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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后书
1本函来自奉上帝旨意成为基督耶稣信徒的保罗，
以及我们的教友提摩太兄弟。它将送给哥林多的上帝
教会，以及和亚该亚地区的所有上帝子民。 2愿你们
获得来自天父和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与平安。

3赞颂上帝、主耶稣基督的天父。他是充满怜悯的
天父，是赐予所有抚慰的上帝。 4上帝在我们经历的
所有苦难中抚慰我们，让我们可以用他所赐的抚慰，
抚慰其他置身苦难之人。 5我们越多承受基督所受的
痛苦，就会获得更多基督的抚慰。 6如果我们身处不
幸，那是为了能获得抚慰和拯救。如果我们获得抚
慰，你也会获得抚慰，让你能够耐心地熬过我们所受
的痛苦。 7我们对你们充满信心，*因为我们知道，你
们承担了我们受的痛苦，但也必会获得我们的抚慰。

8兄弟姐妹们，我们要向你们讲述我们在亚西亚遭
受的苦难。那苦难如此强烈，我们甚至担心没有足够
的力量继续下去，甚至不知道能否活着结束这一切。
9事实上，那就像我们内在已被判处了死刑。但也正
因为如此，我们不再仅倚靠自己的力量，而是去相信
可以让人死而复生的上帝。 10他将我们从可怕的死亡
中拯救出来，他还会再次这样做。我们完全相信上帝
会继续拯救我们。 11请为我们祈祷，这也是对我们的
支持。通过这种方式让众人为我们感谢上帝，上帝将
会根据众人的祈祷，赐予我们恩典。

12我们始终以恰当的方式对待其他人，尤其是你
们。我们的良心也证明了这一点，对此我们深感自
豪。我们以圣洁和真诚遵循上帝的原则，不是依靠世
俗的聪明，而是凭借上帝的恩典。 13我们不会以复
杂的语言撰写任何文字，因为我们希望你们能够读懂
* 1:7 原意为“我们对你的希望很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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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理解。我希望你们最终能够理解， 14即使你们现在
并未全部理解，当主降临的时候，你们也会以我们为
荣，就像我们也会以你们为荣。

15我非常确信你们对我的信念，所以计划首先造
访你们，让你们可以再次获得恩惠。 16随后我将去
马其顿，再从马其顿返回你们那里，你们将送我去犹
太。 17我为什么要改变最初的计划？你们是否认为
我总是轻易做决定？是否认为我如凡俗之人一般，在
计划一切时总是似是而非？ 18上帝是值得信赖的，
我们向你们所传之道绝不是似是而非， 19因为我、
西拉和提摩太向你们宣扬耶稣基督、上帝之子的真
理，不可能似是而非。以基督为名，所有的一切都是
绝对的“是。” 20对于上帝的所有承诺，基督的回答
始终都为“是。”通过耶稣，我们也向上帝的荣耀说
“是。”† 21上帝赐予你我所有人内在的力量，坚定
地与基督同在。他已经指认了我们， 22在我们身上
盖下批准的印章，这也是圣灵可以说服我们的保证。
23我呼求上帝给我作证，我之所以没有到哥林多，就
是为了避免为你们带来苦痛。 24我们不希望命令你们
与上帝的信仰，而是希望帮助你们获得欢喜的体验，
因为你们对上帝的信仰让你们更坚定。

2
1正因为如此，我决定还是不要造访你们，再一次
为你们带来忧愁。 2如果我让你们忧愁，谁还能让我
快乐呢？,不会是那些我让他们忧愁之人。 3所以我撰
写了这封信，免得那些本会让我快乐之人，带给我忧
愁。我深信，你们所有人都会分享我的欢乐。 4在撰
写这封信的时候，我曾多次留下泪水，内心充满苦痛
和沉重。这并不是为了让你们悲伤，而是让你们知道
我对你们的爱有多深。

5我并不想言过其实，但那个人带给你们所有人的
痛苦，远远超过我。 6因你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那个
† 1:20 原意为“阿门”，意为“是”或“我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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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遭受了足够的惩罚， 7所以现在你们应该饶恕他，
友善对待他，免得他陷入绝望。 8所以，希望你们要
公开地向他表明你们的爱。 9我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才
写了那封信，就是为了解你们的真实性格，是否会凡
事顺从。 10你们宽恕谁，我就宽恕谁。无论我宽恕了
什么，都已在基督面前为了你们而宽恕。 11这样做才
能避免让撒旦有机可乘，我们太了解他的诡计了。

