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羅⾺書  3:23 因為世⼈都犯了罪，虧缺了上帝的榮耀


羅⾺書到了這⼀節，可以說來到了⼀個段落的總結，也是⼀個巨⼤的轉折點。保羅⽤了長
長的篇幅來告訴我們不管你是道德淪喪，道德⾼尚，有宗教信仰的⼈，你都是罪⼈。沒有
⼀個好⼈，連⼀個也沒有。他說：“因為，世⼈都犯了罪”，然後呢？他解釋這句話了。世
⼈都犯了罪，達不到誰的標準？達不到雷鋒的標準？達不到孔⼦孟⼦的標準？到底⽤誰做
標準來比較呢？⽤上帝來做標準：達不到上帝的榮耀。（虧缺了，達不到）


Ok，什麼是上帝的榮耀呢？那是什麼標準？很難嗎？今天我們就來思考這個問題。什麼
是上帝的榮耀？


I. 榮耀的定義：

A. 重量，希伯來⽂的榮耀是 Kobod, 重量。


1. 我們今天會說⼀個⼈有很⼤的榮耀時我們可以說他在⾳樂界時重量級的⼈物，
他在財經界是重量級⼈物，他在物理，化學，⽣物分⼦，等等，他是重量級⼈
物。


2. 有⼀點像太陽在太陽系的質量是最⼤的，它⼀坐下去，地板往下沈，所有的⾏
星和彗星就繞著它轉了。


B. 說到太陽，就必須提到榮耀的第⼆個層⾯，就是光亮。中⽂的榮，是火。耀，是
光亮。

1. 聖經裡⾯提到摩⻄在⻄奈⼭上40天，與神⾯對⾯，他下來時臉上發亮，滿有頒
發律法時的榮耀。哥林多後書 3:7 那⽤字刻在⽯頭上屬死的職事尚且有榮光，
甚⾄以⾊列⼈因摩⻄⾯上的榮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臉；這榮光原是漸漸退去
的，8 何況那屬靈的職事豈不更有榮光嗎？9 若是定罪的職事有榮光，那稱義
的職事榮光就越發⼤了。10 那從前有榮光的，因這極⼤的榮光就算不得有榮
光了；11 若那廢掉的有榮光，這長存的就更有榮光了。


2. 摩⻄做為頒布律法的發⾔⼈，他具有極⼤的榮耀，甚⾄他榮光煥發到⼀個程
度，臉真的發光了。


C. 說到臉發光，就必須談到中國⼈對榮耀的認識，也就是⾯⼦了。

1. 在中國⼈的觀念裡，⼀個⼈的⾯⼦，就是他這個⼈的尊榮。你不給⼈⾯⼦，你
就是否定他⼀整個⼈的價值和地位。當我們說，「這⼈的⾯⼦好⼤」，或「看
在這個⼈的⾯⼦上，我不跟你計較了」，就是在表達，這個⼈的榮耀，尊貴，
地位很⼤，我必須尊敬他。


2. 在約書亞記中記載著亞⼲犯罪，拿了耶利哥城裡當滅之物，害得以⾊列⼈遭到
神的憤怒，在攻打艾城時潰敗，當約書亞經過抽籤找到亞⼲時，他這麼說：約
書亞記 7:19 約書亞對亞⼲說：「 我兒，我勸你將榮耀歸給耶和華－以⾊列的
上帝，在他⾯前認罪，將你所做的事告訴我，不要向我隱瞞。」20 亞⼲回答



約書亞說：「我實在得罪了耶和華－以⾊列的上帝。我所做的事如此如此：
21 我在所奪的財物中看⾒⼀件美好的⽰拿衣服，⼆百舍客勒銀⼦，⼀條⾦⼦
重五⼗舍客勒，我就貪愛這些物件，便拿去了。現今藏在我帳棚內的地裏，銀
⼦在衣服底下。」22 約書亞就打發⼈跑到亞⼲的帳棚裏。那件衣服果然藏在
他帳棚內，銀⼦在底下。23 他們就從帳棚裏取出來，拿到約書亞和以⾊列眾
⼈那裏，放在耶和華⾯前。24 約書亞和以⾊列眾⼈把謝拉的曾孫亞⼲和那銀
⼦、那件衣服、那條⾦⼦，並亞⼲的兒女、⽜、驢、⽺、帳棚，以及他所有的，
都帶到亞割⾕去。25 約書亞說：「你為甚麼連累我們呢？今⽇耶和華必叫你
受連累。」於是以⾊列眾⼈⽤⽯頭打死他，將⽯頭扔在其上，⼜⽤火焚燒他所
有的。26 眾⼈在亞⼲⾝上堆成⼀⼤堆⽯頭，直存到今⽇。於是耶和華轉意，
不發他的烈怒。因此那地⽅名叫亞割⾕，直到今⽇。


