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ꀺꄮꄯꒉꂴꁬꌠ 

彼得前书 

 
ꋬꂻꄜ 问候 

1 ꑳꌠꏢꄖꁆꄻꊩꌺꀺꄮ，ꄯꒉꁱ

ꊿꁗꏒꌊꀘꄖ、ꏦꇁꄠ、ꏦꁂ 
1 耶稣基督的的使徒彼得写信

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 
ꄏꏦ、ꑸꑭꑸ、ꀘꄫꆀꃅꄷꀀꁧꈧ

ꌠꁵ；2ꆍꊇꆹꏃꃅꌋꂴꂿꐨꇬꈴꄉꌊ

ꄻꄉꌠꉬ，ꌃꎔꒌꇇꄧꈴꄉꌃꇁꎔꐛ

ꇈ，ꑳꌠꏢꄖꅇꃅ，ꉈꑴꋍꌦꅪꌌꆍ

ꎭꄉꆍꊌ。ꑆꊋ、ꋬꂻꆹꀉꑌꐯꀉ

ꑌꃅꄻꇬꇯꄉꆍꁳꅊꇈ。 

加帕多家、亚细亚、庇推尼寄
居的，2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
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
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
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地
加给你们。 

 

ꍅꁍꀕꌠꉘꇉꐨ 活泼的盼望 
3ꉙꇁꍗꅇꄻꉪꌋꑳꌠꏢꄖꀉꄉ

ꏃꃅꌋꁵꌐꅊꇈ！ꋋꆹꊨꏦꉈꁒꑗꊰ

ꐨꀉꒉꌠꇬꈴꄉ，ꑳꌠꏢꄖꌦꈬꇬꄉ

ꀱꐥꇁꐛꅹꃅ，ꉪꁳꒅꀱꎻꀐ；ꉪꁳꉘ

ꇉꅍꍅꁍꀕꌠꐥꄉ，4ꍸꇐꍹꐛꀋꉆ

ꌠ、ꍍꆀꀋꉆꌠ、ꎒꐡꀋꉆꌠ、ꆍ

ꎁꃅꊭꉬꉎꄉꌠꑠꊌꉆꎻ。5ꆍꊿꑇ

ꐛꅹꃅꏃꃅꌋꊋꃤꇱꀧꌋꃅꄉꋋꈨ，

ꈁꄐꈁꏤꄉꇈꋧꃅꌐꂫꄮꇬꇫꅐꇁꌠ

ꈭꋏꑆꊋꆹꀋꎪꃅꆍꊌꄎꌠꉬ。6ꑠ

3愿颂赞归与我们主耶稣基
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
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
盼望，4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
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
留在天上的基业。5你们这因信
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
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
恩。6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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ꅹ，ꆍꊇꆹꉌꇿꐨꀉꒉꃅꐥꌠꉬ，ꄚ，

ꀋꃅꋋꇅꇬꆹ，ꎖꉺꌠꊰꑋꑟꌠꈬꇬ

ꄉꀂꉗꌹꍈꉌꐒ；7ꑠꃅꄉ，ꀜꐡꉆꌠ

ꏂꅪꃆꄔꌌꃚꌠꌟꃅ，ꆍꑇꐨꑌꌌꎖ

ꉺ，ꄚꄉꆍꑇꐨꆹꏂꅪꏭꀋꋌꃅꁌꇐ

ꈤꌠꉜꅐꇁꉆ，ꄷꀋꁧ，ꑳꌠꏢꄖꇫꅐ

ꇀꄮꇬ，ꍖꀴ、ꀑꒉꑊꒉ、ꐤꒉꌠꑠ

ꊌꉆ。8ꆍꊇꆹꋋꂿꀋꋻꑴꇬ，ꆍꄡꇗ

ꋋꉂꋋꅉ；ꀃꑍꋋꄮꆍꇬꊊꂿꀋꄐꑴ

ꇬ，ꄚ，ꋌꑅꐛꅹ，ꆍꊇꆹꉉꅐꇁꀋꉆ

ꌠ、ꀑꒉꑊꒉꌠꉌꇿꅍꀉꑌꃅꐥ。

9ꄷꀋꁧ，ꑇꐨꉌꊋꇿꋌꆹꆍꊌ，ꋋꆹ

ꒌꆠꈭꋏꑆꊋꉬ。10ꉉꅷꈭꋏꑆꊋꋌ

ꑵꑟꇬꆏ，ꆍꊇꈭꋏꑆꊋꊌꇁꃅꅉꄜ

ꌠꅉꄜꊿꀊꋨꈨꆹ，ꈍꄮꇯꆐꑭꀕꋧ

ꋪꃅꎹꈹꍤꆫꀐ；11ꋀꉌꃀꇬꑌꌠꏢꄖ

ꒌꂶꌠꆹꏢꄖꎭꃤꅧꃤꊝꈭꐨ，ꀑꒉ

ꑊꒉꊌꄷꂴꇯꆐꊩꀽꀐꄉ，ꋀꊇꆹꋍ

ꑠꈍꄮꇬꄐꌐꌠ，ꈍꃅꐙꄮꇬꄐꌐꌠꉬ

ꄷꍤꆫꉚꌠꉬ。12ꋀꊇꀖꀨꅍꊌꄉ，

ꋀꈀꄜꁊꌠꌤ（“ꄜꁊ”ꑝꇂꉙꇬꆹ“ꀨꎹ”

ꃅꅑ）ꈧꌠꆹꊨꏦꎁꃅꌠꀋꉬꃅ，ꆍꎁꃅ

ꌠꉬꌠꋀꅉꐚ。ꊿꉬꉎꇬꄉꊪꎼꇁꌠ

ꌃꎔꒌꂶꌠꉘꇉꄉꌒꅇꁊꆍꁳꈧꌠ

ꆹ，ꀋꃅꌤꋋꈨꄜꆍꇰ；ꉬꉎꊩꌺꑌꑭ

ꋧꃅꌤꋍꑠꍤꉚꏾ。 

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
忧愁，7叫你们的信心被试验，
就好比那被火试验能坏的金子
显得更宝贵，使你们在耶稣基
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
耀、尊贵。8你们虽然没有见过
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
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
满有荣光的大喜乐；9并且得着
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
救恩。10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
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
细地寻求考察；11就是考察在他
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
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
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
12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
讲的一切事（“传讲”原文作“服事”），
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
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
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
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察看
这些事。 

