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ꏦꇁꄠꄯꒉ 

加拉太书 

 
ꋬꂻꄜ 问候 

1 ꁆꄻꊩꌺꄻꌠꀧꇊ（ꊿꒉꄸꀋ

ꉬ，ꊿꇇꄧꈴꌠꑌꀋꉬ，ꑳꌠꏢ 
1 作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

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 
ꄖꌋꆀꋌꁳꌦꈬꇬꄉꀱꐥꇁꎻꌠꏃꃅ

ꌋꀉꄉꇇꄧꈴꄉꁆꄻꊩꌺꐛꌠ）2ꌋꆀ

ꉡꐊꌠꃺꑌꈧꌠ，ꄯꒉꁱꏦꇁꄠꑇꊿ

ꏓꉻꈧꌠꁵ。3ꑆꊋ、ꋬꂻꑠꆹꏃꃅ

ꌋꀉꄉꌋꆀꉪꌋꑳꌠꏢꄖꄷꄉꆍꊌꅊ

ꇈ。4ꏢꄖꆹꉪꏃꃅꌋꀉꄉꉪꐪꇬꈴ

ꄉ，ꉪꑽꃤꎁꃅꀑꇬꁮ，ꉪꊇꋌꈭꋏ

ꌊꑽꃤꆈꒉꀕꌠꃅꋊꋋꋏꇬꐞꇁ。

5ꀑꒉꑊꒉꏮꏃꃅꌋꄀꅷꐩꋊꐩꍂꄮ

ꑟꅊꇈ。ꀊꂱ。 

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
活的父神），2和一切与我同在的
众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
会。3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与你们。
4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
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
罪恶的世代。5但愿荣耀归于
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ꌒꅇꀉꁁꀋꐥ 别无福音 
6ꉢꋌꇰꐯꋌꇰꌠꆏ，ꆍꊇꑠꃅꐳ

ꃅꏢꄖꑆꊋꇇꄧꈴꄉꆍꊇꇳꍝꂶꌠꆍ

ꇤꇫꎭꇈ，ꀱꌒꅇꀉꁁꑵꑇꁧ。7ꀉ

ꁁꑵꌠꆹꌒꅇꇯꍝꌠꀋꉬꃅ，ꊿꆍꃸ

ꆽꄉ，ꏢꄖꌒꅇꄺꀱꏢꉨꌠ。8ꄚ，ꉪ

ꊇꉬꄿꂿ，ꉬꉎꄉꇁꌠꊩꌺꉬꄿꂿ，ꀋ

ꄸꄷꌒꅇꁊꆍꁳꇬ，ꌒꅇꉪꊇꁊꆍꁳ

6我惊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
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
别的福音。7那并不是福音，不
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
的福音更改了。8但无论是我
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
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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ꋺꈧꌠꌋꆀꐯꀋꌡꑲꆏ，ꋋꆹꌌꍃꏽ

ꄡꑟꌠꉬ。9ꉪꊇꉉꋺꀐ，ꀋꃅꉈꑴꉉ

ꌦ，ꀋꄸꄷ，ꊿꌒꅇꁊꆍꁳꇬ，ꂴꆍꈀ

ꊪꋺꈧꌠꌋꆀꐯꀋꌡꑲꆏ，ꊿꋋꂷꆹ

ꌌꍃꏽꄡꑟꌠꉬ。10ꉢꀋꃅꊿꉌꃀꊌ

ꏾꌠꅀꏃꃅꌋꉌꃀꊌꏾꌠꉬ？ꉢꊿꉌ

ꃹꅍꃅꌠꉬꑴꅀ？ꀋꄸꄷ，ꄡꇗꊿꉌ

ꃹꅍꃅꑴꌦꌠꉬꑲꆏ，ꉡꆹꏢꄖꁏꐚ

ꀋꉬꀐ。 

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9我
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
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
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
10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
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
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
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 

 

ꀧꇊꈍꃅꁆꄻꊩꌺꐛ 保罗怎样成为使徒 
11ꃺꑌꊈꀋ！ꉢꉉꆍꇰ，ꉢꑍꃀꑍ

ꈁꁊꌠꌒꅇꆹꊿꉪꐨꇬꄉꅐꇁꌠꀋ

ꉬ。12ꑞꃅꆏ，ꌒꅇꆹꉢꊿꄷꄉꊪꌊ

ꇁꌠꀋꉬ，ꌞꊿꄻꉢꂘꌠꑌꀋꉬ，ꋋꆹ

ꑳꌠꏢꄖꄷꄉꀖꁉꎼꇁꌠꉬ。13ꉢꀋ

ꉊꒀꄠꑇꇐꇬꌤꈀꃅꌠ，ꈍꃅꊋꈀꑌ

ꃅꏃꃅꌋꑇꊿꏓꉻꆼꍅꆹꆋ、ꉮꌠꑠ

ꆍꈨꋺ。14ꒀꄠꑇꇐꈬꇬ，ꉡꆹꉠꇩ

ꏤꊿꉡꌋꆀꋍꄜꈧꌠꏭꀋꋌꃅꀉꒉꃅ

ꀻꎆ，ꉢꉠꀋꁌꀋꁧꋊꃅꏦꃤꎁꃅꀊ

ꅰꃅꈮꈜ。15ꄚ，ꏃꃅꌋꆹꉢꀉꂿꀃ

ꃀꇬꀀꑴꌦꇯꆐꋌꌋꄉꇈ，ꑆꊋꄻꉢ

ꁳꄉꉡꇳꍝꌠꉬ。16ꋍꌺꃆꂮꋌꀖꁉ

ꉠꉌꂵꇬꊐꄉ，ꉢꁳꋍꃆꂮꁊꉇꉻꊿ

ꇰꎻꏾꑲꆏ，ꉡꆹꋧꃅꃰꊿ（ꑝꇂꉙꇬꆏ

“ꊿꌦꌗꃤ”ꃅꅑ）ꈧꌠꌋꆀꐯꀋꇖꀋꄟ；

17ꑳꇊꌒꇌꄉ，ꊿꉠꂴꇯꆐꁆꄻꊩꌺ

ꄻꀐꈧꌠꑌꂿꀋꆹꃅ，ꉢꎼꀊꇁꀨꀉ

ꄂꉜꄉꁧ，ꊁꆏꀱꉈꑴꄊꂷꌧꇱꑟ

ꇁ。 

11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
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
意思。12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
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
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13你们听
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
事，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
教会。14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
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
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15然
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
来、又施恩召我的神，16既然乐
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
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
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17也没有
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作
使徒的；惟独往阿拉伯去，后
又回到大马士革。 

18ꌕꈎꐛꈭꐨꑲꆀ，ꉢꑳꇊꌒꇌꆹ 18过了三年，才上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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ꄉꏢꃔꌋꆀꐮꂿ，ꄷꀋꁧꋌꈽꄉꃅꐎ

