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ꇬꇊꑟꄯꒉ 

歌罗西书 

 
ꋬꂻꄜ 问候 

1 ꏃꃅꌋꉪꐪꇬꈴꄉꏢꄖꑳꌠꁆ

ꄻꊩꌺꄻꌠꀧꇊꌋꆀꃺꑌꄜꂿ 
1 奉神旨意，作基督耶稣使徒

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2写 
ꄠ，2ꄯꒉꁱꇬꇊꑟꐥꌠꌃꎔꌺ、ꏢ

ꄖꈐꏭꄉꀋꎪꀋꎙꌠꃺꑌꈧꌠꁵ。ꑆ

ꊋ、ꋬꂻꑠꏃꃅꌋꉪꀉꄉꄷꄉꆍꊌ

ꅊꇈ。 

信给歌罗西的圣徒，在基督里
有忠心的弟兄。愿恩惠、平安
从神我们的父归与你们。 

 

ꀧꇊꇬꇊꑟꊿꒉꄸꃅꏃꃅꌋꏭꈀꎭꀕ 保罗为歌罗西人感谢神 
3ꉪꊇꆹꏃꃅꌋ、ꉪꌋꑳꌠꏢꄖ

ꀉꄉꏭꈀꎭꀕ，ꉪꅉꀕꃅꆍꎁꃅꈼꂟ

ꇬꎷ。4ꑞꃅꆏ，ꉪꊇꈀꈨꌠꆏ，ꆍꊇ

ꏢꄖꑳꌠꇬꄉꑇꐨꉌꊋꑌ，ꉌꃀꑌꌃ

ꎔꌺꈀꐥꌠꉂꄷ；5ꆍꊇꑠꃅꐙꌠꆹꆍ

ꊭꉬꉎꇬꄉꌠꉘꇉꅍꎁꃅꌠ；ꉘꇉꅍ

ꋌꑵꆹꀋꉊꂴꏭꌒꅇꇗꅉꃶꐚꌠꇬꄉ

ꆍꈀꈨꈧꌠꉬ。6ꌒꅇꋌꑵꁊꆍꄷꑟ，

ꋧꃅꋋꇂꃴꃅꑌꁊꈴ，ꄷꀋꁧ，ꂶꂷ

ꅑ、ꐤꅉꁦꎆꅉꑟ，ꑠꆹꆍꈬꄔꇬꄉ，

ꌒꅇꆍꈨꀊꋨꄹꉇꇈꉈꆏ，ꏃꃅꌋꑆ

ꊋꇯꍝꃅꆍꅉꐚꌠꌋꆀꐯꌟ。7ꑠꆹ

3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
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
4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
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5是为
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
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
的道上所听见的。6这福音传到
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
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
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
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7正如
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作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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ꆍꊇꉪꉂꇁꅉꌠ、ꐯꇯꁏꐚꄻꌠꑱꀠ

ꃛꄷꄉꈀꌷꊊꈧꌠꌡ。ꑱꀠꃛꆹꆍꊇ

（ꀊꆨ꒰ꀨꋍꈨꇬ“ꉪꊇ”ꃅꅑꌠꐥ）ꎁꃅꏢꄖꃤ

ꀋꎪꀋꎙꌠꏲꌋꃅꊿꄻꀐ。8ꑱꀠꃛ

ꆹꉈꑴꆍꊇꌃꎔꒌꐛꅹꃅꈀꑌꌠꉂꐪ

ꑌꋌꉉꉪꊇꇰꀐ。 

人的以巴弗所学的。他为你们
（有古卷作“我们”）作了基督忠心的
执事，8也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
爱心告诉了我们。 

 

