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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林多后书  

 保罗，奉上帝意旨，成为基督耶  
 稣的一名使徒  *  。我和我们的兄弟  

 提摩太，写信给哥林多的上帝教会和 
 亚该亚全境所有的上帝的子民。 

2 愿上帝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赐 
 予你们恩典与和平。 

 保罗感谢上帝  
3 感谢上帝，赞美上帝、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之父。上帝是仁慈的父，也 
 是一切慰籍的源泉。  4  每当我们遇到  
 困难时，上帝都会给我们带来慰籍， 
 使我们能够用他赐给我们的慰籍去安 
 慰其他遇难的人们。  5  我们分担了基  
 督的许多苦难，同样，通过基督我们 
 也得到了很大的安慰。  6  如果我们有 
 烦恼，那是为了使你们得到安慰和拯 
 救，如果我们得到安慰，那是为了你 
 们的安慰。这将帮助你们去耐心地忍 
 受我们所遭受的苦难。  7  我们对你们 
 的希望是坚定不移的。因为我们知  
 道，正象你们分担了我们的痛苦一  
 样，你们也会分享我们的慰籍。 

8 兄弟们，我们要让你们知道我们 
 在亚西亚时所遭遇到的困难。在那  
 里，我们承受的压力远远超过了我们 
 的承受能力，以至放弃了生存的希  
 望。 9  的确，在我们心里，我们觉得  
 已经接受了死亡的判决。所发生的事 
 我们不再相信自己，只有信仰能够起 
 死回生的上帝。  10  上帝曾经把我们从 
 死亡的危险中解救出来，并且将继续 

 使徒：受耶稣所选，用特殊的方式来代表他。  

 拯救我们。我们把希望寄托在了他身 

1  上。未来他依然会拯救我们。 11 你们  
 能用祈祷来帮助我们，许多人替我们 
 感恩―因为你们众多人的祈祷，上帝 
 把恩赐给了我们。 

 保罗改变计划  
12 这是我们为之而骄傲的，我们的 

 良心作证：我们在世为人，是怀着上 
 帝所赐的一颗朴实、真诚的心，凭上 
 帝的恩典，而非凭世上的种种聪明， 
 对待你们更是如此。  13  我们给你们写 
 的只限于你们能读懂的。我相信你们 
 将会完全彻底地理解我们，  14  就象你 
 们已经部分地理解了我们一样。你们 
 也能为我们感到骄傲，就如在主耶稣 
 再降临的日子里，我们为你们感到骄 
 傲一样。 

15  我对此充满了信心，所以我决  
 定先来拜访你们，好让你们受益两  
 次。  16  我的计划曾是在去马其顿的途 
 中拜  访你们，然后从马其顿返回时， 
 再到你们那里去，让你们送我去犹  
 太。  17  我做这些计划时反复无常了  
 吗？我用世俗的方式制定计划吗？  
 在说“是，是” 的同时，又说  
 “非，非”？ 

18 然而，上帝是可信的，他可以作 
 证，我们对你们说的话，永远不会既 
 “是”又“非”。  19  因为我们―西  
 拉、提摩太和我―向你们宣传的上帝 
 之子耶稣基督，不是既“是”，又  
 “不是”，相反，在他之中，“是” 
 已被宣告。  20  不论上帝的诺言有多  
 少，在基督之中都成为“是”了。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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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我们通过基督说“阿们”   *  ，把 
 荣耀带给上帝。  21  是上帝使你们和我 
 们在基督之中坚强，并赐给了我们特 
 殊的祝福  *  。 22 他在我们身上盖上了属 
 于他的印记，并把他的圣灵装在我们 
 心里，作为他守诺的保证。 

23 我请上帝作我的证人，并用我的 
 生命发誓：我没有再去哥林多，是因 
 为我要想宽容你们。  24  这并不意味我 
 们想支配你们的信仰，因为你们的信 
 仰已很坚定。然而为了你们的幸福， 
 我们和你们是同事。 

 所以我下定决心，下一次去拜访 
 你们时，不再让你们悲伤。  2  如果 

 我让你们悲伤，那么谁能使我幸福  
 呢？只有你们才能让我高兴―而我却 
 引起你们的悲伤。 3  我为此原因写过  
 信给你们，以便我到你们那里时不会 
 让那些应该使我幸福的人令我悲伤。 
 我肯定你们所有的人都会分享我的快 
 乐。 4  我以前给你们写信时，心里充  
 满了痛苦和忧伤，流了许多眼泪。但 
 我写信不是要使你们悲伤，而是要使 
 你们知道我是多么地爱你们。 

 宽恕犯错的人  
5 如果有人令人悲伤，他不是针对 

 我，而是针对你们大家的，至少在某 
 种程度上是这样。 6  你们大部分人给  
 他的惩罚已经够了。  7  现在应该宽恕  
 他、鼓励他，免得他承受太大的痛  
 苦，使他彻底绝望。  8  所以我请求你  
 们向他证实你们对他的爱。 9  我给你  
 们写信的原因就是要看你们是否经得 
 起考验，是否事事顺从。 10 如果你们  
 宽恕谁，我就宽恕谁。如果我有所宽 
 恕，那是我在基督面前为你们而宽恕 
 的，  11  我这么做，为的是不让撒旦占 
 上风，因为我们对他的企图很清楚。 

