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ꑸꇱꄯꒉ 

雅各书 

 
ꋬꂻꄜ 问候 

1 ꏃꃅꌋꀕꆀꌋꑳꌠꏢꄖꁏꐚꄻ

ꌠꑸꇱꆹ，ꁭꁘꄉꀀꌠꊰꑋꁯꑭ 
1 作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

各，请散住十二个支派之人 
ꊂꌠꊿꏭꋬꂻꄜ。 的安。 

 

ꑇꐨꉌꊋꌋꆀꌧꅍꂿꅍ 信心和智慧 
2ꉠꃺꑌꊈꀋ！ꆍꊇꎖꉺꋍꑞꋍꑵ

ꑠꇬꃸꄮꇬꆏ，ꑠꌌꉌꇿꅍꀉꒉꐯꀉꒉ

ꌠꃅꄉ；3ꑞꃅꆏ，ꆍꑇꐨꉌꊋꎖꉺꌠ

ꈳꅐꈭꐨꆏ，ꋰꄿꌠꇫꅐꇁꌠꆍꅉ

ꐚ。4ꄚ，ꋰꄿꌠꑌꋰꅷꄽꂫꑟꄡꑟ，

ꑠꃅꄉꆍꁳꐛꒆꌧꅍꐥꄉꀋꇎꀋꂪꅍ

ꀋꐥꎻ。5ꀋꄸꄷ，ꆍꊇꈬꄔꊿꌧꅍ

ꂿꅍꀋꇎꀋꂪꌠꐥꑲꆏ，ꋋꆹꅼꐯꅼ

ꃅꄻꋍꏅꁵꌠ、ꊾꑌꀋꊨꀋꀖꌠꏃ

ꃅꌋꏭꇖꂟꄡꑟ，ꌋꆹꀋꎪꃅꄻꋋꇖ

ꌠꉬ。6ꑇꐨꉌꊋꇬꀉꄂꈴꄉꇖꂟ，ꋍ

ꍈꑋꉪꄡꄅ；ꑞꃅꆏ，ꊿꉪꄅꀊꋨꂷꆹ

ꎿꇬꒈꂃꒊꆱꌟꃅꆳꐊꉐꐊꐺ。7ꊿ

ꑠꃅꐙꌠꆹꌋꄷꄉꊵꑵꊌꉂꃅꑠꄡ

ꉪ。8ꊿꉌꃀꉪꐨꑍꑵꑌꌠꆹ，ꈝꃀꋌ

2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
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
3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
验，就生忍耐。4但忍耐也当成
功，使你们成全完备，豪无缺
欠。5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
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
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
他。6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
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
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
7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
么。8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
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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ꈀꈴꌠꇬꃅꉪꐨꏟꈯꀋꈯ。 
 

ꌢꎭꌋꆀꌣꈚ 贫穷和富有 
9ꌠꐭꌠꏃꃅꌋꇱꐕꌊꄩꄉꇬ，ꉌ

ꇿꄡꑟ；10ꌣꈚꌠꊰꇁꌠꐭꌠꐛꇬꑌꑠ

ꃅꐙꄡꑟ，ꑞꃅꆏ，ꋋꆹꀋꎪꃅꈢꋒ

ꁧ，ꀋꇊꆏꁬꃨꌋꆀꐯꌟ。11ꉘꁮꅐ

ꇁ，ꊷꆳꁎꄮꇬꆏ，ꁬꆰꋌꆗꀊꃶ，ꁬ

ꃨꆰꃨꑌꊰꁧ，ꋍꎔꐪꑌꄚꄉꑍꀐ；

ꊿꌣꈚꀊꋨꂷ，ꌤꋌꈀꃅꌠꇬꄉꑌꑠ

ꃅꊯꅉꑍꅉꑟ。 

9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
乐；10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
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
花一样；11太阳出来，热风刮
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
容就消没了；那富足的人，在
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 

 

