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ꑱꃛꌙꄯꒉ 

以弗所书 

 
ꋬꂻꄜ 问候 

1 ꏃꃅꌋꉪꐪꇬꈴꄉꏢꄖꑳꌠꁆ

ꄻꊩꌺꄻꌠꀧꇊ，ꄯꒉꁱꏢꄖꑳ 
1 奉神旨意，作基督耶稣使徒

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 
ꌠꇬꄉꀋꎪꀋꎙꌠꑱꃛꌙꌃꎔꌺꈧꌠ

ꁵ。 
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
忠心的人。 

2ꑆꊋꌋꆀꋬꂻꆹꏃꃅꌋꉪꀉꄉ

ꌋꆀꌋꑳꌠꏢꄖꄷꄉꆍꊌꅊꇈ。 
2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

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与你
们。 

 

ꏢꄖꈐꏭꒌꃤꌒꃤ 基督里的属灵福气 
3ꀮꅇꄑꅇꆹꄻꉪꌋꑳꌠꏢꄖꀉꄉ

ꏃꃅꌋꁵꅊꇈ，ꋋꆹꏢꄖꇬꄉꉬꉎꒌ

ꃤꉬꌠꌒꃤꋍꑞꋍꑵꄻꉪꁳ。4ꏃꃅ

ꌋꁍꄻꏃꄻꂾꇯꆐ，ꏢꄖꇬꄉꉪꊇꋌ

ꌊꄻꄉꀐ，ꋌꉪꁳꋍꂾꄉꌃꎔꌠꌋꆀ

ꆐꀋꅑꌠꐛꎻ；ꉈꑴꏃꃅꌋꉪꊇꉂꐛ

ꅹ，5ꋌꊨꏦꉪꐨꉌꈀꃹꌠꇬꈴꄉ，ꏢ

ꄖꑳꌠꒉꄸꃅ，ꉪꁳꌺꇖꂒꉻꊌꎻꌠ

ꂴꇯꆐꋌꄐꏤꄉꀐ。6ꑠꃅꄉ，ꏃꃅ

ꌋꋍꀑꒉꑊꒉꌠꑆꊋꁳꀮꄑꅍꊌꎻ；

ꑆꊋꋋꈨꆹꋌꇫꉂꌠꌺꂶꌠꇬꄉꋌꄻ

3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
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
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4就
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
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
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
爱我们， 
5就按着自己意旨所喜悦的，预
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
名分，6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
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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ꉪꇖꀐ。7ꉪꊇꆹꋌꇫꉂꌠꌺꂶꌠꌦ

ꅪꇇꄧꈴꄉꀑꇬꋊꄉꈭꋏꌠꊌ，ꑽꃤ

ꑌꄚꄉꏆꃤꊌ，ꑠꆹꋍꂵꇤꌠꑆꊋꇬ

ꄉꇁꌠ。8ꑆꊋꋍꑠꆹꏃꃅꌋꌧꅍꂿꅍ

ꀑꁮꅺꐳꐨꈀꐥꌠꃅꌌꇎꐯꇎꃅꈁꁠ

ꃅꄻꉪꁳꌠ，9ꑠꆹꉬꇮꃅꋍꊨꏦꂴꇯ

ꆐꄐꏤꄉꌠꉪꐪꉾꃪꌠꇬꈴꄉ，ꉪꁳ

ꋍꉪꐪꌧꊋꂾꊋꂁꌤꈧꌠꅉꐚꎻꌠ；

10ꈁꄐꈁꏤꄉꈧꌠꇬꈴꄉ，ꃅꑍꄮꈉ

ꇎꄮꆏ，ꉬꉎꉬꐮꇬꈀꐥꌠꁳꉬꇮꃅ

ꏢꄖꇬꄉꏓꇁꋍꂷꐛꎻ。11ꉪꊇꑌꋍ

ꈐꏭꄉꍸꇐꊌꀐ(“ꊌ”ꅀ“ꐛ”ꄷꑌꍑ)，ꋍꑠ

ꑴꅉꇬꆹꊨꏦꉪꎖꐨꇬꈴꄉꌤꄙꀕꃪ

ꀕꃅꂶꌠ，ꊨꏦꉪꐪꇬꈴꄉꂴꇯꆐꄐ

ꏤꄉꌠꉬ。12ꑠꃅꄉ，ꏃꃅꌋꆹꉪꊿ

ꇬꂾꇬꏢꄖꉘꇉꈧꌠꁳꋍꀮꄑꉆꌠꀑ

ꒉꑊꒉꎁꃅꇫꐥꎻꂿꄷꌠ。13ꆍꊇꇗ

ꅉꃶꐚꌠꆍꈨꑲꆏ，ꇗꅉꋋꏢꆹꆍꁳ

ꈭꋏꊊꎻꌠꌒꅇꉬ，ꏢꄖꑌꆍꇬꑅ

ꀐ，ꆍꇬꑅꑲꆏ，ꈀꈌꁧꄉꌠꌃꎔꒌ

ꆍꊪꌊꌐꂷꃅꄉꀐ。14ꌃꎔꒌꆹꉪꊇ

ꍸꇐꊌꌠꊫꌐꉬꅷꏃꃅꌋꋍꉹꁌꋌꋊ

ꌊꇁꄮꇬꑟ（“ꉹꁌ”ꑝꇂꉙꇬꆏ“ꁨꇐ”ꃅ

ꅑ），ꑠꃅꄉ，ꋍꀑꒉꑊꒉꁳꀮꅇꄑꅇ

ꊌꎻ。 

给我们的。7我们借这爱子的血
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乃
是照他丰富的恩典。8这恩典是
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
赏给我们的，9都是照他自己所
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
意的奥秘；10要照所安排的，在
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
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
归于一。11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
基业（“得”或作“成”），这原是那位
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
意所预定的，12叫我们这首先在
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称赞神
的荣耀。13你们既听见真理的
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
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
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14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
直等到神之民（“民”原文作“产业”）

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 

 

ꀧꇊꈼꂟꅇ 保罗的祷告 
15ꑠꅹ，ꆍꊇꌋꑳꌠꑇꇈꌃꎔꌺꈀ

ꐥꌠꉂꌠꉢꈨꀐꄉ，16ꉢꆍꒉꄸꃅꀋꆏ

ꃅꏃꃅꌋꏭꈀꎭꀕ，ꈼꂟꄮꇬ，ꆍꃆ

ꂮꉉꇬꎷ。17ꉡꆹꉪꌋꑳꌠꏢꄖꏃꃅ

15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
主耶稣，亲爱众圣徒，16就为你
们不住地感谢神，祷告的时
候，常提到你们，17求我们主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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ꌋ，ꀑꒉꑊꒉꌠꀉꄉꏭꇖꂟꄉ，ꌧꅍ

