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ꒀꉴꄯꒉꋍꁬꀕꌠ 

约翰一书 

 
ꀑꇬꇗꅉ 生命之道 

1 ꉉꅷꉘꃀꇊꉘꃀꇯꆐꇫꐥꀐꌠꀑ

ꇬꇗꅉꏡꌠꑟꇬꆏ，ꋋꆹꉪꈀ 
1 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

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 
ꈨ、ꈀꂿ、ꊨꏦꑓꂿꋺ、ꊨꏦꇇꌌ

ꉩꋺꌠꉬ。2ꀑꇬꑠꆹꇫꅐꇁꀐ，ꉪꊇ

ꑌꊌꂿꋺ，ꀋꃅꉈꑴꅇꊪꌬꄉ，ꂴꏭ

ꉬꉎꀉꄉꌋꆀꐯꈽꐥꌠ、ꉪꂾꅐꇁꀐ

ꌠꐩꋊꐩꍂꌠꀑꇬꃆꂮꄜꉺꆍꇰ。

3ꉪꊇꆹꉪꈀꈨꈧꌠ、ꈀꂿꈧꌠꄜꉺ

ꆍꇰꄉ，ꆍꁳꉪꊇꌋꆀꐮꑌꐯꑲꎻ；

ꉪꊇꆹꀉꄉ、ꋍꌺꑳꌠꏢꄖꑋꌋꆀꐮ

ꑌꐯꑲꌠꉬ。4ꉪꊇꅇꂷꋋꈨꁱꆍꊇ

ꁵꄉꉪꊇ（ꀊꆨꏂꀧꋍꈨꇬꆏ“ꆍꊇ”ꃅꅑꌠꐥ）

ꁳꀊꅰꃅꉌꇿꑓꇿꎻꂿꄷꌠ。 

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 
2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
看见过，现在又作见证，将原
与父同在、且显现与我们那永
远的生命传给你们。3我们将所
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
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
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
4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我
们（有古卷作“你们”）的喜乐充足。 

 

ꏃꃅꌋꆹꁨꑭꉬ 神是光 
5ꏃꃅꌋꆹꁨꑭꉬ，ꋍꄷꆹꆈꋧꋪ

ꌠꋍꍈꑋꀋꐥ。ꑠꆹꉪꊇꏃꃅꌋꄷꄉ

ꈨꇈ，ꉈꑴꄜꆍꊇꇰꌠꅺꈨꅇꉬ。6ꉪ

ꊇꀋꄸꄷꉉꆏꏃꃅꌋꀕꆀꐮꑌꐯꑲꃅ

ꉉꇈ，ꄡꇗꆈꋧꋪꅉꇬꐺꑴꌦꑲꆏ，

5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
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
报给你们的信息。6我们若说是
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
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7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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ꉪꊇꆹꈰꏅꇈ，ꇗꅉꃶꐚꌠꇬꀋꍬꀐ

ꌠꉬ。7ꏃꃅꌋꁤꇅꇄꅉꐥꌠꌟꃅ，ꀋ

ꄸꄷꉪꊇꁤꇅꇄꅉꇬꐺꑲꆏ，ꉪꊇꐮ

ꑌꐯꑲꄉ，ꋍꌺꑳꌠꏢꄖꌦꅪꑌꉪꊇ

ꑽꃤꈀꐥꌠꃅꋌꇱꒈꋌꁦꎴꌠꉬ。

8ꀋꄸꄷ，ꉪꊇꄹꇬꊨꏦꆹꑽꃤꑞꑌꀋ

ꐥꄷꑲꆏ，ꉪꊇꆹꈱꊨꏦꊏꌠꉬ，ꇗꅉ

ꃶꐚꌠꆹꉪꉌꃀꄸꈐꇬꀋꑌꀐ。9ꄚ，

ꀋꄸꄷ，ꉪꊇꉪꊨꏦꑽꃤꉉꏚꀐꑲꆏ，

ꏃꃅꌋꆹꀋꎪꀋꑴꌠ、ꑖꉬꌠꉬꐛ

ꅹ，ꀋꎪꃅꉪꊇꑽꃤꋌꄻꉪꏆ，ꄷꀋ

ꁧ，ꉪꀋꑗꀋꉬꐨꈀꐥꌠꃅꋌꒈꋌꇫ

ꎭꌐ。10ꀋꄸꄷ，ꉪꊇꄹꇬ，ꉪꊇꊨ

ꏦꑽꃤꃅꀋꋻꄷꑲꆏ，ꏃꃅꌋꉪꇱꎼ

ꈰꏅꂷꐛꀐ，ꋍꇗꅉꑌꉪꉌꃀꄸꈐꇬ

ꀋꑌꀐ。 

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
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
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8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
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9我
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
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
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10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
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
在我们心里了。 

 