 

ꌃꎔꌠꐥꐨ 要过圣洁的生活 
13ꑠꅹ，ꆍꉌꂵꂶꌠꌄꇤꄉ（ꑝꇂꉙ

ꇬꆏ“ꆍꉌꂵꇬꐧꃬꉊꄉ”ꃅꅑ），ꊨꏦꈯꊨꏦ

ꌅ，ꉌꊢꃅꄉꑳꌠꏢꄖꇫꅐꇀꄮꇬꑆ

13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原文

作“束上你们心中的腰”），谨慎自守，
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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ꊋꋌꌌꆍꈁꁵꇁꈧꌠꇁꉚ。14ꆍꊇꆹ

ꅇꃅꅲꌠꌳꃈꅮꄻꑲꆏ，ꂴꏭꌧꅍꀋ

ꐥꄮꇬꊨꏦꏾꅍꁳꈁꏾꃅꎻꌠꐛꄟꑠ

ꄡꌷ。15ꆍꊇꇳꍝꀊꋨꂷꆹꌃꎔꌠꉬ

ꑲꆏ，ꆍꆹꌤꆍꈀꃅꌠꀂꏽꇬꑌꌃꎔ

ꌶ；16ꑞꃅꆏ，ꏂꀨꄯꒉꇬ：“ꆍꊇꑴ

ꌠꌃꎔꌶ，ꑞꃅꆏ，ꉡꆹꌃꎔꌠꉬ”
ꄷꁱꇬꄀꄉ。 

所带来给你们的恩。14你们既作
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
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
样子。15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
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
洁；16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
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 

17ꆍꊇꆹꏃꃅꌋꏭꀉꄉꃅꇴꑲꆏ，

ꋧꃅꇬꈿꀀꄮꇬꆏ，ꏦꑭꃪꑭꑌꄡ

ꑟ。ꑞꃅꆏ，ꏃꃅꌋꆹꈐꀋꍣꉈꀋꍣ

ꃅꊾꂷꊨꏦꃅꐨꑽꑌꇬꉜꄉꊾꀞꇽꌠ

ꉬ。18ꆍꊇꅉꐚꌠꆏ，ꆍꊇꆹꋌꇱꋊꌌ

ꇁꄉ，ꆍꀋꁌꀋꁧꍸꆍꁳꇈꌠꀈꈥꀕ

ꌠꃅꐨꑽꑌꑠꆍꇔꇫꎭ；ꑠꆹꒉꐙꆿꐛ

ꉆꌠꐎꏂꇇꄧꈴꌠꀋꉬꃅ，19ꏢꄖꌦꅪ

ꁌꇐꈤꌠꇇꄧꈴꌠꉬ，ꀋꇊꆏꆐꀋ

ꅑ、ꍍꀋꆀꌠꑾꌺꌦꅪꌡ。20ꁍꄻ

ꏃꄻꂾꇯꆐ，ꏢꄖꆹꏃꃅꌋꅉꐚꌠꉬ，

ꄚ，ꋧꃅꌐꂫꋋꋏꇬꑲꆀꆍꎁꃅꇫꅐ

ꇁ。21ꆍꊇꑌꋍꐛꅹꃅꄉ，ꏃꃅꌋꆍ

ꇬꑅ；ꏃꃅꌋꆹꋌꁳꌦꈬꇬꄉꀱꐥꇁ

ꎻꇈ，ꉈꑴꀑꒉꑊꒉꄻꋌꁳꌠꉬ。ꑠ

ꃅꄉ，ꆍꊇꑇꐨꌋꆀꉘꇉꐨꁳꐯꇯꏃ

ꃅꌋꇬꅑꎍꎻ。 

17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
各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
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
居的日子；18知道你们得赎、脱
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
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
物，19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
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
血。20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
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
们显现。21你们也因着他，信那
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
的神，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
在于神。 

22ꆍꊇꇗꅉꃶꐚꌠꇬꍬꄉ，ꊨꏦ

ꉌꂵꁦꎴꇈ，ꄷꀋꁧꇯꍝꃅꃺꑌꉂꑲ

ꆏ，ꉌꃀꄸꈐꇬꄉꇯꍝꀕꃅꐮꉂꐮꅉ

ꄡꑟ(“ꉌꃀꄸꈐꇬꄉ”ꀊꆨ꒰ꀨꋍꈨꇬꆏ“ꐙꎴꌠꉌꃀ

ꇬꄉ”ꃅꅑꌠꐥ)。23ꆍꊇꆹꒅꀱꀐ，ꑠꆹꇗ

ꂷꍹꐛꉆꌠꇬꄉꇁꌠꀋꉬꃅ，ꇗꂷꍹ

22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
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
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
爱（“从心里”有古卷作“从清洁的心”）。 
23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
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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ꐛꀋꉆꌠꇬꄉꇁꌠꉬ；ꑠꆹꏃꃅꌋꇗꅉ

ꍅꁍꀕꇈꈍꄮꑌꇫꐥꏡꌠꇇꄧꈴꄉꅐ

ꇁꌠꉬ。24ꑞꃅꆏ， 

子，是借着神活泼常存的道。 
24因为 

“ꌦꑌꌗꑌꈀꐥꌠꃅꁬꆰꌋꆀꐯ

ꌟꌐ； 
ꋍꎔꃨꌠꀑꑊꆹꁬꃨꌋꆀꐯ

ꌟ。 
ꁬꈍꃅꑌꀊꃶ， 
ꃧꃨꈍꃅꑌꊰꁧ； 

“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 
 
他的美荣都像草上的花。 
 
草必枯干， 
花必凋谢； 

25ꏃꃅꌋꇗꅉꀉꄂꐩꋊꐩꍂꃅꇫꋒꇈ

ꌠꉬ”。ꁊꆍꊇꈁꁵꌠꌒꅇꆹꇗꅉꋋ

ꏢꉬ。 

25惟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
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 

 

