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ꃏꆀꀘꄯꒉ 

腓立比书 

 
ꋬꂻꄜ 问候 

1 ꏢꄖꑳꌠꁏꐚꀧꇊꌋꆀꄜꂿꄠ

ꑋ，ꄯꒉꁱꃏꆀꀘꈁꀀꌠꏢꄖꑳ 
1 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

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 
ꌠꈐꏭꐥꌠꌃꎔꌺ、ꆫꃬꊿꌋꆀꏲ

ꌋꃅꊿꈧꌠꁵ。 
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
督、诸位执事。 

2ꑆꊋ、ꋬꂻꆹꏃꃅꌋꉪꀉꄉꌋ

ꆀꌋꑳꌠꏢꄖꄷꄉꆍꊌꅊꇈ。 
2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

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与你们。 
 

ꀧꇊꃏꆀꀘꊿꎁꃅꈼꂟ 保罗为腓立比人祷告 
3ꋍꃢꋑꀋꋒꉢꉪꆍꄀꄮꇬꆏ，ꉢ

ꏃꃅꌋꏭꈀꎭꀕꇬꎷ；4ꋍꃢꋑꀋꋒꉢ

ꆍꋍꏅꎁꃅꈼꂟꄮꇬꆏ，ꉢꉌꇿꑓꇿ

ꃅꈼꂟꇬꎷ。5ꑞꃅꆏ，ꂴꇬꂾꄹꉇꅑ

ꅸꀃꑍꋋꄮꑟꌠ，ꆍꊇꆹꉌꂵꋍꂷꉪ

ꐨꋍꏢꃅꌒꅇꁳꌄꆣꎻꌠꉬ。6ꉢꇬ

ꑅꐯꇬꑅꌠꆏ，ꆍꉌꃀꇬꄉꂄꌤꃅꀐ

ꂶꌠꀋꎪꃅꌤꋌꐘꋌꃅꐛꒆꌠꉬ，ꅑ

ꅸꑳꌠꏢꄖꃅꑍꄹꉇꑟ。7ꉢꆍꋍꏅ

ꎁꃅꉪꐨꑠꐥꌠ，ꑴꅉꇬꆹꄡꑟꌠꉬ；

ꑞꃅꆏ，ꆍꊇꆹꅉꀕꃅꉠꉌꂵꇬꑌꇬ

ꎷ，ꉢꎸꉗꅑꄮꇬꉬꄿꂿ，ꌒꅇꀥ

3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
我的神；4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
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地祈
求。5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
你们是同心合意地兴旺福音。
6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工
的，必成全这工，直到耶稣基
督的日子。7我为你们众人有这
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
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
锁之中，是辩明证实福音的时
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8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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ꍣ、ꊩꀽꄮꉬꄿꂿ，ꆍꊇꉬꇮꃅꉡꌋ

ꆀꐯꇯꑆꊋꊌ。8ꉢꏢꄖꑳꌠꉈꁒꑗ

ꊰꐨꇬꈴꄉ，ꇯꍝꀕꃅꆍꊇꋍꏅꂿꏾ

ꈨꏾ，ꑠꆹꏃꃅꌋꉠꎁꃅꇫꅇꊪꌬꉆ

ꌠꉬ。9ꉢꈀꈼꂟꌠꆏ，ꆍꊇꉂꏣꆹꌧ

ꇐꌋꆀꂿꇐꈨꇐꋍꑞꋍꑵꇬꄉꀉꑌꃅ

ꁦꎆꄉ，10ꆍꁳꉬꀋꉬꌠꊨꄅꄎꎻ，ꊿ

ꀋꎪꀋꑴꇈꑽꅍꀋꐥꌠꄻꄉ，ꅑꅸꏢ

ꄖꃅꑍꄹꉇꑟ；11ꄷꀋꁧ，ꑳꌠꏢꄖꉘ

ꇉꄉꑖꉬꂶꂷꀱꇗꀕꃅꅑ，ꑠꃅꄉ，

ꀑꒉꑊꒉꌋꆀꀮꄑꅇꐯꇯꏮꏃꃅꌋꄀ

ꎻ。 

用基督耶稣的心切切地想念你
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作见
证的。9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
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
上，多而又多，10使你们能分别
是非，作诚实无过的人，直到
基督的日子；11并靠着耶稣基督
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
赞归与神。 

 

ꉡꃅꄉꇬꆹ，ꀑꇬꆹꏢꄖꉬ 对我而言生命是基督 
12ꃺꑌꊈꀋ！ꉡꆹꆍꁳꌤꉢꈀꊝꈧ

ꌠꆹꀊꅰꃅꌒꅇꋌꎼꌄꆣꌠꉬꌠꅉꐚ

ꎻꏾ；13ꑠꃅꄉ，ꉢꎸꉗꅑꌠꆹ，ꇜꃛꑷ

ꂿꐏꂽꌋꆀꊿꀉꁁꈬꇬꄉ，ꏢꄖꒉꄸ

ꃅꌠꄇꇖꀕꃅꉉꋊꎼꇁꀐ。14ꑠꀉꄂ

ꇯꀋꉬꃅ，ꌋꈐꏭꃺꑌꀊꋨꈨꀉꑌꈫ

ꁁꌠꉢꎸꉗꅑꐛꅹꃅ，ꑇꐨꉌꊋꀊꅰ

ꃅꀉꒉꃅꑌ，ꉌꂵꐤꅉꀉꒉꅉꃅꏃꃅ

ꌋꇗꅉꁊ，ꑞꑌꋀꊇꇬꀋꏦ。 

12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
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
兴旺；13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
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
明是为基督的缘故。14并且那在
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
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
神的道，无所惧怕。 