3. 約書亞為什麼要亞⼲將榮耀歸給耶和華？ 為什麼不說：“亞⼲，你老實招來，
你到底幹了什麼好事？” 為什麼是榮耀歸給耶和華？意思就是說，你不要再顧
你⾃⼰的⾯⼦了，你顧⼀下上帝的⾯⼦吧，他的國，他的軍隊打敗了。


4. ⼈犯罪不肯悔改，不肯信耶穌，很多時候也是因為⾯⼦。我們要我們的榮耀，
我們要⼈給我們的榮耀，我們不要神的榮耀。所以我拉不下臉來信耶穌。約翰
福⾳ 5:44 你們互相受榮耀，卻不求從獨⼀之上帝來的榮耀，怎能信我呢？


5. 可⾒，中國⼈所說的⾯⼦，在聖經裡⾯也是有的，猶太⼈也是愛⾯⼦，要榮
耀。但這種榮耀都是聖經所稱的虛榮。Vainglory，這種榮耀是我裡⾯沒有東
⻄，我家裡⼈都知道，所以醜事都是家裡⼈知道，家醜不能外揚，家醜⼀外
揚，我就沒⾯⼦了。沒⾯⼦會怎麼樣？會死的！會丟臉丟死了，會讓我在朋友
⾯前再也抬不起頭⾒⼈了。裡⼦不重要，⾯⼦更重要。裡⾯已經爛透了，⾯⼦
再丟光，就不⽤活了。所以，我們中國⼈會說，得饒⼈處且饒⼈，給他留⼀點
⾯⼦吧。


6. 我們的榮耀，不但是虛榮，甚⾄我們會把我們的羞恥當榮耀。腓立比書 3:18 
因為有許多⼈⾏事是基督⼗字架的仇敵。我屢次告訴你們，現在⼜流淚地告訴
你們：19 他們的結局就是沉淪；他們的神就是⾃⼰的肚腹。他們以⾃⼰的羞
辱為榮耀，專以地上的事為念。


7. 我在⼤學時，有⼀件事我現在光想起來就覺得很害臊，很不好意思，現在作為
牧師我覺得有這種歷史我很羞恥，所以我從來沒提過這事，⾄少我講道時好像
從來沒提過，因為那是不好意思提的。我在⼤學時讀的是基督教⼤學，所有同
學都是信主的，我讀的是聖經科教牧學，將來畢業要當牧師的。⼤概是⼤三
吧，那時候有7個女同學說要當我的老婆，他們就⾃⼰安排了，誰第⼀，誰最
後。當然她們是開玩笑的，當中最後只有⼀個⼈嫁給我了。但女孩⼦們開這種
玩笑我也不敢太認真，我也從來沒有玩弄過她們任何⼈的感情。這種事，在不
信主，或是保羅所說「⼗字架的敵⼈」，是拿來誇⼝的，我以前多麼受歡迎，
我以前多麼如何。可是，對我做⼀個牧師來說，這事不是我的榮耀，是害羞



