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哥林多後書 
（林後 5:1-6:2） 

 

1. 地上與天上的房屋（5:1-10） 

5:1 我們原知道，我們這地上的帳棚若拆毀了，必得上帝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

存的房屋。 

5:2 我們在這帳棚裏歎息，深想得那從天上來的房屋，好像穿上 衣服； 

5:3 倘若穿上，被遇見的時候就不至於赤身了。 

5:4 我們在這帳棚裏歎息勞苦，並非願意脫下這個，乃是願意穿上那個，好叫這必死的被

生命吞滅了。 

5:5 為此，培植我們的就是上帝，他又賜給我們聖靈作憑據 (原文是質)。 

5:6 所以，我們時常坦然無懼，並且曉得我們住在身內，便與主相離。 

5:7 因我們行事為人是憑著信心，不是憑著眼見。 

5:8 我們坦然無懼，是更願意離開身體與主同住。 

5:9 所以，無論是住在身內，離開身外，我們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悅。 

5:10 因為我們眾人必要在基督臺前顯露出來，叫各人按著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惡受報。 

 

1『地上的帳棚若拆毀』 

原文開始有『因為』， 所以是接前章最後一段：4:18原來我們不是顧念所見的原來我們不是顧念所見的原來我們不是顧念所見的原來我們不是顧念所見的，，，，乃是顧乃是顧乃是顧乃是顧

念所不見的念所不見的念所不見的念所不見的；；；；因為所見的是暫時的因為所見的是暫時的因為所見的是暫時的因為所見的是暫時的，，，，所不見的是永遠的所不見的是永遠的所不見的是永遠的所不見的是永遠的。。。。帳棚指我們的身體，乃是可見

的。我們的靈魂是住在我們的身體之中，因此用帳棚來形容我們的身體。帳棚不是永存

的，是隨時會拆除的。正如我們的身體不是永存的，是會朽壞的一樣。因此『地上的帳棚

拆毀』代表我們的生命結束。 

 

『天上永存的房屋』 

就是那復活的身體，乃是現在看不見的。這個身體在林前 15章裡面有很清楚的描述：

15:42-44死人復活也是這樣死人復活也是這樣死人復活也是這樣死人復活也是這樣：：：：所種的是必朽壞的所種的是必朽壞的所種的是必朽壞的所種的是必朽壞的，，，，復活的是不朽壞的復活的是不朽壞的復活的是不朽壞的復活的是不朽壞的；；；；所種的是羞辱的所種的是羞辱的所種的是羞辱的所種的是羞辱的，，，，

復活的是榮耀的復活的是榮耀的復活的是榮耀的復活的是榮耀的；；；；所種的是軟弱的所種的是軟弱的所種的是軟弱的所種的是軟弱的，，，，復活的是強壯的復活的是強壯的復活的是強壯的復活的是強壯的；；；；所種的是血氣的身體所種的是血氣的身體所種的是血氣的身體所種的是血氣的身體，，，，復活的是復活的是復活的是復活的是

靈性的身體靈性的身體靈性的身體靈性的身體。。。。15:53這必朽壞的總要變成這必朽壞的總要變成這必朽壞的總要變成這必朽壞的總要變成不朽壞的不朽壞的不朽壞的不朽壞的，，，，這必死的總要變成不死的這必死的總要變成不死的這必死的總要變成不死的這必死的總要變成不死的。。。。這個身體

永遠不會朽壞，不會衰殘，乃是和復活的基督那榮耀的身體相似。 

 

2『在這帳棚裏歎息（groan）』 

嘆息也可翻成呻吟。參羅羅羅羅 8:23『『『『不但如此不但如此不但如此不但如此，，，，就是我們這有就是我們這有就是我們這有就是我們這有聖靈初結果子的聖靈初結果子的聖靈初結果子的聖靈初結果子的，，，，也是自己心也是自己心也是自己心也是自己心

裏歎息裏歎息裏歎息裏歎息，，，，等候得等候得等候得等候得著著著著兒子的名分兒子的名分兒子的名分兒子的名分，，，，乃是我們的身體得贖乃是我們的身體得贖乃是我們的身體得贖乃是我們的身體得贖。。。。』』』』我們現在的身體乃是一個被罪

污染破壞的身體，是一個『立志為善由得我立志為善由得我立志為善由得我立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只是行出來由不得只是行出來由不得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我我我』的身體（羅

