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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4-16、四1-6 保羅針對特定的人在講話，

兩段當中夾了 第三章，
可能也是在對這群特定的人說話。
這段所講的重點，不是新舊約的比較，
這段所講的重點
不是新舊約的比較
新舊約的差別是這段當中的一部分，
主要的是在突顯出保羅的事奉是榮光的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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薦信，或它的動詞「舉薦」，是保羅也蠻愛用的一個語詞，
單單在 哥林多後書 就用了九次。
就用了九次
保羅不是反對寫推薦函這個習慣，
他自己也是給人寫薦信的，
羅十六1-2 保羅就舉薦了當時堅革哩教會的女執事非比，
他也將這封給羅馬教會的信請非比姐妹帶去
他也將這封給羅馬教會的信請非比姐妹帶去。
保羅不是反對寫推薦函，他反對的是 像從耶路撒冷來的那些人，拿了一封推薦信，
就覺得自己高人一等、甚至就質疑中傷別人。
保羅從這樣的一個角度指出
保羅從這樣的
個角度指出  如果是在這樣的動機之下的推薦函，
其實
其實完全不能證明什麼
不能
什麼
 真正的一封推薦函，
不是人用墨來寫的，
而是聖靈寫在人的心中，才是有效的薦信

在前面 二14-17 保羅好像在為自己寫一封推薦函，
 以當時流行所謂推薦信，
把自己和哥林多教會反對他的人作一個對照
 但 三1 立刻排除了這個誤解 保羅不是吹捧自己、
忙著把自己擺在別人的面前，
讓別人來肯定他

就好像今天有一些畢業生要出國深造、應徵某職位，
對方希望他能夠拿出推薦函，
對方希望他能夠拿出推薦函
他就請他的教授、請熟識他的人，
來幫他寫一封推薦信，
推薦信裡面通常是寫出被推薦者的特質、才幹，
能夠熟識 熟悉什麼樣的技巧 能力
能夠熟識、熟悉什麼樣的技巧、能力。
但是如果要求別人幫他寫推薦函的本人，
實在沒有什麼能力跟才幹 作人上有所缺欠
實在沒有什麼能力跟才幹、作人上有所缺欠，
他所拜託要幫他寫推薦函的人，
其實是有一點為難的。
保羅在這裡告訴我們說：
 真正要顯出教會的能力的，不是在一封信
真
顯
會
不是在
 真正保羅用心在牧會、
以及關懷弟兄姐妹身上所做的事，
就是他最真實的一個推薦函！

保羅所強調的不是他自己多有能力，
他說：一切是因基督、一切是在神面前，
這是十分寶貴的，
也就是我們的動機不是曖昧隱藏的、
也就是我們的動機不是曖昧隱藏的
乃是可以表現、呈現在眾人的面前的。
因此 保羅以同樣的理由來開始下一段的論述 因此，保羅以同樣的理由來開始下一段的論述
 透過基督、也是在神面前，他來履行使徒的職分
 不只是這個職分的範圍，更是作使徒的態度
這是與保羅的信心非常有關係的。
三7 11 所謂新舊的執事，
三7-11



執事，事實上也就是僕役、僕人
保羅藉著這兩種執事來說明
信徒今天的地位、
及我們所當看重的 所當追求的
以及我們所當看重的、所當追求的

三7 那用字刻在石頭上屬死的職事尚且有榮光，

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榮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臉；
甚至以色列人
摩西面上的榮光 不能定睛看他的臉
這榮光原是漸漸退去的。
背景是 出卅四29-35
所謂舊約的職事，
就是以律法為根據的職事，
是憑著字句刻在石版上的所定的職事，
是定罪 職事 是屬
是定罪的職事、是屬死的職事、
職事
是漸漸失去榮光的職事、是要廢掉的職事。
所謂的字句就是誡命，用字刻在石頭上的律法，
保羅就在解答：
 什麼叫以字句為特質的工作？
什麼叫 字句為特質的 作？
 為什麼保羅現在是靠著聖靈來使人得生的，
這樣的 個工作 他以此為傲！
這樣的一個工作，他以此為傲！

既然福音是這麼好 那為什麼猶太人不信呢？
既然福音是這麼好，那為什麼猶太人不信呢？
所做的對照，就是恩典和律法的對比。
三14 18 他繼續處理 –
三14-18
如果他們信了又會是怎麼樣呢？
三7-11 有一個保羅需要處理的問題

7 11 有非常清楚的對照：
7-11

新約的職事，
也就是以新約為根據而得著的職分，
 是聖靈的職事、也就是屬靈的職事
 不是憑著字句
不是憑著字句、也就是作新約的僕人，
也就是作新約的僕人
他是靠著聖靈的
這樣的 個僕人 這樣的 個事奉
這樣的一個僕人、這樣的一個事奉，
是叫人活的職事、屬生命的職事、
大有榮光的職事、長存的職事，
也就是不會廢去！