ꂿꅍꌋꆀꀖꀨꅍꄖꊾꇖꌠꌃꎔꒌꂶ

ꌠꌌꈁꁠꃅꄻꆍꏽꄉ，ꆍꁳꇯꍝꃅꋋ

ꅉꐚꎻ；18ꄷꀋꁧ，ꆍꉌꃀꇬꑓꋪꋌꁨ

ꌬꄉ，ꆍꁳꋍꑆꊋꇬꈴꄉꇳꍝꌠꑠꆹ

ꉘꇉꐨꈍꒈꒊꌠꅉꐚꎻ，ꆍꁳꌃꎔꌺ

ꈁꊌꌠꋍꍸꇐꆹꀑꒉꑊꒉꈍꃅꂵꇤꀕ

ꌠꅉꐚꎻ；19ꉈꑴꆍꁳꋌꄻꉪꑇꊿꋋ

ꈨꈁꀨꌠꊋꃤꆹꈍꃅꀋꇰꀋꉈꌠꅉꐚ

ꎻ。20ꏃꃅꌋꆹꋌꏢꄖꇭꀧꇬꄉꈀꃅ

ꌠꄐꅍꊋꃤꀉꒉꌠꇬꈴꄉ，ꑳꌠꁳꌦ

ꈬꇬꄉꀱꐥꇁꎻ，ꑳꌠꁳꉬꉎꇬꄉꋍ

ꇀꑳꏭꑌꎻ；21ꄷꀋꁧ，ꑳꌠꁳꏲꂠ

ꌠ、ꌅꈌꐥꌠ、ꄐꅍꐥꌠ、ꌟꒉꌠ

ꂾꌋꆀꂓꈁꅑꌠꋋꈨꄩꀉꒉꃅꐂꎻ；

ꋋꍂꀉꄂꀋꉬꃅ，ꊁꍁꌠꑌꐱꁍꁧ

ꀐ。22ꉈꑴꑞꑌꄻꋍꑭꁆꇂꃴꄔꄉ，

ꋌꁳꑇꊿꏓꉻꎁꃅꐥꇐꈀꐥꌠꀂꏾꄻ

ꎻ。23ꑇꊿꏓꉻꆹꋍꇭꀧꉬ，ꑇꊿꏓ

ꉻꆹꐥꇐꈀꐥꌠꋌꊐꐛꂶꌠꇱꊐꐛꍣ

ꂨꀕꌠꉬ。 

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
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
们，使你们真知道他；18并且照
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
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
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
荣耀；19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
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20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
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
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
21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
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
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
也都超过了。22又将万有服在他
的脚下，使他为教会作万有之
首。23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
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ꌦꃤꇬꄉꇫꐥꇁ 出死入生 

2 ꆍꊇꑽꃤꄸꃤꈬꇬꄉꌦ，ꋋꆹꆍ

ꁳꇫꐥꇁꎻ。2ꀊꋨꄮꇬ，ꆍꊇꆹ 2 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2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 

ꑽꃤꄸꃤꈬꇬꄉꊾꊝꌤꃅ，ꋧꃅꋋꂷ

ꃅꀹꊂꈹ，ꃅꈬꇬꌅꈌꐥꌠꏃꌋꂶꌠ

ꅇꃅ，ꋋꆹꀃꑍꋋꄮꌊꃅꌋꑽꌺꉌꃀꇬ

ꈀꑌꌠꑊꋋꂷꌠꉬ。3ꀋꉊꂴꏭꉪꊇ

ꑌꊿꋋꈨꈬꇬꐥꄉ，ꇭꀧꏾꅍꁳꈁꏾ

ꃅꎻ，ꇭꀧꎸꃤꌋꆀꉌꃀꈀꉌꃹꅍꇬ

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
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
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3我
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
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
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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ꈴꄉꃅ，ꉪꑴꅉꆹꇨꃃꇫꋩꌺꉬ，ꊿꀉ

ꁁꌋꆀꐯꌟ。4ꄚ，ꏃꃅꌋꆹꉈꁒꑗꊰ

ꌠꂵꇤꀕꃅꐥꑲꆏ，ꋍꉂꐪꀊꅼꐛ

ꅹ，ꋌꉪꉂꌠꉬ；5ꉪꊇꑽꃤꈬꄉꌥꄮ

ꇬ，ꋌꉪꁳꏢꄖꌋꆀꐯꇯꀱꐥꇁꎻ（ꆍ

ꈭꋏꊌꌠꆹꑆꊋꇬꄉꇁꌠ）。6ꋌꉈꑴ

ꉪꁳꏢꄖꑳꌠꈽꄉꀱꐥꇁꇈꐯꇯꉬꉎ

ꇬꑌꎻ，7ꑠꃅꄉ，ꋋꆹꋍꑆꊋꂵꇤꀕ

ꌠꄇꇖꀕꃅꄻꃅꋊꊁꇁꌠꊿꀨ；ꑆꊋ

ꋋꈨꆹꋌꌌꏢꄖꑳꌠꇬꄉꉪꏭꉈꁒꑓ

ꊰꌠꉬ。8ꆍꊇꈭꋏꊌꌠꆹꑆꊋꇬꄉ

ꅐꇁꌠ，ꑇꌠꐛꅹꑌꉬ。ꑠꆹꊨꏦꄷ

ꄉꅐꇁꌠꀋꉬꃅ，ꏃꃅꌋꄻꆍꈀꇖꌠ

ꉬ；9ꃅꐨꑽꑌꇬꄉꅐꇁꌠꑌꀋꉬ，ꑠ

ꀋꉬꑲꆏ，ꊿꈌꒉꌠꐥꂵ。10ꉪꊇꑴ

ꅉꆹꋍꌤꑘꉬ，ꏢꄖꑳꌠꇬꄉꄻꐛꌠ，

ꉪꁳꂄꃅꎔꏿꎻꂿꄷꌠ，ꑠꆹꏃꃅꌋ

ꈁꄐꈁꏤꄉꉪꁳꃅꎻꌠꉬ。 

子，和别人一样。4然而神既有
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
爱，5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
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
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6他又
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
一同坐在天上，7要将他极丰富
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
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
来的世代看。8你们得救是本乎
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
自己，乃是神所赐的；9也不是
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10我
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
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
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ꏢꄖꇬꄉꇭꀧꋍꂷꐛ 在基督里为一 
11ꑠꅹ，ꆍꊇꆹꎺꄅꄡꑟ：ꀋꉊꂴ

ꏭꇭꀧꎸꃤꈴꄉꉜꇬ，ꆍꊇꆹꉇꉻꊿ

ꉬ，ꌐꍓꏦꃤꃅꀋꋻꈧꌠꄷ；ꂓꋌꑵꇬ

ꂾꇬꆹꊿꇇꐛꇭꀧꇬꄀꄉꌐꍓꏦꃤꃅ

ꀐꈧꌠꄻꆍꂓꌠꉬ。12ꀊꋨꄮꇬ，ꆍ

ꊇꌋꆀꏢꄖꐮꃆꂮꀋꐥ，ꆍꊇꆹꑱꌝ

ꆀꇩꏤꊿꌋꆀꁸꑍꄷꄉ，ꆍꊇꆹꈀꈌ

ꁧꄉꌠꏤꐪꀂꏽꇬꉇꉻꊿꉬ；ꄷꀋ

ꁧ，ꆍꊇꆹꋧꃅꋋꂷꐥꇬꉘꇉꅍꀋꐥ，

ꏃꃅꌋꑌꀋꐥ。13ꆍꊇꀋꉊꂴꏭꏃꃅ

ꌋꀕꆀꈍꎳꃅꇢꌠꊿꋋꈨ，ꀃꑍꋋꄮ

11所以你们应当记念：你们
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
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
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
所起的。12那时，你们与基督无
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
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
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
13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
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
已经得亲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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ꆏ，ꏢꄖꑳꌠꇬꄉ，ꋍꌦꅪꉘꇉꄉꏃꃅ