 阿们：意为坚决同意。  

 特殊的祝福：直译，受膏泽的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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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罗在特罗亚的焦虑  
12 我去特罗亚传播基督福音时，尽 

 管主在那里为我敞开了道路，  13  但  
 是，我还是很不安，因为我没有在那 
 里找到我的兄弟提多。于是，我就告 
 辞，前往马其顿去了。 

 通   过基督取得胜利  
14  但是，感谢上帝。通过基督上  

 帝总是引导我们走在胜利的行列  
 中，并且通过我们，把关于对他的  
 认识就象芬芳的香气传遍各地。 15 我 
 们是基督奉献给上帝的芬芳香气，弥 
 漫在得救和趋向毁灭的人之中。  16 对  
 于那些趋向毁灭的人来说，我们是  
 导致死亡的臭气，但是对于那些得  
 救的人，我们是带来生命的馨香。  
 那么谁能胜任这项工作呢？  17  我们没 
 有象许多人那样以出卖上帝的信息  
 来赢利，绝对没有！而是象上帝派  
 遣的人那样，在基督里在上帝面  
 前、在真理之中讲话。 

 上   帝新约的仆人  
 是否这听起来好象我们又在自夸 
 了呢？或者我们是否也要象一些 

 人那样，需要给你们推荐信，或者向 
 你们要推荐信呢？当然不用！ 2 你们自 
 己就是我们的推荐信，它写在我们心 
 中，为众人所知，供众人传阅。 3 你们 
 表明自己是一封通过我们寄出、来自 
 基督的信。这封信不是用墨水写成  
 的，而是由活生生的上帝的圣灵写成 
 的。它不是写在石板  *  上  ，而是写在人 
 心上的。 

4 通过基督，我们在上帝面前有这 
 样的信心作这样的声明。  5  我们的意  
 思并不是说我们凭自己能做任何好  
 事，是上帝使我们能够做到我们所做 
 的。 6  上帝还使我们成为新契约的奴  

 石板：给摩西的律法，是写在石板上的。  

 仆。这约不是字面上的律法，而是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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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的契约。字面上的律法带来死亡， 
 而圣灵则赐予生命。 

 新   约带来更大的荣耀  
7 既然用文字刻在石头上、以死亡 

 为特征的律法尚且有荣耀，以致于以 
 色列人不能凝视摩西那伴着荣耀的脸 
 庞，尽管后来那种光耀消失了。  8  那  
 么，难道以圣   灵   *  为特  征的律法岂不  
 有更大的荣耀吗？ 9  如果给人定罪的  
 律法都有荣耀，那末，使人在上帝面 
 前被称为义的律法岂不会有更大的荣 
 耀吗？  10  当前者的荣耀和后者的荣  
 耀相比，前者的荣耀就黯然失色  
 了。  11  如果注定要消失的律法都伴着 
 荣耀而来，那么，永存的律法岂不会 
 有更大的荣耀吗？ 

12 因为我们怀着这样的希望，我们 
 就非常勇敢。 13 我们不象摩西那样，  
 用面纱盖住脸，为的是不让以色列人 
 凝视那注定消逝的荣耀， 14 但是，他  
 们的心智迟钝，因为至今每当他们  
 （犹太人）读旧约时，那同样的面纱 
 依然还在。它还没有被拿掉，因为只 
 有通过基督才能被拿掉。 15 但是，至  
 今每当他们读摩西律法时，那张面纱 
 还盖在他们心上。 16 只有他们归向主  
 时，面  纱才会被拿掉。  17  我说的这位 
 “主”是指圣灵。主的圣灵在哪里， 
 那里就有自由。  18  我们的脸不被蒙  
 上。我们都显示了主的荣耀。我们都 
 变得象他一样，在我们中的这种变化 
 会带来了越来越多的荣耀。这荣耀来 
 自主，即圣灵。 

 瓦罐里的属灵的宝藏  
 上帝的仁慈赐给了我们这项工  
 作，所以，不要放弃。  2  我们已  

 圣灵：又被称为上帝之灵、基督之灵和慰藉者。  
 他与上帝和基督合为一体，在世界人民中间从  
 事上帝的事业。  

 离弃了羞于告人的丑事。我们不行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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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也不  篡改上帝的教导而是坦率地 
 教授真理  ，我们  在上帝面前把自己推 
 荐给每一个人的良心。  3  如果我们所 
 传的福音被蒙上面纱，它仅仅是在那 
 些走向毁灭人的中间如此。 4  今世的  
 统治者   *   （撒旦）蒙蔽了这些不信的  
 人的心灵，使他们看不到基督荣耀  
 福音的光芒。而基督却是上帝的形  
 象。  5  因为我们传播的不是我们自  
 己   ，而   是基督耶稣是主；为了耶  
 稣   ，我们   成了你们的仆人。  6  那说  
 过：“光从黑暗处照出来”的上帝  
 在我们心中放出他的光芒，赐给我  
 们认识上帝荣耀的光明，这种荣耀  
 就在基督耶稣的脸庞上。  