12当年我为传播基督福音到了特罗亚，主便为我开
启一扇机会之门。 13但那时候的我因为找不到兄弟
提多，心里无法感到安宁。于是我辞别众人去往马其
顿*。

14但赞美上帝，他总是在基督里带领我们进行胜利
的游行。无论我们身在何处，都能通过我们传播上帝
知识的芬芳气息。 15我们就像基督先给上帝的气息，
从获得拯救以及正在消亡的人群中散发出来。 16对于
死亡之人而言，这气息就是腐烂的气息，对于获得拯
救的人而言，这气息就是生命的芬芳！ 17我们不像大
多数人那样，用上帝之道谋取利益。相反，我们真心
诚意分享上帝之道，知晓上帝正在观察我们。

3
1我们这时开始自吹自擂了吗？或者我们像有些人
那样，需要为你们提供推荐信，或者希望你们为我们
写推荐信？ 2你们就是我们的推荐信，以你们的经历
写就，供所有人诵读和知晓。 3你们也彰显了自己就
是来自基督的信函，通过我们传递给众人。这封信函
并非用墨写就，而是用永续上帝之灵写成。它并非写
在石板上，而是写在人类生命的经历之中。 4通过基
督，我们在上帝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 5我们并不认
为凭借自己的力量这样做，是上帝给了我们这样的能
力！ 6他赋予我们为新约侍奉的责任，*这新约并非
来自律法文字，而是来自灵。律法的文字会杀戮，但
* 2:13 从特洛阿德到马其顿的旅程需要跨越海洋。 * 3:6
或“盟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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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赋予生命。 7以往人们会在石头上刻字，表达与上
帝之间的关系。这种方式尽管表达了上帝的荣耀，但
人仍不免一死，这荣耀也在慢慢暗淡。因此，以色列
人甚至无法去正视摩西面庞散发的闪亮的光芒。 8那
么，以经文的方式表达上帝的新方法，是否会有更大
的荣耀？ 9如果那定罪的古老方式仍然散发荣光，上
帝成就我们良善正直的新方法就更有荣光！ 10相比新
方法无以伦比的荣光，曾经荣耀的旧方法就显得彻底
黯淡无光。 11如果正在暗淡的旧方法尚有荣光，作为
其后续的新方法就拥有更多的荣光。

12既然我们心怀自信的希望，我们就真正拥有了胆
量。 13我们不必像摩西那样，在脸上蒙上面纱，避
免色列人因他脸上的荣光而目眩。事实上，这荣光已
经开始暗淡。 14尽管如此，他们的态度一直顽固不
明、铁石心肠。因为即使是现在，当他们诵读旧约的
时候，这“面纱”†仍然存在，只有通过基督可以将
其揭开。 15即使是现在，他们在诵读摩西之书的时
候，心中仍然蒙着这样的面纱。 16但当他们转向并接
受主，这层面纱就会去掉了。 17主就是灵，主的灵在
哪里，哪里就有自由。 18我们所有人脸上的面纱都已
经揭下，仿佛一面镜子体现了主的荣光。我们已经转
化成与灵相同的镜像，他的荣光越来越闪亮，这都要
感谢主之灵。

4
1那么，上帝凭借其悲悯给予我们新方法，与他建
立联系，我们就不能放弃。 2但我们已经放弃了秘密
的、可耻的行为。我们绝不欺骗，绝不曲解上帝之
道。我们在上帝面前彰显真理，让每个人都可以凭
借自己的良心做决定。 3尽管我们传播的福音蒙着面
纱，但这只是在将死之人的眼中才是如此。 4那些不
信上帝的人，是因为俗世的神明蒙蔽了他们的心灵。
† 3:14 换言之，他们看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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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就是上帝的形象，但他们无法看到基督荣耀的福
音。

5我们并不是宣扬*自己，而是在传播耶稣基督就
是主，事实上，我们因耶稣的缘故成了你们的仆人。
6因为上帝说“要有光从黑暗里照出来”†，这光已经
照在我们的心里，点亮耶稣基督脸庞的荣光，那是上
帝知识的荣光。 7我们将这珍宝放在瓦罐中，显明这
超强力量源自上帝而非我们。

