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通话本
Language: 普通话 (Mandarin)
Provided by: Bible League International.

Copyright and Permission to Copy
Taken from the Chinese Easy-To-Read Version © 1999, 2015 by Bible League
International.
PDF generated on 2017-08-22 from source files dated 2017-08-22.
bdb32995-f4ba-56e2-91a0-dc951ee9a4e2
ISBN: 978-1-5313-1304-3



1 腓⽴⽐书1:30

腓⽴⽐书

1耶稣基督的仆⼈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所有住在腓⽴⽐的在耶稣基督⾥的
⼦⺠，以及⻓⽼*和执事†们。
2愿来⾃上帝、我们的⽗和我们的主耶
稣基督的恩典与和平属于你们。

保罗的祈祷
3每逢想起你们，我就感谢上帝。 4我
总是怀着喜悦的⼼情为你们所有的⼈祈
祷。 5从开始到现在，你们始终为传福⾳
的事业做贡献。 6我坚信在你们中间开始
这项美好事业的上帝⼀定会继续这项⼯
作，直到耶稣基督重返那天完成它。
7我知道我这么认为你们所有的⼈是对
的，因为我⼼中有你们，不论我在狱中
还是为福⾳作辩护和⻅证时，你们都分
享了上帝赐给我的恩典。 8上帝是我的证
⼈，我怀着耶稣基督的爱⼼渴望⻅到你
们。
9这是我为你们的祈祷:
你们的爱⼼随着知识和理解，将不
断增⻓，与⽇俱增。 10我祈祷你们
拥有这些品德，使你们能够识别
什么是最好的，因⽽，在基督来临
的那天，你们会是纯洁⽆暇，⽆可
指责的。 11通过基督，你们将结满
道义的硕果，给上帝带来荣耀和赞
美。
保罗的患难有助于主的事业

12兄弟姐妹们，我想让你们知道，我
的遭遇推动了福⾳的进⼀步传播。 13我
因为跟随基督⽽⼊狱，结果，王宫的警
卫和其他所有的⼈都得知我为此⽽受到
监禁。 14不但如此，我的监禁使主内的
很多兄弟受到了⿎励，他们在传播福⾳
时变得更加勇敢，⽆所畏惧。
15有些⼈宣传基督是出于嫉妒和好
争，但是，也有⼀些⼈宣传基督是出于

善意。 16后者这样做是出于爱，因为他
们知道上帝派我来为福⾳辩护。 17其他
⼈宣讲基督则是出于⾃私的野⼼，不是
真诚的。他们以为趁我在狱中时，就可
以给我制造⿇烦。
18可是这有什么关系呢？⽆论动机好
与不好，重要的是基督得到了传播，这
就使我⾮常⾼兴，我还会继续为此⾼兴
的。 19因为我知道通过你们的祈祷和
耶稣基督圣灵的帮助，我会获得⾃由。
20这与我热切的期待和希望是⼀致的，
因此我坚信任何事情都不会让我失望。
就像往常⼀样，我勇⽓⼗⾜。不论我是
⽣还是死，基督都会在我的⾝体⾥得到
荣誉。 21因为对于我来说，活着意味着
基督，死意味着有所得。 22但是，如果
我继续活在这个躯体⾥，就意味着我将
享受我的⼯作成果，所以我不知道该选
择什么。 23我在这两种选择之间左右
为难，我有要离开⽣命的愿望去跟基督
同在，这是再好不过了。 24不过，为了
你们的缘故，我更该活下去。 25既然我
坚信这点，我知道我会留在这⾥继续和
你们在⼀起，帮助你们在信仰上更有⻓
进、更快乐。 26因此，当我和你们重逢
时，你们更有理由在基督⾥为我感到骄
傲了。
27你们的⽣活⽅式⼀定要符合耶稣的
福⾳的要求，这样，⽆论我是来探望你
们还是远离你们，我都能听到你们的消
息，并得知你们抱着共同的⽬标，坚定
不移地为所信的福⾳共同奋⽃。 28不
要害怕反对你们的⼈，你们⾝上的勇⽓
表明他们必定被摧毁，⽽你们必定会得
拯救，这是上帝的作为。 29上帝不但赐
给了你们信仰基督的荣誉，⽽且还赐给
了你们为他受苦的荣誉。 30你们看到过
我⾯临的困难，你们知道我仍然经历挫
折，现在你们也⼀定会⾯临困难。

*1:1 ⻓⽼被选来领导教会的⼈，也称监督者或牧师，他们做照顾上帝⼦⺠的⼯作。
⻅《使徒传》20:28；《以弗所书》4:11；《提多书》1:7，9。
†1:1执事特殊助⼿，希腊字意为“仆⼈”。他们被选来为教会做特别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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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致，互相关⼼

2想⼀想我们在基督之中拥有什么: 有他带给我们的⿎励，有他的爱⼼带来
的安慰，我们⼜分享着他的圣灵，还有
他向我们表⽰出的仁慈和善良。如果你
们享有这些祝福， 2就做让我充满喜悦
的事。我要求你们⼼往⼀处想，彼此相
爱，⼀⼼⼀意，抱有共同的信念。 3做任
何事情都不要⾃私⾃利和骄傲⾃⼤，要
谦卑，要视他⼈⾼于⾃⼰。 4不要只顾⾃
⼰的利益，也要关⼼别⼈的利益。