三7b 這榮光原是漸漸退去的。

是保羅讀舊約的理解，「退去」在 第三章 出現了四次，
有時用退去、或廢掉，在 7、11、13、14，都是關鍵的用詞。
這段的經文在結構上也呈現著平行的對比，
用來論證新約的工作有更大的榮光 7 屬死的職事

08 屬靈的職事

9 定罪的職事
罪的職事

09 稱義
稱義的職事
職事

10 已有的榮光
11 廢掉的

相對

10 更大的榮光、極大的榮光
11 長存的

所以讀經，如果多注意一點
所謂的對比的字詞、
所謂的對比的字詞
在經文當中前後的、上下的文脈，
在了解意思上應該會更深入 些
在了解意思上應該會更深入一些。

但不是這樣的，
乃是因為保羅對神的呼召讓他作外邦的使徒，
乃是因為保羅對神的呼召讓他作外邦的使徒
他對於服事的事工極其的有負擔、有把握…

09 因為若是定罪的職事有榮光，那稱義的職事榮光就越發大了。
10 因為那從前有榮光的，因這極大的榮光就算不得有榮光了；
因為那從前有榮光的
這極大的榮光就算不得有榮光了
11 因為若那廢掉的有榮光，這長存的就更有榮光了。

證明
8 何況那屬靈的職事豈不更有榮光嗎？
主題：作新約的僕役、執事，更有榮光。
主題：作新約的僕役
執事 更有榮光
保羅這個思路是一直連續下來的，
繼續前面的主題、對自己的福音事工有絕對的把握。
弟兄姐妹，當我們在服事的時候，是不是對我們所事奉的
 不論是永生上帝、真正的愛我們的主有把握
 對主所呼召要我們去服事的事工，也是這樣的有把握
這是多麼好的 件事！
這是多麼好的一件事！
所以保羅在服事態度上就十分的堅持，
甚至有時有人覺得他太自信、太自誇了，
對他有一些誤解。

三12-18 保羅進一步的發展 4-11 新舊約事工的比較，

背景仍然是 出卅四 摩西蒙臉的事件：
 摩西到神那裡回來之後，臉上充滿著榮光，
以色列人因為不信、拜了金牛犢
 摩西第二次從山下上來、再次領受法版，
他下山時面帶榮光 以色列人看到害怕
他下山時面帶榮光，以色列人看到害怕，
所以摩西就用帕子把他的臉蒙上來
 但是他進到會幕的時候，就是與神面對面
但是他進到會幕的時候 就是與神面對面
保羅是用這樣的一個背景，
來指出摩西那個時代的這樣一個事件。
事實上，也是保羅時代以色列人的一個悲劇，
 在他祖先、在出埃及記那個世代，以色列人是這樣的光景
那
樣
 到保羅寫哥林多後書的時候還是一樣 以色列人、猶太人因為不信，
以致於他們看不見基督福音的榮光

三4 我們因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這樣的信心。

並不是我們憑自己能承擔什麼事，
我們所能承擔的乃是出於神。
保羅非常有自信，所謂自信、信心，因為是從神而來
 然後他反而藉著這樣的信心、把握，跟誰對照？
跟那些到處拿著薦信、到處自誇，強調
藉著律法可以得救、傳另類所謂福音，
當然那不是真正的福音
他反而跟這些人來作一個清楚的對照，
盼望哥林多的信徒能夠分享
他對福音的那 份信仰 還有堅持
他對福音的那一份信仰、還有堅持。


保羅就指出 - 在主裡面、在基督裡面，這個問題已經解決了，
悔改歸向神的人 在保羅時代比舊約的以色列人更有福
悔改歸向神的人，在保羅時代比舊約的以色列人更有福，
 可以像摩西一樣，進入會幕、直接見到主
 基督已經為我們開了又新又活的一條路，
只要你接受、悔改，就能夠體驗聖靈改變生命的工作，
臉上也可以反映出真神的榮光
因此傳福音的人，就像保羅這樣，有絕對的把握大膽傳揚。
保羅在這一段為所傳的福音辯解，
保羅在這
段為所傳的福音辯解，
真正的目的是希望哥林多信徒了解 –
他們現在在新約的世代 所領受的福分
他們現在在新約的世代，所領受的福分，
能夠領受、看重、寶貴保羅所傳的福音，
 因著福音，也能夠接納保羅
因著福音 也能夠接納保羅
 他們就不受假教師的欺騙、
就可以有保羅那種膽識，
而且在生命當中可以反映出主的榮美

保羅在這裡有意的把新約的基督徒、
還有當時不信的那些猶太人來作對照 - 只要信，
只要信
 就可以像摩西當年一樣與神面對面、反映出神的榮光
 指出了一條明路，基督已經為我們所開的一條新路，
因為現在臉上的帕子已經除去了…
三12-13 我們既有這樣的盼望，就大膽講說，
我們 有這樣的 望 就大膽講說

