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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光的事奉荣光的事奉 林后三7 - 18

二14-16、四1-6保罗针对特定的人在讲话，

两段当中夹了 第三章，

可能也是在对这群特定的人说话。

这段所讲的重点，不是新旧约的比较，比较
新旧约的差别是这段当中的一部分，

主要的是在突显出保罗的事奉是荣光的事奉。

在前面 二14-17保罗好像在为自己写一封推荐函，

以当时流行所谓推荐信，

把自己和哥林多教会反对他的人作一个对照

但三1立刻排除了这个误解 -
保罗不是吹捧自己、

忙着把自己摆在别人的面前，

让别人来肯定他

荐信，或它的动词「举荐」，是保罗也蛮爱用的一个语词，

单单在 哥林多后书就用了九次单单在 哥林多后书就用了九次。

保罗不是反对写推荐函这个习惯，

他自己也是给人写荐信的他自己也是给人写荐信的，

罗十六1-2 保罗就举荐了当时坚革哩教会的女执事非比，

他也将这封给罗马教会的信请非比姐妹带去。他也将这封给罗马教会的信请非比姐妹带去。

保罗不是反对写推荐函，他反对的是-
像从耶路撒冷来的那些人 拿了一封推荐信像从耶路撒冷来的那些人，拿了 封推荐信，

就觉得自己高人一等、甚至就质疑中伤别人。

保罗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指出 -保罗从这样的 个角度指出

 如果是在这样的动机之下的推荐函，

其实完全不能证明什么

真正的一封推荐函，

不是人用墨来写的，

而是圣灵写在人的心中，才是有效的荐信

就好像今天有一些毕业生要出国深造、应征某职位，

对方希望他能够拿出推荐函对方希望他能够拿出推荐函，

他就请他的教授、请熟识他的人，

来帮他写一封推荐信来帮他写一封推荐信，

推荐信里面通常是写出被推荐者的特质、才干，

能够熟识、熟悉什么样的技巧、能力。能够熟识、熟悉什么样的技巧、能力。

但是如果要求别人帮他写推荐函的本人，

实在没有什么能力跟才干、作人上有所缺欠，实在没有什么能力跟才干、作人上有所缺欠，

他所拜托要帮他写推荐函的人，

其实是有一点为难的。

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

 真正要显出教会的能力的，不是在一封信真

 真正保罗用心在牧会、

以及关怀弟兄姐妹身上所做的事，

就是他最真实的一个推荐函！



保罗所强调的不是他自己多有能力，

说 切是因基督 切是在神面前他说：一切是因基督、一切是在神面前，
这是十分宝贵的，

也就是我们的动机不是暧昧隐藏的也就是我们的动机不是暧昧隐藏的、

乃是可以表现、呈现在众人的面前的。

因此 保罗以同样的理由来开始下 段的论述因此，保罗以同样的理由来开始下一段的论述 -
 透过基督、也是在神面前，他来履行使徒的职分
 不只是这个职分的范围 更是作使徒的态度 不只是这个职分的范围，更是作使徒的态度
这是与保罗的信心非常有关系的。

三7 11所谓新旧的执事三7-11所谓新旧的执事，

执事，事实上也就是仆役、仆人
保罗借着这两种执事来说明保罗借着这两种执事来说明

信徒今天的地位、

以及我们所当看重的、所当追求的我 所 看重 、所 追求

三7-11有一个保罗需要处理的问题 -
既然福音是这么好 那为什么犹太人不信呢？既然福音是这么好，那为什么犹太人不信呢？

所做的对照，就是恩典和律法的对比。

三14 18他继续处理三14-18他继续处理 –
如果他们信了又会是怎么样呢？

7 11有非常清楚的对照：7-11有非常清楚的对照：

新约的职事，

也就是以新约为根据而得着的职分也就是以新约为根据而得着的职分，

 是圣灵的职事、也就是属灵的职事

 不是凭着字句、也就是作新约的仆人， 不是凭着字句、也就是作新约的仆人，

他是靠着圣灵的
这样的一个仆人、这样的一个事奉，

是叫人活的职事、属生命的职事、

大有荣光的职事、长存的职事，

也就是不会废去！

三7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职事尚且有荣光，
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 不能定睛看他的脸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