7:18）。難怪保羅要呼喊說：『我真是苦啊我真是苦啊我真是苦啊我真是苦啊！！！！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呢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呢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呢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呢？？？？』（羅

7:24） 

 

3『赤身』 



亞當夏娃犯罪之後第一件事就是拿無花果樹的葉子為自己編做裙子，從此赤身就成為一種

羞恥。如果我們得到了一個復活的身體，在神面前就不至於羞恥了。反過來說，若沒有一

個復活的身體，不管人看來多好，在神面前總是羞恥的。 

 

4『脫下[這個]（unclothe）…穿上[那個]（clothe）』 

原文沒有『這個』和『那個』。在『並非』之前原文有『因為』。意即我們現在之所以在

這個身體裡呻吟勞苦，乃是因為我們並不是要撇下這個身體，而是深切盼望能夠穿上一個

榮耀的身體，即會朽壞的肉身被復活的身體取代了。正是呼應第二節所說的。 

 

5『為此（now），培植我們（prepare/fashion us for this very purpose）』 

原文的『為此』不是 because of this， 而是 now。『培植我們』就是裝備塑造我們使我們

將來能夠得到這個復活的身體。我們崇拜，查經，上主日學，團契，見證，傳福音，甚至

受逼迫，都是這培植的一部分。 

 

『聖靈作憑據』 

參弗弗弗弗 1:14 這聖靈是我們得基業的憑據這聖靈是我們得基業的憑據這聖靈是我們得基業的憑據這聖靈是我們得基業的憑據(原文是質原文是質原文是質原文是質)，，，，直等到直等到直等到直等到 上帝之民上帝之民上帝之民上帝之民(民民民民：：：：原文是產業原文是產業原文是產業原文是產業)被被被被

贖贖贖贖，，，，使他的榮耀得使他的榮耀得使他的榮耀得使他的榮耀得著著著著稱讚稱讚稱讚稱讚。。。。憑據就是首付（down payment），或是抵押品。意即如果神反

悔，不將祂的應許（復活）給我們，我們就可以將聖靈扣留。還有什麼比聖靈更寶貴的東

西呢？ 

 

6『坦然無懼（being of courage, being confident）』 

我們有這樣的應許，又有這樣的憑據，我們就有信心這應許一定能成就，面對環境的危難

也有勇氣能夠站立得穩。 

 

『住在身內（at home in the body），便與主相離（away from the Lord）』 

第二節說過，我們的身體被罪污染破壞，因此不能承受神的國（林前 15:50）。只要我們

還在這個身體活著，就無法身心靈都真正與神親近。 

 

7『是憑著信心，不是憑著眼見（sight）』 

『眼見』對應前面所說的『住在身內』，就是我們肉眼所見的。憑著肉眼我們無法看見主

（與主相離），只有靠著信心才能看見。肉眼只能看見事物的表面，看見眼前；只有透過

信心藉著聖靈才能看見事物的本質，看見將來的盼望。基督徒的行事為人也應該如此，看

重將來的勝過眼前的。參 4:18 原來我們不是原來我們不是原來我們不是原來我們不是顧念所見的顧念所見的顧念所見的顧念所見的，，，，乃是顧念所不見的乃是顧念所不見的乃是顧念所不見的乃是顧念所不見的；；；；因為所見因為所見因為所見因為所見

的是暫時的的是暫時的的是暫時的的是暫時的，，，，所不見的是永遠的所不見的是永遠的所不見的是永遠的所不見的是永遠的。。。。另參希伯來書對信心的定義：11:1信就是所望之事的信就是所望之事的信就是所望之事的信就是所望之事的

實底實底實底實底，，，，是是是是未見之事未見之事未見之事未見之事的確據的確據的確據的確據。。。。信心和眼見是永遠相對立的。 

 

8『離開身體（away from the body）與主同住』 

與第 6節對應，再次提到坦然無懼。基督徒越是成熟，越是對罪厭惡，就越是想要脫離這

個取死的身體。參腓腓腓腓 1:23 我正在兩難之間我正在兩難之間我正在兩難之間我正在兩難之間，，，，情願離世與基督同在情願離世與基督同在情願離世與基督同在情願離世與基督同在，，，，因為這是好得無比因為這是好得無比因為這是好得無比因為這是好得無比

的的的的。。。。 

 

