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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 5:15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D__p2U1G_4



新約職事的超越性 3:4 〜 4:6

字句/律法叫人死，精意/聖靈使人活

▪【3:5b~6】我們的能力原是出於神。 他使我們有能力作新約的
僕役。這新約不是文字上的約，而是聖靈的約；因為文字使人死，
聖靈使人活。（新漢語譯本）

▪他叫我們能承當這新約的執事，不是憑著字句，乃是憑著精意；
因爲那字句是叫人死，精意(聖靈)是叫人活。（和合本）

▪祂使我們能够擔任新約的執事。這新約不是用律法條文立的，而
是聖靈的工作，因爲律法條文帶給人死亡，但聖靈賜給人生命。
（當代譯本修定版）

➢新約是聖靈之約，因爲是靠著聖靈在信徒心中的工作，使人能活
出新的生活，帶給人新的生命，能成爲有基督樣式的新人。



➢從前的職事屬摩西，新的職事屬基督。基督的來臨結束了一個
職事，也開啓了一個新的聖靈的職事。

➢羅8:10 基督若在你們裏面，身體就因罪而死，靈卻因義而活。

舊約的職事 新約的職事

功用
定罪 → 死亡
condemnation

稱義 → 生命
righteousness

時效 短暫的 永恆的



➢問：爲什麽保羅在比較摩西與基督的的職事時，會引用「榮光」
這個概念？(3:7-4:17, 16次)

▪可能當時從猶太來的傳道者，試圖以摩西律法來贏取教會，而宣
稱摩西與基督同等，甚至更爲偉大，亦即基督只是摩西之約的一
部分，所以保羅使用「榮光」為主題，以帕子為比喻來講解舊約
逐漸褪去的榮光。

▪摩西的職事是短暫的，它沒有成全目標，因爲律法指向一個更高
的目標，是要在基督身上成全的(p.83).

▪羅10:4 律法的總結就是基督，使所有信他的人都得著義。



➢問：11節中，這「永遠長存」的是指什麽？

➢ 問: 12-18節中，保羅用摩西臉上的「帕子/veil」來比喻什麽？

3:8-11 …聖靈的事工豈不更有榮耀嗎？ 那定人罪的事工尚且有
榮耀，這使人被稱爲義人的事工豈不更有榮耀嗎？ 其實先前的榮
耀和現今的大榮耀相比，就黯然失色了。那漸漸消逝的尚且有榮
耀，這永遠長存的更是榮耀無比。



「帕子」的比喻

• 在耶穌的時代，雖然猶太人常常坐在會堂中聼摩西的道，然而這
「帕子」使他們無法瞭解誦讀之經文的真正含義(3:14-15)。

• 外在帕子只是内在帕子的象徵 → 矇蔽舊約之人的心。

• 現今的信徒，雖然我們常常誦讀聖經，但蒙住人心的帕子，也使
我們無法看到活出真理後，會有的榮光 ─ 神的榮光。

• 爲何歸向基督，那帕子就能被除去？



3:16-17 然而，他們一旦歸向基督，那帕子就被除去了。主就是那靈，
主的靈在哪裏，哪裏就有自由。我們這些臉上不再蒙著帕子的人，可
以像鏡子一樣反映主的榮光，漸漸變成主的樣式，榮上加榮。這都是
主的作爲，主就是那靈。

爲什麽「主的靈在哪裏，哪裏就有自由」？

舊約 新約

羞恥、哀悼 → 蒙住臉 自信、自由 → 除去帕子

定罪 → 感到羞恥
不敢見神的面

稱義 → 有信心
願意向神敞開

➢ 所有轉向神的人，不但能有聖靈内住，而且可以脫離罪的轄制，
得享自由！



羅8:2, 4 因爲賜生命聖靈的律，在基督耶穌裏釋放了我，使我脫離
罪和死的律了 … 使律法的義成就在我們這不隨從肉體、只隨從聖
靈的人身上。(和合本)

結果是什麽？

能夠返照耶穌的榮光，因爲聖靈幫助我們活出上帝當初造我們時該
有的榮美，所以可以榮上加容。



瓦器裏的寶貝 4:7〜15

• 瓦器在當時地中海沿岸相當普遍，
幾乎每個家庭都有。便宜、易碎，
一旦破了，只有丟棄。

• 這段經文中的「寶貝」是指什麽？

• 經文中瓦器的價值，是因著放在
裏面的寶貝，第七節的經文表明
當瓦器與這寶貝結合在一起，就
有莫大的能力，在四面受敵、心
裏作難、遭逼迫、甚至被打倒了
都不會叫這瓦器放棄，保羅自比
為此瓦器,要彰顯出基督的大能與
榮耀。



4:4b-6 基督是上帝的本像。 我們並非傳揚自己，而是傳揚耶穌基督是
主，並且爲耶穌的緣故而做你們的奴僕。 因爲那吩咐光從黑暗中照射
出來的上帝光照了我們的心，爲要讓我們認識上帝在耶穌基督的面容上
所彰顯的榮耀。CCB

壓力重重，却沒有崩潰；
心裏困惑，却不絕望；
遭受迫害，却沒有被遺弃；
被打倒了，却沒有死亡。
我們身上常常帶著耶穌的
死，好使耶穌的生命也彰
顯在我們身上。

Light of Christ shinning 
in our hearts.