15ꊿꋍꈨꋋꈨꆹꉌꈻꃴꆅ、ꐮꋦ

ꐮꑣꐛꅹꃅꏢꄖꃆꂮꁊꌠ，ꄚ，ꊿꉪ

ꐨꃪꌠꑌꄉꌒꅇꁊꌠꑌꐥ；16ꊿꋋꈨꑠ

ꃅꀕꌠꆹꉂꏣꑋꒉꄸ，ꉡꆹꌒꅇꀥꍣ

ꂿꄷꄉꌊꄻꄈꂷꉬꌠꋀꅉꐚ；17ꊿꀊ

ꋨꈨꏢꄖꃆꂮꁊꌠꆹꊨꏦꎁꃅꂿꄷ

ꌠ，ꋀꀋꎪꀋꑴꃅꀋꐛ，ꋀꊇꆹꉢꁳꎸ

ꉗꅑꄉꀊꅰꃅꎬꅧꎻꂿꄷꌠ。18ꄚ，

15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
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16这
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
辩明福音设立的；17那一等传基
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
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18这有
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
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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ꋍꑠꑞꂷꑽꐥ？ꉪꐨꀋꉾꃅꁊꌠꉬꄿ

ꂿ，ꉌꃀꇯꍝꃅꁊꌠꉬꄿꂿ，ꈍꃅꄿ

ꂿ，ꏢꄖꆹꋀꌌꄜꁊꈴꀐ。ꉢꋋꐛꅹ

ꃅꉌꇿꐯꉌꇿ，ꄷꀋꁧ，ꉢꉌꇿꑴ

ꌦ。19ꑞꃅꆏ，ꌤꋌꐘꆹꆍꊇꈼꂟꅇ

ꌋꆀꑳꌠꏢꄖꒌꇇꀤꌠꇇꄧꈴꄉ，ꊁ

ꄽꂫꆏꀋꎪꃅꉢꁳꈭꅐꎻꌠꉢꅉꐚ。

20ꉢꇯꍝꀕꃅꈀꇁꉚꌠꌋꆀꈀꉘꇉꌠ

ꇬꈴꄉꉜꇬ，ꌤꉢꁳꎲꄏꑊꏦꎻꌠꋍ

ꑵꇯꆏꀋꐥ；ꌤꑞꀂꏽꑌꉌꂵꀉꒉ，ꌦ

ꄿꂿ，ꐥꄿꂿ，ꏢꄖꁳꉠꇭꀧꇬꄉꀉ

ꒉꃅꇫꅐꇁꇬꎷꎻ。21ꑞꃅꆏ，ꉢꇫꐥ

ꇬꆹꏢꄖꉬ，ꌦꇬꑌꈲꏣꐥꌠꉬ。

22ꄚ，ꉢꇭꀧꇬꐥꇬ，ꀋꄸꄷ，ꉠꃅꅍ

ꈧꌠꃅꐛꐨꐥꑲꆏ，ꉡꆹꑞꌊꄻꋭꌠ

ꉢꇬꀋꌧ。23ꉢꊋꋠꅍꑍꑵꇢꊭꑐ

ꎍ，ꉡꆹꋧꃅꋋꂷꇬꐞꄉꏢꄖꌋꆀꐯ

ꈽꐥꁧꏾ，ꑞꃅꆏ，ꑠꆹꀊꅰꃅꃪꌠ

ꉬ。24ꄚ，ꉢꇭꀧꇬꐥꇬ，ꆍꃅꄉꇬ

ꆹ，ꀊꅰꃅꀋꉬꀋꉆꌠꉬ。25ꉢꑠꃅꇬ

ꑅꐯꇬꑅꑲꆏ，ꉢꄡꇗꋧꃅꐥꄉ，ꄷ

ꀋꁧꆍꌋꆀꐯꈽꐥꄉ，ꆍꁳꆍꇫꈁꑇ

ꌠꇗꅉꇬꄉꀻꑌꀻꎆ、ꉋꑌꉌꇿꎻꌠ

ꉢꅉꐚ；26ꑠꃅꄉ，ꉢꉈꑴꆍꈽꐥꐛꅹ

ꃅ，ꆍꏢꄖꑳꌠꇬꄉꈁꊌꌠꈌꒉꅍꁳ

ꀊꅰꃅꀉꑌꅉꑟꎻ。 

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
还要欢喜；19因为我知道，这事
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
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20照
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
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
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
在我身上照常显大。21因我活着
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
22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工
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
什么。23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
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
得无比的；24然而，我在肉身活
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25我既
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
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
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
喜乐；26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
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
就越发加增。 

