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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立比书
1这封信来自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给
住在腓立比、所有与基督耶稣在一起的上帝子民，
同时也写给所有的教会领袖和助手。 2愿我们的父上
帝和主耶稣基督赐予你们恩典和平安。 3当我想起你
们，就会感谢我的上帝， 4总是很高兴地在祈祷中记
住你们所有人， 5因为自始至终，你们都在我一起传
播福音。 6我非常相信，你们会继续努力工作，实现
成功的结果，直到耶稣基督再次到来。

7我以这种方式思考你们所有人恰如其分，因为你
们对我来说意义重大。无论在监狱里还是在外面宣讲
福音，你们都与我一起分享上帝的恩典。 8上帝是我
的见证，见证我领受基督耶稣的关怀并对你们每一个
人保持的深情。

9我祈祷你们会越来越热爱知识，更加深刻地理
解， 10这样就能弄清楚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当基
督再来时，你们就可以做到真诚无瑕， 11通过耶稣
基督让生命之果充满正直良善，将荣耀和赞美归于上
帝。

12我的兄弟姐妹们，我想让你们知道，我所经历的
一切，都是在推动福音向前发展！ 13所有人⸺包括
所有禁卫军*⸺现在都知道我为了基督而被锁链束
缚； 14因为我被锁链束缚，这里的大多数基督徒都获
得鼓励, 勇敢无畏地说出上帝的话语！ 15是的，有些
人说话是出于嫉妒和竞争。但有些人说话却秉承良好
的动机。 16他们的行为是出于爱，因为他们知道，我
来此是为了给福音辩护。 17那些人因为自私的野心而
使用欺骗性的方式介绍基督，试图为处于监禁中的我
制造麻烦。
* 1:13 罗马皇帝的护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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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那又怎样？我关心的就是基督以何种方式出现，
无论来自假装还是真实的信念。这就是让我快乐的
原因⸺我会继续快乐！ 19为什么？因为我深信，通
过你们为我祈祷，通过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这将成
为我的救赎。† 20因为我最大的希望和期待，就是不
要做任何让我会感到羞耻的事情。相反，我会一如既
往地大胆盼望，即使是现在也是如此，无论我是生是
死，基督都会通过我实现极大荣耀。

21对我而言，活着是为基督而死，死了才会有收
获。 22但如果我继续住在这里，这将是一项富有成
效的工作，那么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才是最好的选择！
23因为我处于两难境地⸺我真的想离开并与基督在
一起，这会好得多， 24就你而言，仍然留在这里更重
要。 25既然我已经很确认，知道自己会留在这里，随
着你们越来越相信上帝并感到喜乐，我会留在你们身
边帮助你们， 26以便当我再次见到你们时，你们会更
因为我的原因，赞美基督耶稣。

27只要确保你的生活方式符合基督的福音，无论我
是否去看你们，都能听到你们在做什么⸺我知道你
们彼此完全一致，因相信福音而共同努力，精神上就
实现了团结一致。 28不要让敌人吓到你们。要勇敢地
向他们证明，他们将会迷失，但上帝会亲自来拯救你
们。 29因为你们不仅拥有信耶稣的特权，也会为他受
苦。 30你们正在经历的挣扎，就像你们所见我所经历
的挣扎⸺你们现在也知道，我仍然在挣扎。

2
1那么，如果你们因基督而受到鼓励，如果你们因
他的爱而获得安慰，如果你们分享灵，如果你们有同
情心和怜悯心， 2那么就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思考，以
同样的方式相爱，精神上达成团结，追求一个共同的
目标，让我的快乐变得完整。 3不要出于自私或骄傲
† 1:19 保罗所指可能是从他现有的情况中获得救赎或最终的救赎，也可能指代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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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去做事，要谦虚地为他人着想，而不是为自己
着想。 4你们不应该只顾着自己的事情，还要为他人
的利益着想。

5你们应该拥有和基督耶稣一样的态度。 6尽管他
本来始终都是上帝，但他并不关注自己与上帝是否平
等。 7他清空*自己，保持仆人的本性，成为人。 8他
以人形来到，谦卑自己，将自己交给死亡⸺甚至死
在十字架上。