ꊯꉬꑍꐥ。19ꌋꃺꑌꑸꇱꀉꄂꑲꆏ，

ꁆꄻꊩꌺꀉꁁꈧꌠꉢꋌꀋꂿ。20ꉢꁱ

ꆍꁳꋋꈨꆹꈰꏅꌠꅇꀋꉬ，ꋋꆹꉢꏃꃅ

ꌋꂾꄉꉉꌠꉬ。21ꋍꈭꐨꆏ，ꉢꎼꑪ

ꆀꑸꌋꆀꏸꆀꏦꃅꄷꑟꀐ。22ꀊꋨꄮ

ꇬ，ꒀꄠꃅꄷꏢꄖꑇꊿꏓꉻꈀꐥꈧꌠ

ꃅꄡꇗꉡꂿꀋꋻꑴꌦ。23ꄚ，ꋀꊇ

ꆏ：“ꊿꀋꉊꉪꊇꆼꍅꆹꆋꋺꂶꌠ，

ꀋꃉꀱꌊꋌꂴꏭꇫꀜꐆꌠꇗꅉꏡꌠꄜ

ꉺ”ꄷꑠꋀꈨꀐ。24ꋀꊇꐯꇯꉡꒉꄸ

ꃅꀑꒉꑊꒉꋀꏮꏃꃅꌋꄀ。 

去见矶法，和他同住了十五
天。19至于别的使徒，除了主的
兄弟雅各，我都没有看见。20我
写信给你们的不是谎话，这是
我在神面前说的。21以后我到了
叙利亚和基利家境内。22那时，
犹太信基督的各教会都没有见
过我的面。23不过听说，那从前
逼迫我们的，现在传扬他原先
所残害的真道。24他们就为我的
缘故，归荣耀给神。 

 

ꁆꄻꊩꌺꈧꌠꀧꇊꊩꄻ 保罗被众使徒接纳 

2 ꃅꐎꊯꇖꈎꈭꐨꆏ，ꉡꌋꆀꀠꇁ

ꀠꀱꑳꇊꌒꇌꁦꌦ，ꄷꀋꁧ，ꄝ 2 过了十四年，我同巴拿巴又
上耶路撒冷去，并带着提多 

ꄏꑌꉣꑊꏃꁧ。2ꉡꆹꀖꀨꅍꊪꊊꐛ

ꅹꃅꀊꄶꇬꆹꌠ，ꌒꅇꉇꉻꊿꈬꇬꄉ

ꉢꈁꁊꈧꌠꉉꃺꑌꊈꇰ（ꄚ，ꉡꆹꁠꆈ

ꏭꄉꉉꊿꂓꐥꌗꐥꌠꇰ），ꉡꆹꀋꃅꅀ

ꀋꉊꀈꈥꀕꃅꋓꈽꀥꈿꌠꀉꄂꏦ。

3ꄚ，ꉡꌋꆀꐮꐊꌠꄝꄏꑌ，ꋌꑝꇂꊿ

ꉬꑴꇬ，ꋋꄀꇗꄉꌐꍓꏦꃤꃅꌠꀋ

ꐥ。4ꃺꑌꃶꀋꐚꌠꑠꈨꀋꌋꀕꃅꈏ

ꃹꇁꇈ，ꉪꊇꏢꄖꇬꄉꊨꏦꄿꐨꌠꈍ

ꃅꐙꌠꆈꍮꇁꄉ，ꉪꁳꁏꐚꄻꎻꑴ

ꇬ，5ꄚ，ꉪꊇꆹꌒꅇꇗꅉꃶꐚꌠꁳꄡ

ꇗꆍꈬꄔꇬꐥꎻꂿꄷꐛꅹ，ꉪꊇꋍꇅ

ꌹꍈꑋꄻꋀꏆꄉꋀꅇꃅꀋꋻ。6ꊿꂓ

ꐥꌗꐥꈧꌠꆏ，ꋌꊿꑟꏠꌠꉬꄿꂿ，ꉠ

ꉈꁒꅍꇬꀋꐥ；ꏃꃅꌋꆹꀑꑊꉜꄉꎸ

ꃤꏿꌠꀋꉬ。ꊿꂓꐥꌗꐥꀊꋨꈨ，ꉠ

同去。2我是奉启示上去的，把
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弟
兄们陈说，却是背地里对那有
名望之人说的，惟恐我现在，
或是从前，徒然奔跑。3与我同
去的提多，虽是希腊人，也没
有勉强他受割礼。4但有偷着引
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
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
们作奴仆。5可是我们就是一刻
的工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
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
中间。6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不
论他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干；
神不以外貌取人。那些有名望
的，并没有加增我什么，7反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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ꇬꁦꎆꇱꅍꀋꐥ，7ꀱꌊꋀꊌꂿꌠꆏ，

ꌋꉠꇇꄧꈴꄉꌒꅇꁊꊿꌐꍓꏦꃤꃅꀋ

ꋻꀊꋨꈨꁵꇬ，ꌋꀺꄮꇇꄧꈴꄉꌒꅇ

ꁊꊿꌐꍓꏦꃤꃅꋺꀊꋨꈨꁵꌠꌋꆀꐯ

ꌟ。8ꀺꄮꋌꎼꉌꐡꂶꌠꆹ，ꀺꄮꁳꊿ

ꌐꍓꏦꃤꃅꀐꈧꌠꎁꃅꁆꄻꊩꌺꄻ

ꎻ，ꉡꑌꋌꇱꎼꉌꐡꄉ，ꉢꁳꉇꉻꊿ

ꎁꃅꁆꄻꊩꌺꄻ。9ꉈꑴꑇꊿꏓꉻꈯ

ꌬꉬꄷꌠꑸꇱ、ꏢꃔ、ꒀꉴꆹ，ꏃꃅ

ꌋꑆꊋꄻꉢꁳꌠꋀꌕꑻꅉꐚꈭꐨꆏ，

ꋀꌕꑻꉡꌋꆀꀠꇁꀠꑋꏯꇇꇀꑳꁆꌠ

ꉩꄉꇗꅉꃅꇈ（ꇇꉩꇗꅉꆹꋍꑊꋀꌕꑻꌟꃅꁆꄻ

ꊩꌺꌗꀐꄷꌠꄜ），ꉪꁳꉇꉻꊿꃅꈋꉜꄉꁧ

ꎻ；ꋀꊇꆏꊿꌐꍓꏦꃤꃅꀐꌠꃅꈋꉜ

ꄉꁧ。10ꋀꊇꉪꏭꎺꄉꊿꌢꎭꌠꇇꀤ

ꄷꀉꄂꇖꂟ，ꋍꑠꆹꉢꊇꅉꇬꇯꆐꈮꈜ

ꃅꇫꃅꂿꄷꌠꉬ。 

看见了主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
割礼的人，正如托彼得传福音
给那受割礼的人；8那感动彼
得，叫他为受割礼之人作使徒
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
作使徒。9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
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
矶法、约翰，就向我和巴拿巴
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叫我们往
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
的人那里去；10只是愿意我们记
念穷人，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
行的。 

 

ꀧꇊꀊꄝꀊꄉꀺꄮꏭꊨ 保罗在安提阿责备彼得 
11ꊁꆏ，ꏢꃔꇁꀊꄝꀊꑟ，ꋋꆹꊨ

ꀖꄻꅐꑠꐥꄉ，ꉢꑓꋪꑓꊒꀕꃅꋋ

ꄙ。12ꊿꑸꇱꄷꄉꇁꌠꇫꑟꀋꇁꌦ

ꂾ，ꋌꉇꉻꊿꌋꆀꐯꈽꋙꋠ；ꋀꊇꇫ

ꑟꇁꈭꐨꆏ，ꋌꊿꌐꍓꏦꃤꃅꈧꌠꏦ

ꐛꅹ，ꋌꉇꉻꊿꈧꌠꄷꄉꄓꁧꀐ。

13ꒀꄠꊿꀉꁁꈧꌠꑌꋌꈽꄉꀋꎴꀕꃅ

ꄉ，ꄷꀋꁧꀠꇁꀠꑋꋀꈽꄉꀋꎴꀕꃅ

ꄉ。14ꄚ，ꋀꊇꀋꊒꌠꃅꄉ，ꌒꅇꇗ

ꅉꃶꐚꌠꌋꆀꐯꀋꋭꌠꉢꂿꄷꌦꆏ，

ꉢꉹꁌꂾꄉꏢꃔꏭꑠꃅꉉ：“ꆏꒀꄠ

ꊿꉬꇬ，ꀋꄸꄷ，ꆏꒀꄠꊿꐊꄉꌤꀋ

ꃅꀕ，ꉇꉻꊿꐊꄉꌤꃅꑲꆏ，ꆏꈍꃅ

11后来矶法到了安提阿，因
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
他。12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以
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及
至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
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
13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
假，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装
假。14但我一看见他们行得不
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
众人面前对矶法说：“你既是犹
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
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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ꉇꉻꊿꆏꇱꄀꇗꌊꒀꄠꊿꐊꇁꂯ？”
ꄷ。 

