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支勒•腓立比书》  

1 
1  麦西哈尔撒的仆人鲍鲁斯和提摩太，写信给所有住在腓立比，在 麦西哈尔撒里的圣徒、监

督和理事。* 2 愿恩惠平安从 真主我们的父亲和主 尔撒麦西哈临到你们。  
3 我每逢想到你们，就知感我的 真主； 4 每次为你们大家祈求的时候，都是高高兴兴地祈求。 

5 因为你们从第一天直到现在都有份于佳音的工作，我就知感我的 真主。 6 我深信在你们当中开

始了美好工作的那一位，在 麦西哈尔撒的日子里，要完成这工作。 7 我理当对你们大家有这样

的想法，因为你们经常在我的心里，无论我是在牢笼中，还是在辩护和证实佳音的时候，你们都

和我一起分享 真主的恩典。 8  真主可以为我作证，我是如何以 麦西哈尔撒的爱心深深地想

念你们大家。 9 我所祈求的，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种见识上，越来越多， 10 使你们在 麦

西哈的日子，能辨别是非，成为纯洁、无可指责的人， 11 靠 尔撒麦西哈结满了公义的果实，使 

真主得到荣耀和赞美。  
12 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的遭遇反而使佳音更加兴旺了， 13 以致整个宫廷卫队和所有的

其他人，都知道我是为了 麦西哈坐牢的；* 14 而且大多数主内的弟兄，因为我坐了牢，就笃信不

疑，毫无畏惧，更勇敢地传讲 真主的道。  
15 有些人传扬 麦西哈是出于嫉妒和纷争，但也有些人是出于好意。 16 有些人是出于爱心，知

道我是派来为佳音辩护的。 17 还有些人传讲 麦西哈却是出于自私，动机不纯，只想增加我在牢

狱中的烦恼。 18 那有什么关系呢？真心也好，假意也罢，无论如何， 麦西哈都被传开了，我就

为此高兴；是的，我仍要高兴， 19 因为我知道，通过你们的祈求和 尔撒麦西哈之灵的帮助，我

一定会得到释放。 20 我所热切期待和盼望的，就是在任何事上我都不会羞愧，不论生死，只要鼓

足勇气，总要像以往一样，让 麦西哈在我身上被尊为大。 21对我来说， 活着就是为了 麦西哈，

死去就是为了收获。 22 如果继续活在世上，能够使我的工作有成果，我就不知道应该怎样选择了！ 
23 我处于两难之间，宁可离世与 麦西哈在一起，因为那是再好不过的。 24 可是为了你们，我更

需要活在世上。 25 既然我深信这一点，就知道还要活下去，并且要继续和你们大家在一起，使你

们在信心上有长进，有喜乐， 26 以致你们因为我要再次到你们那里去，就在 麦西哈尔撒里更加

以我为荣。  
27 重要的是，你们的生活方式要配得上 麦西哈的佳音。这样，无论我是来见你们还是不在你们

当中，都可以听到你们的情况，就是你们抱有同一个心志，坚定不移，为了佳音的信仰竭力同心， 
28在任何事上，都不被敌对你们的人吓倒，这就证明他们要灭亡，你们要得搭救，这都是出于 真

主。 29 因为 真主为了 麦西哈的缘故赐给你们的恩典，使你们不仅相信 麦西哈，而且要为他

受苦； 30 你们面对的斗争，和你们在我身上所见过，现在又听到的是一样的。*  

2 
1 所以，如果你们在 麦西哈里有什么劝勉，有什么爱心的安慰，有什么灵里的契通，有什么厚

爱和同情， 2 就要有同样的思想，同样的爱心，要心思相同，想法一致，使我充满喜乐。 3 不要

自私自利，也不要贪图虚荣，只要谦逊，看别人比自己强； 4 每个人不要只关注自己的事，也要

关注别人的事。 5 在你们当中，要以 麦西哈尔撒的心思考。 6 他本来有 真主的形象，却不坚
                                                             

 *1:1: 使 16:12 

 *1:13: 使 28:30 

 *1:30: 使 16:19-40 



 

持自己与 真主平等的地位， 7 反而倒空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 8 既然有人的

样子，就自甘卑微，顺服至死，甚至死在十字架上。 9 因此 真主把他升为至高，并且赐给他超

过万名之上的名。 10 使天上、地上和地底下的一切，因 尔撒的名，都要屈膝，* 11 并且口中承

认 尔撒麦西哈为主，使荣耀归于 真主父。  
12 这样看来，我所亲爱的，你们一直是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是这样，现今我不在，

你们更要顺服，就该恐惧战兢地完成自己的救恩。 13  因为是真主在你们里面运行，使你们愿意

并能够遵行，为要完成他的旨意。 14 无论做什么，都不要抱怨和争论， 15 好让你们无可指责、纯

洁无邪，在这个扭曲颠倒的世代中，作 真主没有瑕疵的儿女；你们在顿亚上要像宇宙中的光体

一样发光，* 16 紧紧抓住生命的道，使我在 麦西哈的日子可以夸耀我没有白跑，也没有徒劳。 17 纵

然把我的血浇奠在你们信心的祭物和服侍上，我也喜乐，并且和你们大家一起喜乐。 18 你们也要

同样喜乐，并且要和我一起喜乐。  
19 我在主 尔撒里，希望不久就会派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使我们知道你们的情况，能得到鼓励。 