ꎖꉚꌋꆀꌌꉪ 考验和试探 
12ꊿꌌꉪꌠꊝꇈꋰꄉꌠꆹꌒꃤꐥ

ꌠꉬ，ꑞꃅꆏ，ꎖꉚꌠꈳꅐꈭꐨꆏ，ꀋ

ꎪꃅꀑꇬꄂꌆꀍꄟꊌꌠꉬ，ꑠꆹꌋꈌꁧ

ꄉꄻꊿꋋꉂꈧꌠꁵꌠꉬ。13ꊾꂷꌌꉪ

ꌠꊝꇬ，ꋌ：“ꉡꆹꏃꃅꌋꇱꌌꀕꉪ

ꌠ”ꃅꉉꀋꉆ；ꑞꃅꆏ，ꏃꃅꌋꆹꄷ

ꅠꌠꇫꌌꉪꀋꄐ，ꋋꑌꊾꌌꀋꉪ。

14ꄚ，ꊾꂷꌌꉪꌠꊝꌠꆹ，ꊨꏦꏾꅍꇱ

ꌌꈻꎷ、ꊏꅰꌠ。15ꊨꏦꏾꅍꆹꌺꁨ

ꀐꑲꆏ，ꊁꆏꑽꃤꄚꄉꒆꎼꇁ，ꑽꃤꒆ

ꀉꒉꈭꐨꆏ，ꄚꄉꌦꃤꇫꅐꇁ。16ꉠ

ꉂꇁꅉꌠꃺꑌꊈꀋ！ꉜꄡꑽꅊꇈ。

17ꂄꎔꌠꑆꊋꈁꁠꋍꑞꋍꑵꌋꆀꐛꒆ

ꌠꈁꁠꇖꅍꋍꑞꋍꑵꃅꄩꏯꄉꇁꌐ

ꌠ，ꁨꑭꈀꐥꌠꀉꄉꄷꄉꇁꌠꉬ；ꋍꄷ

ꆹꄺꀱꌠꀋꐥ，ꁰꒌꏮꐺꌠꑌꀋꐥ。

18ꋋꆹꊨꏦꉪꐪꇬꈴꄉ，ꇗꅉꇯꍝꌠꌊ

ꉪꋌꒆꎼꇁ，ꉪꁳꐥꇐꋌꈀꄻꄉꌠꈬ

ꇬꄉꂶꂷꇬꂾꂔꌠꌡꎻ。 

12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
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
爱他之人的。13人被试探，不可
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
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
14但各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
私欲牵引、诱惑的。15私欲既怀
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
成，就生出死来。16我亲爱的弟
兄们，不要看错了。17各样美善
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
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
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
也没有转动的影儿。18他按自己
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
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初
熟的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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ꇗꅉꅲꌠꌋꆀꇗꅉꍬꌠ 听道和行道 
19ꉠꉂꇁꅉꌠꃺꑌꊈꀋ！ꑠꆹꆍꊇ

ꅉꐚꌠꉬ。ꄚ，ꆍꊇꈀꄸꑌꐳꃅꅲ，

ꀅꌳꀅꌳꃅꉉ，ꀅꌳꀅꌳꃅꇨꇅꃃ；

20ꑞꃅꆏ，ꊿꇨꇅꃃꐨꆹꏃꃅꌋꑖꉬꋌ

ꋋꃅꐛꀋꄐ。21ꑠꅹ，ꆍꊇꆹꍍꆀꈀ

ꐥꌠꌋꆀꇫꋒꇈꌠꄸꃤꅠꃤꑠꇔꇫꎭ

ꌐ，ꉌꂵꑖꈈꀕꌠꑌꄉꈀꊪꈁꏽꄉꌠ

ꇗꅉꊪꌶ，ꇗꅉꋋꏢꆹꆍꒌꆠꈭꋏꄎ

ꌠꉬ。 

19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
们所知道的。但你们各人要快
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
怒；20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
的义。21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
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
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
救你们灵魂的道。 

22ꄚ，ꆍꊇꑴꌠꇗꅉꇬꍬꄉꃅ，ꅲ

ꀉꄂꅲꇬꆹ，ꊨꏦꈱꊨꏦꊏꌠꉬꀐ。

23ꑞꃅꆏ，ꇗꅉꀉꄂꅲꇈꇗꅉꍬꄉꀋ

ꃅꌠꆏ，ꊾꂷꑊꈻꇓꂾꄉꊨꏦꀑꑊꐛ

ꐪꉜꌠꌡ，24ꉜꇈꁧꈭꐨꆏ，ꋍꊨꏦꀑ

ꑊꈍꃅꐙꌠꋌꀕꀋꎺꀐ。25ꑭꋧꃅꄉ

ꄹꏦꐛꒆ、ꊿꁳꄿꐨꎻꀊꋨꏢꍤꉚ，

ꄷꀋꁧ，ꅉꀕꃅꑠꃅꐙꇬꎷꌠꆏ，ꊿꋍ

ꑠꅲꇈꀋꎺꌠꀋꉬꃅ，ꇬꍪꄉꃅꅐꑌ

ꇁ，ꑠꃅꑲꆏ，ꌤꋌꈀꃅꌠꀂꏽꄉꋌꀋ

ꎪꃅꌒꃤꊌ。 

22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
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23因为
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
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24看
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
如何。25惟有详细察看那全备、
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
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
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
的事上必然得福。 

26ꀋꄸꄷ，ꊾꂷꋍꊨꏦꇯꍝꀕꃅ

ꌋꑇꉂꃅꉪ，ꄚ，ꀱꌊꋍꉐꆂꆏꋌꋋ

ꌅꀋꄐꇬꆹ，ꋋꆹꈱꊨꏦꊏꌠꉬ，ꊿꋋ

ꂷꑇꇐꆹꀈꈥꀕꌠ。27ꏃꃅꌋꉪꀉꄉ

ꂶꌠꂾꄉ，ꁦꎴ、ꍍꆀꅍꀋꐥꌠꑇꇐ

ꆹ，ꎬꅧꈬꇬꃆꍸꃀꌋꆀꊾꍸꀉꑳꈧ

ꌠꀨꎹ，ꄷꀋꁧ，ꊨꏦꀧꌋꃅꄉꋧꃅ

ꁳꌌꍍꆀꀋꎽꌠꑠꉬ。 

26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
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
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27在神
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
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
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
沾染世俗。 

 



ꑸꇱꄯꒉ  2 716 雅各书  2 

 

 

ꈏꍣꉇꍣꄉꊾꊝꀋꉆ 禁戒偏待人 

2 ꉠꃺꑌꊈꀋ！ꆍꊇꆹꉪꀑꒉꑊꒉ

ꌠꌋꑳꌠꏢꄖꑇꑲꆏ，ꊾꇴꊾ 2 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
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 

