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ꑝꀨꆾꄯꒉ 

希伯来书 

 
ꏃꃅꌋꋍꌺꇇꄧꈴꄉꅇꉉ 神借着他儿子说话 

1 ꏃꃅꌋꆹꀊꆨꃀꅉꄜꊿꈀꐥꌠꇇ

ꄧꈴꄉꀉꑌꃢ、ꀉꑌꁁꏯꃅꁍ 
1 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

多方地晓谕列祖，2就在这 
ꁈꁳꅉꐚꎻꑲꆏ，2ꋧꃅꌐꂫꋋꋏꇬ

ꄉ，ꋍꌺꇇꄧꈴꄉꉉꉪꊇꇰ；ꈍꄮꇯꆐ

ꋋꄻꐥꇐꈀꐥꌠꐴꊛꊿꂶꌠꃅꄉꀐ，

ꋍꇇꄧꈴꄉꋧꃅꈧꌠꑌꄻꋺ。3ꋋꆹ

ꏃꃅꌋꀑꒉꑊꒉꇬꄉꅐꇁꌠꁨꑭꏂꃅ

ꏁꇅꀕꌠꉬ，ꋋꆹꏃꃅꌋꊇꅉꐛꒌꇯ

ꍝꌠꉬ，ꅉꀕꃅꋍꌅꈌꊋꃤꁵꅇꌊꄉ

ꐥꇐꈀꐥꌠꃅꋌꄏꄉꌠꉬ。ꃰꊿꑽ

ꃤꃅꋌꒈꋌꇫꎭꇈ，ꋌꇁꉬꉎꋍꄩꀋ

ꐥꂶꌠꇀꑳꏭꑌ。4ꂒꉻꋌꈀꊪꄉꐴ

ꊛꌠꆹꉬꉎꊩꌺꏭꀋꋌꃅꀊꅰꃅꐤꒉ

ꑲꆏ，ꋋꆹꀉꒉꃅꉬꉎꊩꌺꄩꐂꀐ。 

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
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
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3他是神
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
真像，常用他权能的命令托住
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
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4他所承
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
贵，就远超过天使。 

 

ꌺꂶꌠꆹꀉꒉꃅꉬꉎꊩꌺꄩꐂ 圣子远超过天使 
5ꏃꃅꌋꆹꉬꉎꊩꌺꈀꄸꂷꏭ： 

“ꆎꆹꉠꌺꉬ，ꉢꀃꑍꆎꒆ”ꃅꉉ

ꋺ？ 
ꉈꑴꈀꄸꂷꏭꄐꄉ： 

“ꉡꆹꋍꀉꄉꄻꂯ，ꋋꆹꉠꌺꄻ

5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
个说： 
“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
你”？又指着哪一个说：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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ꂯ”ꃅꉉꋺ？ 子”？ 
6ꉈꑴꆏ，ꏃꃅꌋꋍꌺꒉꁳꋧꃅꂶ

ꌠꇬꇁꎻꄮꇬ，ꋌꑠꃅꉉ： 
“ꏃꃅꌋꊩꌺꇬꈀꐥꌠꃅꋍꏭꀍ

ꃈꄚꌐ”ꄷ。 

6再者，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
时候，就说： 
“神的使者都要拜他。” 

7ꉉꅷꉬꉎꊩꌺꃆꂮꑟꇬꆏ， 
ꋌꉈꑴ： 

“ꏃꃅꌋꆹꃅꆳꋌꌌꋍꊩꌺꃅꄉ，

ꃆꄔꉐꆂꋌꌌꋍꁏꐚꃅꄉ”

ꄷ。 

7论到使者， 
又说： 

“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
役。” 

8ꄚ，ꉉꅷꌺꃆꂮꑟꇬꆏ， 
ꋌꑠꃅꉉ： 

“ꏃꃅꌋꀋ！ꅽꑋꅉꂶꌠꆹꐩꋊꐩ

ꍂꃅꀋꑍꀋꈤ， 
ꅽꇩꏤꌅꈌꆹꊒꆽꀕꌠꉬ。 

8论到子却说： 
 
“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
的， 
你的国权是正直的。 

9ꆏꑖꉬꌠꉌꃹ，ꄷꅠꌠꌁꑷ； 
ꑠꅹ，ꏃꃅꌋ，ꅽꏃꃅꌋꆹꉌꇿ

ꌠꅿꉗꌒꋌꀕꌌꆎꌐꋉ，ꑠꆹꋌ

ꅽꐋꀨꇬꌐꋉꌠꏭꀋꋌꀐ”

ꄷ。 

9你喜爱公义，憎恶罪恶； 
所以神，就是你的神， 
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
同伴。” 

10ꋌꉈꑴ： 
“ꌋꀋ！ꇬꂾꇬꇯꆐꃄꅉꀕꃀꆏꄻ

ꄉꀐ， 
ꃅꃴꑌꅽꇇꊂꉬ。 

10又说： 
“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
基， 
天也是你手所造的。 

11ꃅꃴꃄꅉꐯꇯꈔꑍꁧꄷꑲꑌ，ꆎ

ꆹꄡꇗꇫꐥꇬꎷ； 
ꃅꃴꃄꅉꐯꇯꃢꇓꃢꈜꌟꃅꐤ

ꅉꐤꅉꀉꆹꁧꀐ； 

11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
存； 
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 

12ꃅꃴꃄꅉꆹꃢꇓꃢꈜ꒚ꌠꌟꃅꆏ

꒚ꐯꇯꇁ，ꃅꃴꃄꅉꐯꇯꄺꀱ

ꀐ。 

12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
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 
 



ꑝꀨꆾꄯꒉ  2 681 希伯来书  2 

 

 

ꄚ，ꆏꀉꄂꐩꋊꐩꍂꃅꐛꀋꐈ， 
ꅽꈎꄜꆹꑞꅉꐛꅉꂷꀋꐥ”ꄷ

ꉉ。 

惟有你永不改变， 
你的年数没有穷尽。” 

13ꏃꃅꌋꐥꅷꇁꉬꉎꊩꌺꈀꄸꂷ

ꏭ： 
“ꆏꉠꇀꑳꏭꑌꄉ， 

ꅽꁮꐚꈧꌠꉢꄻꅽꑬꊙꅉꄻꄉ

ꌠꇁꉚꄉ”ꃅꑠꉉꋺ？ 

13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
个说： 
“你坐在我的右边， 
等我使你仇敌作你的脚
凳。” 

14ꉬꉐꊩꌺꆹꌤꃅꆿꃅꌠꒌꉬꄉ，ꁆꌊ

ꊿꈭꋏꑆꊋꊪꊊꇁꈧꌠꎁꃅꊋꅐꌠꀋ

ꉬꅀ？ 

14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
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
吗？ 

 

ꈭꋏꑆꊋꇰꀋꃀꌠ 伟大的救恩 

2 ꑠꅹ，ꉪꊇꀊꅰꃅꇗꅉꉪꈀꈨꋋ

ꈨꋓꉪꁨꄡꑟ。ꑠꀋꉬꑲꆏ，ꉪ 2 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
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 

ꊇꈩꎃꁠꁧꂵ。2ꀋꄸꄷ，ꉬꉎꊩꌺꇇ

ꄧꈴꄉꈀꄜꁊꌠꅇꂷꆹꇯꍝꌠꉬ，ꊿ

ꑽꃤꐆꌠꌋꆀꌊꃅꌋꑽꌠꑞꌌꋀꀱꋭ

ꌠꑞꋀꊌꀐꌠꉬꑲꆏ；3ꈭꋏꑆꊋꑠꒈ

ꒊꌠꉪꇬꉚꀋꁨꇬꆹ，ꉪꊇꈍꃅꄉꑽ

ꃤꂾꁈꄎꂯ？ꈭꋏꑆꊋꑠꂴꇬꂾꆏꌋ

ꊨꏦꉉꌠ，ꊁꆏꊿꇫꈨꈧꌠꊩꀽꉪꇰ

ꀐꌠꉬ。4ꏃꃅꌋꆹꉈꑴꊨꏦꉪꐪꇬ

ꈴꄉ，ꌋꃅꐪꑽꑌ、ꌤꂵꌦꂵꌋ

ꌠ、ꄐꐨꇣꋲꌠꋍꑞꋍꑵꌋꆀꌃꎔ

ꒌꑆꊋꈁꁠꌊ，ꋀꈽꄉꅇꊪꌬꀐ。 

去。2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
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
了该受的报应；3我们若忽略这
么大的救恩，怎能逃罪呢？这
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
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4神
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
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
恩赐，同他们作见证。 

 

ꈭꋏꑆꊋꀹꄻꊿ 救恩的元帅 
5ꉪꊇꈁꉉꌠꊁꇁꋍꑍꋧꃅꂶꌠ

ꆹ，ꏃꃅꌋꂴꏭꄻꉬꉎꊩꌺꁳꏲꀋ

ꎽ。6ꄚ，ꊿꏂꀨꄯꒉꇬꄉꊩꀽꄉꑠꃅ

5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
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6但有人
在经上某处证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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ꉉꌠꐥ： 
“ꊿꑞꂷꌗꌠꉥ，ꆏꇫꉈꇬ； 

ꋧꃅꊿꑞꂷꌗꌠꉥ，ꆏꇫꀨ

ꎸ。 
7ꆏꋌꁳꊼꇅꉬꉎꊩꌺꀋꒊꀕꃅ

ꄉꎻ（ꅀ“ꆏꋌꁳꀂꉗꌺꍈꀉꄂꉬꉎꊩꌺꀋ

ꒊꃅꄉꎻ”ꄷꑌꍑ）， 
ꀑꒉꑊꒉꌋꆀꐤꒉꌠꆏꄻꄂꌆ

ꀍꄟꃅꋌꄀꄉ； 
ꄷꀋꁧ，ꐥꇐꅽꇇꈀꄻꄉꈧꌠ

ꃅꄻꋌꁳꏲꂠꎻꄉ（ꀊꆨꏂꀨꋍꈨꇬ

ꆏ，ꋋꇬꀕꀋꐊ）， 
8ꐥꇐꈀꐥꌠꃅꆏꄻꋍꑭꁆꇂꃴ

ꄔꄉꎻ”ꄷ。 

“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 
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 
 

7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 
（或作“你叫他暂时比天使小”）， 
 
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 
 
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
（有古卷无“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

管理”）， 
8叫万物都服在他的脚下。” 

ꐥꇐꈀꐥꌠꃅꋍꇂꃴꐥꌐꄷꑲꆏ，ꋍ

ꇂꃴꀋꐥꑠꑵꀋꐥ。ꄚ，ꀃꑍꋋꄮꐥ

ꇐꈀꐥꌠꃅꋍꇂꃴꐥꌠꉪꇬꊊꀋꂿꑴ

ꌦ；9ꉬꉎꊩꌺꀋꒊꀕꃅꐙꌠꑳꌠꀉꄂ

ꉪꊌꂿ（ꅀ“ꑳꌠꀂꉗꌹꍈꀉꄂꉬꉎꊩꌺꀋꒊ”ꄷ

ꑌꍑ），ꑞꃅꆏ，ꋌꌦꌠꐒꆅꐨꊝꄉ，ꐤ

ꒉꌠꌋꆀꀑꒉꑊꒉꑠꄂꌆꀍꄟꃅꄉꋌ

ꊌ，ꋌꁳꏃꃅꌋꑆꊋꇬꈴꄉ，ꊿꋍꂷ

ꇬꈀꐥꌠꎁꃅꌦꐨꈌꑟꎻꀐ。10ꂴꏭ

ꐥꇐꈀꐥꌠꃅꏃꃅꌋꃤꉬ，ꑞꑌꋍꄷ

ꄉꅐꇁꌠꉬ；ꌺꈍꑋꋌꏃꀑꒉꑊꒉꅉ

ꇬꃹ，ꑠꃅꄉ，ꋀꈭꋏꌠꀹꄻꊿꂶꌠꁳ

ꎭꌶꅧꌸꐛꅹꃅꄉ，ꐛꒆꄎꎻ，ꏃꃅ

ꌋꑠꃅꌠꆹꊇꅉꇬꇯꆐꋭꋽꌠꉬ。

11ꑞꃅꆏ，ꊿꁳꌃꇁꎔꐛꎻꂶꌠꌋꆀ

ꊿꌃꇁꎔꐛꄎꈧꌠꐯꇯꋍꂷꄷꄉꅐꇁ

ꌠ；ꑠꅹ，ꋌꋀꏭꃺꑌꃅꇴꇬꑌꎲꀋ

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
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
还不见万物都服他；9惟独见那
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或作

“惟独见耶稣暂时比天使小”），因为受
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
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
人尝了死味。10原来那为万物所
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
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
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
本是合宜的。11因那使人成圣的
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
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
不以为耻，12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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ꄏ，12ꋌꄹꇬ： 
“ꅽꂓꆹꉢꄜꉠꃺꑌꇰꂯ， 

ꑇꊿꏓꉻꇬꄉꉢꆎꉙꍗ”ꄷ。 
13ꋌꉈꑴ： 

“ꉡꆹꋋꉘꇉ”ꄷ。ꉈꑴ： 

“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
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 

13又说： 
“我要倚赖他。”又说： 

“ꇬꉚ！ꉡꆹꏃꃅꌋꄻꉢꁳꌠꌳꃈ

ꅮꌋꆀꐯꈽꐥ”ꄷꉉ。 
“看哪！我与神所给我的儿
女。” 

14ꌳꃈꅮꋋꈨꐯꇯꌦꆊꇭꀧꑌꑲꆏ，

ꋋꑌꐯꌟꃅꇁꌊꌦꑌꆊꑌꌠꇭꀧꐛ，

ꑠꃅꄉ，ꋋꆹꉈꃅꋍꊨꏦꌦꃤꇇꄧꈴ

ꄉ，ꌦꈔꇬꌄꇤꌅꈌꐥꌠꑊꋌꌌꁈꂶ

ꌠꋌꅥꆿꐛꀐ。15ꄷꀋꁧ，ꋌꑠꃅꀕ

ꄉ，ꊿꐥꍂꃅꌦꏦꈔꏦꐛꅹꃅꁏꐚꐛ

ꈧꌠ，ꋌꋊꃑꎼꇁꀐ。16ꋋꆹꈍꃅꑌꉬ

ꉎꊩꌺꈭꀋꋏꃅ，ꑸꀨꇁꉴꊂꋊꈭꋏ

ꌠꉬ。17ꑠꅹ，ꋌꀋꎪꃅꑞꑌꋍꃺꑌ

ꌡꄡꑟ，ꑠꃅꄉ，ꋌꏃꃅꌋꌤꑘꇬꄉ

ꉌꆓꑌꌠ、ꀋꎪꀋꎙꌠꆦꑝꌌꁈꐛ，

ꋌꉹꁌꑽꃤꎁꃅꆦꑝꅍꃅꄉꄻꉎ

ꅞ。18ꋍꊨꏦꆹꑊꋌꌌꀕꉪꄉꎭꌶꅧ

ꌸꑲꆏ，ꋌꊿꑊꋌꌌꀕꉪꈧꌠꇇꀤꄎ

ꌠꉬ。 

14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
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
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
鬼，15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
而为奴仆的人。16他并不救拔天
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
裔。17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
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
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
罪献上挽回祭。18他自己既然被
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
的人。 

 

ꑳꌠꆹꃀꑭꏭꀋꋌꃅꇰꀋꃀ 耶稣大过摩西 

3 ꐯꇯꄉꉬꉎꇬꇳꍝꊌꌠꌃꎔꃺ

ꑌꊈꀋ！ꉪꊇꉜꌊꁆꄻꊩꌺ、ꆦ 3 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
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 

ꑝꌌꁈꃅꄉꌠꑳꌠꆹ，ꆍꊇꇬꉨꇬꏡ

ꄡꑟ；2ꋌꋋꌋꋋꄻꂶꌠꎁꃅꀋꎪꀋ

ꎙ，ꀋꇊꆏꃀꑭꏃꃅꌋꑱꈐꈀꐥꌠꇬ

ꄉꀋꎪꀋꎙꌠꌡ。3ꑶꋉꇣꄉꈧꌠꑳ

ꂶꌠꏭꀋꋌꃅꀑꑊꁤꇅꀕꌠꌟꃅ，ꋋ

者、为大祭司的耶稣；2他为那
设立他的尽忠，如同摩西在神
的全家尽忠一样。3他比摩西算
是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
屋的，比房屋更尊荣；4因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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ꆹꃀꑭꏭꀋꋌꃅꀑꒉꑊꒉꀉꑌꃅꊌ

