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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為何以書寫代替到訪（2.3-4） 

a. vv.3-4「「「「我寫了這樣的信我寫了這樣的信我寫了這樣的信我寫了這樣的信，，，，免得我來的時候免得我來的時候免得我來的時候免得我來的時候，，，，應該使我快樂的人反而使我憂愁應該使我快樂的人反而使我憂愁應該使我快樂的人反而使我憂愁應該使我快樂的人反而使我憂愁；；；；我深信你們眾人都以我的喜樂為你們的喜我深信你們眾人都以我的喜樂為你們的喜我深信你們眾人都以我的喜樂為你們的喜我深信你們眾人都以我的喜樂為你們的喜

樂樂樂樂。。。。我從前心裡痛苦難過我從前心裡痛苦難過我從前心裡痛苦難過我從前心裡痛苦難過，，，，流著眼淚寫信給你們流著眼淚寫信給你們流著眼淚寫信給你們流著眼淚寫信給你們，，，，並不是要使你們憂愁並不是要使你們憂愁並不是要使你們憂愁並不是要使你們憂愁，，，，而是要你們知道我是多麼愛你們而是要你們知道我是多麼愛你們而是要你們知道我是多麼愛你們而是要你們知道我是多麼愛你們。」。」。」。」 

i. 「這樣的信」？ 

1. 《林前》：但若我們相信「流著眼淚寫信給你們」（v.4）是保羅描述此信的補充，那與《林前》的性質不符，因

那是一封解答問題的信，並不見得特別傷感。 

2. 位於《林前》、《林後》之間的那封「嚴厲的信」。 

3. 《林後》：即保羅現在所寫的信。 

ii. 從文法結構上看，2 和 3 都可能。若綜合來說，保羅正在說明現在他所寫的是先前他寫過（即「嚴厲的信」）的撮要。 

iii. 「應該使我快樂的人反而使我憂愁」：時態為未完成式（imperfect），突出了哥林多信徒有，但未能做到的責任。 

iv. 「我深信你們眾人都以我的喜樂為你們的喜樂」：是否保羅極度自我中心的表現？從一個局外人的角度看，這是可能的

誤解。但若我們重讀 1.6-7 就能看見另一幅圖畫。再者，極度自我中心的表現又豈會需要用「我深信」來自我肯定？ 

v. 「心裡痛苦難過」：應譯為「心中有很多的苦楚與焦慮」，重點在「很多」。 

vi. 「流著眼淚」：應譯為「在很多的眼淚中」，重點亦在「很多」。 

vii. 「我是多麼愛你們」：指質，不是指量。不是和其他教會比較。 

viii. 深重的愛通常會帶來許多的苦楚和焦慮，和許多的眼淚；這證明愛是極深極濃的，也正是保羅希望哥林多信徒知道的

（i&na gnw'te）。 

 
2.2.5 哥林多信徒通過信內的考驗（2.5-11） 

a. 本段緊接之前「憂傷」「喜樂」的話，顯示保羅希望哥林多教會信徒能喜樂。而此小段經文，保羅勸教會既然責罰了犯錯的

人，犯錯的人也已經悔改了，應以愛心赦免安慰此人，免得他因過分懊悔而離開神，中了撒但的詭計。可見保羅希望哥林多

教會信徒能靠信心而快樂，甚至願意赦免得罪他的人。 

b. v.5「「「「如果有人使人憂愁如果有人使人憂愁如果有人使人憂愁如果有人使人憂愁，，，，他不是使我憂愁他不是使我憂愁他不是使我憂愁他不是使我憂愁，，，，而是使你們眾人都有一點憂愁而是使你們眾人都有一點憂愁而是使你們眾人都有一點憂愁而是使你們眾人都有一點憂愁；；；；我只說有一點我只說有一點我只說有一點我只說有一點，，，，是避免說得過分是避免說得過分是避免說得過分是避免說得過分。」。」。」。」 

i. 比較 7.12「因此，從前我雖然寫過信給你們，卻不是為了那虧負人的，也不是為了那受害的，而是在 神面前把你們

對我們的熱情，向你們顯現出來。」 

ii. 「有人使人憂愁」：指犯過錯的人。所犯的罪可能是林前 5.1-5 所說的淫亂（這可能較低），或是對保羅使徒權柄的侮

辱。從上下文看，我們知道這人與事不只構成與保羅之間的衝突，也是對哥林多教會造成衝擊，所以保羅希望哥林多人

饒恕此人。 

iii. 「我只說……過分」：意思是「我說你們有些憂愁，是避免說得過分」。這是指「程度」，不是指數目。這樣的人所犯

的錯誤，叫哥林多教會中的每一個人，在某種程度上都受到傷害。 

c. vv.6-9「「「「這樣的人受了許多人的責備這樣的人受了許多人的責備這樣的人受了許多人的責備這樣的人受了許多人的責備，，，，也就夠了也就夠了也就夠了也就夠了，，，，倒不如饒恕他倒不如饒恕他倒不如饒恕他倒不如饒恕他，，，，安慰他安慰他安慰他安慰他，，，，免得他因憂愁過度而受不了免得他因憂愁過度而受不了免得他因憂愁過度而受不了免得他因憂愁過度而受不了。。。。所以所以所以所以，，，，我勸你們要我勸你們要我勸你們要我勸你們要