9『立了志向（make it our goal），要得主的喜悅』 



保羅的志向只有一個，就是討主的喜悅—不論是活在這個身體中，還是已經離世。這也是

我們每一個基督徒的心志才對。小孩如何討父母的喜悅？最簡單的就是聽父母的話。我們

也是一樣，只要專心遵行神的道，必定蒙神悅納。參撒上撒上撒上撒上 15:22 撒母耳撒母耳撒母耳撒母耳說說說說：：：： 耶和華喜悅耶和華喜悅耶和華喜悅耶和華喜悅

燔祭和燔祭和燔祭和燔祭和平安祭平安祭平安祭平安祭，，，，豈如喜悅人聽從他的話呢豈如喜悅人聽從他的話呢豈如喜悅人聽從他的話呢豈如喜悅人聽從他的話呢？？？？聽命勝於獻祭聽命勝於獻祭聽命勝於獻祭聽命勝於獻祭；；；；順從勝於公羊的脂油順從勝於公羊的脂油順從勝於公羊的脂油順從勝於公羊的脂油。。。。 

 

10『基督臺前（judgment seat of Christ）』 

就是基督審判的寶座前。這是指基督徒的審判。當基督再來的時候，如果我們已經死了，

就會與基督一起降臨；如果還存活，就要被提在空中與主相遇。然後就要按著在世所行的

（things done while in the body）受審判。這個審判乃是父親對兒子是否聽命的審判，而不

是法官對罪犯決定生死的審判。以後到千禧年結束的時候就有一個白色大寶座的審判，乃

是對萬國萬民的。參彼前彼前彼前彼前 4:17 因為時候到了因為時候到了因為時候到了因為時候到了，，，，審判要從上帝的家起首審判要從上帝的家起首審判要從上帝的家起首審判要從上帝的家起首。。。。林前林前林前林前 3:12-15若有若有若有若有

人用金人用金人用金人用金、、、、銀銀銀銀、、、、寶石寶石寶石寶石、、、、草木草木草木草木、、、、禾禾禾禾秸秸秸秸在這根基上建造在這根基上建造在這根基上建造在這根基上建造，，，，各各各各人人人人的工程必然顯露的工程必然顯露的工程必然顯露的工程必然顯露，，，，因為那日子要因為那日子要因為那日子要因為那日子要

將它將它將它將它表明出來表明出來表明出來表明出來，，，，有火發現有火發現有火發現有火發現；；；；這火要試驗各人的工程怎樣這火要試驗各人的工程怎樣這火要試驗各人的工程怎樣這火要試驗各人的工程怎樣。。。。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

存得住存得住存得住存得住，，，，他就要得賞賜他就要得賞賜他就要得賞賜他就要得賞賜。。。。人的工程若被燒了人的工程若被燒了人的工程若被燒了人的工程若被燒了，，，，他就要受虧損他就要受虧損他就要受虧損他就要受虧損，，，，自己卻要得救自己卻要得救自己卻要得救自己卻要得救；；；；雖然得雖然得雖然得雖然得

救救救救，，，，乃像從火裏經過的乃像從火裏經過的乃像從火裏經過的乃像從火裏經過的一樣一樣一樣一樣。。。。啟啟啟啟 20:12我又看見死了的人我又看見死了的人我又看見死了的人我又看見死了的人，，，，無論大小無論大小無論大小無論大小，，，，都站在寶座前都站在寶座前都站在寶座前都站在寶座前。。。。案案案案

卷展開了卷展開了卷展開了卷展開了，，，，並且另有一卷展開並且另有一卷展開並且另有一卷展開並且另有一卷展開，，，，就是生命冊就是生命冊就是生命冊就是生命冊。。。。死了的人都憑死了的人都憑死了的人都憑死了的人都憑著著著著這些案卷所記載的這些案卷所記載的這些案卷所記載的這些案卷所記載的，，，，照他照他照他照他

們所行的受審判們所行的受審判們所行的受審判們所行的受審判。。。。 

 