ꌋꏢꁮꑟꀐ。14ꋌꉪꊇꁳꐮꄮꎻꐛꅹ

（ꑝꇂꉙꆏ“ꋋꆹꉪꊇꐮꄮꐮꄻꌠꉬꐛꅹ”ꃅꅑ），ꑍ

ꁥꏓꇁꋍꁥꐛ，ꊖꁋꇢꊭꇢꄉꏭꌠꑌ

ꐆꇫꎭꀐ，ꊨꏦꇭꀧꌊꄉꌂꃆꑷꑘꋌ

ꇱꀜꋊꇫꎭ；15ꄷꀋꁧ，ꁱꄹꏦꇬꄀꄉ

ꌠꏥꏦꈧꌠꋌꀜꋊꇫꎭꄉ，ꊨꏦꇇꄧ

ꈴꄉꑍꑵꌠꄻꐯꇯꌊꊿꀊꏀꂷꐛ，ꑠ

ꃅꄉ，ꐮꄮꐮꄻꌠꆹꃅꐛꀐ。16ꌩꏍ

ꇬꄉꌂꃆꑷꑘꋌꌩꎳꇫꎭꑲꆏ，ꌩꏍ

ꋋꏢꀂꏽꄉꊿꑍꁥꌠꁳꇭꀧꋍꂷꐛ

ꄉ，ꏃꃅꌋꀕꆀꐮꄮꎻꀐ；17ꄷꀋꁧ，

ꋌꇁꌊꄮꐽꌠꌒꅇꋌꁊꆍꈜꎴꃅꄷꀀ

ꌠꁵ，ꁊꊿꈛꑌꃅꄷꀀꌠꑌꁵ。18ꑞ

ꃅꆏ，ꉪꊿꑍꁥꌠꋍꇇꄧꈴꄉꌃꎔꒌ

ꋍꂷꇱꎼꉌꐡꄉ，ꉬꉎꀉꄉꂾꃹꆹ

ꄎ。19ꑠꃅꄉ，ꆍꊇꆹꉇꄅꊿꌋꆀꉈ

ꏭꊿꀋꄻꀐ，ꆍꆹꌃꎔꌺꌋꆀꇩꏤꋍ

ꂷꇬꐥ，ꆍꆹꏃꃅꌋꑷꈓꊿꉬꀐ。

20ꄷꀋꁧ，ꆍꊇꆹꌌꁆꄻꊩꌺꌋꆀꅉꄜ

ꊿꅉꃀꄩꋉꄉꌠꉬ，ꏢꄖꑳꌠꊨꏦꆹ

ꌌꑳꎏꄅꇓꂶꌠꃅꄉ；21ꑳꋋꂷꃅꏢ

ꄖꇱꏓꈻꋍꂷꃅꄉ，ꋍꑍꋍꉙꃅꌋꌃ

ꎔꑷꂿꐛꀐ。22ꆍꊇꑌꋋꉘꇉꄉꋌꇱ

ꋈꄻꌊꏃꃅꌋꋍꌃꎔꒌꇇꄧꈴꄉꇫꐥ

ꌠꀀꅉꐛ。 

14因他使我们和睦（原文作“因

他是我们的和睦”），将两下合而为
一，以自己的身体拆毁了中间
隔断的墙；15而且废掉那记在律
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
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
就了和睦。16既在十字架上灭了
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
为一体，与神和好了；17并且来
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
人，也给那近处的人。18因为我
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
感，得以进到父面前。19这样，
你们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与
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
20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
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
石；21各（或作“全”）房靠他联络
得合式，渐渐成为主的圣殿。
22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
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ꀧꇊꉇꉻꊿꏭꇗꅉꁊ 保罗向外邦人传道 

3 ꑠꅹ，ꉢꀧꇊꆍꊇꉇꉻꊿꋋꈨꎁ

ꃅꄉ，ꑳꌠꏢꄖꐛꅹꃅꊾꇬ 3 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
作了基督耶稣被囚的。2谅 

ꐛ。2ꆍꊇꈍꃅꑌꇫꈨꋺꌠꆏ，ꏃꃅꌋ 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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ꑆꊋꄻꉢꁳꄉ，ꆍꏭꉈꇬꑓꑣꌠꌅꅍ

