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荣光绝然的不同(林后 3:7-18)
经文﹕
ESV

吕振中译本

MSG

7 那属致死职事的制度、用文字刻 7Now

if the ministry of death,
carved
in letters on stone, came with
在石头上的、尚且带着荣光而
such glory that the Israelites could
立，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脸上 not gaze at Moses' face because of
的荣光［虽那荣光渐渐消逝］、 its glory, which was being brought
8
人也不能定睛看他的脸，8 何况灵 to an end, will not the ministry of
the
Spirit
have
even more glory?
的职事岂不更要带着荣光么？9 引 9For if there was glory in the
致定罪的职事尚且有荣光，引致 ministry of condemnation, the
称义的职事就越满溢着荣光了。 ministry of righteousness must far
exceed it in glory. 10Indeed, in this
10 那从前得荣光的、因这超越的
case, what once had glory has come
荣光、在这一端上就算不得有荣 to have no glory at all, because of
光了。11 那渐渐消逝的制度若是 the glory that surpasses it. 11For if
通过荣光而立，这长存的就越发 what was being brought to an end
came with glory, much more will
带着荣光了。12 所以我们既有这 what is permanent have glory.

样的盼望，就抱着大胆无惧的精
神，13 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
上，使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
渐渐消逝的荣光的结局。14 无奈
他们的心意却成了顽梗不化的。
直到今天的日子，在宣读旧约的
时候、同样的帕子还是存在着、
没有揭去；因为只有在基督里那
才被消灭掉。15 是的，直到今
天，每逢摩西被宣读时候、还有
帕子放在人们心上。16 但一个人
几时转向主，帕子几时就除掉。
17 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
哪里就有自由。18 我们众人、脸
上既是揭去了帕子，就如同镜子
返照主的荣光，都变了形质，成
为同一的像，荣上加荣，正是从
主、就是灵、变化成的。

12Since

we have such a hope, we are
very bold, 13not like Moses, who
would put a veil over his face so that
the Israelites might not gaze at the
outcome of what was being brought
to an end. 14But their minds were
hardened. For to this day, when they
read the old covenant, that same veil
remains unlifted, because only
through Christ is it taken away.
15Yes, to this day whenever Moses
is read a veil lies over their hearts.
16But when one turns to the Lord,
the veil is removed. 17Now the Lord
is the Spirit, and where the Spirit of
the Lord is, there is freedom. 18And
we all, with unveiled face,
beholding the glory of the Lord, are
being transformed into the same
image from one degree of glory to
another. For this comes from the
Lord who is the Spi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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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overnment of Death, its constitution
chiseled on stone tablets, had a dazzling
inaugural. Moses' face as he delivered the tablets
was so bright that day (even though it would
fade soon enough) that the people of Israel could
no more look right at him than stare into the sun.
8
How much more dazzling, then, the
Government of Living Spirit? 9If the
Government of Condemnation was impressive,
how about this Government of Affirmation?
10Bright as that old government was, it would
look downright dull alongside this new one. 11If
that makeshift arrangement impressed us, how
much more this brightly shining government
installed for eternity? 12With that kind of hope to
excite us, nothing holds us back. 13Unlike
Moses, we have nothing to hide. Everything is
out in the open with us. He wore a veil so the
children of Israel wouldn't notice that the glory
was fading away - 14and they didn't notice. They
didn't notice it then and they don't notice it now,
don't notice that there's nothing left behind that
veil. 15Even today when the proclamations of
that old, bankrupt government are read out, they
can't see through it. Only Christ can get rid of
the veil so they can see for themselves that
there's nothing there. 16Whenever, though, they
turn to face God as Moses did, God removes the
veil and there they are - face to face! 17They
suddenly recognize that God is a living, personal
presence, not a piece of chiseled stone. And
when God is personally present, a living Spirit,
that old, constricting legislation is recognized as
obsolete. We're free of it! 18All of us! Nothing
between us and God, our faces shining with the
brightness of his face. And so we are
transfigured much like the Messiah, our lives
gradually becoming brighter and more beautiful
as God enters our lives and we become like him.