8我们虽然遭受各方面的攻击，却没有破碎。我们
也会对前路感到迷茫，却从不绝望。 9我们受到迫
害，却上帝并未丢弃我们。我们被打倒了，却没有死
亡。 10我们以肉体之躯体现耶稣之死，所以也能让这
肉体之躯体现耶稣之生。 11当我们存活于世，因为耶
稣的缘故常常遭受死亡的威胁，只有这样，我们必死
之躯才能体现耶稣的生。 12通过这种方式，我们面临
死亡，才能让你们拥有生命。

13我们拥有相同的信仰之灵，正如经文中所记：
“‡我相信上帝，所以我说出来。”我们也信仰上帝，
所以为他说出来。 14因为知道上帝让主耶稣死而复
生，也必定让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将我们和你们一
起呈献在他的面前。 15这一切都是为了你们，让上帝
的恩典惠及更多人，让对上帝的感恩更加强大，让荣
耀归给上帝。 16所以，我们不会放弃。尽管我们的肉
体身躯逐渐朽坏，内在的自我却每日展露新颜。 17我
们经历的苦难微不足道，只会短暂持续，只是为了让
我们成就不断增强的荣耀。 18对于可见的一切，我们
并不担心自身。因为我们期待的是不可见的一切。我
们看到的都是短暂的，看不见的才是永远。

5
1我们知道，当我们所居住的人间“帐篷”*被拆

* 4:5 原意为“传教。” † 4:6 引自《创世纪》1:3。
‡ 4:13 引自《诗篇》116:10。 * 5:1
这里的象征意义是将人间的身躯视为帐篷，天堂的身体则是一所房子，这两栋房子都像身上的“衣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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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我们就会获得上帝为我们准备的居所，并非人类
建造，而是天上永存的居所。 2我们叹息着、如此迫
切地渴望能够拥有那天上的住处，就像换上新衣服。
3当我们穿上这新衣服，就不会再赤身裸体。 4我们身
处这“帐篷”中哀叹，被今生的苦压垮。与其说我们
希望脱去今生之衣，倒不如说我们更期待将要穿上的
新衣，这样就可以在这必死之躯中注入生命。 5上帝
为我们准备了这一切，带来灵保证我们达成这目标。
6我们始终保持信心，但知晓一点：当我们安然生活
在这肉体之躯中，就远离了主。 7 (因为我们是靠信靠
上帝而活，而不是靠看见他而活）。 8正如我所说，
我们充满信心地期盼着远离这身躯，与主同在。 9因
此我们立定志向，无论是否住在自己的身体中，都要
让主欢喜。 10因为最终我们所有人都要现身基督的审
判之座面前，然后根据每个人此生所做的一切，或善
或恶，接受应得的结果。

11我们知道我们尊重主，以此劝勉众人。上帝非常
了解我们是谁，我盼望你们的内心也能清楚地知晓自
己。 12我们并不是再次向你们夸赞自己，只是给予
你们让我们骄傲的机会，让你们可以应对那些只看外
在、不关注内心之人。† 13如果我们“疯狂”，‡那也
是为了上帝。如果我们清醒，那是为了你们。 14基督
的爱督促我们前进，因为我们确定他为众人而死，所
以众人现在已经死去。 15基督为众人而死，就是为了
让他们不再为自己而生，而是要为已经死去、并且死
而复活的主而生。

16从今以后，我们不再从人的角度看待人。虽然我
们曾经以人的角度看待基督，但现在已经不再如此。
17所以任何人如果与基督同在，就是一个全新的生
命，旧人已去，新人已来！ 18上帝通过基督改变了我
们，让我们不再与他为敌，而是成为朋友。上帝给了
我们同样的使命，将他的敌人转变成他的朋友。 19通
† 5:12 原意为“内心深处。” ‡ 5:13
这可能是科林斯人对保罗及其同伴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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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基督，上帝让这个世界不再与他为敌，而是成为朋
友，不再追究他们的罪过，并且告诉了我们化敌为友
的道理。 20因此，我们就是基督的使者，上帝通过我
们劝告世人：“请求你们，难道不希望回归、与上帝
为友吗？” 21耶稣从未犯下任何罪过，上帝让无罪的
他经历罪的后果，让我们可以获得善良正义的性格，
因为上帝就是善良正义。§