27ꆍꌤꃅꊾꊝꇬꏢꄖꌒꅇꌋꆀꐯ

ꋭꑲꆏ，ꉢꆍꊇꂿꇁꇬꉬꄿꂿ，ꅀꉢꆍ

ꄷꀋꐥꃅꆍꃆꂮꈍꃅꐙꌠꉢꈨꌠꉬꄿ

ꂿ，ꆍꊇꉪꐨꋍꑵꑌ，ꉆꈬꉆꈈ，ꇫꈁ

ꑇꌠꌒꅇꎁꃅꈏꇤꊋꇤꌠꉢꅉꐚ。

27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
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
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
见你们的景况，知道你们同有
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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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ꑞꌤꉬꄿꂿ，ꁮꐚꆍꇷꇋꌠꄡꏦ；ꑠ

ꆹꋀꆏꈔꑍꁧ，ꆍꆹꈭꋏꊌꌠꐯꇯꏃꃅ

ꌋꄷꄉꅐꇁꌠꉬꌠꊩꀽꀐ。29ꑞꃅ

ꆏ，ꆍꊇꑆꊋꊌꇬ，ꏢꄖꑇꌠꀉꄂꀋꉬ

ꃅ，ꄷꀋꁧ，ꋍꎁꃅꎬꅧꌠꑌꉬ。30ꆍ

ꊇꉈꈽꅍꆹꉠꉈꈽꅍꌋꆀꐯꌟ，ꉠꉈ

ꈽꅍꆹꀋꉊꆍꂿꋺ，ꀋꃅꑌꉢꑠꐥꌠꆍ

ꈨꑴꌦ。 

的福音齐心努力。28凡事不怕敌
人的惊吓；这是证明他们沉
沦；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
29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
基督，并要为他受苦。30你们的
争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
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 

 

ꏢꄖꑇꊿꆺꀋꒉꐨꌋꆀꏢꄖꆺꀋꒉꐨ 以基督的心为心 

2 ꑠꅹ，ꀋꄸꄷꏢꄖꈐꏭꇬ，ꈐꊟ

ꊋꊡꅍꑞꐥ，ꉂꐪꉌꌒꄀꅍꑞ 2 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
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 

ꐥ，ꌃꎔꒌꑌꑲꅍꑞꐥ，ꉌꃀꇬꉌꆓ

ꌠꌋꆀꉈꁒꑗꊰꅍꑞꑌꆏ，2ꆍꊇꑌꉪ

ꐨꐯꌟ，ꉂꏣꐯꌟꌶ，ꉌꃀꉪꐨꋍꑵꌠ

ꑌ，ꉜꐨꋍꑵꌠꑌꄉ，ꉢꁳꉌꇿꅍꈍ

ꑋꃅꐥꎻ。3ꌤꑞꉬꄿꂿ，ꊨꏦꎁꀉ

ꄂꉪꀋꉆ，ꀑꒉꑊꒉꀈꈥꀕꌠꉪꀋꉆ；

ꉌꂵꇬꇯꆏꆺꀋꒉ，ꈀꄸꑌꌞꊿꆹꊨ

ꏦꏭꀋꋌꃅꉾꉂꃅꉪ。4ꈀꄸꑌꂱꑱ

ꊨꏦꌤꀉꄂꉈꄡꇬꃅ，ꌞꊿꌤꑌꉈꇬ

ꌶ。5ꆍꊇꆹꏢꄖꑳꌠꉌꃀꌌꆍꉌꃀꃅ

ꄉꄡꑟ。 

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
怜悯，2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
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
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
足。3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
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
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4各人不
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
的事。5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
为心。 

6ꋌꊇꅉꇬꏃꃅꌋꐛꐪꉬꑴꇬ， 
ꋋꆹꊨꏦꌋꆀꏃꃅꌋꐯꒈꌠꑠꋌ

ꌌꇤꇫꎭꀋꉆꅍꃅꀋꄉ； 

6他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
的； 

7ꀱꌊꋍꊨꏦꁳꈥꇤꀕꎻꄉ，ꁏ

ꐚꐛꐪꋌꒃꅑ， 
ꒆꇁꊿꇴꉻꃅꐙ； 
ꋌꊾꇴꉻꃅꐙꑲꆏ， 

7反倒虚己， 
取了奴仆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既有人的样子， 

8ꊨꏦꋌꌌꌠꐭꌠꃅꄉ， 8就自己卑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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ꄸꈐꇬꄉꅇꃅꉐꃅꅲꄉꌥꄮꑟ，

ꄷꀋꁧ，ꌩꏍꇬꄉꌦ。 
存心顺服，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9ꑠꅹ，ꋌꏃꃅꌋꇱꐕꌊ 
ꋍꄩꀋꐥꌠꃅꄉ， 
ꉈꑴꂓꋍꉎꀋꐥꌠꄻꋋꇖ； 

9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 
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
名， 

10ꑠꃅꄉ，ꉬꉎꇬ、ꉬꐮꇬꌋꆀꅉ

ꃴꇬꈀꐥꌠꃅ， 
ꑳꌠꂓꐛꅹꃅꁡꊭꃄꇴꀋꄂꌠ

ꀋꐥ， 

10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
地底下的， 
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 

11ꑳꌠꏢꄖꆹꌋꉬꄷꀋꉉꌠꀋꐥ

ꄉ， 
ꀑꒉꑊꒉꏮꏃꃅꌋꀉꄉꄀ。 

11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 
 
使荣耀归与父神。 

 