ꏢꄖꊇꅉꌋꆀꃅꅍ 基督的本性和工作 
9ꑠꅹ，ꌤꋌꐘꉪꊇꈨꀊꋨꄹꉇꇈ

ꉈꆏ，ꀋꆏꃅꆍꎁꃅꈼꂟ、ꇖꂟ，ꆍ

ꊇꆹꒌꃤꌧꅍꂿꅍꌋꆀꀑꁮꐨꈀꐥꌠ

ꇬꄉ，ꏃꃅꌋꉪꐨꆍꇫꅉꐚꈴꅊꇈ；

10ꑠꃅꄉ，ꆍꁳꌤꃅꊾꊝꇬꌋꂾꈴꄿ，

ꑞꑌꋍꉌꃹ，ꂄꎔꌠꌤꈀꐥꌠꇬꄉꂶ

ꂷꅑ，ꐤꅉꀉꑌꅉꃅꏃꃅꌋꃆꂮꅉꐚ

ꎻ；11ꋍꀑꒉꑊꒉꌠꌅꈌꊋꃤꇬꈴꄉ，

ꋍꊋꃤꌌꆍꊋꀥꇱꉆ；ꑠꃅꄉ，ꆍꁳꑞ

ꑌꉌꇿꑓꇿꃅꋰꄉ，ꄻꐯꏆꉆꎻ。

12ꉈꑴꏃꃅꌋꀉꄉꏭꈀꎭꀕꌠꆏ，ꋋꆹ

ꉪꁳꌃꎔꌺꈧꌠꌋꆀꐯꇯꄉꁤꇅꇄꅉ

ꇬꄉꍸꇐꊪꄎꎻ。13ꉪꊇꆹꊋꃤꆈꋧ

ꋪꌠꇬꄉꋌꇱꈭꋏꌊꋍꉁꅉꌠꌺꃰꃅ

ꇩꇬꑟꀐ；14ꉁꅉꌠꌺꂶꌠꇇꄧꈴꄉ，

ꉪꊇꆹꀑꇬꋊꄉꈭꋏꌠꊌ，ꑽꃤꑌꏆ

ꃤꊌ。 

9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
子，也就为你们不住地祷告祈
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
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
10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
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
结果子，渐渐地多知道神；11照
他荣耀的权能，得以在各样的
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
喜喜地忍耐宽容；12又感谢父，
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
得基业。13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
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
国里；14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
赎，罪过得以赦免。 

15ꉁꅉꌠꌺꂶꌠꆹꂿꀋꉆꌠꏃꃅ

ꌋꂶꌠꐛꐪꉬ，ꋋꆹꇬꂾꒆꂶꌠꉬ，ꐥ

ꇐꈀꐥꌠꀋꄻꑴꌦꇯꆐꋌꇫꐥꀐ。

16ꑞꃅꆏ，ꐥꇐꈀꐥꌠꃅꋍꇇꄧꈴꄉ

ꄻꄉꌠ，ꉬꉎꐥꇐꉬꄿꂿ，ꉬꐮꐥꇐ

ꉬꄿꂿ；ꂿꉆꌠꅀꂿꀋꉆꌠꉬꄿꂿ；

15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
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
以先。16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
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
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
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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ꑋꅉꐥꌠ、ꌟꒉꌠꂾ、ꏲꂠꌠ、ꌅ

ꈌꐥꌠꉬꄿꂿ，ꑞꀕꑌꋍꇇꄧꈴꄉꄻ

ꄉꌠ，ꉈꑴꋍꎁꃅꄻꄉꌐꌠꉬ。17ꋋ

ꆹꐥꇐꈀꐥꌠꂾꇯꆐꇫꐥ，ꐥꇐꈀꐥ

ꌠꃅꋋꉘꇉꄉꇫꐥ。18ꋋꆹꇭꀧꂶꌠ

ꀂꏾꑌꉬ，ꇭꀧꂶꌠꆹꑇꊿꏓꉻꇬꈀ

ꐥꌠꄜ。ꋋꆹꊧꀨ，ꋋꆹꌦꈬꇬꄉꉘ

ꃀꇬꀱꒆꇁꂶꌠꉬꄉ，ꋌꁳꌤꑞꇬꑌ

ꇬꂾꂶꌠꐛꎻ。19ꑞꃅꆏ，ꏃꃅꌋꀉ

ꄉꆹꌐꃅꌐꀋꉆꌠꈀꐥꃅꋍꈐꏭꀀꌠ

ꉌꃹ。20ꋋꆹꋍꌦꅪꌩꏍꇬꄉꈀꅐꌠ

ꇇꄧꈴꄉ，ꄮꐽꋌꃅꐛꀐꑲꆏ，ꋍꇇ

ꄧꈴꄉꐥꇐꈀꐥꌠꁳꉬꐮꐥꌠꉬꄿ

ꂿ，ꉬꉎꐥꌠꉬꄿꂿ，ꐯꇯꊨꏦꌋꆀ

ꐮꄮꎻ。 

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
又是为他造的。17他在万有之
先；万有也靠他而立。18他也是
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元始，是
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
在凡事上居首位。19因为父喜欢
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
住。20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
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
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
的，都与自己和好了。 

21ꆍꊇꀋꉊꂴꏭꏃꃅꌋꀕꆀꇢꑍ

ꄷꄉ，ꆍꄸꃅꅠꑽꐛꅹ，ꆍꉌꃀꇬꆹꋌ

ꆍꌌꁮꐚꃅꄉ。22ꄚ，ꀃꑍꋋꄮꆏ，ꋌ

ꏢꄖꇭꀧꌦꌠꇇꄧꈴꄉ，ꆍꁳꋍꊨꏦ

ꌋꆀꐮꄮꎻ，ꉬꇮꌃꇁꎔꐛꌐ，ꆐꍈꑋ

ꀋꅑ，ꊨꀖꉆꅍꍈꀋꐥꃅ，ꆍꊇꋌꇱ

ꏃꌊꋍꂾꑟ。23ꄚ，ꆍꊇꑠꃅꑲꆀ

ꍑ：ꆍꊇꆍꈁꑇꌠꇗꅉꇬꄉꏟꈯꀕ，

ꉆꈬꉆꈈ，ꑭꁘꀋꎙ，ꆍꊿꈻꌊꐺꄉ

ꌒꅇꉘꇉꅍꆍꄝꆘꅝ(ꑝꇂꉙꇬꆏ“ꐞꁧ”ꃅꅑ)

