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期教会书信：波利卡普致腓立比人书

引言

波利卡普是斯密尔纳的主教，史家考定他在斯密尔纳殉道是于主

后一五五年二月廿三日，其时他已是八十六的高龄，则他的生年当为

主后六十九年。他曾是约翰的一门徒，但史家不能断定这位约翰是否

为西庇太的儿子，抑或是约翰长老。

依据爱任纽（见其著反异端第五部三十三章四节，本集成第一部

第二卷尼西亚前期教父选集第一九七页），波利卡普写过好几封信，

但现存者只有致斐利彼人书一封而已。

华本小引中称，“从爱任纽著作知道波利卡普的事迹：据说波利

卡普于死前，从斯密尔纳循水路往罗马，探访罗马主教安尼克托，意

在调和小亚细亚教会与罗马教会间的争 端，尤其对于守复活节日期

的不同意见（注）。爱任纽于其致佛罗尼乌书中说：“我少时居于亚细

亚，与颇利卡尔普在一起，……迄今尚可指出受福的颇利卡尔普讲道

的座 位，并可详述他怎样出入圣堂，怎样起居行止，……并记得他

常说他和约翰曾经谈过话，且与不少认识主的人都晤谈过，他传述他

们的话，他时常把他们所听到主的 贤能异迹，和所讲的道传述给我

们听，都与圣经十分符合的。……有一天异端的领袖马桑（吉安）对

颇利卡尔普说：‘应当承认我们’。他回答说：‘我承认你是撒但的 长

子’。……颇利卡尔普与讲伪道的师傅争辩，虽没有成效，但他觉得

他们的理论与他得自使徒的教训大为不同，所以他极为憎恶而加以排

斥。”



（注）参本集成一部二卷尼西亚前期教父选集导论第十四、十五

页。

坡旅家这封致斐利彼人书，作于主后约一一二年，其目的主要即

在儆戒为异端所欺惑，同时劝他们在教会中要守秩序，但其直接的原

因是为应允斐利彼教会的请求，要他汇集伊格那丢主教的一切书信。

波利卡普就命人抄录了六封，连同寄给他自己的那封信一并寄给他们。

波利卡普殉道的事迹，另见后来斯密尔纳教会给斐罗美伦教会的

一信，译载本卷第七部分初代教会殉道家。

——编 者

祝 辞

颇利卡尔普和他同工的众长老，写信给侨寓在斐利彼的上帝教会，

愿全能的上帝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多多赐怜悯与平安给你们。

第一章

（1）我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与你们万分的快乐，因为你们

效法了真正爱心的榜样，并利用所得的机会，帮助了那些受捆锁的人，

一路护送，这捆锁对圣徒真是 合适之物，作为上帝和我们主所确实

选择者之荣冠。（2）我更快乐的事是你们根基稳固的信心，在过去岁

月中为世人所称誉的，如今仍然旺盛生长，结成果子归给 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祂为了我们的罪孽忍受苦难以至于死，于是上帝就解除了