人随犹太人呢？” 

 

ꒀꄠꊿꌋꆀꉇꉻꊿꐯꇯꑇꐛꅹꈭꋏꊌ 犹太人和外邦人都因信得救 
15ꉪꊇꆹꒆꎼꇁꇬꇯꆐꒀꄠꊿꉬ，

ꉇꉻꑽꊿꀋꉬ。16ꊿꑖꉬꐛꌠꆹꄹꏦ

ꍬꒉꄸꀋꉬꃅ，ꑳꌠꏢꄖꑇꒉꄸꉬꌠꑠ

ꉪꅉꐚ，ꄷꀋꁧ，ꉪꊇꑌꏢꄖꑳꌠꑇ

ꄉ，ꉪꁳꄹꏦꍬꒉꄸꃅꑖꉬꐛꌠꀋꉬ

ꃅ，ꑳꌠꑇꄉꑖꉬꐛꎻꌠꉬ，ꑞꃅꆏ，

ꋧꃅꃰꊿꆏ（ꑝꇂꉙꇬꆏ“ꌦꑌꌗꑌꌠ”ꃅ

ꅑ），ꄹꏦꍬꐛꅹꃅꑖꉬꐛꌠꋍꂷꑋꀋ

ꐥ。17ꀋꄸꄷ，ꉪꊇꏢꄖꇬꄉꑖꉬꐛ

ꌠꑠꇖꂟꑲꆀ，ꄡꇗꑽꊿꉬꑴꌦꇬꆹ，

ꏢꄖꆹꊿꁳꑽꃤꐆꎻꌠꅀ？ꈍꃅꑌꀋ

ꉬ！18ꑍꃀꑍꉢꐆꇬꈀꎭꌠ，ꀋꄸꄷꉢ

ꀱꌊꇫꋈꄻꇬꆹ，ꋍꑠꊨꏦꆹꑽꃤꐆꊿ

ꉬꃅꊩꀽꌠꉬ。19ꉢꄹꏦꒉꄸꃅ，ꄹ

ꏦꏭꉜꄉꌦꀐ，ꑠꆹꉢꁳꏃꃅꌋꏭꉜ

ꄉꇫꐥꎻꂿꄷꌠ；ꉡꆹꏢꄖꈽꋯꌩꏍ

ꇬꄀꀐ。20ꀋꃅꇫꐥꌠꆹꉢꀋꉬꃅ，

ꏢꄖꉠꈐꏭꐥꌠꉬ；ꄷꀋꁧ，ꀃꑍꋋꄮ

ꉠꇭꀧꋋꂷꇫꐥꌠꆹ，ꉢꏃꃅꌋꌺꑇ

ꐛꅹꃅꇫꐥꌠ，ꋋꆹꉡꉂ，ꉠꎁꃅꊨꏦ

ꀑꇬꁮ。21ꉡꆹꏃꃅꌋꑆꊋꉢꀜꋊꇬ

ꀋꎭ；ꀋꄸꄷꑖꉬꆹꄹꏦꇇꄧꈴꄉꊌ

ꌠꉬꑲꆏ，ꏢꄖꆹꀈꈥꀕꃅꌦꌠꉬ

ꀐ。 

15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
是外邦的罪人，16既知道人称义
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
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
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
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
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
17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
旧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人犯
罪的吗？断乎不是！18我素来所
拆毁的，若重新建造，这就证
明自己是犯罪的人。19我因律
法，就向律法死了，叫我可以
向神活着；我已经与基督同钉
十字架，20现在活着的，不再是
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
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
为我舍己。21我不废掉神的恩；
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
是徒然死了。 

 

ꄹꏦꌋꆀꑇꐨꉌꊋ 律法和信心 

3 ꌧꅍꀋꐥꌠꏦꇁꄠꊿꀋ！ꑳꌠꏢ

ꄖꊿꋯꌩꏍꇬꄀ，ꋍꑠꀉꄻꀕꃅ 3 无知的加拉太人哪，耶稣基
督钉十字架，已经活画在 



ꏦꇁꄠꄯꒉ  3 588 加拉太书  3 

 

 

ꑴꁱꆍꀦꀐ，ꈀꄸꂷꉈꑴꆍꁍꃕꌦ？

2ꉢꌤꋌꐘꀉꄂꆍꏭꅲ：ꌃꎔꒌꆍꊪꊊ

ꌠꆹꄹꏦꍬꒉꄸꉬꌠꅀꌒꅇꈨꇈꑇꒉ

ꄸꉬ？3ꆍꊇꆹꇬꂾꇬꌃꎔꒌꉘꇉꄉꃅ

ꌠꉬꑲꆏ，ꀋꃅꋋꄮꇭꀧꎸꃤꉘꇉꄉꐛ

ꒆꑴꌦꅀ？ꆍꊇꆹꑠꃅꇯꅝꅀ？4ꆍꊇꎬ

ꅧꌠꑠꑋꃅꊝꇬ，ꐯꇯꀈꈥꀕꌠꅀ？ꇯ

ꍝꃅꀈꈥꀕꌠꉬꑴꅀ？5ꏃꃅꌋꌃꎔꒌ

ꋌꄻꆍꇖꇈ，ꆍꇢꊭꄉꄐꐨꇣꋲꌠꃅ

ꌠꆹ，ꆍꄹꏦꍬꒉꄸꉬꌠꅀꆍꌒꅇꅲꇈ

ꇬꑅꌠꒉꄸꉬ？ 

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
呢？2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
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
是因听信福音呢？3你们既靠圣
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
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4你
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
吗？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5那
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
行异能的，是因你们行律法
呢？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 

6ꏂꀨꇬꅑꌠ：“ꑸꀨꇁꉴꏃꃅꌋ

ꑇꄉ，ꋌꑖꊿꉬꌠꌗ”ꄷꇫꌠꌡ。

7ꑠꅹ，ꆍꊇꆹꊿꏃꃅꌋꑇꀊꋨꈨꑲꆀ

ꑸꀨꇁꉴꌺꇖꉬꌠꅉꐚꄡꑟ。8ꄷꀋ

ꁧ，ꌃꎔꏂꀨꄯꒉꆹꂴꇯꆐꐝꉅꃅꊌ

ꂿ，ꏃꃅꌋꉇꉻꊿꁳꑇꒉꄸꃅꑖꉬꐛ

ꎻꂿꄷꄉ，ꂴꈍꄮꇯꆐꌒꅇꁊꑸꀨꇁ

ꉴꁵꄉ，ꑠꃅꉉ：“ꇩꏤꈀꐥꌠꉬꇮ

ꀋꎪꃅꅽꒉꄸꃅꌒꃤꊌ”ꄷ。9ꑠꃅ

ꉜꎼꇁꇬ，ꊿꏃꃅꌋꑇꀊꋨꈨꆹꑇꐨ

ꉌꊋꑌꌠꑸꀨꇁꉴꌋꆀꐯꇯꌒꃤꊌ。 

6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
算为他的义。”7所以你们要知
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
伯拉罕的子孙。8并且圣经既然
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
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
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
9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
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 