ꑠꀋꐥ。ꌒꅇꋌꑵꆹꆍꈀꈨꋺꌠꉬ，

ꁊꋧꃅꋋꇂꃴꃰꊿꇬꈀꐥꌠꇰꌠꑌꉬ

（“ꃰꊿꇬꈀꐥꌠ”ꑝꇂꉙꇬꆏ“ꐥꇐꈀꄻꄉꌠ”ꃅ

ꅑ），ꉢꀧꇊꑌꌒꅇꋌꑵꏲꌋꃅꊿꄻ

ꀐ。 

21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
恶行，心里与他为敌。22但如今
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
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
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
引到自己面前。23只要你们在所
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
定不移，不至被引动失去（原文

作“离开”）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
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与普
天下万人听的（“万人”原文作“凡受造

的”），我保罗也作了这福音的执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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ꀧꇊꑇꊿꏓꉻꎁꃅꌠꌅꅍꃅꎁ 保罗在教会的职分 
24ꀋꃅꉢꆍꎁꃅꎬꅧꑴꇬ，ꉌꇿꏭ

ꃅꐙ；ꄷꀋꁧ，ꏢꄖꇭꀧꉬꌠꑇꊿꏓ

ꉻꎁꃅꄉ，ꏢꄖꎭꇨꅦꇨꊜꄮꇬꀋꇎ

ꑴꌦꈧꌠꃅꏓꉠꇭꀧꇬꄀꌐꎽ。25ꉡ

ꆹꏃꃅꌋꆍꎁꃅꌅꅍꃅꎁꄻꉢꈀꇖꌠ

ꇬꈴꄉ，ꑇꊿꏓꉻꏲꌋꃅꊿꄻꀐ，ꑠ

ꃅꄉ，ꏃꃅꌋꇗꅉꁳꐛꒆꃅꁊꈴꎻ；

26ꇗꅉꋋꏢꆹꀃꌋꀊꆨꃀꃅꋊꃅꂁꉱꄉ

ꅷꇁꌠꌧꊋꂾꊋꌠꂁꌤꉬ，ꄚ，ꀃꑍꋋ

ꄮꆏ，ꋍꌃꎔꌺꂾꄉꄜꋊꎼꇁꀐ。

27ꏃꃅꌋꋀꁳꅉꐚꎻꏾꌠꆏ，ꌧꊋꂾ

ꊋꌠꂁꌤꋋꈨꆹꉇꉻꊿꈬꄔꇬꄉꀑꒉ

ꑊꒉꌐꀋꉆꃅꐥ，ꋋꆹꏢꄖꆍꉌꃀꇬ

ꄉꀑꒉꑊꒉꌠꉘꇉꅍꐛꀐꄷꌠ。28ꉪ

ꊇꋋꄜꁊꇬ，ꌧꅍꂿꅍꈍꑋꑵꃅꌌꄉ，

ꊿꋍꂷꈀꐥꌠꏭꅇꈪꊐꄉꉙꂘ，ꏢꄖ

ꇬꄉꊿꋍꂷꈀꐥꌠꃅꐛꒆꐯꐛꒆꃅꏃ

ꌊꏃꃅꌋꂾꑟ。29ꉡꑌꑠꐛꅹꃅꑘꎭ

ꃣꅧ，ꋌꉠꈐꏭꄉꈀꃅꌠꊋꃤꀉꒉꌠ

ꇬꈴꄉ，ꉢꈏꇤꊋꇤ。 

24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
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
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
基督患难的缺欠。25我照神为你
们所赐我的职分，作了教会的
执事，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
备；26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
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
显明了。27神愿意叫他们知道，
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
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
成了有荣耀的盼望。28我们传扬
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戒各
人、教导各人，要把各人在基
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
29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
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 

 

2 ꉢꆍꊇꌋꆀꇅꄂꏦꊿ，ꉈꑴꊿꉡ

ꂿꀋꋻꌠꈀꐥꌠꎁꃅꈍꃅꈏꇤꊋ 2 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
老底嘉人，并一切没有与我 

ꇤꌠꑠꆹ，ꉢꆍꁳꇫꅉꐚꎻꏾ。2ꉡꆹ

ꋀꉌꃀꁳꉌꌒꄀꅍꊌꎻꂿꄷꌠ，ꉂꏣ

ꐛꅹꃅꐯꎏꐮꁠꇈ，ꈍꑋꈍꑋꃅꉪꐚ

ꏡꐚꄉꉌꊋꀉꒉꃅꑌ，ꑠꃅꄉ，ꋀꁳꇯ

ꍝꃅꏃꃅꌋꌧꊋꂾꊋꌠꂁꌤꅉꐚꎻ，

ꂁꌤꆹꏢꄖꉬ；3ꈀꊭꈁꏑꄉꌠꌧꅍꂿ

ꅍꌋꆀꌧꇐꂿꇐꈀꐥꌠꃅꂁꏢꄖꈐꏭ

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地尽心
竭力，2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
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
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
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
督；3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
都在他里面藏着。4我说这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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ꊐꄉꌐ。4ꉢꅇꂷꋋꈨꉉ，ꑠꀋꉬꑲ