ꋧꃅꋋꂷꇬꄉꁨꑭꁤꇅꀕꌠꌡ 在这世上像明光照耀 
12ꑠꃅꉜꎼꇁꇬ，ꉠꉂꇁꅉꌠꃺꑌ

ꊈꀋ！ꆍꊇꆹꅉꀕꃅꅇꃅꉐꃅ，ꉢꆍꄷ

ꐤꄮꇬꀉꄂꀋꉬꃅ，ꉢꀋꃅꆍꄷꀋꐥ

ꄮꇬꑌ，ꆍꀊꅰꃅꅇꃅꉐꃅ；ꑠꅹ，ꆍ

ꊇꃨꆰꏾꌌꀕꃅꆍꈭꋏꊌꌠꌤꈧꌠꃅ

ꐛꄡꑟ（ꅀ“ꆍꈭꋏꊌꌠꇇꄧꈴꄉꌤꃅꄡꑟ”ꄷꑌ

ꍑ）；13ꑞꃅꆏ，ꆍꊇꉪꄉꏤꄉꌤꃅꌠꆹ

ꉬꇮꏃꃅꌋꆍꈐꏭꄉꃅꌠ，ꑠꆹꋍꎔꇂ

ꃨꌠꉪꐨꈧꌠꃅꐛꂿꄷꌠ。14ꆍꊇꈀ

ꃅꌠꆏ，ꉬꇮꅫꏒꅇꄡꉉ，ꐯꄡꀥ，

15ꑠꃅꄉ，ꆍꁳꊨꀖꉆꅍꍈꀋꐥ，ꀋꎪ

ꀋꑴꃅꄉ，ꃅꋊꇂꈪꇂꍰꇈꑽꈜꇬꍬ

ꋋꋏꇬꄉꏃꃅꌋꆐꀋꅑꌠꌳꃈꅮꄻ

ꎻ。ꆍꃅꋊꋋꋏꇬꐥꇬ，ꁨꑭꁤꇅꀕ

ꌠꇬꌶꌠꌡ，16ꀑꇬꇗꅉꑠꄜꋊꎼꇁ

ꄉ，ꉢꁳꏢꄖꃅꑍꄹꉇꑟꇁꇬꆏ，ꊨꏦ

ꆹꀈꈥꀕꃅꀋꀥ，ꀈꈥꀕꃅꑘꀋꃅꌠꈌ

12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
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
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
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
当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
工夫；13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
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
就他的美意。14凡所行的，都不
要发怨言、起争论，15使你们无
可指责，诚实无伪，在这弯曲
悖谬的世代，作神无瑕疵的儿
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
明光照耀，16将生命的道表明出
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
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17我以
你们的信心为供献的祭物，我
若被浇奠在其上，也是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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ꒉꉆꎻ。17ꆍꑇꐨꉌꊋꉢꌌꆦꑝꅍꃅ

ꄉꄻꉎꅞꄮꇬ，ꀋꄸꄷ，ꉠꑴꅉꆹꌌꎧ

ꃅꄉꉷꆦꑝꅍꈧꌠꇬꎭꑲꑌ，ꉡꆹꉌ

ꇿꌠꉬ，ꄷꀋꁧ，ꉢꆍꋍꏅꌋꆀꐯꈽ

ꉌꇿꌠꉬ；18ꆍꊇꑌꐯꌟꃅꉌꇿ，ꄷꀋ

ꁧꆍꉢꈽꄉꉌꇿ。 

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18你
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
同喜乐。 

 

ꄜꂿꄠꌋꆀꑱꀠꃛꄝ 提摩太和以巴弗提 
19ꉢꌋꉘꇉꄉꐳꃅꄜꂿꄠꉢꇤꅷ

ꆍꂿꆹꑲꆀ，ꉢꁳꆍꌤꈧꌠꅉꐚꄉ，ꄸ

ꈐꉌꌒꄀꅍꊌꎻ。20ꑞꃅꆏ，ꉡꆹꊿ

ꀉꁁꉡꌋꆀꉌꃀꋍꂷꑌꌠꀋꐥꄉ，ꇯ

ꍝꃅꆍꌤꈧꌠꉈꇬ。21ꌞꊿꀉꁁꈧꌠ

ꆹꑳꌠꏢꄖꌤꑠꎹꀋꈹꃅ，ꊨꏦꈲꏣ

ꀉꄂꎹꈹ。22ꄚ，ꆍꊇꆹꄜꂿꄠꊿꈍ

ꃅꐙꂷꉬꌠꆍꅉꐚ，ꋋꆹꌹꂷꀋꁧꐊ

ꌠꌟꃅ，ꉡꐊꄉꌒꅇꎁꃅꌤꃅ。23ꑠ

ꅹ，ꉠꌤꈍꃅꐙꌠꉢꉜꅐꇁꄷꌦꆏ，ꋋ

ꇅꃅꋋꇤꅷꆹꌠꉘꇉ；24ꄚ，ꉡꆹꌋꉘ

ꇉꄉ，ꉡꑌꀋꎪꃅꉆꐥꃅꆍꄷꆹꌠꉢ

ꇬꑅ。 

19我靠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
摩太去见你们，叫我知道你们
的事，心里就得着安慰。20因为
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挂
念你们的事。21别人都求自己的
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22但
你们很清楚提摩太的为人，他
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并为
着福音的工作与我一起劳苦。
23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样
了结，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
24但我靠着主自信我也必快去。 

