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21年 四⽉25⽇ 

基督與上帝的律法 

新⽵歸正福⾳教會　⽪敦⽂講章 
講道時間: 59 分鐘

經⽂ 
羅⾺書七章12, 14a節:「律法是聖潔的, 誡命也是聖潔、公義、良善的。...律法是屬乎靈的。」 
羅羅⾺書⼗章4節:「律法的總結就是基督, 使凡信他的都得著義。」 
加拉太書三章24節:「律法是我們訓蒙的師傅, 引我們到基督那裡, 使我們因信稱義。」

前⾔
關於上帝的律法, 在Google搜尋得的皆是論上帝, 律法, ⼈等之間的關係, 或律法與福⾳的比較, 
甚少將主基督納入上帝律法論述的核⼼; ⼤家只要輸入今⽇主題為搜尋關鍵詞即知我⾔何意。
看看猶太⼈吧! 他們將基督與上帝的律法分離, 結果就是要殺他。我們⾒此若依然故我, 將基督
與上帝的律法分離開來的話, 將來⾒主⾯時絕不會對主產⽣愛慕與雀躍之情, 反⽽被主棄, 主耶
穌說:「不與我相合的, 就是敵我的, 不同我收聚的, 就是分散的。」(太12:30) 上週主⽇雖然已
講了基督與上帝的律法的關係, 還是決定暫時放下約翰福⾳第⼗⼀章總結, 再次重述兩者不可
分割的事實。

先賢之⾔
我們先看看先賢如何論基督與上帝的律法的關係: 加爾⽂說:「摩⻄只有⼀個⼼願, 就是邀請⼈
直接投靠基督。」奥古斯丁說:「律法的功⽤在於證明⼈有罪, 進⽽將⼈引向基督的救恩。」⾺
丁路德說:「我們不廢除律法, ⽽是知道律法真正的功⽤乃是催促⼈尋求基督; 律法不只顯明⼈
的罪與上帝的忿怒, 還引⼈信靠基督。」

輕慢上帝的律法
基督徒多能背誦如「律法本是藉著摩⻄傳的, 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穌基督來的」,「你們得救是
本乎恩」,「凡有⾎氣的沒有⼀個因⾏律法能在上帝⾯前稱義」等經⽂(參約⼀17; 弗2:8a; 羅
3:20), 以⾼舉恩典, 所以基督徒都會說, “我們現在是恩典時代, 不是律法時代”, 這句話已然顯出
對律法輕慢與不須知的態度。基督徒聽耶穌說,「我告訴你們, 你們的義若不勝於⽂⼠和法利賽
⼈的義, 斷不能進天國」(太16:11,12; 5:20), ⼼想著既然⽂⼠和法利賽⼈所⾏的義是⾏律法⽽
得的義, 那麼⾏律法是無⽤的, 因此不須那麼注重律法。然反諷的是, 恩典既是從耶穌基督來的, 
為什麼說這話的基督徒不傳基督?

基督成全律法
耶穌明明指⽰我們,「莫想我來要廢掉律法和先知, 我來不是要廢掉, 乃是要成全, 我實在告訴你
們, 就是到天地都廢去了, 律法的⼀點⼀畫也不能廢去, 都要成全。」(太5:17,18) 這是基督與上
帝的律法緊密關係最直接的啟⽰。上帝的律法在基督⼼中既有這樣崇⾼的地位, 屬主的基督徒
亦當如是對待律法。如果你是這樣的基督徒, 你必然經歷第⼀層衝擊, 謂⾼舉律法並成全律法
的耶穌, 律法在他⾝上找不⼀出⼀丁點的罪, 耶穌為什麼會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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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列⼈向上帝有熱⼼: 法利賽⼈的正⾯形象
基督徒已對“法利賽⼈”這名號有了偏⾒, 凡與法利賽⼈相關的事皆視為惡, 基督徒對其他基督徒
最狠的評語就是“那⼈是假冒為善的法利賽⼈”。然, 法利賽⼈重視並遵⾏上帝的律法, 他們拿⾏
淫的婦⼈責問耶穌就是實例。因是之故, 法利賽⼈的存在給予當時羅⾺⼈統治的社會有著正⾯
效應, 保羅說:「我可以證明他們(以⾊列⼈)向上帝有熱⼼」(羅10:2a)。舉姦淫或淫亂為例, 當
時的猶太社會必為外邦百姓所羨, 正如今⽇⻄⽅⼈看到⾃⼰國家的淫亂轉⽽信回教是⼀樣的道
理。若教會裏有位泱泱儒者樣的會眾, 如法利賽⼈般因⾏律法⽽有的聖潔性情, 他必成為教會
向外炫耀的標竿⼈物。