7 我们有这个宝藏，但是我们只不 
 过就象装宝物的瓦罐。这就表明这个 
 不寻常的大能来自上帝，而非来自我 
 们。 8  我们困难重重，但没有被打败。 
 我们困惑迷惘，但没有绝望； 9  我们遭 
 受迫害，但没被抛弃；我们被打倒， 
 但没有被消灭。  10  我们总是身负耶稣 
 的死，以便使耶稣的生命也可以清晰 
 地显示在我们的身体里。 11 我们这些  
 活着的人，为了耶稣的缘故，总是处 
 在死亡的危险之中，为的是让他的生 
 命能清楚地显示在我们必死身体里。 
12 死亡在我们之中运行，但是生命却 
 在你们之中运行。 

13 《经》   *  上说：“我   信，所以  我  
 说了。” *  我们的信仰也是如此，我  
 们相信，我们才说。  14  因为我们知  
 道，让主耶稣复活的上帝，也会让我 
 们与耶稣一起复活，并让我们与你们 
 一起站在他的面前。  15  这一切都是为 
 了你们，以便让上帝的恩典赐给越来 
 越多的人，并给上帝的荣耀带来越来 
 越多的感恩。 

 统治者：直译为神。  

 《经》：神圣的著作―旧约。  

 “我信，所以我说。”：《诗篇》1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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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凭信仰生活  
16 因此，我们不能绝望，即使我们 

 的肉体在衰败，我们的内心却每天在  
 更新。 17 暂时的小挫折给我们带来永恒 
 的荣耀，它远远超过了挫折本身。 18 我 
 们不注重看得见的东西，而是注重看  
 不见的东西。因为看得见的东西是暂  
 时的，看不见的东西才是永恒的。 

 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在尘世的帐 
 篷被毁。上帝会赐给我们在天堂 

 里的一幢不朽的住宅。它不是人类的 
 双手建造的。  2  在这个帐篷里时，我  
 们呻吟，因为我们渴望住进天上的居 
 所。 3  就仿佛穿上衣服，不至于赤身  
 裸体一样。 4  我们在这帐篷里身受重  
 压，呻吟。我们不是想脱掉现在的衣 
 裳（尘世的身体），而是要在它上面 
 套上天堂的新衣裳   ，为了让  生命吞没 
 那必朽的。 5  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上  
 帝准备了我们，他把圣灵   *  赐给我们 
 作为他将赐给我们他所应许的保证。 

6 因此，我们总是满怀信心。我们 
 知道，只要我们生活在这个身体之  
 中，我们就在远离主，  7  因为我们的 
 生活基于信仰，而不是凭我们所能看 
 得见的。  8  所以我说我们充满信心，  
 情愿离开我们的身体，与主一同生  
 活。 9  因此，不论我们生活在现在这  
 个身体里，还是在那里与主生活在一 
 起，我们唯一的目的是要取悦上帝。 
10  我们都必须站在基督面前接受审  
 判，每个人都将为自己活在尘世的身 
 体里时所做的一切，或善或恶而得到 
 报赏和惩罚。 

 帮助人们成为上帝的朋友  
11 既然我们知道敬畏上帝意味着什 

 么，所以，我们劝导人们接受真理。 
 上帝完全了解我  们，但我希  望你们也 

 圣灵：又被称为上帝之灵、基督之灵和慰藉者。  
 他与上帝和基督合为一体，在世界人民中间从  
 事上帝的事业。  

 能完全了解我们。 12 我们不是再次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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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称赞自己，而是让你们有机会为 
 我们感到骄傲，让你们对那些只为表 
 面而不为内心的事物骄傲的人有话回 
 答。  13  如果我们疯了，那是为了上  
 帝。如果我们心智正常，那是为了你 
 们。  14  基督的爱支配着我们，因为我 
 们坚信：一人（基督）为人类而死， 
 所以，全人类都死了。 15  基督为全人 
 类而死，以便让活着的人不再只为自 
 己而活，而是为那位替他们死去并复 
 活的基督而活。 

16 因此，从此，我们不再用世俗的 
 眼光看待任何人。过去我们用世俗的 
 眼光看待基督，但现在我们不再这么 
 看了。 17 因此，在基督里的任何人，  
 都会得以更新。旧的秩序消失了，新 
 的秩序来临了。  18  这一切都来自上  
 帝，他通过基督使我们与他重归于  
 好。并且赋予我们使人们与上帝重归 
 于好的任务。 19 我指的是，上帝在基  
 督里使世人与自己重归于好，不计较 
 他们的罪过。他把传播和好信息的任 
 务委托给我们，  20  所以我们代表基  
 督，做使者的工作，就象上帝通过我 
 们向你们召唤一样。我们代表基督  
 请求你们：“与 上帝重归于好  
 吧。”  21  基督没有罪，可是为了我  
 们，上帝使他成为罪孽，以便使我们 
 在基督里在上帝面前无罪。 

 作为上帝的同事，我请求你们： 
 不要辜负你们从上帝那里得到的 

 恩典。 2 他说： 
 “在适当的时刻我垂听你， 

 在拯救之日， 
 我帮助你。” 