ꃅꎁꋌꏮꉢꇯ，3ꀖꀨꅍꌊꉢꁳꌒꅇꌧ

ꊋꂾꊋꌠꂁꌤꑠꅉꐚꎻ；ꑠꆹꂴꏭꀑꐱ

ꃅꉢꁱꆍꁳꋺꈧꌠꌡ。4ꆍꊇꀘꀐꑲ

ꆏ，ꆍꊇꆹꏢꄖꌧꊋꂾꊋꌠꂁꌤꀉꇨ

ꃅꉢꌧꌠꆍꅉꐚꉆ。5ꀃꑍꋋꄮꆹꌃ

ꎔꒌꇇꄧꈴꄉꌧꊋꂾꊋꌠꂁꌤꑠꋌꀖ

ꋍꌃꎔꁆꄻꊩꌺꌋꆀꅉꄜꊿꀨ，ꄚ，

ꃅꋊꀋꉊꂴꈧꌠꇬꆹ，ꋌꑠꃅꄉꊿꁳꌧ

ꊋꂾꊋꌠꂁꌤꅉꐚꎻꌠꀋꉬ。6ꌧꊋ

ꂾꊋꌠꂁꌤꋌꑵꆹꑠꉬ：ꉇꉻꊿꏢꄖ

ꑳꌠꈐꏭꄉ，ꌒꅇꇇꄧꈴꇈ，ꑱꌝꆀ

ꊿꌋꆀꐯꇯꐴꊛꊿꐛ，ꐯꇯꇭꀧꋍꂷ

ꐛ，ꐯꇯꄉꈌꁧꅍꊌ。7ꉢꌒꅇꋌꑵꏲ

ꌋꃅꊿꄻꌠꆹ，ꏃꃅꌋꑆꊋꈁꁠꇬꈴ

ꇁꌠ，ꑆꊋꈁꁠꑠꆹꋌꋍꃅꐨꊋꃤꇬꈴ

ꄉꄻꉢꁳꌠꉬ。8ꉠꑴꅉꆹꌃꎔꌺꈬ

ꇬꀄꊭꇊꀄꊭꂶꌠꇯꀋꒊ，ꄚ，ꋌꑆ

ꊋꑠꄻꉢꁳꄉ，ꉢꁳꏢꄖꃤꎖꈴꀋꄐ

ꌠꂵꇤꀕꐨꑠꁊꉇꉻꊿꁵꎻ；9ꀃꌋꀊ

ꆨꅑꅸꇁꇬ，ꂁꉱꁍꄻꏃꄻꌠꏃꃅꌋ

ꈐꏭꊐꄉꌠꌧꊋꂾꊋꌤꈍꃅꄐꏤꄉ

ꌠ，ꋌꉈꑴꄻꉹꁌꁳꐝꉅꎻ。10ꏃꃅ

ꌋꆹꑇꊿꏓꉻꇇꄧꈴꄉ，ꉬꉐꇬꏲꂠ

ꌠ、ꌅꈌꐥꌠꁳꀋꃅꋍꌧꅍꂿꅍꋍꑞ

ꋍꑵꅉꐚꎻ。11ꋍꑠꆹꏃꃅꌋꁍꄻꏃ

ꄻꂾꉪꌋꏢꄖꑳꌠꇬꄉꈁꏤꄉꌠꉪꐪ

ꇬꈴꇁꌠꉬ。12ꉪꊇꆹꑳꌠꑇꐛꅹ，ꋍ

ꈐꏭꄉꏦꃅꏦꅍꀋꐥ，ꀋꎪꃅꑇꄉꇁ

ꏃꃅꌋꂾꑟ。13ꑠꅹ，ꉢꆍꏭꇖꂟ，

ꆍꊇꆹꉢꆍꎁꃅꎬꅧꌠꊝꐛꅹꃅꉈꄡ

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3用启
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
我以前略略写过的。4你们念
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
秘。5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
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
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6这
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
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
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 
7我作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
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
大能赐给我的。8我本来比众圣
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
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
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9又使
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
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
如何安排的，10为要借着教会使
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
知神百般的智慧。11这是照神从
万世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
里所定的旨意。12我们因信耶
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
信不疑地来到神面前。13所以，
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
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
荣耀。 



ꑱꃛꌙꄯꒉ  4 604 以弗所书  4 

 

 

ꊰ，ꋍꑠꑴꅉꇬꆹꆍꀑꒉꑊꒉꉬ。 
 

ꊿꏢꄖꉂꐪꅉꐚ 知道基督的爱 
14ꑠꅹ，ꉢꁡꊭꃄꇴꄂꃅꀉꄉꂾ

ꄉꈼꂟ。15ꉬꉎꉬꐮꊿꁯꇫꈁꀀꌠꃅ

ꋍꄷꄉꂓꊪꊊꌠꉬ（“ꊿꁯ”ꅀ“ꋋꑷꃅ”

ꃄꑌꄿ）。16ꉢꋍꏭꋍꀑꒉꑊꒉꌐꀋꉆꌠ

ꌋꆀꋍꌃꎔꒌꇇꄧꈴꄉ，ꆍꉌꃀꄸꈐ

ꇬꊋꃤꁳꀉꇨꇁꎻꄷꇖꂟ；17ꆍꊇꑇꐛ

ꅹꃅ，ꏢꄖꆍꉌꃀꄸꈐꇬꀀ，ꑠꃅꄉ，

ꆍꉂꐪꁳꐴꑌꆊꑌꎻ，18ꆍꁳꌃꎔꌺ

ꈧꌠꌋꆀꐯꇯꄉꏢꄖꉂꐪꆹꈍꃅꀊ

ꎴ、ꀊꐯ、ꀊꂥ、ꀊꅼꌠꐝꉅꄎ

ꎼ；19ꄷꀋꁧ，ꆍꁳꉂꐪꋍꑠꆹꊿꇫꎖ

ꀋꄐꌠꅉꐚꎻ；ꑠꃅꄉ，ꏃꃅꌋꃤꐛꍣ

ꂨꀕꌠꈀꐥꌠꁳꆍꋌꊐꐛꍣꂨꀕ

ꎻ。 

14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 
15天上地上的各（或作“全”）家，
都是从他得名。16求他按着他丰
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
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17使基
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
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
基，18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
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19并
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
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
满了你们。 

20ꏃꃅꌋꆹꋌꉪꉌꃀꇬꄉꈀꃅꌠ

ꊋꃤꇬꈴꄉ，ꇎꐯꇎꃅꑞꑌꋌꃅꐛ

ꌐ，ꋌꃅꐛꌠꆹꉪꊇꇫꇖꇬꂟ、ꇫꎖ

ꇬꉨꄎꌠꀋꉬ。21ꋌꑇꊿꏓꉻꇬꌋꆀ

ꏢꄖꑳꌠꇬꄉꋍꋏꇈꋍꋏꃅꐩꋊꐩꍂ

ꃅꀑꒉꑊꒉꊌꅊꇈ。ꀊꂱ。 

20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
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
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21但
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
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
代，永永远远。阿们。 

 

ꇭꀧꇬꄉꋍꂷꐛ 身体里的合一 

4 ꉢꌋꒉꄸꃅꊾꇬꄻꂶꌠꆍꏭꉉ：

ꆍꊇꆹꇳꍝꄉꀐꌠꉬꑲꆏ，ꊾꊝ 4 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
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 

ꌤꃅꇬꇳꍝꄉꌠꑆꊋꌋꆀꐯꋭꄡ

ꑟ。2ꑞꉬꄿꂿ，ꆺꀋꒉ、ꑖꈈꀕ、

ꋰꄿꇬꎷ，ꉂꑭꑌꄉꐮꊪꐯꏆ，3ꄮꐽ

ꌠꌊꐮꑌꐯꑲ，ꏟꈯꃅꌃꎔꒌꄻꆍꈀ

ꇖꌠꏓꇁꋍꂷꐛꌠꉌꂵꂶꌠꐏꁇꄉ。

的恩相称。2凡事谦虚、温柔、
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3用和
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
赐合而为一的心。4身体只有一
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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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ꇭꀧꆹꋍꂷꀉꄂ，ꌃꎔꒌꋍꂷꀉꄂ，

ꑠꆹꆍꇳꍝꊌꄮꇬ，ꐯꇯꉘꇉꅍꋍꂷꐥ

ꌠꌋꆀꐯꌟ。5ꌋꋍꂷ，ꑇꐨꋍꑵ，ꋋ

ꑣꋍꑵ，6ꏃꃅꌋꋍꂷ，ꋋꆹꊿꈀꐥꌠ

ꀉꄉ，ꈀꐥꌠꄩꐥ，ꈀꐥꌠꈬꇬꈴꐺ，

ꈀꐥꌠꈬꇬꑌꀀ。7ꉪꊇꂱꑱꈁꊌꌠ

ꑆꊋꆹꉬꇮꃅꏢꄖꎖꉪꂱꑱꈁꁵꌠꈁ

ꁠꇬꈴꇁꌠ。8ꑠꅹ，꒰ꀨꇬ： 

蒙召，同有一个指望。5一主，
一信，一洗，6一神，就是众人
的父，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
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7我
们各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
给各人的恩赐。8所以经上说： 