ꇓꂵꀑꇬꑌꌠꌋꆀꌃꎔꌠꇩꏤ 活石和圣洁的国度 

2 ꑠꅹ，ꄷꅠꏷꈌꀕꌠ、ꉻꏂꏡ

ꁈ、ꀋꂄꀕꎴꃅꌠ、ꉌꈻꃴꆅ 
2 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

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 
ꌠꌋꆀꍍꋉꄸꄀꅇꑠꈀꐥꌠꃅꆍꊇꇱ

ꌩꎳꇫꎭꑲꆏ，2ꆍꊇꆹꀉꑳꀿꏅꌹꍈ

ꑍꅝꏾꌠꌟꃅ，ꌃꎴꌠꒌꃤꑍꄲꅝꏾ

ꌶ，ꆍꁳꑠꐛꅹꃅꐤꅉꒅꅉꑟꄉ，ꈭ

ꋏꊌꎻ。3ꀋꄸꄷ，ꌋꑆꊋꈍꃅꐙꌠ

ꆍꊇꇫꊝꋺꑲꆏ，ꆍꆹꀋꎪꃅꑠꃅꐙꌠ

ꉬ。 

一切毁谤的话，2就要爱慕那纯
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
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
致得救。3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
味，就必如此。 

4ꌊꆹꇓꂵꀑꇬꑋꂷꉬ，ꋌꋧꃅꃰ

ꊿꇱꍞꇫꎭꑴꇬ，ꄚ，ꋋꆹꏃꃅꌋꇱꌊ

ꄻꄉꌠ、ꌌꁌꇐꈤꌠꃅꄉꌠꉬ。5ꆍ

ꊇꇁꌊꌋꂾꑟꇬꑌ，ꇓꂵꀑꇬꑌꌠꌡ

ꄉ，ꋌꇱꋈꄻꌊꒌꃤꑷꂿꐛ，ꌃꎔꌠ

ꆦꑝꊿꄻꄉ，ꑳꌠꏢꄖꇇꄧꈴꄉꒌꃤ

ꆦꑝꅍꏃꃅꌋꇫꊪꏾꌠꑠꌞꋌꁳ。

6ꑞꃅꆏ，꒰ꀨꇬꅑꇬ： 

4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
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的、所
宝贵的。5你们来到主面前，也
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
作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
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6因为经
上说： 



ꀺꄮꄯꒉꂴꁬꌠ  2 729 彼得前书  2 

 

 

“ꇬꉚ！ꉢꈀꌊꄻꄉꌠ、ꌌꁌꇐ

ꈤꌠꃅꄉꌠꑳꎏꄅꇓꂷꉢꄻꑟ

ꉢꄉ； 
ꊿꋋꈁꑇꌠꆏ， 
ꈍꃅꑌꎲꀋꄏ”ꄷ。 

“看那！我把所拣选、 
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
安； 
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
愧。” 

7ꑠꅹ，ꋋꆹꆍꊿꑇꋋꈨꉜꇬꆹꁌꇐꈤ

ꌠꉬ，ꊿꀋꑇꈧꌠꏭꆏ，ꅇꂷꑠꃅꉉ： 
7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
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 

“ꑲꋉꇎꇷꇵꇫꎭꌠꇓꂵꂶꌠꆹ，

ꑳꎏꄅꇓꇬꂾꂶꌠꐛꀐ”ꄷ。 
“匠人所弃的石头已作了房角
的头块石头。” 

8ꉈꑴꆏ：“ꑭꇹꇓꂵꐛꀐ，ꊾꇢꏿꌠ

ꇓꆈꀋꃀꂷꐛꀐ”ꄷ。ꋀꊇꆹꅇꃅ

ꀋꅲꐛꅹ，ꇗꅉꀂꏽꄉꅞꀐ（ꅀ“ꋀꅞꌠ

ꆹꇗꅉꇬꀋꍬꒉꄸꉬ”ꃄꑌꄿ）；ꋀꊇꑠꃅꅞꌠ

ꑌꂴꇯꆐꏤꄉꌠꉬ。 

8又说：“作了绊脚的石头，跌人
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
道理上绊跌（或作“他们绊跌都因不顺

从道理”）；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
定的。 

9ꆍꊇꀉꄂꈀꌋꄉꌠꉹꁌꉬ，ꐤꒉ

ꌠꆦꑝꊿꉬ，ꌃꇁꎔꌠꃰꃅꇩꉬ，ꏃꃅ

ꌋꃰꊿꉬ；ꆍꁳꋍꑌꇐꑲꇐꉾꃪꌠꄜ

ꉺꎻ，ꋋꆹꆍꋌꇱꇳꍝꌊꆈꋧꋪꅉ

ꅐ、ꂵꇖꀕꌠꁤꇅꀕꅉꃹ。 

9惟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
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
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
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
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10ꆍꊇꀋꉊꂴꏭꆹꏃꃅꌋꃰꊿꀋ

ꌗ，ꄚ，ꀋꃉꆏꋍꃰꊿꄻꀐ； 
ꀋꉊꂴꏭꆹ，ꉈꁒꑓꊰꌠꆍꋋꊪ

ꊊꀋꋻ，ꄚ，ꀋꃉꆏ，ꉈꁒꑓꊰ

ꌠꆍꊪꊊꀐ。 

10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 
现在却作了神的子民； 
从前未曾蒙怜恤， 
现在却蒙了怜恤。 

 

ꆍꊇꏃꃅꌋꁏꐚꄻ 作神的仆人 
11ꉂꇁꅉꌠꃺꑌꊈꀋ！ꆍꊇꆹꉇꄅ

ꊿꉬ，ꋧꃅꋋꂷꈿꀀꌠꊿ。ꑠꅹ，ꉢ

ꆍꊇꏯꇭꀧꎸꃤꏾꅍꑠꏢꇋꄉꄷꉉ；

ꏾꅍꑠꆹꒌꆠꌋꆀꐮꉈꈽꌠꉬ。12ꆍ

ꊇꉇꉻꊿꈬꄔꐥꇬ，ꑌꇐꑲꇐꉾꃪꄡ

11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
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
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
魂争战的。12你们在外邦人中，
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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ꑟ，ꑠꃅꄉ，ꊿꆍꏭꄷꅠꌠꃅꍍꋉꈧ