ꋭ；4ꑞꃅꆏ，ꑳꇤꆹꀋꎪꃅꊿꇫꋉꌠ

ꐥ，ꄚ，ꐥꇐꈀꐥꌠꋈꄻꌠꆹꏃꃅꌋ

ꉬ。5ꃀꑭꆹꏃꃅꌋꑱꈐꈀꐥꌠꇬꄉꀋ

ꎪꀋꎙꃅꁏꐚꄻ，ꑠꆹꌤꊁꏭꀋꎪꃅ

ꊿꇫꉉꄜꈧꌠꊩꀽꂿꄷꌠ。6ꄚ，ꏢ

ꄖꆹꌺꃅꄉ，ꏃꃅꌋꑱꈐꏲꂠ；ꀋꄸ

ꄷ，ꉪꊇꐪꊛꄉꈌꒉꉆꌠꉘꇉꐨꌋꆀ

ꉌꂵꀉꒉꌠꑌꅷꐱꁍꑲꆏ，ꉪꊇꆹꋍ

ꑱꈐꉬꀐ。 

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
的就是神。5摩西为仆人，在神
的全家诚然尽忠，为要证明将
来必传说的事。6但基督为儿
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
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
是他的家了。 

 

ꏃꃅꌋꉹꁌꑬꆏ 神子民的安息 
7ꌃꎔꒌꄹꇬ：“ꀋꄸꄷ，ꀃꑍꋍ

ꅇꂷꆍꈨꑲꆏ， 
7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
听他的话， 

8ꉌꂵꆸꉂꀋꉆ，ꇈꈬꇉꃪꇬꄉꋋ

ꆼꁏꇈꋋꌌꉪꄮꇬꄡꌡ。 
8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
我发怒，试探我的时候一
样。 

9ꀊꄶꇬꄉ，ꆍꀋꁌꀋꁧꉡꌌꉪ，

ꄷꀋꁧ，ꋀꊇꃅꐎꇖꊰꈎꂷꉠ

ꃅꐨꉜ。 

9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
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
四十年之久。 

10ꑠꅹ，ꃅꋊꀊꋨꋏꊿꉢꇫꉌꅧꑓ

ꇤꄉ，ꉢ： 
‘ꊿꋋꈨꉌꂵꇬꅉꀕꃅꁍꇑꎴꇉ

ꇬꎷꄉ，ꉠꃅꐨꋀꇬꀋꌧ’ꄷ

ꉉ。 

10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
说： 
‘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
得我的作为！’ 

11ꑠꅹ，ꉢꇨꇅꃃꄉꅇꏤꒃꄉ： 
‘ꋀꊇꈍꃅꑌꉠꑬꆏꅉꇬꃹꀋ

ꉆ’ꄷ”ꄷ。 

11我就在怒中起誓说： 
‘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
息。’” 

12ꃺꑌꊈꀋ！ꆍꊇꋓꉪꁨꄉꌶ，ꆍꈬ

ꄔꊿꋍꈨꋋꈨꀋꑇꌠꄷꅠꉌꃀꑌꄉ，

ꐩꋊꐩꍂꃅꇫꐥꌠꏃꃅꌋꂶꌠꄷꄉꐞ

12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
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
心，把永生神离弃了。13总要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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ꁧꂵ。13‘ꀃꑍ’ꄷꋋꑍꇫꈴꀋꁧ

ꑴꌦꇯꆐ，ꆍꊇꋍꑍꋑꀋꋒꃅꐮꏯꈐ

ꊟꊋꊡꇬꎷ，ꑠꀋꉬꑲꆏ，ꆍꈬꄔꋍꈨ

ꋋꈨꑽꃤꇱꁍꃕꄉꉌꂵꆸꉂꂵ。14ꀋ

ꄸꄷ，ꉪꇫꂿꇯꍝꌠꑇꐨꉌꊋꈧꌠꉪ

ꊇꌭꏟꈯꀕꅷꐱꁍꑲꆏ，ꏢꄖꈐꏭꆹ

ꉪꊇꃤꋍꁧꇫꐊꀐ。15꒰ꀨꇬꑠꃅ

ꉉ：“ꀋꄸꄷ，ꀃꑍꋍꅇꂷꆍꈨꑲꆏ，

ꆍꊇꆹꆍꋋꆼꁏꄮꇬꌟꃅ，ꉌꂵꆸꉂꀋ

ꉆ”ꄷ。16ꀊꋨꄮꇬ，ꊿꋍꅇꂷꈨꇈ

ꋋꆼꁏꌠꆹꈀꄸꉬ？ꃀꑭꐊꉞꏹꄉꅐ

ꇁꌠꋍꏅꈧꌠꀋꉬꅀ？17ꃅꐎꇖꊰꈎꂷ

ꏃꃅꌋꈀꄸꋍꉌꅧꑓꇤꌠꉬ？ꊿꑽꃤ

ꄸꃤꃅꇈꋀꇭꀧꐚꇈꈬꇉꃪꅞꄉꌦꀊ

ꋨꈨꀋꉬꅀ？18ꏃꃅꌋꈀꄸꏭꅇꏤꒃ

ꄉ，ꋀꁳꋍꑬꆏꅉꃹꆹꀋꎽꌠꉬ？ꊿꏃ

ꃅꌋꅇꃅꀋꅲꀊꋨꈨꀋꉬꅀ？19ꑠꃅꉜ

ꎼꇁꇬ，ꋀꊇꀋꑇꐛꅹ，ꋀꊇꆹꏃꃅꌋ

ꑬꆏꅉꇬꃹꆹꀋꄐ。 

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
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
心里就刚硬了。14我们若将起初
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
督里有份了。15经上说：“你们
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
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
16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
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
出来的众人吗？17神四十年之
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
犯罪、尸首倒在旷野的人吗？
18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
的安息呢？岂不是向那些不信
从的人吗？19这样看来，他们不
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
故了。 

 

4 ꑬꆏꅉꇬꃹꉆꄷꌠꈌꁧꐨꇫꋒꑴ

ꌦꑲꆏ，ꉪꊇꏸꏦꄡꑟ，ꑠꀋꉬ 
4 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

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 
ꑲꆏ，ꉪꊇ（“ꉪꊇ”ꑝꇂꉙꇬꆏ“ꆍꊇ”ꃅ

ꅑ）ꈬꄔꇬꊿꊂꀋꂥꄉꇫꊰꇈꌠꐥ

ꂵ。2ꑞꃅꆏ，ꌒꅇꁊꋀꁳꌠꌟꃅ，ꁊ

ꉪꁳꌠꑠꐥ；ꄚ，ꋀꈀꈨꌠꇗꅉꆹꋀꈲ

ꏣꀋꐥ，ꑞꃅꆏ，ꋀꊇꑇꐨꉌꊋꆹꋀꈀ

ꈨꌠꇗꅉꌋꆀꐯꀋꋭ。3ꄚ，ꉪꊇꊿ

ꇬꑅꀐꈧꌠꆹꑬꆏꅉꃹꄎ，ꑠꆹꏃꃅꌋ

ꈁꉉꌠꌡ：“ꉢꇨꇅꃃꇈꑠꃅꅇꏤꒃ

ꄉꉉ：‘ꋀꊇꈍꃅꑌꉠꑬꆏꅉꃹꀋ

ꉆ’ꄷ”ꄷ。ꇯꍝꃅꇬ，ꏃꃅꌋꐥ

我们中间（“我们”原文作“你们”）或
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2因为有
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
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
益，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
见的道调和。3但我们已经相信
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
神所说：“我在怒中起誓说：‘他
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
造物之工，从创世以来已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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ꇐꄻꌠꑘꃤꆹ，ꁍꄻꏃꄻꈭꐨꆏ，ꃅꐛ

ꌐꀐ。4꒰ꀨꋍꈚꇬꑠꃅꀕꐎꏃꑍꀕ

ꌠꃆꂮꉉ：“ꏃꑍꀕꌠꆏ，ꏃꃅꌋꋍ

ꑘꃤꈀꐥꌠꃅꋌꃅꌐꄉ，ꑬꆏꀐ”
ꄷ。5ꉈꑴꋍꈚꆏꑠꃅꉉ：“ꋀꊇꈍ

ꃅꑌꉠꑬꆏꅉꃹꀋꉆ”ꄷ。6ꊿꀋꎪ

ꃅꑬꆏꅉꇬꃹꆹꌠꐥꑴꇬ，ꂴꏭꌒꅇ

ꈨꀊꋨꈨꆹꇫꅇꀋꃅꐛꅹ，ꈏꃹꆹꀋ

ꄐ。7ꑠꅹ，ꈍꑋꈓꐛꈭꐨꆏ，ꋌꄊꃥ

ꄯꒉꇬꄉꉈꑴꃅꑍꋍꑍꏤꄉ，ꂴꏭꈁ

ꉉꌠꌟꃅꑠꃅꉉ： 

全了。4论到第七日，有一处
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
切的工。”5又有一处说：“他们
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6既有必
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
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
7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
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
的说： 

“ꆍꊇꀃꑍꀋꄸꄷꋍꅇꂷꈨꑲꆏ， 
ꉌꂵꆸꉂꀋꉆ”ꄷ。 

“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 
就不可硬着心。” 

8ꀋꄸꄷ，ꑿꎺꑸꋀꁳꑬꆏꎻꀐꑲꆏ，

ꊁꆏꏃꃅꌋꆹꃅꑍꀉꁁꀋꉉꀐ。9ꑠꃅ

ꉜꎼꇁꇬ，ꀋꎪꃅꀉꁁꑬꆏꄹꉇꄷꃅꑍ

ꑠꑍꊏꏃꃅꌋꉹꁌꄉꑴꌦ。10ꑞꃅ

ꆏ，ꑬꆏꅉꃹꌠꆹꊨꏦꑘꃤꀋꃅꀕꑬꆏ

ꀐꌠꉬ，ꑠꆹꏃꃅꌋꋍꑘꃤꀋꃅꀕꑬꆏ

ꀐꌠꌋꆀꐯꌟ。11ꑠꅹ，ꉪꊇꀋꎪꃅ

ꊋꇤꄉꑬꆏꅉꀊꋨꂷꃹ，ꑠꀋꉬꑲꆏ，

ꉪꊇꊿꋍꈨꋋꈨꊿꑇꑌꀋꑇ、ꅇꑌ

ꀋꃅꀊꋨꈨꌷꄉꑇꇐꀂꏽꄉꅞꂵ。 

8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
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
了。9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
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
10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
自己的工，正如神歇了他的工
一样。11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
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
从的样子跌倒了。 

12ꏃꃅꌋꇗꅉꆹꍅꁍꀕ、ꇿꋌꐥ

ꌠꉬ，ꑠꆹꂗꍵꑱꃀꑍꈌꅑꌠꈀꐥꌠꏭ

ꀋꋌꃅꄧ，ꄷꀋꁧꒌꌋꆀꆠ、ꃷꅍꊨ

ꂷꌋꆀꃷꅍꏴꏵꐯꇯꋌꌉꈴ、ꑠꑍ

ꁆꏿꄎꌠꉬ；ꋌꊿꉌꃀꄸꈐꑞꉪꌠ、

ꑞꃅꏾꌠꂯꉬꇮꃅꋌꉜꅐꇁꄎ。13ꄷ

ꀋꁧ，ꐥꇐꈀꄻꄉꌠꃅꋍꂾꄉꄇꇖꀋ

ꇖꌠꋍꑵꑋꀋꐥ；ꐥꇐꈀꐥꌠꆹ，ꑞꑌ

12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
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
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
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
和主意都能辨明。13并且被造
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
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
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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ꉪꏮꋌꁳꌠꌋꂶꌠꂾꄉ，ꄇꇖꀕꃅꁉ

ꄉꌐꌠꉬꅊꇈ。 
的。 

 

ꑳꌠꆹꆦꑝꌌꁈꉬ 耶稣是大祭司 
14ꉪꊇꆹꐕꌊꉬꉎꇬꃹꁧꌠ、ꐤ

ꒉꌠꆦꑝꌌꁈꑠꂷꐥ，ꋋꆹꏃꃅꌋꌺꑳ

ꌠꉬ。ꑠꃅꑲꆏ，ꉪꊇꏟꈯꀕꃅꇗꅉ

ꉪꇫꉉꏚꈧꌠꍬꄡꑟ。15ꑞꃅꆏ，ꉪ

ꆦꑝꌌꁈꂶꌠꆹꉪꊋꁧꐨꋌꇫꉈꁒꀋ

ꄐꌠꀋꉬ；ꋋꑌꉪꊇꌟꃅ，ꌤꑞꇬꑌꌌ

ꉪꅍꊝꋺ，ꄚ，ꋋꆹꑽꃤꀋꐆ。16ꑠ

ꅹ，ꉪꊇꏦꃅꏦꅍꀋꐥꃅꇁꌊꑆꊋꄻ

ꊾꇖꌠꑋꅉꂶꌠꂾꑟ，ꑠꆹꉪꉈꁒꑓ

ꊰꅍꊌ，ꈉꄻꄮꇬ，ꑆꊋꌋꆀꇇꀤꐨ

ꊌꂿꄷꌠ。 

14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
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
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
道。15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
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
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
他没有犯罪。16所以我们只管坦
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
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
的帮助。 

 

5 ꃰꊿꈬꇬꄉꈀꌋꎼꇁꌠꆦꑝꌌꁈ

ꆹ，ꊪꌊꊿꎁꃅꄉꌤꏃꃅꌋꃤꉬ 
5 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

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 
ꌠꀞꄻꄉ，ꈁꁠꌋꆀꑽꃤꋊꌠꆦꑝꅍ

ꑠꄻꉎꅞꂿꄷꌠ（ꅀ“ꑽꃤꎁꃅꈁꁠꌋꆀꆦꑝꅍ

ꄻꉎꅞ”ꄷꑌꍑ）。2ꊿꌧꅍꀋꐥꌠꌋꆀꈜ

ꑽꌠꆹꋌꂄꃅꇫꊝꄎ，ꑞꃅꆏ，ꋍꊨꏦ

ꑌꊋꁧꅍꇱꆼꒆꄉꌠꉬ；3ꑠꅹ，ꋋꆹ

ꉹꁌꌋꆀꋍꊨꏦꎁꃅꆦꑝꄉꑽꃤꋊꄡ

ꑟꌠꉬ。4ꆦꑝꌌꁈꋋꂷꀑꒉꑊꒉꆹ，

ꊿꊨꏦꇬꎷꄉꊌꌠꀋꐥ，ꋋꆹꑸꇍꌟ

ꃅꏃꃅꌋꄷꄉꇳꍝꌠꊌꌠꉬ。 

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或作“要为罪

献上礼物和祭物”）。2他能体谅那愚
蒙的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
也是被软弱所困；3故此，他理
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4这
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惟
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 

5ꐯꌟꃅ，ꏢꄖꑌꋍꊨꏦꀑꒉꑊꒉ

ꎹꄉꆦꑝꌌꁈꄻꌠꀋꉬꃅ，ꋍꏭ：

“ꆎꆹꉠꌺꉬ，ꉢꀃꑍꆎꒆ”ꃅꉉꀊ

ꋨꂷꄷꄉꋌꊌꌠ；6꒰ꀨꀉꁁꋍꈚꇬꑠ

ꃅꉉ：“ꆎꆹꂴꏸꑭꄓꀊꋨꉹꌠꇬꈴ

5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
耀作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
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
你”的那一位；6就如经上又有一
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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ꄉ，ꐩꋊꐩꍂꃅꆦꑝꊿꄻ”ꄷ。7ꏢ

ꄖꇭꀧꃅꐤꄮꇬ，ꋌꏅꄉꐒꉩꏽ，ꑓ

ꁴꅐꄉꈼꂟ，ꋋꈭꋏꄉꋌꁳꀋꌦꄎꌠ

ꌋꂶꌠꏭꇖꂟꇈ，ꋍꈏꇤꊋꇤꄉꑇꌠ

ꒉꄸꃅ，ꈀꈌꁧꄉꌠꋌꊌꀐ。8ꋋꆹꌺ

ꉬꑴꇬ，ꄚ，ꋋꆹꎬꅧꈬꇬꄉꅇꃅꉐꃅ

ꌠꋌꌷꅜꀐ。9ꋌꐛꒆꀐꑲꆏ，ꋋꆹꊿ

ꋍꅇꈀꃅꈧꌠꎁꃅꄉ，ꐩꋊꐩꍂꃅꈭ

ꋏꊌꌠꇁꀦꐛꀐ，10ꏃꃅꌋꆹꂴꏸꑭꄓ

ꀊꋨꉹꌠꇬꈴꄉ，ꋌꁳꆦꑝꌌꁈꄻ

ꎻ。 

次永远为祭司。”7基督在肉体的
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
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
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8他虽
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
学了顺从。9他既得以完全，就
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
的根源，10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
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 