ꆏ，ꊿꅇꎔꉏꃨꑠꌌꆍꊇꋌꁍꃕꅜ

ꂵ。5ꉠꇭꀧꆍꌋꆀꐯꈽꀋꐥꑴꇬ，

ꉠꉌꃀꆹꆍꌋꆀꐯꈽꐥ，ꆍꊇꇗꁨꏦ

ꁨ，ꏢꄖꑇꌠꉌꃀꑌꈫꈈꌠꑠꉢꊌꂾ

ꄮꇬꆏ，ꉢꇿꐯꇿꀐ。 

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
们。5我身子虽与你们相离，心
却与你们同在，见你们循规蹈
矩，信基督的心也坚固，我就
欢喜了。 

 

ꏢꄖꀑꇬꂵꇤꀕꐨ 基督生命的丰盛 
6ꆍꊇꆹꌋꏢꄖꑳꌠꆍꊪꄉꀐꑲ

ꆏ，ꋍꈜꍬꄉꃅ，7ꋍꈐꏭꄉꐴꅿꉀꎆ，

ꑇꐨꉌꊋꈫꈈꄡꑟ；ꑠꆹꆍꈀꊪꌠꉙ

ꅇꂘꅇꌋꆀꐯꌟ，ꈀꎭꀕꑭꑌꌠꉌꃀ

ꑌꀊꅰꃅꒆꀐ。8ꆍꊇꑴꌠꋓꉪꁨ

ꄉ，ꊿꋍꋧꐈꌷꇐꌋꆀꅇꈥꉐꈣꀨꀋ

ꐥꌠꑠꌌꄉ，ꏢꄖꇬꀋꈴꃅ，ꃰꊿꋊꃅ

ꏦꃤꌋꆀꋧꃅꌧꇐꐭꌠꇬꈴꄉ，ꆍꋌ

ꇱꇊꌊꁧꂵ。9ꑞꃅꆏ，ꏃꃅꌋꊇꅉ

ꌐꀋꉆꌠꈀꐥꌠꐯꇯꐛꄟꇴꉻꅑꃅꏢ

ꄖꈐꏭꀀꌐ；10ꆍꊇꋍꈐꏭꄉꑌꂵꇤ

ꀕꌠꊌꀐ。ꋋꆹꋍꑞꋍꑵꏲꂠꌅꈌꐥ

ꌠꀑꋾꂶꌠꉬ。11ꆍꊇꋍꈐꏭꄉꑌꌐ

ꍓꏦꃤꆍꊪꊊꀐ，ꌐꍓꏦꃤꋌꑵꆹꊿ

ꇇꌌꃅꌠꀋꉬꃅ，ꏢꄖꆍꁳꇭꀧꎸꃤ

ꏾꅍꈧꌠꇔꇫꎭꎻꂿꄷꄉꃅꌠ。12ꆍ

ꊇꋋꑣꊪꄉꋌꈽꄃꇫꎭꑲꆏ，ꄚꇬꄉ

ꋌꈽꀱꐥꇁꀐ，ꑠꆹꋌꁳꌦꈬꇬꄉꀱꐥ

ꇁꎻꌠꏃꃅꌋꊋꃤꆍꉬꇮꃅꇬꑅꒉ

ꄸ。13ꀋꉊꂴꏭꆍꊇꆹꑽꃤꇬꌋꆀꌐ

ꍓꏦꃤꃅꀋꋻꌠꇭꀧꇬꄉꌦꀐ，ꆍꊇ

（ꀊꆨꏂꀧꋍꈨꇬ“ꉪꊇ”ꃅꅑꌠꐥ）ꑽꃤꈀꐥꌠ

ꃅꏃꃅꌋꄻꆍꏆꀐ，ꑠꃅꄉ，ꆍꁳꏢ

6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
稣，就当遵他而行，7在他里面
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
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
增长了。8你们要谨慎，恐怕有
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
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
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
去。9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
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
面，10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
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
首。11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
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
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
12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
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
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
13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
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有

古卷作“我们”）一切过犯，便叫你
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14又涂抹
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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ꄖꈽꄉꀱꐥꇁꎻ；14ꉈꑴꁱꄹꏦꇬꄀ