的，是羞愧的。⼀個牧師如果真的出了這種事，是羞辱上帝的，是羞辱我傳的
福⾳的，是羞辱基督的⼗字架的。可是，在⼀個罪⼈⾝上，這反⽽就成了他們
誇⼝的事。


8. 我說這些事，是來闡述⼀個事實，我們的榮耀，我們的重量，我們的光明和⾯
⼦，是虧缺了神的榮耀的。


II. 我們既然看了什麼是榮耀的定義，我們現在就必須來思考什麼是神的榮耀。

A. 在此刻，我深深的覺得我開始要講⼀個是我永遠無法表達的東⻄和概念。神的重
量，光明，和⾯⼦？我們可以明⽩⼈的榮耀，可是神的榮耀真的無法⽤⼝舌述說
了。我嘗試從聖經來找⼀些例⼦，但發現聖經幾乎每⼀卷書都在表達神的榮耀。
我必須承認，我以下所說的就像是想表達⼤峽⾕有多宏偉，太平洋有多廣⼤，宇
宙有多浩瀚，⽽這些還不到上帝榮耀的萬分之⼀。


B. J I Packer：“在舊約聖經裏，「榮耀」⼀詞和重量、價值、豐滿、光耀、尊嚴都
有關連，當神說要顯現祂的榮耀時，這些也都會⼀同出現。”


C. 神的榮耀從創世記第⼀⾴就開始了，祂造了天地萬物，⽽我們從天地萬物可以窺
探上帝的榮耀的⼀⾓。

1. 詩篇 8:1   耶和華－我們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將你的榮耀彰顯於
天。


2. 詩篇 19:1  諸天述說上帝的榮耀；穹蒼傳揚他的⼿段。

D. 上帝在擊敗當時第⼀強國的軍隊顯出祂的榮耀。出埃及記 14:17 我要使埃及⼈的
⼼剛硬，他們就跟著下去。我要在法老和他的全軍、⾞輛、⾺兵上得榮耀。18 我
在法老和他的⾞輛、⾺兵上得榮耀的時候，埃及⼈就知道我是耶和華了。」


E. 上帝頒布律法時的榮耀：出埃及記 24:15 摩⻄上⼭，有雲彩把⼭遮蓋。16 耶和華
的榮耀停於⻄奈⼭；雲彩遮蓋⼭六天，第七天他從雲中召摩⻄。17 耶和華的榮耀
在⼭頂上，在以⾊列⼈眼前，形狀如烈火。18 摩⻄進入雲中上⼭，在⼭上四⼗晝
夜。


F. 摩⻄無法⾒到耶和華的榮耀⽽不死，因為他也是罪⼈。出埃及記 33:18 摩⻄說：
「求你顯出你的榮耀給我看。」19 耶和華說：「我要顯我⼀切的恩慈，在你⾯前
經過，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誰就恩待誰；要憐憫誰就憐憫誰」；20 ⼜說：「你
不能看⾒我的⾯，因為⼈⾒我的⾯不能存活。」21 耶和華說：「看哪，在我這裏
有地⽅，你要站在磐⽯上。22 我的榮耀經過的時候，我必將你放在磐⽯穴中，⽤
我的⼿遮掩你，等我過去，23 然後我要將我的⼿收回，你就得⾒我的背，卻不得
⾒我的⾯。」


G. 在聖殿和會幕建好的時候耶和華的榮耀充滿。出埃及記 40:34 當時，雲彩遮蓋會
幕，耶和華的榮光就充滿了帳幕。35 摩⻄不能進會幕；因為雲彩停在其上，並且
耶和華的榮光充滿了帳幕。列王紀上 8:10 祭司從聖所出來的時候，有雲充滿耶和
華的殿；11 甚⾄祭司不能站立供職，因為耶和華的榮光充滿了殿。




H. 聖殿開始的那⼀天有榮耀，教會開始的那⼀天更有榮耀。使徒⾏傳 2:1 五旬節到
了，⾨徒都聚集在⼀處。2 忽然，從天上有響聲下來，好像⼀陣⼤風吹過，充滿了
他們所坐的屋⼦，3 ⼜有舌頭如火焰顯現出來，分開落在他們各⼈頭上。4 他們就
都被聖靈充滿，按著聖靈所賜的⼝才說起別國的話來。