10ꄹꏦꍬꌠꈀꉘꇉꌠꃅꍃꊌꏿꊌ

ꌠꉬ；ꑞꃅꆏ，ꏂꀨꄯꒉꇬ：“ꅉꀕꃅ

ꁱꄹꏦꄯꒉꇬꄀꄉꈧꌠꈴꄉꃅꌐꌠꀋ

ꉬꑲꆏ，ꍃꊌꏿꊌꌠꉬ”ꄷꁱꇬꄀ

ꄉ。11ꊿꄹꏦꉘꇉꄉꏃꃅꌋꂾꄉꑖꉬ

ꐛꌠꋍꂷꑋꀋꐥ，ꋍꑠꑓꀠꀕꌠꉬ；ꑞ

ꃅꆏ，ꏂꀨꄯꒉꇬ：“ꑖꊿꀋꎪꃅꑇ

ꐛꅹꃅꇫꐥ”ꄷ。12ꄹꏦꑴꅉꆹꑇꐨ

ꋌꌌꅉꃀꃅꀋꄉ，꒰ꀨꇬ：“ꌤꋋꈨ

10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
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
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
去行的，就被咒诅。”11没有一
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
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
人必因信得生。”12律法原不本
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就
必因此活着。”13基督既为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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ꃅꌠꆏ，ꀋꎪꃅꋋꒉꄸꃅꇫꐥ”ꄷꀉ

ꄂꄹ。13ꏢꄖꉪꎁꃅꍃꊌꏿꊌꀐꑲꆏ

（“ꊌ”ꑝꇂꉙꇬꆏ“ꐛ”ꃅꅑ），ꉪꊇꆹꄹꏦ

ꍃꏽꈬꇬꄉꋌꋊꎼꇁ；ꑞꃅꆏ，ꏂꀨꄯ

ꒉꇬ：“ꄻꌩꇬꄀꈀꄉꌠꃅꍃꊌꏿꊌ

ꌠꉬ”ꄷꁱꇬꄀꄉ。14ꑠꃅꄉ，ꑸꀨ

ꇁꉴꌒꃤꆹ，ꏢꄖꑳꌠꒉꄸꃅꇁꉇꉻꊿ

ꄷꑟꄎꄉ，ꉪꁳꑇꐛꅹꃅꈀꈌꁧꄉꌠ

ꌃꎔꒌꊌꎻ。 

受了咒诅（“受”原文作“成”），就赎
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
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
被咒诅的。”14这便叫亚伯拉罕
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
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
的圣灵。 

 

ꄹꏦꌋꆀꈌꁧꅍ 律法和应许 
15ꃺꑌꊈꀋ！ꉢꊿꈁꉉꌠꎃꐚꅇ

ꂷꉉ，ꊿꏤꄉꌠꏤꐪꆹ，ꀋꄸꄷꏤꄉ

ꀐꑲꆏ，ꊿꏤꐪꋌꐘꇬꀜꋊꅀꁦꎆꇱ

ꉆꌠꀋꐥ。16ꈀꈌꁧꄉꌠꑴꅉꇬꆹꑸ

ꀨꇁꉴꌋꆀꋍꌺꇖꊂꋊꏭꉉꌠ；ꏃꃅ

ꌋꆹ：“ꌺꇖꊂꋊꊈ”ꃅꊿꈍꑋꈨꏭ

ꄐꄉꉉꌠꀋꉬꃅ，ꋋꆹ：“ꅽꊂꋊꀊ

ꋨꂷ”ꃅꊿꋍꂷꏭꄐꄉꉉꌠ，ꊿꋋꂷ

ꆹꏢꄖꉬ。17ꉢꉉꌠꆹꑠꄜ：ꏃꃅꌋꂴ

ꏭꈁꏤꄉꌠꏤꐪꆹ，ꇖꉏꌙꊰꈎꈭꐨ

ꄻꄉꌠꄹꏦꇱꀜꋊꇫꎭꀋꉆ，ꈌꁧꅍ

ꁳꀈꈥꀕꎻꀋꉆ。18ꑞꃅꆏ，ꍸꇐꐴ

ꊛꌠꆹꀋꄸꄷꄹꏦꇬꄉꇁꌠꉬꑲꆏ，ꈌ

ꁧꅍꇬꄉꇁꌠꀋꉬ；ꄚ，ꏃꃅꌋꆹꈌꁧ

ꅍꇇꄧꈴꄉ，ꍸꇐꋌꄻꑸꀨꇁꉴꇖꌠ

ꉬ。 

15弟兄们，我且照着人的常
话说：人的文约，若已经立定
了，就没有能废弃或加增的。
16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
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
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
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
是基督。17我是这么说：神预先
所立的约，不能被那四百三十
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
于虚空。18因为承受产业，若本
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但神
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
拉罕。 

19ꑠꉬꑲꆏ，ꄹꏦꌌꑞꃅꌠꉬ？ꄹ

ꏦꑴꅉꇬꆹꑽꃤꒉꄸꃅꄻꇬꇯꄉ，ꈌꁧ

ꅍꊌꌠꌺꇖꊂꋊꂶꌠꇫꑟꇁꌠꇁꉚꂿ

ꄷꌠ，ꄷꀋꁧ，ꄹꏦꆹꉬꉎꊩꌺꌋꆀꇢ

ꆣꉆꂷꇇꄧꈴꄉꏤꄻꄉꌠ。20ꄚ，ꇢ

19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
有的呢？原是为过犯添上的，
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
且是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
的。20但中保本不是为一面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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ꆣꉆꂶꌠꋍꁁꏯꀉꄂꎁꃅꌊꄻꌠꀋ

ꉬ；ꏃꃅꌋꆹꋍꂷꉬ。 
的；神却是一位。 

 