法利賽⼈的⽭盾
法利賽⼈⾼舉上帝的律法是毋庸置疑的事, 這律法維繫著猶太⺠族的⾃尊與光榮⾄今。按理
說, ⾼舉律法的耶穌應受法利賽⼈的尊重, 當邀請耶穌共同為推廣上帝律法⾄其他⺠族⼀起努
⼒才對, 這就好像教會彼此攜⼿廣傳基督的福⾳, 但意料之外, 法利賽⼈反⽽要置耶穌於死地。
上帝的⼗誡律法烙刻在⽯版上, 猛火燒不掉, ⼤⽔洗不掉, 猶太⼈應是在世界中最不可能觸犯“不
可殺⼈”誡命的⺠族, 但是當耶穌出現在他們當中之後, 他們罪性之根立即顯露出來, 在耶穌⾯前
毫不隱瞞他們要殺他的念頭。

若問, 法利賽⼈⾯對其他⼈, 如麥基洗德, 施洗約翰等樣的⼈物, 會不會亦⽣擊殺之⼼? 再問, 若
猶太⼈中間有⼈違背了上帝的律法, 法利賽⼈會那麼輕易的⽣發殺⼈之念? 兩者之問的答案皆
是否定的。這就讓我們感到驚訝, 法利賽⼈⼀⽣奉⾏與教導律法, ⾃以為已與律法合為⼀體, 長
年下來, 律法已融入他們的⾎液裏, ⽇常⽣活亦以此為樂, 但為什麼⾯對頒佈律法的聖⼦, 卻毫
不顧忌, 連想都不想地破壞“不可殺⼈, 不可作假⾒證陷害⼈”的⼗誡誡命? 若基督與上帝的律法
無關, 法利賽⼈根本不需要殺他, 他們要殺耶穌即顯明他與律法之間緊密⽽不可分的關係。

基督的神⼈⼆性
法利賽⼈殺耶穌並不是出於嫉妒或輕看, ⽽是在於耶穌的本質不同於其他⼈。耶穌說他是「從
天降下, 仍舊在天的⼈⼦」(約3:13), 按今⽇神學語⾔來說, 耶穌是神⼈⼆性的基督, 他是完全的
上帝, 完全的⼈。因此, 法利賽⼈殺耶穌乃是對他們沒有看⾒過的上帝的直接反應,「從來沒有
⼈看⾒上帝, 只有在⽗懷裏的獨⽣⼦將他表明出來。」(約1:18) 法利賽⼈要殺耶穌, 這讓我們理
解到耶穌的虛⼰並沒有虛他的神性。