25ꑠꃅꑴꇬ，ꉢꉜꇬꉢꀋꎪꃅꑱꀠ

ꃛꄝꇤꅷꆍꄷꆹꑲꆀꍑ。ꋋꆹꉠꃺ

ꑌ，ꉡꌋꆀꐯꇯꌤꃅ，ꐯꇯꂽꄻ，ꋋꆹ

ꆍꇫꈁꁆꈀꄻꂶꌠ，ꉠꈁꈉꌠꄻꉡꇇ

ꀤꂶꌠꑌꉬ。26ꋌꆍꋍꏅꂿꏾꈨꏾ，

ꄷꀋꁧ，ꉌꂵꐒꌦꄉꏽ，ꑞꃅꆏ，ꋌꆅ

ꌠꆹꆍꈨꀐ。27ꋌꇯꍝꃅꆅꄉꌦꀋꇊ

ꀐ；ꄚ，ꏃꃅꌋꋋꎭꃅꉈ，ꋍꏭꀉꄂꎭ

ꃅꀋꉈꃅ，ꉡꎭꃅꑌꉈꄉ，ꉢꁳꀊꅰꃅ

ꉌꐒꀋꎽ。28ꑠꅹ，ꉢꇨꆰꇨꊸꃅꋋ

25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
弗提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
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
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
给我需用的。26他很想念你们众
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
听见他病了。27他实在是病了，
几乎要死；然而神怜恤他，不
但怜恤他，也怜恤我，免得我
忧上加忧。28所以我越发急速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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ꇤꅷꆍꄷꆹ，ꆍꁳꉈꑴꋋꂿꄉꉌꇿꑓ

ꇿꉆꎻ，ꉡꑌꐒꊀꅍꀁꑌꃅꐥꉆ。

29ꑠꅹ，ꆍꊇꑴꌠꌋꈐꏭꄉꉌꇿꑓꇿꃅ

ꇫꋩꇫꏦ，ꄷꀋꁧ，ꊿꑠꃅꐙꑠꁌꒉ

ꌶ；30ꑞꃅꆏ，ꋌꏢꄖꎁꃅꀕꌠꌤꑘꇬ

ꄉꌦꀋꇊ，ꋌꀑꇬꀋꑴꃅ，ꆍꉠꇇꀤ

ꇈꉠꀋꇎꀋꂪꈧꌠ，ꋌꄻꉠꇇꀤ。 

发他去，叫你们再见他，就可
以喜乐，我也可以少些忧愁。
29故此，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
地接待他，而且要尊重这样的
人；30因他为做基督的工夫，几
乎至死，不顾性命，要补足你
们供给我的不及之处。 

 

ꑖꉬꃶꐚꌠ 真正的义 

3 ꃺꑌꊈꀋ！ꉢꅇꂷꀉꁁꉉꅍꐥꑴ

ꌦ，ꆍꊇꑴꌠꌋꉘꇉꄉꉌꇿ。 
3 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

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 
ꅇꂷꋋꈨꉢꉈꑴꁱꆍꁳꌦ，ꉢꃅꄉꇬ

ꆹ，ꋍꑠꊋꀋꋠ，ꆍꃅꄉꇬꆹ，ꋍꑠꈲꏣ

ꐥꌠꉬ。2ꊿꈌꌡꈧꌠ、ꄸꃅꅠꑽꈧ

ꌠ、ꌐꍓꄷꆏꏽꇴꀕꈧꌠ，ꆍꇫꋓꉪ

ꁨꄉꄡꑟ；3ꑞꃅꆏ，ꇯꍝꃅꌐꍓꏦꃤ

ꃅꌠꆹ，ꉪꊇꏃꃅꌋꒌꉘꇉꄉꀍꃈꄚ，

ꏢꄖꑳꌠꇬꄉꈌꒉꇈꇭꀧꎸꃤꉘꀋꇉ

ꈧꌠꉬ。4ꇯꍝꃅꇬ，ꉡꑌꇭꀧꎸꃤꉘ

ꇉꉆ；ꀋꄸꄷꌞꊿꉪꇬ，ꋌꇭꀧꎸꃤ

ꉘꇉꉆꄷꑲꆏ，ꉡꆹꀊꅰꃅꉘꇉꉆ

ꀐ。5ꉢꒆꊂꉆꑍꐛꄹꉇꆏꌐꍓꏦꃤ

ꃅꀐ，ꉡꆹꑱꌝꆀꊿꋅꀝꑷꂱꁯꌠꑭ

ꊂꉬ，ꉡꆹꑝꀨꆾꊿꒆꎼꇁꌠꑝꀨꆾꊿ

ꉬ。ꄹꏦꇬꈴꄉꉜꇬ，ꉡꆹꃔꆀꌏꊿ

ꉬ；6ꈮꈜꐨꃅꄉꇬ，ꉡꆹꑇꊿꏓꉻꆼ

ꍅꆹꆋꌠꉬ；ꄹꏦꑖꉬꃅꄉꇬꆹ，ꉡꆹ

ꊨꀖꉆꅍꍈꀋꐥꌠꉬ。7ꄚ，ꂴꏭꉢꉜ

ꇬꉠꈲꏣꐥꈧꌠ，ꀋꃉꆏ，ꏢꄖꐛꅹꃅ

ꉢꉜꌊꈲꏣꀋꐥꌠꃅꄉ。8ꑠꀉꄂꀋ

ꉬꃅ，ꉡꆹꌤꑞꑌꉢꉜꌊꈲꏣꀋꐥꌠ

给你们，于我并不为难，于你
们却是妥当。2应当防备犬类，
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割
的；3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
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
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4其
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
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
着了。5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
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
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
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6就
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
律法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
的。7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
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
的。8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
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
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
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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ꃅꄉꌐ，ꑞꃅꆏ，ꉠꌋꏢꄖꑳꌠꉢꌧꌠ