ꉻꉜꄉꊾꊝꀋꉆ。2ꀋꄸꄷ，ꊾꂷꏂ

ꇇꀘꅑ，ꃢꎔꈚꑣꈚꄉꆍꉻꏑꅉꃹ；

ꉈꑴꊿꌢꎭꂷꑌꃢꈜꏧꑐꏥꑐꃅꑠꈬ

ꈚꇫꃹꆹ；3ꆍꊇꆏꊿꃢꎔꈚꑣꈚꂶꌠ

ꉜꒉꄉ，ꋍꏭ：“ꈴꑋꅉꑌꌒꋋꂷꇬ

ꑌ”ꄷ；ꉈꑴꊿꌢꎭꂶꌠꏭꆏ：“ꆏ

ꀊꄶꇬꉆꄉ”ꄷ，ꅀ“ꄚꉠꑬꊙꅉ

ꇂꃴꑌꄉ”ꄷ。4ꋍꑠꆹꆍꊇꈏꍣꉇ

ꍣꄉꊾꊝ，ꉪꐨꄷꅠꌠꌊꊿꊨꇽꌠꀋ

ꉬꅀ？ 

按着外貌待人。2若有一个人带
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
你们的会堂去；又有一个穷人
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3你们就
重看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
“请坐在这好位上；”又对那穷人
说：“你站在那里。”或“坐在我
脚凳下边。”4这岂不是你们偏心
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 

5ꉠꉂꇁꅉꌠꃺꑌꊈꀋ！ꅲꄉ！ꏃ

ꃅꌋꆹꋧꃅꇬꌢꎭꌟꁧꊿꋌꌋꄉ，ꋌ

ꋀꁳꑇꐨꇬꄉꌣꈚꎻ，ꄷꀋꁧ，ꋌꋀ

ꁳꋍꃰꃅꇩꍸꇐꊪꊿꃅꄉꎻꌠꀋꉬ

ꅀ？ꋍꃰꃅꇩꆹꋌꈌꁧꊿꋋꉂꌠꁵꌠ

ꉬ。6ꄚ，ꆍꊇꆏꀱꌊꌢꎭꌟꁧꊿꉜ

ꄸ。ꌣꈚꊿꀊꋨꈨꆹꆍꆼꍅꆹꆋꇈ，

ꆍꊇꋀꇱꈻꌊꀞꇽꅉꇬꆹꌠꀋꉬꅀ？

7ꋀꊇꆹꆍꇫꉙꍗꌠꂓꐤꒉꂶꌠꋀꌌꍍ

ꋉꄸꄀꌠꀋꉬꅀ？ 

5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
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
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
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
国吗？6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
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拉
你们到公堂去吗？7他们不是亵
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所敬奉”

或作“被称”）？ 

8ꏂꀨꇬ：“ꃷꇎꉂꇬꊨꏦꉂꌠ

ꌡꌶ”ꄷꁱꇬꄀꄉ。ꆍꊇꆹꏟꈯꃅ

ꄹꏦꐤꒉꐯꐤꒉꋋꏢꍬꑲꆀꍑꌠ；

9ꄚ，ꀋꄸꄷ，ꆍꊇꊾꇴꊾꉻꉜꄉꊾꊝ

ꑲꆏ，ꑠꆹꑽꃤꃅꌠꉬ，ꄹꏦꇱꀞꌊꄹ

ꏦꐆꌠꃅꄉ。10ꑞꃅꆏ，ꄹꏦꈀꐥꌠ

ꇬꍬꌠꆏ，ꄹꏦꋍꏢꀂꏽꄉꅞꑲꆏ，

ꋋꆹꄹꏦꈀꐥꌠꃅꐆꀐꌠꉬ。11ꂴꏭ

8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
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
法，才是好的；9但你们若按外
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
为犯法的。10因为凡遵守全律法
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
犯了众条。11原来那说不可奸淫
的，也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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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ꌞꃆꍯꒆꍯꀋꉆ’ꄷꉉꂶꌠ，

‘ꊿꌉꊾꆳꀋꉆ’ꄷꑌꉉ；ꀋꄸꄷ，

ꆏꌞꃆꀋꍯꒆꀋꍯꄷꑲꑌ，ꆏꊿꌉꊾ

ꆳꑲꆏ，ꆎꆹꄡꇗꄹꏦꐅꂷꐛꀐ。 

奸淫，却杀人，仍是成了犯律
法的。 

12ꆍꊇꆹꄹꏦꊿꁳꊨꏦꄿꐨꎻꏡ

ꌠꇬꈴꄉꌌꀞꇽꌠꉬꑲꆏ，ꄹꏦꋋꏢ

ꇬꍬꄉꅇꉉ、ꌤꃅꄡꑟ。13ꑞꃅꆏ，

ꊾꉈꀋꁒꑗꀋꊰꌠꆏ，ꉈꀋꁒꑗꀋꊰ

ꌠꀞꇽꋀꊝ；ꉈꁒꑗꊰꑴꅉꆹꀞꇽꄩ

ꊋꀐ。 

12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
律法受审判，就该照这律法说
话行事。13因为那不怜悯人的，
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
是向审判夸胜。 

 

ꑇꐨꌋꆀꃅꐨ 信心与行为 
14ꃺꑌꊈꀋ！ꀋꄸꄷ，ꊾꂷꊨꏦꑇ

ꐨꉌꊋꐥꄷꉉꇬ，ꄚ，ꋌꃅꐨꑽꑌꀋ

ꐥꑲꆏ，ꑞꈲꏣꐥꂯ？ꑇꐨꉌꊋꋌꑵ

ꋋꈭꋏꄎꑴꅀ？15ꀋꄸꄷ，ꃺꑌꂷꅀꅫ

ꃀꂷꇭꀧꅩꀧꍓꇈ，ꉈꑴꋠꅍꅝꒉꑌ

ꀋꊌꇬ，16ꆍꊇꈬꄔꊿꋀꏭ：“ꋬꂻ

ꈨꅪꃅꁧꌶ！ꆍꋠꂊꈚꊸꅊꇈ”ꄷꉉ

ꌠꐥ；ꄚ，ꋀꇭꀧꈁꈉꈀꄻꌠꆏꄻꋀ

ꀋꁵꑲꆏ，ꑠꑞꈲꏣꐥꂯ？17ꑠꃅꄉ，

ꀋꄸꄷꃅꐨꑽꑌꀋꐊꑲꆏ，ꑇꐨꉌꊋ

ꆹꌦꌠꉬ。 

14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
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
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
15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
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16你们
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
地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
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
的，这有什么益处呢？17这样，
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 