地上的帳棚是什麼？拆毀是什麼意思？保羅為什麼用帳棚來形容？ 

天上的房屋是什麼？和地上的帳棚主要的區別在哪裡？ 

為什麼地上的帳棚拆毀了之後必得天上的房屋？我有這樣的信心和盼望嗎？ 

我們為什麼在這帳棚裏歎息？你曾經如此嘆息嗎？ 

赤身是什麼意思？我們怎樣才能在神面前不赤身？ 

我也像保羅一樣深願穿上那天上的房屋嗎？ 

培植我們是什麼意思？我願意受到這樣的培植嗎？ 

憑據是什麼意思？神以聖靈為憑據有什麼重要性？ 

住在身內是什麼意思？為什麼住在身內便與主相離？ 

信心的定義是什麼？信心和眼見的區別在哪裡？ 

我在神面前有什麼志向嗎？我們要怎樣才能討神的喜悅呢？ 

基督臺前是什麼意思？我們什麼時候要站在這臺前？ 

如果到時我的行為被神判為不好，是否會失去救恩？為什麼？ 

 

2. 勸人與神和好的職分（5:11-6:2） 

5:11 我們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勸人。但我們在上帝面前是顯明的，盼望在你們的良

心裏也是顯明的。 

5:12 我們不是向你們再舉薦自己，乃是叫你們因我們有可誇之處，好對那憑外貌不憑內

心誇口的人，有言可答。 

5:13 我們若果顛狂，是為上帝；若果謹守，是為你們。 

5:14 原來基督的愛激勵我們；因我們想，一人既替眾人死，眾人就都死了； 



5:15 並且他替眾人死，是叫那些活著的人不再為自己活，乃為替他們死而復活的主活。 

5:16 所以，我們從今以後，不憑著外貌(原文是肉體；本節同)認人了。雖然憑著外貌認過

基督，如今卻不再 這樣認他了。 

5:17 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 

5:18 一切都是出於上帝；他藉著基督使我們與他和好，又將勸人與他和好的職分賜給我

們。 

5:19 這就是上帝在基督裏，叫世人與自己和好，不將他們的過犯歸到他們身上，並且將

這和好的道理託付了我們。 

5:20 所以，我們作基督的使者，就好像上帝藉我們勸你們一般。我們替基督求你們與上

帝和好。 

5:21 上帝使那無罪 (原文是不知罪) 的，替我們成為罪，好叫我們在他裏面成為上帝的

義。 

6:1 我們與上帝同工的，也勸你們不可徒受他的恩典。 

6:2 因為他說：「在悅納的時候，我應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哪，現

在正是悅納的時候！現在正是拯救的日子。 

 

11『知道主是可畏的（know what it is to fear the Lord），所以勸人』 

主是完全聖潔公義，不能容忍任何罪惡。將來的審判就是基於主的聖潔公義，所有不聖潔

公義的人都要滅亡。既然知道這事，怎能不敬畏（懼怕）主呢？如果我們對主，對主的事

不敬畏（輕忽隨便），恐怕我們還不認識祂。我們若知道聖潔的主不能容忍罪惡，就必醒

悟到傳福音的急迫（勸 persuade人信主），因為若不信靠耶穌，所有的人都要滅亡。同

時也會勸信徒過一個聖潔的生活，好在世上榮耀神。 

 

『在上帝面前是顯明的（plain to God）』 

保羅不但在言語上勸人，在生活上也實際行出來。他可以坦然的說他的一切所言所行都是

敞開在神面前，所以神可以為他作證。他也希望他在哥林多信徒的良心裡也是這樣的顯

明，而不是嘴上說一套，背地裡又是另一套。 

 

12『我們不是向你們再舉薦自己』 

保羅再次強調他不是要高抬自己，他只是告訴他們真實的情況而已。參林後林後林後林後 3:1 我們豈是我們豈是我們豈是我們豈是

又舉薦自己嗎又舉薦自己嗎又舉薦自己嗎又舉薦自己嗎？？？？。 

 

『憑外貌不憑內心誇口』 

就是那些假教師，假先知。他們表裡不一，口是心非。外貌光鮮，口舌便給，很容易博得

人的好感和稱讚。他們毀謗侮辱保羅，說他不是使徒，是騙子。保羅因此用自己的見證告

訴哥林多信徒，將來再碰到這情況的時候可以怎樣應對。 
 

13『顛狂（out of our mind）…謹守（in our right mind）』 

保羅（或是其他的使徒們）為了神的道可以不顧一切。他們甘願忍受各樣的逼迫侮辱甚至

犧牲生命來傳講神的道，在人看來好像瘋狂了一樣。參徒徒徒徒 26:24保羅保羅保羅保羅這樣分訴這樣分訴這樣分訴這樣分訴，，，，非斯都非斯都非斯都非斯都大大大大

聲說聲說聲說聲說：「：「：「：「保羅保羅保羅保羅，，，，你癲狂你癲狂你癲狂你癲狂了了了了吧吧吧吧。。。。你你你你的的的的學問太學問太學問太學問太大大大大，，，，反叫反叫反叫反叫你癲狂了你癲狂了你癲狂了你癲狂了！！！！」」」」而在人面前，保羅的生