6
1我们是与上帝同在的工人，也劝你们不要毫无意
义地接受上帝的恩典。 2正如上帝所说：“我在恰
当的时间听到了你们的声音，我将在救赎日拯救你
们。”*相信我，现在就是那最佳时机！现在就是救
赎之日！ 3我们从未阻碍并绊倒任何人，确保我们所
做的一切不会受到谴责。 4相反，我们竭尽所能表明
自己是上帝的好仆人。我们凭借持久的忍耐，忍受
所有的苦难、艰辛和不幸。 5我们曾被殴打、监禁、
攻击和围殴。我们曾拼命工作、夜不能眠、忍受饥
饿。 6我们凭借对上帝的认知，以无可指责的方式生
活着，保持耐心和善良，心中注满圣灵，显示诚挚的
爱，以此展示我们是谁。 7我们只说真话†，与上帝
的力量同在。我们的武器就是真实和良善正直，我们
用右手发动攻击，用左手‡保护自己。 8无论荣耀和羞
辱、无论被诅咒还是赞美，我们都继续前行。人们将
我们视为骗子，但我们讲述的都是真理。 9尽管我们
的名字众人皆知，但却被众人所忽视。我们等待着死
亡，但仍然活着；我们被鞭打，却没有被杀死； 10我
们看似忧愁，却始终欢喜；看似贫穷，却让很多人富
有；看似一无所有，却拥有一切。
§ 5:21 或“我们可以拥有正义，因为上帝即正义”，这是指道德上的正确，而不是“对错”中的正确。
* 6:2 引自《以赛亚书》49:8。 † 6:7 或“真理的话”，意其福音。
‡ 6:7 原意为“左右两边的武器。”可能意为右手的剑和左手的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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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哥林多人，我的朋友啊！我一直都直言不讳，用
宽广的胸怀爱你们！ 12我们从不吝惜对你们的爱，但
你们却拒绝爱我们。 13请以同样的方式回应我们的
爱，就像你们是我的孩子，要心胸宽广！

14不要与你们不信任的人同流合污，善良和卑劣怎
能有相通之处？光明和黑暗又有何共同点？ 15基督
和撒旦§怎能达成共识？信的和不信之人如何分享心
得？ 16上帝的圣殿与神像怎能协调？我们就是永生上
帝的殿，正如上帝说：“我将住在他们中间，在他们
中间来往。我将成为他们的上帝，他们将成为我的子
民。”* 17所以，主说：“离开他们，把你们与他们
区别开。不可触摸不洁净之物，我将接纳你们。”†
18全能的主说：“我要成为你们的父亲，你们要做我
的儿女。”‡

7
1亲爱的朋友们，由于我们做出了这样的承诺，就
应该洁净自己，除去身体和心灵上的一切污秽，通过
敬畏上帝达成圣洁。 2请接纳我们作为你们的朋友！
我们未做过任何措施，没有让任何人堕落，也没有利
用过谁。 3我这样说不是为了定你们的罪，正如我之
前所说，你们对我们如此重要，我们与你们可以同生
共死。 4我愿为你们振臂高呼，因为你们让我感到如
此光荣。你们就是对我最大的激励，尽管我们经历各
种患难，你们让我格外欢喜。

5我们抵达马其顿的时候，没有感到片刻的安宁。
相反，我们受到了来自各方的攻击，外有争战，内有
恐惧。 6尽管如此，上帝总能给沮丧之人带来鼓励。
提多的到来就是我们最大的安慰。 7我们的安慰不仅
因为他的到来，还因为你们给予他的鼓励。他告诉我
§ 6:15 原意为贝利亚。 * 6:16
引自《利未记》26:12和《以西结书》37:27。 † 6:17
见《以赛亚书》52:11和《以西结书》20:34，《以西结书》20:41。
‡ 6:18 见《撒母耳记下》7:14或《历代志上》1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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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你们渴望见到我，还因为我而感到难过和忧愁，
这让我更加欢喜。 8尽管我写的那封信让你们忧伤，
但我并不后悔⸺其实我曾经感到后悔，因为那封信
伤害了你们，但只是很短的一段时间。 9现在我很快
乐，不是因为伤害你们，而是因为这种痛苦让你们改
变了心意。你们按照上帝的旨意感到难过，所以不会
因为我们而受到任何伤害。 10上帝希望我们感受到
的忧伤，让我们可以改变心意，获得救赎。这种忧伤
不会留下遗憾，但世俗的忧伤却会招致死亡。 11当你
们依照上帝的旨意感受到了这种忧伤，看看你们都发
生了什么。还记得你们变得多么热情，渴望为自己辩
护，对已经发生的事情感到愤怒，认真对待这一切，
渴望做正确的事情，关注自己是谁，渴望实现正义。
你们通过所有这些改变，表明你们多么诚心地渴望恢
复良善正直。*