 我告诉你们，适当的时刻就在  
 此，现在就是“拯救之日”。 

3  我们尽可能避免给任何人制造  
 障碍，为的是不让我们的工作受到  
 诋毁。  4  相反，在各方面，我们都表  
 现出自己是上帝的仆人：忍受许多  
 艰难困苦，  5  遭受殴打、监禁、骚  
 扰，经历了艰辛、无眠之夜和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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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饿。  6  -  7  我们以理解、忍耐、善良，  
 凭着圣灵和真诚的爱心、以真理的  
 信息和上帝的力量表明我们是上帝  
 的   仆人，用正   义的盔甲武装起来的  
 我们，  8  历经荣誉、耻辱、侮辱和赞  
 美。虽然我们说实话，但却被认为  
 是骗子；  9  虽然我们被众所周知，但  
 却被认为无人所知。虽然我们被认  
 为即将死   去，但是，看吧  ！我们活  
 着！虽然我们受刑罚，却没有被置  
 于死地；  10  虽然我们有忧愁，但是  
 我们却常欢喜；虽然我们贫穷，但  
 是却让许多人富有；虽然我们一无  
 所有，但却拥有一切。  

11 哥林多人啊，我们毫无顾虑地对 
 你们讲话，向你们敞开心扉。 12 我们  
 没有抑制对你们的感情，但你们却抑 
 制着对我们的感情。  13  我要象对自己 
 的孩子一样对你们说：请向我们那  
 样，也对我们敞开心扉吧！ 

 针对非基督教徒的告诫  
14  不要与不信的人同伍，共负一  

 轭。义与不法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  
 呢？光明与黑暗之间有什么同盟呢  
 （分享）？ 15  基督和撒旦怎么能有协 
 约呢？信和不信的人之间有什么可以 
 分享的呢？  16 上帝的大殿   *  和偶像有什  
 么契约呢？我们是活生生的上帝的大 
 殿。正如上帝所说： 

 “  我将与他们同生活， 
 我将与他们同行， 
 我将作他们的上帝。 
 他们将作我的子民。  ” 

 《利末记》  26:11  -  12
17  “所以，离开他们， 

 与他们分开。  ” 
 “  再不要碰不洁之物， 

 我就会接受你们。  ” 

 上帝的大殿：是人们崇拜和侍奉上帝的地方。在  
 此意为基督徒的身体。  

 《以赛亚书》  52:11

18  万能的主说： 
 “  我将作你们的父亲， 

 你们将作我的儿女。  ” 
 《撒母耳记》  7:14  ；  7:8

 亲爱的朋友，既然我们有这些来 
 自上帝的承诺，就让我们净化自 

 己―摆脱污染我们身体和精神的一切 
 吧。让我们的圣洁完美无缺，因为我 
 们敬畏上帝。 

 保罗的欢欣  
2 请向我们敞开心扉。我们没有做 

 过对不起人的事，没有毁过任何人的 
 信仰，没有欺骗过任何人。 3  我这么  
 说并不是谴责你们。我以前就对你们 
 说过，我们非常爱你们，我们愿意和 
 你们同生死。  4  我对你们有充分的信  
 心，我为你们而自豪。你们给了我巨 
 大的鼓励，在我们的一切困苦中，我 
 充满了快乐。 

5 即便来到马其顿，我们也没有得 
 到休息。我们发现我们的困难重重。 
 外界充满斗争，内心充满恐惧。  6  但  
 是安慰遇难者的上帝通过提多的到来 
 安慰了我们。  7  不仅提多的到来让我  
 们得到安慰，你们给予他的慰籍也使 
 我们感到安慰。他告诉我们：你们渴 
 望见到我们，你们对自己所做的事情 
 很忧伤，以及你们对我的热忱的关  
 切。这一切使我更加欣慰。 

8 尽管我的信曾让你们难过，并在 
 事后让我感到后悔，但是现在我却不 
 后悔了。因为我知道那封信令你们难 
 过只不过是暂时的。  9  现在我很高  
 兴，不是因为使你们难过而高兴，而 
 是因为你们的难过使你们忏悔了。你 
 们象上帝所希望的那样难过，所以避 
 免了受到我们的伤害。 10  上帝要你们 
 的悲伤给你们带来不会后悔的忏悔。 
 它通向拯救。但是世上的悲伤  将产生 
 死亡。 11 关于上帝要你们有的忧伤，  
 现在看看，这忧伤给你们带来了何等 
 的热情，为你们的无辜带来了何等的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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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辩护，它又带来了何等的愤怒、恐  
 惧，何等的渴望要见到我，它还带来 
 了何等的关怀和对罪人的惩罚。在此 
 事情上，各方面你们都证明自己  都是 
 无罪的。  12  因此，我虽然给你们写了 
 信，但不是因为犯了错误或是被冤枉 
 的人，而是要让你们意识到在上帝面 
 前你们对我们的关心。 13  这是为什么 
 我们得到安慰的原因。 