阴间的权势而使祂复活了（徒二 24）。（3）你们虽不得看见祂，却因

信祂就有说不 出来而满有荣光的喜乐（彼前一 8），——这种喜乐，

许许多多的人愿望得到，因为知道“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不是因着自



己的功劳”（弗二 5），而是为了上帝的 旨意，藉着耶稣基督。

第二章

（1）所以要束上你们的腰（彼前一 13；弗六 14），以敬畏和真

理事奉上帝，除去浮华和世俗的谬妄，信靠那使我们主耶稣基督从死

里复活，给予荣光的上帝 （彼前一 21），上帝又给祂坐在自己的右

边（彼前三 22；弗一 20）；凡天地间万物都必归服于祂（弗三 21；

二 10），凡有血气的，无有不事奉祂，祂要来 作审判活人死人的主

（徒十 42；提后四 1；彼前四 5）；祂所流的血，上帝将从那背逆祂

的人索回。（2）那使祂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叫我们复活（林后四 14），

要是我们遵从上帝的旨意，遵行祂的诫命，爱祂所爱的事物，抑制一

切的不义：诸如贪婪，爱财，说凶恶的话，造假见证等；不以恶报恶，

以辱骂还辱骂 （彼前三 9），以打击还打击，以咒诅还咒诅，（3）却

记着主教训的话：“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饶恕人，就必蒙饶恕，

怜悯人，就必蒙怜悯，你用什么量器 量给人，也必被用什么量器量

给你”（太七 12；路六 37，38）；又说：“贫穷的人，与为义受逼迫的

人有福了，因为上帝的国是他们的。”（太五 3，10；路六 20）

第三章

（1）众弟兄哪，我论到义，将这些事写信给你们，这不是出自

我的自发，却是为了你们的请求。（2）我和我的同辈都不能及到那有

福的，有荣耀的保罗之智慧， 当他和你们同在一起的时候，他在那

时的人面前，精确而谨慎地教导了真理，等他往了别处时，又写信给

你们，你们读他的信，就能照着所赐给你们的信心建立你们 自己；



（3）这信心是我们的母（加四 26），要是我们先有爱上帝，爱基督，

爱邻舍的心，跟着有盼望的话。因为，若是一个人有了这些（即信，

望，爱）他就遵 守了公义的诫命，而有爱心的人，就远离一切罪恶。

第四章

（1）然而贪财是万恶之根（提前六 10）。我们既知道我们没有

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提前六 7），就当披上公义的铠

甲（林后六 7），我们首先要 大家共勉，遵行主的诫命；（2）其次，

要劝勉妻子恪守所受的信条，有仁爱和贞洁，十分诚实地去爱自己的

丈夫，十分礼貌地普爱一切别人，并教养子女敬畏上 帝。（3）我们

当劝勉寡妇们重视信主的事，不断为众人祈祷（提前六 5），不说任

何毁谤的话，不出恶言，不作假见证，不贪财，远离各样邪恶，知道

自己的身体 就是上帝的祭坛，各样的祭品都要受检查，一切计谋意

念以及心中的隐情，都不能逃过祂的鉴察（林前十四 25）。

第五章

（1）我们既然知道“上帝是不可轻慢的”（加六 7），我们就应

当遵守祂的诫命，不丧失祂的荣耀。（2）同样，执事们也必须在祂公

义的面前，一无可以指摘 （提前三 2），因为他们是上帝和基督的仆

人，而非世人的仆人，所以不可毁谤人，不可一口两舌，不可贪财，

要在万事上有节制，具同情心，谨慎，依照主的真理 而行，祂“是

众人的用人”（可九 35）。我们若在今世得祂的喜悦，祂必将在来世

酬赏我们；正如祂应许了我们可把我们从死里复活，而若我们在祂的

国里配做公民，我们也必和祂一同作王（提后二 12）。（3）青年人也



要在万事上无可指责，特别要视贞洁为第一，管束自己的身心，不蹈

一切邪恶；最好是与尘世的种种情 欲隔绝，因为“一切私欲是与灵

魂争战的”（彼前二 11；加六 17），不论是奸淫的，作娈童的，亲男

色的，都不能承受上帝的国（林前六 9）；凡行不合之事 的，都必如

此。所以，我们必要克制一切这些事情，顺从众长老和执事们，就如

顺从上帝和基督一样。作童贞的也当本着纯洁的良心，毫无瑕疵可摘。

第六章

（1）做长老的当仁慈和蔼，怜恤众人，指示迷路彷徨之辈回至

正途，照料一切弱者，不可怠忽寡妇孤儿或穷人，凡在上帝和世人眼

前认为善的，都要准备去作（箴 三 4；林后八 21；罗十二 17），又

当克制一切忿怒，不偏待人，除去偏见，戒免武断，禁绝贪财；不可

立刻相信人的过，不可遽下判断，须要知道我们都担着罪 债。（2）

我们若祷求主赦免我们，我们也当饶恕别人，因为我们都站在主和上

帝的鉴察之中，我们将必站在基督审判的台前，各人说明自己的事（罗

十四 10， 12）。（3）所以当用敬畏虔诚的心事奉上帝（来十二 28），

遵守祂所吩咐的，并如那传给我们福音的众使徒所作的，以及那预言

我主降临的众先知所作的。我 们又当热心为善，屏绝过犯，勿与假

弟兄或那冒充主名，欺骗天真者的人往来。

第七章

（1）凡不承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反基督的（约壹

四 3；约贰 7），凡不认十字架为证据的，就是属于魔鬼的；凡歪曲主

的训言，而肆他自己的私欲， 并且说没有复活和审判的，那种人即



是撒但的长子。（2）所以我们当弃绝那无知群众的愚昧和他们的邪说，

我们要归依那从起初便传给我们的真道，“儆醒祈祷” （彼前四 7），

坚守禁食，呼求无所不见的上帝，“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太六 13），

因为我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太廿六 41），正如主所

说过 的。

第八章

（1）我们要不断保持我们的盼望，以及那作为我们公义之质的

基督耶稣，祂自己没有犯过罪，口里也不曾说过诡诈的话，只为了我

们的缘故，亲身担承了我们的 罪，被挂在木头上（彼前二 22，24），

让我们可以在祂里面生存，因为祂忍受了诸般痛苦。（2）所以我们当

效法祂的坚忍，若是为祂的名而受苦，就当归荣耀 于祂。因为祂为

我们留下了榜样，而这也是我们所深信的。

第九章

（1）我劝你们众人当遵从公义之道，凡你看见别人所忍受的，

你们也当一切忍受；你们所看见的，不但是有福的伊格那丢，佐息末，

鲁孚，就是在你们当中也还有 几个人；保罗和别的使徒身上，你们

也看见过；（2）要相信那些人“并没有空跑”（腓二 16），却是由于

信心和义气而发动，他们既与主共患难，就得了“他们 应得的地位”