ꌠꁳꆍꃅꐨꑽꑌꉾꃪꌠꋀꂿꐛꅹ，ꀞ

ꇽꑠꑍꆏ（ꑝꇂꉙꇬꆏ“ꅲꇫꑠꑍꆏ”ꃅꅑ），ꀑ

ꒉꑊꒉꏮꏃꃅꌋꄀꎻ。 

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
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鉴察”或

作“眷顾”），归荣耀给神。 

13ꌋꎁꃅꐛꅹ，ꆍꊇꆹꃰꊿꏦꃤ

ꈀꐥꌠꇬꍬ，ꅀꄩꏯꑌꌠꋧꃅꃰꃅꅇ

ꃅ，14ꅀꃰꃅꇱꊪꌊꄸꌠꎭꃚꍈ、ꂄ

ꌠꈁꁠꏿꇁꌠꇛꌺꅇꃅ。15ꑞꃅꆏ，

ꏃꃅꌋꉪꐨꑴꅉꇬꆹꆍꁳꂄꃅꎔꏿ

ꄉ，ꊿꁍꇑꎴꇉꌧꅍꀋꐥꈧꌠꈌꋍꄉ

ꉆꎻꂿꄷꌠ。16ꆍꊇꆹꊨꏦꄿꐨꌠꉬ

ꑴꇬ，ꄚ，ꊨꏦꄿꐨꌠꎴꄉꄷꅠꏷꈌ

ꀕꌠꂁꉱꄉꀋꉆ；ꆍꊇꑴꌠꏃꃅꌋꁏ

ꐚꄻꇬꎷ。17ꆍꊇꀋꎪꃅꉹꁌꏭꁌꒉ

ꄣꅼ，ꑇꇐꈐꏭꃺꑌꉁꅉ，ꏃꃅꌋꏦ

ꃪ，ꃰꃅꏭꁌꒉꄣꅼꌶ。 

13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
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
王，14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
的臣宰。15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
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
知人的口。16你们虽是自由的，
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或作

“阴毒”），总要作神的仆人。17务
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中的弟
兄，敬畏神，尊敬君王。 

 

ꏢꄖꎬꅧꌠꌶꀠ 基督受苦的榜样 
18ꆍꊇꁏꐚꄻꌠꆏ，ꆍꉌꃀꄸꈐꇬ

ꏦꑭꃪꑭꑌꄉꆍꌌꁈꅇꃅ；ꂄꎔꑖꈈ

ꀕꈧꌠꀉꄂꅇꄡꃅꀕ，ꊿꈪꏂꀊꋨꈨ

ꑌꆍꇫꅇꃅ。19ꀋꄸꄷ，ꊾꂷꋍꉌꂵ

ꏃꃅꌋꂾꈴꄿꑲꆏ，ꀋꅑꃆꑘꀵꄉꎬ

ꅧꌠꋌꋰꄉꇬ，ꑠꆹꊿꇬꉚꒉꅍꉬ。

20ꀋꄸꄷ，ꆍꊇꃅꑽꏿꑽꄉꊿꌌꅥꄁ

ꇈꋰꄉꄎꇬꆹ，ꑞꂷꈌꒉꅍꐥ？ꄚ，ꀋ

ꄸꄷ，ꆍꊇꂄꃅꎔꏿꄉꎬꅧꌠꊝꇈꆍ

ꋰꄉꄎꇬꆹ，ꋍꑠꏃꃅꌋꇬꉚꒉꅍ

ꉬ。21ꆍꊇꇳꍝꊌꌠꑴꅉꑌꑠꃅꐙ；

ꑞꃅꆏ，ꏢꄖꑌꆍꎁꃅꎭꋺꅧꋺ，ꌶꀠ

ꄻꆍꀦꄉ，ꆍꁳꋍꐪꈜꊂꈹꎻ。 

18你们作仆人的，凡事要存
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
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
也要顺服。19倘若人为叫良心对
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
这是可喜爱的。20你们若因犯罪
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
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
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
的。21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
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
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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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ꋋꆹꑽꃤꃅꀋꋻ， 
ꈋꑌꐈꅇꋲꅇꉉꀋꋻ； 

22他并没有犯罪， 
口里也没有诡诈； 

23ꋌꊿꇱꌌꊨꀖꇬꈌꀋꀱ；ꉮꊝꇬꇷꇋ

ꅇꀋꉉ，ꋍꊨꏦꀉꄂꋌꏮꋍꏅꑖꉬꈴ

ꄉꊾꀞꇽꌠꌋꂶꌠꁵ。24ꋋꆹꊿꄻꌩ

ꇬꄀꄉ，ꋍꊨꏦꇭꀧꌊꉪꑽꃤꀵꄜ

ꀐ，ꉪꁳꑽꃤꀂꏽꄉꌦꀐꑲꆏ，ꑖꉬ

ꀂꏽꄉꇫꐥꄎꎻ。ꋌꊿꌌꅥꏶꄉꂷ

ꊂꌸꐛꅹ，ꆍꆅꆹꉃꌒꀐ。25ꀋꉊꂴ

ꏭ，ꆍꊇꆹꑿꈜꑽꆘꅝꌠꌡ，ꄚ，ꀋꃉ

ꆏ，ꆍꊇꆹꏮꇁꆍꒌꆠꆫꊿꃬꊿꂶꌠ

ꇂꃴꐥꇁꀐ。 

23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
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
审判人的主。24他被挂在木头
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
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
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
便得了医治。25你们从前好像迷
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
的牧人监督了。 

 

ꑮꃀꌋꆀꌐꃶ 妻子与丈夫 

3 ꆍꊇꑮꃀꄻꌠ，ꊨꏦꌐꃶꅇꃅ

ꌶ；ꑠꃅꄉ，ꀋꄸꄷꌐꃶꇗꅉꀋ 3 你们作妻子的，要顺服自己
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 