向他確實顯明你們的愛心向他確實顯明你們的愛心向他確實顯明你們的愛心向他確實顯明你們的愛心。。。。為這緣故為這緣故為這緣故為這緣故，，，，我寫了那封信我寫了那封信我寫了那封信我寫了那封信，，，，要考驗你們是不是凡事都順從要考驗你們是不是凡事都順從要考驗你們是不是凡事都順從要考驗你們是不是凡事都順從。。。。」」」」 

i. 「責罰」，估定價值，斟酌刑罰。 

ii. 「確實」（和合本「堅定不移」）：這是法律名詞，指一筆生意成交前的認可，或約見時間的確認。保羅要求教會再一

次確認對這個人的愛，可能要會眾採取一個正式的行動，恢復他的身份，讓他可以再度參與教會的擘餅聚會。 

iii. 「保羅要求的裁決是愛，以善的來代替合法的，以一種寬恕的愛來定規法律最後的裁決。」 

ii. 「要考驗你們」：目的是要知道你們是否經得起考驗。 

iii. 「順從」：原意是「留意聽」，不是光聽保羅；從 7.15; 10.5-6 來看，是要試驗他們是否順服基督的福音。 

d. vv.10-11「「「「你們饒恕誰你們饒恕誰你們饒恕誰你們饒恕誰，，，，我也饒恕誰我也饒恕誰我也饒恕誰我也饒恕誰；；；；我所饒恕了的我所饒恕了的我所饒恕了的我所饒恕了的（（（（如果我饒恕過甚麼如果我饒恕過甚麼如果我饒恕過甚麼如果我饒恕過甚麼），），），），是為了你們在基督面前饒恕的是為了你們在基督面前饒恕的是為了你們在基督面前饒恕的是為了你們在基督面前饒恕的，，，，免得撒但有機免得撒但有機免得撒但有機免得撒但有機

可乘可乘可乘可乘，，，，因為我們並不是不曉得他的詭計因為我們並不是不曉得他的詭計因為我們並不是不曉得他的詭計因為我們並不是不曉得他的詭計。」。」。」。」 

i. 保羅是在基督面前赦免犯過者的，同時也造就哥林多教會。 

ii. 「詭計」，指籌畫不好的事情，原文是由「思想」「籌謀」而來，此動詞是由「心」「悟性」變化而來。 

iii. 「免得撒但有機可乘」，意思是指撒旦捉住機會，佔據了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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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教會紀律雖重要，卻不可變得無情嚴峻，以致沒有寬恕和挽回的餘地。今天，沒有教會紀律的教會不行，但沒有寬恕和挽回

的教會紀律更是大大不行！我們要問，在教會裡，弟兄姊妹犯錯了，他／她知道要／會怎樣嗎？還是「離開」、「隱瞞」是

唯一的選擇？ 

 
2.3 在特羅亞的事工和不安（2.12-13） 

a. 保羅請提多將「嚴厲的信」帶往哥林多教會後，原打算在亞細亞省等待提多的回覆，但著急之餘，擱下在特羅亞傳福音的大

好機會，卻趕往馬其頓去會晤提多。 

b. vv.12-13「「「「從前我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羅亞從前我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羅亞從前我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羅亞從前我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羅亞，，，，雖然主給我開了門雖然主給我開了門雖然主給我開了門雖然主給我開了門，，，，我心裡仍然沒有安寧我心裡仍然沒有安寧我心裡仍然沒有安寧我心裡仍然沒有安寧，，，，因為見不到提多弟兄因為見不到提多弟兄因為見不到提多弟兄因為見不到提多弟兄。。。。於是我辭別於是我辭別於是我辭別於是我辭別

了那裡的人了那裡的人了那裡的人了那裡的人，，，，到馬其頓去了到馬其頓去了到馬其頓去了到馬其頓去了。」。」。」。」 

i. 比較 7.5-8 

ii. 「特羅亞」（th;n Trw/avda）：每西亞的海港，根據使徒行傳 20.6-12，保羅應該在此建立教會。使徒行傳記錄了保羅曾

到訪該城兩次（徒 16.8；20.6）。 

iii. 「開了門」。原文「開」是過去式，表示已經開了傳福音的機會。 

iv. 「見不到」：是現在完成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比簡單過去式的語態更生動的描繪出保羅寫信時仍處於那種餘悸猶存的

陰影之下。 

v. 「心裡…沒有安寧」：「心」直譯是「靈」。若見提多的心情不單是為這位弟兄，而更是他所帶來哥林多的消息，那他

的「心裡仍然沒有安寧」就足見保羅是如何的深愛他們（2.4）。 

 