20 因为没有人与我同心，真正关心你们的事， 21 大家只顾自己的事，不寻求 尔撒麦西哈的事。 22 不

过，提摩太的为人你们是知道的，他和我就像父子一样一起为了佳音服侍主。 23 所以，我希望在

知道自己的事情的结果时，就立刻派他去； 24 在主里，我相信自己不久也会去。  
25 然而我认为必须派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弟兄，和我一起工作一起作战，也是你们

为我的需要派来服侍我的。 26 他一直都很想念你们大家，并且非常难过，因为你们听到了他生病

的消息。 27 事实上他差点病死，然而 真主慈悯了他；不但慈悯他，也慈悯我，免得我忧上加忧。 
28 所以，我更急着派他去，让你们再见到他，就可以喜乐，我也能可以少些挂虑。 29 因此，你们

要在主里高高兴兴地接待他，也要尊重这样的人， 30 因他为了 麦西哈的工作，冒着生命的危险，

差一点丧了命，为要弥补满你们服侍我的不足之处。  

3 
1 最后，我的弟兄们，你们要靠主喜乐。我写同样的话给你们，对我来说并不麻烦，对你们却更

妥当。  
2 你们要提防那些“狗”，提防邪恶的工人，提防割损身体的。 3 其实我们这些靠 真主的灵来礼

拜，在 麦西哈尔撒里夸口而不靠肉体的人，才是真受割礼的， 4 虽然如此，我也有理由靠肉体。

如果有人认为能靠肉体，我更能； 5 我第八天受割礼，属于以色列民族本雅悯部落，是希伯来人

所生的希伯来人。按诫律来说，我是个法利赛人；* 6 按热诚来说，我是迫害哲玛提的；按诫律上

的义来说，我是无可指责的。* 7 然而以前对我有益的，现在因 麦西哈的缘故，我都当作是有损

的。 8 不但这样，我也把一切当作是有损的，因为我以认识我主 麦西哈尔撒为至宝。为了他，

我抛弃了一切，看作粪土，为了要得到 麦西哈。 9 并且与他完全结合，因此，我们拥有的，不

是因诫律而来的自己的义，而是有因信 麦西哈而来的义，即基于信心，从 真主而来的义， 10 使

我能认识 麦西哈和他复活的大能，分享他的苦难，效法他的死， 11 这样，我也许能从亡人中复

活。  
12 这并不是说我已经得到了，已经全美了，而是竭力追求，好使我能得到 麦西哈尔撒要我得着

的。 13 弟兄们，我不认为自己已经得到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向前， 14 向着目

标奋力迈进，为要得到 真主在 麦西哈尔撒里呼召我向上去得的奖赏。 15 所以，让我们当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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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成熟的人都这样思考。即使你们有不同的想法， 真主也会把这事启示给你们。 16 不过，我们

到了什么程度，就要照着什么程度去做。  
17 弟兄们，你们要一起效法我，也要注意那些按我们的榜样而生活的人。* 18 我常常告诉你们，

现在又流着泪说，有许多人行事为人，是 麦西哈十字架的敌人， 19 他们的结局是灭亡，他们的

神明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所想的都是地上的事。 20 但我们是天上的国民，

切望救主，就是主 尔撒麦西哈，从天上下降； 21 他要运用那能使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改变我

们这卑贱的身体，和他荣耀的身体相似。  

4 
1 我所想念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所以，亲爱的，你们要靠主站立得稳。  
2 我劝友阿嫡，也劝循都基，要在主里一致。 

3 我真诚的同道啊，我也求你帮助她们。这两位女

士，革利免以及其他的合作者，都和我在佳音的工作上一起劳苦，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  
4 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一次，你们要喜乐。 5 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你们的谦和。主已经

近了。 6 要毫无忧虑，只要凡事通过恳求祈祷，带着知感的心，把你们的要求告诉 真主。 7 这

样， 真主所赐超乎想象的平安，要在 麦西哈尔撒里，护佑你们的心思意念。  
8 最后，弟兄们，只要是真实的、可敬的、公正的、纯洁的、可爱的、高尚的，无论有什么美德，

有什么值得称赞的事，这些事你们都要考虑。 9 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所领受、所听见、所看见

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实行；那么，赐平安的 真主就会与你们同在。  
10 你们现在又想起我来，我在主里就异常喜乐，其实你们一直都在想念我，只是没有机会表示。 

11 我并不是因为缺乏才这样说：我已经学会了，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都能知足。 12 我知道怎样处

卑贱，也知道怎样处富裕；我已经得到秘诀，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饱足或饥饿，富裕或贫乏，

都要知足。 13 我靠着那赐给我能力的，一切都能做。 14 然而，你们一起分担了我的患难，真好！  
15 腓立比人啊，你们也知道，在我传佳音的初期，离开马其顿的时候，除了你们以外，我没有收

过任何哲玛提的供给。* 16 我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你们还是一再把我所需要的送来。* 17 我不求

馈赠，只求你们的果实不断增加，归在你们的帐上。 18 你们所送的我全都收到了，而且绰绰有余；

我已经足够了，因我从以巴弗提收到你们所送的，好像馨香之气，是 真主所接纳所喜悦的祭物。
* 19 我的 真主要照他在 麦西哈尔撒里荣耀的丰富，满足你们的一切需要。 20 愿荣耀归于 真

主我们的父亲，直到永远。阿敏。  
21 问候在 麦西哈尔撒里的各位圣徒。跟我在一起的弟兄们问候你们。 22 圣徒们，特别是凯撒

家里的人，都问候你们。 23 愿主 尔撒麦西哈的恩惠与你们的心灵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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