ꑇꌠꐥꇬ，ꋍꑮꃀꁱꀋꐭꑴꇬ，ꋌꋍꑮ

ꃀꑌꇐꑲꇐꉾꃪꌠꇱꎼꉌꐡꄉꉪꁏꇀ

ꑌꉆ；2ꑠꆹꆍꑌꇐꑲꇐꐙꎴꌠꌋꆀꏦ

ꑭꃪꑭꉌꃀꑌꌠꋀꊌꂿꒉꄸ。3ꆍꊇ

ꆹꉇꇴꉇꉻꃅꀍꏶꀕ、ꏂꅑꃚꅑ

ꅺ、ꃢꎔꈚꑣꈚꃅꄡꄻꄡꎵ；4ꉌꃀ

ꀊꉗꃅꑖꈈꀕ、ꌙꈈꀕꌠꌊꄉꄸꈐ

ꄻꎳ，ꋍꑠꏃꃅꌋꂾꄉꇬꆹꁌꇐꈤꌠ

ꉬ。5ꑞꃅꆏ，ꀋꉊꃀꏃꃅꌋꉘꇉꐥꌠ

ꌃꎔꌋꅪꆹ，ꋍꑠꌊꄉꄻꎳꅍꃅꄉꊨ

ꏦꌐꃶꅇꃅ；6ꌒꇁꋍꌐꃶꑸꀨꇁꉴꅇ

ꃅꄉꇬꏭꌌꁈꃅꇴꌠꌡ。ꀋꄸꄷ，ꆍ

ꊇꂄꃅꎔꏿ，ꊿꆍꇷꇋꇬꆍꏸꀋꏦꑲ

ꆏ，ꆍꊇꆹꌒꇁꀋꃋꉬꀐ。 

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
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
化过来；2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
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3你们
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戴金
饰、穿美衣为妆饰，4只要以里
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
妆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
的。5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
人，正是以此为妆饰，顺服自
己的丈夫；6就如撒拉听从亚伯
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
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
拉的女儿了。 

7ꆍꊇꌐꃶꄻꌠꑌꇗꅉꇬꈴꄉꑮ 7你们作丈夫的，也要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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ꃀꌋꆀꐯꈽꐥ（“ꇗꅉ”ꑝꇂꉙꇬꆏ“ꌧꇐꂿ

ꇐ”ꃅꅑ）；ꑞꃅꆏ，ꋀꊇꆹꆍꊇꏭꀋꋌ

ꃅꊋꁧ（“ꆍꊇꏭꀋꋌꃅꊋꁧ”ꑝꇂꉙꇬꆏ“ꊋꁧ

ꌠꊐꅍ”ꃅꅑ），ꆍꊇꌋꆀꐯꇯꄉꀑꇬꑆ

ꊋꐴꊛꄉꊌꌠꉬ，ꑠꅹ，ꆍꊇꋀꁌꒉ

ꌶ，ꑠꃅꄉ，ꆍꈁꈼꈁꂟꅍꁳꄙꅍꑣ

ꅍꀋꐥꎻ。 

理和妻子同住（“情理”原文作“知

识”）；因她比你软弱（“比你软弱”原

文作“是软弱的器皿”），与你一同承
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
她，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
阻碍。 

 

ꑖꉬꒉꄸꃅꎬꅧ 为义受苦 
8ꏓꋍꇬꃅꉉꇬ，ꆍꊇꐯꇯꉌꂵꋍ

ꂷꑌꄉ，ꐮꉈꇬ，ꃺꑌꌟꃅꐮꉂꐮꅉ，

ꉌꂵꉈꁒꑗꉘ、ꆺꀋꒉꄇꀋꒉꌠ

ꑌ。9ꄸꌠꌌꄸꃅꌠꏭꄡꀱ，ꊨꀖꌠꌌ

ꊨꀖꌠꏭꄡꀱ，ꀱꌊꋬꂻꄻꇬꁳ；ꑞ

ꃅꆏ，ꆍꊇꆹꋋꐛꅹꃅꇳꍝꄉ，ꆍꁳꌒ

ꃤꐴꊛꎻꂿꄷꌠ。10ꑞꃅꆏ，ꏂꀨꇬ

ꑠꃅꉉ： 

8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
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
存慈怜谦卑的心。9不以恶报
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
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
你们承受福气。10因为经上说： 

“ꀋꄸꄷ，ꊾꂷꊨꏦꀑꇬꉂ， 
ꌒꃤꂄꎔꌠꊌꏾꑲꆏ， 
ꋋꆹꀋꎪꃅꏢꇋꄉ 
ꉐꆂꅇꄸꀋꅐ，ꂱꑆꐈꅇꀋꉉ

ꑲꆀꍑ， 

“人若爱生命， 
愿享美福， 
须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 
嘴唇不说诡诈的话， 

11ꉈꑴꄷꅠꌠꇬꐞꄉꂄꃅꎔꏿ， 
ꄮꐽꎹꈹ， 
ꉌꊋꈀꑌꃅꊁꈹꇬꎷ。 

11也要离恶行善， 
寻求和睦， 
一心追赶。 

12ꑞꃅꆏ，ꌋꑓꋪꆹꑖꊿꉜꁨ， 
ꌋꅳꀧꆹꋀꈼꅇꂟꅇꅲ； 
ꊿꄸꃅꅠꑽꌠꀉꄂ，ꌋꋀꏭꑊꑍ

ꁏ”ꄷ。 

12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 
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 
惟有行恶的人， 
主向他们变脸。” 

13ꀋꄸꄷ，ꆍꊇꈮꈜꃅꂄꃅꎔꏿꑲꆏ，

ꈀꄸꂷꆍꉮꌠꐥꂯ？14ꆍꊇꑖꉬꎁꃅ

13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
们呢？14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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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ꅧꑲꑌ，ꌒꃤꐥꌠꉬ。ꊿꆍꇷꆍꇋ