3. 對使徒職分的辯解（2.14-7.4） 

a. 「這是主體信息的第二大部份，保羅運用幾個當代人所熟悉的情形來描述他的是怎樣理解使徒的職分，怎樣實踐他的身分，

然後用猶太人熟悉的摩西事蹟來比較舊約與新約的事奉，但保羅一直強調，不是自己而是神，不是自然而是裡面的寶貝才可

以成事。就像典型的保羅教導，它雖然是針對某個真實的情況或人事來解釋，但內容已經越過一般的自辮，是進入基督信仰

的核心了。」（楊牧谷） 

b. 布倫堡（C. Blomberg，參「延伸閱讀」部份）分析 1.12-7.16，發現經文出現交叉結構（chiastic）。分析如下： 

A 哥林多信徒為保羅「誇口」（或譯「引以為榮」）1.12-22 

 B 為早前的信「憂愁」與「安慰」；饒恕犯罪者的期盼 1.23-2.11 

  C 在馬其頓尋找提多 2.12-13 

   D  連串的對比，環繞著基督徒為永生神的信，在榮耀中轉化為主的形像 2.14-4.6 

a 死與生 2.14-16a 

 b 假與真的服侍 2.16b-3.3 

 c 舊與新的約 3.4-18 

 b‘假與真的服侍 4.1-2 

a’暗與光 4.3-6 

E 經過與勝過一切艱難 4.7-5.10 

 F 神學上的高潮：復和的職事 5.11-21 

E’ 經過與勝過一切艱難 6.1-10 

   D ’ 連串的對比，環繞著基督徒為永生神的殿，在真光中轉化為主的聖潔 6.11-7.4 

a 擴闊你心 6.11-13 

 b 從不潔中把自己分別出來 6.14-7.1 

a’打開你心 7.2-4 

  C’  在馬其頓找著提多 7.5-7 

 B’ 為早前的信「憂愁」與「安慰」；饒恕犯罪者的喜樂 7.8-13a 

A ‘ 保羅為哥林多信徒「誇口」7.13b-16  

若這個從交叉結構的觀察是準確的話，我們可以看到討論的核心在於段落 F（即「神學上的高潮：復和的職事 5.11-

21」），它是一連串的討論所推至的高峰。當 F 被處理過後，E’至 A’（倒影討論）就自然得到答案和落實。 

 
3.1 保羅對他職事的辯解（2.14-4.6） 

a. 使徒的事奉是耶穌事奉的延續，是經苦難而達至榮耀的歷程，保羅也有分於這事奉。即使在苦難之中，仍有在基督裏的勝

利，因基督徒有分於基督的勝利。恰如羅馬人勝利凱旋時散發的香氣，對勝利者是意味歡欣高興，對被俘擄的囚犯意味死

亡；耶穌的勝利也是給信徒以生命，給不死者以死亡（2.14-17）。 

b. 以勝利者自詡似有誇口之嫌，但保羅毫無自我炫耀之意。試想，那些滋事分子是憑著耶路撒冷的薦信自誇，但保羅完全無此

需要，因為哥林多教會便是他事奉的明證（3.1-3）。 

c. 他所誇耀的不是他自己，而是在聖靈裏的新約。這新約與舊約不同，它既不會凋萎或褪色（此處保羅根據猶太人對出埃及記

34.29-35 的解釋指出，摩西以帕蒙面，不使以色列人看到逐漸退去的榮耀），也不必遮掩神的臨在；它是永恆的，並藉著

聖靈直接顯現神的存在。保羅不必向信徒隱瞞或諱言任何信息，因為這些信息都不是關於他的，而是關於耶穌的，耶穌自己

就是光（3.4 至 4.6）。 

 

3.1.1 神勝利的凱旋（2.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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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看 7.5-16，保羅才提到從提多獲悉好消息。似乎保羅在此尚未講完，就已迫不及待的頌讚神的勝利，並為自己有份於勝利

的福音事工而高興不已。2.14 前面有「但」連接詞，作為上一段的銜接。 

b. v.14「「「「感謝神感謝神感謝神感謝神，，，，他常常在基督裡他常常在基督裡他常常在基督裡他常常在基督裡，，，，使我們這些作俘虜的使我們這些作俘虜的使我們這些作俘虜的使我們這些作俘虜的，，，，列在凱旋的隊伍當中列在凱旋的隊伍當中列在凱旋的隊伍當中列在凱旋的隊伍當中，，，，又藉著我們在各地散播香氣又藉著我們在各地散播香氣又藉著我們在各地散播香氣又藉著我們在各地散播香氣，，，，就是使人認識就是使人認識就是使人認識就是使人認識