ꉪꇢꆣꉆꌠꏢꄖ 我们的中保基督 

2 ꉠꀉꑳꊈꀋ！ꉢꅇꂷꋋꈨꁱꆍꁳ

ꌠꆹ，ꆍꁳꉈꑴꑽꃤꄡꐆꎻꂿꄷ 
2 我的孩子们哪，我将这些话

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 
ꌠ。ꄚ，ꀋꄸꄷ，ꊿꑽꃤꐆꌠꐥꑲ

ꆏ，ꉪꊇꆹꀉꄉꂶꌠꄷꄉꇢꆣꉆꊿꂷ

ꐥ，ꋋꆹꑖꉬꌠꑳꌠꏢꄖꂶꌠꉬ。2ꋋ

ꆹꉪꑽꃤꋊꌠꆦꑝꅍꄻꀐ，ꉪꑽꃤꎁ

ꀉꄂꃅꌠꀋꉬꃅ，ꃅꑆꋌꁬꇂꃴꃰꊿ

ꑽꃤꎁꃅꌠꑌꉬ。3ꉪꊇꀋꄸꄷꋍꏥ

ꏦꇬꍬꑲꆏ，ꉪꊇꆹꇯꍝꃅꋌꌥꌠꑠꉪ

ꅉꐚ。4ꀋꄸꄷ，ꊿꄹꇬꀂꋌꌥꄷꑲ

ꆀ，ꋍꏥꏦꇬꆏꀋꍬꌠꆹ，ꊿꋍꑠꈱꅇ

ꏅꅇꉉꌠꉬ，ꇗꅉꃶꐚꌠꑌꋍꉌꃀꄸ

ꈐꇬꀋꑌꀐ。5ꊿꏃꃅꌋꇗꅉꇬꍬꌠ

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
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
稣基督。2他为我们的罪作了挽
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
是为普天下人的罪。3我们若遵
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
他。4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
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
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5凡
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
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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ꆏ，ꏃꃅꌋꄷꄉꇁꌠꉂꏣꆹꋍꈐꏭꄉꇯ

ꍝꃅꐛꒆꌠꉬ。ꄚꇬꄉ，ꉪꊇꆹꏃꃅ

ꌋꈐꏭꐥꌠꑠꉪꅉꐚ。6ꀋꄸꄷ，ꊾꂷ

ꄹꇬꀂꌋꈐꏭꐥꄷꑲꆏ，ꊨꏦꆹꌋꈀ

ꃅꌠꇬꍬꄉꃅꄡꑟ。 

道我们是在主里面。6人若说他
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
行的去行。 

 

ꁵꅇꀊꏀꌠ 新命令 
7ꉂꇁꅉꌠꃺꑌꊈꀋ！ꉢꁱꆍꁳꌠ

ꆹꁵꅇꀊꏀꏢꀋꉬ，ꋋꆹꆍꊇꉘꃀꇯꆐ

ꇫꊪꀐꌠꁵꅇꀉꆹꏡꌠꉬ，ꁵꅇꀉꆹꋋ

ꏢꆹꆍꊇꈀꈨꋺꀐꌠꇗꅉꉬ。8ꄚ，ꉢ

ꁱꆍꁳꌠꆹꁵꅇꀊꏀꏢꑌꉬ，ꌋꈐꏭꆹ

ꃶꐚꌠ，ꆍꊇꈐꏭꑌꃶꐚꌠꉬ；ꑞꃅ

ꆏ，ꆈꋧꋪꌠꇫꈴꁧꂯꀐ，ꁨꑭꃶꐚ

ꌠꐝꇅꀕꀐ。9ꀋꄸꄷ，ꊾꂷꄹꇬꊨ

ꏦꆹꁨꑭꇬꐥꄷ，ꄚ，ꋌꋍꃺꑌꌂꑲ

ꆏ，ꋌꅑꅸꀃꑍꋋꄮꑟꌠꄡꇗꆈꋧꋪ

ꅉꇬꐥꑴꌦ。10ꊿꋍꃺꑌꉂꌠꆏ，ꁤ

ꇅꇄꅉꇬꐥꌠꉬ，ꋍꈐꏭꆹꊿꁳꑇꐨ

ꀂꏽꄉꅞꌠꑞꑌꀋꐥ！11ꊿꃺꑌꌂꌠ

ꀉꄂꆈꋧꋪꅉꇬꐥ，ꄷꀋꁧꆈꋧꋪꅉ

ꇬꐺ，ꇿꇬꉜꄉꁦꑌꅉꀋꐚ，ꑞꃅꆏ，

ꋌꆈꋧꋪꌠꇱꎼꑓꋩꀐ。 

7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
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
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
旧命令就是你所听见的道。8再
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
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
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
真光已经照耀。9人若说自己在
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
如今还是在黑暗里。10爱弟兄
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
没有绊跌的缘由。11惟独恨弟兄
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
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
黑暗叫他眼睛瞎了。 

12ꀉꑳꊈꀋ！ꉢꄯꒉꁱꆍꁳ，ꑞꃅ

ꆏ，ꆍꑽꃤꌋꂓꇇꄧꈴꄉꏆꃤꊌ

ꀐ。 

12孩子们哪，我写信给你们，
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
赦免。 

13ꀉꄉꄻꌠꊈꀋ！ꉢꄯꒉꁱꆍꁳ， 
ꑞꃅꆏ，ꆍꊇꋍꑴꅉꉘꃀꇊꉘꃀ

ꇯꆐꇫꐥꂶꌠꆍꌧ。 
ꄿꏀꊈꀋ！ꉢꄯꒉꁱꆍꁳ，ꑞꃅ

ꆏ，ꆍꊇꆹꄷꅠꂶꌠꄩꊋꀐ。 

13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 
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
的。 
青年人啊，我写信给你们， 
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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ꀉꑳꊈꀋ！ꉢꄯꒉꁱꆍꁳꋺ，ꑞ

ꃅꆏ，ꀉꄉꂶꌠꆍꌧ。 
孩子们哪，我曾写信给你
们，因为你们认识父。 

14ꀉꄉꄻꌠꊈꀋ！ꉢꄯꒉꁱꆍꁳ

ꋺ， 
ꑞꃅꆏ，ꆍꊇꋍꑴꅉꉘꃀꇊꉘꃀ

ꇯꆐꇫꐥꂶꌠꆍꌧ。 
ꄿꏀꊈꀋ！ꉢꄯꒉꁱꆍꁳꋺ，ꑞ

ꃅꆏ，ꆍꊇꇷꄙ，ꌋꇗꅉꅉꀕꃅ

ꆍꉌꃀꄸꈐꇬꑌ，ꆍꊇꑌꄷꅠꂶ

ꌠꄩꊋꀐ。 

14父老啊，我曾写信给你们， 
 
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
的。 
青年人啊，我曾写信给你
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
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
了那恶者。 