活卻是謹言慎行，聖潔公義，不給仇敵留下任何的把柄，使他可以對別人說『在你們的良

心裏也是顯明的』。 

 

14『基督的愛激勵我們（Christ’s love compels/controls us）』 

14節原文一開始有一個『因為』。換句話說，14節乃是解釋 13節，為什麼他會癲狂和謹

守。因為基督的愛激勵/掌控了他，使他有這樣的表現。如果我們今天也經歷了這樣的

愛，我們也會有保羅這樣的表現。 

 
14-15『一人，眾人』 

一人自然是指著基督。基督不但是為我們死，也是替我們死。更深一層來說，當我們接受

基督為主的時候，我們就與基督同釘十字架了。我們乃是與基督同死，同埋，同復活。參

羅羅羅羅 6:5 我們若在他死的我們若在他死的我們若在他死的我們若在他死的形狀形狀形狀形狀上與他上與他上與他上與他聯合聯合聯合聯合，，，，也要在他復活的也要在他復活的也要在他復活的也要在他復活的形狀形狀形狀形狀上與他上與他上與他上與他聯聯聯聯合合合合。。。。所以當基督死

在十字架上的時候，所有的信徒都與祂一起死了。 

 

『不再為自己活，乃為替他們死而復活的主活』 

我們既然與基督同死了，又與基督同復活了，就沒有理由再為自己活，因為我們的生命已

經不屬於我們自己了。我們乃是神的奴僕，因此理當為神而活。參羅羅羅羅 6:22但現但現但現但現今今今今你們你們你們你們既既既既

從從從從罪罪罪罪裏得了裏得了裏得了裏得了釋放釋放釋放釋放，，，，作作作作了上帝的了上帝的了上帝的了上帝的奴僕奴僕奴僕奴僕，，，，就有成聖的果子就有成聖的果子就有成聖的果子就有成聖的果子，，，，那結那結那結那結局局局局就是永生就是永生就是永生就是永生。。。。 

 

16『憑著外貌（原文是肉體 flesh）認人』 

肉體（外貌）不僅僅是身體的表面，也是指一個人的言行舉止，身份地位，即世界的標

準。我們通常都是憑著外貌認人，所以當時的人是憑著外貌認基督，甚至連門徒在主復活

之前也是憑著外貌認基督。然而當我們與基督一起復活後就不再憑著外貌認祂了。我們乃

是憑著聖靈，按著聖經來認祂。只有符合聖經教導的才是對基督正確的認識。 

 

17『新造的人（new creation）』 

有人說神最主要的兩個作為就是創造和救贖。有些解經學家根據本節經文認為甚至連救贖

都是創造的一種，因為所有蒙救贖的人都是一個新的創造，因為我們都得到了一個新生

命。這個新生命不再受舊事的捆綁（舊事已過），而是要在神面前活出新的樣式來（都變

成新的了）。 

 

18-19『一切都是出於上帝…和好』 

創造和救贖都是出於神，救贖的一個結果就是我們可以與神和好。祂先差遣主耶穌來到世

上除去我們的罪，使我們與祂和好；然後將這傳福音的責任托付給使徒和後來的門徒們。

所以傳福音是我們的責任，要盡力勸人與神和好。 

 

20『勸（making an appeal）你們…求（beg）你們與上帝和好』 

不管是神勸，還是使徒求，都表明了神是何等的渴望人與祂和好。人若與神為敵（西西西西

1:21你們從前與上帝你們從前與上帝你們從前與上帝你們從前與上帝隔絕隔絕隔絕隔絕，，，，因因因因著著著著惡惡惡惡行行行行，，，，心裏心裏心裏心裏與他為與他為與他為與他為敵敵敵敵），最終的結局就是永遠的滅亡。

神愛世人，不願意人滅亡，就差遣獨生子耶穌基督降世為人，拯救我們。只要相信接受基

督，就能得救，與神和好。這是神的心意，也是我們傳福音的內容。 

 