基督基督基督基督。」。」。」。」 

i. 「使我們…列在凱旋的隊伍當中」：《新譯本》肯定了一眾中英譯本也未能肯定的，即「我們」是指「這些作俘虜

的」。在文法中「我們」（原文並無「這些作俘虜的」），可以指「列在凱旋的隊伍當中」的士兵，或是在隊尾的戰

俘。在凱旋隊伍中，將軍領首，隊中士兵拿著香，散播香氣，隊末是俘虜和戰利品。 

ii. 對照和合本的翻譯：「感謝神！常帥領我們在基督裏誇勝，並藉著我們在各處顯揚那因認識基督而有的香氣。」 

iii. 保羅究竟當自己的是列在這凱旋隊伍中的士兵，還是俘虜？（統領的是基督卻是不用討論的了） 

c. vv.15-17「「「「因為無論在得救的人或滅亡的人中間因為無論在得救的人或滅亡的人中間因為無論在得救的人或滅亡的人中間因為無論在得救的人或滅亡的人中間，，，，我們都是基督的馨香我們都是基督的馨香我們都是基督的馨香我們都是基督的馨香，，，，是獻給神的是獻給神的是獻給神的是獻給神的。。。。對於滅亡的人對於滅亡的人對於滅亡的人對於滅亡的人，，，，這是死亡的氣味叫人這是死亡的氣味叫人這是死亡的氣味叫人這是死亡的氣味叫人

死死死死；；；；對於得救的人對於得救的人對於得救的人對於得救的人，，，，這卻是生命的香氣使人活這卻是生命的香氣使人活這卻是生命的香氣使人活這卻是生命的香氣使人活。。。。這些事誰夠資格作呢這些事誰夠資格作呢這些事誰夠資格作呢這些事誰夠資格作呢？？？？我們不像那許多的人我們不像那許多的人我們不像那許多的人我們不像那許多的人，，，，為了圖利而為了圖利而為了圖利而為了圖利而謬講神的道謬講神的道謬講神的道謬講神的道。。。。相相相相

反地反地反地反地，，，，我們講話我們講話我們講話我們講話，，，，是出於真誠是出於真誠是出於真誠是出於真誠，，，，出於神出於神出於神出於神，，，，是在神面前是在神面前是在神面前是在神面前、、、、在基督裡的在基督裡的在基督裡的在基督裡的。」。」。」。」 

i. 「馨香」（eujwdiva）：保羅在福音的事工上成為香氣，但不同的人雖在相同的香氣中，卻有不同的果效：就像馨香之氣

對凱旋士兵而言，代表了成功；對俘虜而言，卻顯出死亡的訊息。因此，不是基督的馨香之氣叫有些人死亡，而是不信

者拒絕接受神賜生命的恩典，雖然處於福音信息中，卻走向死亡的道路。 

ii. 對保羅來說，不論聽見的人得救或是死亡，他就是要把福音宣講開來，把基督的馨香顯出來，這是他的職分（林前

1.18; 帖後 2.10）。 

iii. 「這些事誰夠資格作呢？」：即「誰有資格擔當這福音使者的重任呢？」，答案是否定還是肯定，如果看後文應該是肯

定的，「在神的恩典中我們可以做，有資格做」。 

iv. 「為了圖利而謬講神的道」：「為了圖利而謬講」（kaphleuvonteß）是由「叫賣的小販」一字變化而來，這些小販常為

了利益，將最好的水果擺在上層，底下則摻雜一些壞的水果。所以這字最後常指「摻混」之意，例如商人在酒中加水獲

得更高利潤。保羅使用此字來表示他不會像那些以買賣得私利的人一樣，他拒絕擅自修改神的話。 

v. 《和合本》的「講道」：原文為「說話」。因此《新譯本》為「我們講話…」。 

vi. 誰能擔當福音使者的重任呢？無論人怎樣自稱勝任，其實都是力有不逮，一切只能出於神的，方能滿足神的標準。這就

是保羅「出於真誠，出於神，是在神面前、在基督裡」講話的原因。 

 
3.1.2 有效的薦信（3.1-3） 

a. 保羅為了避免別人對「福音使者」的論點提出質疑，在此強調他不是「推薦自己」，或「需要人的薦信」，保羅是建立哥林

多教會的使徒，因此哥林多教會就是保羅與同工們的薦信。 

b. vv.1-3「「「「難道我們又在自我推薦嗎難道我們又在自我推薦嗎難道我們又在自我推薦嗎難道我們又在自我推薦嗎？？？？難道我們像有些人難道我們像有些人難道我們像有些人難道我們像有些人，，，，要拿薦信給你們要拿薦信給你們要拿薦信給你們要拿薦信給你們，，，，或向你們拿薦信嗎或向你們拿薦信嗎或向你們拿薦信嗎或向你們拿薦信嗎？？？？你們就是我們的薦信你們就是我們的薦信你們就是我們的薦信你們就是我們的薦信，，，，寫在寫在寫在寫在

我們的心裡我們的心裡我們的心裡我們的心裡，，，，是眾人所認識所誦讀的是眾人所認識所誦讀的是眾人所認識所誦讀的是眾人所認識所誦讀的，，，，顯明你們自己是基督的書信顯明你們自己是基督的書信顯明你們自己是基督的書信顯明你們自己是基督的書信，，，，是藉著我們寫成的是藉著我們寫成的是藉著我們寫成的是藉著我們寫成的，，，，不是用墨不是用墨不是用墨不是用墨，，，，而是用永活神的靈寫而是用永活神的靈寫而是用永活神的靈寫而是用永活神的靈寫

