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馬太福音看基督	
	-	律法與福音	

若歌教會2023	春季主日學	
尤迎彤	3/19/2023	



律法與聖約 – 創造之約	
•  創造/工作之約（Covenant	of	Works）-	創2:16-17	
•  WCF7.1:	The	distance	between	God	and	the	creature	is	so	

great,	that	although	reasonable	creatures	do	owe	obedience	
unto	Him	as	their	Creator,	yet	they	could	never	have	any	
fruition	of	Him	as	their	blessedness	and	reward,	but	by	some	
voluntary	condescension	on	God’s	part,	which	He	has	been	
pleased	to	express	by	way	of	covenant.	除非神樂意藉著立約
的方式自願地來俯就他們。	

•  神與人的關係通過立約的形式表達出來。類似古代宗主國
與殖民地的盟約：統治者提供保護與治理，且有要求。被
統治者有義務順服，且承受守約與背約的後果。在神的聖
約中，神維繫受造界，保守生命，明確要求。人要敬拜神
順服祂的統治，承受祝福或咒詛。	

•  聖約的要求就是律法。遵守或違背有不同的後果。	



律法與聖約 – 創造之約	
•  神按自己的形象造人，必然將律法放在人的心裡，所以人被造

是個道德性倫理性的存在。因為律法是神公義聖潔的品質的反
映（神的holiness和righteousness）。神放在人心裡的律法就是
自然道德律，是神普遍啟示的一部分，也是以後人類社會立法
的基礎。	

•  創造之約中的律法以禁止吃分別善惡樹果子的禁令表達出來。
那是特殊啟示，是有明確後果的律法，是神寫在人心裡的律法
的總綱。其本質是劃定了神與人，造物主與受造物，統治者與
被統治者的界線，是要人完全順服神作為統治者的主權。只有
這樣，人才能真正遵從心裡的律法去生活。	

•  在創造/工作之約裡，律法（善惡樹的禁令和自然道德律）是生
命的法則，也是又真又活的通往永生的道路。Instruction	for	life	
and	way	to	eternity。亞當有機會也有能力通過遵行律法得稱為
義，得到應許的永生。	



律法與盟約 – 恩典之約	
•  墮落之後，人活在創造/工作之約的咒詛之下。律法

象一面公義的鏡子顯出人的罪，成為定罪的依據，
成為人的咒詛。所以在律法之下，人都是死的。	

•  墮落之後，人類不再以神為神，失去了善惡的準繩，
各人以自己為善惡的標準。自然律依然存在於人心，
但是被罪扭曲和壓制。人也失去了踐行律法的道德
能力。靈裡死亡的人類再不可能通過行律法而稱義
得生命了。（羅2:15，1:	19，32）	

•  但是神愛世人，神的愛決定了祂必然要拯救失喪的
人，神的公義決定了祂拯救的方式：必然要有人負
上罪的代價，在刑罰上滿足律法的要求，更要通過
完全的順服遵行律法，走完律法通向永生的路。	

•  之後所有的約都是建立在拯救的恩典的基礎之上的，
所以稱為救贖/恩典之約。	



律法與盟約 – 恩典之約	
•  恩典之約（Covenant	of	Grace）	
•  恩典之约在救赎历史的不同阶段的形式与记号：	
•  Covenant	of	Restoration	with	Adam	–	skin	of	an	animal	– 亞

當重建之約	
•  Covenant	of	Preservation	with	Noah	–	rainbow	– 諾亞的保

守之約	
•  Covenant	of	Promise	with	Abraham	–	circumcision	– 亞伯

拉罕應許之約	
•  Covenant	of	Law	with	Israel	–	Sabbath	– 摩西/西乃山之約	
•  Covenant	of	Kingdom	with	David	–	throne	– 大衛王國之約	
•  Covenant	of	Fulfillment	with	the	Church	–	baptism	–耶穌基