I. 以賽亞書 6:1 當烏⻄雅王崩的那年，我⾒主坐在⾼⾼的寶座上。他的衣裳垂下，
遮滿聖殿。2 其上有撒拉弗侍立，各有六個翅膀：⽤兩個翅膀遮臉，兩個翅膀遮
腳，兩個翅膀⾶翔；3 彼此呼喊說：聖哉！聖哉！聖哉！萬軍之耶和華；他的榮光
充滿全地！4 因呼喊者的聲⾳，⾨檻的根基震動，殿充滿了煙雲。5 那時我說：
「禍哉！我滅亡了！因為我是嘴唇不潔的⼈，⼜住在嘴唇不潔的⺠中，⼜因我眼
⾒⼤君王－萬軍之耶和華。」


J. 以⻄結書 1:22 活物的頭以上有穹蒼的形像，看著像可畏的⽔晶，鋪張在活物的頭
以上。23 穹蒼以下，活物的翅膀直張，彼此相對；每活物有兩個翅膀遮體。24 活
物⾏走的時候，我聽⾒翅膀的響聲，像⼤⽔的聲⾳，像全能者的聲⾳，也像軍隊
鬨嚷的聲⾳。活物站住的時候，便將翅膀垂下。25 在他們頭以上的穹蒼之上有聲
⾳。他們站住的時候，便將翅膀垂下。26 在他們頭以上的穹蒼之上有寶座的形
像，彷彿藍寶⽯；在寶座形像以上有彷彿⼈的形狀。27 我⾒從他腰以上有彷彿光
耀的精⾦，周圍都有火的形狀，⼜⾒從他腰以下有彷彿火的形狀，周圍也有光
輝。28 下雨的⽇⼦，雲中虹的形狀怎樣，周圍光輝的形狀也是怎樣。這就是耶和
華榮耀的形像。我⼀看⾒就俯伏在地，⼜聽⾒⼀位說話的聲⾳。


K. 但以理書 7:9 我觀看，⾒有寶座設立，上頭坐著亙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潔⽩如
雪，頭髮如純淨的⽺⽑。寶座乃火焰，其輪乃烈火。10  從他⾯前有火，像河發
出；事奉他的有千千，在他⾯前侍立的有萬萬；他坐著要⾏審判，案卷都展開
了。11 那時我觀看，⾒那獸因⼩⾓說誇⼤話的聲⾳被殺，⾝體損壞，扔在火中焚
燒。12 其餘的獸，權柄都被奪去，⽣命卻仍存留，直到所定的時候和⽇期。13  
我在夜間的異象中觀看，⾒有⼀位像⼈⼦的，駕著天雲⽽來，被領到亙古常在者
⾯前，14  得了權柄、榮耀、國度，使各⽅、各國、各族的⼈都事奉他。他的權柄
是永遠的，不能廢去；他的國必不敗壞。


L. 約翰也⾒過這復活的基督的榮耀：啟⽰錄 1:12 我轉過⾝來，要看是誰發聲與我說
話；既轉過來，就看⾒七個⾦燈臺。13 燈臺中間有⼀位好像⼈⼦，⾝穿長衣，直
垂到腳，胸間束著⾦帶。14 他的頭與髮皆⽩，如⽩⽺⽑，如雪；眼⽬如同火焰；
15 腳好像在爐中鍛鍊光明的銅；聲⾳如同眾⽔的聲⾳。16 他右⼿拿著七星，從他
⼝中出來⼀把兩刃的利劍；⾯貌如同烈⽇放光。17 我⼀看⾒，就仆倒在他腳前，
像死了⼀樣。他⽤右⼿按著我，說：「不要懼怕！我是⾸先的，我是末後的，18 
⼜是那存活的；我曾死過，現在⼜活了，直活到永永遠遠；並且拿著死亡和陰間
的鑰匙。


M. 最後，上帝所有的榮耀都歸在基督⾝上。約翰福⾳ 1:14 道成了⾁⾝，住在我們中
間，充充滿滿地有恩典有真理。我們也⾒過他的榮光，正是⽗獨⽣⼦的榮光。




III. 我們必須來思考⼀些應⽤了

A. 我們的罪，不是達不到摩⻄律法的標準⽽已，因為律法，也不過只是反射出神本
體的榮耀。律法的榮耀就像是⽉亮反射出太陽的光⽽已。⼈的罪，不是守不守律
法，⽽是缺乏了上帝本體的榮耀。亞當和夏娃本來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滿有上
帝的榮光。但是，當亞當夏娃犯罪時，榮光離開了他們，他們突然發現⾃⼰的⾚
裸，原有的裝扮是從上帝來的榮光，現在只剩下無花果葉和動物的⽪。我們需要
的，不是宗教的裝扮，我們需要的，是基督的榮耀。這榮耀，只能從信耶穌⽽
來。