 

ꊿꇗꅉꇬꁏꌠꏭꅇꈪꊐ 警戒叛道的人 
11ꂴꏸꑭꄓꃆꂮꃅꄉꇬꆹ，ꉪꊇꅇ

ꂷꀉꑌꈨꉉꅍꐥ，ꄚ，ꆍꋋꅲꇬꇉꃹ

ꀋꄐꐛꅹ，ꋍꃆꂮꉉꂥꀘꃅꆍꇰꇬꊋ

ꐯꊋ。12ꆍꊇꌶꄟꇬꉜꇬꆹ，ꆍꂘꃀ

ꄻꄡꑟꀐ，ꄚ，ꊿꁳꏃꃅꌋꌃꎔꅇꅉ

ꃀꌷꇐꈧꌠꇬꂾꇬꄉꌌꆍꉙꂘꎻꄻꅐ

ꑴꌦꅊꇈ，ꄷꀋꁧ，ꆍꊇꆹꊿꋚꀉꇨ

ꀉꏦꌠꋠꀋꄐꃅꑍꅝꄻꅐꈨꐛ。13ꑍ

ꀉꄂꅝꄎꌠꆏ，ꉬꇮꃅꇗꅉꑖꉬꌠꋀ

ꇫꋒꀋꌧ，ꑞꃅꆏ，ꋀꊇꆹꀉꑳꌺꉬ；

14ꊿꒆꌟꒉꐛꌠꀉꄂꋚꀉꇨꀉꏦꌠꋠ

ꄎ，ꋀꊇꆹꊨꄅꐨꄜꎟꋺꄉꌧꅍꐥ，ꑠ

ꃅꄉ，ꂄꌠꄸꌠꊨꄅꄎ。 

11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
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
们听不进去。12看你们学习的工
夫，本该作师傅，谁知还得有
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
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
不能吃干粮的人。13凡只能吃奶
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
为他是婴孩；14惟独长大成人
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
习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
了。 

 

6 ꑠꅹ，ꉪꊇꆹꏢꄖꇗꅉꉪꇬꂾꇬ

ꌷꈧꌠꀉꄂꌆꇬꄡꎹꃅ，ꊋꇤꄉ 6 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
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 

ꌧꒆꐛꒆꅈꇬꃹꄡꑟ；ꉈꑴꅉꃀꑠꋈ

ꄻꀋꅐꀐ，ꅺꌡꇬ，ꌦꈔꃅꐨꇬꄉꉪ

ꁏꄺꀱ、ꏃꃅꌋꑇ、2ꋋꑣꏦꃤꋍꑞ

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
懊悔死行、信靠神、2各样洗
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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ꋍꑵ、ꇇꐛꏦꃤ、ꌦꊿꀱꐥꇁꌠꌋ

ꆀꐩꋊꐩꍂꀞꇽꌠꉙꅇꂘꅇꋍꑞꋍꑵ

ꈧꌠ。3ꀋꄸꄷ，ꏃꃅꌋꉬꅲꑲꆏ，ꉪ

ꊇꀋꎪꃅꑠꃅꀕꌠꉬ。4ꊿꑠꈨꐥ，ꁨ

ꑭꇁꋀꌶ、ꉬꉎꑆꊋꈍꃅꐙꌠꋀꊝ

ꋺ、ꉈꑴꌃꎔꒌꇬꑌꋍꁧꐊ、5ꏃꃅ

ꌋꂄꎔꌠꇗꅉꈍꃅꐙꌠꋀꇫꊝꋺ、

ꊁꇁꌅꈌꊋꃤꋀꊝꋺ。ꉉꅷꊿꋋꈨꑟ

ꇬꆏ，6ꀋꄸꄷ，ꇗꅉꋀꍞꇫꎭꑲꆏ，

ꋀꁳꉈꑴꉪꁏꄺꀱꎻꀋꉆꀐ；ꑞꃅ

ꆏ，ꋀꊇꉈꑴꋍꃢꃅꏃꃅꌋꌺꋀꋯꌩ

ꏍꇬꄀꄉ，ꑓꀠꀕꃅꋌꁳꎲꄏꎻ。

7ꑠꆹꃄꅉꏬꌡ，ꂷꉐꈍꑋꃢꃅꐛꇈꒈ

ꊭꑙ，ꉐꀖꉐꇁꇫꋦꄉ，ꊪꏽꊿꌬꅍ

ꐛ，ꑠꃅꄉ，ꏃꃅꌋꄷꄉꌒꃤꊌ；8ꀋꄸ

ꄷ，ꍱꌋꆀꏹꆺꁬꇫꋦꇁꇬꆹ，ꋍꑠꀋ

ꎪꃅꌬꍩꀋꐥ，ꍃꃤꏿꃤꀋꇊꊌ，ꄽ

ꂫꆏꌌꐔꄀꇫꎭ。9ꉂꇁꅉꌠꃺꑌꊈ

ꀋ！ꉪꊇꉉꆹꑠꃅꉉꑴꇬ，ꄡꇗꆍꃅ

ꐨꑽꑌꆹꋋꈨꏭꀋꋌꃅꉾꌠꉪꇬꑅꐯ

ꇬꑅ，ꄷꀋꁧ，ꈭꋏꊌꄉꏽ。10ꑞꃅ

ꆏ，ꏃꃅꌋꆹꀋꑗꀋꉬꌠꀋꉬ，ꆍꊇꃅ

ꐨꑽꑌꌋꆀꆍꊇꋍꂓꎁꃅꇫꅐꇁꌠꉂ

ꐪ，ꋌꇬꀋꎺꌠꀋꉬ；ꆍꉂꐪꆹꀋꉊꆍ

ꌃꎔꌺꀨꎹ，ꀋꃅꑌꀨꎹꑴꌦꌠꑠ

ꉬ。11ꉪꊇꆹꆍꋍꂷꈀꐥꌠꃅꑠꃅꊋ

ꇤꄉ，ꆍꁳꉘꇉꅍꇎꐯꇎꌠꐥꅷꐱꁍ

ꎻꏾ；12ꄷꀋꁧ，ꆍꐵꄡꑷꃅ，ꊿꑇꐨ

ꉌꊋꌋꆀꋰꄿꌠꇇꄧꈴꄉꏃꃅꌋꈌꁧ

ꐨꋀꊪꊊꈧꌠꉜꄉꌷꇬꎷ。 

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3神若许
我们，我们必如此行。4论到那
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
滋味、又于圣灵有份、5并尝过
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权能
的人，6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
叫他们从新懊悔了；因为他们
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
地羞辱他。7就如一块田地，吃
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蔬菜，
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
福；8若长荆棘和蒺藜，必被废
弃，近于咒诅，结局就是焚
烧。9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
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
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10因为
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
做的工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
心，就是先前伺候圣徒，如今
还是伺候。11我们愿你们各人都
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
足的指望，一直到底；12并且不
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
忍耐承受应许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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ꏃꃅꌋꈌꁧꐨꀋꎪꌠ 神确切的应许 
13ꀋꉊꂴꏭ，ꏃꃅꌋꑸꀨꇁꉴꏭꈌ

ꁧꄈꄮꇬ，ꀉꁁꋍꏭꀋꋌꃅꇰꀋꃀꌠ

ꀋꐥꐛꅹ，ꏃꃅꌋꋍꊨꏦꏭꄐꄉꅇꏤ

ꒃꄉꑠꃅꉉ：14“ꉉꅷꌒꃤꃆꂮꑟꇬ

ꆹ，ꉢꀋꎪꃅꌒꃤꀉꒉꃅꄻꆎꇖꌠꉬ；

ꉉꅷꌺꇖꊂꋊꃆꂮꑟꇬꆹ，ꉢꀋꎪꃅ

ꅽꌺꅽꇖꁳꀉꑌꇁꎻ”ꄷ。15ꄚꄉ，

ꑸꀨꇁꉴꆏꀊꉗꃅꋰꄉ，ꊁꆏ，ꏃꃅꌋ

ꈀꈌꁧꄉꈧꌠꋌꊪꊊꀐ。16ꊾꆹꉬꇮ

ꃅꊿꊨꏦꒊꀋꋌꌠꏭꄐꄉꅇꏤꒃꇬ

ꎷ，ꄷꀋꁧ，ꅇꏤꆹꌌꊫꄲꀋꎪꌠꃅ

ꄉ，ꌌꌤꐮꈌꀥꌠꋍꑞꋍꑵꑠꀞꄻ。

17ꈁꉬꇁꌠꐯꌟ，ꏃꃅꌋꆹꊿꋍꈌꁧꐨ

ꊪꄉꐴꊛꈧꌠꁳꋍꉪꐪꆹꄺꀱꀋꉆꌠ

ꅉꐚꎻꏾ，ꄚꄉꋌꅇꏤꒃꄉꌌꊫꄲ

ꃅ。18ꌤꄺꀱꀋꉆꌠꋋꑍꑵꇬꈴꄉ，

ꏃꃅꌋꈍꃅꑌꈰꏅꀋꉆ，ꑠꃅꄉ，ꉪꊇ

ꊿꁾꅉꇬꉜꄉꁈꋋꈨꁳꈐꊟꊋꊡꐨꀉ

ꒉꌠꊌꄉ，ꄻꉪꂾꐕꄉꌠꉘꇉꅍꉪꌭ

ꏟꈯꀕꎻ。19ꉪꊇꆹꉘꇉꐨꋍꑠꐥ，ꀋ

ꇊꆏꒌꆠꇉꇻꇥꉧꌡ，ꈫꑌꈫꈈ，ꇫ

ꉈꊪꑌꉆ，ꄷꀋꁧ，ꈝꃀꁮꅷꂪꌦꀉꒉ

ꁬꌠꇬꃹ。20ꂴꅑꊿꄻꌠꑳꌠꆹꂴꏸ

ꑭꄓꀊꋨꉹꌠꇬꈴꄉ，ꐩꋊꐩꍂꃅꆦ

ꑝꌌꁈꐛꀐꑲꆏ，ꋌꉪꎁꃅꂪꌦꀉꒉ

ꁬꌠꇬꃹ。 

13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
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
指着起誓的，就指着自己起
誓，说：14“论福，我必赐大福
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
孙多起来。”15这样，亚伯拉罕
既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
的。16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起
誓，并且以起誓为实据，了结
各样的争论。17照样，神愿意为
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
旨意是不更改的，就起誓为
证。18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神
决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
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
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19我们有
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
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20作
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
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
为我们进入幔内。 

 

ꂴꏸꑭꄓꆦꑝꊿꉹꌠ 麦基洗德的祭司等次 

7 ꂴꏸꑭꄓꋋꂷꆹꌒꇌꃰꃅꉬ，ꉈ

ꑴꋍꉎꀋꐥꌠꏃꃅꌋꆦꑝꊿꑌ 7 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
是至高神的祭司。他当亚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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ꉬ。ꑸꀨꇁꉴꃰꃅꀉꁁꈧꌠꋌꇱꅥꆿ

ꐛꄉꀱꇀꄮꇬ，ꂴꏸꑭꄓꇁꑸꀨꇁꉴ

ꋨꏦ，ꄷꀋꁧ，ꋬꂻꄻꇬꁳ。2ꑸꀨꇁ

ꉴꑌꋍꈀꐥꅍꊯꁧꋊꋍꁧꋌꄖꇫ

ꇖ。ꂴꏸꑭꄓꂓꋋꂷꁏꎼꇁꇬꆹ

‘ꑖꉬꃰꃅ’ꄷꌠꄜ；ꋌꉈꑴꌒꇌꃰ

ꃅꉬ，ꁏꎼꇁꇬꆹ‘ꋬꂻꃰꃅ’ꄷꌠ

ꄜ。3ꂴꏸꑭꄓꆹꀿꀋꐥꃀꀋꐥ、ꋊ

ꀋꐥꁆꀋꐥ，ꒅꄮꑌꀋꐥ，ꌥꄮꑌꀋ

ꐥ，ꋋꆹꏃꃅꌋꌺꌋꆀꐯꌟ。 

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
迎接他，给他祝福。2亚伯拉罕
也将自己所得来的，取十分之
一给他。他头一个名翻出来，
就是仁义王，他又名撒冷王，
就是平安王的意思。3他无父、
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
命之终，乃是与神的儿子相
似。 

4ꆍꊇꊼꇅꉪꉚ，ꉪꊇꁍꁈꑸꀨꇁ

ꉴꇯꆎꊨꏦꌉꈿꁮꅜꅍꊯꁧꋊꋍꁧꄖ

ꋋꇖꑠ，ꊿꋋꂷꆹꈍꃅꐤꒉꂷꉬꉏ！

5ꆦꑝꌅꅍꃅꑘꊌꌠꆺꃥꌺꇖꆹ，ꁵꅇ

ꊪꌊꄹꏦꇬꈴꄉꉹꁌꄷꊯꁧꋊꋍꁧ

ꎴ；ꉹꁌꋋꈨꆹꊨꏦꃺꑌꉬ。ꋀꊇꆹ

ꑸꀨꇁꉴꇭꀧꇬꄉꅐꇁꌠꉬꑴꇬ（“ꇭ

ꀧ”ꑝꇂꉙꇬꆏ“ꐧꌧ”ꃅꅑ），ꄡꇗꏦꃤꇬ

ꈴꄉꊯꁧꋊꋍꁧꎴ。6ꂴꏸꑭꄓꀉꄂ

ꋀꌋꆀꋍꁯꑭꊂꀋꉬ，ꄚ，ꋌꑸꀨꇁꉴ

ꄷꊯꁧꋊꋍꁧꎴꄉ，ꋬꂻꄻꈌꁧꐨꊌ

ꌠꑸꀨꇁꉴꁵ。7ꌅꅍꃅꎁꀉꒉꂶꌠ

ꋬꂻꄻꌅꅍꃅꎁꀄꊭꂶꌠꁵꑵ，ꋋꆹ

ꇗꅉꀥꀋꉆꏢꉬ。8ꄚꇬꄉꊯꁧꋊꋍ

ꁧꎴꈧꌠꆹꐯꇯꀋꎪꃅꌦꌠꊿꉬꌐ；

ꄚ，ꀊꄶꇬꄉꊯꁧꋊꋍꁧꎴꂶꌠꆹ，ꊿ

ꋍꎁꃅꅇꊪꌬꌠꉉꇬ，ꋋꆹꇫꐥꌠꉬ

ꄷ。9ꄷꀋꁧꑠꃅꉉꉆ，ꊯꁧꋊꋍꁧꎴ

ꌠꆺꃥꆹ，ꋋꑌꑸꀨꇁꉴꇇꄧꈴꄉꊯ

ꁧꋊꋍꁧꏮꀐꌠꉬ；10ꑞꃅꆏ，ꂴꏸꑭ

ꄓꑸꀨꇁꉴꋨꏦꇀꄮꇬ，ꆺꃥꆹꋍꁍꁈ

4你们想一想，先祖亚伯拉
罕将自己所掳来上等之物取十
分之一给他，这人是何等尊贵
呢！5那得祭司职位的利未子
孙，领命照例向百姓取十分之
一，这百姓是自己的弟兄，虽
是从亚伯拉罕身中生的（“身”原文

作“腰”），还是照例取十分之一。
6独有麦基洗德，不与他们同
谱，倒收纳亚伯拉罕的十分之
一，为那蒙应许的亚伯拉罕祝
福。7从来位分大的，给位分小
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理。8在
这里收十分之一的，都是必死
的人；但在那里收十分之一
的，有为他作见证的说，他是
活的。9并且可说那受十分之一
的利未，也是借着亚伯拉罕纳
了十分之一；10因为麦基洗德迎
接亚伯拉罕的时候，利未已经
在他先祖的身中（“身”原文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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ꇭꀧꇬꑌꀐ（“ꇭꀧ”ꑝꇂꉙꇬꆏ“ꐧꌧ”ꃅ