ꄉꌠꌌꉪꏭꄉꌠ、ꉪꏭꄘꑣꌠꁱꂷ

ꊫꌐꈧꌠꋌꌉꇫꎭꀐ，ꋌꇱꒃꌊꋯꌩ

ꏍꇬꄀꀐ。15ꏲꂠꌠ、ꌅꈌꐥꌠꈀꐥ

ꌠꌅꈌꊋꃤꃅꋌꇱꇔꇫꎭꇈꋌꈻꌊꄇ

ꇖꀕꃅꋍꏅꀨ，ꄚꄉꌩꏍꐛꅹꃅꋀꄩ

ꊋꌠꋩꈽ。16ꑠꅹ，ꋙꋠꒉꅝꌠꃆꂮ

ꉬꄿꂿ，ꎺꄅꋩꑍ、ꆧꁨꐛꒆꌋꆀꑬ

ꆏꄹꉇꉬꄿꂿ，ꊿꁳꆍꊂꍆꇽꎻꀋ

ꉆ。17ꋋꈨꑴꅉꇬꆹꌤꊁꇫꅐꇁꌠꁰ

ꒌꉬ；ꄚ，ꐛꏦꂶꌠꆹꏢꄖꉬ。18ꊿꉇ

ꉈꃅꆺꀋꒉꄇꀋꒉ、ꉬꉎꊩꌺꏭꉙꍗ

ꎴꃅꈧꌠꁳꆍꈁꁠꇑꄡꎽ。ꊿꋌꏠꆹ

ꅉꀕꃅꊨꏦꈀꂿꈀꈨꌠꀉꄂꍣꉺ，ꋀ

ꊨꏦꉌꃀꏾꅍꊂꈹꄉ，ꁢꊧꀋꐥꃅꆺ

ꒉꄇꒉ。19ꋀꊇꆹꈫꈈꃅꀂꏾꂶꌠꅑ

ꀋꎍ；ꇭꀧꋋꂷꃅꋋꉘꇉꄉꈬꑳꊨꂷ

ꐯꎏꐮꁠꄎꑲꆏ，ꏃꃅꌋꐛꅹꃅꀊꅰ

ꃅꉀꎆꄎ。 

碍于我们的字据，把它撤去，
钉在十字架上。15既将一切执政
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
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16所以
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
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
你们。17这些原是后事的影儿；
那形体却是基督。18不可让人因
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
夺去你们的奖赏。这等人拘泥
在所见过的，随着自己的欲
心，无故地自高自大，19不持定
元首，全身既然靠着他，筋节
得以相助联络，就因神大得长
进。 

 

ꏢꄖꈐꏭꐥꐨꀊꏀ 基督里的新生活 
20ꀋꄸꄷ，ꆍꊇꏢꄖꈽꄉꌦꄉ，ꋧ

ꃅꌧꇐꐭꌠꇬꐞꀐꑲꆏ，ꆍꊇꑞꃅꄡ

ꇗꋧꃅꋋꂷꇬꐥꑴꌦꌠꌟꃅꄉ，

21“ꒃꀋꉆ、ꋠꀋꉆ、ꐛꇬꄀꀋ

ꉆ”ꌠꏥꏦꀊꋨꈨꍬꑴꌦ？22ꋋꈨꉬ

ꇮꊿꉪꐨꇬꈴꄉꅇꁵ、ꉙꂘꌠꉬ。

ꉉꅷꑠꈀꐥꌠꇬꑟꇬꆏ，ꌬꄷꆏꉬꇮ

ꃅꀜꐡꁧꌐꀐ。23ꏥꏦꋋꈨꆹꊿꋌꎼ

ꌧꅍꂿꅍꐤꂓꀉꄸꀵ，ꊨꏦꉪꐨꌌꄉ

ꀍꃈꄚ，ꊨꏦꆹꆺꀋꒉꄷ，ꊨꏦꇭꀧꁳ

20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
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
在世俗中活着，21服从那“不可
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
条呢？22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
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
时候就都败坏了。23这些规条使
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
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
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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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ꅧꎻ，ꄚ，ꇯꍝꃅꇬ，ꋍꑠꊨꏦꇭꀧ

ꏾꅍꌄꇤꌠꀂꏽꇬꆹ，ꇿꋌꍈꑋꀋꐥ

ꌠꉬ。 

功效。 

 

3 ꑠꅹ，ꆍꊇꀋꄸꄷꇯꍝꃅꏢꄖꌋ

ꆀꐯꈽꀱꐥꇁꀐꑲꆏ，ꌤꄩꏭꐥ 3 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
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 

ꌠꎹꈹꄡꑟ；ꀊꄶꇬ，ꏢꄖꆹꏃꃅꌋꇀ

ꑳꏯꑌ。2ꆍꑴꌠꃄꅉꇬꌤꉈꄡꇬ

ꃅ，ꌤꄩꏭꐥꌠꉈꇬ。3ꑞꃅꆏ，ꆍꊇ

ꆹꌦꀐ，ꆍꀑꇬꂶꌠꆹꏢꄖꌋꆀꐯꈽ

ꂁꏃꃅꌋꈐꏭꊐꄉ。4ꏢꄖꆹꆍꊇꀑ

ꇬꉬ（“ꆍꊇ”ꀊꆨꏂꀨꋍꈨꇬꆏ“ꉪꊇ”ꃅꅑ），

ꋌꇫꅐꇀꄮꇬꆏ，ꆍꊇꑌꋌꈽꄉꋍꀑ

ꒉꑊꒉꈬꇬꄉꇫꅐꇁꌠꉬ。 

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2你
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
地上的事。3因为你们已经死
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
在神里面。4基督是你们（有古卷

作“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
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
荣耀里。 