12因此，以往我写信给你们，并未讨论谁做错事或
被错误对待，而是表达了你们如何在上帝的面前为我
们做出奉献。 13这让我们备受鼓舞。我们除了感受到
鼓舞之外，还很高兴看到提多的欢喜，因为你们让他
心安。 14我向他夸赞†你们，你们没有让我失望。我
对你们所说的都是真话，同样，我向提多夸赞你们也
是出自真心。 15提多还记起你们如何按照他所说的
行事，如何以尊重的方式迎接他。这让他更加关爱你
们。 16很高兴我可以对你们怀有充分的信心。

8
1兄弟姐妹们，现在我想让你们知道上帝赐予马其
顿教会的恩典， 2尽管他们遭受了可怕的痛苦，他们
心中仍然满溢着欢喜。尽管他们如此贫困，内心仍
然充满了慷慨。 3我可以作证，他们已力所能及地给
予，甚至超出了他们的能力！ 4他们再三恳求我们，
* 7:11 保罗似乎是指之前提到需要注意的问题，例如第 2 章。
† 7:14 保罗在这封信的这里和其他地方都说到了他夸口的事情。这应该理解为他对自己的骄傲，而不是对其他人的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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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有此殊荣承担上帝之子的侍奉责任，这是他们自
己的选择。 5他们不仅达成了我们对他们的希望，还
按照上帝的旨意将自己献给主，然后献给我们。 6由
于提多率先开始与你们一起工作，所以我们鼓励他回
到你们那里，完成你们这光荣的侍奉职责。

7你们的一切都很丰饶，包括对上帝的信、口才、
灵性知识、彻底的奉献精神和对我们的爱。那么，在
履行这光荣的侍奉职责时，也要展示你们的丰饶。
8我并不是在命令你们这样做，而是通过与其他人进
行比较，证明你们的爱有多么诚挚。* 9你们知道主
耶稣基督的恩典。尽管他非常富足，却为你们选择贫
穷，然后通过他的贫穷，让你们变得富足。 10我向你
们提供一个建议：完成你们已经开始的工作，将对你
们有益。在去年，你们不仅率先慷慨给予，也是率先
产生这种想法。 11现在就去完成你们计划做的事情，
像你们计划的那样热情地完成，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给予。 12只要有意愿，只需要力所能及地给予即可，
而不是给出自己没有的东西。 13这样做不是为了让
其他人更轻松，让你们更受累，而是要大家都均等。
14现在你们很富裕，完全可以满足他们的需要。反过
来，当他们变得富裕，就可以满足你们的需要，这样
就可以公平对待所有人。 15正如经文所记：“拥有太
多之人没有剩余，拥有太少之人并不缺乏。”†

16感谢上帝，他给了提多与我一样的对你的奉献。
17尽管提多愿意按照我们说的做，他去见你们却是他
自己的想法，他已经决定这样做。 18我们还派了一位
兄弟和他同去，此人在传播福音方面的工作，获得了
众教会的称赞。 19不但如此，众教会更指派他作我们
的旅伴，将我们所拥有的慷慨馈赠出去。这样做是为
了主的荣耀，也是为了展示我们渴望帮助其他人的热
切心愿。‡ 20有人批评我们使用这赠礼的方式，对此
* 8:8 大概意味着其他教会，例如马其顿的教会。 † 8:15
这里指的是《出埃及记》16:8 中收集吗哪。 ‡ 8:19
参见《哥林多前书》1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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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进行辩护。 21我们关注的是以正义方式正确行
事，不仅在主的面前，还是要在所有人的面前。 22我
们还派了另一位兄弟与他们同去，他经受住了我们
的多次考验，值得信赖，也非常希望提供帮助。现在
他对你们更有信心，因此也更热切地希望提供帮助。
23如果有人说起提多，我会说他是我的同伴。他为了
你们而与我合作。其他的两位兄弟则是教会的代表，
是基督的荣耀。 24所以，请在众教会面前欢迎他们，
向他们证明你们的爱，证明你们的确值得我们骄傲。