学习基督的⽆私
5在你们共同的⽣活中，你们要想耶稣
基督所想。
6虽然基督分享了上帝的荣耀形象，但
他没有为⾃⼰的利益⽽利⽤⾃⼰与上帝
平等的地位。
7相反，他放弃了⼀切，取了奴仆的形
象，与⼈类⼀样。当他在外表变得和⼈
类⼀样时， 8他使⾃⼰卑微，甚⾄顺从到
死的地步，⽽且还死在⼗字架上。
9所以上帝给了耶稣最⾼的荣誉，把
他的名凌驾于所有的名字之上， 10以便
众⽣都拜倒在耶稣⾯前来荣耀上帝赐给
他的名，不论是在天堂、在地上、还是
在地下， 11让所有⼈都承认耶稣基督是
主，这将给⽗上帝带来荣耀。

成为上帝期待的⼈
12所以，我亲爱的朋友，要像你们⼀
贯遵从我的指⽰那样，你们不仅仅和我
在⼀起时这么做，现在当我不在你们那
⾥时，更要如此，要怀着敬畏的⼼情，
为彻底完成拯救⾃⼰继续⼯作。 13上帝
在你们中间运⾏着，他不但帮助你们去
做令他喜悦的事情，⽽且还赐给你们做
这些事情的能⼒。
14做任何事情都不要抱怨与争吵，

15‒16这样你们在这腐败、堕落的⼀代⼈
中，就能成为上帝清⽩的、纯洁的和⽆
可指责的⼦⼥。你们向他们传播带来⽣
命的信息，在这个⿊暗世界⾥犹如闪耀

的明灯。这样，在基督重返那天，当我
看到⾃⼰的⼯作不是徒劳⽆⽤的，我便
可以为你们感到⾃豪。
17你们的信仰使你们献出⾃⼰的⽣命
作为祭献，为上帝服务，也许我将与你
们的祭献⼀同抛洒热⾎。如果这⼀切发
⽣了，我会⾮常快乐，并且会和你们所
有⼈分享我的喜悦。 18同样，你们也要
快乐，并且与我分享你们的喜悦。

提摩太和以巴弗提的消息
19我希望伴着主耶稣的祝福，很快能
派提摩太到你们那⾥去，我会很⾼兴
了解到你们的情况。 20他是我要派去
的⼈，因为他是唯⼀与我同⼼并真正
关⼼你们利益的⼈。 21其他⼈追求的
只是⾃⼰的利益，⽽不是耶稣基督的利
益。 22你们了解提摩太的品格，他像⼉
⼦侍奉⽗那样，和我⼀起不辞⾟苦地传
播福⾳。 23⼀旦我知道⾃⼰事情的结局
后，便⽴即派他到你们那⾥去。 24我相
信，在上帝的帮助下，我⾃⼰很快也会
去的。
25我还认为有必要派以巴弗提回到你
们那⾥去，他是我的兄弟、同事和战
友，他代表你们，在我需要时帮助了
我。他⼀直渴望⻅到你们，我便决定派
他去。 26他还因为你们听说他患病的消
息⽽感到难过。 27他的确病了，⼏乎死
去。但上帝怜悯他，上帝不仅怜悯他，
也怜悯我，使我没有遭受到更⼤的忧
伤。 28所以我更急切地要派他去，让你
们看到他，使你们能⾼兴起来，这也可
以消除我的忧伤。 29要在主内欢欢喜喜
地款待他，要敬重这样的⼈。 30他为了
基督的事业⼏乎死掉，他冒着⽣命危险
弥补了你们⽆法给予我的帮助。

基督⽐⼀切都重要

3我的兄弟姐妹们，在主内欢喜吧，我重复这些话对我⼀点也不⿇烦，但是
对你们却很有益。
2要提防那些作恶的⼈，他们像狗⼀
样，他们就是那些要割*⾁体的⼈。 3其

*3:2割希腊语，类似割礼，但割却意味彻底割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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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我们才是真正受过割礼的⼈。我们通
过上帝之灵崇拜他，以基督耶稣为⾃
豪，我们不信任⾁体， 4尽管我们有理
由信任⾁体。如果有⼈认为他有理由信
任⾁体的话，那么，我就更有理由了。
5我出⽣后第⼋天就受了割礼。我属于以
⾊列，属于便雅悯⽀派。我是纯⾎统的
犹太⼈，我⽗⺟也是犹太⼈。律法对我
⾮常重要，所以我成为法利赛⼈*。 6就
我的狂热来说我迫害过教会，就摩⻄律
法来说，我⽆可指责。
7相反，以前我的所得，现在因为基
督，我认为它们都是失去。 8不但如此，
我把认识我主基督耶稣看作是⽆与伦⽐
的卓越的事情，所以，其它⼀切事情都
是失去。为了他，我失去了⼀切，视⼀
切为粪⼟，以便我可以赢得基督，并在
他之中被所知。 9我现在的正义不是建⽴
在律法的基础上，⽽是通过对基督的信
仰得到的。这正义来⾃上帝，是建⽴在
信仰的基础上的。 10我想认识基督，并
体验他从死⾥复活时所展⽰的⼒量。我
也想和他⼀同受难，在他的死⾥，变得
像他⼀样。 11如果我拥有了这些，那么
我⾃⼰就会拥有从死⾥复活的希望。