ꌠꄡꏦ，ꃨꆰꌋꑌꀋꌸ。15ꉌꃀꄸꈐ

ꇬꄉꌋꏢꄖꌌꌃꎔꌠꃅꄉ。ꊿꆍꏭ

ꆍꉌꃀꉘꇉꅍꆹꑞꉬꃅꅲꌠꐥꑲꆏ，ꅉ

ꀕꃅꄐꏤꄉ，ꑖꈈꀕ、ꏦꑭꃪꑭꑌꌠ

ꉌꃀꌊꄉꇫꅇꀱꇬꎷ；16ꉌꂵꈴꀋꄿꅌ

ꍈꀋꐥꌠꑌꄉ，ꆍꁳꌤꑟꐘꇬꄉꊿꌌ

ꍍꋉꄸꄀꆏ，ꌤꑟꐘꇬꄉ，ꊿꆍꏢꄖ

ꇬꄉꂄꃅꎔꏿꄮꇬꈱꌊꆍꀸꈧꌠꁳꊨ

ꏦꃅꎲꄏꑊꏦꎻ。17ꀋꄸꄷ，ꏃꃅꌋ

ꉪꐨꆹꆍꁳꂄꃅꐛꅹꃅꎬꅧꌠꉬꑲ

ꑌ，ꄡꇗꈍꃅꑌꄸꃅꅠꑽꐛꅹꃅꎬꅧ

ꌠꏭꀋꋌꌠꉬ；18ꑞꃅꆏ，ꏢꄖꑌꋍꃢ

ꑽꃤꒉꄸꃅꄉꎬꅧꋺ（“ꎬꅧ”ꀊꆨꏂꀨꋍ

ꈨꇬꆏ“ꌦꃤꊝ”ꃅꅑꌠꐥ），ꑠꆹꑖꉬꌠꑗꀋ

ꉬꌠꎃꊐꄉ，ꉪꏁꏃꃅꌋꂾꑟꂿꄷ

ꌠ。ꇭꀧꎸꃤꇬꈴꄉꉉꇬꆹ，ꋌꊿꇱ

ꀞꌦꀐ；ꒌꃤꇬꈴꄉꉉꇬꆹ，ꋌꀱꐥꇁ

ꀐ。19ꋋꆹꌃꎔꒌꇇꄧꈴꄉꇗꅉꋌꄜ

ꒌꏦꑳꇬꀀꀊꋨꈨꇰꋺ，20ꒌꀊꋨꈨꆹ

ꀋꉊꃀꇊꑸꇖꁨꄜꇉꇶꌠꋈꄻ、ꏃꃅ

ꌋꋰꄿꃅꇁꉚꄮꇬ，ꊿꅇꃅꀋꅲꈧꌠ

ꄜ。ꀊꋨꄮꇬ，ꊿꇖꁨꄜꇉꇶꌠꈐꏭ

ꃹꇈ，ꒉꇇꄧꈴꄉꈭꋏꊌꌠꀉꑌꃅꀋ

ꐥ，ꉆꑼꀉꄂ。21ꒉꋍꑠꆹꋋꑣꏦꃤꄜ

ꋊꌠꉬ；ꋋꑣꏦꃤꋋꈨꆹ，ꀋꃉꆏ，ꑳ

ꌠꏢꄖꀱꐥꇁꌠꇇꄧꈴꄉꆍꑌꈭꋏ；

ꋋꑣꏦꃤꊇꅉꆹꇭꀧꇬꁧꀋꎴꌠꒈꋌ

ꇫꎭꄷꌠꀋꄜꃅ，ꏃꃅꌋꏭꇖꂟꄉꋍ

ꂾꄉꉌꂵꈴꄿꌠꄻꉪꁳꄷꌠꄜ。22ꏢ

ꄖꆹꉬꉎꇬꃹꄉ，ꏃꃅꌋꇀꑳꁆꏯꐥ

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
也不要惊慌；15只要心里尊主基
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
的缘由，就要常作准备，以温
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16存着
无亏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
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
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
人自觉羞愧。17神的旨意若是叫
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
恶受苦；18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
受苦（“受苦”有古卷作“受死”），就是
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
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
治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
了。19他借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
在监狱里的灵听，20就是那从前
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
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
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
只有八个人。21这水所表明的洗
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
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
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
有无亏的良心。22耶稣已经进入
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
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
从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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ꀐ；ꉬꉎꊩꌺꈀꐥꌠ、ꌄꈌꃀꈌꈀꐥ

ꌠꌋꆀꊋꃤꈀꐥꌠꉬꇮꃅꋍꇂꃴꐥꌐ

ꀐ。 
 

ꏃꃅꌋꑆꊋꈁꁠꀂꏽꏲꊿꉾꃪꌠ 神恩赐的好管家 

4 ꏢꄖꇭꀧꇬꄉꎭꊝꅧꊝꑲꆏ，ꆍ

ꊇꑌꉌꃀꉪꇐꑠꃅꐙꌠꌌꇇꌭꃅ 4 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
当将这样的心志作为兵器， 

ꄉꄡꑟ，ꑞꃅꆏ，ꇭꀧꇬꄉꎬꅧꋺꌠ

ꆏ，ꑽꃤꌋꆀꐮꐞꀐꌠꉬ。2ꆍꊇꉌꃀ

ꑠꑌꑲꆏ，ꋌꊂꇈꉈꆏ，ꊿꏾꅍꊂꀋꈹ

ꃅ，ꏃꃅꌋꉪꐨꀉꄂꊂꈹꄉ，ꋧꃅꇬ

ꄉꈎꆪꇫꋒꑴꌦꈧꌠꇬꐥꄡꑟ。3ꑞ

ꃅꆏ，ꀋꉊꂴꏭꆍꊇꆹꉇꉻꊿꉪꐨꊂ

ꈹꄉꎼꃅꃏꑽ、ꄷꅠꏾꅍ、ꎧꅝꎧ

ꑱ、ꋠꎖꈩꎖ、ꋍꁥꃅꐯꇯꅝ、ꄹ

ꏦꀋꍬꃅꀱꌊꌩꁱꇓꁱꏭꀍꃈꄚꌠꌤ

ꑠꃅ，ꃅꇎꑽꇎꀐ。4ꌤꋍꑠꀂꏽꄉ，

ꆍꊇꋀꐊꄉꏾꅍꈝꃀꑞꅉꀋꐥꏡꌠꀋ

ꍬꌠꋀꂿꇬꆏ，ꆍꊇꆹꋀꇱꉜꌊꇟꌋ

ꌠꃅꄉ，ꆍꊂꍍꋉꄸꄀ。5ꋀꊇꆹꈍꃅ

ꑌꌦꊿꌋꆀꐥꊿꀞꇽꇁꂯꌠꌋꂶꌠꂾ

ꄉꑞꑌꏮꎼꇁꌠꉬ。6ꋋꐛꅹ，ꌒꅇꁊ

ꊿꌦꀐꌠꑌꁴꋺ，ꑠꃅꄉ，ꋀꇭꀧꆹꌌ

ꊿꃅꄉꀞꇽ，ꄚ，ꋀꒌꆹꏃꃅꌋꉘꇉ

ꄉꇫꐥ。 

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
与罪断绝了。2你们存这样的
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
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
下的光阴。3因为往日随从外邦
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
酒、荒宴、群饮，并可恶拜偶
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4他们
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
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
怪，毁谤你们。5他们必在那将
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
帐。6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
音传给他们，要叫他们的肉体
按着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却
靠神活着。 