的的的的；；；；不是寫在石版上不是寫在石版上不是寫在石版上不是寫在石版上，，，，而是寫在心版上而是寫在心版上而是寫在心版上而是寫在心版上。。。。」」」」 

i. 「薦信」：在當時教外教內都是相當普遍的。教會內的薦信是方便巡迴佈道者從一間教會到另外一間教會（參徒 9.2; 

18.27; 羅 16.1; 林前 16.3）。 

ii. 「有些人…拿薦信給你們」：寫薦信的人大概是耶路撒冷教會具名望的人，卻未必是代表耶路撒冷教會。在羅 16.1 保

羅也寫過薦信推薦堅革哩教會中的女執事非比。（腓利門書是另一個例子） 

iii. 這些靠薦信進入哥林多教會的人，就是 2.17「為了圖利而謬講神的道」之人，亦是 10.2 攻擊保羅憑血氣行事的人。 

iv. 「你們就是我們的薦信」：「你們」（uJmei'ß ejste）是不尋常的強調用法，「你們，就是你們這些人，正是我們的薦

信！」 

v. 「寫在我們的心裡」：這封薦信是寫在保羅的心版上，不是放在行李箱內。林前 9.1-2 正呼應這樣的說明。 

vi. 「用永活神的靈寫的」：參 申 5.26; 書 3.10; 撒上 17.26; 王下 19.4; 詩 84.2。 目的在強調所寫的更超然和準確。  

vii. 「不是…石版上……心版上」：舊約時代神將祂的誡命刻在石版上（參出 24.12; 申 9.10-11），心版則是耶利米書論新

約的特性（耶 31.33）。 

c. 要了解這段經文的重要，我們必需從保羅寫了甚麼，而又沒有寫甚麼（或可以寫但沒有寫）的角度看。在當時的環境，我們

有理由相信一般人對薦信的態度和今天的人讀千篇一律的推薦信實在差不多。保羅大可以用挖苦的角度去描述那些人，並指

責哥林多信徒的愚蠢。但他沒有如此，卻是以真誠解釋箇中的道理。 

 
3.1.3 保羅：新約的事奉（3.4-6） 

a. 保羅在 3.4-6 回答了在 2.16 的問題（這事誰能擔當的起呢？），他表示之所以能承擔，是因保羅的「新約職事」是神所指

派，是因著神，所以他對這樣的事奉有把握。 

b. vv.4-6「「「「我們在神面前我們在神面前我們在神面前我們在神面前，，，，藉著基督才有這樣的信心藉著基督才有這樣的信心藉著基督才有這樣的信心藉著基督才有這樣的信心。。。。我們不敢以為自己有資格作甚麼我們不敢以為自己有資格作甚麼我們不敢以為自己有資格作甚麼我們不敢以為自己有資格作甚麼，，，，我們所能夠作的是出於神我們所能夠作的是出於神我們所能夠作的是出於神我們所能夠作的是出於神。。。。他使我們他使我們他使我們他使我們

有資格作新約的僕役有資格作新約的僕役有資格作新約的僕役有資格作新約的僕役，，，，這新約不是從儀文來的這新約不是從儀文來的這新約不是從儀文來的這新約不是從儀文來的，，，，而是從聖靈來的而是從聖靈來的而是從聖靈來的而是從聖靈來的；；；；因為儀文會使人死因為儀文會使人死因為儀文會使人死因為儀文會使人死，，，，而聖靈卻使人活而聖靈卻使人活而聖靈卻使人活而聖靈卻使人活。」。」。」。」 

i. 「在神面前」（pro;ß to;n qeovn）：正是保羅事奉作使徒的態度。4.1-2 的表現將此反影了出來。 

ii. 「新約的僕役」（diakovnouß kainh'ß diaqhvkhß）：和合本作「新約的執事」，就是「為新約效勞的人」。 

iii. 「儀文會使人死」：這不是指讀聖經的方式（所謂「字面解經」或是「靈意解經」）。「字句」不是指「用詞」或「字

面的意思」。 照 v.7 對「字句」解釋，是指摩西律法。因此「字句」可以解釋成「律法的話」。「律法的話」基本上

的列出一切不義者的罪罰，其結局就是死亡。人的罪性使他不能守律法，舊約正是把人這樣的情況顯示出來，雖暴露

了，它本身卻不能使人順服律法，不能把人的失敗便為勝利。寫成字句的律法，結果就只叫人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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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精意」：原文作「靈」。保羅蒙召，就是要傳講律法怎樣總結而為基督，神展開了對人完全新一頁的救贖行動，屬於

聖靈的新一代，故他說「而聖靈卻使人活」。 

 