18ꀋꎪꃅꊿ：“ꆏꑇꐨꉌꊋꐥ，

ꄚꉡꆹꃅꐨꑽꑌꐥ”ꃅꉉꌠꐥ；ꆏꅽ

ꃅꐨꑽꑌꀋꐊꌠꑇꐨꉌꊋꄐꉢꀦꑲ

ꆏ，ꉢꉠꃅꐨꑽꑌꇇꄧꈴꄉ，ꉠꑇꐨꉌ

ꊋꄐꆏꀦꂿ。19ꆎꆹꏃꃅꌋꋍꂷꀉꄂ

ꐥꌠꆏꇬꑅ，ꆏꑇꌊꀋꑽ；ꑊꋌꈧꌠꑌ

ꋍꑠꑇ，ꄚ，ꋀꊇꆹꏸꏦꌊꑑꃹ。20ꆍ

ꊇꊿꌧꅍꀋꐥꋋꈨ！ꃅꐨꑽꑌꀋꐊꌠ

18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
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
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
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19你
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
鬼魔也信，却是战惊。20虚浮的
人哪！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
信心是死的吗？21我们的祖宗亚



ꑸꇱꄯꒉ  3 718 雅各书  3 

 

 

ꑇꐨꉌꊋꆹꌦꌠꉬꌠꆍꇫꅉꐚꏽꀕ？

21ꉪꀋꁌꀋꁧꑸꀨꇁꉴꆹꋍꌺꑱꌒꋌꌞ

ꆦꑝꇮꊙꇬꅞ，ꋋꆹꋍꃅꐨꑽꑌꐛꅹ

ꃅꑖꉬꐛꌠꀋꉬꅀ？22ꑠꃅꉜꎼꇁꇬ，

ꑇꐨꉌꊋꆹꋍꃅꐨꑽꑌꌋꆀꐮꐊꌠ

ꉬ，ꄷꀋꁧ，ꑇꐨꉌꊋꆹꃅꐨꑽꑌꐛꅹ

ꃅꐛꒆꄎ。23ꑠꆹ꒰ꀨꇬꅇꂷ：“ꑸ

ꀨꇁꉴꏃꃅꌋꑇꄉ，ꋌꑖꉬꌠꌗꀐ”

ꄷꇫꌠꅇꅐꀐ。ꋌꉈꑴꏃꃅꌋꐋꀨꄷ

ꑌꄹꀐ。24ꑠꃅꉜꎼꇁꇬ，ꊿꑖꉬꐛ

ꄷꌠꆹꑇꐨꐛꅹꀉꄂꀋꉬꃅ，ꃅꐨꑽ

ꑌꐛꅹꑌꉬ。25ꎲꃷꃆꅿꇁꉑꆹꊩꌺ

ꋨꏦ，ꉈꑴꋀꁳꁈꈜꃀꀉꁁꏢꇬꈴꁧ

ꎻ，ꋋꑌꐯꌟꃅ，ꃅꐨꑽꑌꐛꅹꃅꑖ

ꉬꐛꄷꌠꀋꉬꅀ？26ꇭꀧꒌꆠꀋꐊꌠꆹ

ꌦꌠ，ꑇꐨꉌꊋꃅꐨꑽꑌꀋꐊꌠꑌꌦ

ꌠꉬ。 

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
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22可
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
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23这
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
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
称为神的朋友。24这样看来，人
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
信。25妓女喇合接待使者，又放
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
一样因行为称义吗？26身体没有
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
是死的。 

 

ꉐꆂꁱꐛ 制伏舌头 

3 ꉠꃺꑌꊈꀋ！ꊿꀉꑌꃅꂘꃀꄡ

ꄻ，ꑞꃅꆏ，ꉪꊇꊿꉗꊿꂘꋋꈨ 3 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作师
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 

ꆹꍆꇽꐨꀉꒉꌠꊝꌠꆍꅉꐚ。2ꉪꊇ

ꑴꅉꆹꌤꈍꑋꀂꏽꄉꆹꑽꅍꐥꌐ；ꀋ

ꄸꄷ，ꊿꅇꂷꀂꏽꆹꑽꅍꀋꐥꑲꆏ，ꋋ

ꆹꐛꒆꊿꉬ，ꋋꑌꋍꊨꏦꇭꀧꋋꂷꃅ

ꋌꌄꇤꄉꄎ。3ꉪꊇꀋꄸꄷꃅꈁꎰꅍ

ꄻꃅꈂꀸꇬꊐꄉ，ꋌꁳꅇꃅꅲꎻꑲ

ꆏ，ꋍꇭꀧꋋꂷꃅꉪꏂꌊꐺꄎ。4ꇬꉚ

ꉏ！ꇈꆹꀉꒉꐯꀉꒉ，ꉈꑴꆳꇨꉏꇨꇱ

ꁏꌊꐺꑴꇬ，ꄚ，ꇉꏀꅍꀄꊭꐯꀄꊭ

ꍈꀉꄂꌊꈍꏯꏀꆏꈍꏯꉜꄉꁧ。5ꑠ

的判断。2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
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
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
勒住自己的全身。3我们若把嚼
环放在马嘴里，叫它顺服，就
能调动它的全身。4看哪，船只
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催逼，只
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
思转动。5这样，舌头在百体里
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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ꃅꄉ，ꉐꆂꆹꇭꀧꇬꈁꅑꌠꀄꊭꇊꀄ