7ꐥꇐꈀꐥꌠꃅꌐꂫꑟꇁꂯꀐ。

ꑠꅹ，ꆍꊇꆹꋓꉪꁨꄉꊨꏦꈯꊨꏦꌅ，

ꀀꐚꑓꄧꀕꃅꈼꂟꌶ。8ꀋꉬꀋꉆꐯ

ꀋꉬꀋꉆꌠꆏ，ꊋꇤꄉꐮꉂꐮꅉ，ꑞ

ꃅꆏ，ꉂꐪꆹꑽꃤꄸꃤꀉꑌꈨꂁꉱ

ꄎ。9ꆍꊇꑴꌠꐮꋩꐮꏦ，ꅫꏒꅇꄡ

7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
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8最
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
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9你们要
互相款待，不发怨言。10各人要
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事，作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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ꉉ。10ꈀꄸꑌꊨꏦꈁꊌꌠꑆꊋꈁꁠꇬ

ꈴꄉꐮꀨꎹꄉ，ꏃꃅꌋꑆꊋꈁꁠꊰꑋ

ꑟꌠꇬꏲꂠꊿꉽꂷꄻ。11ꀋꄸꄷ，ꊿ

ꅇꉉꌠꐥꑲꆏ，ꋋꆹꏃꃅꌋꌃꎔꅇꂷ

ꇬꈴꄉꉉꄡꑟ，ꊾꀨꎹꆽꃴꌠꐥꑲ

ꆏ，ꏃꃅꌋꄻꇫꇖꌠꊋꃤꌌꄉꊾꀨꎹ

ꆽꃴꄡꑟ，ꑠꃅꄉ，ꏃꃅꌋꁳꑳꌠꏢ

ꄖꇇꄧꈴꄉ，ꌤꆿꈀꐥꌠꇬꃅꀑꒉꑊ

ꒉꊌꎻ。ꀑꒉꑊꒉꌋꆀꌅꈌꊋꃤꐯꇯ

ꐩꋊꐩꍂꃅꋍꃤꉬꅊꇈ。ꀊꂱ。 

百般恩赐的好管家。11若有讲道
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
服事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
量服事，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
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权能
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
们。 

 

ꏢꄖꑇꊿꄻꐛꅹꃅꎬꅧ 因作基督徒而受苦 
12ꉂꇁꅉꌠꃺꑌꊈꀋ！ꃆꄔꌌꄉ

ꐗꌠꎖꉺꌠꆍꊝꇀꄮꇬ，ꋍꑠꆍꋌꄡ

ꇰ，ꀋꇊꆏꌤꇟꌋꈨꋒꌠꌡ；13ꀱꌊꉌ

ꇿꌶ；ꑞꃅꆏ，ꆍꊇꆹꏢꄖꈽꄉꎬꅧ

ꄉ，ꆍꁳꋍꀑꒉꑊꒉꇫꅐꇀꄮꇬ，ꉌꇿ

ꑓꇿꑌꉆꎻ。14ꀋꄸꄷ，ꆍꊇꏢꄖꂓ

ꒉꄸꃅꊿꌌꊨꀖꇬꆹ，ꌒꃤꐥꌠꉬ；ꑞ

ꃅꆏ，ꏃꃅꌋꀑꒉꑊꒉꌠꌃꎔꒌꅉꀕ

ꃅꆍꇭꀧꇬꀀ。15ꆍꈬꄔꇬꆹꊿꀕꌉ

ꊾꆳ、ꈏꈱ、ꄸꃅꅠꑽ、ꌞꌤꁁꀕ

ꉌꄉꎬꅧꌠꑠꐥꀋꉆ；16ꆍꊇꏢꄖꑇꊿ

ꄻꄉꎬꅧꇬ，ꆍꎲꄏꌋꀋꌸ，ꀱꆽꃅ

ꌊꂓꋋꂷꒉꄸꃅꄉꀑꒉꑊꒉꏮꏃꃅꌋ

ꄀ。17ꑞꃅꆏ，ꃅꑍꑟꇁꀐ，ꏃꃅꌋꑷ

ꈓꊿꈧꌠꌌꂴꇬꂾꇬꀞꇽ，ꀋꄸꄷ，ꉪ

ꊇꆹꌌꇬꂾꇬꀞꇽꌠꉬꑲꆏ，ꊿꏃꃅ

ꌋꌒꅇꀋꑇꈧꌠꌐꂫꆹꈍꃅꐙꂯ？18ꀋ

ꄸꄷ，ꑖꊿꑋꈭꋏꊌꊋꑲꆏ，ꊿꏃꃅ

ꌋꀋꏦꀋꃪꇈꑽꃤꃅꈧꌠꆹꉆꅉꂷꊌ

12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
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
（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13倒
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
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
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14你
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
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
在你们身上。15你们中间却不可
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
好管闲事而受苦；16若为作基督
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
这名归荣耀给神。17因为时候到
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首；若
是先从我们起首，那不信从神
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
18若是义人仅仅得救，那不虔敬
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
19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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ꑴꌦꅀ？19ꑠꅹ，ꊿꏃꃅꌋꉪꐪꇬꈴꄉ

ꎬꅧꈧꌠꆏ，ꉌꊋꈀꑌꃅꂄꃅꎔꏿ

ꄉ，ꊨꏦꒌꆠꂶꌠꏮꑇꉆꌠꐥꇐꄻꌠ

ꌋꂶꌠꁵ。 

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与那
信实的造化之主。 

 