3.1.4 比對兩種職事的榮光（3.7-11） 

a. 新、舊約職事的比較如下：舊約的職事是基於「律法」，是叫人死、定罪的職事、短暫的、依稀的榮光。而新約的職事是聖

靈的工作，是叫人活、稱義的職事、永久的、極大的榮光。 

b. 平行對比如下： 

i. 屬死的職事（v.7）屬靈的職事（v.8） 

ii. 定罪的職事（v.9）稱義的職事（v.9） 

iii. 已有的榮光（v.10）極大的榮光（v.10） 

iv. 那正被廢的（v.11）這長存的（v.11） 

c. vv.7-8「「「「如果那以文字刻在石上使人死的律法的工作如果那以文字刻在石上使人死的律法的工作如果那以文字刻在石上使人死的律法的工作如果那以文字刻在石上使人死的律法的工作，，，，尚且帶有榮光尚且帶有榮光尚且帶有榮光尚且帶有榮光，，，，以致以色列人因著摩西臉上短暫的榮光以致以色列人因著摩西臉上短暫的榮光以致以色列人因著摩西臉上短暫的榮光以致以色列人因著摩西臉上短暫的榮光，，，，不能注視他不能注視他不能注視他不能注視他

的臉的臉的臉的臉，，，，那出於聖靈的工作不是更有榮光嗎那出於聖靈的工作不是更有榮光嗎那出於聖靈的工作不是更有榮光嗎那出於聖靈的工作不是更有榮光嗎？？？？那出於聖靈的工作不是更有榮光嗎那出於聖靈的工作不是更有榮光嗎那出於聖靈的工作不是更有榮光嗎那出於聖靈的工作不是更有榮光嗎？？？？」」」」 

i. 「有榮光」：當摩西和神說話時，從神領受律法，臉上暫時沾了神的榮光（參出 34.29-35）。本節經文主要論點是

新、舊約榮光的對比。舊約有它的時間性與限制。 

ii. 保羅並沒有說律法是不好的（7a; 7.12,14），它立下了標準，卻不能賜能力予人去遵行。結果成了入罪的工具。這是

摩西職事的特性。保羅在聖靈的新世代工作，叫人與神割裂的罪、肉體、撒旦和律法等勢力都給神兒子耶穌基督藉著死

在十架上而勾消了（5.17-27），而引進的就是聖靈的世代。正正如此，保羅將自己的福音工作完全等同了「聖靈的工

作」。 

d. vv.9-11「「「「如果那定人有罪的工作尚且有榮光如果那定人有罪的工作尚且有榮光如果那定人有罪的工作尚且有榮光如果那定人有罪的工作尚且有榮光，，，，那使人稱義的工作就更有榮光了那使人稱義的工作就更有榮光了那使人稱義的工作就更有榮光了那使人稱義的工作就更有榮光了！！！！那從前有榮光的那從前有榮光的那從前有榮光的那從前有榮光的，，，，現在因那超越的榮光現在因那超越的榮光現在因那超越的榮光現在因那超越的榮光，，，，

就算不得有榮光就算不得有榮光就算不得有榮光就算不得有榮光；；；；如果那短暫的有榮光如果那短暫的有榮光如果那短暫的有榮光如果那短暫的有榮光，，，，那長存的就更有榮光了那長存的就更有榮光了那長存的就更有榮光了那長存的就更有榮光了。。。。」」」」 

i. 聖靈的工作比律法的工作更有榮光，因為： 

1. 聖靈賜人屬神的能力，去勝過律法所帶來的罪惡與死亡。 

2. 聖靈把人帶進一個新的世代（參 5.17）。 

3. 聖靈讓人獲得神為人所成就的一切，使罪人得以稱義。 

4. 聖靈使人的生命結出義的果子 

ii. 舊的時代已過，新的救贖秩序已因耶穌基督而展開了。而耶穌的工作已把先前任何的榮光比下去了。 

 
3.1.5 舊約子民：蒙著臉（3.12-15） 

a. 保羅以「放膽行事」與摩西「以帕蒙臉」的比較。根據出埃及記 34.29-35，摩西與百姓講完話後，便將帕子蒙上臉，百姓

根本看不見他臉上的榮光。保羅在新約職事下，他可以公開的大膽傳道，對照摩西「以帕蒙臉」的模糊景況，形成一個非常

不同的結果。背逆的猶太人如今看待舊約律法，沒有耶穌基督為中心閱讀聖經，對舊約的律法仍舊模糊不清了。一旦他們的

心歸向基督，他們心中的帕子就會除去了。 

b. vv.12-13「「「「所以所以所以所以，，，，我們既然有這樣的盼望我們既然有這樣的盼望我們既然有這樣的盼望我們既然有這樣的盼望，，，，就大大地放膽行事就大大地放膽行事就大大地放膽行事就大大地放膽行事，，，，不像摩西那樣不像摩西那樣不像摩西那樣不像摩西那樣，，，，把帕子蒙在臉上把帕子蒙在臉上把帕子蒙在臉上把帕子蒙在臉上，，，，使以色列人看不見那短暫使以色列人看不見那短暫使以色列人看不見那短暫使以色列人看不見那短暫