ꊭꑵꌠꑌꉬ，ꄚ，ꅇꒉꉏꒉꉉꄎ。 
ꇬꉚꉏ！ꃆꄔꉐꆂꀄꊭꐯꀄꊭꑠ

ꍈꌩꏪꀉꒉꐯꀉꒉꂷꋌꄀꇫꎭꄎ。

6ꉐꆂꆹꃆꄔꉬ；ꉪꊇꇭꀧꇬꈁꅑꈧꌠ

ꇬ，ꉐꆂꆹꄷꅠꌠꋧꃅꂷꉬ，ꇭꀧꋋꂷ

ꃅꍍꆀꄎ，ꐥꌠꌦꌠꏮꇉꑌꋌꄀꐞꇁ

ꄎ，ꄷꀋꁧ，ꅉꃴꏦꑳꆈꇬꄉꃆꄔꋌ

ꄀꎼꇁꌠꉬ。7ꑋꁮꉆꁮꌋꆀꉌꊭꉌ

ꇓ、ꁯꄸꆰꄸ、ꉜꊪꉜꍽꐯꇯꁱꐛ

ꉆꌠꉬ，ꃰꊿꇱꁱꐛꀐ；8ꄚ，ꉐꆂꀉ

ꄂꊿꇫꁱꐛꄎꌠꀋꐥ，ꉐꆂꆹꆏꇁꀋ

ꉆꌠꄷꅠꑵꉬ，ꊿꋌꉮꌦꌠꅋꏸꐛꃅ

ꑌ。9ꉪꊇꆹꉐꆂꌌꌋꂶꌠꌋꆀꀉꄉ

ꂶꌠꏭꉙꍗ，ꉈꑴꉐꆂꌌꏃꃅꌋꇴꉻ

ꇬꉜꄉꄻꄉꌠꃰꊿꏭꍃꏽ。10ꉙꍗꌠ

ꌋꆀꍃꏽꌠꐯꇯꈂꀸꋍꐬꇬꄉꅐꇁ，

ꃺꑌꊈꀋ！ꑠꃅꐙꑠꆹꄡꀋꑟꌠꉬ。

11ꀆꐒꐔꌠꌋꆀꈌꌠꒉꐑꋍꐬꇬꄉꅐ

ꇁꉆꑴꅀ？12ꃺꑌꊈꀋ！ꀋꃨꂶꂷꌩ

ꁧꇬꄉꏝꃴꀋꍯꂶꂷꅑꄎꑴꅀ？ꑌꃀ

ꌧꃰꁦꁧꇬꄉꀋꃨꂶꂷꅑꇁꄎꑴꅀ？

ꀆꐒꋂꈌꌠꇬꄉꑌꀆꐒꐔꌠꇫꅐꇁꀋ

ꄐ。 

看哪，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
的树林。6舌头就是火，在我们
百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
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
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
里点着的。7各类的走兽、飞
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
制伏，也已经被人制伏了；8惟
独舌头没有人能制伏，是不止
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
气。9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
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
神形象被造的人。10颂赞和咒诅
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
们，这是不应当的。11泉源从一
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
吗？12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
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
吗？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
来。 

 

ꄩꏯꄉꇁꌠꌧꅍꂿꅍ 从上头来的智慧 
13ꆍꊇꈬꄔꈀꄸꂷꆹꌧꅍꂿꅍ

ꐥ、ꂿꇐꈨꇐꐥꌠꉬ？ꋋꆹꌧꅍꂿꅍ

ꑖꈈꀕꌠꀂꏽꄉꋍꂄꃅꎔꏿꌠꇫꅐꇁ

ꄡꑟ。14ꀋꄸꄷ，ꆍꊇꄸꈐꇬꏷꈌꀕ

ꌠꉌꈻꃴꆅꌠꌋꆀꊨꏦꎁꀉꄂꉪꌠꑌ

13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
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
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14你们心
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
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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ꑲꆏ，ꆍꈌꒉꀋꉆ，ꈱꅇꏅꅇꉉꄉꇗꅉ

ꇯꍝꌠꇬꄘꑣꑌꀋꉆ。15ꌧꅍꂿꅍꑠ

ꃅꐙꌠꆹꄩꄉꇁꌠꀋꉬꃅ，ꃄꅉꇬꃤ

ꉬ，ꇭꀧꏾꅍꃤꉬ，ꑊꋌꃤꉬ。16ꇿꇬ

ꉌꈻꃴꆅꌠ、ꊨꏦꎁꀉꄂꉪꌠꑠꐤ

ꆏ，ꇿꇬꌼꇑꀠꇁꌠꌋꆀꌤꀋꂄꌠꋍ

ꑞꋍꑵꇫꐥ。17ꌧꅍꂿꅍꄩꄉꇁꌠꀉ

ꄂꂴꆏꐙꎴ，ꊁꆏꄮꐽ，ꈌꆓꌗꉘ，ꎭ

ꃅꉇꑭꐛꃅꑌ，ꂶꂷꂄꎔꌠꀉꑌꃅ

ꅑ，ꈐꀋꍣꉈꀋꍣ，ꀋꉬꉫꎴꀕꃅꌠꀋ

ꐥ。18ꄷꀋꁧ，ꊿꁳꄮꐽꎻꌠꆹ，ꄮꐽ

ꌊꊪꏽꄉꌠꑖꉬꂶꂷꉬ。 

挡真道。15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
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
的、属魔鬼的。16在何处有嫉
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
各样的坏事。17惟独从上头来的
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
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
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18并
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
种的义果。 