法利賽⼈要殺耶穌便告訴我們, 上帝的律法或能改變罪⼈的⾏為, 以趨於正, 但卻不能改變罪⼈
抵擋上帝的本性。罪⼈抵擋上帝乃是他靈魂的取向, 因此, 基督使律法的屬靈特質給表明出來, 
即基督藉著律法將⼈的靈魂本質給顯露清楚。如果我們不知基督與律法這樣的關係, 那麼, 無
論我們多麽熟讀聖經, 背誦聖經, 甚⾄教導聖經, 我們還是屬⾁體的。使徒保羅信主前後對律法
的認知即為實例, 他說:「我們屬⾁體的時候, 那因律法⽽⽣的惡慾就在我們肢體中發動, 以致結
成死亡的果⼦。」(羅7:5)罪⼈⾏不義, 阻擋壓制真理(羅1:18), 唯基督能將罪⼈在上帝⾯前的不
義給彰顯出來。基督只要說⼀句話或⼀個作為即暴露出⼈⾁體的私慾, 使⼈無可迴避。

教會應有屬天的風範論律法
律法的功⽤在於使⼈知罪, 這是普世通理, 使徒將之特別寫在他的羅⾺書裏, 如果教會論使⼈知
罪之⼯與世⼈之論並無不同, 那麽, 教會論律法就失去了教會當有的風範, 必不被世⼈看為從天
上來的教訓。律法說不可殺⼈, 不可姦淫, 不可偷盜, 不可作假⾒證陷害⼈等, 世⼈亦雙⼿贊成
這些諸不可, 且可以因之制定全⺠當有的法律與刑罰。然, 世⼈法律的管轄效⼒只在觸犯這諸
不可的⼈⾝上有效, 倘若教會只對犯這諸不可的基督徒提出警告, 這豈不表⽰上帝律法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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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限性, 其他不犯之⼈可以不顧上帝的律法? 若傳道⼈解釋律法的功⽤與世⼈解釋的著⼒點相
同, 按今⽇基督徒知識⽔平, ⼜何須勞煩牧師傳道講之?

律法的總結
使徒說:「律法的總結就是基督, 使凡信他的都得著義。」(羅10:4) 當說律法的總結的時候, 即
指⽰我們論律法時離不開基督, 且必須將基督置為核⼼的地位, 要使聽者明⽩他們⾯對的事主
耶穌基督; 若不, 論律法時如何總結⾄基督。保羅也說:「律法是我們訓蒙的師傅, 引我們到基督
那裡, 使我們因信稱義。」(加3:24) 若我們論律法⽽可著書萬卷, 卻沒有基督, 那麼, 我們只能
看到律法顯出⼈罪性的外形, 不知道這外形成樣的根本原因, 當然也就無法對罪症下藥⽅。

四⽉23⽇是世界圖書與版權⽇(World Book & Copyright Day), 或簡稱為世界讀書⽇。讀書可
改變⼈的氣質, 豐富⼈的內在, 然⼈書之⾔只能迴繞在⼈間, 不可能跨越這藩籬⽽進入天間, 因
「從地上來的是屬乎地, 他所說的也是屬乎地。」(約3:31b) 上帝的律法是天上之⾔, 字字出於
上帝的⼝, 具體地規範⼈的道德⾏為, ⼈可因⾏之⽽為正⼈君⼦, ⼈本以為如此⾏即可尊活在上
帝的⾯前, 可為天上的⼦⺠。然, 耶穌的出現立即打破我們這等嚮往與⾒解, 如鐵鎚下的瓦器, 
碎成⼀地, 不成形樣, 因為上帝律法的屬靈本質將⼈靈魂深處⾯對上帝的真實情形給顯露出
來。當罪進入到世界, ⼈成為罪⼈之後, 每⼀個⼈的天性就是抵擋上帝, ⽽基督就是唯⼀能顯明
我們這抵擋上帝天性的聖者。

看⾒上帝的律法等於看⾒上帝
保羅說:「律法是聖潔的, 誡命也是聖潔、公義、良善的。」(羅7:12) 律法是聖潔的, 因為律法
是上帝親⾃頒佈的, ⽽上帝是聖潔的, 所以, 上帝頒佈的律法必然是聖潔的; 公義與良善亦可如
是理解。順理論下, 看⾒上帝的律法如同看⾒上帝的聖潔, 公義, 良善, 進⽽看⾒我們的不義, 不
潔, 不善。這話是不錯的, 但如何看⾒呢? 若說看⾒“不可殺⼈”的律法就可以看⾒上帝的聖潔, 
公義, 良善, 這中間太過跳躍, 易變成⼝說信仰。