这荣光原是渐渐退去的。

背景是 出卅四29-35

所谓旧约的职事，

就是以律法为根据的职事，

是凭着字句刻在石版上的所定的职事，

是定罪的 事 是属 的 事是定罪的职事、是属死的职事、

是渐渐失去荣光的职事、是要废掉的职事。

所谓的字句就是诫命 用字刻在 头上的律法所谓的字句就是诫命，用字刻在石头上的律法，

保罗就在解答：

什么叫以字句为特质的工作？ 什么叫以字句为特质的工作？

 为什么保罗现在是靠着圣灵来使人得生的，

这样的一个工作 他以此为傲！这样的一个工作，他以此为傲！

三7b这荣光原是渐渐退去的。

解是保罗读旧约的理解，「退去」在第三章 出现了四次，

有时用退去、或废掉，在 7、11、13、14，都是关键的用词。

这段的经文在结构上也呈现着平行的对比，

用来论证新约的工作有更大的荣光-

7 属死的职事

9 定罪的职事

08属灵的职事
09称义的职事

10 已有的荣光
11 废掉的

10更大的荣光、极大的荣光
11长存的

相对

所以读经，如果多注意一点

所谓的对比的字词所谓的对比的字词、

在经文当中前后的、上下的文脉，

在了解意思上应该会更深入 些在了解意思上应该会更深入一些。



09因为若是定罪的职事有荣光，那称义的职事荣光就越发大了。
因为那从前有荣光的 因这极大的荣光就算不得有荣光了10因为那从前有荣光的，因这极大的荣光就算不得有荣光了；

11因为若那废掉的有荣光，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
证明

8何况那属灵的职事岂不更有荣光吗？
证明

主题 作新约的仆役 执事 更有荣光主题：作新约的仆役、执事，更有荣光。
保罗这个思路是一直连续下来的，

继续前面的主题 对自己的福音事工有绝对的把握继续前面的主题、对自己的福音事工有绝对的把握。

弟兄姐妹，当我们在服事的时候，是不是对我们所事奉的
 不论是永生上帝 真正的爱我们的主有把握 不论是永生上帝、真正的爱我们的主有把握

 对主所呼召要我们去服事的事工，也是这样的有把握

这是多么好的一件事！这是多么好的 件事！

所以保罗在服事态度上就十分的坚持，

甚至有时有人觉得他太自信 太自夸了甚至有时有人觉得他太自信、太自夸了，

对他有一些误解。

但不是这样的，

乃是因为保罗对神的呼召让他作外邦的使徒

我们 基督 所以在神 前才有这样的信心

乃是因为保罗对神的呼召让他作外邦的使徒，

他对于服事的事工极其的有负担、有把握…

三4我们因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

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

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

 保罗非常有自信，所谓自信、信心，因为是从神而来

然后他反而借着这样的信心、把握，跟谁对照？

跟那些到处拿着荐信、到处自夸，强调

借着律法可以得救、传另类所谓福音，

当然那不是真正的福音

清楚的对他反而跟这些人来作一个清楚的对照，

盼望哥林多的信徒能够分享

他对福音的那 份信仰 还有坚持他对福音的那一份信仰、还有坚持。

三12-18保罗进一步的发展 4-11新旧约事工的比较，

背景仍然是 出卅四摩西蒙脸的事件背景仍然是 出卅四摩西蒙脸的事件：

摩西到神那里回来之后，脸上充满着荣光，

以色列人因为不信 拜了金牛犊以色列人因为不信、拜了金牛犊

摩西第二次从山下上来、再次领受法版，

他下山时面带荣光，以色列人看到害怕，他下山时面带荣光，以色列人看到害怕，

所以摩西就用帕子把他的脸蒙上来

但是他进到会幕的时候，就是与神面对面但是他进到会幕的时候， 是与神 对

保罗是用这样的一个背景，

来指出摩西那个时代的这样一个事件。

事实上，也是保罗时代以色列人的一个悲剧，

 在他祖先、在出埃及记那个世代，以色列人是这样的光景

到保罗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还是一样-
以色列人、犹太人因为不信，

以致于他们看不见基督福音的荣光

保罗就指出 - 在主里面、在基督里面，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悔改归向神的人 在保罗时代比旧约的以色列人更有福悔改归向神的人，在保罗时代比旧约的以色列人更有福，

 可以像摩西一样，进入会幕、直接见到主
基督已经为我们开了又新又活的一条路基督已经为我们开了又新又活的 条路，

只要你接受、悔改，就能够体验圣灵改变生命的工作，

脸上也可以反映出真神的荣光脸上也可以反映出真神的荣光

因此传福音的人，就像保罗这样，有绝对的把握大胆传扬。

保罗在这一段为所传的福音辩解保罗在这 段为所传的福音辩解，

真正的目的是希望哥林多信徒了解 –
他们现在在新约的世代，所领受的福分，他们现在在新约的世代，所领受的福分，

能够领受、看重、宝贵保罗所传的福音，

因着福音，也能够接纳保罗纳 罗
 他们就不受假教师的欺骗、

就可以有保罗那种胆识，

而且在生命当中可以反映出主的荣美



保罗在这里有意的把新约的基督徒、

还有当时不信的那些犹太人来作对照 只要信还有当时不信的那些犹太人来作对照 -只要信，

 就可以像摩西当年一样与神面对面、反映出神的荣光

 指出了一条明路 基督已经为我们所开的一条新路 指出了一条明路，基督已经为我们所开的一条新路，

因为现在脸上的帕子已经除去了…

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 就大胆讲说三12-13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胆讲说，
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