“ꋌꐕꌊꄩꁧꄮꇬ， 
ꑽꃤꄸꃤꋌꐒꋌꈄꄉ， 
ꈁꁠꋍꑞꋍꑵꋌꄻꊿꏽ”ꄷ

ꉉ。 

“他升上高天的时候， 
掳掠了仇敌， 
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 

9ꐕꌊꄩꁧꃅꉉꑴꇬ，ꂴꄩꄉꅉꃴꇬꐛ

ꇁꌠꀋꉬꅀ？10ꀁꋌꐛꇁꀊꋨꂷꆹꐕꌊ

ꂿꃅꈧꌠꄩꆹꄉꐥꇐꈀꐥꌠꃅꋌꊐꐛ

ꂨꀕꂿꄷꂶꌠꉬ。11ꋌꄻꊿꈀꇖꌠꆹ

ꁆꄻꊩꌺꐥ，ꅉꄜꊿꐥ，ꌒꅇꁊꌠꐥ，

ꆫꂘꊿꌋꆀꂘꃀꐥ；12ꑠꆹꌃꎔꌺꁳꊋ

ꒆꌧꒆꄉꂱꑱꌅꅍꃅꑘꃅꎻ，ꏢꄖꇭ

ꀧꄕꄻꄉ，13ꇁꉚꅷꉪꊇꋍꏅꃅꇗꅉꇯ

ꍝꌠꇬꄉꏓꇁꋍꂷꐛ，ꉪꊇꏃꃅꌋꌺ

ꌧꄉꒆꌟꒉꐛ，ꈯꄿꆹꏢꄖꒆꀉꒉꄮ

ꈯꄿꐛꃅꐙꄮꑟ；14ꑠꃅꄉ，ꉪꊇꆹꀉ

ꑳꌺꄻꄉꑽꇁꊿꊾꏂꇫꌠꌋꆀꊾꊏꌠ

ꏡꁈꇬꃹꃅꑠꃅꀋꐛꀐ；ꉈꑴꑇꇐꌍ

ꀜꀕꈀꐥꌠꑠꇱꌌꉈꈧꐺꄉ，ꇂꉈꇀ

ꉈꃅꑇꇐꌍꀜꀕꌠꋍꑞꋍꑵꊂꈹꁧꑠ

ꃅꑌꀋꐛ；15ꉂꏣꀉꄂꑌꄉꅇꂷꇯꍝ

ꌠꉉ，ꑞꑌꉀꎆꄉꏢꄖꀑꋾꂶꌠꌋꆀ

ꐯꅑꇬꎷ；16ꇭꀧꋋꂷꃅꋋꉘꇉꄉꐯ

ꎏꐮꁠꌊꁟꑻꀕ，ꇭꀧꇬꃷꅍꊨꂷꂱ

9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
吗？10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
之上要充满万有的。11他所赐
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
音的，有牧师和教师；12为要成
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
的身体，13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
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
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
长成的身量；14使我们不再作小
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
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
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
端；15惟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
长进，连于元首基督；16全身都
靠他联络得合式，百节各按各
职，照着各体的功用彼此相
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
中建立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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ꑱꎁꂱꑱꃅ，ꂱꑱꂿꄐꐯꀋꌡꐨꇬꈴ

ꄉꐮꇇꀤ，ꑠꃅꄉ，ꇭꀧꁳꋍꑍꋍꉙꃅ

ꒆꀉꒉꄉ，ꉂꐪꇬꄉꊨꏦꄕꄻꎻ。 
 

ꊿꀉꆹꌋꆀꊿꀊꏀ 旧人和新人 
17ꑠꅹ，ꉢꉉꆍꇰ，ꄷꀋꁧꌋꇬꄉ

ꇯꍝꀕꃅꉉ，ꆍꊇꌤꃅꄮꇬ，ꉇꉻꊿ

ꂸꉪꇐꉨꌠꉌꃀꑌꄉꌤꃅꌠꄡꌡ；

18ꋀꊇꉌꁍꉌꇰꄉ，ꏃꃅꌋꄻꊿꈀꇖ

ꌠꀑꇬꌋꆀꇢꑍꄷꄉꀐ，ꑠꆹꋀꊨꏦ

ꌧꅍꀋꐥ，ꉌꂵꆸꉂꒉꄸ，19ꉌꂵꇬꂄ

ꑭꍈꑋꇬꀋꑌꑲꆏ，ꋀꊨꏦꏾꅍꁳꈁ

ꏾꃅꎻ，ꌤꍍꆀꌠꋍꑞꋍꑵꑠꃅꏾꇬ

ꎷ。20ꆍꊇꆹꏢꄖꌷꀐ，ꄚ，ꑠꃅꐙꌠ

ꀋꉬ。21ꀋꄸꄷ，ꋍꇗꅉꆍꇫꅲꋺ，ꋍ

ꂘꅇꆍꇫꊪꀐ，ꋍꄷꄉꇗꅉꃶꐚꌠꆍ

ꇫꌷꀐꑲꆏ，22ꆍꋌꃀꃅꐨꑽꑌꇬꊿ

ꀉꆹꂶꌠꆹꃢꈜꇔꌠꌟꃅꇔꇫꎭ；ꊿ

ꀉꆹꋋꂷꆹꊨꏦꏾꅍꇱꁍꃕꄉꐤꅉꐤ

ꅉꀜꅐꁧꌠꉬ。23ꉈꑴꆍꉌꃀꉪꐨꄺ

ꀱꌊꀊꏀꏃꃅꄉ，24ꄷꀋꁧ，ꊿꀊꏀꂶ

ꌠꌌꈚꅍꃅꈚ；ꊿꀊꏀꋋꂷꆹꏃꃅꌋ

ꐛꐪꇬꈴꄉꄻꄉꌠꉬ，ꇗꅉꃶꐚꌠ、

ꑖꉬꌠꌋꆀꌃꎔꌠꑠꇫꐊ。 

17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
地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
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18他们心
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
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
硬，19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
欲，贪行种种的污秽。20你们学
了基督，却不是这样。21如果你
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
学了他的真理，22就要脱去你们
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
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23又
要将你们的心志改换一新，24并
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
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
圣洁。 

 

ꐥꐨꀊꏀꍬꏦ 新生活的守则 
25ꑠꅹ，ꆍꊇꑴꌠꈱꅇꏅꅇꑠꍞꇫ

ꎭ，ꈀꄸꑌꃷꇎꏭꅇꐚꉉ，ꑞꃅꆏ，ꉪ

ꊇꆹꇭꀧꋍꂷꇬꈁꅑꌠꉬ。26ꆏꇨꇅ

ꃃꑲꑌꑽꃤꄡꃅ，ꃃꑭꑌꅷꉘꁮꈞꆈ

ꃸꄮꑟꀋꉆ；27ꄸꈐꇬꉆꈉꍈꑋꄻꑊ

ꋌꌌꁈꄡꁵ。28ꋌꃀꊾꈐꊾꈱꋺꌠ

25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各
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
互相为肢体。26生气却不要犯
罪，不可含怒到日落；27也不可
给魔鬼留地步。28从前偷窃的，
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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ꆏ，ꋌꉈꄡꈐꄡꈱꀐ；ꑘꁨꊖꑣꇬꎷ，