15ꋧꃅꌋꆀꋧꃅꇬꌤꆿꄡꉂ；ꊾꂷꀋ

ꄸꄷꋧꃅꉂꑲꆏ，ꀉꄉꄷꄉꇁꌠꉂꏣ

ꆹꋍꄸꈐꇬꀋꑌ。16ꑞꃅꆏ，ꌤꆿꋧ

ꃅꇬꈀꐥꌠꆹ，ꅺꌡꇬ，ꇭꀧꎲꏾ

ꅍ、ꑓꋪꎲꏾꅍꌋꆀꁨꇐꒉꄸꃅꆺ

ꒉꄇꒉꑠꐥ，ꋋꈨꐯꇯꀉꄉꄷꄉꇁꌠ

ꀋꉬꃅ，ꋧꃅꇬꄉꇁꌠꉬ。17ꋧꃅꋋ

ꂷꌋꆀꋋꂷꇬꎲꏾꅍꈧꌠꐯꇯꈢꋒꁧ

ꌐ，ꏃꃅꌋꉪꐨꇬꍬꌠꀉꄂꐩꋊꐩꍂ

ꃅꇫꐥꌠꉬ。 

15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
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
里面了。16因为凡世界上的事，
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
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
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17这世
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惟
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常
存。 

 

ꏢꄖꄙꊿ 敌基督 
18ꀉꑳꊈꀋ！ꀃꑍꋋꄮꆹꄽꂫꇄꌠ

ꉬꀐ。ꆍꊇꆹꏢꄖꄙꊿꂶꌠꇁꂯꄉꀐ

ꃅꆍꈨꋺ。ꀋꃅꏢꄖꄙꌠꀉꑌꈨꇫꅐ

ꇁꀐ，ꄚꇬꄉ，ꉪꊇꆹꀃꑍꋋꄮꄽꂫꇄ

ꌠꉬꌠꉪꅉꐚꀐ。19ꋀꊇꆹꉪꊇꈬꄔ

ꄉꅐꁧ，ꄚ，ꋀꊇꆹꉪꃤꀋꉬꌠ；ꀋꄸ

ꄷꉪꃤꆹꉬꑲꆏ，ꀋꎪꃅꄡꇗꉪꈽꐥ

ꑴꌦ；ꋀꊇꅐꁧꄉ，ꋀꊇꐯꇯꉪꃤꀋ

ꉬꌠꄇꇖꀕꀐ。20ꆍꊇꆹꌃꎔꂶꌠꄷ

18孩子们哪，如今是末时
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
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
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
如今是末时了。19他们从我们中
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
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
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
属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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ꄉꑆꊋꌐꋉꐨꆍꊪꄉꀐ，ꄷꀋꁧꌤꋋ

ꈨꐯꇯꆍꅉꐚ（ꅀ“ꐯꇯꌧꇐꂿꇐꐥ”ꄷꑌ

ꍑ）。21ꉢꄯꒉꁱꆍꁳꌠꆹ，ꇗꅉꃶꐚ

ꌠꆍꇬꀋꌧꌠꐛꅹꀋꉬꃅ，ꇗꅉꃶꐚ

ꌠꆍꌧ，ꄷꀋꁧ，ꈱꅇꏅꅇꆹꇗꅉꃶꐚ

ꌠꇬꄉꅐꇁꌠꀋꐥꌠꆍꅉꐚꐛꅹ。

22ꈱꅇꏅꅇꉉꂶꌠꈀꄸꉬ？ꊿꑳꌠꆹ

ꏢꄖꉬꄷꉉꀋꏚꂶꌠꀋꉬꅀ？ꊿꀉꄉ

ꌋꆀꌺꑋꀋꉉꀋꏚꌠꑠꆹꏢꄖꄙꌠ

ꉬ。23ꌺꂶꌠꀋꉉꀋꏚꌠꆹ，ꀉꄉꀋ

ꐥ；ꌺꂶꌠꉉꏚꌠꆹꀉꄉꑌꐥꀐ。

24ꆍꊇꆹꀋꎪꃅꉘꃀꇊꉘꃀꆍꈀꈨꈧꌠ

ꅉꀕꃅꄻꉌꃀꇬꊐꄉ；ꀋꄸꄷ，ꉘꃀꇊ

ꉘꃀꈀꈨꈧꌠꄻꉌꃀꇬꊐꄉꑲꆏ，ꆍ

ꊇꀋꎪꃅꌺꈐꏭꐥ，ꀋꎪꃅꀋꁧꈐꏭ

ꑌꐥ。25ꌋꈀꈌꁧꉪꁳꌠꆹꐩꋊꐩꍂ

ꀑꇬꉬ。 

20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
知道这一切的事（或作“都有知

识”）。21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
你们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你们
知道，并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
真理出来的。22谁是说谎话的
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
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
基督的。23凡不认子的，就没有
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24论
到你们，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
见的，常存在心里；若将从起
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
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
面。25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
生。 

26ꉢꅇꂷꋋꈨꁱꆍꁳꌠꆹ，ꊿꆍ

ꊏꆍꅰꈧꌠꏭꄐꌐꄉꉉꌠ。27ꆍꊇꌋ

ꄷꄉꈀꊪꌠꑆꊋꌐꋉꐨꅉꀕꃅꆍꉌꃀ

ꇬꑌ，ꊿꁳꆍꂘꄻꀋꅐ，ꌋꑆꊋꌐꋉ

ꐨꁳꌤꈀꐥꌠꀂꏽꄉꆍꂘꎻ。ꑆꊋ

ꌐꋉꐨꋋꈨꆹꃶꐚꌠꉬ，ꈰꏅꌠꀋꉬ；

ꆍꊇꑴꌠꑆꊋꌐꋉꐨꋋꈨꉙꅇꂘꅇꇬ

ꍬꄉꌋꈐꏭꐥ。 

26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
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27你
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
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
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
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
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
在主里面。 