 在我们受到安慰之际，当我们看  
 到提多是如此地快乐时，更增加了  
 我们的快乐，因为你们使他的精神  
 为之一振。 14  我对提多夸耀过你们，  
 你们没有让我们感到难堪。相反，  
 正如我们对你们说的一切都是真实  
 的一样。你们已证实我们向提多对  
 你们的夸耀是真实的。  15  当提多想起 
 你们所有的人都是那么地顺从，那  
 么诚惶诚恐地接待他，他对你们的  
 爱就更加深厚了。 16 我很高兴我能完  
 全信任你们。 

 基督徒的奉献  
 兄弟们，现在我们想让你们知  
 道上帝赐给马其顿各教会的恩  

 典。 2  尽管他们接受了苦难的严竣考  
 验，他们还是充满了欢乐；尽管他  
 们极端贫困，他们还是慷慨大方。 3 我 
 可以证明他们竭尽所能，甚至超过  
 他们的能力。他们甘心情愿地做这  
 一切。  4  他们不断地请求我们，让他  
 们在为上帝子民的服务中贡献一份  
 力量。  5  他们的奉献方式是我们没有  
 预料到的。他们先把自己奉献给了  
 主，然后按照上帝的意旨奉献给了  
 我们。  6  因此，我们请求提多，既然  
 他已开了   头，就帮   你们把这一善举  
 进行到底。 7  正如你们在各方面都很  
 富有一样   ―   无论是在信仰、口才、  
 知识和帮助人的热情，还是从我们  
 身上学到的爱心方面，你们都很富  
 有。我们希望你们在这次善行中也  
 慷慨奉献。 

8

8 我并非命令你们去给予，而是要 
 用其他人的热忱，来检验你们的爱的 
 真诚。  9 你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表现出来的恩典。尽管他很富有，但 
 为了你们他变得贫穷，以便通过他的 
 贫穷使你们变得富有。 

10 在这件事上，我给你们一些我的 
 建议：那样的参予很适合你们。去年 
 你们不但是最先响应的人，你们也是 
 最先奉献的人。  11  所以，现在完成你 
 们已经开始了的工作吧，那么你们的 
 行动与你们愿意奉献的愿望就一致  
 了。你们要按照你们所能的去给予。 
12 如果你们出于自愿，你们的奉献就 
 会被接受。你们的礼物将在你们有的 
 基础上受到接受，而不是在没有的基 
 础上。 13 我们不是想让别人解脱，却  
 让你们遭遇困难，而是想让一切平  
 等。  14  你们目前的富足可以满足他们 
 的需要，以便日后他们富裕时，可以 
 满足你们的需要。这样，才会有平  
 等。 15 正如《经》上所说： 

 “  收获多的人并不太多， 
 收获少的人也不太少。  ” 

 《出埃及记》  16:18

 提多及其伙伴  
16 感谢上帝，他赐给提多一颗同我 

 们一样热切帮助你们的心。  17  因为他 
 不只是接受了我们的要求，也是出  
 于满腔热情，主动要到你们那里  
 去。 18  我们还派了另外一个兄弟和他 
 一起来。这个兄弟他在传播福音  *  的  
 工作中受到了所有教会的称赞。  19 此 
 外，他还被各教会指定，在这次由我 
 们指导的善行中做我们旅行的伴侣。 
 这次服务不但给主带来荣耀，也表现 
 出我们的乐于助人。 

20 我们在经管这一大笔款项时非常 

 福音：此消息给人们带来了上帝使人们的罪得到  
 宽恕、并永远与上帝生活在一起的途径。  

 小心，免得别人指责我们。  21  因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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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不但在主，也要在众人面前考虑要 
 有个好名声。 

22 我们还派我们的另一个兄弟和他 
 们同行。在许多事情上和许多场合中 
 都证实了他总是乐意帮助人。他现在 
 更是渴望去帮助你们，因为他对你们 
 充满了信心。 

23 至于提多―他是我的同伴。在协 
 助你们的工作上与我是同事。其他的 
 兄弟，是各教会的代表，是基督的荣 
 誉。  24  所以，请向他们表示你们的  
 爱，并表明为何受到我们的夸耀。好 
 让所有的教会都能知道这点。 

 对   基督教同伴的帮助  
 关于对耶路撒冷上帝子民帮助  
 的问题，我根本没有必要继续  

 给你们写什么了。 2  因为我知道你们  
 乐意助人。为此我一直向马其顿人  
 夸耀你们，告诉他们你们在亚该亚  
 的教会从去年起就做好了奉献的准  
 备，你们的热情还激励了他们大部  
 分人，他们都行动起来了。  3  我派这  
 些兄弟们到你们这里来，为的是在  
 这件事情上证明我们对你们的夸耀  
 不是空话，而是象我所说的那样，  
 你们会做好准备。 4  否则，如果一些  
 马其顿人和我来时，看到你们并没  
 有准备好，我们就会很尴尬，因为  
 我们对你们非常自信。（至于你们  
 的惭愧，就更不用说了）。  5  所以我  
 认为有必要派兄弟们在我们之前去  
 拜访你们，把你们以前许诺的那些  
 丰盛的礼物提前准备好，这样，你  
 们的奉献就是心甘情愿的，而不是  
 出于迫不得己。  

