲꄻꌠꌤꋌꐘꀂꏽꄉꊫꌐꊌꀐ；

ꆍꏢꄖꉉꏚꇈꋍꌒꅇꇬꍬꄉꃅꄉ，ꎆ

ꃀꀉꑌꃅꄔꋀꌋꆀꉹꁌꁵꌠꋀꊇꅉ

ꐚ，ꑠꃅꄉ，ꋀꊇꀑꒉꑊꒉꏮꏃꃅꌋ

ꄀ。14ꏃꃅꌋꑆꊋꈁꁠꀉꒉꐯꀉꒉꌠ

ꑠꋌꄻꆍꄸꈐꇬꊐꄉꐛꅹ，ꋀꊇꑌꇯ

ꍝꀕꃅꆍꂿꆍꈨꏾ，ꆍꎁꃅꈼꂟ。

15ꏃꃅꌋꏭꈀꎭꀕ，ꑞꃅꆏ，ꋍꑆꊋꈁ

ꁠꆹꅇꂷꌊꉉꅐꇁꀋꉆ！ 

10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
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
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
11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
舍，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
神。12因为办这供给的事，不但
补圣徒的缺乏，而且叫许多人
越发感谢神。13他们从这供给的
事上得了凭据，知道你们承认
基督，顺服他的福音，多多地
捐钱给他们和众人，便将荣耀
归与神。14他们也因神极大的恩
赐显在你们心里，就切切地想
念你们，为你们祈祷。15感谢
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 

 

ꀧꇊꋍꊨꏦꌅꅍꃅꎁꃆꂮꅔꀥ 保罗为自己的职分辩护 

10 ꉢ，ꀧꇊ，ꆍꊇꂾꄮꇬꆺꀋꒉ 10 我保罗，就是与你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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ꄇꀋꒉ，ꆍꄷꀋꐥꄮꇬꆹ，ꆍ 面的时候是谦卑的，不 
ꏭꀬꅑꃅꐙꌠꉬ，ꀃꑍꋋꄮꉢꉠꊨꏦ

ꑴꅉꃅꏢꄖꃤꑖꈈꀕ、ꄮꐽꌠꌌꆍ

ꏭꉉ。2ꊿꋍꈨꉪꇬ，ꉪꊇꆹꋧꃅꉪꐨ

ꇬꈴꄉꌤꃅꎼꈀ，ꉢꉪꇬꑌꀋꎪꃅꀬ

ꅑꌠꌊꊿꋋꈨꊝꑲꆀꍑꎼꈀ；ꉢꆍꏭ

ꇖꂟꌠꆏ，ꉢꆍꄷꑟꇀꄮꇬ，ꆍꆹꉢꁳ

ꑠꃅꀬꅑꌠꐥꄡꎽ。3ꑞꃅꆏ，ꉪꊇꋧ

ꃅꋋꂷꇬꄉꌤꃅꑴꇬ，ꉪꊇꆹꋧꃅꉪ

ꐨꌌꄉꉈꈽꌠꀋꉬ。4ꉪꊇꌌꉈꈽꌠ

ꇇꌭꑴꅉꆹꋧꃅꃤꀋꉬ，ꉪꊇꇇꌭꆹ

ꏃꃅꌋꂾꄉꊋꃤꑌ，ꁾꇓꈫꈈꌠꋌꅸ

ꁖꄎꃅꑠꉬ；5ꏂꇫꏡꁈꋍꑞꋍꑵꌋꆀ

ꊾꈭꋍꈜꇈꄉꊿꁳꏃꃅꌋꅉꐚꀋꎽ

ꌠ、ꆺꒉꄇꒉꌠꌤꋍꑞꋍꑵ，ꐯꇯꉪ

ꅥꁖꌐꀐ；ꉈꑴꆏ，ꊿꉌꂵꉪꐨꈧꌠ

ꈀꐥꌠꃅꇑꌊꉈꑴꇁꄉ，ꊿꁳꏢꄖꇂ

ꃴꐥꇁꎻ。6ꄷꀋꁧ，ꉡꆹꄐꏤꄉꀐ，

ꆍꇯꍝꃅꑞꑌꅇꃅꅱꄮꆏ，ꊿꅇꃅꀋ

ꅲꌠꈀꐥꌠꃅ，ꉢꋀꎭꃚꍈꇁꌠꉬ。 

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向你们是勇
敢的，如今亲自借着基督的温
柔、和平劝你们。2有人以为我
们是凭着血气行事，我也以为
必须用勇敢待这等人；求你们
不要叫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
有这样的勇敢。3因为我们虽然
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
争战。4我们争战的兵器，本不
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
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
5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
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
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
使他都顺服基督。6并且我们已
经预备好了，等你们十分顺服
的时候，要责罚那一切不顺服
的人。 