ꅑ）。 
“腰”）。 

11ꀋꉊꂴꏭ，ꉹꁌꆹꆺꃥꊿꆦꑝꌅ

ꅍꃅꑘꇂꃴꄉꄹꏦꊪ，ꀋꄸꄷ，ꌅꅍ

ꃅꑘꋋꈨꇬꈴꄉꐛꒆꄎꑲꆏ，ꉈꑴꑞ

ꃅꆦꑝꊿꀉꁁꑠꂷꒆꇁꄻꅐꑴꌦꌠ

ꉬ？ꑞꃅꆦꑝꊿꀉꁁꂷꑸꇍꀊꋨꉹꌠ

ꀋꈴꃅ，ꂴꏸꑭꄓꀊꋨꉹꌠꇬꈴꄉꃄ

ꄻꅐꑴꌦ？12ꆦꑝꌅꅍꃅꑘꄺꀱꀐꑲ

ꆏ，ꄹꏦꑌꀋꎪꃅꄺꀱꑲꆀꍑ。13ꑞ

ꃅꆏ，ꅇꂷꇬꏭꄐꄉꉉꌠꊿꀊꋨꂷꆹ，

ꀉꁁꁯꑭꊂꉬ，ꊿꀊꋨꁯꑭꊂꆹꐥꅷ

ꇁꆦꑝꇮꊙꂾꄉꌤꃅꋺꂷꀋꐥ。14ꉪ

ꌋꆹꑓꀠꀕꃅꒀꄊꁯꌠꇬꄉꅐꇁꂷ

ꉬ；ꄚ，ꊿꋋꁯꑭꊂꇬ，ꃀꑭꆹꌤꆦꑝ

ꊿꃆꂮꑠꉉꀋꋻ。15ꀋꄸꄷ，ꆦꑝꊿ

ꀉꁁꂴꏸꑭꄓꌋꆀꐯꌟꑠꂷꒆꇁꇬꆹ，

ꉠꅇꂷꆹꀊꅰꃅꄇꇖꀕꀐꌠꉬ。16ꋋ

ꆹꊿꋊꊿꁆꏥꏦꇬꈴꄉꆦꑝꊿꐛꌠꀋ

ꉬꃅ，ꀋꑍꀋꈤꌠꀑꇬꊋꃤꇬꈴꄉꆦ

ꑝꊿꐛꌠꉬ（“ꀋꑍꀋꈤ”ꑝꇂꉙꇬꆏ“ꀜꐡꀋ

ꉆ”ꃅꅑ）。17ꑞꃅꆏ，ꋍꎁꃅꅇꊪꌬꌠ

ꑠꃅꉉ： 

11从前百姓在利未人祭司职
位以下受律法，倘若借这职位
能得完全，又何用另外兴起一
位祭司，照麦基洗德的等次，
不照亚伦的等次呢？12祭司的职
位既已更改，律法也必须更
改。13因为这话所指的人本属别
的支派，那支派里从来没有一
人伺候祭坛。14我们的主分明是
从犹大出来的；但这支派，摩
西并没有提到祭司。15倘若照麦
基洗德的样式，另外兴起一位
祭司来，我的话更是显而易见
的了。16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
属肉体的条例，乃是照无穷之
生命的大能（“无穷”原文作“不能毁

坏”）；17因为有给他作见证的
说： 

“ꆎꆹꂴꏸꑭꄓꀊꋨꉹꌠꇬꈴꄉꐩ

ꋊꐩꍂꃅꆦꑝꊿꄻ”ꄷ。 
“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
远为祭司。” 

18ꏥꏦꂴꏡꌠꆹꊋꁧꌬꍩꀋꐥꐛꅹ，

ꀜꋊꇫꎭꀐ，19（ꄹꏦꑴꅉꆹꋍꑵꑋꋌ

ꋋꃅꐛꀋꋻ）ꑠꃅꄉ，ꉘꇉꐨꀊꅰꃅꎔ

ꃨꑠꏃꈻꌊꇁꀐ，ꉘꇉꐨꋌꑵꇬꊫꄉ，

ꉪꊇꆹꈏꃹꄉꏃꃅꌋꂾꑟꉆ。20ꑳꌠ

18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益，所
以废掉了，19（律法原来一无所
成）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靠
这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面
前。20再者，耶稣为祭司，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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ꆦꑝꊿꄻꇬ，ꋌꅇꏤꀋꒃꃅꄻꌠꀋ

ꉬ。ꊿꀉꁁꈧꌠꆹꆦꑝꌌꁈꐛꄮꇬ，

ꅇꏤꒃꄉꌊꄻꄉꌠꀋꉬ，21ꑳꌠꀉꄂ

ꅇꏤꒃꄉꌊꄻꄉꌠꉬ；ꑞꃅꆏ，ꋋꌊ

ꄻꂶꌠꋍꏭꑠꃅꉉ：“ꌋꅇꏤꒃꀐꑲ

ꆏ，ꈍꃅꑌꉌꆐꀋꅑ，ꆎꆹꐩꋊꐩꍂꃅ

ꆦꑝꊿꄻꌠꉬ”ꄷ。22ꅇꏤꒃꄉꌊ

ꄻꄉꌠꉬꑲꆏ，ꑳꌠꆹꀊꅰꃅꉾꃪꌠ

ꏤꐪꇬꇢꆣꉆꊿꂶꌠꐛꀐ。23ꊿꀋꉊ

ꆦꑝꊿꐛꀊꋨꈨꆹ，ꃷꁨꆹꈍꑋꃅꐥ，

ꄚ，ꌦꃤꇁꈜꄡꄉ，ꋀꊇꀊꉗꃅꐥꀋ

ꄐ。24ꄚ，ꋋꂷꆹꐩꋊꐩꍂꃅꇫꐥꌠ

ꉬꑲꆏ，ꋍꆦꑝꌅꅍꃅꑘꆹꈍꄮꑌꄻ

ꀋꀱ。25ꊿꋋꉘꇉꄉꈏꃹꄉꏃꃅꌋꂾ

ꈀꑟꌠꃅ，ꋌꋀꈭꋏꅷꐱꁍ；ꑞꃅꆏ，

ꋋꆹꐩꋊꐩꍂꃅꇫꐥꄉ，ꋀꎁꃅꇖ

ꂟ。 

是不起誓立的。至于那些祭
司，原不是起誓立的，21只有耶
稣是起誓立的；因为那立他的
对他说：“主起了誓，决不后
悔，你是永远为祭司。”22既是
起誓立的，耶稣就作了更美之
约的中保。23那些成为祭司的，
数目本来多，是因为有死阻
隔，不能长久。24这位既是永远
常存的，他祭司的职位就长久
不更换。25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
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
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 

26ꑠꃅꌃꎔ、ꄷꅠꌠꀋꐥ、ꀋꍍ

ꀋꆀ、ꑽꊿꌋꆀꀊꎴꃅꇢ、ꃅꃴꈧ

ꌠꏭꀋꋌꌠꆦꑝꌌꁈꆹ，ꊇꅉꃅꇬꇯ

ꆐꉪꊇꌋꆀꐮꄉꄐꌠꉬ。27ꋋꆹꆦꑝ

ꌌꁈꀊꋨꈨꌋꆀꐯꀋꌡ，ꋀꊇꆹꋍꑍ

ꋑꀋꋒꀋꎪꃅꂴꆏꊨꏦꑽꃤꎁꃅꆦ

ꑝ，ꊁꆏꉹꁌꑽꃤꎁꃅꆦꑝꄻꅐ；ꑞ

ꃅꆏ，ꋋꆹꋍꃢꀉꄂꃅꊨꏦꋌꄻꉎꅞ

ꄉꌤꋌꐘꋌꃅꐛꀐ。28ꄹꏦꊇꅉꇬꆹ

ꊿꊋꁧꌠꁳꆦꑝꌌꁈꐛꎻꌠ；ꄚ，ꄹ

ꏦꈭꐨꈀꒃꌠꅇꏤꆹ，ꌺꂶꌠꁳꆦꑝ

ꌌꁈꄻꎻꄉ，ꋌꐩꋊꐩꍂꃅꐛꒆ。 

26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
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
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
27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
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
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
上，就把这事成全了。28律法本
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在
律法以后起誓的话，是立儿子
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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ꏤꐪꀊꅰꃅꎔꃨ、ꀊꏀꌠꆦꑝꌌꁈ 更美更新之约的大祭司 

8 ꉪꈁꉉꌠꌤꈧꌠꇬ，ꀋꉬꀋꉆꌠ

ꆹ，ꉪꊇꆦꑝꌌꁈꑠꃅꐙꂷꐥ， 8 我们所讲的事，其中第一要
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 

ꋋꆹꉬꉎꇬꋍꉎꀋꐥꂶꌠꑋꅉꇀꑳꏭ

ꑌꀐ。2ꋋꆹꌃꎔꅉꌋꆀꁁꑳꇯꍝꈚ

ꌠꇬꄉꏲꌋꃅꊿꄻ；ꁁꑳꋋꂷꆹꊿꄵ

ꄉꌠꀋꉬꃅꏃꃅꌋꄵꄉꌠ。3ꆦꑝꌌ

ꁈꈀꐥꌠꃅꌌꈁꁠꌋꆀꆦꑝꅍꌞꂿꄷ

ꄉꌊꄻꄉꌠ，ꑠꅹ，ꆦꑝꌌꁈꋋꂷꑌ

ꀋꎪꃅꌞꅍꁵꅍꐥꌶ。4ꀋꄸꄷ，ꋌ

ꃄꅉꇬꐥꑲꆏ，ꋋꆹꈍꃅꑌꆦꑝꌌꁈ

ꄻꀋꉆꌠ，ꑞꃅꆏ，ꃄꅉꇬꆹꆦꑝꊿꄹ

ꏦꇬꉜꄉꈁꁠꌞꁵꌠꐥꀐ。5ꋀꇫꀨ

ꎹꌠꌤꊇꅉꆹꉬꉎꇬꌤꈧꌠꐛꐪꌋꆀ

ꁰꒌꉬ，ꑠꃅꄉ，ꃀꑭꁁꑳꄵꂿꄷꄮ

ꇬ，ꏃꃅꌋꋍꏭꅇꈪꊐ，ꋍꏭ：“ꆏ

ꑴꌠꋓꉪꁨꄉ，ꑞꃅꄿꂿ，ꆎꆹꑞꑌꁦ

ꀑꇬꄉꅽꏯꄐꌐꄉꈧꌠꇬꈴꄉꃅꇬ

ꎷ”ꄷ。6ꀃꑍꋋꄮꑳꌠꈁꊌꌠꌅꅍ

ꃅꑘꆹꀊꅰꃅꎔꇁꃨꌠꉬ，ꑞꃅꆏ，ꋋ

ꆹꀊꅰꃅꎔꇁꃨꌠꏤꐪꇢꆣꉆꊿꂶꌠ

ꄻꀐ；ꏤꐪꋌꑵꆹꀊꅰꃅꎔꇁꃨꌠꈌ

ꁧꅍꇬꈴꄉꏤꄉꌠꉬ。7ꀋꄸꄷ，ꏤ

ꐪꂴꑵꌠꆐꀋꅑꑲꆏ，ꏤꐪꊁꑵꌠꌌ

ꋍꎃꊐꄻꀋꅐꀐ。8ꑠꅹ，ꌋꋍꉹꁌꏭ

ꊨꀖ（ꅀ“ꑠꅹ，ꌋꏤꐪꀉꆹꀋꇎꀋꂪꐨꇬꄐꄉꉉ”

ꄷꑌꍑ），ꋌꄹꇬ： 

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
座的右边，2在圣所，就是真帐
幕里作执事；这帐幕是主所支
的，不是人所支的。3凡大祭司
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
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
的。4他若在地上，必不得为祭
司，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
的祭司。5他们供奉的事本是天
上事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
将要造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
他，说：“你要谨慎，作各样的
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
样式。”6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位是
更美的，正如他作更美之约的
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
立的。7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
无处寻求后约了。8所以主指责
他的百姓说（或作“所以主指前约的缺

欠说”）： 

“ꃅꑍꑟꇁꂯꀐ，ꉡꆹꑱꌝꆀꁯꌠ

ꌋꆀꒀꄊꁯꌠꏭꏤꐪꀊꏀꒃ

ꂯ， 

“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
和犹大家另立新约， 

9ꑠꆹꋀꀋꁌꀋꁧꇇꁉꄷꉢꈻꌊ， 9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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ꉞꏹꄉꉢꏃꅐꇀꄮꇬ，ꏤꐪꋀꊇ

ꌋꆀꈁꏤꄉꑵꌠꀋꌡ； 
ꑞꃅꆏ，ꋀꊇꆹꉌꊫꑌꃅꉠꏤꐪ

ꀋꍬ，ꉡꑌꋀꀋꉜꋀꀋꅲ。 
ꑠꆹꌋꉉꌠ”ꄷ。 

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
们所立的约； 
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
我也不理他们。 
这是主说的。” 

10ꌋꉈꑴꑠꃅꉉ： 
“ꃅꑍꀊꋨꄮꈭꐨ，ꏤꐪꉢꑱꌝꆀ

ꁯꌠꌋꆀꒃꄉꑵꌠꆹꑠꃅꐙ： 
ꉡꆹꉠꄹꏦꉢꄻꋀꄸꈐꇬꊐꄉ，

ꁱꋀꉌꂵꇬꄀꄉ； 
ꉡꆹꋀꏃꃅꌋꄻ， 
ꋀꊇꆹꉠꃰꊿꄻ。 

10主又说： 
“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
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 
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
面，写在他们心上； 
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
我的子民。 

11ꋀꊇꈀꄸꑌꂱꑱꃷꇎꌋꆀꂱꑱ

ꃺꑌꏭ：‘ꌋꆏꌧꄡꑟ’ꃅꉙ

ꂘꄻꀋꅐ； 
ꑞꃅꆏ，ꋀꀄꊭꇊꀄꊭꂶꌠꇬ

ꄉꅑꅸꀉꒉꇊꀉꒉꂶꌠꑟꌠꃅ

ꀋꎪꃅꉢꌥꌐ。 

11他们不用各人教导自己的乡
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
认识主’； 
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
的，都必认识我。 

12ꉡꆹꋀꀋꑗꀋꉬꌠꄻꋀꏆ，ꋀꑽ

ꃤꄸꃤꑌꉢꎺꀋꄉꀐ”ꄷ。 
12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 
不再记念他们的罪愆。” 

13ꏤꐪꀊꏀꄷꉉꑲꆏ，ꏤꐪꂴꑵꌠꆹꀉ

ꆹꀐ；ꄚ，ꐤꅉꀉꆹꅉꑟ、ꐤꅉꊯꅉ

ꑟꌠꆹꈍꃅꑌꐘꀋꈨꁧꂯꄉꀐ。 

13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
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
有了。 

 

ꉬꐮꇬꌋꆀꉬꉎꇬꌃꎔꅉ 在地上和天上的圣所 

9 ꂴꏭꏤꐪꑵꌠꇬꆹꀍꃈꄚꌠꏥꏦ

ꌋꆀꋧꃅꃤꌃꎔꅉꏥꏦꇫꐊ。 9 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
世界的圣幕。2因为有预备 

2ꑞꃅꆏ，ꁁꑳꄐꏤꄉꀐꌠꐥ，ꁁꑳꂴ

ꁨꌠꆹꄻꌃꎔꅉꂓꄉ，ꈐꏭꂷꇭꄉ

ꅍ、ꇮꊙꌋꆀꄻꇫꎆꄉꌠꎬꁱꑠꇫ

ꎍ。3ꁿꅍꂪꌦꑍꁬꀕꌠꊂꆈꆏ，ꉈ

的帐幕，头一层叫作圣所，里
面有灯台、桌子和陈设饼。3第
二幔子后又有一层帐幕，叫作
至圣所，4有金香炉（“炉”或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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ꑴꁁꑳꁨꇬꐙ，ꁁꑳꋋꁨꆹꄻꌃꎔꋍ

ꉎꀋꐥꅉꂓꄉ，4ꑳꋋꁨꈐꏭꆏꏂꌊꄻ

ꄉꌠꅿꉗꌒꋌꄔꅍ（ꅀ“ꅿꉘꌒꋌꄔꅉꇮꊙ”