6 记住这句话：少种的人少收，多  
 种的人多收。 7 每个人的奉献都应该发 
 自内心，而不是带着不情愿或勉强。 
 因为上帝喜欢快乐的奉献者。 8 上帝给 
 了你们的恩赐不仅满足你们的需要， 
 还会绰绰有余，好让你们去为各种慈 
 善事业出力。 9 正如《经》上所说： 

9

 “  他慷慨地赐给了穷人， 
 他的善良永无止境。  ” 

 《诗篇》  112:9
10 上帝把种子赐给播种的人，还赐 

 给人们吃的面包。他赐给你们属灵的 
 种子，并让你们的种子生长，让你们 
 的善举获得硕果。 11 上帝会使你们在  
 各方面都非常富有，以便你们随时都 
 能非常慷慨地给予。你们的慷慨通过 
 我们将会使人们感谢上帝。  12  你们在 
 这次神圣的服务中的表现不仅满足了 
 上帝子民的需要，而且也给上帝带来 
 了众多的感激。  13  因为你们这次的服 
 务是你们的信仰的证据，人们会因为 
 你们顺从自己宣称的基督福音，也为 
 你们慷慨地与他们以及所有的人共享 
 而赞美上帝。  14  他们在为你们祈祷  
 时，渴望着见到你们。因为上帝给予 
 了你们非凡的恩典。  15  感谢上帝那难 
 以形容的恩赐。 

 保   罗为他的工作辩护  
 我，保罗，怀着基督的温和与 
 善良，以我个人的名义请求你 

 们。有些人说当我和你们在一起时， 
 很谦卑，不在时，对你们却很坦率。 
2 一些人认为我们过着尘世的生活。 
 我来后，要不客气地驳斥那些人。我 
 请求你们，等我来时，不要逼我对你 
 们也同样地不客气。  3  因为尽管我们  
 生活在这个世上，但我们的斗争与世 
 人的不同。 4  我们作战的武器与世人  
 的不同。相反，这武器有上帝的力  
 量，能摧毁堡垒。用它们我们能摧毁 
 人们的辩论，  5  摧毁一切抬高自己、  
 对抗上帝知识的高傲障碍。我们要俘 
 虏每一种思想，使它们降服于基督。 
6  我们已经准备好当你们完全服从  
 后，去惩罚所有不服从的人。 

7 看看你们面前的事实！如果一个  
 人内心确信自己属于基督，他自己就 
 应该再想想，并意识到我们也和他一 
 样属于基督。 8 如果我对我们的权威进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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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步夸耀，（主赐给我们这权威是为 
 了加强你们而不是为了摧毁你们  
 的。）我不会感到羞愧。 9 我不想让你 
 们以为我企图用我的信件来恐吓你  
 们。  10  我的对手会说：“保罗的信既 
 有力又重要，但他本人却很软弱，他 
 的话等于零。”  11  说这种话的人应该 
 知道：当我们离开你们时，信上给你 
 们写的话和我们与你们在一起的行动 
 没有任何区别。 

12  我们不敢把我们自己与一些自  
 以为是的人进行分类或比较。他们  
 拿自己衡量自己，自己跟自己比，  
 这表现出他们是多么地愚蠢。 13  我们  
 无论如何也不会过分地骄傲，只是  
 把自己限制在上帝指定给我们的范  
 围内，这范围也包括你们。  14  我们没 
 有超越我们的限度。假如我们不曾  
 到你们这里来，或许会过分。我们  
 是第一批给你们带来基督福音的  
 人。  15  我们只对我们所做的工作夸  
 耀，而不在别人已做的工作范围内  
 自夸。但我们抱着这样的希望，随  
 着你们信仰的增强，你们将有助于  
 我们的工作不断地扩大， 16 所以我们  
 能够把福音传播到你们城市以外的  
 其它地区。我们不在别人的工作范  
 围内自夸。 17  正如《经》上所说的那  
 样：“夸耀的人只应该在主内夸  
 耀。” 18 自夸的人并不被接受，而是  
 被主称赞的人才是被接纳的人。 

 保罗与假使徒  
 尽管我有点蠢，旦愿你们能容 
 忍我。你们确实对我已经非常 

 容忍了。  2  我为你们而感到嫉妒，这 
 嫉妒来自上帝。我曾把你们许配给  
 一个丈夫，即基督，以便把你们作  
 为纯洁的新娘（处女）献给他。 3  但  
 是，我很担心你们的思想已经腐  
 化，放弃了对基督的专一和纯洁的  
 爱，正如蛇（魔鬼）用诡计欺骗了  
 夏娃一样。  4  你们竟容忍了这样的  

11

 人，即向你们所传的有关耶稣的事  
 情与我们所传的不一样的人，你们  
 也很愿意接受一个不同于从我们这  
 里领受到的灵  *  或福音  *  ，那么你们就 
 更应该容忍我了。 

5 我丝毫不觉得我比你们那些“超 
 级使徒”低微。  6  也许我在口才方面 
 有限，但我在知识方面却无限。相  
 反，在所有的事情上，我们在各方面 
 已把它向你们清楚地表现出来了。 