督的新約	



恩典之約中的要求/律法	
•  恩典之約中的要求都是針對蒙了拯救之恩的人。所

以總是恩典在先，要求在後。要求得救的人有新生
命的樣式。也只有被重生的人才有意願和能力活出
律法的要求。	

•  律法作為通往永生的必經之路的意義依然存在（利
18:5	所以你們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
因此活著，我是耶和華），只是沒有人可以走。恩
典之約之下，得救的人不是通過行律法為自己賺得
了永生，而是因著信心，相信耶穌基督替我們走完
了律法的路，為我們贏得了永生。從亞當開始就是
如此。	

•  恩典之約中律法的功用不是賺得永生的條件，而是
被賜於永生的人生活的準則。我們行律法不是為了
得救，而是我們得救是為了更好地行律法。	



恩典之約中的要求/律法與福	
•  在不同的恩典之約中有不同的具體要求，但是

總綱都是完全的順服	perfect	obedience。	
•  亞當之約：生養與勞作 – 後裔的應許	
•  諾亞之約：生養眾多；不可流人血 – 保守生命

的應許。	
•  亞伯拉罕之約：要做完全人（創17:1） – 後裔

與萬國得福的應許。	
•  摩西之約：十誡+律例典章 – 應許之地的安息	
•  大衛之約：摩西律法 – 後裔與永遠的王權	
•  新約：十誡	-	登山寶訓 – 永恆的安息	



摩西律法的三個部分	
•  十誡 – 道德律	moral	law	
一切法律的基礎，今天依然有效。	
	
•  禮儀法 –	ceremonial	law	
基督成全並廢除了祭禮	
	
•  民事法 –	civil	law	
以道德律為原則，具體操作隨時代發展。	



摩西之約 – 十誡	
•  墮落之後，自然的道德律已經被扭曲和模糊不

清，不能夠讓人看到自己的真實光景。所以神
將自然的道德律寫在石板上，以書面的形式賜
給祂的子民以色列，這就是十誡。所以十誡是
自然道德律的恢復和總結。	

•  十誡的目的是要讓神的子民看到自己的不義和
定罪的刑罰，從而尋求神的恩典。	

•  也是神百姓生活的準則，為要造就一個“祭司
的國度，聖潔的子民，歸屬耶和華”	

•  十誡屬靈層面的遙不可及期待救贖主的到來，
是指向基督的。從這個層面上，律法是預言性
的，預言必有一位成全它的救主。	



律法功用	

•  震攝犯罪	
•  預備基督救恩	
•  成聖的準則	



律法主義與反律法主義	
•  律法主義認為人只有靠自己的努力才能贏

得神的恩典，忘記了律法本身就是神的禮
物，人只有信靠神的恩典依靠神的幫助才
能行律法。	

•  律法主義傾向於將律法教條化，添加人的
規矩。不僅降低了律法的要求，還將律法
變成不堪負荷的重擔。 終以人的傳統取
代神的權柄。	

•  律法主義導致自義和驕傲，從而阻礙真正
的悔改和尋求依靠神。並且會嫉妒別人得
到的恩典，以為神不公平。	



律法主義與反律法主義	
•  反律法主義則是強調神恩典的接納而忽略

律法的要求。曲解羅6:14“因你們不在律法
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在恩典之下的人
可以繼續犯罪而讓恩典顯多嗎，保羅說斷
乎不可！（羅6：1-2）	

•  反律法主義還會將神的愛與祂的律法對立
起來，以愛取代律法。但是神是愛的同時
也是全然聖潔和公義的，是斷不以有罪為
無罪的。神愛世人的拯救是需要基督負上
律法要求的巨大代價的。律法的總綱就是
愛，並不取消律法的任何一條。	