 

ꏃꃅꌋꌳꃈꅮ 神的儿女 
28ꀉꑳꊈꀋ！ꆍꊇꑴꌠꌋꈐꏭ

ꐥ。ꑠꃅꑲꆏ，ꀋꄸꄷ，ꋌꇫꅐꇁꇬ，

ꉪꊇꏦꃅꏦꅍꀋꐥꉆ；ꋌꀱꇁꄮꇬ，ꋍ

ꂾꄉꎲꄏꑊꏦꅍꑌꀋꐥ。29ꀋꄸꄷ，

28孩子们啊，你们要住在主
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
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
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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ꋋꆹꑖꉬꌠꑠꆍꊇꅉꐚꑲꆏ，ꊿꌤꆿ

ꋍꏅꑖꉬꌠꈀꃅꌠꐯꇯꋍꄷꄉꒆꌠꑠ

ꆍꅉꐚꌠꉬ。 

29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
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
的。 

 

3 ꀉꄉꄖꉪꇖꌠꆹꉌꆓꉂꐪꈍꃅꐙ

ꌠꉬꌠꆍꉜꉏ！ꉪꁳꏃꃅꌋꌳꃈ 3 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
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 

ꅮꂓꌗꑠꊌꎻ！ꉪꊇꑌꇯꍝꃅꋍꌳꃈ

ꅮꉬ！ꄚ，ꋧꃅꃰꊿꉪꊇꀋꌧꌠꆹ，ꋀ

ꐥꅷꇁꇬ，ꏃꃅꌋꋀꋌꌥꀋꋻꒉꄸ。

2ꉂꇁꅉꌠꃺꑌꊈꀋ！ꉪꊇꀋꃅꏃꃅꌋ

ꌳꃈꅮꉬ，ꊁꇁꋍꑍꈍꃅꐙꌠ，ꄇꇖꀋ

ꇖꑴꌦ；ꄚ，ꉪꊇꅉꐚꌠꆹ，ꀋꄸꄷꌋ

ꇫꅐꇁꑲꆏ，ꉪꊇꀋꎪꃅꋌꌟ，ꑞꃅ

ꆏ，ꀋꎪꃅꋍꐛꐪꃶꐚꌠꉪꊌꂿ。

3ꊿꋍꈐꏭꄉꉘꇉꅍꑠꈀꐥꌠꆏ，ꊨꏦ

ꁳꁦꎴꅐꎻ，ꋌꌟꃅꁦꎴꅐ。 

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
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
认识他。2亲爱的弟兄啊，我们
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
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
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
得见他的真体。3凡向他有这指
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
一样。 

4ꊿꑽꃤꃅꌠꆏ，ꄹꏦꐆꌠꉬ；ꑽ

ꃤꆹꄹꏦꐆꌠꉬ。5ꌋꇫꅐꇁꌠꆹꃰꊿ

ꑽꃤꌩꎳꇫꎭꂿꄷꌠ，ꋍꄷꆹꑽꃤꑞ

ꑌꀋꐥ，ꑠꆹꆍꅉꐚꌠꉬ。6ꋍꈐꏭꈀ

ꐥꌠꆏ，ꑽꃤꀋꃅ；ꑽꃤꈀꃅꌠꆹ，ꋋ

ꂿꑌꀋꋻ，ꋌꌥꑌꀋꋻꌠꉬ。7ꀉꑳ

ꊈꀋ！ꊿꁳꆍꊇꊏꅰꄡꎽ；ꌋꆹꑖꉬꌠ

ꌟꃅ，ꑖꉬꌠꃅꌠꑲꆀꑖꊿꉬ。8ꑽꃤ

ꃅꌠꆹꑊꋌꌌꁈꃤꉬ，ꑞꃅꆏ，ꑊꋌꌌ

ꁈꆹꇬꂾꇬꇯꆐꑽꃤꃅ。ꏃꃅꌋꌺꇫ

ꅐꇁꌠꆹ，ꑊꋌꌌꁈꃅꐨꈧꌠꈔꋏꇫꎭ

ꂿꄷꌠ。9ꏃꃅꌋꄷꄉꈀꒆꌠꆏ，ꑽ

ꃤꀋꃅ，ꑞꃅꆏ，ꌋꇗꅉ（ꑝꇂꉙꇬꆏ“ꇗ

ꂷ”ꃅꅑ）ꋍꉌꂵꇬꑌ；ꋌꑽꃤꑌꃅꀋ

ꉆ，ꑞꃅꆏ，ꋋꆹꏃꃅꌋꄷꄉꒆꌠ

ꉬ。10ꄚꇬꄉ，ꈀꄸꆹꏃꃅꌋꌳꃈꅮ

4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
法；违背律法就是罪。5你们知
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
罪，在他并没有罪。6凡住在他
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
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
识他。7孩子们哪，不要被人诱
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
是义的一样。8犯罪的是属魔
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
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
魔鬼的作为。9凡从神生的，就
不犯罪，因神的道（原文作“种”）

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
因为他是由神生的。10从此就显
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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ꉬ，ꈀꄸꆹꑊꋌꌌꁈꌳꃈꅮꉬꌠꄇꇖ

ꀕꀐ；ꑖꉬꌠꀋꃅꌠꆏ，ꏃꃅꌋꃤꀋ

ꉬ，ꃺꑌꀋꉂꌠꑌꑠꃅꐙ。 

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
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 

 