9
1关于为圣徒提供帮助之事，我本不想提及。 2我知
道你们热切地希望提供帮助。我曾向马其顿人称赞你
们，说：“亚该亚人去年已经预备好了。”他们中很
多人都受到你们热心的激励。 3我派了那几位兄弟造
访，就是为了证明你们的确值得我的称赞，让你们可
以按照我所说的准备妥当。 4这是为了防止如果马其
顿人和我一同去你们那里，你们却没有准备好。如果
这项任务失败了，我们会感到非常难堪，更不用说你
们了！ 5所以我才决定让几位兄弟提前造访你们，让
你们提前筹足之前所答应的捐款。这样你们的帮助就
是真正的馈赠，而非勉强而为之。

6我还想提醒你们这一点：种得少就收获少，种得
多就收获的多。 7每个人都要按照自己已经决定的方
式捐赠，不要为难，不必勉强，因为诚心捐赠之人
才会获得上帝的爱。* 8上帝恩典你们一切，让你们
始终富足，所以也就有足够的能力帮助别人。 9正如
经文所说：“他慷慨救济穷人，他的慷慨之情永不
消逝。”† 10上帝为撒种者提供种子，为人类提供食
物。他必将为你们加倍提供种子，让你们的慷慨之情
收获更多。 11你们将万事富足，这样就可以始终慷慨
给予，你们的慷慨将让其他人感谢上帝。 12当你用这
* 9:7 见《箴言》22:8。 † 9:9
引自《诗篇》112:9。在《诗篇》中，指慷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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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方式提供服务，不仅满足了上帝使徒的需求，也让
许多人感谢上帝。 13你们的慷慨彰显了你们的真实
天性，这份慷慨惠及的众人，将因你们的顺从感谢上
帝。因为这体现了你们对基督福音的承诺，彰显出你
们为他们和其他人的慷慨之心。 14他们会用无尽的爱
为你们祈祷，因为上帝通过你们传递他的厚恩。 15感
谢上帝的恩赐，这远非言语所能形容。

10
1我是保罗，当我与你们在一起时，我是“羞涩”
的，但离开你们后，我又是“大胆”的。在此，我亲
自以基督的善良和温柔恳请你们。* 2恳请你们，让我
下一次与你们相处之时，无需再强迫自己变得强硬，
当有人认为我们以凡俗方式行事时，我也无需再壮着
胆子予以回应。 3我们虽然生活在这个世界，但并未
按照俗世的方式战斗。 4我们作战所用的兵器不是属
于这个世界，而是上帝的强大力量，足以摧毁人类思
想的堡垒，消灭误导人类的谬误。 5为了阻挡上帝的
知识，人类用傲慢铸就巍峨高墙，但上帝的力量仍然
会将其推倒。他会制止所有背叛想法，将其转化为对
基督的服从认同。 6我们已经准备好，当你们完全顺
服，就会去惩罚所有不顺从之人。

7看看是什么在盯着你的脸！如果有人认为自己属
于基督，就要再想一想：他属于基督，同样我们也属
于基督。 8尽管我可能略微夸大了我们的权力，但也
不会感到难堪。主赐给我们这样的权力，就是为了成
就你们，而非破坏你们。 9我写信的目的并不是为了
惊吓你们。 10有人说：“他的信严厉又强硬，但他本
人却其貌不扬，不善言辞。” 11说这话的人应该知
道，我们未与你们在一起时，会通过文字表达。我们
与你们在一起时，就会采取行动。 12有的人只考虑自
己，我们不会与之妄加比较。他们用自己衡量自己，
用自己比较自己，这真的很愚蠢。 13但我们不会用
* 10:1 保罗似乎正在处理一些针对他的控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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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衡量的夸张方式自我吹嘘，而是使用上帝赐给我
们的量度，衡量我们的所作所为。这量度也适用于你
们。 14我们这样说，并不是将自己的权力过度延伸到
你们那里，好像我们从未到过你们那里去。事实上，
我们早已将基督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 15我们并未
以无法衡量的夸张方式自吹自擂，将别人的功劳冠在
自己的头上。相反，我们希望随着你们对上帝信仰的
不断增加，为你们所做的工作也能大幅扩展。 16这样
我们就能在你们以外的地点传递福音。对于其他人所
完成的工作，我们不会拿来夸耀。‡ 17“如果你想夸
耀，就夸耀主。”§ 18因为受尊敬的并非自我赞美之
人，而是主所赞美的人。