5ꑠꅹ，ꆍꊇꃄꅉꇬꇭꀧꇖꌋꁳꌦ

ꎻ；ꅺꌡꇬ，ꎼꃅꃏꑽ、ꍍꆀ、ꎼꐊ

ꃏꐊ、ꄷꅠꌠꏾꅍꌋꆀꎆꇢꋚꇢ（ꎆ

ꇢꋚꇢꌠꆹꌩꁱꇓꁱꉙꌠꌋꆀꐯꌟ）

ꃅꋍꑠ。6ꌤꋋꈨꐛꅹꃅ，ꏃꃅꌋꇨꇅ

ꃃꐨꆹꀋꎪꃅꇁꌊꃅꌋꑽꌺꌸꇁꌠ

ꉬ。7ꆍꊇꌤꋧꃅꃤꋋꈨꈐꏭꐤꄮꇬ，

ꆍꑌꑠꃅꀕꑽꋺ。8ꄚ，ꀋꃉꆍꊇꆹꌤ

ꋍꑠꈀꐥꌠꃅꇵꇫꎭꌶ，ꅺꌡꇬ，ꌁꑷ

ꌠ、ꇨꇅꃃꌠ、ꄷꅠꅋꏸꑌꌠ、ꎼ

ꋉꃏꄀꌠꌋꆀꈂꀸꇬꍍꆀꌠꅇꂷ

ꑠ。9ꐮꏯꈱꅇꏅꅇꄡꉉ，ꑞꃅꆏ，ꊿ

ꀉꆹꂶꌠꌋꆀꊿꀉꆹꂶꌠꃅꐨꆹꆍꇔ

ꇫꎭꀐ，10ꊿꀊꏀꂶꌠꃢꈜꌟꃅꆍꄻ

ꈚꄉꀐ；ꊿꀊꏀꋋꂷꆹꌧꇐꂿꇐꀂꏽ

ꐤꅉꏀꅉꑟꀐ，ꋋꆹꋋꄻꌠꌋꂶꌠꐛ

ꇴꐛꉻꌋꆀꐯꌟ。11ꄚꇬꆹꑝꇂꊿꌋ

ꆀꒀꄠꊿꀋꍣ，ꊿꌐꍓꏦꃤꃅꋺꌠꌋ

5所以，要治死你们在地上
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
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
偶像一样。6因这些事，神的忿
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7当你们
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
这样行过。 
8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
事，以及恼恨、忿怒、恶毒（或

作“阴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
言语。9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
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
10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
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
象。11在此并不分希腊人、犹太
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
化外人、西古提人、为奴的、
自主的；惟有基督是包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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ꆀꀋꋻꌠꀋꍣ，ꉇꄅꊿꌋꆀꑭꇴꄝꊿ

ꀋꍣ，ꁏꐚꄻꌠꌋꆀꊨꏦꌄꇤꌠꀋ

ꍣ；ꏢꄖꀉꄂꑞꑌꋍꈐꏭꐊꌐ，ꋌꉈ

ꑴꊿꋍꂷꈀꐥꌠꈐꏭꀀ。 

切，又住在各人之内。 

12ꑠꅹ，ꆍꊇꆹꏃꃅꌋꌊꄻꄉꌠꉹ

ꁌꉬ，ꌃꎔꄉꉂꐪꊌꌠꊿꉬꑲꆏ，ꆍꆹ

ꉌꃀꉈꁒꑗꊰꌠ、ꉌꎔꑌꌠ、ꆺꀋ

ꒉꌠ、ꑖꈈꀕꌠ、ꋰꄿꌠꑌꌶ（ꑝꇂꉙ

ꇬꆏ“ꈚ”ꃅꅑ）。13ꀋꄸꄷ，ꊿꋋꂷꌋ

ꆀꀊꋨꂷꐮꅫꏒꅇꐥꑲꆏ，ꉌꏣꎴꃅ

ꐮꐊ，ꄻꐯꏆꇬꎷ；ꌋꈍꃅꄻꆍꏆꀐ

ꑲꆏ，ꆍꊇꑌꈍꃅꄉꄻꐯꏆꄡꑟ。

14ꋋꈨꈭꐨꆏ，ꆍꊇꉈꑴꉂꏣꑌꀕꌶ，

ꉂꏣꆹꑞꑌꐮꄮꐯꋭꃅꋌꏓꈻꐯꇯꄉ

ꌠꉬ。15ꉈꑴꏢꄖꋬꂻꁳꆍꉌꃀꇬꄉ

ꌄꇤꎻ；ꆍꊇꑌꋋꐛꅹꃅꇳꍝꌠꊌ，

ꇁꇭꀧꋍꂷꐛ，ꄷꀋꁧ，ꉌꃀꈀꎭꀕꑭ

ꑌ。16ꏢꄖꇗꅉꂵꇤꐯꂵꇤꃅꄻꉌꃀ

ꇬꊐꄉ，ꌧꅍꂿꅍꋍꑞꋍꑵꌌꐯꉗꐯ

ꂘ、ꐮꏯꅇꈪꊐ，ꍗꅇꀴꅇ、ꍖꀴ

ꑵꉙ、ꒌꃤꑵꉙꑠꌌ，ꉌꂵꈀꎭꀕꑭ

ꑌꄉꏃꃅꌋꏭꀮꄑ。17ꑞꃅꄿꂿ，ꅇ

ꉉꅀꌤꃅꇬ，ꐯꇯꌋꑳꌠꂓꄜꄉ，ꋍ

ꇇꄧꈴꄉꏃꃅꌋꀉꄉꏭꈀꎭꀕ。 

12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
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原文作

“穿”。下同）怜悯、恩慈、谦虚、
温柔、忍耐的心。13倘若这人与
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
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
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14在
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
心就是联络全德的。15又要叫基
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主；你
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
要存感谢的心。16当把基督的道
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以各
样的智慧，用诗章、颂词、灵
歌，彼此教导，互相劝戒，心
被恩感，歌颂神。17无论做什
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
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 