• 保羅在傳福音的過程中，不斷面臨逼迫、患難和死亡的威脅。

11:23-30 …我被猶太同胞鞭打了五次，每次三十九鞭，被羅馬人用棍
打了三次，被人用石頭打了一次，遇到船難三次，曾在大海上漂浮了
一天一夜。我常常四處奔波，遭遇江河的危險、盜賊的威脅、同胞的
威脅、外族的威脅，城中的危險，曠野的危險，海上的危險和假信徒
的威脅。我勞碌困苦，不得安眠，又饑又渴，挨餓受凍，赤身露體。
此外，我還挂慮衆教會的事，天天承受著壓力。有誰軟弱，我不感同
身受呢？有誰失足犯罪，我不心急如焚呢？如果一定要誇耀，我情願
誇耀自己的軟弱。

4:10-12 我们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好使耶稣的生命也彰顯在我们
身上。因爲我們這些活著的人常常爲耶穌的緣故而面臨死亡的威脅，
好使耶穌的生命在我們這終有一死的肉身上彰顯出來。因此，死亡籠
罩著我們，而生命却運行在你們身上。



➢這生的原則是從死裏發動，與耶穌的死聯合，才能使耶穌的生也顯明
在我們身上。

➢我們如何能 四面受敵，却不被困住；心裏作難，却不至失望；遭逼
迫，却不被丟弃；打倒了，却不至死亡？

➢保羅因爲傳福音至生死為度外，他願意與主耶穌一樣被交于死地，所
以主耶穌的生命也能藉著他彰顯出來，就像保羅在加拉太書2:20 所
寫的：「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著；並且我如今
在肉身活著，是因信上帝的兒子而活；他是愛我，為我捨己。」

➢只有當我們願意放棄自己的利益、舒適，把自己當作是一個已死的人，
才能治死老我，就像羅馬書六章所講的與基督同死同復活，聖靈向我
們這些信的人所顯的能力是何等浩大，這大能曾運行在基督身上，使
他從死裏復活(弗1:19-20)，所以信徒可以靠著聖靈的幫助活出基督
徒該有的新生命。



➢偉大基督徒領袖的生活，是經歷一系列的困難。摩西、約書亞、大衛、
保羅、戴德生、倪柝聲、宋尚節… 無一例外。他們的「能力」是顯
明在跟隨耶穌基督的受苦與順服。

➢火才能把金塊中的雜質分別出來，所以說“精金需要火煉”；困難的
環境才能煉就出一個有重量的生命。

4:13-14 聖經上說:“我相信，所以如此說話。”我們有同樣的信心，我們也
相信，所以才這樣說。我們知道，使主耶穌復活的上帝必使我們與耶穌一同
復活，並且使我們和你們一起站在祂面前。其實一切都是爲了你們，好叫恩
典臨到更多的人，有更多人向上帝感恩，使上帝得榮耀。

• 引用詩篇116:10 七十士譯本的翻譯

116:8-10 主啊，你救我的命脫離死亡，使我的眼不再流淚，使我的腳
不致跌倒。我行在耶和華面前，走在活人之地。我信，所以如此說話．
我受了極大的困苦… 詩篇作者感謝上帝救他脫離死亡而作了此詩，保
羅可能因有同樣的經歷，所以引用了此詩。



δόξα doxa / 榮耀、榮光

➢這個希臘字 δόξα / doxa 在3:7-4:17 一共出現16次，所以是作者要
表達的重點之一。

➢可解釋為日、月、星體的光芒，或上帝的光輝。

4:6 那吩咐光從黑暗裏照出來的神，已經照在我們心裏，叫我們得知
神榮耀的光顯在耶穌基督的面上。

For God, who said, “Light shall shine out of darkness,” is the One who 
has shone in our hearts to give the Light of the knowledge of the glory 
of God in the face of Christ.