7  我无偿地向你们传福音。我谦  
 卑   自己，抬举你们。我是犯罪了吗？ 
8 我接受了其它教会的工资，以便能 
 够为你们服务。  9  我和你们在一起  
 时，如果我需要什么，我没有麻烦过 
 你们中间的任何人。从马其顿来的兄 
 弟们供给了我所需的一切。我曾处处 
 不让自己成为你们的负担。  10  因为我 
 心中有基督的真理，整个亚该亚   *  地  
 区没有人能阻止我为此感到自豪。  
11 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不爱你们吗？ 
 上帝知道我是爱你们的。 

12 但是，我会坚持做我现在所做的 
 事情，以便阻止那些想找借口自夸的 
 人，让他们认识到在他们所骄傲的事 
 情上，他们和我们是平等的。 13 这些  
 人是假“使徒”  *  ，他们是骗子，把  
 自己装扮成基督的使徒。 

14 这毫不奇怪，撒旦把自己装扮成 
 上帝的光明天使  *  。 15  因此，如果他的 
 仆人把自己装扮成为正义而工作的  
 人，这丝毫也不奇怪。但最终他们会 
 为自己的所做所为遭到报应。 

 灵：圣灵，又被称为上帝之灵、基督之灵和慰藉  
 者。他与上帝和基督合为一体，在世界人民中  
 间从事上帝的事业。  

 福音：此消息给人们带来了上帝使人们的罪得到  
 宽恕、并永远与上帝生活在一起的途径。  

 亚该亚：希腊南部哥林多所在地。  

 使徒：受耶稣所选，用特殊方式代表他的人。  

 光明天使：上帝的使者。魔鬼在愚弄人们，以便  
 让他们以为他来自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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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罗讲述他的遭遇  
16 我再重复一遍：谁都不应该把我 

 看成傻瓜。不过，如果你们要这么认 
 为，那就把我当成一个傻瓜接受吧， 
 好让我也能有点夸耀。 17  我现在说话 
 不是凭着主的权威，而是象一个傻瓜 
 在自吹自擂。 18 既然许多人都吹嘘他  
 们在世上的生活，因此我也要吹嘘。 
19 你们聪明，所以高高兴兴地容忍那 
 些傻瓜！  20  你们甚至容忍了奴役、剥 
 削、陷害、歧视、打你们耳光的人！ 
21 我很惭愧地说，我们太软弱了，对 
 你们我们做不到这些。 

 别人胆敢夸耀吹嘘的事情我也敢 
 吹。（我傻里傻气地在说话。） 22 他们 
 是希伯来人  *  吗？我也是。他们是以色 
 列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亚伯拉罕  *  的 
 后裔吗？我也是！ 23 他们是基督的仆人 
 吗？我更是了！（我这么说话，真是  
 疯了！）我比他们工作更努力，我坐  
 牢的次数更多。我重重地埃鞭打，数  
 次面临死亡的威胁。 24 我有五次被犹太 
 人鞭打三十九下， 25 三次被棍打，一次 
 几乎被石头砸死，三次遭遇船毁，其  
 中一次在水里呆过一天一夜。 26 我在多 
 次的旅行中，遇到过洪水、盗贼、我  
 自己的同胞（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的  
 威胁。我在城市、乡村、海上和假兄  
 弟中间都经历过危险。 27 我辛勤劳碌， 
 数次无眠  ，忍  受饥渴，缺乏食物，寒 
 冷，衣不蔽体。 28 另外还有一些其它问 
 题，其中之一是对所有教会的关注，  
 我每天都为之担忧。 29 有谁软弱我不软 
 弱呢？有谁犯罪我不焦虑呢？ 

30 如果我必须夸耀，我会为那些显 
 示我软弱的事情夸耀。 31  愿上帝，主 
 耶稣之父，永远得到祝福。他知道我 
 没有撒谎。 32  我在大马士革时，亚哩 
 达王手下的总督看守该城，要逮捕  

 希伯来人：犹太人的另一个名字。  

 亚伯拉罕：犹太人最受尊重的祖先。  

 我，他在城里到处布置了警卫。  33 但 

 是，我的朋友用一个筐把我从窗户沿 
 城墙缒下去，使我逃出他的魔掌。 

 保罗生命中的一个特别祝福  
 我必须继续自夸，虽然自夸无 
 益。现在我要谈谈主的异象   *  

 和启示。  2  我认识在基督里的一个  
 人，十四年前被带到“第三天堂”。 
 我不知道他是在他的体内还是在体  
 外，只有上帝知道。  3  我认识这个被  
 带进天堂的人。我不知道他在他身体 
 里，还是脱离了他的身体，只有上帝 
 知道。 4 他听到用言语无法表达的话， 
 听到了人类不允许说的事情。 5  我要为 
 这种人吹嘘。但是，除了我自己的软 
 弱外，我不为自己夸耀。  6  即使我自  
 夸，我也不是傻瓜。因为我说实话。 
 但是，我不为自己夸耀，因为我不想 
 让人们把我想得过高，超出了他们从 
 我身上所看到和听到的。 