9这就是为什么上帝将他放在最尊贵、最有权力的
地位，给他最尊贵的名字⸺ 10以便每个人都为耶稣
之名而鞠躬，无论是在天上、地上或地底， 11所有人
都会宣告耶稣基督是主，以此荣耀父上帝。

12所以我的好朋友们，继续以完全敬畏和尊重上帝
的方式，朝着救赎的目标努力，按照告诉你的方式去
做⸺不仅当我和你们在一起的时候如此，现在我离
开你们更要如此。 13因为在你们心中是上帝在起作
用，他带来意志和能力，让你们去做他想让你们做的
事。 14做每件事都不要抱怨或争论 15这样你们才会真
诚，不会有任何错误。在过着不诚实和腐败生活的民
众†中，成为上帝无可指责的孩子；在他们中间，像
照亮世界的光一样闪耀， 16向他们传授生命之道。只
有这样，当基督再次来到，我会就会有一些值得骄傲
的事情，证明我没有白白四处奔波和操劳！ 17所以，
即使我把自己的生命当作祭品和供品，只要能让你们
信任上帝，我就会为此感到高兴。我和你们在一起很
高兴， 18就像你们有这样的欢喜，因为和我在一起而
感到高兴。

19我希望，如果这是主耶稣的旨意，请尽快将提摩
太派去见你们。只要我知道你们在做什么，我就会感
到高兴。 20我不知道有谁像他那样真正关心你们。
21其他人只关心自己的利益，不关心耶稣基督的利
益。 22但是你们已经知道他是谁了⸺就像一个孩子
* 2:7 这里说明耶稣选择“放空”自己，放下他的神圣力量。 † 2:15
见申命记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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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帮助他的父亲，他和我一起工作来传播福音。 23我
希望在了解自己的进展情况后，就立刻派他去。 24我
相信主，很快我也能去。 25但我认为把以巴弗提送到
你们那边很重要。他是我的兄弟、同事和战友。他是
你们派来照顾我的人， 26一直渴望见到你们。他担心
你们，因为你们也听说了，他生病了。 27他确实生病
了⸺差点死去⸺但上帝怜悯他。不仅怜悯他，也
怜悯我，这样我就不会不断发生各种悲剧。 28正因如
此，我才那么想派他去见你们。你们因为见到他而开
心，我就不用那么心焦。 29所以，请心怀主并以极大
的幸福欢迎他⸺让他这样的人感到荣耀， 30因为他
在为基督工作时几乎失去声明，冒着生命危险来弥补
你们无法给我提供的帮助。

3
1总而言之：我亲爱的朋友们，以主为喜乐！向你
重复这些话，对我来说不是负担，这是为了保护你的
安全！ 2小心那些狗！警惕那些做坏事的人！小心那
些切割身体之人！* 3因为我们真正行了割礼，我们借
着神的灵敬拜, 将我们的信心寄托于耶稣基督。我们
对人的能力没有信心†⸺ 4如果有一种方法可以去依
靠人性，我自己就可以获得这样的信心！如果有人认
为，他们有信心可以拥有这样的人性，那么我就可以
超越他们： 5我在第八天受了割礼，是便雅悯支派的
以色列人，一个真正的希伯来人。在遵守律法方面，
我是法利赛人； 6说到宗教奉献，我曾是教会的破坏
者；在依法行事上，我无可指责！

7但无论我以何种方式获得任何好处，我都认为这
是基督的损失。 8确实，我把一切都视为损失，它让
我通过认识我主基督耶稣获得令人难以置信的益处。
我会为了他而丢掉这一切，把它们视为垃圾，我通过
* 3:2 保罗用这个贬义词指那些坚持身体割礼之人。他将之余灵性割礼进行对比，明确表示上帝的子民不再需要身体上的割礼。
† 3:3 原意为“肉体”，又见第 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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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方式才拥有基督。 9我希望与他同在，并非因为
我做了什么或律法所说的正确，而是通过相信基督而
实现正直善良，通过对他的信任而被上帝视为正直善
良。 10我想真正了解他，以及他死而复生的能力⸺
体验他的苦难，在他的死亡中变得像他一样， 11好让
我经历最终的复活！