ꄷꑌꍑ）ꌋꆀꏁꇙꄉꌠꏤꐪꇮꊙꂶꌠꇫ

ꎍ，ꏤꐪꇮꊙꇬꆏꂸꇂꊐꅍ꒰ꄢꌺꂷ

ꌋꆀꑸꇍꄯꁯꅿꁮꇙꋺꏡꌠꇬꀀ，ꉈ

ꑴꏤꐪꇓꏪꀊꋨꑍꀻꑌꇬꀀ。5ꏤꐪ

ꇮꊙꋋꂷꄩꆏ，ꀑꒉꑊꒉꌠꏸꇊꀨꁰ

ꒌꑠꇁꑆꊋꄻꊿꁳꌠꑋꅉꂶꌠꄩꉱ

（“ꑆꊋꄻꊿꁳ”ꑝꇂꉙꇬꆏ“ꑽꃤꉱ”ꃅꅑ）。

ꉢꀋꃅꑭꀕꋧꋪꃅꋋꈨꉉꂥꀘꀋꉆ。

6ꌬꅍꋋꈨꑠꃅꄐꏤꄉꌐꀐꑲꆏ，ꆦꑝ

ꊿꈧꌠꆏ，ꅉꀕꃅꁁꑳꇬꂾꁨꌠꇬꃹ

ꄉ，ꏃꃅꌋꏭꆦꑝꌠꇗꅉꃅ。7ꁁꑳ

ꑍꁨꀕꌠꆹ，ꆦꑝꌌꁈꀉꄂꋍꈎꋍꃢ

ꋍꊨꏦꃅꇁꈏꃹꄉ，ꌦꅪꌌꄉꊨꏦꌋ

ꆀꉹꁌꑽꃤꀋꋓꀋꉪꃅꐆꈧꌠꎁꃅꆦ

ꀋꑝꌠꀋꐥ。8ꌃꎔꒌꆹꑠꃅꄉꐝꉅ

ꃅꄐꌐ，ꁁꑳꂴꁨꌠꄡꇗꇬꐙꑴꌦꄮ

ꇬ，ꌃꎔꋍꉎꀋꐥꅉꇬꃹꌠꈜꃀꆹꄻ

ꊿꀋꀨꑴꌦꄷ。9ꁁꑳꂴꁨꌠꆹꀃꑍ

ꋋꄮꌡꀠꂷꉬ，ꌞꁵꌠꈁꁠꌋꆀꆦꑝ

ꅍꆹ，ꂄꄸꌧꌠꉌꂵꇬꈴꄉꉉꇬ，ꈍꃅ

ꑌꀍꃈꄚꊿꈧꌠꁳꐛꒆꎻꀋꄐ。10ꌤ

ꋋꈨꌋꆀꋠꅍꅝꒉ、ꋍꑞꋍꑵꒈꋌꒈ

ꑻꏥꏦꀊꋨꈨꆹ，ꐯꇯꇭꀧꎸꃤꏥꏦ

ꀉꄂꉬꌐ，ꏥꏦꑠꆹꌬꅷꑞꑌꄺꀱꄈ

ꄮꇬꑟ。 

“坛”），有包金的约柜，柜里有盛
吗哪的金罐和亚伦发过芽的
杖，并两块约版；5柜上面有荣
耀基路伯的影罩着施恩座（“施恩”

原文作“蔽罪”）。这几件我现在不能
一一细说。6这些物件既如此预
备齐了，众祭司就常进头一层
帐幕，行拜神的礼。7至于第二
层帐幕，惟有大祭司一年一次
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
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8圣灵用
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
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
明。9那头一层帐幕作现今的一
个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
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
人得以完全。10这些事，连那饮
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都不过
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振兴
的时候为止。 

11ꄚ，ꀋꃅꏢꄖꇫꑟꇁꀐꄉ，ꋌꊁ

ꇁꋍꑍꌤꎔꇂꃨꈧꌠꆦꑝꌌꁈꄻꀐ，

ꋌꁁꑳꀊꅰꃅꇰꀋꃀ、ꀊꅰꃅꐛꒆ

11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作
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
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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ꂶꌠꇬꈴ；ꁁꑳꋋꂷꆹꊿꇇꄻꄉꌠꀋ

ꉬ，ꋧꃅꋋꂷꃤꑌꀋꉬ；12ꄷꀋꁧ，ꋌ

ꍶꌦꌋꆀꇂꇤꌺꌦꌌꆦꀋꑝꃅ，ꊨꏦ

ꌦꅪꌊꆦꑝꄉ，ꋌꌃꎔꋍꉎꀋꐥꅉꇬ

ꋍꃢꀉꄂꃹꇈ，ꐩꋊꐩꍂꃅꑽꃤꇬꄉ

ꋊꎼꇁꌠꌤꑠꋌꃅꐛꀐ。13ꀋꄸꄷ，

ꍶꌦꌋꆀꇂꁮꌦ、ꑍꃀꐗꋧꐛꃀꐛꌠ

ꑠꄻꊿꁧꀋꎴꌠꇭꀧꇬꎭꇬꂯ，ꊿꁳ

ꌃꇁꎔꐛ、ꇭꀧꁦꎴꅐꄎꎻꑲꆏ；

14ꏢꄖꌦꅪꆹꀊꅰꃅꆍꊇꉌꂵꋌꒈꋌ

ꁦꎴꅐꌠꀋꉬꅀ（“ꉌꂵ”ꑝꇂꉙꇬꆏ“ꂄꄸ

ꌧꌠꉌꂵ”ꃅꅑ）？ꑞꃅꆏ，ꏢꄖꆹꐩꋊꐩ

ꍂꌠꒌꇇꄧꈴꄉ，ꊨꏦꆐꀋꅑꃅꋌꌞ

ꏃꃅꌋꁵ，ꆍꌦꈔꃅꐨꑽꑌꋌꌩꎳꇫ

ꎭꄉ，ꆍꁳꐥꋊꐥꍂꃅꇫꐥꌠꏃꃅꌋ

ꀨꎹꎻ。 

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
的；12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
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
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
13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
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
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14何况
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
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
能洗净你们的心（原文作“良心”），
除去你们的死行，使你们事奉
那永生神吗？ 

15ꑠꅹ，ꋋꆹꏤꐪꀊꏀꌠꇢꆣꉆꊿ

ꂶꌠꄻꀐ，ꋌꌦꄉꏤꐪꀉꆹꄮꇬꊿꈀ

ꐆꌠꑽꃤꋊ，ꑠꃅꄉ，ꊿꈀꇴꈀꍝꄉ

ꌠꁳꈌꁧꄉꌠꐩꋊꐩꍂꍸꇐꈧꌠꊌ

ꎻ。16ꃴꂷꋜꅇꆹꊿꃴꂷꋜꂶꌠꌦꈭ

ꐨꑲꆀꅇꌗꉆ（“ꃴꂷꋜ”ꑝꇂꉙꇬꆏꁱꂷ

“ꏤꐪ”ꑍꂷꌠꌡ）；17ꑞꃅꆏ，ꃴꂷꋜꂶꌠ

ꌦꈭꐨꑲꆀ，ꃴꂷꋜꅇꇿꋌꐥ；ꊿꃴ

ꂷꋜꂶꌠꇫꐥꑴꌦꑲꆏ，ꃴꂷꋜꅇꆹ

ꇿꋌꐥꑴꅀ？18ꑠꅹ，ꏤꐪꂴꑵꌠꑌꌦ

ꅪꌌꄉꀋꏤꌠꀋꉬ；19ꑞꃅꆏ，ꃀꑭꆹ

ꄹꏦꇬꈴꄉꏥꏦꋍꑞꋍꑵꄜꉹꁌꋍꏅ

ꇰꈭꐨꆏ，ꋌꍶꑐꅩꍠꀕꌠꌋꆀꆽꀍ

ꁬꌌꇂꇤꌺꌦ、ꍶꌦꌋꆀꀆꐒꍀꄉ，

ꄻꄯꒉꇬꎭ，ꉈꑴꄻꉹꁌꈧꌠꇭꀧꑌ

15为此，他作了新约的中
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
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
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16凡有
遗命，必须等到留遗命的人死
了（“遗命”原文与“约”字同）；17因为
人死了，遗命才有效力；若留
遗命的尚在，那遗命还有用处
吗？18所以前约也不是不用血立
的；19因为摩西当日照着律法将
各样诫命传给众百姓，就拿朱
红色绒和牛膝草，把牛犊、山
羊的血和水洒在书上，又洒在
众百姓身上，说：20“这血就是
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21他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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ꎭꄉꑠꃅꉉ：20“ꌦꅪꋋꈨꆹꏃꃅꌋ

ꆍꊇꌋꆀꏤꐪꒃꌠꊫꌐꉬ”ꄷ。

21ꋌꉈꑴꐯꌟꃅꌦꅪꈧꌠꋌꌌꁁꑳꌋ

ꆀꌬꅍꋍꑞꋍꑵꈧꌠꇬꎭꌐ。22ꄹꏦ

ꇬꈴꄉꉜꇬꆹ，ꐥꇐꈀꐥꌠꃅꌦꅪꇱ

ꎼꁦꎴꌠꉬꌐꄉꏽ，ꀋꄸꄷ，ꌦꀋꅐ

ꑲꆏ，ꑽꃤꆹꈍꃅꑌꏆꃤꊌꀋꄐꌠ

ꉬ。 

照样把血洒在帐幕和各样器皿
上。22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
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
就不得赦免了。 

 

ꏢꄖꆦꑝꅍꐛꄉ，ꑽꃤꋌꇱꌩꎳꇫꎭ 基督献己为祭除掉了罪 
23ꑠꅹ，ꉬꉎꎊꈬꐛꐪꇬꉜꄉꄻꄉ

ꌠꎊꈬꆹꀋꎪꃅꆦꑝꅍꋋꈨꌌꄉꁦꎴ

ꄻꅐ；ꄚ，ꉬꉎꇬꎊꈬꈧꌠꊨꏦꆹꀋꎪ

ꃅꆦꑝꅍꀊꅰꃅꎔꌠꌌꄉꁦꎴꄻ

ꅐ。24ꑞꃅꆏ，ꏢꄖꆹꌃꎔꅉꊿꇇꌌ

ꄻꄉꑠꂷꇬꃹꆹꌠꀋꉬꃅ（ꋋꆹꌃꎔꅉ

ꇯꍝꀕꂶꌠꒋꒌꀉꄂꉬ），ꉬꉎꇬꃹ

ꀐꌠꉬ，ꀃꑍꋋꄮꆏ，ꋌꉪꎁꃅꏃꃅꌋ

ꂾꑟꀐ；25ꋋꆹꀉꑌꃢꃅꊨꏦꋌꌞꉎ

ꅞꌠꀋꉬ，ꋋꆹꆦꑝꌌꁈꈧꌠꌟꃅ，ꋍ

ꈓꋑꀋꋒꇌꌦꍶꌦꌌꄉꋍꉎꀋꐥꌠꌃ

ꎔꅉꇬꃹꇬꎷꌠꀋꉬ（“ꇌꌦꍶꌦ”ꑝꇂꉙ

ꇬꆏ“ꀉꁁꌦꅪꉬ”ꃅꅑ）。26ꀋꄸꄷꑠꆹꉬ

ꑲꆏ，ꁍꄻꏃꄻꈭꐨꅑꅸꇁꌠ，ꏢꄖꆹ

ꈍꑋꃢꃅꎬꅧꄻꅐꀐ；ꄚ，ꋋꆹꀃꑍꋋ

ꄮꋧꃅꌐꂫꇬꄉꋍꃢꀉꄂꃅꇫꅐꇁ，

ꊨꏦꋌꌌꆦꑝꅍꃅꌞꉎꅞꄉ，ꑽꃤꋌ

ꌩꋌꎵꇫꎭꌐꀐ。27ꏥꏦꇬꏤꄉꇬ，

ꊿꈀꄸꑌꋍꃢꌦ，ꌦꈭꐨꀞꇽꊝ。

28ꑠꃅꄉ，ꏢꄖꋍꃢꀉꄂꃅꋍꀑꇬꋌꌞ

ꌊꄉꊿꈍꑋꑽꃤꀵꄜꀐꑲꆏ，ꊁꇁꋍ

ꑍꋌꊿꋋꇁꉚꈧꌠꂾꑍꃢꀕꌠꇫꅐꇀ

23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必
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那天
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
去洁净。24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
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
圣所的影像），乃是进了天堂，
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25也不
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那大祭
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
（“牛羊的血”原文作“不是自己的血”）。
26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
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
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
好除掉罪。27按着定命，人人都
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28像这
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
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
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
关，乃是为拯救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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ꄮꇬꆏ，ꑽꃤꌋꆀꐮꃆꂮꀋꐥꃅ，ꋀ

ꈭꋏꇁꌠꉬ。 
 

10 ꄹꏦꆹꊁꇁꋍꑍꌤꎔꇁꃨꈧꌠ

ꁰꒌꉬ，ꌤꈧꌠꐛꐪꇯꍝꌠꀋ 10 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
儿，不是本物的真像，  

ꉬ。ꑠꃅꑲꆏ，ꈍꃅꑌꋍꈓꋑꀋꋒꆦ

ꑝꅍꐯꌟꌠꌊꆦꑝꌠꇇꄧꈴꄉ，ꊿꁨ

ꃹꇁꈧꌠꁳꐛꒆꎻꀋꄐ。2ꑠꀋꉬꑲ

ꆏ，ꆦꑝꌠꌤꆹꀋꉊꈍꄮꇯꆐꀋꆏꌦ

ꅀ？ꑞꃅꆏ，ꀍꃈꄚꌠꊿꆹꁦꎴꅐꑲ

ꆏ，ꋀꂄꄸꌧꌠꉌꂵꆹꑽꃤꐥꏭꃅꀋ

ꐛꀐ。3ꄚ，ꆦꑝꅍꋋꈨꆹꊿꋌꎼꋍꈓ

ꋑꀋꋒꉪꇁꑽꃤꈧꌠꄀꇬꎷ；4ꑞꃅ

ꆏ，ꇂꁮꌦꌋꆀꍶꌦꆹꈍꃅꑌꑽꃤꌩ

ꎳꀋꄐ。 

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
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
2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
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
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
了。3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
起罪来；4因为公牛和山羊的
血，断不能除罪。 

5ꑠꅹ，ꏢꄖꋧꃅꋋꂷꇬꑟꇁꄮ

ꇬ，ꋌꑠꃅꉉ： 
“ꏃꃅꌋꀋ！ꆦꑝꅍꌋꆀꈁꁠꆹꆏ

ꇫꈁꀋꏾꌠ， 
ꆎꆹꇭꀧꆏꄐꏤꉢꁳꄉꋺꀐ； 

5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
就说： 
“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
意的， 
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 

6ꐔꄀꆦꑝꅍꌋꆀꑽꃤꋊꆦꑝꅍ

ꑠꆹꆏꇫꉌꀋꃹ。 
6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
的。 

7ꀊꋨꄮꇬꉡꆏ：‘ꏃꃅꌋꀋ！ꉢ

ꇁꀐ， 
ꑠꆹꅽꉪꐪꇬꈴꄉꃅꂿꄷꌠ； 
ꉠꌤꆹꁱꎭꆱꄯꒉꇬꄀꄉꀐ’

ꄷꉉ”ꄷ。 

7那时我说：‘神啊，我来
了， 
为要照你的旨意行； 
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
了。’” 

8ꂴꏭꈁꉉꌠꆏ：“ꆦꑝꅍꌋꆀꈁꁠ，

ꐔꄀꆦꑝꅍꌋꆀꑽꃤꋊꆦꑝꅍꑠꆹꆏ

ꇫꈁꀋꏾ，ꆏꇫꉌꑌꀋꃹ（ꋋꈨꆹꉬꇮ

ꃅꄹꏦꇬꈴꄉꌞꌠꉬ）”ꄷꌠ。9ꊁ

8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
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
你不喜欢的（这都是按着律法
献的）。”9后又说：“我来了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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ꆏ，ꋌꄹꇬ：“ꉢꅽꉪꐪꇬꉜꄉꃅꂿ

ꄷꇁꀐ”ꄷ。ꑠꃅꉜꎼꇁꇬ，ꏤꐪꊁ

ꏡꌠꏤꂿꄷꐛꅹ，ꏤꐪꂴꏡꌠꋌꀜꋊ

ꇫꎭꀐ。10ꉪꊇꆹꏃꃅꌋꉪꐪꇬꈴ

ꄉ，ꑳꌠꏢꄖꊨꏦꇭꀧꋍꃢꀉꄂꃅꋌ

ꄻꉎꅞꄉ，ꉪꌃꇁꎔꐛꄎ。11ꆦꑝꊿ

ꈀꐥꌠꃅ，ꋍꑍꋑꀋꋒꃅꇬꉆꄉꏃꃅ

ꌋꀨꎹ，ꈍꑋꃢꃅꆦꑝꅍꐯꌟꌠꌌꆦ

ꑝ，ꆦꑝꅍꋋꈨꆹꈍꄮꑌꑽꃤꌩꎳꀋ

ꄐ。12ꄚ，ꏢꄖꆹꐩꋊꐩꍂꃅꑽꃤꋊ

ꌠꆦꑝꅍꋍꃢꀉꄂꄻꉎꅞꈭꐨꆏ，ꋌ

ꇁꏃꃅꌋꇀꑳꁆꏯꑌꀐ；13ꋋꈭꐨꆏ，

ꋋꆹꋍꁮꐚꉬꇮꋍꑬꊙꅉꐛꄮꇁꉚ。

14ꑞꃅꆏ，ꋌꋍꃢꆦꑝꇈ，ꊿꌃꇁꎔꐛ

ꌠꁳꐩꋊꐩꍂꃅꐛꒆꎻ。15ꌃꎔꒌꑌ

ꉪꏭꅇꊪꌬꀐ；ꑞꃅꆏ，ꋌꑠꃅꉉꋺ： 

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
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的。10我
们凭这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
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
圣。11凡祭司天天站着事奉神，
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
永不能除罪。12但基督献了一次
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
坐下了；13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
他的脚凳。14因为他一次献祭，
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
全。15圣灵也对我们作见证；因
为他既已说过： 