21『無罪 (原文是不知罪) 的，替我們成為罪』 

基督不但沒有犯過罪，祂甚至不知道罪是什麼。這樣一個完全聖潔的人卻為我們成為

『罪』，意即我們眾人所有的罪孽都放在祂身上，接受了神的審判和刑罰，這是何等大的

痛苦。因著祂的承擔，使我們能夠在神面前稱義。又因著祂的復活，使我們得到一個新生

命，可以彰顯出神的義來（成為上帝的義）。 

 

6:1『徒受他的恩典（receive God’s grace in vain）』 

就是使這個恩典沒有發生功用。我們既然蒙了這麼大的恩典，就應該將它彰顯出來。什麼

恩典呢？ 

 

2『應允（heard）…搭救（help）…現在正是（now is）悅納的時候…拯救的日子』 

這個恩典就是本節所說的應允和搭救。而且這個悅納和拯救現在還在進行中，不但是對那

些未信的人，也是對我們這些已信的人，因為神的恩典是一直與我們同在的。在接下來的

3-10節中我們可以看到這恩典如何在保羅的生命中發生功用。 

 

主為什麼可畏？我們真知道主可畏嗎？一個真敬畏主的人會有什麼行動？ 

我們在人前是顯明的嗎？我們人前人後的表現是一致的嗎？ 

什麼人是憑外貌不憑內心誇口？我平常都誇口什麼？ 

我曾經為主癲狂嗎？我在生活中是謹言慎行嗎？ 

我曾經被主的愛激勵過嗎？有什麼表現？ 

為什麼基督為眾人死，眾人就都死了？我今天是為誰而活？ 

我如何衡量一個人？我如何決定一個人是否成功？我應當如何認識一個人？ 

你覺得神最大的作為是什麼？創造和救贖有什麼關係？ 

我是一個新造的人嗎？我得救之前和之後有什麼區別？ 

人為什麼需要與神和好？不和好會有什麼結果？ 

人憑著自己能夠與神和好嗎？如何才能與神真正和好？ 

明白不和好的結果是否會激勵我努力去傳福音？ 

我們受了神的哪些恩典？我們將這些恩典彰顯出來了嗎？ 

今天的查經對我有什麼幫助？我願意在哪些方面有所改進？ 



 

NIV NASB 
5:1

For we know that if the earthly tent we 

live in is destroyed, we have a building 

from God, an eternal house in heaven, not 

built by human hands.  
2 

Meanwhile we groan, longing to be 

clothed instead with our heavenly 

dwelling,  
3 

because when we are clothed, we will not 

be found naked.  
4 

For while we are in this tent, we 

groan and are burdened, because we do not 

wish to be unclothed but to be clothed 

instead with our heavenly dwelling, so that 

what is mortal may be swallowed up by 

life.  
5 

Now the one who has fashioned us for 

this very purpose is God, who has given us 

the Spirit as a deposit, guaranteeing what is 

to come. 
6 

Therefore we are always confident and 

know that as long as we are at home in the 

body we are away from the Lord.  
7 

For we live by faith, not by sight.  
8 

We are confident, I say, and would prefer 

to be away from the body and at home with 

the Lord.  
9 

So we make it our goal to please 

him, whether we are at home in the body or 

away from it.  
10 

For we must all appear before the 

judgment seat of Christ, so that each of us 

may receive what is due us for the things 

done while in the body, whether good or 

bad. 
11 

Since, then, we know what it is to fear 

the Lord, we try to persuade others. What 

we are is plain to God, and I hope it is also 

plain to your conscience.  
12 

We are not trying to commend ourselves 

to you again, but are giving you an 

opportunity to take pride in us, so that you 

can answer those who take pride in what is 

seen rather than in what is in the heart.  
13 

If we are “out of our mind,” as some say, 

it is for God; if we are in our right mind, it 

5:1
For we know that if the earthly

[a] 
tent which is 

our house is torn down, we have a building from 

God, a house not made with hands, eternal in the 

heavens.  
2 

For indeed in this house we groan, longing to 

be clothed with our dwelling from heaven,  
3 

inasmuch as we, having put it on, will not be 

found naked.  
4 

For indeed while we are in this tent, we groan, 

being burdened, because we do not want to be 

unclothed but to be clothed, so that what is mortal 

will be swallowed up by life. 
5 

Now He who prepared us for this very purpose 

is God, who gave to us the Spirit as a 
[b]