ꏃꃅꌋꑿꊇꌠꆫꉘ 牧养神的羊群 

5 ꉢꅡꈭꌟꒉꄻ、ꏢꄖꎬꅧꌠꅇ

ꊪꌬ、ꊁꇫꅐꇁꌠꀑꒉꑊꒉꊌ 
5 我这作长老、作基督受苦的

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 
ꋋꂷ，ꆍꈬꄔꇬꊿꉡꌋꆀꐯꌟꃅꅡꈭ

ꌟꒉꄻꈧꌠꏭꉉ：2ꀋꎪꃅꆍꈬꄔꏃꃅ

ꌋꑿꊇꌠꆫꉘ，ꏃꃅꌋꉪꐪꇬꈴꄉꋀ

ꉜꏲ；ꄀꇗꄀꑣꄉꃅꌠꀋꉬꃅ，ꉌꂵꇬ

ꇯꆐꇫꃅꏾꄉꃅꌠꉬ；ꎆꇢꋚꇢꌠꒉ

ꄸꑌꀋꉬꃅ，ꃅꏾꄉꃅꌠꉬ；3ꉈꑴꏮ

ꆍꁳꄉꈧꌠꄩꇧꊋꌠꑌꀋꉬꃅ，ꑿꊇ

ꌠꌶꀠꄻꌠꉬ。4ꑠꃅꑲꆏ，ꆫꃀꂶꌠ

ꇀꄮꇬꆏ，ꆍꊇꆹꀑꒉꑊꒉꌠ、ꐩꋊ

ꐩꍂꃅꀋꑍꀋꈤꌠꄂꌆꀍꄟꆍꊪꊊꌠ

ꉬ。5ꆍꊇꈎꄜꀊꏀꌠꆏ，ꈎꄜꀉꆹꌠ

ꅇꃅꌶ。ꆍꊇꋍꏅꑌꆺꀋꒉꌠꌌꐧꃬ

ꃅꅑꄉꐮꅇꃅꉐꃅ；ꑞꃅꆏ， 

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作
长老的人：2务要牧养在你们中
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
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
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
是出于乐意；3也不是辖制所托
付你们的，乃是作群羊的榜
样。4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
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
冕。5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
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
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 

ꏃꃅꌋꆹꊿꆺꒉꄇꒉꌠꏭꄘꑣ， 
ꑆꊋꄻꊿꆺꀋꒉꄇꀋꒉꌠꇖ。 

神阻挡骄傲的人， 
赐恩给谦卑的人。 

6ꑠꅹ，ꆍꊇꊨꏦꌌꌠꐭꌠꃅꄉꏃꃅꌋ

ꊋꃤꀉꒉꌠꇂꃴꐥ，ꃅꑍꑞꄮꇬꆏ，ꋌ

ꀋꎪꃅꆍꁳꐕꀊꂥꎻꌠꉬ。7ꆍꐒꅍ

ꊀꅍꑞꑌꇔꏃꃅꌋꁳ，ꑞꃅꆏ，ꋋꆹ

ꆍꊇꉈꇬ。8ꀋꎪꃅꋓꉪꁨ、ꀀꐚꑓ

ꄧꃅꄉꌶ；ꑞꃅꆏ，ꆍꁮꐚꑊꋌꌌꁈ

ꂶꌠꆹꆿꅪꈁꐞꁉꄉꏄꂷꌟꃅꄂꏷꏿ

ꄉ，ꊿꑍꅞꉆꌠꎹꈹꐺ。9ꆍꊇꆹꑇꐨ

6所以你们要自卑，服在神大能
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
们升高。7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
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8务
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
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
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9你
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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ꉌꊋꈫꈈꌠꌊꇫꄘꑣꌶ，ꑞꃅꆏ，ꆍ

ꋧꃅꇬꃺꑌꈧꌠꑌꎬꅧꐨꑠꃅꐙꌠꊝ

ꌠꆍꅉꐚ。10ꑆꊋꈍꑋꑵꄻꊾꇖꌠꏃ

ꃅꌋꆹꑳꌠꈐꏭꄉꆍꊇꇳꍝꋺ，ꆍꁳ

ꋍꐩꋊꐩꍂꌠꀑꒉꑊꒉꊌꎻ；ꆍꊇꀂ

ꉗꌹꍈꎬꅧꈭꐨꆏ，ꋌꀋꎪꃅꑭꄑꄉ

ꆍꁳꀱꐛꀕꎻ，ꆍꁳꈫꈈꎻ，ꊋꃤꄻ

ꆍꁳ，ꆍꋈꄻꌠꉬ。11ꌅꈌꊋꃤꈀꐥ

ꃅꐩꋊꐩꍂꃅꋍꃤꉬꅊꇈ。ꀊꂱ。 

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
是经历这样的苦难。10那赐诸般
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
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暂
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
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
们。11愿权能归给他，直到永永
远远。阿们。 

 

ꄽꂫꋬꂻꄜꅇ 最后的问安 
12ꉢꀑꐱꃅꄉꄯꒉꋌꁬꁱꄉ，ꉢ

ꉜꇬꀋꎪꀋꎙꌠꃺꑌꑭꇁꇇꄧꄉꏮꆍ

ꁳ，ꆍꏭꈐꊟꊋꊡ，ꉈꑴꑆꊋꋍꑠꆹꏃ

ꃅꌋꑆꊋꇯꍝꌠꉬꄷꊩꀽ；ꆍꊇꀋꎪ

ꃅꑆꊋꑠꀂꏽꄉꉆꈬꉆꈈꌶ。13ꀠꀘ

ꇍꄉꆍꊇꌋꆀꐯꇯꌋꄉꌠꑇꊿꏓꉻꈧ

ꌠꆍꏭꋬꂻꄜ。ꉠꌺꂶꈌꑌꆍꏭꋬ

ꂻꄜ。14ꆍꊇꑴꌠꉂꏣꑌꃅꐮꁧꇉꁬ

ꄉꋬꂻꄜ。ꋬꂻꇁꆍꊇꊿꏢꄖꈐꏭ

ꈀꐥꈧꌠꊌꅊꇈ。 

12我略略地写了这信，托我
所看为忠心的兄弟西拉转交你
们，劝勉你们，又证明这恩是
神的真恩；你们务要在这恩上
站立得住。13在巴比伦与你们同
蒙拣选的教会问你们安。我儿
子马可也问你们安。14你们要用
爱心彼此亲脸问安。愿平安归
与你们凡在基督里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