7ꆍꊇꆹꑓꋪꈀꂿꈧꌠꀉꄸꉜꌠ

ꅀ？ꀋꄸꄷ，ꊾꂷꉌꃀꄸꈐꇬꇯꍝꃅ

ꊨꏦꆹꏢꄖꃤꉬꌠꑠꑇꑲꆏ，ꋋꆹꉈꑴ

ꉪꀱꏡꀱꄡꑟ，ꋌꈍꃅꏢꄖꃤꉫꆏ，ꉪ

ꊇꑌꈍꃅꏢꄖꃤꉬꌠ。8ꌋꌅꈌꋌꄻ

ꉪꁳ，ꑠꆹꌌꆍꀜꐆꂿꄷꌠꀋꉬꃅ，ꌌ

ꆍꄕꄻꂿꄷꌠ；ꉢꌅꈌꋋꈨꒉꄸꃅꄉ

ꊼꇅꈌꒉꇬꑌ，ꑊꏦꅍꀋꐥ。9ꉡꆹꆍ

ꊇꉢꄯꒉꁱꌊꆍꇷꆍꇋꌠꃅꉪꂵꏦ

ꄉ，ꅇꂷꋋꈨꉉꌠꉬ。10ꑞꃅꆏ，ꊿ

ꑠꃅꉉꌠꐥ：“ꄯꒉꋌꁱꌠꆹꀋꀧꀋ

7你们是看眼前的吗？倘若
有人自信是属基督的，他要再
想想，他如何属基督，我们也
是如何属基督的。8主赐给我们
权柄，是要造就你们，并不是
要败坏你们；我就是为这权柄
稍微夸口，也不至于惭愧。9我
说这话，免得你们以为我写信
是要威吓你们。10因为有人说：
“他的信又沉重、又利害；及至
见面，却是气貌不扬、言语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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ꄒꇨ，ꊾꃚꊾꄜ；ꋍꑴꅉꂶꌠꂿꇬ

ꆏ，ꐛꐪꑌꊵꑵꃅꀋꐛ，ꅇꂷꑌꌗꅍ

ꀋꐥ”ꄷ。11ꉪꊇꆍꄷꀋꐥꄮꇬ，ꅇ

ꂷꉪꈍꃅꁱꄯꒉꇬꄀꄉꌠ，ꊁꉪꐮꂿ

ꄮꇬꑌ，ꉪꊇꀋꎪꃅꈍꃅꌤꃅꌠꉬ。 

俗的。”11这等人当想，我们不
在那里的时候，信上的言语如
何，见面的时候，行事也必如
何。 

12ꑞꃅꆏ，ꉪꊇꆹꉪꊨꏦꌌꊿꊨꏦ

ꊘꎭꈧꌠꌋꆀꋍꈜꄉꐯꌟꀋꀬ；ꋀꊇ

ꆹꊨꏦꌌꊨꏦꎕꑣ，ꊨꏦꌌꊨꏦꌡ

ꉚ，ꑠꆹꀑꀋꁮꌠꉬ。13ꉪꊇꆹꀋꀧꀋ

ꄒꃅꈌꒉꀋꏾ，ꉪꆹꏃꃅꌋꎖꉪꁳꌠ

ꃅꋮꈐꏭꇬꄉꀉꄂꈌꒉ，ꑠꆹꉪꊇꀉꑌ

ꈚꑟ，ꄷꀋꁧꆍꄷꇯꑟꂿꄷꌠ。14ꉪ

ꊇꆍꄷꑞꄮꇬ，ꉪꆹꊨꏦꃅꋮꐂꀐꌠ

ꀋꉬ；ꑞꃅꆏ，ꉪꊇꆹꈍꄮꇯꆐꆍꄷꑟ

ꄉ，ꏢꄖꌒꅇꁊꆍꁳꀐ。15ꉪꊇꆹꉪ

ꃅꋮꉈꐂꄉꌞꊿꎬꅧꃅꀕꄉꌠꌌꈌꀋ

ꒉ；ꄚ，ꆍꑇꐨꉌꊋꁦꎆꄮꇬꆏ，ꎖꉪ

ꁳꄉꌠꃅꋮꆹꆍꒉꄸꃅꄉꀊꅰꃅꀊꐯ

ꇁꌠꑠꉪꇫꉘꇉ；16ꑠꃅꄉ，ꉪꊇꆍꃅ

ꄷꐂꄉ，ꌒꅇꁊꊿꀊꅰꃅꈜꎴꃅꄷꀀ

ꌠꇰꄎ；ꉪꊇꆹꌞꊿꃅꋮꈐꏭꄉꌞꊿ

ꃅꄉꈧꌠꌌꈌꒉꀋꏾ。17ꈌꒉꌠꆏ，

ꌋꏭꄐꄉꈌꒉꄡꑟ。18ꑞꃅꆏ，ꏃꃅ

ꌋꇫꊪꇫꄻꏾꌠꆹꊨꏦꀱꊨꏦꍗꈧꌠ

ꀋꉬꃅ，ꌋꇫꈀꍗꈧꌠꉬ。 

12因为我们不敢将自己和那
自荐的人同列相比；他们用自
己度量自己，用自己比较自
己，乃是不通达的。13我们不愿
意分外夸口，我们的夸口是在
神所划给我们的范围内，这范
围也包括你们。14既然你们是在
这范围内，我们把基督的福音
传给你们，就不是过界。15我们
不仗着别人所劳碌的，分外夸
口；但指望你们信心增长的时
候，所量给我们的界限，就可
以因着你们更加开展，16得以将
福音传到你们以外的地方，并
不是在别人界限之内，借着他
现成的事夸口。17但夸口的，当
指着主夸口。18因为蒙悦纳的，
不是自己称许的，乃是主所称
许的。 

 

ꀧꇊꌋꆀꁆꄻꊩꌺꃶꀋꐚꌠ 保罗和假使徒 

11 ꉢꊼꇅꇰꑴꀕꃅꐙꑴꇬ，ꆍꑴ

ꌠꉡꅑꄡꀵꅊꇈ，ꇯꍝꃅꇬ， 
11 但愿你们宽容我这一点

愚妄，其实你们原是宽 
ꆍꊇꆹꂴꇯꆐꄻꉢꏆꀐꌠꉬ。2ꉢꆍ

ꊇꒉꄸꃅꉌꈻꃴꆅꌠꆹ，ꑴꅉꇬꏃꃅ

ꌋꉌꈻꃴꆅꌠꌋꆀꐯꌟ；ꑞꃅꆏ，ꆍ

容我的。2我为你们起的愤恨，
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
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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ꊇꆹꉢꈌꁧꌐꊈꂷꁵꋺꀐ，ꑠꃅꄉ，ꆍ