ꁏꐚꌋꆀꌺ 奴仆和儿子 
21ꑠꃅꑲꆏ，ꄹꏦꆹꏃꃅꌋꈌꁧꅍ

ꆼꁏꌠꉫꀕ？ꈍꃅꑌꀋꉬ！ꀋꄸꄷ，ꄹ

ꏦꊿꁳꀑꇬꊌꄎꎻꑠꏢꁊꋺꑲꆏ，ꑖ

ꉬꆹꄹꏦꇬꄉꅐꇁꌠꉬꀐ。22ꄚ，ꌃ

ꎔꏂꀨꄯꒉꆹꑞꑌꋌꈭꑽꃤꈐꏭꊐ

ꄉ，ꈀꈌꁧꄉꌠꌒꃤꆹꊿꑳꌠꏢꄖꑇ

ꐛꅹꃅ，ꄻꊿꑇꈧꌠꁳ。23ꄚ，ꑇꐨ

ꇗꅉꋋꏢꇫꑟꀋꇁꌦꂾ，ꉪꊇꄹꏦꇱ

ꐏꁇꄉ，ꇊꄉꅷꊁꇁꋍꑍꇗꅉꇯꍝꌠ

ꄇꇖꀕꃅꇫꅐꇀꄮꑟ。24ꑠꃅꄉ，ꄹ

ꏦꆹꉪꊇꁰꍋꌠꂘꃀꉬ，ꉪꊇꋌꏃꏢ

ꄖꄷꄉ，ꉪꁳꑇꐛꅹꃅꑖꉬꐛꎻ。

25ꄚ，ꑇꐨꇗꅉꋋꏢꇫꑟꇁꀐꑲꆏ，ꋌ

ꊂꇈꉈꆏ，ꉪꊇꆹꂘꃀꂶꌠꇂꃴꀋꐥ

ꀐ。26ꑠꅹ，ꆍꊇꆹꏢꄖꑳꌠꑇꐛꅹ

ꐯꇯꏃꃅꌋꌺꐛꌐꀐ。27ꆍꊇꋋꑣꊪ

ꄉꏢꄖꇂꃴꐥꈧꌠꐯꇯꏢꄖꆍꌌꃢꈜ

ꌟꃅꄻꈚꄉꀐ。28ꒀꄠꊿꅀꑝꇂꊿ

ꉬꌠꀋꍣ，ꊨꏦꌄꇤꌠꅀꁏꐚꉬꌠꑌ

ꀋꍣ，ꌺꃰꅩꃰꑌꀋꍣ；ꑞꃅꆏ，ꆍꊇ

ꐯꇯꏢꄖꇬꄉꇭꀧꋍꂷꐛꀐ。29ꆍꊇ

ꆹꏢꄖꃤꉬꑲꆏ，ꆍꊇꆹꐯꇯꑸꀨꇁꉴ

ꊂꋊꉬ，ꈌꁧꅍꇬꈴꄉꐴꊛꊿꐛꌠꉬ

ꀐ。 

21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
反对吗？断乎不是！若曾传一
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义就诚
然本乎律法了。22但圣经把众人
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
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
23但“信”的时代还未来以先，我
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
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24这
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
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
信称义。25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
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傅
的手下了。26所以，你们因信基
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27你们受
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
了。28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
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
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
一了。29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
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
承受产业的了。 

 

4 ꉢꉉꌠꆹꑠꄜ：ꐴꊛꊿꀊꋨꂷꆹ，

ꋌꁨꇐꄉꇐꈀꐥꌠꌌꁈꉬꑴ 4 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
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 

ꇬ，ꄚ，ꋌꀉꑳꌺꃅꄉꄮꇬꆹ，ꁏꐚꌋ 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2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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ꆀꐯꀋꌡꐨꍈꑋꀋꐥ，2ꄡꇗꂘꃀꌋꆀ

ꂱꈈꇂꃴꐥꅷꃅꑍꃅꉖꋍꀉꄉꄐꏤꄉ

ꌠꇫꑟꇀꄮꑟ。3ꉪꊇꑌꄡꇗꑠꃅꐙ，

ꉪꊇꀉꑳꌺꃅꄉꄮꇬ，ꋧꃅꌧꇐꐭꌠ

ꇂꃴꐥ。4ꄚ，ꃅꑍꃅꉖꇎꄮꇬꆏ，ꏃ

ꃅꌋꋍꌺꋌꊪꎼꇁ，ꋋꆹꌋꅪꇱꒆꎼ

ꇁ，ꄷꀋꁧ，ꄹꏦꇂꃴꄉꒆ，5ꊿꄹꏦ

ꇂꃴꐥꌠꋌꋊꎼꇁꄉ，ꉪꁳꌺꂒꉻꊌ

ꎻ。6ꆍꊇꌺꐛꑲꆏ，ꏃꃅꌋꆹꋍꌺꒌ

ꋌꊪꌊꆍꊇ（ꑝꇂꉙꆏ“ꉪꊇ”ꃅꅑ）ꉌꃀꇬ

ꃹꄉ，ꆍꊇ：“ꀋꁧꀉꄉꀋ！”ꃅ

ꇴ。7ꑠꃅꉜꎼꇁꇬ，ꋌꊂꇈꉈꆏ，ꆎꆹ

ꁏꐚꀋꉬꃅ，ꌺꉬꀐ；ꆎꆹꌺꉬꑲꆏ，

ꆏꏃꃅꌋꉘꇉꄉꐴꊛꊿꐛ。 

师傅和管家的手下，直等他父
亲预定的时候来到。3我们为孩
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
下，也是如此。4及至时候满
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
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5要
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
们得着儿子的名分。6你们既为
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
你们（原文作“我们”）的心，呼叫：
“阿爸！父！”7可见，从此以
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
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
嗣。 

 

ꀧꇊꏦꇁꄠꊿꉈꇬ 保罗关怀加拉太人 
8ꄚ，ꀋꉊꂴꏭꆍꊇꏃꃅꌋꆍꋌꀋ

ꌧꌥꄮꇬ，ꆍꊇꆹꊇꅉꇬꏃꃅꌋꀋꉬ

ꈧꌠꁏꐚꄻ；9ꀋꃉꆍꊇꆹꏃꃅꌋꆍꌧ

ꑲꆏ，ꀊꅰꃅꏃꃅꌋꆍꌥꄷꑌꄹꉆ，

ꆍꑞꃅꉈꑴꀱꌊꊋꁧꇈꌬꍩꀋꐥꌠꌧ

ꇐꐭꌠꄷꁧꄉ，ꋍꁏꐚꄻꏾꌠꉬ？10ꆍ

ꊇꆹꃅꑍ、ꃅꆪ、ꄮꐰ、ꃅꈎꇬꍬ

ꑴꌦ，11ꉢꆍꎁꃅꃨꆰ，ꑞꃅꆏ，ꉡꆹ

ꉢꆍꇭꀧꇬꈀꃅꈧꌠꃅꌊꀈꈥꀕꌠꀉ

ꄂꏦ。 

8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
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作
奴仆；9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
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
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
情愿再给他作奴仆呢？10你们谨
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
11我为你们害怕，惟恐我在你们
身上是枉费了工夫。 

12ꃺꑌꊈꀋ！ꉢꆍꊇꏯꉡꌋꆀꐯ

ꌟꃅꐥꄷꇖꂟ；ꑞꃅꆏ，ꉡꑌꆍꌋꆀ

ꐯꌟꃅꐥꋺ，ꆍꊇꆹꌤꉠꃀꈴꀋꄿꌠ

ꃅꀋꋻ。13ꉢꉘꃀꃢꌠꌒꅇꁊꆍꁳꌠ

ꆹ，ꉢꇭꀧꆄꒉꄸ，ꑠꆹꆍꅉꐚ。14ꆍ

ꊇꉠꇭꀧꒉꄸꃅꎖꉺꌠꊝꇬ，ꆍꉢꉚ

12弟兄们，我劝你们要像我
一样；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
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13你们知
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
因为身体有疾病。14你们为我身
体的缘故受试炼，没有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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ꀋꄸ，ꉡꀋꑁꀋꈌꃅ，ꀱꌊꉡꋩꉡꏦ，

ꀋꇊꆏꉡꆹꏃꃅꌋꊩꌺꂷꉬꌠꌡ，ꏢ

ꄖꑳꌠꌡ。15ꆍꀊꋨꄮꇬꃅꏾꌠꉌꃀ

ꇿꁧꀐ？ꀊꋨꄮꇬꆹ，ꀋꄸꄷꃅꉆꑲ

ꆏ，ꆍꊨꏦꑓꂷꃹꉢꁳꄷꑌ，ꆍꉬꅲ

ꌠꉬ。ꋍꑠꆹꉢꇫꅇꊪꌬꄎꌠꉬ。

16ꀃꑍꋋꄮꉢꇗꅉꃶꐚꌠꉉꆍꇰꇬꆏ，

ꉢꆍꁮꐚꐛꀐꌠꅀ？ 

我，也没有厌弃我，反倒接待
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
耶稣。15你们当日好的意愿在哪
里呢？那时你们若能行，就是
把自己的眼睛剜出来给我，也
都情愿。这是我可以给你们作
见证的。16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
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 