 

ꐥꐨꀊꏀꐧꋦꆹꑟꐨ 新生活的社会责任 
18ꆍꊇꑮꃀꄻꌠ，ꊨꏦꁦꋠꅇꃅꉐ

ꃅꄡꑟ，ꋍꑠꌋꈐꏭꆹꋭꌠꉬ。19ꆍꊇ

ꌐꃶꄻꌠ，ꆍꑮꃀꉂꌶ，ꋀꄩꄡꇨꄡ

ꊋ。20ꆍꊇꌳꃈꅮꄻꌠ，ꑞꑌꀿꃀꅇ

ꃅꉐꃅꌶ，ꑞꃅꆏ，ꑠꆹꌋꉌꇿꅍꉬ。

18你们作妻子的，当顺服自
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
的。19你们作丈夫的，要爱你们
的妻子，不可苦待她们。20你们
作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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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ꆍꊇꀉꄉꄻꌠ，ꌳꃈꅮꇨꇅꃃꅍꄡ

ꃅ，ꋀꉈꊰꑓꊰꂵ。22ꆍꊇꁏꐚꄻ

ꌠ，ꑞꑌꆍꋧꃅꌌꁈꅇꃅꉐꃅꌶ，ꊾ

ꉌꃹꅍꃅꌠꌟꃅꑓꂿꅺꈨꅉꀉꄂꀨꄡ

ꎹꃅ，ꉌꃀꀋꎪꀋꑴꃅꄉꌋꏦꌋꃪꇬ

ꎷꌶ。23ꑞꃅꄿꂿ，ꉌꂵꇬꄉꃅꇬ

ꎷ；ꊿꎁꃅꀕꌠꀋꉬꃅ，ꌋꎁꃅꀕꌠ

ꌡꌶ；24ꑞꃅꆏ，ꌋꄷꄉꍸꇐꆹꈁꁠꃅ

ꄉꀋꎪꃅꆍꊌꌠꆍꅉꐚ。ꆍꊇꇫꀨ

ꎹꌠꆹꌋꏢꄖꉬ。25ꀋꑗꀋꉬꌠꃅꀊ

ꋨꂷꆹ，ꀋꎪꃅꀋꑗꀋꉬꌠꌌꋋꀱꌠ

ꉬ；ꌊꆹꈐꀋꍣꉈꀋꍣꃅꊿꉚ。 

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21你们作
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
怕他们失了志气。22你们作仆人
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
人，不要只在眼前事奉，像是
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
畏主。23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
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
人做的；24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
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事
奉的乃是主基督。25那行不义
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
偏待人。 

4 ꆍꊇꌌꁈꄻꌠꆏ，ꐽꏡꃅꁏꐚꊝ

ꌶ，ꑞꃅꆏ，ꆍꊇꑌꌌꁈꋍꂷꉬ 
4 你们作主人的，要公公平平

地待仆人，因为知道你们也 
ꉎꇬꐥꌠꆍꅉꐚ。 有一位主在天上。 

 

ꅇꈪꊐ 劝导 
2ꆍꊇꏟꈯꀕꃅꈼꂟ，ꄚꇬꄉꀀꐚ

ꑓꄧꀕꃅꈀꎭꀕꌶ；3ꋍꈭꐨꉪꊇꎁꃅ

ꑌꈼꂟ，ꏃꃅꌋꏭꇗꅉꁊꌠꀃꈈꁉꉪ

ꁳꄷꇖꂟꄉ，ꉪꁳꏢꄖꌧꊋꂾꊋꌠꂁ

ꌤꉉꄎꎻ（ꉡꆹꑠꎁꃅꄉꊿꌌꎸꉗ

ꄀ），4ꉢꁳꅇꂷꉉꋭꌠꇬꈴꄉ，ꌧꊋ

ꂾꊋꌠꂁꌤꑠꄜꋊꅐꇁꎻ。5ꆍꊇꑴ

ꌠꃅꑍꄮꈉꌌꁧꄡꈿꃅ，ꌧꅍꂿꅍꐥ

ꃅꉈꏭꊿꌋꆀꐮꑌꐯꑲꌶ。6ꆍꅇꂷ

ꉐꂷꅉꀕꃅꑖꈈꀕꃅꐙꌶ，ꀋꇊꆏꋂ

ꄻꇬꇯꄉꌠꌡ，ꑠꃅꄉ，ꈍꃅꈀꄸꂷꏭ

ꅇꀱꄡꑟꌠꆍꅉꐚꉆ。 

2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
醒感恩；3也要为我们祷告，求
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
基督的奥秘（我为此被捆锁），
4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
发明出来。5你们要爱惜光阴，
用智慧与外人交往。6你们的言
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
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各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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ꄽꂫꋬꂻꄜꅇ 最后的问安 
7ꉠꉂꇁꅉꌠꃺꑌꄫꏸꇴꆹꌤꉠꃆ