不像摩西將帕子蒙在臉上，
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將廢者的結局。
得不著榮光的人，
是因為有帕子的攔阻，以致於間隔看不到
 揭開帕子的人，他就可以看見主的榮光
帕子很小 它只要 點點就可以遮住眼睛
帕子很小，它只要一點點就可以遮住眼睛，
眼睛被遮住了，前面什麼都看不見了。
猶太人在這樣的光景當中 其實是非常可惜的 件事！
猶太人在這樣的光景當中，其實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


三13 那將廢者的結局，指的是什麼呢？
三70 這榮光原是漸漸退去的，就翻成褪色、消失
這榮光原是漸漸退去的 就翻成褪色 消失
三11 若那廢掉的有榮光…
將廢者的「結局」 - 用「終結」其實更好一點，
將廢者的「結局
用「終結 其實更好一點，
也就是：新約出現，讓舊的就消退了，
原因是什麼呢？
有一個更大的、更強的光出現了，
 不是說舊約真的沒有榮光了，其實是有更大的光，
不是說舊約真的沒有榮光了 其實是有更大的光
讓那個比較小的光看起來好像是沒有了
 就好像電燈的光在太陽底下就顯得黯淡
所以不能解釋說「舊約的榮光沒有了」，不是這樣，
而是因為不信的猶太人心地剛硬、不敢見神的榮光。
三14 但他們的心地剛硬，直到今日誦讀舊約的時候，

這帕子還沒有揭去。這帕子在基督裡已經廢去了。
就進入了當代的應用，讀神的話是要應用的。

三16 但他們的心幾時歸向主，帕子就幾時除去了。

又回到 出卅四章 的事件
保羅的用意是什麼呢？
 保羅以摩西進會幕這個事件，
引到歸
引到歸向主、悔改的主題，
悔 的 題
也就是整個經文的脈絡，是用舊約的經文作襯底，
再處理讓它現代化的應用
 保羅解釋 出卅四 不是寓意解經，是自成一格，
也就是在大馬色的路上、確認耶穌就是基督，
再回頭來讀舊約，
就把新舊約整個脈絡連結起來了，
新舊約是融會貫通的
舊約 融會貫通


歸向主，也就是歸向耶穌、歸向基督

三17 主就是那靈；

指的就是聖靈
指的就是聖靈，
我們不能直接說主就等於靈…
主的靈在哪裡，那裡就得以自由。
主的靈在
裡
裡就
自
他是在講主的靈
三18 我們眾人既然敞著臉得以看見主的榮光，
我們眾
然敞著臉得 看見主的榮光

好像從鏡子裡返照，就變成主的形狀，
榮上加榮，如同從主的靈變成的。
保羅又把摩西見到耶和華時候面上的榮光講出來，
那就是父。
所以這一段講到我們歸主後的光景 保羅把人、還有主、
還有聖靈、耶和華連在一起，
成為教義上的應用，
也就是我們與三一真神的關係。

所以保羅在這一段的重點 –
不是在討論摩西臉上到底有沒有榮光、有沒有退去，
摩
底有 有榮
有 有 去
三18 我們眾人既然敞著臉得以看見主的榮光，

好像從鏡子裡返照，就變成主的形狀，
榮上加榮，如同從主的靈變成的。
整個人變成了主的形狀、反映出主的榮光。
保羅就點出來：猶太人也在讀聖經、在讀舊約，
保羅就點出來：猶太人也在讀聖經
在讀舊約
 但是與基督徒一樣都需要悔改得救的，
因為耶穌已經來了 我們不是再活在舊約的時代
因為耶穌已經來了、我們不是再活在舊約的時代
 如果亞伯拉罕見到主，也必定需要悔改信基督
但這種說法讓猶太人受不了，認為有了舊約就夠了，
以致於心地剛硬、到現在還沒有辦法相信耶穌是基督。
釋
他們的信念就決定了如何詮釋所讀的聖經，
所以仍然拒絕接受這樣寶貴的救恩。

天父，我們感謝你
在你寶貴的聖言當中
我們應該謙卑受教。
求主幫助我們 每次讀你話語的時候
聖靈保惠師
總是引導、開啟我們，
可以進入真理當中。
這樣的禱告是奉耶穌基督的聖名，
阿們！

禱告

所以我們不單是在這一段當中
 看到保羅與這一群人
看到保羅與這 群人 也就是執意在那裡擾亂教會、
與保羅對立的這些假教師的光景，
與保羅對立的這些假教師的光景
保羅特別在這裡也向他們對話
 另外一方面也提醒我們：
當讀聖經的時候，
千萬不要用自己的意思
來詮釋上帝的寶貴的聖言，
乃是要求聖靈在我們心裡
乃是要求聖靈在我們心裡，
聖靈是真理的靈，
要帶領我們進入在神的話語真理當中。
求主幫助我們，
多的帶著謙卑 受教的
可以更多的帶著謙卑、受教的心，
來讀神的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