 

ꋧꃅꌋꆀꐮꐋꃅ 与世界为友 

4 ꆍꊇꇢꊭꇬꐯꊨꐮꇤꌠꆹꇿꅐꇁ

ꌠꉬ？ꆍꇭꀧꇬꄉꉈꈽꌠꏾꅍ 4 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
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百 

ꇬꄉꅐꇁꌠꀋꉬꅀ？2ꆍꊇꎆꇢꋚꇢꇬ

ꑌ，ꄡꇗꊌꀋꄐ，ꑠꅹ，ꆍꊇꊿꌉꊾ

ꆳ；ꆍꊇꉌꈻꃴꆅꇬꑌ，ꄡꇗꊌꀋꄐ，

ꑠꅹ，ꆍꊇꐯꊨꐮꇤ；ꆍꊌꀋꄐꌠꆹꆍ

ꇬꀋꇖꇬꀋꂟꒉꄸ。3ꆍꊇꇖꂟꇬꑋ

ꊌꀋꄐꌠꆹ，ꆍꊇꆹꑽꃅꇖꂟꄉ，ꋟꅝ

ꈩꌒꄉꌌꁧꈿꎻꒉꄸ。4ꆍꊇꊿꎼꃅ

ꃏꑽꋋꈨꇆ（“ꊿꎼꃅꃏꑽ”ꑝꇂꉙꇬꆏ“ꎼꃏ

ꃆꅿ”ꃅꅑ）！ꋧꃅꋋꂷꌋꆀꐮꐋꃅꌠꆹ

ꏃꃅꌋꀕꆀꐮꁮꐚꐛꀐꌠꆍꋋꅉꀋꐚ

ꅀ？ꑠꅹ，ꋧꃅꋋꂷꌋꆀꐮꐋꃅꏾꌠ

ꆏ，ꏃꃅꌋꋀꌌꁮꐚꃅꄉꌠꉬꀐ。5ꏂ

ꀨꇬ：“ꏃꃅꌋꄻꉪꇖꇈꉪꇭꀧꈐꏭ

ꀀꌠꒌꂶꌠꆹ，ꏃꃅꌋꉌꊸꃅꇬꉨꇫ

ꉂ”ꄷꉉ。ꆍꊇꉂꆏꏂꀨꇬꈁꉉꌠ

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2你们
要抓取，得不到就杀人；你们
要贪婪，得不到就争斗。3你们
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
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
4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哪（“淫乱的人”

原文作“淫妇”），岂不知与世俗为友
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
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
了。5经上说：“神强烈地恋慕他
安放在我们里面的灵。”你们以
为这话是徒然的吗？6但他赐更
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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ꆹꀈꈥꀕꌠꉬꎼꈀꅀ？6ꄚ，ꋌꑆꊋꀊ

ꅰꃅꀉꑌꃅꄻꉪꇖ，ꑠꅹ，꒰ꀨꇬ： 
“ꏃꃅꌋꆹꊿꆺꒉꄇꒉꌠꏭꄘꑣ， 

ꑆꊋꄻꊿꆺꀋꒉꄇꀋꒉꌠꇖ”

ꄷꉉ。 

“神阻挡骄傲的人， 
赐恩给谦卑的人。” 

7ꑠꅹ，ꆍꊇꑴꌠꏃꃅꌋꅇꃅ。ꏟꈯꃅ

ꑊꋌꌌꁈꏭꄘꑣꑲꆏ，ꑊꋌꌌꁈꀋꎪ

ꃅꆍꄷꄉꁈꁧꌠꉬ。8ꆍꊇꇁꏃꃅꌋ

ꊫꑲꆏ，ꏃꃅꌋꀋꎪꃅꇁꆍꊩꌠꉬ。

ꑽꃤꐥꌠꊿꀋ！ꆍꇇꒈꋌꁦꎴꃅꄉ；

ꉌꃀꉪꐨꑍꑵꑌꌠꊿꀋ！ꆍꉌꃀꂶꌠ

ꌩꎳꐙꎴꃅꄉ。9ꆍꊇꆹꉌꎭ、ꐒ

ꊀ、ꑳꉨꌶ；ꆍꊇꇿꒉꅍꐈꇁꐒꊀꅍ

ꐛ，ꉌꇿꅍꐈꇁꉌꎭꅍꐛ。10ꌋꂾꄉ

ꊨꏦꆺꀋꒉꃅꐥꑲꆏ，ꌋꆹꀋꎪꃅꆍ

ꁳꐕꌊꀊꂥꎻꌠꉬ。 

7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务要抵
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
跑了。8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
近你们。有罪的人哪，要洁净
你们的手！心怀二意的人哪，
要清洁你们的心！9你们要愁
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作
悲哀，欢乐变作愁闷。10务要在
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
高。 

 

ꃺꑌꏭꍆꇽ 论断弟兄 
11ꃺꑌꊈꀋ！ꆍꊇꐮꊂꊨꀖꀋ

ꉆ。ꀋꄸꄷ，ꊾꂷꃺꑌꏭꊨꀖ，ꃺꑌ

ꏭꍆꇽꑲꆏ，ꋋꆹꄹꏦꏭꊨꀖ，ꄹꏦꏭ

ꍆꇽꌠꉬ。ꀋꄸꄷ，ꆏꄹꏦꏭꍆꇽꑲ

ꆏ，ꄹꏦꇬꍬꄉꃅꌠꀋꉬꃅ，ꊾꊨꇽ

ꌠꉬꀐ。12ꄹꏦꄻꌠꌋꆀꊾꊨꇽꌠꆹ

ꋍꂷꀉꄂꐥ，ꋋꆹꊾꈭꋏꄎ、ꊾꈔꋏ

ꑌꄎꂶꌠꉬ。ꆏꈀꄸꉥ，ꆏꌞꊿꊂꍆ

ꇽꀬꌠꉬ？ 

11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
评。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
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
法；你若论断律法，就不是遵
行律法，乃是判断人的。12设立
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
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你
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 