ꂮꈧꌠꈀꐥꃅꉉꆍꇰꌠꉬ。ꋋꆹꀋꎪ

ꀋꎙꌠꏲꌋꃅꊿꂷꉬ，ꉡꌋꆀꐯꇯꌋ

ꁏꏢꄻ。8ꋌꉈꃅꉢꇱꇤꅷꆍꄷꆹꄉ，

ꆍꁳꉪꊇꃆꂮꅉꐚꎻ，ꉈꑴꋌꁳꆍꏭ

ꉌꌒꄀꎽ。9ꉢꉈꑴꉪꊇꀋꎪꀋꎙ、

ꉂꇁꅉꌠꃺꑌꀊꆀꑭꃅꑌꉢꇤꅷꋌꇯ

ꎼꆹ；ꋋꑌꆍꃅꄷꊿꉬ。ꋀꊇꆹꄚꇬ

ꌤꈧꌠꈀꐥꃅꉉꆍꊇꇰꌠꉬ。 

7有我亲爱的兄弟推基古要
将我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他
是忠心的执事，和我一同作主
的仆人。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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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我又打发一位亲爱忠心的兄弟
阿尼西母同去；他也是你们那
里的人。他们要把这里一切的
事都告诉你们。 

10ꉢꈽꄉꏦꑳꇬꀀꌠꑸꆀꄉꇴꆍ

ꏭꋬꂻꄜ。ꀠꇁꀠꀑꑌꌺꂶꈌꑌꆍ

ꊇꏯꋬꂻꄜ，ꂶꈌꋌꂶꃆꂮꃅꇬꆹ，ꉢ

ꆍꊇꏯꀋꄸꄷꋌꆍꉚꇁꑲꆏ，ꆍꇫꋩ

ꇫꏦꄷꅇꁵꋺꀐ。11ꒀꌦꄖꄷꑌꄹꌠ

ꑷꎴꑌꆍꏭꋬꂻꄜ。ꊿꌐꍓꏦꃤꍬ

ꈧꌠꇢꊭꇬ，ꊿꋋꌕꑻꀉꄂꏃꃅꌋꃰ

ꃅꇩꎁꃅꉢꈽꄉꌤꃅ，ꑠꃅꄉ，ꉠꉌꃀ

ꁳꉌꌒꄀꅍꊌꎻ。12ꆍꃅꄷꄉꇁꌠ、

ꏢꄖꑳꌠꁏꐚꑱꀠꃛꑌꆍꏭꋬꂻ

ꄜ。ꋌꅉꀕꃅꊋꇤꏡꇤꄉꆍꎁꃅꈼ

ꂟ，ꆍꊇꏃꃅꌋꉪꐨꈀꐥꌠꇬꄉꐛ

ꒆ、ꑇꐨꉌꊋꇎꃅꑌ、ꉆꈬꃅꉆꄎ

ꅊꇈ。13ꋌꆍꊇꌋꆀꇅꄂꏦ、ꑭꇁ

ꀧꆀꃺꑌꎁꃅꑘꎭꃣꅧꅗ，ꋍꑠꆹꉢꋍ

ꎁꃅꅇꊪꌬꉆꌠꉬ。14ꉂꇁꅉꌠꆅꉁ

ꊿꇊꏦꌋꆀꄂꂷꑋꑌꆍꏭꋬꂻꄜ。

15ꆍꊇꑴꌠꇅꄂꏦꃺꑌꈧꌠꏭꋬꂻꄜ

ꅊꇈ，ꆀꃔꌋꆀꋍꏤꑇꊿꏓꉻꏭꑌꋬ

ꂻꄜ。16ꆍꄯꒉꋌꁬꀘꈭꐨꆏ，ꏮꇅ

10与我一同坐监的亚里达古
问你们安。巴拿巴的表弟马可
也问你们安。（说到这马可，你
们已经受了吩咐，他若到了你
们那里，你们就接待他。）11耶
数又称为犹士都，也问你们
安。奉割礼的人中，只有这三
个人是为神的国与我一同做工
的，也是叫我心里得安慰的。
12有你们那里的人，作基督耶稣
仆人的以巴弗问你们安。他在
祷告之间，常为你们竭力地祈
求，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
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站立
得稳。13他为你们和老底嘉并希
拉波立的弟兄多多地劳苦，这
是我可以给他作见证的。14所亲
爱的医生路加和底马问你们
安。15请问老底嘉的弟兄和宁
法，并她家里的教会安。16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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ꄂꏦꑇꊿꏓꉻꁵꄉꋀꁳꇫꀘꎻ；ꆍꊇ

ꑌꄯꒉꇅꄂꏦꄉꇁꁬꌠꀘ。17ꑸꏸꀮ

ꏭ：“ꀋꎪꃅꋓꉪꁨꄉꌋꈐꏭꄉꊪꄉ

ꌠꌅꅍꃅꎁꈧꌠꃅꌐ”ꄷꉉ。 

念了这书信，便交给老底嘉的
教会，叫他们也念；你们也要
念从老底嘉来的书信。17要对亚
基布说：“务要谨慎，尽你从主
所受的职分。” 

18ꉢ，ꀧꇊꊨꏦꇇꐛꄉꄯꒉꁱꌊ

ꆍꏭꋬꂻꄜ。ꆍꑴꌠꉠꎷꎤꎺꄅꌶ，

ꑆꊋꅉꀕꃅꆍꈽꐥꅊꇈ。 

18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你
们要记念我的捆锁。愿恩惠常
与你们同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