7 为了不让我由于这些不寻常的启 
 示而变得自高自大，一根肉中刺给了 
 我，即撒旦派来击打我的一个使者  ， 
 免   得我过分骄傲。  8  因为这个问题，  
 我三次求基督把它拿走。  9  但他回答  
 说：“我的恩典对你已经足够了，因 
 为我的力量在你软弱的时候得到完  
 美。”所以我很高兴夸耀自己的软  
 弱，以便让基督的力量能活在我之  
 中。  10  为了基督，当我软弱时，受侮 
 辱时，在困难中，受迫害和痛苦时， 
 我感到快乐。因为我软弱之时，就是 
 我坚强之际。 

 保罗对哥林多基督徒的热爱  
11 我象个傻瓜一样在说话，这都是 

 你们逼我这么做的。我本应受到你们 
 的称赞。尽管我微不足道，但也不比 
 你们那些“超级使徒”逊色！ 12 在你  
 们中间，我怀着极大的忍  耐力，行  迹 

 异象：类似梦的事情，上帝曾这样对人们讲话。  

 象、奇迹和神   迹   *  ，   向你们证明我是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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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名使徒。 13  除了我不是你们的负担 
 外，你  们哪一点比其他教会差  呢？请 
 原  谅我的这个过错！ 

14  请注意，我现在已经做好了第  
 三次拜访你们的准备。我不会成为  
 你们的负担。因为我不谋求你们的  
 财产，我所要的是你们。孩子不必  
 为父母积蓄，但父母却需要为孩子  
 积蓄。 15 在我这方面，最令我高兴的  
 事莫过于我把自己的一切都花在你  
 们身上，甚至为了你们的利益不惜  
 牺牲自己。我爱你们越深，你们反  
 倒爱我越少吗？  

16  很清楚，我对你们过去不是负  
 担。但是你们却认为我是个施诡计的 
 人，用谎言拢住了你们。 17 我用派去  
 的人欺骗过你们吗？没有！  18  我让提 
 多去拜访你们，并且还派了另外一个 
 兄弟和他一起去。提多难道欺骗你们 
 了吗？没有。你们知道提多和我做同 
 样的事情，有同样的精神。 

19 你们认为我们一直在你们面前为 
 自己辩护吗？没有！我们是在上帝面 
 前，我们在基督里说这番话的。你们 
 是我亲爱的朋友，我们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启发你们。  20  我担心我到你 
 们那里时，会发现你们与我所期望的 
 不一样，也担心你们发现我和你们所 
 期望的不一样。我担心你们中间会有 
 争吵、嫉妒、愤怒、自私的纷争、诽 
 谤、闲话、骄傲和混乱。 21 我担心我  
 再到你们那里时，我的上帝会在你们 
 面前使我卑贱。我会为那些过去犯了 
 罪，至今还没有为他们的不洁、淫乱 
 和放荡而忏悔的人悲伤不已。 

 最   后的警告和问候  
 这将是我第三次来拜访你们。 
 《经》上说：“任何事都必须 

 经过两、三个证人的证实才能成  

 迹象、奇迹和神迹：没有上帝的帮助，人不可能  
 做到的有力的成就。  

 立。   *  ” 2 我第二次来时曾警告过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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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了罪的人，现在我远离你们，我  
 再次警告所有其他犯过罪的人，我  
 再来拜访你们时，就要为你们所犯  
 的罪惩罚你们。  3  我这么做是因为你 
 们寻求基督通过我说话的证明。基  
 督对你们一点都不软弱，相反，他  
 在你们中间很强大。  4  不错，他因软  
 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了。但因为  
 上帝的力量，他现在仍然活着。的  
 确我们在基督里也很软弱，但是由  
 于上帝的力量，为了你们的利益，  
 我们和他一同活着。 

5 检验你们自己吧，看看自己是否 
 是在信仰中生活。考验一下你们自  
 己吧。你们知道耶稣基督在你们之  
 中。如果你们经不起这种考验，那  
 么耶稣基督就没有生活在你们中  
 间。 6  我希望你们将会看到我们在这  
 种考验中没有失败。  7  我们向上帝祈  
 祷，祈祷你们不要做任何错事。人  
 们看到我们经受住了考验并不重  
 要，甚至人们认为我们没有经受住  
 这考试，重要的是你们要做正确的  
 事。  8  我们不能做反对真理的任何  
 事，而是只能拥护真理。 9  每当我们  
 软弱，你们坚强的时候，我们就高  
 兴。这是我们为之祈祷的：愿你们  
 得以完美。 10  所以，我和你们不在一  
 起时，写下这些，以便我与你们在  
 一起时，不必用我的权力来惩罚你  
 们，主赐给我这权力是用来使你们  
 更加坚强，而不是为了毁掉你们。  

11 兄弟们，现在我要说再见了，努 
 力尽善尽美吧。请接受我们的劝告， 
 心往一处想，和睦相处。上帝―爱与 
 和平之源―将与我们同在。 

12 用圣吻互相问候，  13 上帝所有的  
 子民都问候你们！ 

14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与你们同  
 在，愿上帝之爱与你们同  在，愿  圣灵 
 的友情与你们同在。 

 一节：《申命记》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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