破冰﹕
 你喜不喜欢作比较？买东西会不会花许多时间在比较价钱或品质上？有成语「货比三家不吃
亏」，你怎么认为？
 你经历过非常引以为傲的事件吗？为什么你会对那件事引以为傲？
 你的价值观如何？你怎么珍惜你最宝贝的？
 什么时候你会兴高采烈？容光焕发，让别人觉得似乎你是变成另外一个人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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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段﹕
1. 石版定罪有荣光，圣灵称义荣光更大(林后 3:7-11)
2. 圣灵光照得见主的荣光荣上加荣(林后 3:12-18)

观察、解释、应用﹕
石版定罪有荣光，圣灵称义荣光更大(林后 3:7-11)
7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事奉尚且有荣光，以致以色列人因摩西脸上那逐渐褪色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

脸，8那属圣灵的事奉不是更有荣光吗？9若是那使人定罪的事奉有荣光，那使人称义的事奉的荣光就越
发大了。10那从前有荣光的，因这更大的荣光，就算不得有荣光了；11若是那逐渐褪色的有荣光，这长存
的就更有荣光了。
事奉也是「职事」。摩西接受神的交托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这是他所接受的职事。第 7 节是指
摩西拿法版下西奈山的那段故事。旧约经文出埃及记中记载：「29 摩西下西奈山。摩西从山上下来的时
30
候，手里拿着两块法版。摩西不知道自己脸上的皮肤因耶和华和他说话而发光。 亚伦和以色列众人看
见摩西，看哪，他脸上的皮肤发光，他们就怕靠近他。31 摩西叫他们来，亚伦和会众的官长回到他那
里，摩西就跟他们说话。32 随后以色列众人都近前来，他就把耶和华在西奈山与他所说的一切话都吩咐
他们。33 摩西跟他们说完了话，就用面纱蒙上脸。34 但摩西进到耶和华面前与他说话的时候，就把面纱
揭下，直到出来。摩西出来，将所吩咐他的话告诉以色列人。35 以色列人看见摩西的脸，他脸上的皮肤
发光。摩西就用面纱蒙上脸，直到他进去与耶和华说话才揭下。」(出 34:29-35)
这段经文是旧约中相当光彩的一段记录：是神人摩西与神面对面直接的相会！如果你与神有直接亲密的
交往时，你的信心必定会更加的稳固。在那次相会中，神在两块石版上刻下了给以色列选民的十诫，神
赐给选民生活的准则。摩西因为与荣耀的神相见而脸面也发光彩了。所以说律法是有神的荣光在时而立
的，不是一般世界上的光彩。
既然那么的光彩为什么这里说「属死的事奉」呢？难道旧约律法有问题吗？不是的，使徒保罗说：「这
样看来，律法是圣的，诫命也是圣的、义的、善的。」(罗 7:12) 又说：「我们知道，只要人善用律法，
律法是好的；」(提前 1:8) 出问题的是律法的接受人！因为旧约律法的作用是要选民知道什么是神喜爱
选民去做的，什么是神不喜欢选民去做的。如果尽心尽力去做讨神喜悦的事工，那么一定会得到神奖赏
的。但当时神的选民三番四次的背叛了神而受到了严重的处罚，所以那一代的以色列人没有一个能够进
入迦南美地的（当然约书亚与迦勒是例外，因为他们遵守神的吩咐）。所以使徒保罗也特别提醒所有的
基督徒律法的作用是叫人知罪。「9 以前没有律法的时候，我是活的；但是诫命来到，罪活起来，10 我
就死了。那本该叫人活的诫命反而叫我死。11 因为罪趁着机会，藉着诫命诱惑我，并且藉着诫命杀了
我。」(罗 7:10-11) 神在旧约中颁布了律法原本是要神的选民遵行而蒙福。但是人达不到神律法的标准
而被定罪。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刻在石头上的律法是属死的事奉叫人知罪而死。就是律法的承继人摩
西自己本身也经不起时间的考验，最后也因为违背了神的吩咐，没有作好榜样去引导神的选民而自己也
不得进入迦南 -- 神所应许他们的美地，而死在约旦河东的尼波山。
摩西是带着神的荣光下西奈山去会见神的选民，但他的荣光会渐渐地消失就好像神的选民以色列继续不
断地悖逆神以致神最后暂时把他们放在一边而不使用他们成为万国万民的福气。神却使用了教会去完成
那使万国万民蒙福的管道。
思想：摩西律法的作用是什么？(罗 7:7) 你对旧约圣经知多少？对你有些什么作用？如今我们已经有整
本完全的圣经与摩西时代有什么不同？你有没有经常研读圣经？求神让圣灵引领你进入神话语的精意当
中？(約 16:13；林后 3:6)
应用：如果还没有经常研读圣经，请自己拟定一个觉得可以实现的灵修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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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约时代的教会是五旬节圣灵降临后成立的，也就是说教会是圣灵的工作。每一个基督徒不但因着圣灵
进入你的内心而有了新的永不朽坏的生命，并且藉着依靠圣灵还可以继续不断的成长成熟、灵命进深一
天比一天更加过着讨主喜悦的新生活。这都是因为主耶稣的应许：「然而，我把真情告诉你们，我去对
你们是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 (圣灵) 就不会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 (圣灵) 到你们这里
来。」(约 16:7)
圣灵来第一件大事是让我们认识并且接受主耶稣作我们生命的主宰，也就是说是圣灵让我们得到了新生
命而被称为义。圣灵不但使我们称义，祂的内住在我们心中作我们生命的主宰更改变我们的价值观、我
们的生活习惯，让我们随着灵命的成长越来越能够在生活中见証主的荣耀，蒙主喜悦。
圣灵来第二件大事是保证我们不会失落，使得我们永远长存在神的恩典中。主耶稣亲自告诉门徒说：
「39 差我来那位的旨意就是：他所赐给我的，要我一个也不失落，并且在末日使他复活。40 因为我父的
旨意是要使每一个见了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使他复活。」(约 6:39-40) 主耶稣升天后赐
下永远的灵，就是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藉着祂的充满引领越来越能进入神话语的精意而不再只是
字句知识上的接受，乃是真正印在我们的心版而天天更新而变化，能够更加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
的旨意而活出台神喜悦的生活见証。
思想：你是不是确定自己已经有永生？在末日会复活？你如今的生活是不是经常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怎
么确认？
应用：如果你还不确定已经有永生，请参加教会的基要真理成人主日学。如果生活不在圣灵的引导之下，
请检讨问题在哪里？你属灵的灵敏度如果不高，请找一位属灵伙伴帮助你灵命成长。

