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 經 Scripture
哥林多後書 2 Corinthians 3: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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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豈是又舉薦自己嗎？豈像別人用人的薦信給你們或用你們的薦信給人嗎？ 你們就是
3
我們的薦信，寫在我們的心裏，被眾人所知道所念誦的。 你們明顯是基督的信，藉著我們
4
修成的。不是用墨寫的，乃是用永生 神的靈寫的；不是寫在石版上，乃是寫在心版上。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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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事；我們所
6
能承擔的，乃是出於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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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因為那字句是叫人死，精意〔或譯：聖靈〕是叫人活。 那用字刻在石頭上屬死的職事尚且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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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榮光原是漸漸退去的，
9
何況那屬靈的職事豈不更有榮光嗎？ 若是定罪的職事有榮光，那稱義的職事榮光就越發大
10
11
了。 那從前有榮光的，因這極大的榮光就算不得有榮光了； 若那廢掉的有榮光，這長存
12
13
的就更有榮光了。 我們既有這樣的盼望，就大膽講說， 不像摩西將帕子蒙在臉上，叫以
14
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將廢者的結局。 但他們的心地剛硬，直到今日誦讀舊約的時候，這
15
帕子還沒有揭去。這帕子在基督裏已經廢去了。 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誦讀摩西書的時候，
16
17
帕子還在他們心上。 但他們的心幾時歸向主，帕子就幾時除去了。 主就是那靈；主的靈
18
在哪裏，那裏就得以自由。 我們眾人既然敞著臉得以看見主的榮光，好像從鏡子裏返照，
就變成主的形狀，榮上加榮，如同從主的靈變成的。
1Are

we beginning to commend ourselves again? Or do we need, like some people, letters
of recommendation to you or from you? 2You yourselves are our letter, written on our
hearts, known and read by everybody. 3You show that you are a letter from Christ, the
result of our ministry, written not with ink but with the Spirit of the living God, not on tablets
of stone but on tablets of human hearts. 4Such confidence as this is ours through Christ
before God. 5Not that we are competent in ourselves to claim anything for ourselves, but
our competence comes from God. 6He has made us competent as ministers of a new
covenant--not of the letter but of the Spirit; for the letter kills, but the Spirit gives life. 7Now
if the ministry that brought death, which was engraved in letters on stone, came with glory,
so that the Israelites could not look steadily at the face of Moses because of its glory,
fading though it was, 8will not the ministry of the Spirit be even more glorious? 9If the
ministry that condemns men is glorious, how much more glorious is the ministry that brings
righteousness! 10For what was glorious has no glory now in comparison with the
surpassing glory. 11And if what was fading away came with glory, how much greater is the
glory of that which lasts! 12Therefore, since we have such a hope, we are very bold. 13We
are not like Moses, who would put a veil over his face to keep the Israelites from gazing at
it while the radiance was fading away. 14But their minds were made dull, for to this day the
same veil remains when the old covenant is read. It has not been removed, because only
in Christ is it taken away. 15Even to this day when Moses is read, a veil covers their hearts.
16But whenever anyone turns to the Lord, the veil is taken away. 17Now the Lord is the
Spirit, and where the Spirit of the Lord is, there is freedom. 18And we, who with unveiled
faces all reflect the Lord's glory, are being transformed into his likeness with everincreasing glory, which comes from the Lord, who is the Spirit.

前點燈，是照耶和華所吩咐他的。把金壇安在會幕內的幔子前，在壇上燒了馨香料做
的香，是照耶和華所吩咐他的。又掛上帳幕的門簾。在會幕的帳幕門前，安設燔祭壇，
把燔祭和素祭獻在其上，是照耶和華所吩咐他的。把洗濯盆安在會幕和壇的中間，盆
中盛水，以便洗濯。摩西和亞倫並亞倫的兒子在這盆裏洗手洗腳。他們進會幕或就近
壇的時候，便都洗濯，是照耶和華所吩咐他的。在帳幕和壇的四圍立了院帷，把院子
的門簾掛上。這樣，摩西就完了工。當時，雲彩遮蓋會幕，耶和華的榮光就充滿了帳
幕。摩西不能進會幕；因為雲彩停在其上，並且耶和華的榮光充滿了帳幕。每逢雲彩
從帳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起程前往；雲彩若不收上去，他們就不起程，直等到雲彩
收上去。日間，耶和華的雲彩是在帳幕以上；夜間，雲中有火，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
在他們所行的路上都是這樣。」（出埃及記 40:16-38）