1. 這榮耀使耶穌復活：羅⾺書 6:4 「所以，我們藉著洗禮歸入死，和他⼀同埋
葬，原是叫我們⼀舉⼀動有新⽣的樣式， 像基督藉著⽗的榮耀從死裏復活⼀
樣。」 我以前從來沒有注意到這節經⽂。基督的復活，是藉著⽗神的榮耀⽽復
活的！榮耀，使⼈復活！


2. 我們還在等待這個榮耀的復活，我們信了基督之後，得稱義，但復活的榮耀，
在我們的時間軸上，還是未來式，雖然對上帝來說我們得榮耀已經是完成了。
羅⾺書 8:18 我想，現在的苦楚若比起將來要顯於我們的榮耀就不⾜介意了。
19 受造之物切望等候上帝的眾⼦顯出來。20 因為受造之物服在虛空之下，不
是⾃⼰願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21 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脫離敗壞的轄
制，得享上帝兒女⾃由的榮耀。22 我們知道，⼀切受造之物⼀同歎息，勞
苦，直到如今。23 不但如此，就是我們這有聖靈初結果⼦的，也是⾃⼰⼼裏
歎息，等候得著兒⼦的名分，乃是我們的⾝體得贖。28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
效⼒，叫愛上帝的⼈得益處，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29 因為他預先所知道
的⼈，就預先定下效法他兒⼦的模樣，使他兒⼦在許多弟兄中作長⼦。30 預
先所定下的⼈⼜召他們來；所召來的⼈⼜稱他們為義；所稱為義的⼈⼜叫他們
得榮耀。


B. 學習放下⾃⼰的⾯⼦，放下⾃⼰的榮耀吧。

1. 這是咱們中國基督徒成聖過程最艱難的部份，我們的⾯⼦，我們的榮耀，使我
們羞愧快跑跟隨主。我們在乎別⼈的評論，我們在乎別⼈的看法，⽽忽略了神
的看法。


2. 不要再把羞辱當榮耀，榮耀當羞辱了。

3. 耶穌在⼗字架上所受的羞辱，成為我們的榮耀。榮耀神學和⼗架神學是兩個重
要的神學觀念。我們需要榮耀，但我們的榮耀必須是從⼗字架⽽來。


C. 當我們開始放下⾃⼰的⾯⼦，我們開始注意⼀⽣活著是要來榮耀神的⽬的了。

1. 威斯敏教理問答第⼀問：我們⼈的⾸要⽬的是什麼？是要榮耀神並享受祂！

2. 哥林多前書 10:31 所以，你們或吃或喝，無論做甚麼，都要為榮耀上帝⽽⾏。




我想讓⼤家聽這⾸歌做為我們的回應詩歌：


1 Mine eyes have seen the glory of the coming of the Lord;

He is trampling out the vintage where the grapes of wrath are stored;

He hath loosed the fateful lightning of His terrible swift sword;

His truth is marching on.


Glory! Glory! Hallelujah!

Glory! Glory! Hallelujah!

Glory! Glory! Hallelujah!

His truth is marching on.


2 I have seen Him in the watch-fires of a hundred circling camps;

They have builded Him an altar in the evening dews and damps;

I can read His righteous sentence by the dim and flaring lamps,

His day is marching on.


3 I have read His fiery gospel writ in rows of burnished steel!

"As ye deal with my condemners, so with you My grace shall deal!

Let the Hero, born of woman, crush the serpent with his heel, "

Since God is marching on.


4 He has sounded forth the trumpet that shall never call retreat;

He is sifting out the hearts of men before His judgment seat;

Oh, be swift, my soul, to answer Him; be jubilant, my feet!

Our God is marching on.


5 In the beauty of the lilies Christ was born across the sea,

With a glory in His bosom that transfigures you and me;

As He died to make men holy, let us die to make men free!

While God is marching 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