律法主義與反律法主義	
•  兩者都源於對神和對律法的錯誤認識	

•  都沒有認識到賜律法的神是聖潔，慈愛又
有恩典的。祂的愛與聖潔是同時存在並行
不悖的品質。	

•  都是將立法的神與律法分離開了，將律法
只看作崇高的倫理標準，看不到律法是神
的禮物。律法賜生命的目的只有神能夠成
就。	



登山寶訓	
•  登山寶訓是耶穌作為神國君王頒布他的法典。從律

法的角度，稱為神國憲章。首先的對象是門徒。	
•  登山寶訓實際上是對十誡的詮釋。是對西乃山之約

在基督裡，在他的工作他的位格裡的新的詮釋。	
•  要了解和踐行登山寶訓的教導一定不能與它的教師

分開，一定不能與頒布它的王分開。它所描繪的那
幅符合上帝公義的生命樣式唯獨只有在基督的降卑
和他在十字架上受死中得以成就和扭轉。不是憑著
人的努力做到一分兩分，而是在基督裡被徹底扭轉。
不是透過人的道德主義的努力，而是透過祂的生命
的大能。	

•  登山寶訓的背景是曠野受試探。八福是指向那一位
在曠野中受苦的基督的。	



登山寶 訓– 八福	
•  八福所描述的狀況首先不是受教者的狀況，

而是耶穌基督自己。從他道成肉身的降卑
之路向我們顯明真正的祝福是是什麼。	

•  是他來到地上為我們承受哀痛，為我們成
為貧窮，為我們成為溫柔，為我們成就和
睦，為我們成就神的義。基督是八福所指
向的生命樣式。真正的祝福是跟隨他走同
樣的生命之路，這是他終其一生傳講的福
音。	

•  八福沒有任何一樣是可以在福音之外成就
的。	



登山寶 訓– 八福	
•  虛心的人（靈裡貧窮的）	-	天國	
•  哀慟的人 – 得安慰	
•  溫柔的人（詩37:11）-	承受地土	
•  飢渴慕義的人 – 得飽足	
•  憐恤人的人 – 得憐恤	
•  清心的人 – 得見神	
•  使人和睦的人 – 得稱為神的兒子	
•  為義受逼迫的人 – 天國	
•  有福了：不像世人那樣建立在看得見的東西上，而是基

督裡的富足，與神同在喜樂平安，和神國一切的豐富。
有了這份福氣，才能抵抗財富權勢統治的社會，才能以
溫柔去忍受不公正的對待，才能有勇氣去承受逼迫，才
有足夠的憐憫去愛仇敵，才有足夠的力量抗拒以惡制惡
的誘惑。	



登山寶 訓	
•  登山寶訓不僅是一部崇高的倫理標準，它

更是帶著福音的能力的，是耶穌對於做他
門徒的更決絕，更徹底，更緊迫的要求。	

•  甘地的例子	
•  我們是信靠耶穌還是效法甘地？	



登山寶 訓	
•  做鹽	
防腐劑，阻擋世界的腐敗	
•  做光	
賽60:1-3:	興起發光，因為你的光已經來到，
耶和華的榮光發現照耀你	
	
	
	



登山寶 訓	
•  文士和法利賽人的義	
o  律法主義的義：只有外表對條文的遵守，沒有內在

的真實的敬虔和正確的態度。反而使得律法的真實
意圖/要求變得模糊不清。	

o  假冒偽善（23:23-28，你們這假冒偽善的文士和法
利賽人有禍了x	3)	

o  Dead	Sea	Scroll稱法利賽人是seeker	after	smooth	
things。是指他們對律法的要求進行變通來順應當時
生活現實。用一些人為的規條把律法變得可執行
（doable），以至於 後focus在Do，忘了律法的本
意是什麼，也消除了律法對恩典的需求，對神的依
靠。當人覺得可以達到這些規條的時候，就會自義，
以為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就可以踐行律法。	



登山寶 訓	
•  基督成全律法	
不僅是帶來律法完整的原本的意義，強調完全忠於律
法的心態，更是從裡到外地身體力行實踐律法的要求。	
•  六段比較 – 律法的真正目的士為了引導和約束人心，

從來都是spiritual的，不只是在乎外在的行為。	
•  你們聽見有話說	VS	只是我告訴你們	
•  殺人	
•  姦淫	
•  離婚	
•  起誓	
•  報復	
•  愛仇敵	



登山寶 訓	
•  你們要完全，象你們的天父完全一樣	
我們在基督為我們成就的完全裡，努力地趨
向完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