二、聖殿的建造
「所以，大衛在會眾面前稱頌耶和華說：「耶和華─我們的父，以色列的 神是應當
稱頌，直到永永遠遠的！耶和華啊，尊大、能力、榮耀、強勝、威嚴都是你的；凡天
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國度也是你的，並且你為至高，為萬有之首。豐富尊榮都從你而
來，你也治理萬物。在你手裏有大能大力，使人尊大強盛都出於你。我們的 神啊，
現在我們稱謝你，讚美你榮耀之名！「我算甚麼，我的民算甚麼，竟能如此樂意奉獻？
因為萬物都從你而來，我們把從你而得的獻給你。我們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
與我們列祖一樣。我們在世的日子如影兒，不能長存。耶和華─我們的 神啊，我們
預備這許多材料，要為你的聖名建造殿宇，都是從你而來，都是屬你的。我的 神啊，
我知道你察驗人心，喜悅正直；我以正直的心樂意獻上這一切物。現在我喜歡見你的
民在這裏都樂意奉獻與你。耶和華─我們列祖亞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 神啊，求
你使你的民常存這樣的心思意念，堅定他們的心歸向你，又求你賜我兒子所羅門誠實
的心，遵守你的命令、法度、律例，成就這一切的事，用我所預備的建造殿宇。」大
衛對全會眾說：「你們應當稱頌耶和華─你們的 神。」於是會眾稱頌耶和華─他們
列祖的 神，低頭拜耶和華與王。」（歷代志上 29:10-20）

三、耶穌潔淨殿
「猶太人的逾越節近了，耶穌就上耶路撒冷去。看見殿裏有賣牛、羊、鴿子的，並有
兌換銀錢的人坐在那裏，耶穌就拿繩子作成鞭子，把牛羊都趕出殿去，倒出兌換銀錢
之人的銀錢，推翻他們的桌子，又對賣鴿子的說：「把這些東西拿去！不要將我父的
殿當作買賣的地方。他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說：
「我為你的殿心裏焦急，如同火燒。」
因此猶太人問他說：「你既做這些事，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呢？」耶穌回答說：「你
們拆毀這殿，我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才造成的，
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嗎？」但耶穌這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所以到他從死裏復活以
後，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的。當耶穌在耶路撒冷過逾越節
的時候，有許多人看見他所行的神蹟，就信了他的名。耶穌卻不將自己交託他們；因
為他知道萬人，也用不著誰見證人怎樣，因他知道人心裏所存的。」（約翰福音
2:13-25）

四、兩千年教會— 馬太福音 16:17-20 ；提前 3:14-16
「耶穌對他說：「西門‧巴‧約拿，你是有福的！因為這不是屬血肉的指示你的，乃
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還告訴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
陰間的權柄〔權柄：原文是門〕，不能勝過他。我要把天國的鑰匙給你，凡你在地上
所捆綁的，在天上也要捆綁；凡你在地上所釋放的，在天上也要釋放。」當下，耶穌
囑咐門徒，不可對人說他是基督。」（馬太福音 16:17-20）；「我指望快到你那裏去，
所以先將這些事寫給你。倘若我耽延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 神的家中當怎樣行。這
家就是永生 神的教會，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大哉，敬虔的奧祕！無人不以為然：就
是 神在肉身顯現，被聖靈稱義〔或譯：在靈性稱義〕，被天使看見，被傳於外邦，
被世人信服，被接在榮耀裏。」（提摩太前書 3:14-16）

會幕、聖殿、教會的建造與基督
講員 –鄭振威牧師
一、會幕的建造
「摩西這樣行，都是照耶和華所吩咐他的。第二年正月初一日，帳幕就立起來。摩西立
起帳幕，安上帶卯的座，立上板，穿上閂，立起柱子。在帳幕以上搭罩棚，把罩棚的頂
蓋蓋在其上，是照耶和華所吩咐他的。又把法版放在櫃裏，把槓穿在櫃的兩旁，把施恩
座安在櫃上。把櫃抬進帳幕，掛上遮掩櫃的幔子，把法櫃遮掩了，是照耶和華所吩咐他
的。又把桌子安在會幕內，在帳幕北邊，在幔子外。在桌子上將餅陳設在耶和華面前，
是照耶和華所吩咐他的。又把燈臺安在會幕內，在帳幕南邊，與桌子相對，在耶和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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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問題
(1)
(2)
(3)
(4)

會幕各樣物件的屬靈意義？
聖殿在舊約的重要性,所羅門獻殿的禱告特點是什么？
猶太人無法接受耶穌以殿喻己的原因是什么?
從會慕到聖殿到教會,請問你覺得對你最大的啟發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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