ꐮꉂꐮꅉ 彼此相爱 
11ꉪꊇꀋꎪꃅꐮꉂꐮꅉꑲꆀꍑ，

ꑠꆹꇬꂾꇬꇯꆐꆍꈨꀐꌠꁵꅇꉬ。

12ꇠꑱꌡꀋꉆ，ꋋꆹꄷꅠꂶꌠꃤꉬ，ꋍ

ꃺꑌꋌꌉꇫꎭ。ꋌꑞꃅꋍꃺꑌꌉꌠ

ꉬ？ꑠꆹꊨꏦꈀꃅꌠꆹꄷꅠꌠ，ꋍꃺꑌ

ꈀꃅꌠꆹꂄꎔꌠꉫꒉꄸ。13ꃺꑌꊈ

ꀋ！ꀋꄸꄷ，ꋧꃅꃰꊿꆍꌂꆍꑷꇬ，ꆍ

ꊇꋌꇰꃅꄡꐛ。14ꉪꊇꆹꃺꑌꉂꐛ

ꅹ，ꌦꃤꈬꇬꄉꇫꐥꇁꀐꌠꉪꅉꐚ。

ꉂꏣꀋꑌꌠꆹꄡꇗꌦꃤꈬꇬꐥꑴꌦ。

15ꊿꊨꏦꃺꑌꈀꌂꈀꑷꌠꆏ，ꊿꌉꊾ

ꆳꌠꉬ；ꊿꌉꊾꆳꌠꆹꐩꋊꐩꍂꀑꇬ

ꋍꈐꏭꀋꑌꌠꑠꆍꅉꐚ。16ꏢꄖꉪꊇ

ꎁꃅꀑꇬꁮꀐ，ꄚꄉꑞꆹꉂꐪꉬꌠꉪ

ꊇꅉꐚꀐ；ꉪꊇꑌꃺꑌꎁꃅꀑꇬꁮꄡ

ꑟ。17ꀋꄸꄷ，ꊾꂷꋧꃅꁨꇐꐥ，ꋍ

ꃺꑌꀋꇎꀋꂪꅍꐥꌠꋌꂿꇬ，ꋍꉌꂵ

ꎭꃅꉇꑭꑌꂶꌠꋌꈢꄉꑲꆏ，ꈍꃅꄉ

ꏃꃅꌋꄷꄉꇁꌠꉂꏣꋍꈐꏭꑌꉆꂯ？

18ꀉꑳꊈꀋ！ꉪꊇꐮꉂꐮꅉꌠꆹ，ꅇꂷ

ꌋꆀꉐꆂꇬꀉꄂꐊꀋꉆ，ꃅꐨꑽꑌꇬ

ꌋꆀꉌꂵꀋꎪꀋꑴꌠꇬꄉꐮꉂꐮꅉ

ꌶ。 

11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
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
12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
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
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
弟的行为是善的。13弟兄们，世
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希奇。
14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
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
仍住在死中。15凡恨他弟兄的，
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
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16主
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
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
命。17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
兄穷乏，却塞住怜恤的心，爱
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18孩
子们哪，我们相爱，不要只在
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
诚实上。 

 

ꏃꃅꌋꂾꄉꉌꂵꇗꄃꀕ 在神面前安稳 
19ꄚꇬꄉ，ꉪꊇꆹꇗꅉꃶꐚꌠꃤꉬ

ꌠꑠꉪꅉꐚꀐ，ꄷꀋꁧꉪꊇꉌꃀꆹꏃꃅ

19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
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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ꌋꂾꄉꇗꄃꀕꉆ。20ꀋꄸꄷ，ꉪꊇꉌ

ꃀꀱꉪꊨꏦꅑꀵꑲꆏ，ꏃꃅꌋꆹꉪꉌ

ꃀꏭꀋꋌꃅꇰꀋꃀ，ꑞꌤꑌꋌꇫꅉꀋ

ꐚꌠꀋꐥ。21ꉂꇁꅉꌠꃺꑌꊈꀋ！ꀋ

ꄸꄷ，ꉪꊇꉌꃀꉪꊨꏦꏭꅑꀋꀵꑲꆏ，

ꉪꊇꏦꃅꏦꅍꀋꐥꃅꏃꃅꌋꂾꑟꉆ

ꀐ。22ꉈꑴꆏ，ꉪꊇꏃꃅꌋꁵꅇꇬꍬ，

ꌤꆿꋍꉌꃹꌠꃅꐛꅹ，ꏃꃅꌋꆹꉪꊇ

ꋍꏭꈀꇖꈁꂟꌠꃅꋌꄻꉪꇖꌠꉬ。

23ꏃꃅꌋꁵꅇꆹꑠꉬ：ꉪꊇꁳꋍꌺꑳꌠ

ꏢꄖꂓꑇ，ꄷꀋꁧ，ꋌꄻꉪꈀꇖꌠꁵ

ꅇꈧꌠꇬꈴꄉꐮꉂꐮꅉꎻ。24ꊿꏃꃅ

ꌋꁵꅇꇬꍬꌠꆹꏃꃅꌋꈐꏭꐥ，ꏃꃅ

ꌋꑌꋍꈐꏭꐥ。ꏃꃅꌋꉪꈐꏭꐥꌠꉪ

ꅉꐚꌠꆹ，ꋌꄻꉪꇖꌠꌃꎔꒌꐛꅹ

ꉬ。 

可以安稳。20我们的心若责备我
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
没有不知道的。21亲爱的弟兄
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
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22并且
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
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
行他所喜悦的事。23神的命令就
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
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
彼此相爱。24遵守神命令的，就
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
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
里面，是因为他所赐给我们的
圣灵。 

 