古時聖旨臨⾄某⾂, 該⾂⾒聖旨如⾒皇帝, 聽畢必以“謝主隆恩”領受之。律法與誡命亦然, 我們
⾒律法與誡命如同⾒上帝⼀樣, 聽畢當以敬畏與感謝的⼼領受之。但, 從來沒有⼈看⾒上帝(約
1:18a), 上帝住在⼈不能靠近的光裡, 是⼈未曾看⾒, 也是不能看⾒的(提前6:16a), 那我們如何
看⾒律法如同看⾒上帝的公義, 聖潔, 良善? ⼈成長過程第⼀個對上帝的看法就是, “我沒有看⾒
道上帝, 怎知祂是存在的?”

基督⼗架
我們看到國家法律的公正性在於看到她實際上的執⾏, ⼀個不執⾏的法律是死的, 所以, 犯法之
⼈依法被定罪受刑, 我們即知道那個法律是活的。同樣地, 我們看⾒上帝就必須看到上帝律法
的實踐, 也就是, 必須看到⼈因違背律法⽽被定罪受死, 這樣, 我們才會看到聖潔的上帝。具體
來說, 基督⼗架就是我們因上帝的律法⽽看到上帝,  律法將無罪的基督掛在⼗架上⽽死, 我們即
知罪不是死的, ⽽是活的(羅7:8)。基督⼗架讓我們看到上帝的活與上帝的真實存在, 且顯明祂
是聖潔, 公義, 良善的上帝。保羅說:「⼀個能叫⼈得⽣的律法, 義就誠然本乎律法了。」(加
3:21b) 然, 當我們看到基督與律法在⼗架上的聯合, 我們就得著使徒所⾔,「使凡信他的都得著
義;...使我們因信稱義」。

不可能犯罪的基督
既然基督以律法彰顯我們抵擋上帝之罪性, 那基督⾃⼰呢? 律法是否⼀直注視耶穌, 看他有沒有
犯罪? 後者是某些⼈的⾒解, 因保羅說上帝差祂的兒⼦「⽣在律法以下」(加4:4c) 。這⾒解有
誤, 因為暗⽰著耶穌有犯罪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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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輔導之疑
今⽇教會論上帝律法卻不提及基督, ⽅興未艾的聖經輔導也是⼀樣, 提上帝與⼈的關係, 但不提
主基督與⼈的關係。據⼀位聖經輔導者所⾔, 聖經輔導的宗旨是透過對真理正確的解釋和分
享, 引導⼈⼼回轉向神, 並認罪悔改, 活出新樣, 敬畏上帝, 並與⼈和好; 聖經輔導⼜有另⼀種稱
呼就是聖靈的勸誡。所以, ⼀個好的聖經輔導者, ⾸先會看的是: 1. 神的恩典彰顯在祂的屬性和
作為上; 2. 聖經的教導是什麼; 3. 我個⼈與神的關係; 4. 神將我放在這處境, 或是對象的⽣命中
的意義為何? 5. 我如何能向對⽅訴說神的恩典, 如何引導對⽅看⾒⾃⼰的問題(罪的想法和態
度), 並為對⽅禱告, 求主聖靈光照並引導對⽅等。⼤家看到了沒有, 這些要點只提到神, 主聖靈, 
以及輔導者, 卻沒有提到主基督。聖經為基督作⾒證, 經過聖經輔導, ⼈卻無法⾒證基督, 這是
以⼈為本的教會作為。

最後, 因基督與律法之間鮮活的關係之故, 我們就不可拿恩典當作藉⼝⽽認為律法是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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