17ꊿꀊꋨꈨꈮꈜꃅꆍꊝ，ꄚ，ꋀꊇ

ꆹꂄꃅꌠꀋꉬꃅ，ꆍꊢꑍꄷꎭꄉ（ꑝꇂꉙ

ꆏꄚꇬ“ꆍꋌꈢꉈꏭꊐꄉ”ꃅꅑ），ꆍꁳꈮꈜꃅ

ꋀꊇꊝꎻꂿꄷꌠꉬ。18ꌤꂄꎔꌠꇬ

ꄉ，ꅉꀕꃅꈮꈜꃅꊾꊝ，ꋍꑠꑴꅉꇬꆹ

ꉾꌠꉬ，ꄚ，ꉡꌋꆀꆍꐯꈽꐤꄮꇬꀉ

ꄂꑠꃅꌠꀋꉬ。19ꀉꑳꊈꀋ！ꉡꆹꉈꑴ

ꆍꎁꃅꀋꃀꂷꀉꑳꒅꄮꆄꈻꌠꌟꃅꎬ

ꅧꄉ，ꇁꉚꅷꏢꄖꆍꉌꃀꇬꄉꇴꐛꉻ

ꐙꇀꄮꑟ。20ꉡꆹꉢꀋꃅꆍꌋꆀꐯꈽ

ꐥꄉ，ꉠꅇꉉꄟꄺꀱꄉꉉꆍꇰꑟꁈ，

ꑞꃅꆏ，ꉢꆍꎁꃅꉈꑴꈍꃅꇮꀋꐚꉢ

ꋌꀋꌧꀐ。 

17那些人热心待你们，却不
是好意，是要离间你们（原文作

“把你们关在外面”），叫你们热心待
他们。18在善事上，常用热心待
人，原是好的，却不单我与你
们同在的时候才这样。19我小子
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
直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
20我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那里，改
换口气，因我为你们心里作
难。 

 

ꑤꏧꌋꆀꌒꇁꂴꄜꋊꐨ 夏甲与撒拉的预表 
21ꆍꊿꄹꏦꇂꃴꐥꏾꋋꈨꉉꉡ

ꇰ，ꄹꏦꆍꊇꋋꈨꀋꋻꅀ？22ꑞꃅꆏ，

ꁱꄹꏦꇬꄀꄉꇬ，ꑸꀨꇁꉴꌺꑍꂷꐥ：

ꋍꂷꆏꁏꃀꒆꌠ，ꋍꂷꆏꊨꏦꌄꇤꌠ

ꌋꅪꒆꌠ。23ꄚ，ꁏꃀꂶꌠꈀꒆꌠꆹ，

ꇭꀧꎸꃤꇬꈴꄉꒆꌠ；ꊨꏦꌄꇤꌠꌋ

ꅪꂶꌠꈀꒆꌠꆏ，ꈌꁧꅍꇇꄧꈴꄉꒆ

ꌠꉬ。24ꑠꆹꅺꌡꄉꉉꌠ：ꌋꅪꀊꋨꑍ

ꂷꆹꏤꐪꑍꏢ；ꋍꏢꆏꑭꆃꁧꇬꄉꅐꇁ

21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
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
见律法吗？22因为律法上记着，
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
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妇人
生的。23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
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之妇人
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24这
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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ꌠ，ꌺꒆꁏꐚꐛ，ꋋꆹꑤꏧꉬ。25ꑤꏧ

ꄷꁱꂷꋋꑍꂷꆹꀊꇁꀨꃅꄷꑭꆃꁧꏭ

ꄐꄉꉉꌠ，ꋋꆹꀋꃅꑳꇊꌒꇌꌋꆀꋍ

ꑵꌠ，ꑞꃅꆏ，ꑳꇊꌒꇌꌋꆀꋍꌳꃈ

ꅮꐯꇯꁏꐚꄻꌠ。26ꄚ，ꄩꏭꐛꌠꑳ

ꇊꌒꇌꆹꊨꏦꌄꇤꌠꉬ，ꋋꆹꉪꊇꀉꂿ

ꉬ。27ꑞꃅꆏ，꒰ꀨꇬ： 

约；一约是出于西奈山，生子
为奴，乃是夏甲。25这夏甲二字
是指着阿拉伯的西奈山，与现
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耶路撒
冷和她的儿女都是为奴的。26但
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
她是我们的母。27因为经上记
着： 

“ꌋꅪꌺꀋꁨ、ꇖꀋꉘꌠ，ꆎꆹꉌ

ꇿꌶ；ꀉꑳꒅꄮꈍꃅꆄꈻꌠꑠꊝ

ꀋꋻꌠ，ꆎꆹꃚꐕꉐꐓꄉꇳꉔ

ꌶ，ꑞꃅꆏ，ꌋꅪꌐꊈꀋꁨꌠꆹ

ꌐꊈꁨꌠꏭꀋꋌꃅꌳꃈꅮꀉꑌ

ꃅꐥ”ꄷꁱꇬꄀꄉ。 

“不怀孕、不生养，你要欢
乐；未曾经过产难的，你要
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
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
多。” 

28ꃺꑌꊈꀋ！ꆍꊇ（ꀊꆨꏂꀨꋍꈨꇬꆏ“ꉪꊇ”

ꃅꅑ）ꆹꑱꌒꌟꃅ，ꈌꁧꅍꇬꈴꄉꌳꃈꅮ

ꄻꌠꉬ。29ꀊꋨꄮꇬ，ꇭꀧꎸꃤꇬꈴ

ꄉꒆꂶꌠꆹꌃꎔꒌꇬꈴꄉꒆꂶꌠꋌꌌ

ꆼꍅꆹꆋ，ꀋꃅꑌꑠꃅꐙ。30ꄚ，꒰ꀨ

ꇬꈍꃅꉉ？“ꁏꃀꂶꌠꌋꆀꋍꌺꈹꇫ

ꎭ！ꑞꃅꆏ，ꁏꃀꌺꆹꊨꏦꌄꇤꌠꌋꅪ

ꌺꂶꌠꈽꐴꊛꊿꄻꀋꉆ”ꄷ。31ꃺ

ꑌꊈꀋ！ꑠꃅꉜꎼꇁꇬ，ꉪꊇꆹꁏꃀꌳ

ꃈꅮꀋꉬꃅ，ꌋꅪꊨꏦꌄꇤꂶꌠꌳꃈ

ꅮꉬꀐ。 

28弟兄们，你们（有古卷“你们”作“我

们”）是凭着应许作儿女，如同以
撒一样。29当时那按着血气生
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
现在也是这样。30然而经上是怎
么说的呢？是说：“把使女和她
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
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
受产业。”31弟兄们，这样看
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
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 

 

5 ꏢꄖꆹꉪꋌꋊꃑꇫꎭꄉ，ꉪꁳꄿ

ꐨꌠꊌꎻ，ꑠꅹ，ꉆꈬꃅꉆꌶ， 5 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
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 

ꉈꑴꁏꐚꇁꄉꁳꊀꄅꄉꄡꎽꀐ。 不要再被奴仆的轭挟制。 
 

ꏢꄖꈐꏭꄉꄿꐨꌠꊌ 在基督里的自由 
2ꉢꀧꇊꉉꆍꇰ，ꀋꄸꄷ，ꌐꍓꏦ 2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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ꃤꃅꑲꆏ，ꏢꄖꆹꆍꇬꈲꏣꀋꐥꀐꌠ