ꏃꃅꌋꒌꌋꆀꏢꄖꄙꊿꒌ 神的灵和敌基督的灵 

4 ꉂꇁꅉꌠꃺꑌꊈꀋ！ꒌꇬꈀꐥꌠ

ꃅꆍꇬꑅꌐꀋꉆ，ꒌꀊꋨꈨꏃꃅ 
4 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

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 
ꌋꄷꄉꇁꌠꉬꅀꀋꉬꌠꎖꉚꇬꎷ；ꑞ

ꃅꆏ，ꋧꃅꋋꂷꇬꅉꄜꊿꃶꀋꐚꌠꈍ

ꑋꃅꇫꅐꇁꀐ。2ꒌꑳꌠꏢꄖꇭꀧꎸ

ꃤꐛꄉꇁꀐꌠꑠꈀꉉꏚꌠꆏ，ꒌꏃꃅ

ꌋꄷꄉꇁꌠꉬ；ꄚꇬꄉ，ꆍꊇꆹꏃꃅꌋ

ꒌꆍꌧꅐꇁꉆ。3ꒌꑳꌠꏢꄖꉉꀋꏚ

ꌠꆏ，ꏃꃅꌋꄷꄉꇁꌠꀋꉬ，ꋋꆹꏢꄖ

ꄙꊿꂶꌠꒌꉬ。ꆍꊇꀋꉊꂴꏭꋌꇁ

ꂿꄷꌠꆍꊌꈨꀐ，ꀋꃅꋋꆹꋧꃅꇬꐥ

ꀐ。4ꀉꑳꊈꀋ！ꆍꊇꆹꏃꃅꌋꃤꉬ，

ꄷꀋꁧꋀꊇꄩꊋꀐ，ꑞꃅꆏ，ꆍꊇꈐꏭ

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
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
2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
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
可以认出神的灵来。3凡灵不认
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
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
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
4孩子们哪，你们是属神的，并
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
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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ꀀꀊꋨꂷꆹꋧꃅꇬꐥꀊꋨꂷꏭꀋꋌꃅ

ꇰꀋꃀ。5ꋀꊇꆹꋧꃅꃤꉬ，ꑠꅹ，ꋀ

ꊇꌤꋧꃅꃤꉉꍣ，ꋧꃅꃰꊿꑌꋀꅇ

ꅲ。6ꄚ，ꉪꊇꆹꏃꃅꌋꃤꉬ，ꊿꏃꃅ

ꌋꋀꌧꌠꆏꉪꅇꅲ；ꊿꏃꃅꌋꃤꀋꉬ

ꈧꌠꆏꉪꅇꀋꅲ。ꄚꇬꄉ，ꉪꊇꆹꃶ

ꐚꌠꒌꌋꆀꈰꏅꌠꒌꉪꌧꅐꇁꉆꀐ。 

5他们是属世界的，所以论世界
的事，世人也听从他们。6我们
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
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
们。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
灵和谬妄的灵来。 

 

ꏃꃅꌋꆹꉂꐪꉬ 神是爱 
7ꉂꇁꅉꌠꃺꑌꊈꀋ！ꉪꊇꆹꐮꉂ

ꐮꅉꄡꑟ，ꑞꃅꆏ，ꉂꐪꆹꏃꃅꌋꄷ

ꄉꇁꌠꉬ，ꊿꉂꏣꑌꌠꆹꉬꇮꃅꏃꃅ

ꌋꇬꄉꒆꌠꉬ，ꄷꀋꁧꏃꃅꌋꑌꋀ

ꌧ。8ꊿꉂꏣꀋꑌꌠꆏ，ꏃꃅꌋꋌꇬ

ꀋꌧ，ꑞꃅꆏ，ꏃꃅꌋꆹꉂꐪꉬ。9ꏃ

ꃅꌋꋍꌺꄂꋌꁆꋧꃅꎼꇁꄉ，ꉪꁳꋍ

ꇇꄧꈴꄉꀑꇬꊌꎻ，ꏃꃅꌋꄷꄉꇁꌠ

ꉂꏣꉪꊇꈐꏭꄉꑠꃅꄇꇖꀕꀐ：10ꉪꊇ

ꏃꃅꌋꉂꌠꀋꉬꃅ，ꏃꃅꌋꉪꊇꉂ

ꌠ，ꋌꋍꌺꋌꊪꌊꉪꑽꃤꋊꌠꆦꑝꅍ

ꄻꀐ，ꋍꑠꆹꉂꐪꉬꀐ。11ꉂꇁꅉꌠ

ꃺꑌꊈꀋ！ꏃꃅꌋꑠꃅꉪꊇꉂꑲꆏ，ꉪ

ꊇꑌꐮꉂꐮꅉꄡꑟ。12ꊿꐥꅷꇁꇬꏃ

ꃅꌋꋌꂿꋺꂷꀋꐥ，ꄚ，ꀋꄸꄷꉪꊇ

ꐮꉂꐮꅉꑲꆏ，ꏃꃅꌋꑌꉪꊇꈐꏭ

ꀀ，ꋍꄷꄉꇁꌠꉂꏣꑌꉪꊇꈐꏭꄉꐛ

ꒆꀐ。13ꏃꃅꌋꆹꋍꒌꋌꄖꉪꊇꇖ，

ꄚꇬꄉ，ꉪꊇꋍꈐꏭꀀ，ꋋꑌꉪꈐꏭꀀ

ꌠꉪꅉꐚꀐ。14ꀉꄉꂶꌠꆹꌺꋌꊪꌊ

ꋧꃅꃰꊿꈭꋏꌋꃅꇁ，ꑠꆹꉪꊇꂿꇈꇫ

ꅇꊪꌬꌠꉬ。15ꊿꑳꌠꆹꏃꃅꌋꌺꉬ

7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
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
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
生，并且认识神。8没有爱心
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
爱。9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
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
的心在此就显明了。10不是我们
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
儿子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
这就是爱了。11亲爱的弟兄啊，
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
彼此相爱。12从来没有人见过
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
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
里面得以完全了。13神将他的灵
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
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
面。14父差子作世人的救主，这
是我们所看见且作见证的。15凡
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
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16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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ꃅꉉꏚꌠꆏ，ꏃꃅꌋꋍꈐꏭꀀ，ꋋꑌꏃ