的榮光的結局的榮光的結局的榮光的結局的榮光的結局。。。。」」」」 

i. 「使……結局」：嚴格地說，保羅在此並非作《出埃及記》的釋經，他是借用了「摩西不讓百姓看見他臉上的榮光逐漸

褪去」這一事件，放在他對新舊約的對比上，指出這榮光的褪掉象徵了摩西律法短暫的功用。 

ii. 「帕子」：象徵使人視線模糊的障礙物。保羅這裡所說的，也可能反映出當時猶太會堂的律法書不用的時候是用帕子覆

蓋著的事實，亦同時以喻意表達他們心裡的不信就像一塊帕子把他們蒙蔽了，就是讀也不明白。 

c. vv.14-15「「「「但是他們的心思遲鈍但是他們的心思遲鈍但是他們的心思遲鈍但是他們的心思遲鈍，，，，因為直到今日因為直到今日因為直到今日因為直到今日，，，，他們誦讀舊約的時候他們誦讀舊約的時候他們誦讀舊約的時候他們誦讀舊約的時候，，，，這帕子仍然存在這帕子仍然存在這帕子仍然存在這帕子仍然存在，，，，沒有揭開沒有揭開沒有揭開沒有揭開，，，，唯有在基督裡才能把唯有在基督裡才能把唯有在基督裡才能把唯有在基督裡才能把

這帕子廢掉這帕子廢掉這帕子廢掉這帕子廢掉。。。。可是直到今日可是直到今日可是直到今日可是直到今日，，，，他們每逢誦讀摩西的書的時候他們每逢誦讀摩西的書的時候他們每逢誦讀摩西的書的時候他們每逢誦讀摩西的書的時候，，，，這帕子還蓋在他們的心上這帕子還蓋在他們的心上這帕子還蓋在他們的心上這帕子還蓋在他們的心上。。。。」」」」 

i. 「心思遲鈍」：以色列人不明白摩西律法之短暫性，因他們拒絕承認耶穌基督已總結了律法。 

ii. 「在基督裡才能把這帕子廢掉」：人信靠基督，心智便不再蒙昧了。 

iii. 昔日的以色列人和猶太派基督徒一樣，以可見的、屬於外貌的（5.12）來自誇，誇有摩西的傳統。正因如此，他們看不

見那內心的，屬於聖靈的真理，摩西的律法反成了自欺的煙幕，這就是他們心中的帕子。 

 
3.1.6 新約子民：躺著臉（3.16-18） 

a. vv.16-17「「「「但他們甚麼時候歸向主但他們甚麼時候歸向主但他們甚麼時候歸向主但他們甚麼時候歸向主，，，，這帕子就甚麼時候除掉了這帕子就甚麼時候除掉了這帕子就甚麼時候除掉了這帕子就甚麼時候除掉了。。。。主就是那靈主就是那靈主就是那靈主就是那靈；；；；主的靈在哪裡主的靈在哪裡主的靈在哪裡主的靈在哪裡，，，，哪裡就有自由哪裡就有自由哪裡就有自由哪裡就有自由。。。。」」」」 

i. 「主就是那靈」：「主」：按保羅一貫的用法，指耶穌基督。但他卻在此引用出埃及記的經文，將本來指上帝的「主」

用在耶穌基督身上。 

ii. 「哪裡就有自由」：這裡所討論的自由，是從新約職事的角度下看的。這自由的特徵就是勇敢（「放膽」、「不沮喪」

等用詞）—是自由、無懼、公開、言盡其意的傳講神的道。 

b. v.18「「「「我們眾人臉上的帕子既然已經揭開我們眾人臉上的帕子既然已經揭開我們眾人臉上的帕子既然已經揭開我們眾人臉上的帕子既然已經揭開，，，，反映主的榮光反映主的榮光反映主的榮光反映主的榮光（（（（“反映主的榮光反映主的榮光反映主的榮光反映主的榮光”或譯或譯或譯或譯：：：：“對著鏡子看見主的榮光對著鏡子看見主的榮光對著鏡子看見主的榮光對著鏡子看見主的榮光”），），），），就變成主那就變成主那就變成主那就變成主那