ꉬ。3ꉢꉈꑴꋍꃢꃅꇯꍝꃅꊿꌐꍓꏦ

ꃤꈀꃅꌠꏭꄐꄉꉉ，ꋋꆹꄹꏦꈀꐥꌠ

ꍬꌠꎝꁯ。4ꆍꊇꄹꏦꉘꇉꄉꑖꉬꐛ

ꌠꆹ，ꏢꄖꌋꆀꐮꐞꄉꑆꊋꈬꇬꄉꊰ

ꀐꌠꉬ。5ꉪꊇꆹꌃꎔꒌꊫꄉ，ꑇꐨꉌ

ꊋꇇꄧꈴꄉꑖꉬꉪꈀꉘꇉꌠꇁꉚ。

6ꏢꄖꑳꌠꄷꆹ，ꌐꍓꏦꃤꃅꅀꀋꃅꌠ

ꐯꇯꇿꋌꀋꐥ；ꊿꋌꎼꉂꐪꑌꇁꌠꑇ

ꐨꉌꊋꀉꄂꇿꋌꐥ。 

礼，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3我
再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地
说，他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
4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
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
5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
候所盼望的义。6原来在基督耶
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
效；惟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
才有功效。 

7ꆍꊇꋌꃀꀥꋓꇬꉾꐯꉾꇬꎷ，ꈀ

ꄸꂷꆍꈭꋍꈜꇈꄉ，ꆍꁳꇗꅉꃶꐚꌠ

ꍬꀋꎽ？8ꉙꅇꂘꅇꑠꃅꐙꌠꆹꆍꇳꍝ

ꂶꌠꄷꄉꅐꇁꌠꀋꉬ。9ꃔꋌꀁꑌꑍ

ꇯꎭꅫꈍꒈꂷꋌꂨꀉꒉꇁꄎ。10ꉢꌋ

ꈐꏭꄉꇬꑅꐯꇬꑅꌠꆏ，ꆍꊇꀋꎪꃅ

ꉌꃀꉪꐨꀉꁁꀋꑌ；ꄚ，ꊿꆍꃸꆽꌠ

ꆏ，ꈀꄸꉬꄿꂿ，ꀋꎪꃅꋍꑽꃤꀵꄜꌠ

ꉬ。11ꃺꑌꊈꀋ！ꀋꄸꄷ，ꉢꄡꇗꌐ

ꍓꏦꃤꃆꂮꄜꁊꑴꌦꑲꆏ，ꉢꑞꃅꊿ

ꌌꆼꍅꆹꆋꑴꌦ？ꀋꄸꄷꑠꉬꑲꆏ，ꌩ

ꏍꆹꊽꉌꁕꅍꀋꐥꀐ。12ꉡꆹꊿꆍꃸ

ꆽꈧꌠꋍꊨꏦꋌꍓꈔꑟꉂ。 

7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
阻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
呢？8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那召
你们的。9一点面酵能使全团都
发起来。10我在主里很信你们必
不怀别样的心；但搅扰你们
的，无论是谁，必担当他的罪
名。11弟兄们，我若仍旧传割
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
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
没有了。12恨不得那搅乱你们的
人把自己割绝了。 

13ꃺꑌꊈꀋ！ꆍꊇꆹꏃꃅꌋꇱꇳ

ꍝꄉꆍꁳꄿꐨꊌꎻꌠ，ꄚ，ꆍꄿꐨꌠꆹ

ꌌꈁꏾꃅꎲꏾꌠꊜꋽꄮꃅꄉꀋꉆ，ꉌ

ꃀꉂꑭꑌꄉꐮꀨꎹꇬꎷ。14ꑞꃅꆏ，

ꄹꏦꉬꇮꃅꏓꇁꅇꂷ“ꃷꇎꉂꇬꊨ

ꏦꉂꌠꌡ”ꄷꇫꌠꇬꐊꌐꀐ。15ꆍ

ꊇꋓꉪꁨꄉ，ꀋꄸꄷꆍꊇꐮꀜꐯꑝꇬ

ꆹ，ꆍꐮꈔꋏꀐꌠꉬ。 

13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
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
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
爱心互相服事。14因为全律法都
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
了。15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
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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ꌃꎔꒌꂶꂷꌋꆀꇭꀧꏾꅍ 圣灵的果子和肉身的情欲 
16ꉢꉉꆍꇰ：ꆍꊇꆹꌃꎔꒌꐊꄉ

ꃅꄡꑟ，ꑠꃅꑲꆏ，ꆍꊇꆹꇭꀧꎲꏾꅍ

ꁳꈁꏾꃅꀋꎽꀐ。17ꑞꃅꆏ，ꏾꅍꆹ

ꌃꎔꒌꌋꆀꐮꉈꈽ，ꌃꎔꒌꑌꏾꅍꌋ

ꆀꐮꉈꈽ，ꋋꑍꑵꆹꐮꁮꐚꐛꄉ，ꆍꁳ

ꆍꇫꃅꏾꈧꌠꃅꀋꄐꎻ。18ꄚ，ꀋꄸ

ꄷ，ꌃꎔꒌꆍꊇꈜꏁꑲꆏ，ꆍꊇꆹꄹꏦ

ꇂꃴꀋꐥꀐ。 

16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
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 
17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
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
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
的。18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
不在律法之下。 

19ꇭꀧꏾꅍꌤꑠꆹꄇꇖꀕꃅꂿꉆ

ꌠ；ꅺꌡꇬ，ꎼꃅꃏꑽ、ꍍꆀ、ꎼꐊ

ꃏꐊ、20ꌩꁱꇓꁱꉙ、ꃔꌤꌬ、ꌁ

ꑷ、ꐯꇏꐮꑣ、ꉌꆅꑓꌂ、ꇨꇅ

ꃃ、ꊨꏦꎁꀉꄂꉪ、ꐮꋦꐮꑣ、ꑇ

ꇐꌍꀜꀕꌠ、21ꉌꈻꃴꆅ（ꀊꆨ꒰ꀨꋍꈨꆏ

ꄚꇬꁱꂷ“ꊿꌉ”ꃅꑠꇬꅑꌠꐥ）、ꎧꅝꎧ

ꑱ、ꋠꎖꅜꎖꃅꑠꐥ；ꉢꂴꏭꉉꆍꇰ

ꋺ，ꀋꃅꉈꑴꉉꆍꇯꌦ，ꊿꌤꋍꑠꃅꌠ

ꆹꈍꃅꑌꏃꃅꌋꇩꋀꇫꐴꊛꀋꄐ。 

19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
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
20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
忌恨、恼怒、结党、纷争、异
端、21嫉妒（有古卷在此有“凶杀”二

字）、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
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
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
国。 