ꊇꆹꑮꆜꌺꊈꎴꇈꁦꋠꅿꀋꋻꑠꂷꌡ

ꄉ，ꉢꇱꌞꏢꄖꁵ。3ꉡꆹꆍꏢꄖꒉꄸ

ꃅꑌꌠꉌꃀꌃꎔꐙꎴꂶꌠꄷꅠꌠꏭꉜ

ꄉꎎꌠꀉꄂꏦ，ꀋꇊꆏꁮ꒰ꏡꌠꏂꇫ

ꏡꁈꌌꄉꑤꊅꊏꅰꌠꌡ。4ꀋꄸꄷ，

ꊾꈨꇁꌊ，ꑳꌠꉪꁊꆍꇰꂶꌠꀋꉬꃅ，

ꀉꁁꑳꌠꑠꂷꁊ，ꅀꒌꆍꈀꊪꋺꂶꌠ

ꀋꉬꃅꀉꁁꑠꂷꆍꊪꄉ，ꅀꌒꅇꆍꈨ

ꋺꑵꌠꀋꉬꃅ，ꀉꁁꋍꑵꊿꁊꆍꇰꇬ，

ꆍꊇꆹꈍꃅꈝꐮꃅꊿꋋꈨꁊꌠꊪꉏ！

5ꄚ，ꉢꉪꇬ，ꉡꆹꁆꄻꊩꌺꋍꉎꀋꐥ

ꀊꋨꈨꀋꏣꅌꍈꑋꀋꐥ。6ꉢꈌꇖꉏ

ꇰꑴꇬ，ꄚ，ꉢꌧꇐꂿꇐꆹꀉꑌꃅꐥ，

ꋍꑠꆹꉪꊇꌤꑞꇬꄉꑌꐝꉅꃅꉉꋊꆍ

ꇰꀐ。 

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
3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
去那向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
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
一样。4假如有人来，另传一个
耶稣，不是我们所传过的；或
者你们另受一个灵，不是你们
所受过的；或者另得一个福
音，不是你们所得过的；你们
容让他也就罢了。5但我想，我
一点不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
下。6我的言语虽然粗俗，我的
知识却不粗俗。这是我们在凡
事上向你们众人显明出来的。 

7ꉢꁌꑞꑌꀋꈁꃅꌒꅇꁊꆍꁳꐛ

ꅹ，ꉠꊨꏦꉢꌌꌠꐭꃅꄉ，ꆍꁳꌟꒉꐛ

ꎻ，ꑠꆹꉢꑽꃤꃅꀐꌠꉫꀕ？8ꉢꑇꊿꏓ

ꉻꀉꁁꇬꇑꄉ，ꋀꄷꃄꎆꉢꒃꌊꄉꆍ

ꎁꃅꌤꃅ。9ꉢꆍꊇꌋꆀꐯꈽꐤꄮ

ꇬ，ꉢꑞꑵꈉꄻꇬ，ꉢꆍꈬꄔꈀꄸꂷꇬ

ꑌꎭꏿꀋꋻ，ꃺꑌꂷꐕꄓꄉꇁꈧꌠꑞ

ꑌꄻꉠꀋꇎꀋꂪꅉꇱꌐꀐ。ꋌꃀꉢ

ꑞꑌꋓꉪꁨꄉꆍꁳꎭꏿꀋꎽ，ꋌꊂꑌ

ꀋꎪꃅꋓꉪꁨꄉꆍꁳꎭꏿꀋꎽ。10ꏢ

ꄖꇗꅉꃶꐚꌠꉠꉌꂵꇬꑌꐛꅹ，ꑸꇠ

ꑸꃅꄷꋋꂷꇬꃅꊿꉠꈌꒉꅍꋌꑵꏢꇋ

ꄎꌠꀋꐥ。11ꑞꒉꄸꉬ？ꉢꆍꊇꀋꉂ

ꒉꄸꅀ？ꉢꆍꊇꉂꌠꆹꏃꃅꌋꅉꐚ。 

7我因为白白传神的福音给
你们，就自居卑微，叫你们高
升，这算是我犯罪吗？8我亏负
了别的教会，向他们取了工价
来给你们效力。9我在你们那里
缺乏的时候，并没有累着你们
一个人；因我所缺乏的，那从
马其顿来的弟兄们都补足了。
我向来凡事谨守，后来也必谨
守，总不至于累着你们。10既有
基督的诚实在我里面，就无人
能在亚该亚一带地方阻挡我这
自夸。11为什么呢？是因我不爱
你们吗？这有神知道。 

12ꉢꀋꃅꈀꃅꌠꆹ，ꀋꃅꊁꑌꃅꑴ 12我现在所做的，后来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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ꌦ，ꑠꆹꊿꊜꋽꄮꎹꐺꈧꌠꊜꋽꄮꀋꊌ