樣的形象樣的形象樣的形象樣的形象，，，，大有榮光大有榮光大有榮光大有榮光。。。。這是主所作成的這是主所作成的這是主所作成的這是主所作成的，，，，他就是那靈他就是那靈他就是那靈他就是那靈。。。。」」」」 

i. 「變成主那樣的形象」：「變成」是現在式被動語態直說語氣，意思是：正在被改變的過程中。 

ii. 「這是主所作成的」：生命的改變是主所造成的。 

iii. 「大有榮光」（和合本「榮上加榮」）：原文表示榮光逐漸的增加，或指榮光是從神而來的。 

c. 保羅在 3.7-18 列出了託付給他事工榮耀的一面，就是「聖靈的工作」，帶給相信的人生命的改變。在 4.1-6 保羅談到他接

受了這樣偉大的職事，那他是如何行事為人與傳揚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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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這職分」（4.1-6） 

a. vv.1-2「「「「所以所以所以所以，，，，我們既然蒙了憐憫我們既然蒙了憐憫我們既然蒙了憐憫我們既然蒙了憐憫，，，，得著這職分得著這職分得著這職分得著這職分，，，，就不沮喪就不沮喪就不沮喪就不沮喪，，，，卻把暗昧可恥的事棄絕了卻把暗昧可恥的事棄絕了卻把暗昧可恥的事棄絕了卻把暗昧可恥的事棄絕了；；；；不行詭詐不行詭詐不行詭詐不行詭詐，，，，不摻混神的道不摻混神的道不摻混神的道不摻混神的道，，，，反而藉反而藉反而藉反而藉

著顯揚真理著顯揚真理著顯揚真理著顯揚真理，，，，在神面前把自己推薦給眾人的良心在神面前把自己推薦給眾人的良心在神面前把自己推薦給眾人的良心在神面前把自己推薦給眾人的良心。。。。」」」」 

i. 「暗昧可恥的事」：極可能就是攻擊他的人所做的。 

ii. 「在神面前……良心」：保羅傳講的真理是清楚的，動機是純潔的，可以讓神和人的良心來鑒察。「謬講」：原文有

「加水」的含意，可以說是「竄改」、「亂弄」神的道。 

b. vv.3-4「「「「如果我們的福音被蒙蔽了如果我們的福音被蒙蔽了如果我們的福音被蒙蔽了如果我們的福音被蒙蔽了，，，，那是對滅亡的人才蒙蔽的那是對滅亡的人才蒙蔽的那是對滅亡的人才蒙蔽的那是對滅亡的人才蒙蔽的。。。。這些不信的人被這世代的神弄瞎了他們的心眼這些不信的人被這世代的神弄瞎了他們的心眼這些不信的人被這世代的神弄瞎了他們的心眼這些不信的人被這世代的神弄瞎了他們的心眼，，，，使他們看不使他們看不使他們看不使他們看不

見基督榮耀的福音的光見基督榮耀的福音的光見基督榮耀的福音的光見基督榮耀的福音的光；；；；基督就是神的形象基督就是神的形象基督就是神的形象基督就是神的形象。。。。」」」」 

i. 「如果」（eij de; kai; e~stin）：直譯是「但如果真是…」 

ii. 猶太派的信徒對他的拒絕，並不等於說保羅及他傳的福音是不對的，只是表明拒絕者的心帕仍在，是他們被蒙蔽了，不

是福音有所蒙蔽。 

iii. 「這世代的神」：指撒但，是走向滅亡的。 

iv. 「基督榮耀福音的光」：福音發出基督榮耀的光。 

v. 「基督就是神的形象」：「像」可以理解成「代表」或「活現」。歌羅西書 1.15-20 保羅對基督有更清楚的描述，他說

基督是上帝的像（西 1.15），基督是上帝創造與看顧的媒介（西 1.16-17），基督是教會全體之首（西 1.18），是

「父喜歡叫一切的豐盛，在祂裡面居住」的那一位（西 1.19）。 

 

c. vv.5-6「「「「我們並不是傳揚我們並不是傳揚我們並不是傳揚我們並不是傳揚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而是傳揚耶穌基督是主而是傳揚耶穌基督是主而是傳揚耶穌基督是主而是傳揚耶穌基督是主，，，，並且為了耶穌的緣故成了你們的僕人並且為了耶穌的緣故成了你們的僕人並且為了耶穌的緣故成了你們的僕人並且為了耶穌的緣故成了你們的僕人。。。。因為那說因為那說因為那說因為那說“要有光從黑暗裡要有光從黑暗裡要有光從黑暗裡要有光從黑暗裡

照出來照出來照出來照出來”的神的神的神的神，，，，已經照在我們的心裡已經照在我們的心裡已經照在我們的心裡已經照在我們的心裡，，，，要我們把神的榮光照出去要我們把神的榮光照出去要我們把神的榮光照出去要我們把神的榮光照出去，，，，就是使人可以認識那在基督臉上的榮光就是使人可以認識那在基督臉上的榮光就是使人可以認識那在基督臉上的榮光就是使人可以認識那在基督臉上的榮光。。。。」」」」 

i. 「為了耶穌的緣故成了你們的僕人」：耶穌在世上服侍人，所以保羅為耶穌的緣故也成為眾人之僕，領人歸向祂。 

ii. 「那吩咐光從黑暗裡照出來的上帝」可能引述先知有關西布倫和拿弗他利的預言（賽 9.2「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見

大光；住在死蔭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們」），並連合與那位在創造中叫光從黑暗中照出了的神（創 1.3）。 

iii. 「可以認識那在基督臉上的榮光」，這跟保羅的信主經歷極可能有關（參 羅 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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