12并不是说我已经拥有一切，或者我已经很完美—
—但我奔跑的目的，是为赢得基督耶稣为我获得的一
切。 13我的朋友们，我不认为我已经赢得，但这是我
的一个目标：不顾身后发生什么，努力向前看。 14我
奔向终点线，是为了赢得上帝通过基督耶稣邀请我进
入天堂的奖品。

15灵性成熟的人应该这样想，如果你有什么不同的
想法，上帝会向你展示这一点， 16我们只需确保遵循
所了解的一切即可。 17我的朋友们，像其他人一样，
按照我的榜样行事，注意我们的行为方式，因为你们
需要以我们为榜样。

18有些人因其生活方式而与基督的十字架为敌⸺
正如我以前经常告诉你们的那样，在此我再重复一
遍，尽管这让我非常痛苦，让我想要放声痛哭。 19他
们最终会完全迷失，这些人的“上帝”只是其肉体欲
望，本事应该让他们感到羞耻的事情，他们却引以为
豪。他们只考虑今世的事情。 20但我们的祖国是天
堂，我们也在等待救世主⸺主耶稣基督，从那里降
临。 21他会重新创造我们有缺陷的身体，让我们的身
体像他那荣耀的身体一样，可以运用他那样掌控一切
的力量。

4
1我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对我很重要，让我如此快
乐，所以我们坚定不移地与主同在！对我来说，你们
就是我最高的成就！我真的很爱你们，很想见到你
们！ 2尤迪亚和顺都基⸺建议你们解决彼此之间的
分歧，在主面前达成一致。 3事实上，我忠实的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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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请你们帮助这些妇女，因为她们都在与我一起
传播福音⸺还有克莱门特和我的其他同事，她们的
名字就记录在生活之中。

4永远因与主同在而感到快乐⸺再说一遍，要感到
快乐！ 5每个人都应该知道你们的好意。主很快就会
降临。 6不要担心任何事情，要在祈祷中将一切交给
上帝，向他解释你的需求，感谢他所做的一切。 7那
时候，就会获得超过你想象、上帝带给你的平安，保
护你以正确的思想和态度与基督耶稣同在。

8最后，要去想那些真实的、尊贵的、正确的、纯
洁的、美丽的、值得称道的事情，真正好的、值得表
扬的事情。 9践行从我这里学到的一切，践行从我这
里得到的一切，践行你看到我做的一切，践行听到我
说的一切。届时，赐予平安的上帝会与你同在。

10感谢主，真高兴你们终于想起我了⸺我知道你
们以前曾经很关心我，但对此却无法提供帮助。 11我
并非在谈论我自己的需求，因为我已经学会了在任何
情况下都要让自己感到满足。 12我习惯了一无所有，
也曾拥有很多。在每一种可能的情况下，我都学会了
如何面对富足和饥饿。对于富有和贫困的生活，我有
一个秘诀： 13凭借那让我坚强之人，我无所不能！

14即便如此，在我遇到麻烦的时候，很高兴你们能
与我分享事。 15腓立比人请记住，在我开始分享福音
时，当我离开马其顿时，你们是唯一为我提供经济帮
助的教会。 16我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你们也曾帮助
过我两次。 17我并非在寻找捐赠，而是为你们的“账
户”增加“利润。”† 18因为我所拥有的远超过自己
需要的。很感激以巴弗提寄来的东西。它们就像是取
悦上帝并获得其认可、散发扑鼻香气的祭品。 19上帝
的荣耀财富就在耶稣基督之中，用你们需要的一切来
满足你们！ 20荣耀归于我父上帝，直至永远。阿门。
21问候每一位与基督耶稣同在的信徒。与我同在的耶
* 4:3 一位不知名的基督徒，可能生活在腓立比。 † 4:17
保罗使用了一个商业术语，可能象征性地指其灵的“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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稣基督的兄弟姐妹向你们问好。 22所有的信徒都向你
们问好，尤其是凯撒宫里的人们。 23愿主耶稣基督的
恩典与你们的灵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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