ꊨꏦꇇꐛꄉꌤꑌꐚꀕꌠꃅ，ꑠꃅꑲꆏ，

ꊨꏦꊌꐨꁦꎆꄉꁸꊿꀋꇎꀋꂪꀊꋨꈨ

ꁵꅍꐥ。29ꅇꂷꁧꀋꎴꌠꆏ，ꋍꇬꑋ

ꈌꇬꄉꅐꇁꀋꉆ，ꌤꑞꑌꅇꂷꊾꄕꄻ

ꌠꀉꄂꉉꄉ，ꊿꇫꈨꌠꁳꈲꏣꐥꎻ。

30ꏃꃅꌋꌃꎔꒌꁳꐒꊀꄡꎽ，ꆍꊇꑴ

ꅉꆹꋍꌐꂷꆍꊪꄉꈭꐨ，ꀑꇬꋊꄉꈭ

ꋏꊌꌠꃅꑍꄹꉇꇫꑟꇁꌠꇁꉚꌠꉬ。

31ꉌꃀꏷꈌꌠ、ꌁꑷꌠ、ꇨꇅꃃ

ꌠ、ꏞꏈꌠ、ꍍꋉꄸꄀꌠꈀꐥꌠꌋ

ꆀꀋꂄꆈꒉꀕꌠꈀꐥꌠꃅ，ꆍꈬꄔꄉ

ꌩꎳꇫꎭꄡꑟ；32ꄷꀋꁧ，ꉌꆓꑌꃅꐮ

ꊝ，ꉌꃀꎭꃅꉇꑭꑌ，ꏃꃅꌋꏢꄖꇬꄉ

ꑽꃤꄻꆍꊇꏆꀐꌠꌟꃅ，ꆍꊇꑽꃤꄻ

ꐯꏆ。 

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
少的人。29污秽的言语，一句不
可出口，只要随事说造就人的
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30不
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
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
子来到。31一切苦毒、恼恨、忿
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
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32并
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
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
恕了你们一样。 

 

5 ꑠꅹ，ꆍꊇꆹꉂꏣꉂꑟꊌꌠꌳꃈ

ꅮꌟꃅꏃꃅꌋꉜꄉꌷꄡꑟ。2ꏢ 
5 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

慈爱的儿女一样。2也要凭 
ꄖꉪꊇꉂ，ꉪꎁꃅꀑꇬꁮ，ꊨꏦꆹꌌꉎ

ꅞꅍꌋꆀꆦꑝꅍꅿꉘꌑꐩꀕꌠꃅꄉ，

ꌞꏃꃅꌋꁵ，ꉪꊇꑌꋌꌟꃅꉂꏣꇬꈴ

ꄉꌤꃅ。3ꎼꃅꃏꑽꌠꃆꂮ，ꉈꑴꈁ

ꍍꈁꆀꌠꅀꎆꇢꋚꇢꌠꑠꆏ，ꆍꈬꄔ

ꇬꉉꂯꉉꀋꉆ，ꑠꑲꆀꌃꎔꌺꐛꃅꐙ

ꌠꉬ。4ꎲꅇ、ꅇꂷꃄꈌꄐꌠꌋꆀꊿ

ꒈꊿꈧꃙꈌꅇꑠꉉꀋꋭ，ꈀꎭꀕꅇꉉ

ꇬꎷ。5ꑞꃅꆏ，ꆍꊇꇯꍝꃅꇫꅉꐚꌠ

ꆏ，ꎼꃅꃏꑽꌠꉬꄿꂿ，ꍍꆀꌠꉬꄿ

ꂿ，ꎆꇢꋚꇢꌠꉬꄿꂿ，ꏢꄖꌋꆀꏃ

ꃅꌋꇩꇬꆹ，ꋀꃤꋍꁧꇬꀋꐊꌠꉬ；ꎆ

ꇢꋚꇢꌠꆏ，ꌩꁱꇓꁱꏭꀍꃈꄚꌠꌋ

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
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
供物和祭物献与神。3至于淫
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
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
圣徒的体统。4淫词、妄语和戏
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
的话。5因为你们确实地知道，
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
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
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
拜偶像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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ꆀꐯꌟ。 
 

ꁨꑭꌳꃈꅮ 光明的子女 
6ꌞꅇꈥꉐꈣꁳꊏꇂꃴꅞꄡꎽ，ꌤ

ꋋꈨꐛꅹꃅ，ꏃꃅꌋꇨꇅꃃꌠꀋꎪꃅ

ꇁꌊꃅꌋꑽꌺꈧꌠꇭꀧꇬꌸ。7ꑠꅹ，

ꆍꊇꋀꐋꄡꄻ。8ꀋꉊꂴꏭꆍꊇꆹꆈ

ꋧꋪꌠꉬ，ꄚ，ꀋꃉꌋꈐꏭꄉꇬꆹꁤꇅ

ꀕꌠꉬꀐ，ꊾꊝꌤꃅꇬꑌꁨꑭꌳꃈꅮ

ꌡꄡꑟ。9ꁨꑭꈁꅑꌠꂶꂷꆹꉌꂵꂄ

ꎔ、ꋍꏅꑖꉬ、ꀋꎪꀋꑴꃅꑠꉬ。

10ꑞꌤꆹꌋꇫꉌꃹꌠꉬꌠꎕꑣꇬꎷ。

11ꌤꆈꋧꋪꇈꈲꏣꀋꐥꌠꆏ，ꊿꈽꄉ

ꑠꄡꃅ，ꀱꌊꊿꌤꑠꃅꌠꏭꊨꀖ；12ꑞ

ꃅꆏ，ꋀꊇꁠꆈꄉꈀꃅꌠꆹ，ꉉꎼꇁꇬ

ꂯꎲꄏꌠꉬ。13ꌤꅑꀵꅍꐥꌠꆏ，ꁨ

ꑭꇱꁨꄇꇖꀕꎼꇁ；14ꑞꃅꆏ，ꈀꐥꌠ

ꁳꄇꇖꀕꃅꇫꅐꇁꎻꌠꆹ，ꁨꑭꉬ。

ꑠꅹ，ꌋꑠꃅꉉ： 

6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
因这些事，神的忿怒必临到那
悖逆之子。7所以你们不要与他
们同伙。8从前你们是暗昧的，
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
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9光
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善良、
公义、诚实。10总要察验何为主
所喜悦的事。11那暗昧无益的
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
行这事的人；12因为他们暗中所
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
的。13凡事受了责备，就被光显
明出来；14因为一切能显明的，
就是光。所以主说： 

“ꆏꊿꀀꑌꇴꋋꂷ， 
ꀀꐚꇁꄡꑟ， 
ꌦꈬꇬꄉꀱꐥꇁ， 
ꏢꄖꁨꑭꇁꆏꁦꀐ”ꄷ。 

“你这睡着的人， 
当醒过来， 
从死里复活， 
基督就要光照你了。” 

15ꆍꊇꋓꉪꁨꄉꌤꃅꌶ，ꊿꇯꅝꌠꄡ

ꌡꃅ，ꊿꌧꅍꂿꅍꐥꌠꌡꄡꑟ。16ꃅ

ꑍꄮꈉꌌꁧꄡꈿ，ꑞꃅꆏ，ꃅꑍꆹꀊꉗ

ꃅꀋꐥꀐ（ꑝꇂꉙꇬꆏ“ꃅꋊꋋꋏꆹꄷꅠ”ꃅ

ꅑ）。17ꊿꁋꊾꎴꌠꄡꄻꃅ，ꌋꉪꐪꈍ

ꃅꐙꌠꐝꉅꌶ。18ꎧꄡꑱ，ꎦꆹꊿꋌ

ꎼꁍꇑꎴꇉꃄꈌꄐꉆ；ꀱꌊꌃꎔꒌꁳ

ꆍꌵꈴꎻ。19ꍗꅇꀴꅇ、ꍖꀴꑵ

15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
人，当像智慧人。16要爱惜光
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17不
要作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
如何。18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
荡；乃要被圣灵充满。19当用诗
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
口唱心和地赞美主。20凡事要奉