16“ꌋꄹꇬ，ꃅꑍꀊꋨꄮꈭꐨꆏ， 
ꉡꌋꆀꋀꊇꈁꏤꄉꌠꏤꐪꆹꑠ

ꃅꐙ： 
ꉠꄹꏦꆹꉢꁱꋀꉌꂵꇬꄀꄉꂯ， 
ꉈꑴꄻꋀꈐꏭꊐꄉꂯ”ꄷ。 

16“主说：那些日子以后， 
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
样： 
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
上，又要放在他们的里
面。” 

17ꊁꆏꋌ： 
“ꉡꆹꋀꑽꃤꄸꃤꌋꆀꄹꏦꐆꌠ

ꃅꐨꑽꑌꉢꎺꉌꂵꇬꊐꀋꄉꀐ

ꌠꉬ”ꄷꉉ。 

17以后就说： 
“我不再记念他们的罪愆和他
们的过犯。” 

18ꑽꃤꄸꃤꋋꈨꏆꃤꊌꀐꑲꆏ，ꑽꃤ

ꎁꃅꆦꑝꄻꀋꅐꀐ。 
18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再
为罪献祭了。 

 

ꈐꊟꊋꊡꅍꌋꆀꅇꈪꊐꅍ 劝勉和警戒 
19ꃺꑌꊈꀋ！ꉪꊇꑳꌠꌦꅪꐛꅹ 19弟兄们，我们因耶稣的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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ꃅꁨꀕꄏꀕꃅꌃꎔꋍꉎꀋꐥꅉꃹꆹ，

20ꑠꆹꋍꇇꄧꈴꄉꈝꃀꏀꑌꀊꏀ、ꍄ

ꑌꍅꁍꀕꑠꏢꋌꀺꉪꁳꄉ，ꂪꌦꁬꌠ

ꇬꈴꆹ，ꂪꌦꋌꁬꆹꋍꇭꀧꉬ；21ꉈꑴ

ꆦꑝꌌꁈꂷꏃꃅꌋꑱꈐꏲꂠ，22ꄷꀋ

ꁧ，ꉪꄸꈐꇬꉌꂵꈴꀋꄿꈧꌠꌩꎳꇫ

ꎭꀐ，ꇭꀧꆹꀆꐒꐝꍠꀕꌠꌊꒈꋌꁦ

ꎴꀐ，ꑠꉬꑲꆏ，ꉪꊇꉌꂵꀋꎪꀋ

ꑴ、ꑇꐨꉌꊋꇎꐯꇎꃅꑌꄉꇁꏃꃅ

ꌋꂾꑟꄡꑟ；23ꉈꑴꉪꈀꉉꏚꌠꉘꇉ

ꐨꑌꉪꏟꈯꀕꃅꐏꁇꄉꉈꈧꀋꐺꌶ，

ꑞꃅꆏ，ꈌꁧꅍꄻꉪꁳꂶꌠꆹꀋꎪꀋ

ꑴꌠꉬ；24ꉈꑴꐮꉈꇬꑓꇬ，ꐮꉂꐮ

ꅉ，ꐮꈐꊟꊋꊡꄉꂄꃅꎔꏿ。25ꆍꊇ

ꐯꀋꏓꃅꆏꀋꉆ，ꊿꆏꋻꅑꀐꌠꀊꋨ

ꈨꄡꌡꃅ，ꀱꌊꄉꐮꈐꊟꊋꊡ，ꃅꑍ

ꀊꋨꄮꇫꑟꇁꂯꀐꌠꆍꅉꐚ（ꑝꇂꉙꇬꆏ

“ꊌꂿ”ꃅꅑ）ꑲꆏ，ꀊꅰꃅꑠꃅꐙꄡ

ꑟ。 

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20他为我
们开了一条新路，一条经过幔
子，就是经过他身体的活路。
21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
22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
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
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
面前；23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
指望，不至摇动，因为那应许
我们的是信实的。24又要彼此相
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25你
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
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
既知道（原文作“看见”）那日子临
近，就更当如此。 

26ꑞꃅꆏ，ꇗꅉꇯꍝꌠꉪꊇꅉꐚ

ꈭꐨ，ꀋꄸꄷꉇꉈꃅꑽꃤꃅꑲꆏ，ꌌꑽ

ꃤꋊꌠꆦꑝꅍꆹꀉꁁꀋꐥꀐ；27ꏸꏦꃨ

ꆰꃅꄉꀞꇽꌠꌋꆀꁮꐚꈧꌠꋌꐗꈔꌠ

ꃆꄔ꒰ꃅꏁꇅꀕꌠꀉꄂꇁꉚꀐ。28ꅇ

ꊪꌬꊿꑍꂷꌕꑻꇇꄧꈴꄉ，ꊿꃀꑭꄹ

ꏦꇬꐆꈧꌠꇯꆎ，ꊿꋀꎭꃅꀋꉈꃅꌉ

ꌦꇫꎭꑠ；29ꀋꄸꄷ，ꊾꂷꏃꃅꌋꌺꄔ

ꈻꄉ，ꋌꁳꌃꎔꐛꎻꌠꏤꐪꌦꅪꋌꌌ

ꎃꐚꌠꃅꄉ，ꉈꑴꑆꊋꄻꊿꁳꌠꌃꎔ

ꒌꂶꌠꏭꑌꍍꋉꑲꆏ；ꆍꊇꉪꉚ，ꋋ

ꆹꑗꉘꈍꃅꃴꇉꀕꌠꊝꉏ？30ꑞꃅꆏ，

26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
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
有了；27惟有战惧等候审判和那
烧灭众敌人的烈火。28人干犯摩
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
尚且不得怜恤而死；29何况人践
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
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
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
罚该怎样加重呢？30因为我们知
道谁说：“伸冤在我，我必报
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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ꉪꊇꆹ“ꑗꇖꈨꂟꃆꂮꆹꉢꌅ，ꉢꀋ

ꎪꃅꇫꀱ”ꃅꉉꂶꌠꈀꄸꉬꌠꉪꅉ

ꐚ，ꋌꉈꑴ“ꌋꋍꉹꁌꀞꇽꇁ”ꄷꑌ

ꄹ。31ꑽꇁꐩꋊꐩꍂꇫꐥꌠꏃꃅꌋꇇ

ꈐꃹꇬꆹ，ꇯꍝꃅꊽꐬꆠꌠꉬ！ 

姓。”31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
是可怕的！ 

32ꀋꉊꂴꏭ，ꁨꑭꇁꆍꌶꈭꐨ，ꀉ

ꇨꃅꐮꉈꈽꌠꎬꅧꐨꋍꑞꋍꑵꆍꈀꊝ

ꌠ，ꆍꊇꉪꉚꎺꉜ。33ꋍꁁꏯꆏ，ꆍꊇ

ꊿꇱꌌꍍꋉꄸꄀ，ꎭꇨꅦꇨꊝ，ꉙꍡ

ꌠꑫꐛꄉ，ꄻꋍꏅꁳꉜꎻ；ꋍꁁꏯꆏ，

ꆍꊇꆹꊿꎬꅧꐨꑠꊝꈧꌠꐋꀨꐛ。

34ꑞꃅꆏ，ꊿꎤꊐꄉꀊꋨꈨꆍꇫꎭꃅ

ꉈꀐ，ꄷꀋꁧ，ꆍꁨꇐꄉꇐꊿꇑꌊꁧ

ꇬꑋ，ꉌꃀꇬꄷꄉꋰꏾꃅꆍꋰꄉ，ꆍ

ꊇꆹꊨꏦꁨꇐꄉꇐꀊꅰꃅꎔꃨꇈꀋꑍ

ꀋꈤꌠꁨꌠꆍꅉꐚ。35ꑠꅹ，ꆍꊇꆹꉌ

ꂵꀬꅑꌠꑠꍞꇫꎭꀋꉆ；ꉌꂵꑠꃅꐙꌠ

ꑌꇬꆹ，ꀋꎪꃅꈁꁠꀉꒉꌠꊌꌠꉬ。

36ꆍꊇꀋꎪꃅꋰꃅꋰꄉꇬꎷ，ꑠꃅꑲ

ꆏ，ꏃꃅꌋꉪꐪꆍꃅꌐꄉ，ꏃꃅꌋꈀ

ꈌꁧꄉꈧꌠꃅꆍꊌꅜꉆ。 

32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
照以后，所忍受大争战的各样
苦难：33一面被毁谤，遭患难，
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
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34因
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
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
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
更美、长存的家业。35所以，你
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
的心必得大赏赐。36你们必须忍
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
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 

37“ꑞꃅꆏ，ꀂꉗꍈꀉꄂꐥꇬꆏ， 
ꇁꂿꄷꂶꌠꇫꑟꇁ，ꇁꀋꑎ。 

38ꄚ，ꑖꊿꆹꑇꐨꉌꊋꉘꇉꄉꇫꐥ

（“ꑖꊿ”ꀊꆨꏂꀨꋍꈨꇬꆏ“ꉪꊇꑖꊿ”

ꃅꅑ）， 
ꀋꄸꄷ，ꋌꉈꑴꎞꑲꆏ，ꉡꆹꋋ

ꉌꀋꃹ”ꄷ。 

37“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 
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 

38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义人”

有古卷作“我的义人”）， 
 
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
他。” 

39ꉪꊇꆹꊿꉈꑴꎞꄉꈔꈤꈧꌠꀋꉬꃅ，

ꊿꑇꐨꉌꊋꑌꇈꒌꆠꈭꋏꊊꈧꌠ

ꉬ。 

39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
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
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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ꑇꐨꉌꊋ 信心 

11 ꑇꐨꆹꈀꉘꇉꌠꌤꈧꌠꀋꎪꐨ

ꉬ，ꊌꀋꂿꌠꌤꈧꌠꊫꌐ 11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
底，是未见之事的确 

ꉬ。2ꀊꆨꊿꆹꑇꐨꋌꑵꇬꄉꊫꄲꎔ

ꇂꃨꌠꊌꀐ。3ꉪꊇꆹꑇꐛꅹ，ꋧꃅꋋ

ꈨꆹꏃꃅꌋꅇꂷꇇꄧꈴꄉꄻꐛꌠꉪꅉ

ꐚ；ꑠꃅꄉ，ꈀꂿꌠꆹꐥꇐꊌꂿꉆꌠꇬ

ꄉꄻꎼꇁꌠꀋꉬꌠꉪꅉꐚ。 

据。2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
证据。3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
世界是借神话造成的；这样，
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
造出来的。 

4ꑸꀨꆹꑇꐛꅹ，ꏃꃅꌋꏭꆦꑝ，

ꋍꈀꆦꑝꅍꆹꇠꑱꈀꆦꑝꅍꏭꀋꋌꃅ

ꎔ，ꑠꅹ，ꑖꉬꐛꌠꊫꄲꋌꊌ，ꑠꆹꏃ

ꃅꌋꋍꈁꁠꏭꄐꄉꈀꌬꌠꅇꊪꉬ。

ꋋꆹꌦꀐꑴꇬ，ꑇꐨꋌꑵꇇꄧꈴꄉ，ꋌ

ꄡꇗꅇꉉꑴꌦ。5ꑱꆍꆹꑇꐛꅹ，ꏃꃅ

ꌋꇱꋩꌊꁧ，ꌦꃤꑌꋌꇬꀋꂿ，ꊾꑌ

ꋌꎷꊊꀋꄐ，ꑞꃅꆏ，ꋋꆹꏃꃅꌋꇱꋩ

ꌊꁧꀐ。ꋌꏃꃅꌋꇱꋩꌊꀋꁧꌦꂾ

ꇯꆐ，ꏃꃅꌋꋍꐛꅹꃅꉌꇿꌠꊫꄲꋌ

ꊌꀐ。6ꊿꑇꐨꀋꐥꑲꆏ，ꈍꃅꑌꏃ

ꃅꌋꉌꇿꅍꊿꋌꊊꀋꄐ；ꑞꃅꆏ，ꊿ

ꏃꃅꌋꂾꇁꌠꆏ，ꀋꎪꃅꏃꃅꌋꇫꐥ

ꌠꑇꑲꆀꍑ，ꄷꀋꁧ，ꋌꈁꁠꄻꊿꋌ

ꎷꋌꈹꌠꁵꌠꑠꑌꑇꌶ。7ꇊꑸꆹꑇꐛ

ꅹ，ꌤꋌꇬꀋꂿꌠꏃꃅꌋꄐꌐꋌꀦ

ꄉ，ꏦꑭꃪꑭꑌꌠꉌꂵꂶꌠꉌꐡꀐ，

ꇖꁨꄜꇉꑠꇷꋌꄐꏤꄉ，ꋍꏤꋋꑷꁳ

ꈭꋏꊊꎻ。ꑠꃅꄉ，ꋧꃅꀊꋨꂷꏭꑽ

ꃤꀞꀐ，ꊨꏦꑌꑇꐨꇬꄉꇁꌠꑖꉬꋌ

ꊪꄉꐴꊛꀐ。 

4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
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
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
物作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
因这信，仍旧说话。5以诺因着
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
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
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
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明证。6人
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
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
人。7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
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
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
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
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
义。 

8ꑸꀨꇁꉴꆹꑇꐛꅹ，ꏃꃅꌋꋋꇴ

ꋋꍝꄮꇬ，ꋌꇫꅇꃅꄉꅐꁧ，ꋌꃅꄷ

8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
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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ꊁꇁꋍꑍꋌꇫꊪꄉꐴꊛꈚꌠꉜꄉꁧ；

ꅐꁦꄮꇬ，ꇿꇬꉜꄉꁧꌠꋌꇫꅉꀋ

ꐚ。9ꋋꆹꑇꐛꅹ，ꃅꄷꈌꁧꋌꁳꄉꈚ

ꌠꇬꄉꄹꃥꄻ，ꀋꇊꆏꐯꇯꈌꁧꅍꋍ

ꑵꊌꌠꑱꌒ、ꑸꇱꑋꌟꃅ，ꌞꃅꄷꄉ

ꁁꑳꄵꀀ。10ꑞꃅꆏ，ꋋꆹꇓꈓꅉꃀ

ꈬꂶꌠꇁꉚ，ꇓꈓꂶꌠꆹꏃꃅꌋꈁꄐ

ꈁꏤ、ꈀꋉꈀꄻꄉꌠꉬ。11ꑇꐛꅹ，

ꌒꇁꊨꏦꂯꈎꄜꀉꑳꁨꉆꄮꀋꉬꀐꑴ

ꇬ，ꄡꇗꀉꑳꁨꄎꑴꌦ，ꑞꃅꆏ，ꋋꆹ

ꋍꏭꈌꁧꀊꋨꂷꋌꇬꑅꉆꃅꉪ；12ꑠ

ꅹ，ꊿꀋꇊꆏꌦꀐꌠꌡꑠꂷꇬꄉꌺꒆ

ꇖꒆꇁ，ꌺꇖꆹꃅꃴꃅꏸꌟꃅꐍꐷꀕ，

ꎿꋮꂤꏂꌟꃅꃷꂿꑖꀋꉬ。 

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
候，还不知往哪里去。9他因着
信，就在所应许之地作客，好
像在异地居住帐棚，与那同蒙
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
10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
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11因
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
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她
以为那应许她的是可信的；12所
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
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
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 

13ꊿꋋꈨꃅꑇꐨꉌꊋꑌꄉꌦꌐ

ꌠ，ꈀꈌꁧꄉꈧꌠꋀꋌꀋꊌ；ꄚ，ꈜꎴ

ꃅꄷꄉꋀꊌꂿ，ꄷꀋꁧ，ꉌꇿꑓꇿꃅ

ꋨꏦ，ꋀꊇꉈꑴꊨꏦꆹꋧꃅꋋꂷꇬꉇ

ꄅꊿꉬ，ꋧꃅꋋꂷꇬꈿꀀꌠꉬꄷꉉ

ꏚ。14ꊿꅇꂷꋍꑠꉉꌠꆹ，ꋀꊨꏦꀀ

ꅉꃅꄷꑠꂷꎹꄷꄜꋊꀐ。15ꀋꄸꄷ，

ꋀꊇꀀꅉꋀꇫꐞꇁꈚꌠꉪꉂꑲꆏ，ꋀ

ꊇꄡꇗꀱꉈꑴꁧꌠꊜꋽꄮꐥꑴꌦ。

16ꄚ，ꋀꊇꇬꁭꇬꉨꌠꆹꀀꅉꃅꄷꀊꅰ

ꃅꎔꃨꑠꂷꉬ，ꀀꅉꃅꄷꋋꂷꆹꉬꉎꇬ

ꐛ。ꑠꅹ，ꏃꃅꌋꆹꌌꋀꏃꃅꌋꄷꇴ

ꇬ，ꋌꉈꏠꏭꃅꀋꐛ；ꑞꃅꆏ，ꋋꆹꋀ

ꎁꃅꇓꈓꂷꋌꇱꄐꏤꄉꀐ。 

13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
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
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
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
居的。14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
己要找一个家乡。15他们若想念
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
的机会。16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
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
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
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
一座城。 