 

ꈌꒉꌠꏭꅇꈪꊐ 警戒夸口 
13ꀊꑴ！ꆍꊇꇢꊭꊿꋍꈨ：“ꀃ

ꑍꃄ꒰ꄑ，ꉪꊇꇓꈓꑠꂷꇬꉜꄉꁧ，ꀊ

13嗐，你们有话说：“今天、
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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ꄶꇬꋍꈓꀀꄉ，ꃼꇇꃅꄉꎆꍍꁧꂯ”
ꄷꉉꌠꐥ。14ꄚ，ꇯꍝꃅꇬ，ꃆꏂꄑꈍ

ꃅꐙꌠ，ꆍꇫꅉꀋꐚꑴꌦ。ꆍꀑꇬꆹ

ꑞꉬ？ꆍꑴꅉꆹꃅꄂꌅꉬ，ꇫꅐꇁꇈꀂ

ꉗꍈꀉꄂꃅꐘꀋꈨꀐ。15ꆍꊇꆹ：

“ꀋꄸꄷ，ꌋꉬꅲꑲꆏ，ꉪꊇꇫꐥꉆ，

ꌤꋌꐘꑌꃅꉆ，ꅀꌤꀊꋩꐘꑌꃅꉆ”

ꄷꀉꄂꉉꄡꑟ。16ꄚ，ꀃꑍꋋꄮꆍꊇ

ꆹꄇꀋꉆꃅꈌꒉ，ꑠꃅꈀꈌꒉꌠꉬꇮꃅ

ꄷꅠꌠꉬ。17ꊿꀋꄸꄷꂄꃅꎔꏿꌠꋌ

ꅉꐚ，ꄚ，ꃄꆏꇬꀋꃅꇬꆹ，ꋍꑠꋍꑽ

ꃤꉬꀐ。 

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14其
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
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
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
见了。15你们只当说：“主若愿
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
做这事，或做那事。”16现今你
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
都是恶的。17人若知道行善，却
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 

 

ꌣꈚꌠꏭꅇꈪꊐ 警戒富足 

5 ꀊꑴ！ꆍꌣꈚꊿꋋꈨ，ꑳꉨ、ꇶ 

ꍠꀕꃅꉩꄡꑟ，ꑞꃅꆏ，ꎭꇁꅧ 
5 嗐，你们这些富足人哪，应

当哭泣、号啕，因为将有苦 
ꌠꆹꇁꆍꇭꀧꌸꇁꂯꀐ。2ꆍꎆꋚꆹꍹ

ꐛꀐ；ꆍꃢꇓꃢꈜꑌꁯꑌꇱꌃꑣꀐ。

3ꆍꐎ꒰ꑌꎟꑣꌐꀐ；ꎟꀊꋨꈨꆹꆍꀋ

ꉬꅍꑠꊩꀽ，ꉈꑴꆍꎸꑌꋠ，ꀋꇊꆏꃆ

ꄔꐗꌠꌡ。ꆍꊇꆹꋧꃅꄽꂫꋋꋏꇬꄉ

ꎆꋚꀉꄂꊭꑲꌧ。4ꊋꃅꊿꆍꎁꃅꋙ

ꎴꒈꏢꇬ，ꆍꊇꆏꊋꁌꄻꋀꀋꁵ；ꃄꁌ

ꋋꈨꃆꂮꃅꃚꋒꇬꊎꏅꌠꐥ。ꄷꀋ

ꁧ，ꋙꎴꒈꏢꊿꈧꌠꑗꇖꈨꂟꅇꆹꄙ

ꀕꃪꀕꂽꌌꁈꂶꌠꈨꀐ。5ꆍꊇꆹꋧ

ꃅꇬꄉꐥꌒꄻꌒ、ꋟꅝꈩꌒꏽ；ꎆꌉ

ꄹꉇꌠ，ꆍꊇꆹꆍꉌꂵꆍꉘꋆꃅꄉ。

6ꆍꊇꆹꑖꊿꆍꌌꑽꃤꏤꄉꀐ，ꋌꆍꇱ

ꌉꇫꎭ，ꋋꑌꆍꀋꄙꀋꑣ。 

难临到你们身上。2你们的财物
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3你
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
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
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末世
只知积攒钱财。4工人给你们收
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
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
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入了万
军之主的耳了。5你们在世上享
美福，好宴乐，当宰杀的日子
竟娇养你们的心。6你们定了义
人的罪，把他杀害，他也不抵
挡你们。 

 



ꑸꇱꄯꒉ  5 723 雅各书  5 

 

 