11
1希望你们容忍我这一点点的蠢笨，其实你们一直
都很容忍我。 2我把你们献给基督，就像把贞洁童女
许配给一个丈夫。所以我对你们感到忧心忡忡，但
这是一种神圣的嫉妒之情。 3我担心你们的思想受到
引诱，不再真诚纯粹地承诺于主，就像蛇用诡计欺骗
了夏娃。 4我担心如果有人来告诉你，除了我所讲述
的耶稣以外，还有另一位耶稣，你们轻而易举地相信
他们，*接受另一个不同的灵，而非你们已经接受的
那一个，或者听取另一个福音，并非你们相信的那一
个。

5我认为自己并不比那些“超级使徒”低等。 6虽然
我不善于辞令，但却了解自己在说什么，我们已经通
过各种方式向你们清楚显明这一点。 7我保持谦卑，
让你们提升，把上帝福音免费传给你们，这样做有罪
吗？ 8为了帮助你们，我接受了其他教会的酬劳，也
† 10:14 保罗说，他来到哥林多时，一直都在其责任范围内传播福音。可能有人会说，科林斯并非属于保罗的责任范围内。
‡ 10:16 保罗不想分析论功领赏的问题，宁愿继续传播福音。
§ 10:17 引自《耶利米书》9:24。 * 11:4
换句话说，他们对以不同方式解释福音的人太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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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是剥削了其他教会。 9我在你们那里时，也曾
遇到需要帮助的时候，但我没有连累任何人，因为从
马其顿前来的信徒们，已经满足了我的需求。我坚决
不成为你们的负担，我从未如此。 10我确认这一点，
就像确认我心灵中的基督真理：在亚该亚一带没有人
能阻止我这样夸赞！ 11为什么？是我不爱你们吗？上
帝知道是这样的。 12我曾做过的事情，未来还要继续
做，防止有人借此机会吹嘘，声称他们的工作和我们
一样。 13这样的人就是假使徒，是不诚实的工人，伪
装†成基督的使徒。 14但不必对之感到惊讶，因为撒
旦也伪装成光明天使， 15所以，如果撒旦的仆役装成
良善的仆役，不必惊讶，但他们最终的解决办法还是
会由其行为所决定。

16让我重复一下：请不要以为我很愚蠢，但如果你
这么想，也要接纳我这愚蠢之人，让我可以稍微夸夸
口。‡ 17我所说的一切并非主会说的，不过是一些愚
蠢的吹嘘。 18有许多人按着世俗的标准夸口，让我也
来夸夸口。 19（你们如此聪慧，竟然乐意容忍愚蠢之
人。）§ 20有人奴役你们，拿走你们的一切、榨干你
们、在你们面前趾高气扬、打你的脸，你也愚蠢地容
忍他们！ 21很遗憾我们太软弱了，无法像他们一样对
待你们。但其他人夸口的所有事情，我们也敢开口。
(在这里我又像个傻瓜一样说话了。)

22他们是希伯来人？我也是。他们是以色列人？我
也是。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也是。 23他们是
基督的仆人？说句狂话，我更是。我受更多的劳苦，
坐过更多的牢狱，受了过量的鞭打，常常有生命的
危险。 24我被犹太人打过五次，每次四十下减去一
下， 25被棍打过三次，被石头打过一次，三次遇着
船坏掉，在深海里漂了一昼一夜， 26多次行远路，遇
着江河的危险、强盗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族的危
† 11:13 原意为“将他们转为。”又见第 14 句。 ‡ 11:16
保罗认为，它也可以像自夸的假信徒那样夸耀自己。 § 11:19
显然这是一种讽刺的说法，尤其是之后的讲述......



哥林多后书 11:27 xv 哥林多后书 12:10

险、*城中的危险、荒野的危险、海上的危险、假兄
弟的危险， 27劳碌辛苦，多次不得睡觉，又饥又渴，
多次缺粮，赤身挨冷。

28除了这些外面的事，还有为各教会挂心的事，天
天压在我的身上。 29有人软弱，我难道不软弱？有人
陷在罪里，我难道不焦急？ 30如果必须夸口，我就夸
自己的弱点。 31主耶稣的父上帝是应当永远受称颂
的，他知道我没有说谎。 32在大马士革，亚里达王手
下的总督把守着大马士革城，要拘捕我， 33我就被人
放在一个大篮子里，从城墙的窗户缒下来，逃脱了他
的控制。