ꑱꃛꌙꄯꒉ  5 609 以弗所书  5 

 

 

ꉙ、ꒌꃤꑵꉙꌊꐮꏯꉉ，ꈌꋓꉌꏓꃅ

ꉙꑵꄉꌋꏭꍖꀴ。20ꌤꑞꉬꄿꂿ，ꉪ

ꌋꑳꌠꏢꄖꂓꄜꄉ，ꅉꀕꃅꏃꃅꌋꀉ

ꄉꏭꈀꎭꀕꇬꎷ。 

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
谢父神。 

 

ꑮꃀꌋꆀꌐꃶ 妻子和丈夫 
21ꉈꑴꏢꄖꏦꃪꌠꉌꃀꑌꄉ，ꐮ

ꅇꃅꉐꃅꄡꑟ。22ꆍꊇꑮꃀꄻꌠ，ꌋ

ꅇꃅꌠꌟꃅꊨꏦꌐꃶꅇꃅ；23ꑞꃅꆏ，

ꌐꃶꆹꑭꃀꀂꏾꉬ，ꋍꑠꏢꄖꆹꑇꊿꏓ

ꉻꀂꏾꉬꌠꌋꆀꐯꌟ；ꋌꉈꑴꑇꊿꏓ

ꉻꈀꐥꌠꈭꋏꌋꉬ。24ꑇꊿꏓꉻꈍꃅ

ꏢꄖꅇꃅꆏ，ꑮꃀꑌꈍꃅꄉꑞꑌꌐꃶ

ꅇꃅꌶ。25ꆍꊇꌐꃶꄻꌠꆏ，ꏢꄖꑇ

ꊿꏓꉻꉂꌠꌟꃅ，ꆍꊨꏦꑮꃀꉂ；ꏢ

ꄖꑇꊿꏓꉻꎁꃅꀑꇬꁮ，26ꇗꅉꇇꄧ

ꈴꄉꀆꐒꌌꑇꊿꏓꉻꋌꋋꑣꁧꎴꄉꌃ

ꇁꎔꐛ，27ꌞꊨꏦꁵꉆꄉ，ꑇꊿꏓꉻꀑ

ꒉꑊꒉꑠꂷꄻ；ꍍꆀꅌꍈ、ꑊꈜꁮꌠ

ꑠꇯꆏꀋꐥꃅ，ꌃꎔꄉꆐꅑꅌꍈꑋꀋ

ꐥꌠꉬ。28ꌐꃶꑌꀋꇊꆏꊨꏦꇭꀧꉂ

ꌠꌟꃅꑮꃀꉂꄡꑟ；ꑮꃀꉂꑲꆏ，ꊨꏦ

ꉂꌠꉬꀐ。29ꑞꃅꆏ，ꊿꊨꏦꇭꀧꌁ

ꑷꂷꐥꀋꇮ，ꊾꂷꇬꈀꐥꃅꊨꏦꇭꀧ

ꀕꌋꃅ、ꀨꎹꇬꎷ；ꑠꆹꏢꄖꑇꊿꏓ

ꉻꏭꊝꌠꌋꆀꐯꌟ，30ꑞꃅꆏ，ꉪꊇꐯ

ꇯꋍꇭꀧꇬꈁꅑꌠꉬ（ꀊꆨ꒰ꀨꋍꈨꇬꆏꄚꇬ

“ꋍꃷꅍꌋꆀꋍꆊꌧꉬ”ꃅꅑꌠꐥ）。31ꋍꑠꒉ

ꄸꃅ，ꊿꀿꃀꄷꄉꐞꌊꑮꃀꌋꆀꐯꈽ

ꄉ，ꊿꑍꂷꇁꇭꀧꋍꂷꐛ。32ꑠꆹꌧ

ꊋꂾꊋꌠꂁꌤꀉꒉꐯꀉꒉꌠꉬ，ꄚ，ꉡ

21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
此顺服。22你们作妻子的，当顺
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
23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
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
体的救主。24教会怎样顺服基
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
夫。25你们作丈夫的，要爱你们
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
教会舍己，26要用水借着道把教
会洗净，成为圣洁，27可以献给
自己，作个荣耀的教会，毫无
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
洁没有瑕疵的。28丈夫也当照样
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
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29从来没
有人憎恶自己的身子，总要保
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
样，30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
（有古卷在此有“就是他的、他的肉”）。
31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
32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
基督和教会说的。33然而你们各
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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ꆹꏢꄖꌋꆀꑇꊿꏓꉻꏭꄐꄉꉉꌠꉬ。

33ꑠꅹ，ꆍꊇꈀꄸꑌꊨꏦꉂꌠꌟꃅꆍꑮ

ꃀꉂꄡꑟ；ꑮꃀꑌꋍꌐꃶꁌꒉꄣꅼꄡ

ꑟ。 

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 

 

ꌺꇖꌋꆀꀿꃀ 儿女与父母 

6 ꆍꊇꌳꃈꅮꄻꌠꆏ，ꌋꈐꏭꄉꀿ

ꅇꃀꅇꃅꌶ，ꑠꆹꇗꅉꇬꇯꆐꋭ 
6 你们作儿女的，要在主里听

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 
ꋽꌠꉬ。2-3ꀿꃀꁌꒉꄣꅼ，ꅽꊨꏦꁳ

ꌒꃤꊌꄉ，ꐥꍂꎴꎻ。ꋋꆹꈌꁧꐨꇫ

ꐊꌠꏥꏦꇬꂾꏡꌠꉬ。 

2-3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
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
命。 

4ꆍꊇꀿꃀꄻꌠꆏ，ꌳꃈꅮꁳꇨꇅ

ꃃꄡꎽ，ꌋꉙꅇꂘꅇꇬꌋꆀꅇꈪꊐꌠ

ꇬꀉꄂꈴꄉꋀꀨꎹ。 

4你们作父母的，不要惹儿
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
警戒养育他们。 

 