努⼒达到⽬标
12这并不是说我已获得了奖励，或已
变得完美，⽽是要继续努⼒，争取得到
这奖励。为了这奖励，基督已先赢得了
我。 13兄弟姐妹们，我不认为⾃⼰达到
了这个⽬标，但是我只专注于⼀件事:
忘记过去，尽最⼤的努⼒达到前⾯的⽬
标。 14我朝⽬标奔去，为的是要得到这
个奖励。这个奖励就是上帝通过基督召
唤我去领受的属天的⽣命。
15希望我们这些在灵上成熟了的⼈都
这么想。如果你们对某个观点持不同的
看法，上帝会让你们对此清楚明⽩的。
16⽆论如何，我们都应该坚持我们已经
获得的真理。

17兄弟姐妹们，你们都应该努⼒像我
⼀样⽣活，像我们为你们树⽴的那些榜
样学习。 18就像我以前多次告诫过你们
的那样，现在我甚⾄流着眼泪再次对你
们说，有许多⼈是作为基督⼗字架的敌
⼈活着的。 19他们的结局是毁灭，他们
的上帝是他们⾁体的欲望，他们为他们
应该感到羞愧的事情⽽骄傲，他们只考
虑尘世间的事情。 20但是，我们的家园
在天堂⾥，我们正等待着⼀位救世主—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天⽽降。 21他凭
使万物归顺他的⼤能改变我们卑贱的⾝
体，使之变得像他的荣耀的⾝体⼀样。

应该做的事

4我亲爱的兄弟姐妹们，我爱你们，⾮常渴望⻅到你们。你们是我的喜悦，
是我的桂冠。你们要像我告诉你们的那
样，在主内要站稳。
2我⿎励友阿蝶和循都基在主内要同
⼼。 3我还请求你们—我忠实的伙伴，请
帮助这些妇⼥吧，她们在传播福⾳过程
中，与我、⾰利免以及其他同事们⼀同
⾟劳过。这些⼈的名字都已记录在⽣命
册†⾥了。
4在主内常怀喜悦，我再说⼀遍: 要喜
悦！
5愿你们的温和善良为众⼈所知。主即
将来临了。 6你们不要有任何忧虑，不论
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带着感恩的⼼向上
帝祈祷和请求，请上帝赐给你们所需要
的东⻄。 7因为你们属于基督耶稣，所以
上帝的和平将会守护你们所有的思想和
感情，他的和平所做的这些远远地超出
⼈类的思维。
8兄弟姐妹们，让你们的内⼼充满所有
真实的、荣誉的、正义的、纯洁的、愉
快的和令⼈称赞的事情。要考虑美好或
值得赞美的事。 9坚持做你们从我这⾥学
到的、领受到的或听到⻅到的事情。赐
给你们平安的上帝会与你们同在。

*3:5 法利赛⼈是犹太⼈的⼀个宗教团体，声称⾃⼰严格地遵守所有的犹太律法和习
俗。
†4:3⽣命册记录上帝所选⼦⺠名字的册⼦。⻅《启⽰录》3:5，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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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感谢腓⽴⽐的信徒
10我在主内⾮常喜悦，因为你们终于
恢复了对我的关⼼，当然，你们⼀直很
关⼼我，只是没有机会表达。 11我这么
说，不是因为我有所求，我已学会了在
任何情况下都满⾜于现状。 12我知道
在贫穷时该怎样⽣活，我也知道在富⾜
时该怎样⽣活。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
下，不论是吃饱，还是饥饿，不论是富
⾜，还是贫困，我已得知幸福的秘诀。
13基督是赐给我⼒量的那位，这⼒量是
我做我必须做的事所需要的。
14当我在困难的时候，你们帮助了
我，这太好了。 15你们腓⽴⽐⼈⾃⼰
知道，在传播福⾳初期，我离开了⻢其
顿，那时你们是唯⼀给我帮助的教会。

16当我在贴撒罗尼迦的时候，你们多次
给我送去了我所需要的东⻄。 17实际
上，我不是想要你们的礼物，⽽是想让
你们得到给予的益处。 18我已经得到了
全部的报偿，甚⾄⽐我所需的还要多，
我已经收到了你们派以巴弗提送来的礼
物。你们的礼物是芬芳的奉献，是上帝
所悦纳的祭献。 19我的上帝会⽤他在基
督耶稣⾥荣耀的财富，满⾜你们的⼀切
要求。 20荣耀永远属于我们的⽗上帝，
阿们！
21向所有在基督耶稣之中的上帝⼦⺠
问好，和我在⼀起的兄弟们也问候你
们。 22这⾥所有上帝的⼦⺠都问候你
们，特别是凯撒皇宫的⼈也问候你们。
23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与你们
每⼀位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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