ꑠꆹꉢꌌꁌꇐꈤꋍꉎꀋꐥꌠꃅꄉ。ꋋ

ꒉꄸꃅꌤꑞꑌꉢꉜꌊꀉꀜꀊꇁꃅꄉꉢ

ꍞꇫꎭꀐ，ꑠꆹꊨꏦꁳꏢꄖꊌꎻꂿꄷ

ꌠ；9ꄷꀋꁧ，ꋍꈐꏭꄉ，ꊨꏦꆹꄹꏦꐛ

ꅹꃅꑖꉬꊌꌠꀋꉬꃅ，ꏢꄖꑇꐛꅹꑖ

ꉬꊌꌠꉬ，ꑖꉬꑠꆹꏃꃅꌋꑇꐛꅹꇫꅐ

ꇁꌠ，10ꑠꃅꄉ，ꉢꁳꏢꄖꌧ，ꋍꀱꐥꇁ

ꌠꊋꃤꀉꒉꌠꅉꐚꎻ，ꄷꀋꁧ，ꉢꁳꋋ

ꌋꆀꐯꈽꎬꅧꌠꅉꐚ，ꌦꌠꀂꏽꄉꋋ

ꌋꆀꐯꌟꎻ；11ꑠꃅꇬꆹ，ꈍꃅꄿꂿ，

ꉡꑌꌦꈬꇬꄉꀱꐥꇁꄎꌠꉬ。 

基督；9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
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
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
而来的义，10使我认识基督，晓
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
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11或
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 

 

ꁻꌐꇬꉜꄉꀥ 向着标杆直跑 
12ꑠꃅꉉꌠꆹ，ꉢꊌꀐꅀꐛꒆꀐꄷ

ꌠꀋꉬꃅ，ꉢꊋꇤꄉꎹꈹꇬꆹ，ꈍꃅꄿ

ꂿ，ꏢꄖꑳꌠꉢꊌꉆꄷꌠ，ꑞꃅꆏ，ꉢ

ꋌꊌꀐ。13ꃺꑌꊈꀋ！ꉡꆹꊨꏦꊌꀐ

ꉂꃅꀋꉪ，ꉠꌤꋍꐘꀉꄂꐥ：ꊂꆈꏭꈧ

ꌠꄡꎺꃅ，ꂴꆽꏭꈧꌠꉜꄉꊋꇤ，14ꁻ

ꌐꇬꉜꄉꊒꆽꀕꃅꀥꄉ，ꊨꏦꁳꏢꄖ

ꑳꌠꈐꏭꄉꈁꁠꊌꎻ，ꈁꁠꑠꆹꏃꃅ

ꌋꉬꉎꇬꄉꊾꇳꍝꇈꄻꊿꁳꌠ。15ꑠ

ꅹ，ꉪꊇꈬꄔꇬꊿꐛꒆꌠꈀꐥꌠꃅꉌ

ꃀꐯꌟꌠꑌꇬꎷ；ꀋꄸꄷ，ꌤꑞꇬꄉꉌ

ꃀꀉꁁꑵꑋꆏ，ꏃꃅꌋꑌꀋꎪꃅꑞꇬ

ꄉꆍꏭꄐꌐꌠꉬ。16ꄚ，ꉪꊇꑞꊌꀐ

ꌠ，ꉪꌭꈬꃅꑞꌭꄉꄡꑟ。 

12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
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
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
所以得着我的。13弟兄们，我不
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
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
力面前的，14向着标杆直跑，要
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
来得的奖赏。15所以我们中间，
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
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
也必以此指示你们。16然而，我
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
么地步行。 

17ꃺꑌꊈꀋ！ꆍꊇꑴꌠꐯꇯꉡꌷ，

ꋓꉪꁨꄉꊿꉪꊇꋀꌌꌶꀠꃅꉜꄉꃅꈧ

ꌠꑌꉜꄡꑟ；18ꑞꃅꆏ，ꊿꈍꑋꌤꃅꇬ

17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
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
样行的人；18因为有许多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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ꆹ，ꏢꄖꌩꏍꁮꐚꉬ。ꉢꈍꑋꃢꃅꉉ