ꐛꅹ，ꋀꁳꌤꋀꈀꈌꒉꌠꇬꄉ，ꉪꌋ

ꆀꐯꀉꄂꌡꎻꂿꄷꌠ。13ꊿꀊꋨꈨꆹ

ꁆꄻꊩꌺꃶꀋꐚꌠꉬ，ꋀꊇꆹꏢꄖꁆ

ꄻꊩꌺꉫꎴꀕꃅꊾꊏꊿꅰ。14ꋍꑠꆹ

ꊿꋌꇰꅍꑌꀋꐥ，ꑞꃅꆏ，ꌑꄉꂯꋍ

ꊨꏦꋌꄻꌊꁨꑭꐝꇅꀕꌠꉬꉎꊩꌺꉫ

ꎴꀕꃅꄉ。15ꑠꅹ，ꀋꄸꄷ，ꋍꊪꑭꑌ

ꄻꎳꌊꊪꑭꑖꉬꈨꉫꎴꀕꃅꄉꇬ，ꌤ

ꋌꐘꋍꍈꑋꊿꋌꇰꅍꀋꐥ。ꋀꊇꃅ

ꐨꑽꑌꈍꃅꐙꆏ，ꋀꌐꂫꑌꀋꎪꃅꈍ

ꃅꐙꌠꉬ。 

做，为要断绝那些寻机会人的
机会，使他们在所夸的事上也
不过与我们一样。13那等人是假
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
徒的模样。14这也不足为怪，因
为连撒但也装作光明的天使。
15所以，他的差役若装作仁义的
差役，也不算希奇。他们的结
局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 

 

ꀧꇊꈀꊝꌠꎬꅧꐨ 保罗所受的患难 
16ꉢꉈꑴꉉꌦ：ꊿꈀꄸꂷꑌꉢꌊ

ꊾꇰꂷꃅꉜꀋꉆ；ꄚ，ꀋꄸꄷꆍꊇꑠꃅ

ꉜꑲꆏ，ꉢꌊꀒꁨꊾꇰꂷꃅꋨꏦꄉ，

ꉢꁳꑌꈌꒉꅌꍈꊌꎻ。17ꀋꃅꅇꂷꉢ

ꉉꌠꆹ，ꌋꁵꅇꇬꈴꄉꉉꌠꀋꉬꃅ，ꊾ

ꇰꂷꌡꄉꉌꂵꀉꒉꃅꈌꒉꌠꉬ；18ꊿꈍ

ꑋꃅꋧꃅꉪꐨꇬꈴꄉꈌꒉꑲꆏ，ꉡꑌ

ꊨꏦꈌꒉꀐ。19ꆍꊇꆹꀑꁮꅺꐳꊿ，

ꑠꅹ，ꆍꉌꂵꋰꏾꃅꇯꅝꊿꈀꃅꌠꆍ

ꋰꄉꄎ。20ꀋꄸꄷ，ꆍꊇꊿꌌꄀꇗꄉ

ꁏꐚꄻ，ꅀꊿꌌꋟꅝ，ꅀꊿꌌꇑꑣ，

ꅀꊿꌌꉙꉗ，ꅀꆍꁧꇉꊿꌌꏶꃅꑠꃅ

ꇬ，ꋌꈀꃅꌠꉬꇮꃅꆍꋰꄉꄎ。21ꉢ

ꅇꂷꋋꈨꉉꇬꉠꑊꏦ，ꉢꊋꁧꇨ，ꌤ

ꑠꃅꐙꌠꃅꀋꄐ； 

16我再说，人不可把我看作
愚妄的；纵然如此，也要把我
当作愚妄人接纳，叫我可以略
略自夸。17我说的话不是奉主命
说的，乃是像愚妄人放胆自
夸；18既有好些人凭着血气自
夸，我也要自夸了。19你们既是
精明人，就能甘心忍耐愚妄
人。20假若有人强你们作奴仆，
或侵吞你们，或掳掠你们，或
侮慢你们，或打你们的脸，你
们都能忍耐他。21我说句惭愧的
话，做这样的事，我们太没有
勇气了； 

ꄚ，ꌞꊿꌤꑟꐘꇬꄉꀬꅑꃅꈌꒉꌠ，

（ꉢꄇꀋꉆꃅꅇꂷꇬꉉ）ꉡꑌꀬꅑꃅꈌ

ꒉꌠꉬ。22ꋀꊇꆹꑝꀨꆾꊿꅀ？ꉡꑌ

然而人在何事上勇敢（我说
句愚妄话）我也勇敢。22他们是
希伯来人吗？我也是。他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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ꉬ。ꋀꊇꆹꑱꌝꆀꊿꅀ？ꉡꑌꉬ。