12
1夸口固然无益，却也是必要的。现在我要说说主
的异象和启示。 2我认识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十
四年前被提升到第三重天上去。（是带着身体被提
的呢？我不知道，是离开了身体呢？我也不知道，
只有上帝知道。） 3我认识这个人，（是带着身体被
提升，还是脱离身体提升，我都不知道，只有上帝
知道。） 4他被提升到乐园里去，听见了难以言喻
的话，那是人不可以说的。 5为了这个人，我要夸
口，但为了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没有可
夸的。 6即使我想夸口，也不算愚妄，因为我要说的
是真话。但我闭口不提，免得有人把我看得太高，超
过他在我身上的所见所闻。 7又因为我所得的启示太
大，恐怕会高抬自己，所以就有一根刺加在我的身
上，*让撒旦的差役来攻击我，免得我高抬自己。 8为
了这事，我曾经三次求主，让这根刺离开我。 9他却
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
软弱面前会显得完整。”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
弱，好让基督的能力临到我的身上。 10因此，我因为
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艰难、迫害、困苦为
欢喜，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就在什么时候刚强。
* 11:26 原意为“异教徒。” * 12:7 保罗的身体可能有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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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我成了愚妄的人，是你们逼的。其实你们应该称
赞我，因为我虽然算不得什么，却没有一点比不上那
些“超级使徒”†。 12我在你们中间，以各种忍耐，
用神迹、奇事和大能，作为使徒的凭据。 13除了我
自己没有成为你们的重担以外，你们还有什么比不上
别的教会呢？这一点委屈，请原谅我吧！‡ 14好了，
我打算第三次到你们那里去，这一次也不会成为你
们的重担，因为我所要的不是你们的东西，而是你们
自己。儿女不需要为父母积财，父母却应该为儿女积
财。 15至于我，我甘心乐意为你们的灵魂付上一切，
鞠躬尽瘁。难道我越爱你们，就越得不到你们的爱
吗？ 16好吧，即便如此，我也不是你的负担！也许我
是个狡猾的人，会用诡计来陷害你！ 17我派到你们那
里去的人，我借着谁占过你们的便宜？ 18我劝提多到
你们那里去，又派了那位兄弟一同去。提多占过你们
的便宜吗？我们行事，不是同一个心灵吗？不是同样
的步伐吗？ 19你们一直以为我们是在向你们申辩吗？
我们与基督同在，在上帝面前说话。亲爱的你们，一
切事都是为了成就你们。 20我怕我来的时候，看到你
们不如我的预期，你们见我也不如你们的预期。我怕
有纷争、嫉妒、恼怒、自私、毁谤、谗言、狂傲、混
乱的事。 21怕我再来的时候，我的上帝让我在你们面
前感到羞愧。并且我要为许多从前犯罪的人哀痛，因
为他们行了污秽、奸淫、邪荡的事，却不肯悔改。

13
1这是我第三次到你们那里去，“各样事情必须凭
两三个证人的口，才能确定。”* 2尽管我不在那里，
但还是要再次警告他们，还有你们所有人⸺当我造
访时，会毫不犹豫地对他们采取行动， 3因为你们在
找基督借着我说话的凭据。基督对你们并非软弱，
相反，他对你们是有能力的。 4他因软弱被钉死了，
† 12:11 参见 11:5。 ‡ 12:13
再次声明应被视为具有讽刺意味，又见16段。 * 13:1
引自《申命记》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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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靠着上帝的大能活着。我们在他里面也是软弱的，
但靠着上帝向你们所显的大能，也必与他一同活着。
5你们应当察验自己是不是坚守信仰，也应当考验自
己。难道不晓得基督耶稣就是与你们同在吗？†（除
非你们经不起考验。） 6我盼望你们知晓，我们并非
经不起考验的人。

7我们祈求上帝，让你们不要做什么恶事。这并不
是要显示我们经得起考验，而是要你们行善。至于我
们，就让我们做经不起考验的人好了！ 8我们不能做
什么违背真理的事，只能维护真理。 9当我们软弱、
你们刚强的时候，我们就欢喜。我们所求的，就是要
你们完整。 10因此，我趁着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把
这些话写给你们，这样当我去了你们那里，就不必凭
着主所给我的权力严厉地对待你们。这权力不是为了
拆毁你们，而是要建立你们。

11最后，兄弟姐妹们，你们要欢喜，要圆满，要获
得安慰，要同心，要和睦。这样，恩典赐予平安的上
帝必与你们同在。 12你们要用圣洁的亲吻彼此问安。
13众圣徒问候你们。 14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
慈爱，圣灵的交流，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 13:5 或“与之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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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that in addition to the rules above, revising and adapting God's Word
involves a great responsibility to be true to God's Word. See Revelation
22: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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