圣灵光照得见主的荣光荣上加荣(林后3:12-18)
12既然我们有这样的盼望，就大有胆量，13不像摩西将面纱蒙在脸上，使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逐渐褪

色的荣光的结局。14但他们的心地刚硬，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同样的面纱还没有揭去；因为这面
纱在基督里才被废去。15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面纱还在他们心上。16但他们的心何时
归向主，面纱就何时除去。17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18既然我们众人以揭去面纱的
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返照，就变成了与主有同样的形像，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
的。
主耶稣所赐新生命的内涵大大地超越摩西时代所能想象的！我们有了这 永远的生命、丰盛的生命是多
么的宝贵、多么的有意义。此外这新生命给了我们将来与神见面时必定被神接纳的保证。使徒保罗也因
为有这样的盼望就大有胆量，他也提醒我们同样可以在现在的生活上大有胆量、勇往直前没有后顾之忧
地为主而活。
这新约时代崭新的改变与摩西时代是绝对的不同。摩西要把面纱蒙在脸上，使得以色列人不至于看到他
脸上的荣光慢慢的消失。其实以色列人自己的心硬悖逆使得他们到现在还是与基督的爱隔绝，没有来到
与神和好的路上。就好象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上所写的：「7 那又怎么说呢？以色列人所寻求的，他们没
有得着。但是蒙拣选的人得着了，其余的人却成了顽梗不化的。8 如经上所记：“神给他们昏沉的灵，
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到，直到今日。”」(罗 11:7-8)
而新约时代的圣灵能够完完全全地除去那个面纱，主就是那灵。圣灵在哪里，那里就有真自由，也就是
不再被罪捆绑作神儿女的自由：「14 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15 你们所领受的不是奴仆的
灵，仍旧害怕 (罪的捆绑)；所领受的是儿子名分的灵，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 (完全的自由)」
(罗 8:14-15)
新约在主耶稣自己亲自的护佑下，所有的基督徒的光彩是不受时间的影响而是荣上加荣的。这是因为我
们的元首主耶稣基督是不受时空限制的主宰，祂现在坐在天父的右边作我们日夜不打盹的中保。而祂所
差遣的圣灵保惠师不但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在地位上的改变、继续不断保守我们过得胜的生活、并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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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来荣耀的盼望。是圣灵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使我们可以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事奉；也是
圣灵让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是我
们一生可以继续不断学习的灵修课程，是继续不断灵里成长直到见主面的时候。
思想：耶稣基督与摩西怎么不一样？今天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与旧约以色列神的选民又有些什么不同？自
己有了新生命后的盼望是什么？主耶稣赶快再来？对你现今的生活产生什么作用？当你觉得愧对良心时，
你会怎么面对？你愿不愿意为神的选民以色列代祷？让他们能够早日归向主，也得到救恩之乐。你现在
是不是有完全不受罪捆绑的自由？你的灵命是不是在不断的增长？你觉得圣灵的果子哪方面你要特别注
意的？又有哪些是已经开始彰显的？
应用：如果自己有一件觉得有意义但以前不敢去做的事工, 请你现在踏出第一步愿意靠着圣灵的引领去
进行，见証我们活生生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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