ꋀꊇꆹꑸꀨꇁꉴꊂꋊꅀ？ꉡꑌꉬ。

23ꋀꊇꆹꏢꄖꁏꐚꅀ？（ꉢꄇꀋꉆꅇꑠ

ꇬꉉ）ꉢꀊꅰꃅꏢꄖꁏꐚꉬ。ꉢꋀꊇ

ꏭꀋꋌꃅꑘꎭꃣꅧ，ꉢꀉꑌꃢꏦꑳꇬ

ꃹꀐ。ꉢꊿꌌꈀꇨꀕꃅꅤꏶ，ꈍꑍꃢ

ꃅꌦꀋꇊꀐ。24ꉢꒀꄠꊿꌌꉬꃢꅤꏶ

ꋻ，ꋍꃢꌠꇖꊰꇅ，ꋍꇅꀋꇎꃅꅥ；

25ꊿꌌꄯꁯꌊꌕꃢꅥ，ꋍꃢꇓꂵꌊꊿ

ꌌꅥ，ꇉꆿꐛꌠꌕꃢꋒ，ꋍꑍꋍꉔꂷꎿ

ꃀꇬꁮꐺ。26ꉢꈍꑋꃢꈜꎴꃅꄷꁧ，

ꒊꃀꇬꄉꆽꀠꀋꇊ，ꏄꍿꊝꄉꆽꀠꀋ

ꇊ，ꊨꏦꊿꋅꃺꑌꇱꎼꆽꀠꀋꇊ，ꉇ

ꉻꊿꇱꎼꆽꀠꀋꇊ，ꇓꈓꇬꄉꆽꀠꀋ

ꇊ，ꇈꈬꇉꃪꄉꆽꀠꀋꇊ，ꎿꇬꄉꆽ

ꀠꀋꇊ，ꃺꑌꃶꀋꐚꌠꇱꎼꆽꀠꀋ

ꇊ。27ꉢꎬꅧꐒꊀꌠꊝꄉ，ꈍꑋꃢꃅ

ꀀꑌꀋꇴ；ꉢꋚꂮꒉꌤꏽꄉ，ꈍꑋꃢ

ꃅꀋꋠꀋꅝ，ꈜꈼꄮꇬ，ꅪꃅꅩꀧ

ꍓ。28ꌤꉇꉻꑠꀉꄂꀋꉬꃅ，ꉢꑇꊿ

ꏓꉻꈧꌠꉈꇬꌠꌤꑠꑌ，ꋍꑍꋑꀋꋒꃣ

ꁧꌟꃅꉠꇭꀧꇬꍑꎍ。29ꈀꄸꂷꊋꁧ

ꇬ，ꉢꋌꈽꄉꊋꀋꁧ？ꈀꄸꂷꑇꐨꇬ

ꄉꅞꇬ，ꉢꋍꎁꃅꉌꀋꊸ？ 

以色列人吗？我也是。他们是
亚伯拉罕的后裔吗？我也是。
23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
句狂话）我更是。我比他们多
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
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24被
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
减去一下； 
25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
次；遇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
在深海里。26又屡次行远路，遭
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
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
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
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27受劳
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
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
冷，赤身露体。28除了这外面的
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
天天压在我身上。29有谁软弱，
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
焦急呢？ 

30ꀋꄸꄷ，ꉢꈌꀋꒉꀋꉆꑲꆏ，ꉡ

ꆹꌤꆿꉢꊋꁧꌠꃆꂮꈧꌠꌌꈌꒉ。

31ꐩꋊꐩꍂꃅꇫꍗꇫꀴꉆꌠꌋꑳꌠꀉ

ꄉꏃꃅꌋꂶꌠꆹ，ꉢꀋꈱꀋꏅꌠꋌꅉ

ꐚ。32ꉢꄊꂷꌧꇱꇓꈓꐤꄮꇬ，ꑸꅿ

ꄊꌅꃀꇂꃴꍤꆫꇛꌺꂷꄊꂷꌧꇱꇓꈓ

ꐏꄉꉡꒃꂿꄷ；33ꄚ，ꈄꀕꂷꌊꉢꊿ

30我若必须自夸，就夸那关
乎我软弱的事便了。31那永远可
称颂之主耶稣的父神，知道我
不说谎。32在大马士革亚哩达王
手下的提督，把守大马士革城
要捉拿我；33我就从窗户中，在
筐子里，从城墙上被人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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ꇱꄻꌍꑓꇬꑆꇓꈓꊖꁋꏭꌠꎿꇁꎻ

ꄉ，ꋍꇇꈐꇬꄉꉢꁈꈭꅐꇁ。 
去，脱离了他的手。 

 