22ꌃꎔꒌꇬꄉꈁꅑꇁꌠꂶꂷꆹꉂ

ꐪ、ꉌꇿ、ꄮꐽ、ꋰꄿ、ꉌꆓ

ꑌ、ꉌꎔꑌ、ꀋꎪꀋꑴ、23ꑖꈈ

ꀕ、ꌄꏲꃅꑠꉬ。ꌤꑠꃅꐙꌠꆹ，ꄹ

ꏦꇫꏢꇋꌠꀋꐥ。24ꊿꑳꌠꏢꄖꃤꉬ

ꌠꆏ，ꇭꀧꌋꆀꇭꀧꅑꎍꌠꎲꏾꅍꐯ

ꇯꋯꌩꏍꇬꄀꀐꌠꉬ。25ꀋꄸꄷ，ꉪ

ꊇꆹꌃꎔꒌꉘꇉꄉꇫꐥꌠꉬꑲꆏ，ꉪ

ꊇꌃꎔꒌꉘꇉꄉꌤꃅꄡꑟ。26ꂓꉨꌗ

ꉪ、ꐮꌾꐯꀖ、ꐮꉌꈻꃴꆅꃅꄡ

ꐛ。 

22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
爱、喜乐、和平、忍耐、恩
慈、善良、信实、23温柔、节
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
止。24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
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
同钉在十字架上。25我们若是靠
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
26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
相嫉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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ꐮꇇꀤꄉꃣꇖꀵꄜ 互相分担重担 

6 ꃺꑌꊈꀋ！ꀋꄸꄷ，ꊿꉘꀋꇉꃅ

ꑽꃤꇱꆹꍑꇂꃴꊐꄉꌠꐥꑲꆏ， 6 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
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 

ꆍꊇꊿꒌꃤꉬꋋꈨꉌꂵꑖꈈꀕꌠꌌꋋ

ꇇꀤꄉ，ꋌꁳꄺꀱꎻꄡꑟ；ꆍꊇꊨꏦ

ꑌꋓꉪꁨꄉ，ꊏꅰꌠꊝꄉꑽꈜꃹꂵ。

2ꋍꂷꃣꁧꀉꇖꇬ，ꆍꊇꐮꇇꀤꄉꀵ

ꄜ，ꑠꃅꑲꆏ，ꏢꄖꄹꏦꆹꐛꒆꌠꉬ

ꀐ。3ꊿꌗꅍꀋꐥꈧꌠ，ꀋꄸꄷꌗꅍꐥ

ꃅꉨꇬꆹ，ꊨꏦꈱꊨꏦꊏꌠꉬ。4ꊾ

ꂷꇬꈀꐥꃅꊨꏦꃅꐨꑽꑌꇬꍤꎖꉚꄡ

ꑟ，ꑠꃅꑲꆀ，ꋌꌞꊿꀉꁁꃅꐨꑽꑌ

ꐛꅹꃅꈌꀋꒉꃅ，ꊨꏦꃅꐨꑽꑌꀉꄂ

ꐛꅹꃅꈌꒉꉆ。5ꑞꃅꆏ，ꊾꂷꇬꈀꐥ

ꌠꀋꎪꃅꊨꏦꃣꁧꊨꏦꀵꄜꌶ。 

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
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2你
们各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
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3人
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
自欺了。4各人应当察验自己的
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
自己，不在别人了，5因为各人
必担当自己的担子。 

6ꇗꅉꇬꄉꉙꅇꂘꅇꊪꌠꆏ，ꉾꃪ

ꌠꈀꐥꌠꃅꌌꂘꊿꂶꌠꈿꄉꌬꄡ

ꑟ。7ꊨꏦꈱꊨꏦꄡꊏ，ꏃꃅꌋꆹꊿ

ꇬꉚꄸꀋꉆꌠꉬ；ꊾꂷꑞꊪꆏꑞꊌ。

8ꇭꀧꏾꅍꇬꍬꄉꊪꏽꌠꆏ，ꀋꎪꃅꇭ

ꀧꏾꅍꇬꄉꀜꐡꌠꋌꊌ；ꌃꎔꒌꊂꈹ

ꄉꊪꏽꌠꆏ，ꀋꎪꃅꌃꎔꒌꄷꄉꐩꋊ

ꐩꍂꀑꇬꋌꊪꊊ。9ꉪꊇꂄꃅꎔꏿ

ꇬ，ꉪꐨꊰꀋꉆ，ꉈꀋꊰꑲꆏ，ꃅꑍꑞ

ꄮꇬꆏ，ꒇꋩꅍꊌꇁꌠꉬ。10ꑠꅹ，ꉪ

ꊇꊜꋽꑲꆏ，ꉹꁌꏭꌤꂄꎔꌠꃅꄡꑟ，

ꑇꊿꋍꁯꊿꏭꆏ，ꉪꊇꀊꅰꃅꑠꃅꀕ

ꄡꑟ。 

6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
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7不要
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
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8顺
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
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
灵收永生。9我们行善，不可丧
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
收成。10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
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
当这样。 

 

ꄽꂫꇬꈐꊟꊋꊡꅇꌋꆀꋬꂻꄜꅇ 最后的劝勉和祝福 
11ꉠꊨꏦꁱꆍꊇꁵꌠꁱꂷꈍꒈ 11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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ꌠ，ꆍꊼꇅꉜꉏ！12ꊿꉇꇴꉇꉻꀑꑊꎹ

ꈹꌠꆏ，ꆍꊇꋀꇱꄀꇗꌊꌐꍓꏦꃤ

ꃅ，ꑠꆹꋀꊨꏦꏢꄖꌩꏍꎁꃅꄉꊿꌌ

ꆼꍅꌠꏦꌠꉬ。13ꋀꊇꌐꍓꏦꃤꃅꀊ

ꋨꈨ，ꋀꊨꏦꂯꄹꏦꇬꀋꍬ；ꋀꊇꆹ

ꆍꁳꌐꍓꏦꃤꃅꎻꏾ，ꑠꆹꋀꊇꆍꇭ

ꀧꎸꃤꇇꄧꈴꄉꈌꒉꂿꄷꌠ。14ꄚ，

ꉡꆹꈍꃅꑌꀉꁁꌊꄉꈌꀋꒉ，ꉪꌋꑳ

ꌠꏢꄖꌩꏍꀉꄂꌌꄉꈌꒉ；ꉠꏯꉜꇬ

ꆹ，ꌩꏍꋋꏢꐛꅹꃅ，ꋧꃅꆹꋯꌩꏍꇬ

ꄀꀐ；ꋧꃅꏭꉜꇬꆹ，ꉡꆹꋯꌩꏍꇬꄀ

ꀐ。15ꌐꍓꏦꃤꃅꅀꀋꃅꌠꆹꀋꉬꀋ

ꉆꅍꀋꐥ，ꀋꉬꀋꉆꌠꆏ，ꊿꀊꏀꃅꄻ

ꄉꑠꂷꄻ。16ꇗꅉꋋꏢꇬꈴꄉꈀꃅꌠ

ꆏ，ꋬꂻ、ꎭꃅꉈꌠꑠꄻꇬꇯꄉ，ꄻ

ꋀꊇꌋꆀꏃꃅꌋꉹꁌꑱꌝꆀꊿꁵꅊ

ꇈ。 

是何等的大呢！12凡希图外貌体
面的人都勉强你们受割礼，无
非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
逼迫。13他们那些受割礼的，连
自己也不守律法；他们愿意你
们受割礼，不过要借着你们的
肉体夸口。14但我断不以别的夸
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
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
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
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
架上。15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
紧要，要紧的就是作新造的
人。16凡照此理而行的，愿平
安、怜悯加给他们和神的以色
列民。 

17ꀃꑍꇈꉈꆏ，ꊿꃅꉡꁁꀕꉌꀋꇁ

ꀐ，ꑞꃅꆏ，ꉠꇭꀧꇬꑳꌠꌐꂷꅑ。 
17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

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
记。 

18ꃺꑌꊈꀋ！ꉪꌋꑳꌠꏢꄖꑆꊋꆹ

ꅉꀕꃅꆍꉌꃀꇬꑌꅊꇈ，ꀊꂱ。 
18弟兄们，愿我主耶稣基督

的恩常在你们心里，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