ꃅꌋꈐꏭꀀ。16ꏃꃅꌋꉪꉂꌠꉌꃀ

ꆹ，ꉪꅈꑌꅉꐚ，ꑇꑌꇬꑅ。 

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
信。 

ꏃꃅꌋꆹꉂꐪꉬ，ꉂꐪꇬꀀꌠꆏ，

ꏃꃅꌋꈐꏭꀀꌠꉬ，ꏃꃅꌋꑌꋍꈐꏭ

ꀀ。17ꑠꃅꄉ，ꉂꐪꆹꉪꊇꈐꏭꄉꐛ

ꒆꄎꄉ，ꀞꇽꄹꉇꆏ，ꉪꊇꏦꃅꏦꅍ

ꀋꐥꉆ；ꑞꃅꆏ，ꋌꈍꃅꐙꆏ，ꉪꊇꋧ

ꃅꋋꂷꐥꇬꑌꈍꃅꐙ。18ꉂꐪꈐꏭꆹ

ꏸꏦꅍꀋꐥ；ꉂꐪꐛꒆꑲꆏ，ꏸꏦꅍ

ꋌꌩꎳꇫꎭ，ꑞꃅꆏ，ꏸꏦꅍꈐꏭꆹꑗ

ꉘꇫꐊ；ꊿꏸꏦꌠꆹꉂꐪꈐꏭꄉꐛꀋ

ꒆꑴꌦ。 

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
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
里面。17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
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
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
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18爱里没
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
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
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 

19ꉪꊇꉂ，ꑞꃅꆏ，ꏃꃅꌋꂴꉪ

ꉂ。20ꀋꄸꄷ，ꊾꂷ“ꉢꏃꃅꌋ

ꉂ”ꄷ，ꄚ，ꋌꀱꌊꋍꃺꑌꌁꑷꇬꆹ，

ꋋꆹꊾꈱꊾꏅꂷꉬ；ꋌꈀꂿꌠꃺꑌꇯ

ꋌꇬꀋꉂꑲꆏ，ꋌꇬꀋꂿꌠꏃꃅꌋꆹ

ꋌꇫꉂꀋꄐ（ꀊꆨꏂꀨꋍꈨꇬꆏ“ꋌꈍꃅꋌꇬꀋꂿ

ꌠꏃꃅꌋꉂꄎꂯ？”ꃅꅑ）。21ꏃꃅꌋꉂꌠ

ꆏ，ꃺꑌꀕꉂꄡꑟ，ꑠꆹꉪꊇꏃꃅꌋꄷ

ꄉꊪꊊꌠꁵꅇꉬ。 

19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
们。20人若说：“我爱神”，却恨
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
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
没有看见的神（有古卷作“怎能爱没有

看见的神呢？”）。21爱神的，也当
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
命令。 

 

ꑇꐨꉌꊋꋧꃅꄩꊋ 信心胜过世界 

5 ꊿꑳꌠꆹꏢꄖꉬꌠꈁꑇꌠꆏ，ꐯ

ꇯꏃꃅꌋꇬꄉꒆꌠꉬ，ꊿꈀꄸꂷ 
5 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

神而生，凡爱生他之神的， 
ꋋꒆꌠꏃꃅꌋꉁꆏ，ꋌꀋꎪꃅꏃꃅꌋ

ꈀꒆꎼꇁꈧꌠꑌꉂꌠꉬ。2ꉪꊇꀋꄸ

ꄷꏃꃅꌋꉂꇈ，ꉈꑴꋍꏥꏦꇬꍬꑲ

ꆏ，ꄚꄉꉪꊇꏃꃅꌋꌳꃈꅮꉂꌠꑠꉪ

ꅉꐚ。3ꉪꊇꏃꃅꌋꏥꏦꇬꍬ，ꑠꆹꋋ

也必爱从神生的。2我们若爱
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
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3我们遵
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
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4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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ꉂꀐꌠꉬ，ꄷꀋꁧꋍꏥꏦꆹꍬꊋꌠꀋ

ꉬ。4ꑞꃅꆏ，ꏃꃅꌋꄷꄉꈀꒆꌠꆹꋧ

ꃅꄩꊋꌠ；ꉪꁳꋧꃅꄩꊋꎻꌠꆹꉪꑇꐨ

ꉌꊋꉬ。5ꑠꉬꑲꆏ，ꊿꋧꃅꄩꊋꌠꆹ

ꈀꄸꉬ？ꊿꑳꌠꆹꏃꃅꌋꌺꉬꌠꑇꈧ

ꌠꀋꉬꅀ？ 

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
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
的信心。5胜过世界的是谁呢？
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 

 