➢對你來説，什麽是榮耀？



➢ 人不能看見神，所以神向人顯現，人得以看見的就是神的「榮耀」

或「榮光」。

出33:18-23 摩西说：「求你顯出你的榮耀給我看。」 耶和華說：

「我要顯我一切的恩慈/美善，在你面前經過… 你不能看見我的面，

因爲人見我的面不能存活。你要站在我旁邊的磐石上。我的榮耀經

過你面前的時候，我會把你安置在石縫裏，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

過去…

➢ 保羅認爲，我們為基督、為服事所受的苦使我們得以獲得榮耀，

困難幫助我們依靠耶穌「定睛在那看不見的事上」。我們外在的

轄制將在肉體死亡時被挪去，神也終將向我們顯明，那不是出於

人手所造，在天上永恆的居所。

➢ 復活的榮耀身體（林前15:35-45)



死亡及其對基督徒的意義 4:16〜5:10

4:16-18 所以，我們不氣餒。身體雖然日漸衰殘，內在的生命却日日

更新。我們這短暫輕微的苦難正在爲我們成就極大無比、永遠的榮耀。

我們注重的，並非看得見的事物，而是看不見的事物，因爲看得見的

事物都是暫時的，看不見的事物才是永恒的。

➢當保羅在執行新約的職事時，是以付出他的生命為代價的(4:11-12)，

為的是讓神的恩典臨到更多的人，使上帝得榮耀，因爲他認爲那是

值得的(天國就像貴重的珍珠與藏在地裏寶貝的比喻，太13:44-46）。

➢與永恆相比，今生是短暫的。所謂「外體」是指一個人「受造的必

死性」，是屬於一個世代，是「將要過去的」。此處的「内心」保

羅認爲是屬於一個「已經擁有新世代聖靈」的人（哈里斯語）。



➢巴瑞特認爲這是保羅所特有的「基督教末世學，説明那將來的世
代，現在已經來臨了（但未完全）here but not yet 」。

➢達爾文曾説：今世的生命是必須毀壞的，那内在的生命才可以進
入更旺盛的狀態。 (林前 15:36-38 無知的人哪，你所種的若不
死就不能生。並且你所種的不是那將來要有的形體，無論是麥子
或別樣穀物，都不過是子粒。 但上帝隨自己的意思給它一個形
體，並叫各樣子粒各有自己的形體。)

➢這段經文不只是指：我們内在的生命將一天天地被更新或修復，
神在我們這日漸衰殘的肉體内，將創造出一個新的生命，因爲當
神的創造完成時，這生命是全新的（就像蝴蝶破繭而出的新生
命）。相對於「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是「 內心一天新似一
天 」所成就的，屬於「看不見」的新創造。（p.113)



➢保羅將今生存在「至暫至輕」的苦楚，對比於新約那「極重無比」
永恆的榮耀，這榮耀是有屬天的重量與持久性，因此我們將焦點更
多放在那看不見的，屬天的榮耀基督身上（4:4-6,14）。

➢當我們凡事順遂時，我們只想保有眼前的一切。只有當衰敗的徵
兆出現時，我們才會定睛耶穌，渴慕將來的更新，盼望天上的居所，
所以苦難預備我們的心，迎接那永遠的榮耀！

➢5:8 我們坦然無懼，甚至更樂意離開身體，回到天家與主相聚。



地上的帳篷與天上的居所 5:1-8

• 保羅將身體比喻成帳篷，帳篷比石頭所建的房子更容易毀壞，讓人更
能盼望天上永恆的居所。

• 耶穌曾描述他復活的身體就是聖殿（約2:21 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
体为殿。 ）

5:4-5 我們在這“帳篷”裏勞苦嘆息，並非想脫去這地上的身體，而是
切望能穿上那天上的新身體，讓永恒的生命吞滅必朽的身體。是上帝
爲此目的預備了我們，並賜給了我們聖靈作擔保。

• 必死的存在並不只是停止，而是在停止之前「被生命吞滅了」，保羅
把新的世代(生命)，描寫成大魚可以吞滅小魚（現今世代的必死性），
對新生命的渴望是否可以抹去你對死亡的恐懼呢？

• 現今聖靈的同在並非完全，必須等到新的世代才會完全（p.122)。當
信徒能活出聖經的教導，就能稍微體會在地如在天的生活。



為主而活 5:9-15

5:8-10 因此，我們立定心志，無論是住在肉身之內還是離開肉身，
都要取悅主。 因爲我們所有的人都要出現在基督的審判台前，好
按照各人在肉身之時所行的善惡接受賞罰。

➢對未來的確信，可以幫助信徒面對現今的挑戰與痛苦！

5:14-15 因爲基督的愛激勵我們，因爲我們確信：基督一人既代替
所有的人死了，所有的人就都死了。 祂爲衆人死，是要叫那些活
著的人不再爲自己活，而是要爲替他們死而復活的基督活。

➢人的自以爲義，自我中心常常引誘我們遠離真理，我們如何能

「向自己死，為主活」？如何才能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
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著，是我們一生的功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