17ꑸꀨꇁꉴꆹꑇꐛꅹ，ꎖꉚꌠꊜꄮ

ꇬ，ꑱꌒꋌꌞꇬꁳ；ꑠꆹꈌꁧꅍꊪꂶꌠ

ꊨꏦꌺꄂꋌꌞꇬꁳꌠꉬ。18ꉉꅷꌺꋋ

17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
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
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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ꂷꃆꂮꑟꇬꆏ，ꅇꂷ：“ꑱꌒꄷꄉꒆ

ꌠꑲꆀꅽꊂꋊꉬ”ꄷꉉꋺ。19ꋌꉜ

ꇬ，ꏃꃅꌋꆹꊿꌦꀐꌠꁳꀱꐥꇁꎻꄎ

ꑴꌦ；ꋋꑌꀋꇊꆏꌦꈬꇬꄉꋍꌺꋌꊌ

ꌊꇁꌠꌡ。20ꑱꌒꆹꑇꐛꅹ，ꊁꇁꋍꑍ

ꌤꈧꌠꏭꄐꄉꋬꂻꄻꑸꇱꌋꆀꑱꌕ

ꁵ。21ꑸꇱꆹꑇꐛꅹ，ꃀꐚꂯꄉꄮꇬ，

ꂱꑱꅉꃅꋬꂻꄻꒀꌝꌺꑍꂷꌠꁵ，ꄯ

ꁯꄙꄉꏃꃅꌋꏭꀍꃈꄚ。22ꒀꌝꆹꑇ

ꐛꅹ，ꃀꐚꂯꄉꄮꇬ，ꑱꌝꆀꊿꋅꆹꊁ

ꆏꉞꏹꄉꅐꇁꌠꃆꂮꉉ，ꄷꀋꁧ，ꊨꏦ

ꃷꅍꈧꌠꌌꈍꃅꌠꃴꂷꋜ。 

独生的儿子献上。18论到这儿
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
要称为你的后裔。”19他以为神
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
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20以
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
雅各、以扫祝福。21雅各因着
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
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
拜神。22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
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
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
命。 

23ꃀꑭꒆꎼꇁꄷꆏ，ꋋꆹꀉꑳꎔꃨ

ꑠꂷꉬꌠꋍꀉꂿꀉꄉꊌꂿꇬꆏ，ꑇꐛ

ꅹ，ꋍꑊꃰꃅꅇꁵꎼꇁꌠꀋꏦꃅ，ꋌꌘ

ꁮꆪꂷꋍꑊꂁꄉ。24ꃀꑭꆹꑇꐛꅹ，

ꒆꀉꒉꈭꐨꆏ，ꋌꃔꇅꀋꃋꂶꌠꌺꉬ

ꄷꌠꋍꉌꀋꃹ。25ꋋꆹꏃꃅꌋꉹꁌꈽ

ꄉꎬꅧꄷꑲꑌ，ꇇꈤꋋꇅꀉꄂꌠꑽꃤ

ꉌꇿꅍꈧꌠꊪꀋꏾ。26ꋌꉜꇬ，ꏢꄖ

ꎁꃅꊿꌌꍍꋉꇬ，ꉞꏹꐎꃅ꒰ꄣꈧꌠ

ꁨꌠꏭꀋꋌꃅꁌꇐꈤ，ꑞꃅꆏ，ꋋꆹꈁ

ꁠꊁꋍꑍꋌꈁꊌꈧꌠꇁꉚ。27ꋋꆹꑇ

ꐛꅹ，ꃰꃅꇨꇅꃃꌠꀋꏦꃅ，ꋌꎼꉞ

ꏹꃅꄷꄉꐞꁧ；ꑞꃅꆏ，ꋌꉌꃀꏟꈯꃅ

ꋰꄉ，ꀋꇊꆏꌋꊌꂿꀋꉆꂶꌠꋌꂿꀐ

ꌠꌡ。28ꋋꆹꑇꐛꅹ，ꐂꈴꎺꄅꋩꑍ

ꃷꋪꇬꍬꇈ（“ꇬꍬ”ꅀ“ꄻ”ꃄꑌꍑ），ꌦ

ꅪꎭꌠꏦꃤꑠꃅꄉ，ꌺꒉꈔꋏꂶꌠꁳ

ꑱꌝꆀꊿꏭꀋꇁꎻ。29ꋀꊇꆹꑇꐛ

23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
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
信，把他藏了三个月，并不怕
王命。24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
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25他宁
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
愿暂时享受罪中之乐。26他看为
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
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
赐。27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
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
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28他
因着信，就守逾越节（“守”或作

“立”），行洒血的礼，免得那灭长
子的临近以色列人。29他们因着
信，过红海如行干地；埃及人
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30以
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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ꅹ，ꎿꅪꂶꌠꈳꄮꇬ，ꃄꅉꀊꃶꅉꇬ

ꈴꌠꌡ；ꉞꏹꊿꇫꈴꒉꏭꄐꇬꆏ，ꋀꒈ

ꈁꃃꌦꌐꀐ。30ꑱꌝꆀꊿꑇꐛꅹ，ꑳ

ꆀꇬꇓꈓꉈꏭꏃꑍꏮꇈ，ꇓꈓꊖꁋꐡ

ꀐ。31ꎲꃷꃆꅿꇁꉴꆹꑇꐛꅹ，ꉌꈯ

ꑓꈜꃅꆈꍮꊿꈧꌠꋨꏦ，ꑠꃅꄉ，ꋋꆹ

ꊿꅇꀋꃅꉐꀋꃅꈧꌠꈿꄉꀋꌦꀋ

ꈔ。 

七日，城墙就倒塌了。31妓女喇
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地接待
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
一同死亡。 

32ꉢꉈꑴꀉꁁꑞꉉꑴꌦꂯ？ꀋꄸ

ꄷ，ꋍꂷꋍꂷꃅꑭꀕꋧꋪꃅꄉ，ꏸ

ꄆ、ꀠꇁ、ꊸꌜ、ꑳꃛꄣ、ꄊ

ꃥ、ꌑꃅꇓꌋꆀꅉꄜꊿꌤꈧꌠꉉꇬ

ꆹ，ꄮꈉꇬꀋꇎꀐ。33ꋀꊇꆹꑇꐛꅹ，

ꁮꐚꇩꏤꋀꍅꇂꃴꅞꄉꀐ，ꋍꏅꑖꉬ

ꌠꃅꀐ，ꈌꁧꄉꌠꋀꊌꀐ，ꆿꅪꈁꐞ

ꋀꈌꋍꄉꀐ，34ꃆꄔꉙꀕꐞꌠꋀꌉꌦ

ꀐ，ꂗꍵꑱꃀꂰꑳꀕꌠꂾꄉꁈꁧꀐ；

ꊋꁧꌠꐈꇷꄙꌠꐛ，ꉈꈽꅉꇬꄉꌳꈄ

ꌠꇫꅐꇁ，ꉇꉻꂽꉬꇮꃅꋀꅥꉈꎞ。

35ꌋꅪꊨꏦꌦꊿꀱꐥꇁꄉꋀꊌꌠꐥ。

ꉈꑴꊿꎭꃚꈀꇨꀕꌠꊝꌠꐥ，ꈌꊰꄉ

ꄝꃑꎼꇁꌠꑠꊌꀋꏾ(“ꄝꃑ”ꑝꇂꉙꇬꆹ“ꋊ”ꃅ

ꅑ)，ꋀꊇꑠꃅꌠꆹ，ꋀꀊꅰꃅꂄꎔꌠꀱ

ꐥꇁꌠꑠꊌꂿꄷꌠ。36ꋀꊇꋍꈨꋋꈨ

ꆏꊿꌌꒊꈧ、ꅥꏶ、ꎸꉗꌌꄀꄉ，

ꊿꈢꏦꑳꇬꊐꄉꃅꎬꅧꑠꈍꑋꑵꃅ

ꊝ，37ꋍꈨꆏꇓꂵꌊꊿꅥꌦ，ꒇꎽꌊꊿ

ꒇꌦ，ꌌꉪꌠꊝ，ꂗꍵꑱꃀꌊꊿꌉꌦ，

ꍶꑆꑾꑆꈚꄉꁈꉈꏭꏹꐺ，ꋠꅍꈚꅍ

ꀋꊌ，ꎭꇨꅦꇨꊝ，ꊿꇱꌌꆼꍅꆹꆋ，

38ꋀꊇꇈꈬꇉꃪꏶ，ꁦꀑꁧꄩꈴ，ꃪꐬ

32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
一细说，基甸、巴拉、参孙、
耶弗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
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33他们
因着信，制伏了敌国，行了公
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
口，34灭了烈火的猛势，脱了刀
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争
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
军。35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
活。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
且得释放（“释放”原文作“赎”），为要
得着更美的复活。36又有人忍受
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
等的磨炼，37被石头打死，被锯
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
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
穷乏、患难、苦害，38在旷野、
山岭、山洞、地穴，飘流无
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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ꑆ、ꃅꐬꀀꃅꄁꃰꏿ，ꋧꃅꋋꂷꊇꅉ

ꇬꆹꋀꀋꋭꌠꉬ。 
39ꊿꋋꈨꐯꇯꑇꐛꅹꊫꄲꂄꎔꌠ

ꋀꊌꀐ，ꄚ，ꈌꁧꋀꁳꄉꈧꌠꋀꋌꀋ

ꊌ；40ꑞꃅꆏ，ꏃꃅꌋꉪꎁꃅꌤꆿꀊꅰ

ꃅꎔꃨꌠꋌꄐꏤꄉꀐꄉ，ꋀꊇꁳꋀꉪ

ꈽꄉꊌꌠꀋꉬꑲꆏ，ꐛꒆꀋꄐꎻ。 

39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
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
的；40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
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
得，就不能完全。 

 

ꌋꃤꏲꂘꐨ 主的管教 

12 ꉪꊇꆹꃅꄂꉪꈭꉪꇍꐺꌠꌟ

ꃅ，ꅇꊪꌬꊿꑠꑋꃅꐥꑲꆏ， 
12 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

人，如同云彩围着我 
ꃣꁧꋍꑞꋍꑵꇔꀁꋌꅞ，ꈝꐮꃅꉪꋌ

ꐒꋌꒆꄉꌠꑽꃤꑠꇔꇫꎭ，ꉌꂵꇬꄷ

ꋰꄉ，ꈝꃀꉪꂾꁮꌠꇬꉜꄉꀥꇬꎷꄡ

ꑟ。2ꀑꐕꄉꉪꑇꐨꉌꊋꇬꂾꄻ、ꌐ
ꂫꎤꌠꑳꌠꉜ，ꋋꆹꄻꂴꏭꅞꄉꌠꉌꇿ

ꑓꇿꅍꈧꌠꐛꅹꃅ，ꎲꄏꑊꏦꌠꋌꉜ

ꌊꊵꑵꃅꀋꄉ，ꌩꏍꇬꄉꎭꇨꅦꇨꄽ

ꇈ，ꋌꇁꏃꃅꌋꑋꅉꇀꑳꁆꏯꑌ。

3ꑽꊿꑠꃅꋍꏭꄙꌠꋌꋰꄉꀊꋨꂷꆹ，

ꆍꇬꉨꇬꏡꌶ，ꑠꀋꉬꑲꆏ，ꆍꐙꑌꐙ

ꄏ，ꉇꑌꉈꊰꂵ。4ꆍꊇꑽꃤꄸꃤꌋ

ꆀꐮꉈꈽꇬ，ꐮꉈꈽꅷꌦꅐꐶꑷꄮꇬ

ꀋꑟꑴꌦ。5ꌺꏭꉙꂘꌠꌟꃅꆍꏭꉙ

ꂘꂶꌠꅇꂷꆹꆍꇬꀋꎺꀐ，ꋌ： 

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
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
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
程。2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
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
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
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
边。3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
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
4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
到流血的地步。5你们又忘了那
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 

“ꀉꑳꀋ！ꌋꅽꏯꏲꂘꌠꆏꇬꉚꄡ

ꄸ，ꆏꋌꌌꊨꀖꄮꇬꑌ， 
ꆏꉈꊰꑓꊰꀋꉆ； 

“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 
被他责备的时候， 
也不可灰心； 

6ꑞꃅꆏ，ꊿꌋꇫꈀꉂꌠꆏ， 
ꋌꀋꎪꃅꋀꏲꂘ，ꉈꑴꌺꋌꇫꊪ

ꇫꄻꌠꋌꇫꅥꏶ”ꄷꉉꀐ。 

6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
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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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ꆍꈁꋰꈁꄽꌠꆹ，ꏃꃅꌋꆍꏲꂘꌠ

ꉬ，ꋋꆹꀿꃀꌺꇖꊝꌠꌟꃅꆍꊝ。ꌺ

ꋍꀋꁧꁳꌌꏲꂘꀋꎽꂷꇿꐤ？8ꏲꂘꑴ

ꅉꇬꆹꌺꈧꌠꐯꇯꇫꊪꌠꉬ，ꀋꄸꄷ，

ꆍꊇꏲꂘꌠꑠꀋꊪꑲꆏ，ꆍꊇꆹꌺꀋꉬ

ꃅ，ꃀꎹꌺꉬ。9ꉈꑴꆏ，ꉪꊇꇨꊨꀉ

ꄉꉪꏲꂘꋺꇬ，ꉪꂯꋋꁌꒉꄣꅼꑲꆏ，

ꒌꈧꌠꀉꄉꂶꌠꆹ，ꉪꀊꅰꃅꋍꅇꃅ

ꄉꀑꇬꊌꄡꀋꑟꅀ？10ꉪꀉꄉꆹꀂꉗꌹ

ꍈꀉꄂꊨꏦꉪꐨꈴꄉꉪꏲꂘꌠ；ꒌꈧ

ꌠꀉꄉꂶꌠꀉꄂꋌꉪꏲꂘꇬꉪꈲꏣꊌ

ꂿꄷꌠ，ꉪꁳꋍꌃꎔꌠꀂꏽꉪꃤꋍꁧ

ꐊꎻ。11ꏲꂘꌠꌤꆏ，ꏲꂘꄮꇬꆹꉌ

ꌒꏭꃅꀋꐛꃅ，ꀱꌊꆄꈻꏭꃅꐙ；ꊁ

ꆏꊿꄜꎟꋺꈧꌠꋬꂻꂶꂷꑠꅑ，ꑠꆹꑖ

ꉬꀕ。 

7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
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
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8管教
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
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
了。 
9再者，我们曾有生身的父管教
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
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
他得生吗？10生身的父都是暂随
己意管教我们；惟有万灵的父
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
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11凡
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
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练
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
义。 

12ꑠꅹ，ꆍꊇꑴꌠꇇꀁꋌꊰꌠ、

ꑭꆹꈢꌠꐯꇯꎇꈻꄉ；13ꊨꏦꏸꑭꎁꑌ

ꃅꄉ，ꈝꃀꄻꌊꊒꆽꀕꃅꄉ，ꐂꀜꌠ

ꁳꑭꆗꀋꎽꃅ，ꀱꌊꌒꃅꅍꀋꐥꎻ

（“ꑭꆗ”ꅀ“ꈛꎙ”ꄷꑌꍑ）。 

12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
手、发酸的腿，挺起来；13也要
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
使瘸者不至歪脚，反得痊愈（“歪

脚”或作“差路”）。 
 

ꊿꏃꃅꌋꑆꊋꋀꍞꇫꎭꈧꌠꏭꅇꈪꊐ 警戒违弃神恩典的人 
14ꆍꊇꆹꋍꏅꌋꆀꐮꄮꌠꎹꈹꌶ，

ꄷꀋꁧ，ꌃꎔꌠꎹꈹ；ꊿꀋꌃꀋꎔꌠꆹ

ꌋꂿꄎꌠꀋꐥ。15ꉈꑴꋓꉪꁨꄉ，ꊿ

ꏃꃅꌋꑆꊋꋀꋌꀋꊌꌠꐥꂵ；ꅋꐴꅿ

ꇁꄉꆍꃸꆽꇁꇈ，ꑠꐛꅹꃅꋍꏅꋌꍍ

ꋌꆀꁧꀋꎴꌠꐥꂵ；16ꎼꃅꃏꑽꌠꐥ

ꂵ，ꑱꌕꌟꃅꌋꀋꉪꌋꀋꏣꌠꐥꂵ。

14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
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
能见主。15又要谨慎，恐怕有人
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
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
污秽；16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
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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ꑱꌕꆹꋙꐚꀉꄂꐛꅹꃅ，ꊨꏦꌺꒉꂒ