ꆍꇰꋺ，ꀋꃅꑓꁴꑰꀕꇤꄉꉉꆍꇯ

ꌦ：19ꋀꊇꌐꂫꆹꈔꑍꌠꉬ，ꋀꊇꏃꃅ

ꌋꆹꋀꊨꏦꀃꃀ，ꋀꆹꊨꏦꎲꄏꑊꏦ

ꅍꋀꌌꀑꒉꑊꒉꅍꃅꄉ，ꉈꃅꃄꅉꇬ

ꌤꀉꄂꉪꇬꎷ。20ꄚ，ꉪꊇꆹꉬꉎꇩ

ꃰꊿꉬ，ꄷꀋꁧ，ꈭꋏꌋꑳꌠꏢꄖꂶ

ꌠꉬꉎꇬꄉꀁꋌꐛꇁꌠꇁꉚ。21ꋋꆹ

ꐥꇐꈀꐥꌠꁳꋍꇂꃴꐥꎻꌠꊋꃤꀉꒉ

ꌠꇬꈴꄉ，ꉪꇭꀧꋍꇗꁘꆹꋋꂷꐛꄟ

ꋌꇱꄺꀱꌊꋍꇭꀧꀑꒉꑊꒉꂶꌠꌋꆀ

ꐯꌟ。 

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
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地
告诉你们：19他们的结局就是沉
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
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
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20我们
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
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
降临。21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
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
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
耀的身体相似。 

 

4 ꉠꉂꇁꅉꌠ、ꉢꇫꂿꏾꈨꏾꌠ

ꃺꑌꊈꀋ！ꆍꊇꆹꉠꉌꇿꅍ、ꉠ 4 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
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 

ꄂꌆꀍꄟꉬ，ꉠꉂꇁꅉꌠꃺꑌꊈꀋ！

ꆍꊇꆹꌋꉘꇉꄉꉆꈬꉆꈈꃅꄉꄡꑟ。 
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
应当靠主站立得稳。 

 

ꅇꈪꊐ 劝勉 
2ꉢꒀꀊꄂꌋꆀꑪꄖꏸꑋꏯꌋꈐ

ꏭꄉꉌꂵꋍꂷꃅꐙꄷꉉꀐ。3ꉡꑌꆏ

ꊿꇯꍝꃅꀉꁁꌋꆀꇁꄉꋍꇷꀵꋋꂷꏭ

ꌋꅪꋋꑍꂷꇇꀤꄷꇖꂟ，ꑞꃅꆏ，ꋀ

ꊇꆹꌒꅇꀂꏽꄉꉡꌋꆀꐯꇯꑘꎭꃣꅧ

ꋺ；ꉈꑴꇱꆺꂳ，ꄷꀋꁧ，ꀉꁁꉡꌋꆀ

ꌤꃅꈧꌠ，ꋀꂓꉬꇮꀑꇬꄯꒉꋐꌠꇬ

ꅑꌐ。4ꆍꊇꑴꌠꌋꉘꇉꄉꅉꀕꃅꉌ

ꇿꇬꎷ。ꉢꉈꑴꉉꌦ，ꆍꑴꌠꉌꇿ

ꌶ。5ꋍꏅꁳꆍꉌꃀꑖꈈꀕꌠꅉꐚ

ꎻ。ꌋꇁꂯꄉꀐ。6ꆍꊇꐒꊀꅍꑞꑌ

ꀋꐥꄡꑟ，ꑞꑌꈼꂟ、ꇖꂟꌠꌋꆀꈀ

ꎭꀕꅇꇇꄧꈴꄉ，ꆍꈀꇖꌠꉉꏃꃅꌋ

2我劝友阿爹和循都基，要
在主里同心。3我也求你这真实
同负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
人，因为她们在福音上曾与我
一同劳苦；还有革利免，并其
余和我一同做工的，他们的名
字都在生命册上。4你们要靠主
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
乐。5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
心。主已经近了。6应当一无挂
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
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
神。7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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ꇰ。7ꏃꃅꌋꆹꋬꂻꊿꉪꇬꀋꑟꌠꋌ

ꄻꊾꇖ，ꀋꎪꃅꏢꄖꑳꌠꇬꄉꆍꉌꂵ

ꌋꆀꉪꇐꀧꌋꃅꌠꉬ。8ꃺꑌꊈꀋ！

ꉢꅇꂷꀉꁁꉉꅍꐥꑴꌦ：ꌤꇯꍝꌠ、

ꇫꁌꒉꉆꌠ、ꑖꉬꌠ、ꁦꎴꌠ、ꊿ

ꋋꉂꌠ、ꂓꌗꂄꎔꌠꑠ；ꀋꄸꄷꑌꇐ

ꑲꇐꐊ、ꍖꀴꋭꅍꑠꐥꑲꆏ，ꌤꋍꑠ

ꆹꆍꉬꇮꇬꉨꇬꏡꄡꑟ。9ꆍꊇꉠꇭ

ꀧꇬꄉꈀꌷꌠ、ꈀꊪꌠ、ꈀꈨꌠ、

ꈀꂿꌠꌤꋋꈨꉬꇮꆍꇫꃅꑲꆏ，ꋬꂻ

ꄻꊾꇖꌠꏃꃅꌋꆹꀋꎪꃅꆍꌋꆀꐯꈽ

ꐥꌠꉬ。 

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
怀意念。8弟兄们，我还有未尽
的话：凡事真实的、可敬的、
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
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
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
念。9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
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
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
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 

 