ꐛꒌꇣꋲꌠꌋꆀꀖꀨꅍ 异象和启示 

12 ꉢꈌꒉꇬꆹꈲꏣꍈꀋꐥꑴꇬ，

ꄚ，ꃅꅍꎷꀋꊌꄉꑠꃅꌠ； 12 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
是不得己的；如今我要 

ꀋꃉꉢꌋꄷꄉꇁꌠꐛꒌꇣꋲꌠꌋꆀꀖ

ꀨꅍꃆꂮꑠꉉ。2ꊿꏢꄖꈐꏭꐥꀐꌠ

ꑠꂷꉢꌧ，ꊯꇖꈎꂾ，ꋌꌋꇱꏃꌊꉬꉎ

ꌕꊐꀕꌠꇬꁧꀐ。ꉡꆹꋌꋍꊨꏦꇭꀧ

ꈐꏭꐥꅀꇭꀧꉈꏭꐥꌠꉢꇫꅉꀋꐚ，

ꏃꃅꌋꀉꄂꋋꅉꐚ。3ꊿꋋꂷꆹꉢ

ꌧ，ꋋꆹꋍꇭꀧꈐꏭꐥꅀꇭꀧꉈꏭꐥ

ꌠꉢꇫꅉꀋꐚ，ꏃꃅꌋꀉꄂꇫꅉꐚ。

4ꊿꋋꂷꌋꇱꐕꌊꐥꌒꅉꇬꄉ，ꅇꂷꂁ

ꉱꄉꌠꑠꋌꈨ，ꅇꑠꆹꊿꇬꉇꑲꀋꌧ

ꌠ。5ꉡꆹꊿꋋꂷꎁꃅꈌꒉ；ꄚ，ꉠꊨ

ꏦꆹꉠꊋꁧꅍꀉꄂꑲꆏ，ꀉꁁꑞꑌꈌ

ꀋꒉ。6ꉢꊨꏦꈌꒉꏾꄷꑲꑌ，ꉢꄡꇗ

ꄇꀋꉆꌠꀋꌗ，ꑞꃅꆏ，ꉢꅇꂷꃶꐚꌠ

ꉉ；ꄚ，ꊿꉢꋌꉜꌊꋌꉠꇭꀧꇬꄉꈀ

ꂿꈀꈨꈧꌠꏭꀋꋌꃅꀉꒉꇨꂵꏦꄉ，

ꉢꊨꏦꏢꇋꄉꀋꉉ。7ꉈꑴꉢꀖꀨꅍ

ꀉꒉꐯꀉꒉꌠꊌꐛꅹ，ꀋꇰꀋꇊꃅꆺ

ꒉꄇꒉꂵꏦꄉ，ꍱꏢꉀꉠꇭꀧꇬꋉ

ꄉ，ꑠꆹꌑꄉꊩꌺꂷꁳꉠꏯꇁꎻꌠ，ꑠ

ꀋꉬꑲꆏ，ꉢꀊꅰꃅꆺꒉꄇꒉꂵ。8ꌤ

ꋌꐘꐛꅹꃅ，ꉢꌕꃢꏢꄖꏭꍲꋌꏡꍠ

ꇫꎭꄷꇖꂟꋺ。9ꄚ，ꋌꉠꏯ：“ꉠ

ꑆꊋꆹꆏꌬꇎꌠꉬ，ꑞꃅꆏ，ꉠꊋꃤꆹ

ꊿꊋꁧꅍꇬꄉꐛꒆ”ꄷ。ꑠꅹ，ꉢꀊ

ꅰꃅꊨꏦꊋꁧꅍꌌꈌꒉꏾ，ꑠꃅꄉ，ꏢ

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2我认得
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十四
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或在
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
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3我
认得这人，或在身内，或在身
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
道。4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
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5为
这人，我要夸口；但是为我自
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
不夸口。6我就是愿意夸口，也
不算狂，因为我必说实话；只
是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
看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
见、所听见的。7又恐怕我因所
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
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
就是撒但的差役要攻击我，免
得我过于自高。8为这事，我三
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9他
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
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
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
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
覆庇我。10我为基督的缘故，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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ꄖꊋꃤꁳꉠꇭꀧꇬꑌꇁꎻ。10ꉢꏢꄖ

ꒉꄸꃅ，ꊋꁧꏢꁧ、ꍍꋉꄸꄀ、ꐤ

ꇨꐤꊋ、ꆼꍅꆹꆋ、ꎭꐨꅧꐪꋋꈨ

ꉢꌌꉌꇿꉆꅍꃅꄉ，ꑞꃅꆏ，ꉢꈍꄮꊋ

ꁧꆏ，ꈍꄮꇷꄙꌠꉬꀐ。 

以软弱、凌辱、急难、逼迫、
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
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ꀧꇊꇬꆀꄏꑇꊿꏓꉻꉈꇬꐨ 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关怀 
11ꉢꊾꇰꂷꐛꌠꆹꆍꇱꄀꇗꌊꑠ

ꃅꐙꌠꉬ；ꊇꅉꃅꇬꆹ，ꉢꆍꊇꇱꌌꍖ

ꀴꄡꑟ。ꉢꋍꑵꀋꌗꑴꇬ，ꉢꁆꄻꊩ

ꌺꀉꒉꇊꀉꒉꀊꋨꈨꀋꏣꅍꋍꑵꑋꀋ

ꐥ！12ꉡꆹꆍꊇꈬꄔꄉ，ꋰꈬꋰꈈꌠ

ꌊ，ꌋꃅꐪꑽꑌꌋꆀꌤꂵꌦꂵꌋꌠ、

ꄐꐨꇣꋲꌠꇇꄧꈴꄉ，ꉢꁆꄻꊩꌺꂷ

ꉬꌠꊫꌐꉢꀖꆍꀦꀐ。13ꉢꉠꊨꏦꁳ

ꆍꃣꇖꐛꀋꎽꌠꌤꋌꐘꀉꄂꑲꆏ，ꆍ

ꊇꑇꊿꏓꉻꀉꁁꈧꌠꀋꏣꅍꑞꐥ？ꆍ

ꊇꑴꌠꉠꀋꎃꀋꊒꋋꈨꄻꉢꏆꅊ

ꇈ。 

11我成了愚妄人，是被你们
强逼的；我本该被你们称许才
是。我虽算不了什么，却没有
一件事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
下。12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
忍耐，借着神迹、奇事、异
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13除了
我不累着你们这一件事，你们
还有什么事不及别的教会呢？
这不公之处，求你们饶恕我
吧。 

14ꀋꃉꉢꌕꃢꀕꌠꆍꄷꁧꂿꄷꄐ

ꄉꀐ，ꉢꈍꃅꑌꊨꏦꁳꆍꃣꇖꐛꀋ

ꎽ；ꑞꃅꆏ，ꉢꆍꊇꁨꇐꄉꇐꉪꌠꀋꉬ

ꃅ，ꆍꊇꑴꅉꇖꂟꌠꉬ。ꀉꑳꆹꀿꃀ

ꎁꃅꎆꊭꋚꄎꄡꀋꑟ，ꀿꃀꄈꀉꑳꎁ

ꃅꎆꊭꋚꄎꄡꑟ。15ꉡꑌꉌꂵꇬꆍꒌ

ꆠꎁꃅꎆꃹꋙꃹ、ꑅꅐꊋꅐꏾ。ꉢ

ꀊꅰꃅꆍꉂꑲꆏ，ꆍꉂꐪꀊꅰꃅꀁꑌ

ꃅꉢꊌꌠꅀ？16ꉉꄻꀋꅐ，ꉠꊨꏦꆍꃣ

ꇖꀋꐛ，ꄚ，ꆍꊇꋍꈨꋋꈨꆹꉢꐈꋓꄉ

ꁈꏂꁈꇭꌊꆍꊏꅰꌠꃅꉉ。17ꊿꉢꇱ

ꊪꅷꆍꄷꆹꎻꈧꌠ，ꉢꋀꋍꂷꇇꄧꄉ

ꆍꄷꉠꈲꏣꎹꋺꑴꅀ？18ꉢꄝꄏꏭꆍ

14如今我打算第三次到你们
那里去，也必不累着你们；因
我所求的是你们，不是你们的
财物。儿女不该为父母积财，
父母该为儿女积财；15我也甘心
乐意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
难道我越发爱你们，就越发少
得你们的爱吗？16罢了，我自己
并没有累着你们，你们却有人
说，我是诡诈，用心计束缚你
们。17我所差到你们那里去的
人，我借着他们一个人占过你
们的便宜吗？18我劝了提多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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ꄷꆹꄷꉉ，ꃺꑌꀊꋨꂷꑌꉢꊪꋌꇯꎼ