ꉻꂶꌠꋌꃷꇫꎭꀐ。17ꊁꆏꀉꄉꄷꄉ

ꈀꇁꌠꋬꂻꊪꏾ，ꄚ，ꋍꀉꄉꆹꇫꉬꀋ

ꅲ，ꋌꈨꃅꉩꄉꇖꂟꑴꇬ，ꄚ，ꋍꀉꄉ

ꁳꉪꁏꏭꁏꎻꌠꈛꍈꇬꀋꁮ。ꑠꆹꆍ

ꅉꐚꌠꉬ。 

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17后来
想要承受父所祝的福，竟被弃
绝，虽然号哭切求，却得不着
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这
是你们知道的。 

18ꆍꊇꆹꁦꌺꇇꐛꇬꄀꉆꑠꂷꇬꑟ

ꇁꌠꀋꉬ；ꁦꌺꋋꂷꇬꃆꄔꉐꆂꅩꇉ

ꀕꌠ、ꄄꆈ、ꆈꋧꀕꌠ、ꆲꇨꑠ

ꐥ，19ꉶꁱꄎꃚꌋꆀꅇꂷꉉꃚꑠꐥ。

ꃚꋒꋍꑠꈨꌠꆏ，ꉬꇮꃅꉈꑴꋀꏭꅇ

ꄡꉉꀐꄷꇖꂟꌐ；20ꑞꃅꆏ，ꅇꂷꄻꋀ

ꏭꉉꈧꌠꆹꋀꇬꄽꀋꄐ，ꅇꂷꆏ：

“ꁧꋋꂷꇬꈁꊫꇁꌠꆏ，ꑋꁮꉆꁮꉬ

ꄷꑲꑌ，ꇓꂵꌌꅥꌦꇫꎭ”ꄷꉉ。

21ꈀꂿꌠꆹꊽꐬꆠꐯꐬꆠ，ꄷꀋꁧ，ꃀ

ꑭꇯ：“ꉢꐬꆠꌊꑑꃹ”ꃅꉉ。

22ꆍꊇꇫꑟꇁꌠꆹꑭꉢꁧꉬ，ꋌꈚꆹꐩ

ꋊꐩꍂꃅꇫꐥꌠꏃꃅꌋꇓꈓꉬ，ꉬꉎ

ꇬꑳꇊꌒꇌꉬ。ꀊꄶꇬꉬꉎꊩꌺꄙꀕ

ꃪꀕꃅꐥ，23ꂓꁱꉬꉎꇬꄀꄉꀐꌠꌺꒉ

ꈧꌠꐯꏑꅉꇬꐙ，ꋍꏅꀞꇽꌠꏃꃅꌋ

ꀕꆀꐛꒆꀐꌠꑖꊿꒌꆠꇫꐥ，24ꄷꀋ

ꁧ，ꏤꐪꀊꏀꇬꇢꆣꉆꌠꑳꌠꌋꆀꋌ

ꈀꅐꌠꌦꅪꇫꐥ；ꌦꅪꋌꑵꈁꉉꌠꆹ

ꑸꀨꌦꅪꈁꉉꌠꏭꀋꋌꃅꂄꎔ。 

18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
山；此山有火焰、密云、黑
暗、暴风、19角声与说话的声
音。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求
不要再向他们说话；20因为他们
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说：“靠
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也要
用石头打死。”21所见的极其可
怕，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
战兢。”22你们乃是来到锡安
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
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
使，23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
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
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 
24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
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
血所说的更美。 

25ꆍꊇꋓꉪꁨꄉꇬꎷ，ꆍꏭꅇꉉ

ꂶꌠꆍꇤꇫꎭꀋꉆ；ꑞꃅꆏ，ꃄꅉꇬ

ꄉꋀꏭꅇꈪꊐꂶꌠꋀꇤꇫꎭꈧꌠꂯ，

ꋀꑽꃤꂾꁈꀋꄐꑠ，ꉪꊇꉬꉎꇬꄉꉪ

ꏭꅇꈪꊐꂶꌠꁏꋋꈨꆹ，ꈍꃅꑽꃤꂾ

25你们总要谨慎，不可弃绝
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些弃
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
能逃罪，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
上警戒我们的呢？26当时他的声



ꑝꀨꆾꄯꒉ  13 710 希伯来书  13 

 

 

ꁈꄎꑴꌦꂯ？26ꀊꋨꄮꇬ，ꋍꃚꋒꆹꃄ

ꅉꋋꂷꃅꋌꌌꇫꄉ꒚ꐺ；ꄚ，ꀃꑍꋋ

ꄮꆏ，ꋋꆹ：“ꉈꑴꋍꃢꆏ，ꉢꃄꅉꀉ

ꄂꇘꑐꌠꀋꉬꃅ，ꃅꃴꑌꇘꑐꌠꉬ”
ꄷꈌꁧꄉꀐ。27ꉈꑴꋍꃢꄷꅇꂷꋋꈨ

ꆹ，ꋌꇱꌌꇘꑐꈧꌠꃅꊈꌊꁧꌐꌠꄐꂥ

ꀘꌠ（ꋌꇱꌌꇘꑐꈧꌠꆹꐥꇐꈀꄻꄉ

ꌠꉬ）。ꑠꃅꄉ，ꀋꇙꀋꑐꈧꌠꁳꅉ

ꀕꃅꇬꐙꎻ。28ꑠꅹ，ꉪꊇꃰꃅꇩꇘ

ꑐꀋꄐꑠꂷꊌꀐꑲꆏ，ꈀꎭꀕꇈ，ꏃ

ꃅꌋꉌꃹꐨꇬꈴꄉ，ꈏꇤꊋꇤꄉꑇ，

ꏃꃅꌋꏦꃪ，ꋍꏭꀍꃈꄚꄡꑟ。29ꑞ

ꃅꆏ，ꉪꏃꃅꌋꆹꃆꄔꉙꀕꐞꌠꉬ。 

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
说：“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
还要震动天。”27这再一次的
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
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
动的常存。28所以，我们既得了
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
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
心事奉神。29因为我们的神乃是
烈火。 

 

ꌤꏃꃅꌋꉌꃹꅍꃅ 蒙神喜悦的服务 

13 ꆍꊇꀋꎪꃅꅉꀕꃅꃺꑌꐮꉂ

ꌠꉌꃀꑌꌶ。2ꉂꏣꑌꄉꈜꎴ 
13 你们务要常存弟兄相爱

的心。2不可忘记用爱心 
ꃅꄷꇁꌠꉇꄅꊿꋨꏦꌠꑠꀋꎺꀋꉆ；

ꑞꃅꆏ，ꊿꉇꄅꊿꋨꏦꋺꌠ，ꅉꀋꐚ

ꃅꉬꉎꊩꌺꋨꏦꌠꐥ。3ꆍꊇꆹꊿꏦ

ꑳꀀꈧꌠꎺꄅꄡꑟ，ꀋꇊꆏꆍꊇꋀꌋ

ꆀꐯꇯꏦꑳꀀꌠꌡꌶ；ꊿꎭꊝꅧꊝꌠ

ꑌꎺꄅꄡꑟ，ꊨꏦꑌꇭꀧꈐꏭꐥꌠꑠ

ꉪꇫꑟꌶ。 

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
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
3你们要记念被捆绑的人，好像
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记念遭
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
之内。 

4ꃝꐨꆹꈀꄸꑌꇫꁌꒉꄡꑟ，ꀀꈤ

ꑌꍍꆀꀋꉆ；ꑞꃅꆏ，ꊿꎼꃅꃏꑽꌠ

ꌋꆀꌞꃆꍯꒆꍯꌠꆹ，ꏃꃅꌋꀋꎪꃅ

ꇫꀞꇽꌠꉬ。5ꆍꊇꉌꃀꄸꈐꇬꎆꇢꋚ

ꇢꀋꉆ，ꊨꏦꈁꁨꈧꌠꇎꀐꉂꃅꉪ；

ꑞꃅꆏ，ꌊꆹ：“ꉢꈍꃅꑌꆎꇤꇫꎭ

ꀋꇊ，ꆏꍜꇬꀋꎭ”ꃅꉉꋺ。6ꑠꅹ，

ꉪꊇꆹꉌꂵꀉꒉꃅꄉ：“ꌊꆹꉠꇇꀤ

4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
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
人，神必要审判。5你们存心不
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
为足；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
下你，也不丢弃你。”6所以我们
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
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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ꌠ，ꉢꈍꃅꑌꏸꀋꏦ。ꊾꆹꉢꋀꌌꑞ

ꃅꄎ？”ꃅꉉꉆ。 
呢？” 

7ꂴꏭꊿꆍꊇꏃꂠ、ꏃꃅꌋꇗꅉ

ꄜꁊꆍꁳꈧꌠꆏ，ꆍꊇꋀꎺꌶ，ꋀꑇꐨ

ꉌꊋꌷ，ꋓꉪꁨꄉꋀꊇꌐꂫꈍꃅꐙꌠ

ꉜ。8ꑳꌠꏢꄖꆹꀋꅓꉇ、ꀃꑍ、ꋌ

ꊂꐩꋊꐩꍂꃅꐯꌟꌠꉬ。9ꆍꊇꆹꉙ

ꅇꂘꅇꇟꌋꌠꋍꑞꋍꑵꁳꊏꅰꌌꁧꄡ

ꎽ，ꑞꃅꆏ，ꊿꉌꃀꆹꋠꅍꅝꒉꉘꀋꇉ

ꃅ，ꑆꊋꉘꇉꄉꈫꈈꑲꆀꉾꃪꌠꉬ。

ꊿꋠꅍꅝꒉꉌꊢꌠꆹ，ꐥꅷꇁꈲꏣꐥ

ꀋꋻ。10ꉪꊇꆹꆦꑝꇮꊙꂷꐥ，ꇮꊙ

ꇬꎍꌠꆦꑝꅍꈧꌠꆹꁁꑳꇬꌤꃅꊿꈧ

ꌠꇫꋠꀋꉆꌠꉬ。11ꎇꃀꍅꑓꌦꆦꑝ

ꌌꁈꌌꋍꉎꀋꐥꌠꌃꎔꅉꇬꃹꄉ，ꑽ

ꃤꋊꌠꆦꑝꅍꄻ；ꎇꃀꍅꑓꂿꂶꌠꆏ

ꌌꍆꁍꉈꏭꄉꐔꄀꇫꎭ。12ꑠꅹ，ꑳ

ꌠꆹꊨꏦꌦꅪꌊꄉꉹꁌꁳꌃꇁꎔꐛ

ꎻ，ꋌꇓꈓꉈꏭꄉꎭꊌꅧꊌ。13ꑠꃅ

ꄉ，ꉪꊇꑌꅐꍆꁍꉈꏭꄉ，ꋌꈽꄉꋌ

ꈀꊝꌠꍍꋉꄸꄀꈧꌠꄽꄡꑟ。14ꉪꊇ

ꄚꇬꆹꇓꈓꅉꀕꃅꇬꐙꌠꑠꀋꐥ，ꉪꊇ

ꆹꊁꇁꋍꑍꇓꈓꂶꌠꎹꈹꌠꉬ。15ꉪ

ꊇꆹꑳꌠꉘꇉꄉ，ꅉꀕꃅꀮꄑꌠꌌꆦ

ꑝꅍꃅꄉꌞꏃꃅꌋꁵꇬꎷꄡꑟ，ꑠꆹ

ꊿꌋꂓꉉꏚꀊꋨꈨꂱꀯꇬꂶꂷꉬ。

16ꄚ，ꌤꂄꃅꎔꏿꌠꌋꆀꎆꋚꏓꊿꁳ

ꌠꑠꆏꀋꎺꀋꉆ，ꑞꃅꆏ，ꆦꑝꅍꑠꃅ

ꐙꌠꆹꏃꃅꌋꇫꉌꃹꌠꉬ。 

7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
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
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
他们为人的结局。8耶稣基督昨
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
样的。9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
的教训勾引了去，因为人心靠
恩得坚固才是好的，并不是靠
饮食。那在饮食上专心的，从
来没有得着益处。10我们有一祭
坛，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
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11原来
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作
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
外。12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
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
苦。13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
外，就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
凌辱。14我们在这里本没有常存
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 
15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
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
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16只是不
可忘记行善和捐输的事，因为
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 

17ꆍꊇꆹꊿꆍꏃꂠꈧꌠꅇꃅꄡ

ꑟ，ꄷꀋꁧ，ꋀꇂꃴꐥꄡꑟ；ꑞꃅꆏ，

17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
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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ꋀꊇꆹꆍꒌꆠꎁꃅꈍꄮꑌꀀꐚꑓꄧꀕ

ꇬꎷ，ꀋꇊꆏꊁꇁꋍꑍꎆꏲꎆꏮꊿꈧꌠ

ꌡ；ꆍꊇꆹꋀꁳꏭꄮꇬꐒꊀꄡꎽꃅ，ꉌ

ꇿꎻ；ꀋꄸꄷ，ꋀꐒꊀꑲꆏ，ꆍꊇꈲꏣ

ꀋꐥꀐ。 

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
交帐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
时候有快乐，不至忧愁，若忧
愁就与你们无益了。 

18ꆍꊇꑴꌠꉪꊇꎁꃅꈼꂟ，ꑞꃅ

ꆏ，ꉪꊇꆹꊨꏦꉌꃀꈴꀋꄿꏭꃅꀋꐛ，

ꑞꌤꉬꄿꂿ，ꇗꅉꊒꆽꀕꌠꇬꉜꄉꃅ

ꏾ。19ꉢꀊꅰꃅꆍꏭꇖꂟꌠꆏ，ꉠꎁ

ꃅꈼꂟꄉ，ꉢꁳꐳꃅꀱꆍꄷꁧꎻ。 

18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因我
们自觉良心无亏，愿意凡事按
正道而行。19我更求你们为我祷
告，使我快些回到你们那里
去。 

 

ꄽꂫꋬꂻꄜꅇ 祝福和最后的问安 
20ꏃꃅꌋꋬꂻꄻꊾꇖ，ꋋꆹꐩꋊ

ꐩꍂꌠꏤꐪꌦꅪꇇꄧꈴꄉ，ꑿꊇꌠꆫ

ꃀꉪꌋꑳꌠꁳꌦꈬꇬꄉꀱꐥꇁꎻ；21ꏃ

ꃅꌋꆹꌤꂄꎔꌠꋍꑞꋍꑵꀂꏽꄉꆍꁳ

ꐛꒆꎻ，ꆍꁳꋍꉪꐪꇬꍬꎻꅊꇈ；ꋌꉈ

ꑴꑳꌠꏢꄖꇇꄧꈴꄉ，ꆍꉌꃀꇬꄉꌤ

ꋍꉌꈀꃹꅍꃅ。ꀑꒉꑊꒉꐩꋊꐩꍂꃅ

ꏮꋌꄀꅊꇈ。ꀊꂱ。22ꃺꑌꊈꀋ！ꉢ

ꀑꐱꃅꄯꒉꁱꆍꁳ，ꆍꊇꑴꌠꉠꈐꊟ

ꊋꊡꌠꅇꂷꆍꇫꅲꅊꇈ。23ꉪꃺꑌꄜ

ꂿꄠꆹꋊꃑꎼꇁꀐꌠꆍꅉꐚꀐꄡꑟ；

ꀋꄸꄷ，ꋌꐳꃅꉠꄹꑟꇁꄎꑲꆏ，ꉢꀋ

ꎪꃅꋌꈽꄉꆍꂿꁧ。24ꆍꊇꑴꌠꆍꏃ

ꂠꈧꌠꌋꆀꌃꎔꌺꈧꌠꏭꋬꂻꄜ。

ꊿꑴꄊꆀꄉꇁꈧꌠꑌꆍꏭꋬꂻꄜ。

25ꑆꊋꆹꅉꀕꃅꆍꋍꏅꈽꐥꅊꇈ。ꀊ

ꂱ。 

20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
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
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21在
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
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
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
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
远远。阿们。22弟兄们，我略略
写信给你们，望你们听我劝勉
的话。23你们该知道，我们的兄
弟提摩太已经释放了；他若快
来，我必同他去见你们。24请你
们问引导你们的诸位和众圣徒
安。从意大利来的人也问你们
安。25愿恩惠常与你们众人同
在。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