ꈁꁠꐛꅹꃅꃏꆀꀘꊿꏭꈀꎭꀕ 谢腓立比人的馈送 
10ꉢꌋꉘꇉꄉꉌꇿꐯꉌꇿ，ꑞꃅ

ꆏ，ꀃꑍꋋꄮ，ꆍꉌꃀꈐꇬꉈꑴꉡꉈꇬ

ꌦꀐ；ꆍꊇꆹꂴꏭꉡꉈꇬ，ꄚ，ꊜꋽꄮ

ꀋꐥ。11ꉢꑠꃅꉉꌠꆹ，ꉢꀋꇎꅍꐥꄷ

ꌠꀋꉬ，ꐥꐨꈍꃅꐙꄿꂿ，ꉡꆹꇎꑭꑌ

ꉆꇬꎷ，ꑠꆹꉢꌷꐙꀐꌠꉬ。12ꉡꆹꌢ

ꎭꄮꇬꈍꃅꐥꋭ，ꌣꈚꄮꇬꈍꃅꐥꋭ

ꌠꉢꅉꐚ，ꂊꄿꂿ，ꂮꄿꂿ；ꁦꎆꄿ

ꂿ，ꀋꇎꄿꂿ；ꑞꌤꉬꄿꂿ，ꉡꆹꏡꁈ

ꉾꃪꂁꄉꌠꉢꌷꅜꀐ。13ꊋꃤꄻꉢꁳ

ꂶꌠꉘꇉꄉ，ꉡꆹꌤꑞꑌꉢꃅꄎ。

14ꄚ，ꑠꃅꑴꇬ，ꆍꊇꉢꈽꄉꎭꊝꅧꊝ

ꌠꑴꅉꃅꇬꆹꌤꂄꇁꎔꌠꉬ。15ꃏꆀ

ꀘꊿꀋ！ꆍꊇꑌꅉꐚꌠꆏ，ꉢꇬꂾꌒ

ꅇꁊꄉ，ꂷꐕꄓꐞꁦꄮꇬ，ꉉꅷꁵꌠ

ꌋꆀꊪꌠꃆꂮꑟꇬ，ꆍꀉꄂꑲꆏ，ꑇ

ꊿꏓꉻꀉꁁꊵꑵꄻꉡꇲꄻꌠꀋꐥ。

10我靠主大大地喜乐，因为
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
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
没得机会。11我并不是因缺乏说
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景况都可
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
12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
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
或有余、或缺乏，随事随在，
我都得了秘诀。13我靠着那加给
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14然而
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
事。15腓立比人哪，你们也知道
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
候，论到授受的事，除了你们
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
我。16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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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ꉢꄟꌒꇊꆀꏦꐤꄮꇬꂯ，ꆍꋍꃢꀋ

ꄿꑍꃢꃅꊿꆍꇤꅷꉠꈉꄻꐨꆍꎭꌊꉢ

ꁳꇁ。17ꉡꆹꆍꏭꊵꑵꄖꉢꁳꄷꀋ

ꇖ，ꉢꈀꇖꌠꆹꆍꂶꂷꐤꅉꀉꑌꅉꑟ

ꄉ，ꄻꆍꃤꃅꄉꁱꄯꒉꇬꄀꄉꌠꑠ

ꉬ。18ꄚ，ꉡꆹꑞꀕꑌꐥ，ꄷꀋꁧꁦꎆ

ꃅꐥ；ꉢꇎꐯꇎꀐ，ꑞꃅꆏ，ꑱꀠꃛꄝ

ꄷꄉꆍꄻꉡꇖꌠꉢꊪꊊꀐ，ꋍꑠꌌꌑ

ꐩꀕꌠꅿꉗꌋꆀꏃꃅꌋꇫꊪ、ꇫꉌ

ꃹꌠꆦꑝꅍꃅꄉ。19ꉠꏃꃅꌋꀋꎪꃅ

ꋍꀑꒉꑊꒉꌐꀋꉆꌠꇬꈴꇈ，ꏢꄖꑳ

ꌠꇬꄉ，ꆍꁳꆍꈁꈉꈀꄻꌠꃅꇎꌐ

ꎻ。20ꀑꒉꑊꒉꆹꏮꉪꏃꃅꌋꀉꄉꄀ

ꅸꐩꋊꐩꍂꄮꇬꑟꅊꇈ，ꀊꂱ！ 

们也一次两次地打发人供给我
的需用。17我并不求什么馈送，
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
多，归在你们的帐上。18但我样
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
足，因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
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
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19我
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
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
的都充足。20愿荣耀归给我们的
父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ꄽꂫꇬꋬꂻꄜꅇ 最后的问安 
21ꏢꄖꑳꌠꈐꏭꌃꎔꌺꈀꐥꌠꏭ

ꋬꂻꄜꅊꇈ。ꄚꉠꄹꐥꌠꃺꑌꈧꌠ

ꐯꇯꆍꏭꋬꂻꄜ。22ꄚꇬꌃꎔꌺꈧꌠ

ꐯꇯꆍꏭꋬꂻꄜ，ꊿꇽꌒꄰꅍꐥꈧꌠ

ꉈꃅꆍꏭꋬꂻꄜ。23ꌋꑳꌠꏢꄖꑆꊋ

ꅉꀕꃅꆍꉌꃀꇬꑌꅊꇈ。 

21请问在基督耶稣里的各位
圣徒安。在我这里的众弟兄都
问你们安。22众圣徒都问你们
安。在凯撒家里的人特特地问
你们安。23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
在你们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