ꆹ，ꄝꄏꆍꄷꈲꏣꎹꋺꑴꅀ？ꉪꊇꌤꃅ

ꇬ，ꉌꂵꋍꂷꃅꐙꌠꀋꉬꅀ？ꑭꁘꋍꁘ

ꃅꐕꌠꀋꉬꅀ（“ꉌꂵ”ꆹꌌ“ꌃꎔꒌ”ꃅꄉ

ꇬꑌꍑ）？ 

们那里去，又差那位兄弟与他
同去；提多占过你们的便宜
吗？我们行事，不同是一个心
灵吗（“心灵”或作“圣灵”）？不同是
一个脚踪吗？ 

19ꆍꊇꆹꀋꃅꆸꈐꉪꆍꏭꑖꉬꄜꌠ

ꉂꃅꉪꑴꌦ；ꉪꊇꆹꊇꅉꃅꇬꑳꌠꈐ

ꏭꄉꏃꃅꌋꂾꄉꅇꉉꌠ。ꉂꇁꅉꌠ

ꃺꑌꊈꀋ！ꌤꉪꈀꃅꌠꆹꆍꊇꄕꄻꂿ

ꄷꌠꉬ。20ꉡꆹꉢꉈꑴꆍꄷꇀꄮꇬ，ꉢ

ꈀꂿꌠꌋꆀꉢꆍꈀꉘꇉꐨꐯꀋꌡꌠ

ꐒ，ꆍꈀꂿꌠꌋꆀꆍꉡꉘꇉꐨꐯꀋꌡ

ꌠꑌꐒ；ꉈꑴꉢꆍꈬꄔꐮꏈꐯꅒ、ꉌ

ꈻꃴꆅ、ꇨꇅꃃ、ꊨꏦꎁꀉꄂꉪ、

ꐮꍍꋉ、ꐮꊂꀠ、ꆺꒉꄇꒉꌠꌋꆀ

ꌼꇑꀠꇁꌠꌤꑠꐥꌠꏦ。21ꉢꆍꄷꇀ

ꄮꇬ，ꉠꏃꃅꌋꉢꁳꆍꂾꄉꑊꏦꎻꌠ

ꏦ；ꉈꑴꊿꈍꑋꀋꉊꂴꏭꑽꃤꐆ，ꌤ

ꍍꆀꌠ、ꌞꃆꍯꒆꍯꌠ、ꎼꐊꃏꐊ

ꌠꃅꇈꉪꁏꄺꀱꀋꅲꐛꅹ，ꉡꆹꉌꐒ

ꇁꎭ。 

19你们到如今，还想我们是
向你们分诉；我们本是在基督
里当神面前说话。亲爱的弟兄
啊，一切的事都是为造就你
们。20我怕我再来的时候，见你
们不合我所想望的，你们见我
也不合你们所想望的；又怕有
纷争、嫉妒、恼怒、结党、毁
谤、谗言、狂傲、混乱的事；
21且怕我来的时候，我的神叫我
在你们面前惭愧；又因许多人
从前犯罪，行污秽、奸淫、邪
荡的事，不肯悔改，我就忧
愁。 

 

ꄽꂫꇬꋓꉪꁨꅍꌋꆀꋬꂻꄜꅇ 最后的警戒和问候 

13 ꋌꃢꆏꉢꌕꃢꀕꌠꆍꄷꆹꌠꉬ

ꀐ，“ꌤꆿꑞꉬꄿꂿ，ꅇꊪꌬ 13 这是我第三次要到你们
那里去。“凭两三个人的 

ꊿꑍꂷꌕꑻꋍꇬꑋꀋꎪꃅꅇꊪꌬꑲꆀ

ꍑ”ꄷ。2ꉢꋌꃀꉉꋺ，ꀋꃅꆍꄷꀋ

ꐥꇬꑌꉈꑴꉉꌦ，ꉢꑍꃢꀕꌠꆍꂿꄮ

ꇬꉉꆍꇰꌠꌟꃅ，ꉢꊿꑽꃤꐆꀐꌠꌋ

ꆀꀉꁁꈧꌠꏭꑠꃅꉉ：ꀋꄸꄷ，ꉢꉈꑴ

ꇁꑲꆏ，ꈍꃅꑌꄝꆍꀋꏆꌠꉬ。3ꆍꊇ

ꏢꄖꉠꇭꀧꇬꈴꄉꅇꉉꌠꊫꌐꎹꑲ

口作见证，句句都要定准。”2我
从前说过，如今不在你们那里
又说，正如我第二次见你们的
时候所说的一样，就是对那犯
了罪的，和其余的人说：我若
再来，必不宽容。3你们既然寻
求基督在我里面说话的凭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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ꆏ，ꉢꈍꃅꑌꄝꆍꀋꏆꌠꉬ。ꑞꃅ