（注一），而与主同在。因为他们不“贪爱现今的世界”（提后四 10），

只是爱那位为我们众人之故而死，也为了我们之故上帝叫祂复活的。

（注一）见革利免一书五 4。

第十章（注二）



（1）所以当牢守上面所说的那些事，以主为榜样，在所信的道

上根基稳固，坚定不移（西一 23；林前十五 58），爱教中的弟兄，彼

此亲昵（彼前三 8；约十三 34；十五 12，17），以真理联结在一起，

以主的温和彼此谦让，不可藐视别人。（2）你们有力量行善事，则不

可迟延；“周济贫穷的，便能叫自己脱离死 亡”（多比雅书四 16）；

你们又当彼此顺服（弗五 21，彼前五 5），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

（彼前二 12）；这样，你们的好行为便可得到称赞，主也不致因 你

们而受亵渎。凡叫主名受亵渎的，必有灾祸临到他身（赛五二 5）。

所以当教训众人清醒，在你们自己生活上表彰出来，以身作则。

（注二）本章及下十一、十二、十四各章，均只见于古拉丁文译

本，而原希腊文本中已不存。

第十一章

（1）瓦伦斯曾在你们当中做过长老，他竟不明白他所受的职位，

我很为之忧伤。所以我劝你们务要戒除贪婪，保持清洁诚实。你们要

远离各样的邪恶。（2）倘若 有人在这些事上不能克制自己，怎能禁

止别人不犯呢？任何人若不能克制贪婪，他就会沾染拜偶像的污秽

（弗五 5；西三 5），而和那些“不晓得上帝的裁判”（耶 五 4）之外

邦人一样，同受审判。我们岂不知保罗所说“众圣徒要审判世界”的

话吗（林前六 2）？（3）然而我既没有看见，也没有听闻过在你们

当中有这样的 事，有福的保罗曾在你们当中作过工夫，也在他书信

里称你们为他的荐信（林后三 2）。他在一切认识主的教会中把你们

夸口，那时我们尚未认识主。（4）所以， 众弟兄哪，我着实为瓦伦



斯和他的妻难过，但愿主赐给他们有诚实的悔改（提后二 25）。你们

对于这件事也要平和，“不要以他们为仇人”（帖后三 15），当视 他

们为因过失而迷途的会友，唤他们回来，这样，你们可使你们全体得

救。你们这样做，就把你们自己建立起来。

第十二章

（1）我深信你们熟悉圣经，没有一事自你们隐藏；但我还没有

得到这个恩赐。只是，经上说：“你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

日落”（弗四 25）。凡记住这 句话的，必然得福，我信你们必是如此。

（2）但愿上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与那位永远的大祭司（来六

20），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建立你们，使你们有信 心和真实，有全

面的温和，不发怒，有耐心，恒忍受苦，洁白无瑕，愿祂赐你们各在

祂的圣徒们当中有分有关（参徒八 21），惟愿我们和你们一样如此，

以及普天 下有信心的人，凡信奉我们的主上帝耶稣基督和那“叫祂

从死里复活”的父（加一 1）。（3）要为众圣徒祈求（弗六 18）。也当

为皇上，为执政的，为各郡主， 乃至为逼迫你们，憎恶你们的，又

为反对十字架的人祈祷，好叫你们的果子显现在一切世人面前，叫你

们在祂里面得以完全（约十五 16；提前四 15；雅一 4）。

第十三章

（1） 你们和伊格那丢都曾写信给我，说如有人到叙利亚去，可

以带着你们的信去。我若有机会就会这样做，或者亲自去一趟，或者

派人代表你们和我去。（2）我依照你 们的请求，将伊格那丢写给我

们的信，和我们这里所存的别些书信都送给你们。这些信和我这封信，



一起送出，你们将能从它们大大得益。因为它们包含信心，忍 耐，

以及一切关于我们主所成就的道。若是你们听到了伊格那丢和他同伴

的消息，请再告诉我们（译者注）。

（译者注）这最后一句，也只见于古拉丁文译本。

第十四章

（1）我现在藉革勒士写信给你们，我当日和你们同在的时候，

曾向你们介绍过这个人，现在愿再介绍一遍。因为他在我们当中，一

举一动是没有可指摘的，我信他 在你们那里也会如此。他姊妹到达

你们那里的时候，我也必向你们介绍她。愿你们的全团体都在耶稣基

督里蒙恩，得享平安。阿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