ꋰꄿꌠꌋꆀꈼꂟ 忍耐和祷告 
7ꃺꑌꊈꀋ！ꆍꊇꑴꌠꋰꄉꅷꌋꑟ

ꇁꄮꇬꑟ。ꇬꉚ！ꑘꃅꊿꋰꄉꃄꅉꇬ

ꁌꇐꈤꌠꋚꁧꇁꉚ，ꇁꉚꅷꍴꉐꑋꉐ

ꐛꄮꇬꑟ。8ꆍꊇꑌꋰꄉꆍꉌꃀꁳꈫ

ꈈꎻꄡꑟ，ꑞꃅꆏ，ꌋꇁꌠꃅꑍꑟꂯ

ꀐ。9ꃺꑌꊈꀋ！ꆍꊇꐮꊂꄡꅫꄡꏒ，

ꑠꀋꉬꑲꆏ，ꆍꊇꀞꇽꌠꊝꂵ。ꇬꉚ

ꉏ！ꀞꇽꌋꂶꌠꀃꈈꁭꑭꉆꀐ。10ꃺ

ꑌꊈꀋ！ꆍꊇꑴꌠꀋꉊꂴꏭꅉꄜꊿꌋ

ꂓꄜꄉꅇꉉꈧꌠꌌꎬꅧꄽꄐ、ꋰꄉꄎ
ꌠꌶꀠꃅꄉ。11ꊿꀋꉊꂴꏭꋰꄉꀊꋨ

ꈨꆹ，ꉪꊇꆹꋀꏭꌒꃤꐥꌠꄷ。ꒀꀨ

ꋰꄿꌠꃆꂮꆍꈨꋺꀐ，ꌋꄻꋌꁳꌠꌐ

ꂫꈍꃅꐙꌠꑌꆍꅉꐚ，ꌋꆹꉌꃀꎭꃅ

ꉇꑭꐛꃅꑌ，ꉈꁒꑓꊰꅍꀊꅼꌠꑌꌠ

ꑠꄇꇖꀕ。 

7弟兄们哪，你们要忍耐，
直到主来。看哪，农夫忍耐等
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
秋雨春雨。8你们也当忍耐，坚
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
近了。9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
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哪！审
判的主站在门前了。10弟兄们，
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
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
榜样。11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
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
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
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
有慈悲。 

12ꃺꑌꊈꀋ！ꀋꉬꀋꉆꐯꀋꉬꀋ

ꉆꌠꆏ，ꅇꏤꒃꀋꉆ；ꂿꃅꄐꄉꅇꏤ

ꒃꀋꉆ，ꃄꅉꄐꄉꅇꏤꑌꒃꀋꉆ，ꅇ

ꏤꑞꑌꒃꀋꉆ。ꆍꊇꅇꂷꉉꇬ，ꉬꑲ

ꆏꉬꄷꉉ，ꀋꉬꑲꆏꀋꉬꄷꉉ；ꑠꀋꉬ

ꑲꆏ，ꆍꊇꊰꇁꀞꇽꇂꃴꃹꂵ。 

12我的弟兄们，最要紧的是
不可起誓；不可指着天起誓，
也不可指着地起誓，无论何誓
都不可起。你们说话，是就说
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你们
落在审判之下。 

13ꆍꊇꈬꄔꊿꎬꅧꊝꌠꐥꑲꆏ，

ꋌꈼꂟꄡꑟ；ꊿꉌꇿꌠꐥꑲꆏ，ꋌꉙ

ꍗꄡꑟ。14ꆍꊇꈬꄔꊿꆄꈻꌠꐥꑲ

ꆏ，ꋌꑇꊿꏓꉻꇬꅡꈭꌟꒉꇴꌊꇁꄡ

ꑟ，ꋀꊇꆹꌋꂓꄜꄉ，ꒀꌌꋋꌎ，ꋍꎁ

ꃅꈼꂟꉆ。15ꑇꐨꉌꊋꇬꄉꅐꇁꌠꈼ

ꂟꅇꆹꊿꆅꀊꋨꂷꈭꋏꌠꉬ，ꌋꀋꎪ

ꃅꋌꁳꄓꇁꎻ；ꀋꄸꄷ，ꋌꑽꃤꃅꀐꑲ

13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
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
该歌颂。14你们中间有病了的
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
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
为他祷告。15出于信心的祈祷要
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
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16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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ꑌ，ꀋꎪꃅꏆꃤꊌꌠꉬ。16ꑠꅹ，ꆍꊇ

ꑴꌠꊨꏦꑽꃤꄜꐮꇰ，ꐮꎁꃅꈼꂟ

ꄉ，ꆍꁳꉃꄻꌠꊌꉆꎻ。ꑖꊿꈁꈼꈁ

ꂟꌠꇬꄉꅐꇁꌠꊋꃤꆹꇿꋌꀉꒉꃅꐥ

ꌠꉬ。17ꑱꆀꑸꆹꊿꐛꊈꉪꌋꆀꐯꌟ

ꑠꂷ，ꋌꏟꈯꀕꃅꈼꂟꄉ，ꂷꉐꄡꐛ

ꄷ，ꃅꐎꌕꈎꀉꁁꂷꀕꉐꐛꃄꅉꇬꀋ

ꅞ。18ꋌꉈꑴꈼꂟꇈ，ꂿꃅꇬꂷꉐꐛ

ꇁꄉ，ꃄꅉꇬꋚꁧꒉꁧꇫꅿꇁꀐ。 

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
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义人祈祷
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17以
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
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
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
18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
也生出土产。 

19ꉠꃺꑌꊈꀋ！ꀋꄸꄷ，ꆍꊇꈬꄔ

ꇬꊿꇗꅉꇯꍝꌠꇬꄉꈜꑽꁧꌠꐥꇈ，

ꊿꋋꇇꀤꄉꋌꁳꀱꏮꇁꎻꑲꆏ，20ꊿ

ꌞꇇꀤꋋꂷꆹꋌꑠꅉꐚꄡꑟ：ꑽꊿꂷ

ꁳꑽꈜꇬꄉꀱꏮꇁꎻꌠꆹ，ꒌꆠꂷꀋ

ꌦꃅꋌꈭꋏꎼꇁꌠꉬ，ꄷꀋꁧ，ꑽꃤꈍ

ꑋꑌꂁꉱꄉꀐ。 

19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
有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
转；20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
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
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