pledge. 
6 

Therefore, being always of good courage, and 

knowing that while we are at home in the body 

we are absent from the Lord—  
7 

for we walk by faith, not by 
[c]

sight—  
8 

we are of good courage, I say, and prefer rather 

to be absent from the body and to be at home with 

the Lord.  
9 

Therefore we also have as our ambition, whether 

at home or absent, to be pleasing to Him.  
10 

For we must all appear before the judgment 

seat of Christ, so that each one may be 

recompensed for 
[d]

his deeds in the body, 

according to what he has done, whether good or 

bad. 
11 

Therefore, knowing the fear of the Lord, we 

persuade men, but we are made manifest to God; 

and I hope that we are made manifest also in your 

consciences. 
12 

We are not again commending ourselves to you 

but are giving you an occasion to be proud of us, 

so that you will have an answer for those who 

take pride in appearance and not in heart.  
13 

For if we 
[e]

are beside ourselves, it is for God; if 

we are of sound mind, it is for you.  
14 

For the love of Christ controls us, having 

concluded this, that one died for all, therefore all 

died;  
15 

and He died for all, so that they who live might 

no longer live for themselves, but for Him who 

died and rose again on their behalf. 
16 

Therefore from now on we recognize no 



is for you.  
14 

For Christ’s love compels us, because we 

are convinced that one died for all, and 

therefore all died. 
15 

And he died for all, that those who live 

should no longer live for themselves but for 

him who died for them and was raised 

again. 
16 

So from now on we regard no one from a 

worldly point of view. Though we once 

regarded Christ in this way, we do so no 

longer.  
17 

Therefore, if anyone is in Christ, the new 

creation has come: The old has gone, the 

new is here!  
18 

All this is from God, who reconciled us 

to himself through Christ and gave us the 

ministry of reconciliation:  
19 

that God was reconciling the world to 

himself in Christ, not counting people’s 

sins against them. And he has committed to 

us the message of reconciliation.  
20 

We are therefore Christ’s 

ambassadors, as though God were making 

his appeal through us. We implore you on 

Christ’s behalf: Be reconciled to God.  
21 

God made him who had no sin to be 

sin for us, so that in him we might become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6:1

As God’s co-workers we urge you not to 

receive God’s grace in vain.  
2 

For he says, “In the time of my favor I 

heard you, and in the day of salvation I 

helped you.” I tell you, now is the time of 

God’s favor, now is the day of salvation. 

2 Corinthians 5:17 Or Christ, that person is 

a new creation 

2 Corinthians 5:21 Or be a sin offering 

2 Corinthians 6:2 Isaiah 49:8 

one 
[f]

according to the flesh; even though we have 

known Christ 
[g]

according to the flesh, yet now 

we know Him in this way no longer.  
17 

Therefore if anyone is in Christ, 
[h]

he is a new 

creature; the old things passed away; behold, new 

things have come.  
18 

Now all these things are from God, who 

reconciled us to Himself through Christ and gave 

us the ministry of reconciliation,  
19 

namely, that God was in Christ reconciling the 

world to Himself, not counting their trespasses 

against them, and 
[i]

He has 
[j]

committed to us the 

word of reconciliation. 
20 

Therefore, we are ambassadors for Christ, as 

though God were making an appeal through us; 

we beg you on behalf of Christ, be reconciled to 

God.  
21 

He made Him who knew no sin to be sin on our 

behalf, so that we might become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in Him. 
6:1

And working together with Him, we also urge 

you not to receive the grace of God in vain—  
2 

for He says, 

“AT THE ACCEPTABLE TIME I LISTENED TO YOU, 

AND ON THE DAY OF SALVATION I HELPED YOU.” 

Behold, now is “THE ACCEPTABLE TIME,” behold, 

now is “THE DAY OF SALVATION”. 

2 Corinthians 5:1 Lit our earthly house of the tent 

2 Corinthians 5:5 Or down payment 

2 Corinthians 5:7 Or appearance 

2 Corinthians 5:10 Lit the things through the 

body 

2 Corinthians 5:13 Lit were 

2 Corinthians 5:16 I.e. by what he is in the flesh 

2 Corinthians 5:16 I.e. by what he is in the flesh 

2 Corinthians 5:17 Or there is a new creation 

2 Corinthians 5:19 Lit having 

2 Corinthians 5:19 Lit placed in 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