ꆏ，ꏢꄖꆹꆍꇭꀧꄉꊋꁧꌠꀋꉬ，ꋋꆹ

ꆍꇭꀧꇬꄉꄐꅍꀉꒉꃅꐥꌠꉬ。4ꋌ

ꊋꁧꐛꅹꊿꇱꋯꌩꏍꇬꄀꇫꎭ，ꄚ，

ꏃꃅꌋꊋꃤꀉꒉꌠꐛꅹꃅ，ꋌꄡꇗꇫ

ꐥꑴꌦ。ꉪꊇꑌꑠꃅꋌꈽꄉꊋꁧ，

ꄚ，ꏃꃅꌋꄻꆍꀦꌠꊋꃤꀉꒉꌠꐛꅹ

ꃅ，ꉪꑌꀋꎪꃅꋌꈽꇫꐥ。 

我必不宽容。因为基督在你们
身上不是软弱的；在你们里面
是有大能的。4他因软弱被钉在
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仍然
活着。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
弱，但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
能，也必与他同活。 

5ꆍꊇꀋꎪꃅꊨꏦꑇꐨꉌꊋꑌꅀ

ꀋꑌꌠꉪꉚꎖꉚ，ꊨꏦꑌꎖꉺꌶ。ꀋ

ꄸꄷ，ꆍꊇꆹꎕꅐꀋꄐꈧꌠꀋꉬꑲꆏ，

ꑳꌠꏢꄖꆹꆍꉌꃀꇬꑌꌠꉬ，ꋍꑠꆍꇫ

ꅉꀋꐚꅀ？6ꉡꆹꉪꊇꆹꊿꎕꅐꀋꄐꈧ

ꌠꀋꉬꌠꑠꆍꅉꐚꌠꉘꇉ。7ꉪꊇꏃ

ꃅꌋꏭꈼꂟꄉ，ꆍꁳꌤꄷꅠꑠꋍꐘꑋ

ꃅꄡꎽ。ꑠꆹꉪꊨꏦꆹꎕꅐꀐꈧꌠꉬ

ꌠꄜꋊꎼꇁꂿꄷꌠꀋꉬꃅ，ꆍꁳꌤꉾ

ꃪꎃꊒꌠꃅꎻꑲꆀ，ꊿꁳꋀꄿꐨꃅꉪ

ꊇꆹꎕꅐꀋꄐꈧꌠꉬꃅꉜꎻꂿꄷꌠ。

8ꉪꊇꌤꇗꅉꃶꐚꌠꏭꄘꑣꌠꑞꑌꃅ

ꀋꉆ，ꌤꇗꅉꃶꐚꌠꇬꊋꁧꄏꌠꑠꀉ

ꄂꃅꉆ。9ꉪꊇꊋꁧ，ꆍꊇꇷꄙꄷꑲ

ꑌ，ꉪꊇꉌꇿꑓꇿꌠꉬ；ꄷꀋꁧ，ꉪꊇ

ꈀꈼꂟꌠꆹꆍꊿꐛꒆꌠꐛꄷꑠꉬ。

10ꑠꅹ，ꉢꆍꈽꀋꐥꄮꇬ，ꅇꂷꋋꈨꁱ

ꆍꁳꄉ，ꉡꌋꆀꆍꐮꂿꄮꇬ，ꉢꌋꄻ

ꉢꁳꌠꌅꈌꑠꌌꇧꊋꃅꆍꊝꄻꀋꅐ

ꎻ，ꌅꈌꋍꑠꑴꅉꆹꌌꊾꀜꐆꇁꌠꀋꉬ

ꃅ，ꊾꄕꄻꎻꂿꄷꌠ。 

5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
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
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
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6我却盼
望你们晓得，我们不是可弃绝
的人。7我们求神，叫你们一件
恶事都不做。这不是要显明我
们是蒙悦纳的，是要你们行事
端正，任凭人看我们是被弃绝
的吧！8我们凡事不能敌挡真
理，只能扶助真理。9即便我们
软弱，你们刚强，我们也欢
喜；并且我们所求的，就是你
们作完全人。10所以，我不在你
们那里的时候，把这话写给你
们，好叫我见你们的时候，不
用照主所给我的权柄，严厉地
待你们；这权柄原是为造就人
的，并不是为败坏人。 

11ꄽꂫꇬꅇꂷꆏ，ꃺꑌꊈꃅꉌꇿ

ꅊꇈ。ꊿꐛꒆꌠꄻꌶ；ꉌꌒꄀꅇꊪ；

11还有末了的话：愿弟兄们
都喜乐。要作完全人，要受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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ꉌꂵꋍꂷꉪꐨꋍꏢꃅꐙꌶ；ꋯꑌꐮꄮ

ꃅꐥꌶ。ꑠꃅꑲꆏ，ꄮꐽ、ꉌꎔꉂꑭ

ꑌꌠꏃꃅꌋꆹꀋꎪꃅꅉꀕꃅꆍꈽꐥꌠ

ꉬ。12ꆍꊇꐮꁧꇉꁬꄉꋬꂻꄜꅊꇈ，

ꀋꎪꃅꐮꏯꌃꎔꃅꐙꌶ。13ꌃꎔꌺꈀ

ꐥꌠꃅꆍꏭꋬꂻꄜꌐ。14ꌋꑳꌠꏢꄖ

ꑆꊋ、ꏃꃅꌋꉂꐪ、ꌃꎔꒌꉌꐡꐨ

ꅉꀕꃅꆍꋍꏅꌋꆀꐯꈽꐥꅊꇈ。 

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
睦。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
你们同在。12你们亲脸问安，彼
此务要圣洁。13众圣徒都问你们
安。14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
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
们众人同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