ꁏꐚꌋꆀꌌꁈ 仆人和主人 
5ꆍꊇꁏꐚꄻꌠꆏ，ꆍꀋꇊꆏꏢꄖ

ꅇꃅꌠꌟꃅ，ꏸꏦꏾꌌꀕꃅꄉ，ꉌꂵ

ꀋꎪꀋꑴꃅꆍꇭꀧꎸꃤꌌꁈꅇꃅ

ꌶ。6ꊾꉌꃹꅍꃅꌠꌡꄉ，ꑓꂿꅺꈨ

ꅈꇬꀉꄂꄡꃅꀕ，ꏢꄖꁏꐚꌡꄉ，ꉌ

ꃀꄸꈐꇬꄉꏃꃅꌋꉪꐪꍬ，7ꉌꃀꇬꇯ

ꆐꀨꎹꏾ，ꀋꇊꆏꊿꀨꎹꌠꀋꉬꃅ，ꌋ

ꀨꎹꌠꌡꌶ。8ꑞꃅꆏ，ꆍꊇꅉꐚꌠ

ꆏ，ꊿꌤꂄꎔꌠꈀꃅꌠꆹ，ꁏꐚꄻꌠꉬ

ꄿꂿ，ꊨꏦꌄꇤꌠꉬꄿꂿ，ꀋꎪꃅꂱ

ꑱꈀꃅꌠꇬꈴꄉꌋꈁꁠꋌꊌ。9ꆍꊇ

ꌌꁈꄻꌠꑌꑠꃅꁏꐚꏭꊝ，ꋀꊇꄡꇷ

ꄡꇍ；ꑞꃅꆏ，ꆍꊇꅉꐚꌠꆏ，ꋀꊇꌋ

ꆀꆍꊇꐯꇯꌋꋍꂷꉬꉎꇬꐥ，ꋌꊿꉚ

ꇬꈐꀋꍣꉈꀋꍣ。 

5你们作仆人的，要惧怕战
兢，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
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
6不要只在眼前事奉，像是讨人
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
心里遵行神的旨意，7甘心事
奉，好像服事主，不像服事
人。8因为晓得各人所行的善
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
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
赐。9你们作主人的待仆人也是
一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
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
上，他并不偏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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ꄷꅠꌠꌋꆀꐮꉈꈽ 与罪恶争战 
10ꉢꅇꂷꉉꀋꌐꑴꌦ，ꆍꊇꑴꌠ

ꌋꉘꇉꄉ，ꋍꄐꐨꊋꃤꀉꒉꌠꇬꊫꄉ，

ꊿꇷꄙꌠꄻ。11ꂽꃢꈜꏃꃅꌋꄻꊾꇖ

ꋋꋬꈥꎼꄻꈚꄉꄡꑟ，ꑠꃅꑲꆏ，ꑊꋌ

ꌌꁈꊾꏂꏡꁈꆍꇫꄙꇫꑣꄎ。12ꑞꃅ

ꆏ，ꉪꊇꆹꌦꌗꃤꈧꌠꌋꆀꐮꉈꈽꌠ

ꀋꉬꃅ，ꏲꂠꈧꌠ、ꌅꈌꐥꈧꌠ、ꋧ

ꃅꆈꋧꋪꋋꂷꏲꌠ、ꃅꃴꇬꒌꃤꑊ

ꋌꄷꅠꌠꌋꆀꐮꉈꈽꌠꉬ。13ꑠꅹ，

ꏃꃅꌋꄻꊿꈀꇖꌠꂽꃢꈜꋬꈥꌠꄻꈚ

ꄉ，ꊋꋠꏢꅝꃅꑍꑞꄮꇬꁮꄙꐙꄙꉆ，

ꄷꀋꁧꑞꑌꃅꐛꈭꐨ，ꇬꉆꄎꑴꌦ。

14ꑠꅹ，ꉆꈬꃅꉆꄉꌶ，ꇗꅉꃶꐚꌠꌊ

ꐧꃬꃅꅑ，ꋍꏅꑖꉬꌊꑣꃅꄉꉦꏪ

ꉱ，15ꉈꑴꋬꂻꌠꌒꅇꌌꈛꎼꂿꄷꌠꑬ

ꅮꃅꅑꄉ；16ꉈꑴꆏ，ꀋꎪꌠꑇꐨꉌꊋ

ꌌꄩꈜꃅꄉ，ꄷꅠꂶꌠꄷꄉꇁꌠꄔꉈ

ꈀꐥꌠꄡꇫꎭꉆ；17ꉈꑴꈭꋏꑆꊋꐯ

ꃃꀎꇓꅑꄉ，ꌃꎔꒌꂗꍵꑱꃀꄻꇇꁉ

ꊭꄉ，ꋋꆹꏃꃅꌋꇗꅉꉬ；18ꌃꎔꒌꉘ

ꇉꄉ，ꈍꄮꇬꑌꀉꑌꁁꏯꃅꈼꂟ、ꇖ

ꂟꇬꎷ，ꄷꀋꁧ，ꄚꄉꀀꐚꑓꄧꀕꃅ

ꋰꄉ，ꌃꎔꌺꎁꃅꈼꂟ，19ꉠꎁꃅꑌꈼ

ꂟ，ꉢꁳꈌꉐꊌꄉ，ꉌꂵꀉꒉꃅꈌꋊꄉ

ꌒꅇꌧꊋꂾꊋꌠꂁꌤꈧꌠꉉꐝꉅꄎ

ꎻ。20ꉡꆹꌒꅇꌧꊋꂾꊋꌠꂁꌤꋋꈨ

ꒉꄸꃅ，ꁆꄻꊩꌺꎸꉗꅑꂷꐛꀐ。ꉠ

ꎁꃅꈼꂟꄉ，ꉢꁳꈀꃅꋭꅈꇬꈴꄉꉌ

ꂵꀉꒉꃅꉉꄜꎻ。 

10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
靠着主，倚赖他的大能大力，
作刚强的人。11要穿戴神所赐的
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
计。12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
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
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
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13所
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
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
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
立得住。14所以要站稳了，用真
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
护心镜遮胸，15又用平安的福音
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
16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
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17并
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
宝剑，就是神的道；18靠着圣
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
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
求，19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
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
的奥秘，20（我为这福音的奥秘
作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
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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ꄽꂫꋬꂻꄜꅇ 最后的问安 
21ꀋꃅꉂꇁꅉꌠꀋꎪꀋꎙꃅꌋꀨ

ꎹꌠꃺꑌꄫꏸꇴꆍꄷꁧ，ꋋꆹꉠꌤꈧ

ꌠꌋꆀꉠꃆꂮꈍꃅꐙꌠꉬꇮꃅꉉꆍꇰ

ꄉ，ꆍꁳꅉꐚꎻꌠꉬ。22ꋋꆹꉈꃅꉢ

ꇱꇤꅷꆍꄷꁧꄉ，ꆍꁳꉪꃆꂮꈍꃅꐙ

ꌠꅉꐚꎻꂿꄷꌠ，ꉈꑴꋌꁳꆍꏭꉌꌒ

ꄀꎻ。 

21今有所亲爱、忠心事奉主
的兄弟推基古，他要把我的事
情并我的景况如何，全告诉你
们，叫你们知道。22我特意打发
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
道我们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
们的心。 

23ꋬꂻ、ꉂꐪ、ꑇꐨꉌꊋꆹꏃꃅ

ꌋꀉꄉꌋꆀꌋꑳꌠꏢꄖꄷꄉꃺꑌꊈꊌ

ꅊꇈ。24ꄷꀋꁧ，ꊿꉌꂵꇬꇯꍝꃅꉪ

ꌋꑳꌠꏢꄖꉂꈧꌠꃅꑆꊋꊌꅊꇈ。 

23愿平安、仁爱、信心，从
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与弟兄
们。24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
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