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将废者的结局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将废者的结局。

得不着荣光的人，

是因为有帕子的拦阻，以致于间隔看不到

揭开帕子的人，他就可以看见主的荣光

帕子很小 它只要 点点就可以遮住眼睛帕子很小，它只要一点点就可以遮住眼睛，

眼睛被遮住了，前面什么都看不见了。

犹太人在这样的光景当中 其实是非常可惜的 件事！犹太人在这样的光景当中，其实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

三13那将废者的结局，指的是什么呢？
三 这荣光原是渐渐退去的 就翻成褪色 消失三70这荣光原是渐渐退去的，就翻成褪色、消失
三11若那废掉的有荣光…

将废者的「结局」 用「终结」其实更好一点将废者的「结局」- 用「终结」其实更好一点，

也就是：新约出现，让旧的就消退了，

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什么呢？

有一个更大的、更强的光出现了，

 不是说旧约真的没有荣光了，其实是有更大的光，不是说旧约真的没有荣光了，其实是有更 的光，

让那个比较小的光看起来好像是没有了

 就好像电灯的光在太阳底下就显得黯淡

所以不能解释说「旧约的荣光没有了」，不是这样，

而是因为不信的犹太人心地刚硬、不敢见神的荣光。

三14但他们的心地刚硬，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
这帕子还没有揭去。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

就进入了当代的应用，读神的话是要应用的。

三16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

又回到 出卅四章 的事件

保罗的用意是什么呢？保罗的用意是什么呢？

 保罗以摩西进会幕这个事件，

引到归向主、悔改的主题，，

也就是整个经文的脉络，是用旧约的经文作衬底，

再处理让它现代化的应用
保罗解释 出卅四 不是寓意解经，是自成一格，

也就是在大马色的路上、确认耶稣就是基督，

再回头来读旧约，

就把新旧约整个脉络连结起来了，

新旧约是融会贯通的新旧约是融会贯通的

归向主，也就是归向耶稣、归向基督

三17主就是那灵；

指的就是圣灵指的就是圣灵，

我们不能直接说主就等于灵…
主的灵在哪里 那里就得以自由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

他是在讲主的灵

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三18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
好像从镜子里返照，就变成主的形状，

荣上加荣 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

保罗又把摩西见到耶和华时候面上的荣光讲出来，

那就是父那就是父。

所以这一段讲到我们归主后的光景-
保罗把人 还有主保罗把人、还有主、

还有圣灵、耶和华连在一起，

成为教义上的应用成为教义上的应用，

也就是我们与三一真神的关系。



所以保罗在这一段的重点 –
是在讨论摩西脸上到底有没有荣光 有没有退去不是在讨论摩西脸上到底有没有荣光、有没有退去，

三18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
好像从镜子里返照，就变成主的形状，

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

整个人变成了主的形状、反映出主的荣光。

保罗就点出来：犹太人也在读圣经 在读旧约保罗就点出来：犹太人也在读圣经、在读旧约，

 但是与基督徒一样都需要悔改得救的，

因为耶稣已经来了、我们不是再活在旧约的时代因为耶稣 来了、我们不是再活在旧约的时代
 如果亚伯拉罕见到主，也必定需要悔改信基督
但这种说法让犹太人受不了，认为有了旧约就够了，

以致于心地刚硬、到现在还没有办法相信耶稣是基督。

他们的信念就决定了如何诠释所读的圣经，

所以仍然拒绝接受这样宝贵的救恩。

所以我们不单是在这一段当中

看到保罗与这 群人看到保罗与这一群人 -
也就是执意在那里扰乱教会、

与保罗对立的这些假教师的光景与保罗对立的这些假教师的光景，

保罗特别在这里也向他们对话
另外一方面也提醒我们：另外一方面也提醒我们：

当读圣经的时候，

千万不要用自己的意思千万不要用自己的意思

来诠释上帝的宝贵的圣言，

乃是要求圣灵在我们心里，乃是要求圣灵在我们心里，

圣灵是真理的灵，

要带领我们进入在神的话语真理当中。

求主帮助我们，

可以更多的带着谦卑、受教的心，谦卑 受教 ，

来读神的话。

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

在你宝贵的圣言当中在你 贵的圣言当中
我们应该谦卑受教。

求主帮助我们 -
每次读你话语的时候

圣灵保惠师
总是引导、开启我们，

可以进入真理当中。

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