ꏃꃅꌋꋍꌺꎁꃅꅇꊪꌬ 神为他儿子作见证 
6ꀆꐒꌋꆀꌦꅪꇇꄧꈴꄉꇁꂶꌠꆹ

ꑳꌠꏢꄖꉬ；ꋋꆹꀆꐒꀉꄂꌬꌠꀋꉬ

ꃅ，ꀆꐒꌋꆀꌦꅪꐯꇯꌬꌠꉬ。7ꄷ

ꀋꁧ，ꌃꎔꒌꑌꇫꅇꊪꌬ，ꑞꃅꆏ，ꌃ

ꎔꒌꆹꇗꅉꃶꐚꌠꉬ。8ꅇꊪꌬꌠꑴ

ꅉꆹꌕꑵꐥ，ꋋꆹꌃꎔꒌ、ꀆꐒꌋꆀ

ꌦꅪꉬ，ꋋꌕꑵꑌꐯꇯꂿꄐꋍꑵꐥ。

9ꉪꊇꊿꈀꌬꌠꅇꊪꉪꇫꊪꑲꆏ，ꉪꊇ

ꆹꏃꃅꌋꈀꌬꌠꅇꊪꀊꅰꃅꉪꇫꊪꄡ

ꑟ（“ꇫꊪꄡꑟ”ꑝꇂꉙꇬꆏ“ꀉꒉ”ꃅꅑ），ꑞ

ꃅꆏ，ꏃꃅꌋꅇꊪꆹꋌꋍꌺꎁꃅꌬ

ꌠ。10ꊿꏃꃅꌋꌺꈁꑇꌠꆏ，ꅇꊪꋌ

ꑵꋍꉌꃀꇬꑌ；ꏃꃅꌋꀋꑇꌠꆏ，ꏃꃅ

ꌋꋌꇱꌌꈰꏅꌠꃅꄉ，ꑞꃅꆏ，ꏃꃅ

ꌋꋍꌺꎁꃅꅇꊪꌬꌠꋀꇬꀋꑇ。11ꈀ

ꌬꌠꅇꊪꆹꑠꉬ：ꐩꋊꐩꍂꀑꇬꏃꃅꌋ

ꄻꉪꊇꇖꀐ，ꐩꋊꐩꍂꀑꇬꑠꆹꋍꌺꈐ

ꏭꑌꀕꌠꉬ。12ꊿꏃꃅꌋꌺꐥꌠꆏꀑ

ꇬꐥꀐ；ꏃꃅꌋꌺꀋꐥꌠꆏꀑꇬꀋ

ꐥ。 

6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
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乃
是用水又用血，7并且有圣灵作
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8作
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圣灵、
水与血，这三样也都归于一。
9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神的见
证更该领受了（“该领受”原文作

“大”），因神的见证是为他儿子作
的。10信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
在他心里；不信神的，就是将
神当作说谎的，因不信神为他
儿子作的见证。11这见证就是神
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
他儿子里面。12人有了神的儿子
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
有生命。 

 

ꌧꇐꂿꇐꐩꋊꐩꍂꌠ 永生的知识 
13ꉢꄯꒉꁱꌊꆍꊇꊿꏃꃅꌋꌺꑇ

ꋋꈨꁵ，ꆍꁳꆍꊇꐩꋊꐩꍂꀑꇬꐥꌠ

13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
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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ꑠꅉꐚꎻ。14ꀋꄸꄷ，ꉪꊇꋍꉪꐪꇬ

ꈴꄉꇖꑲꆏ，ꉪꊇꑞꇖꌠ，ꋌꉪꊇꅇ

ꅲ，ꑠꆹꉪꊇꋍꂾꄉꏦꅍꀋꐥꌠꉌꃀꑌ

ꌠꉬ。15ꏃꃅꌋꉪꊇꈀꇖꂟꌠꑠꅲꌠ

ꉪꅉꐚꑲꆏ，ꉪꊇꑞꇖꑞꂟꄿꂿ，ꋌ

ꄻꉪꊇꀋꇖꅍꀋꐥꌠꑌꉪꅉꐚꀐ。

16ꊾꂷꀋꄸꄷꋍꃺꑌꌦꃤꀋꑟꌠꑽꃤ

ꑠꃅꌠꋌꊌꂿꑲꆏ，ꋋꆹꑽꃤꃅꌠꃺ

ꑌꂶꌠꎁꃅꈼꂟꄡꑟ，ꑠꃅꑲꆏ，ꏃꃅ

ꌋꆹꀋꎪꃅꀑꇬꋌꄻꋍꃺꑌꁵꌠꉬ；

ꄚ，ꌦꃤꑟꌠꑽꃤꐥ；ꉢꆍꊇꏯꑽꃤ

ꋌꑵꎁꃅꈼꂟꄡꑟꄷꀋꄹ。17ꌤꀋꑗ

ꀋꉬꌠꉬꇮꃅꑽꃤꉬꌐ，ꄚ，ꌦꃤꀋꑟ

ꌠꑽꃤꐥ。18ꉪꊇꅉꐚꌠꆹ，ꏃꃅꌋ

ꄷꄉꒆꌠꆏ，ꀋꎪꃅꑽꃤꀋꃅ，ꏃꃅ

ꌋꄷꄉꒆꌠꆏ，ꀋꎪꃅꊨꏦꀧꌋꃅ（ꑝ

ꇂꉙꇬꆏ“ꏃꃅꌋꄷꄉꒆꀊꋨꂷꆹꀋꎪꃅꋋꀧꌋꃅ”

ꄷꅑ），ꄷꅠꂶꌠꑌꋌꉮꀋꄐ。19ꉪꊇ

ꅉꐚꌠꆏ，ꉪꊇꆹꏃꃅꌋꃤꉬ，ꋧꃅꋋ

ꂷꉬꇮꄷꅠꂶꌠꇇꈐꀀꌐ。20ꉪꊇꑌ

ꏃꃅꌋꌺꇁꀐꌠꉪꅉꐚ，ꄷꀋꁧ，ꌧꅍ

ꂿꅍꄖꉪꇖꄉ，ꉪꁳꃶꐚꀊꋨꂷꌧ

ꎻ；ꉪꊇꑌꃶꐚꂶꌠꈐꏭꐥ，ꑠꆹꋍꌺ

ꑳꌠꏢꄖꈐꏭꐥꄷꌠ。ꋋꆹꏃꃅꌋꃶ

ꐚꌠ，ꐩꋊꐩꍂꀑꇬꑌꉬ。21ꀉꑳꊈ

ꀋ！ꆍꊇꑴꌠꊨꏦꈯꊨꏦꌅꃅꄉ，ꌩ

ꁱꇓꁱꂾꄡꒉ。 

道自己有永生。14我们若照他的
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
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
心。15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
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
的，无不得着。16人若看见弟兄
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
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
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
祈求。17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但
也有不至于死的罪。18我们知道
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
生的，必保守自己（原文作“那从神

生的必保护他”），那恶者也就无法
害他。19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
的，全世界都卧在那恶者手
下。20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
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
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
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
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
神，也是永生。21孩子们哪，你
们要自守，远避偶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