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登山寶訓——成全律法

馬太福音5:17-18



因行律法不能稱義

【羅3：20】所以凡有血氣的，沒有一個因行律法能
在 神面前稱義，因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

【羅3：22-24】就是 神的義，因信耶穌基督加給一
切相信的人，並沒有分別。 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
缺了 神的榮耀;如今卻蒙 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穌的
救贖，就白白地稱義。



律法——脫離？廢掉？

【羅7：5-6】因為我們屬肉體的時候，那因律法而生
的惡欲就在我們肢體中發動，以致結成死亡的果子。
但我們既然在捆我們的律法上死了，現今就脫離了律
法，叫我們服事主，要按著心靈的新樣，不按著儀文
的舊樣。

【太5：17-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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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法？ּתֹוָרה（TORAH，妥拉）

【創26：4-5】我要加增你的後裔，像天上的星那樣
多，又要將這些地都賜給你的後裔。 並且地上萬國
必因你的後裔得福—都因亞伯拉罕聽從我的話，遵守
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ותֹוֹרָתי）。

【出13：9】這要在你手上作記號，在你額上作紀念，
使耶和華的律法（ּתֹוַרת）常在你口中，因為耶和華曾

用大能的手將你從埃及領出來。



（TORAH，妥拉）ּתֹוָרה

教導，訓誨
instruction

律法
unassailable statutory law

【箴3:1】我兒，

不要忘記我的法則
（ ּתֹוָרִתי   ）；你心
要謹守我的誡命

【出16:28】耶和華

對摩西說：你們不
肯守我的誡命和律
法（ ְותֹוֹרָתי   ），要到
幾時呢？

愛的關係 權威性



律法？ּתֹוָרה（TORAH，妥拉）

【詩1：2】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
為有福！

How I love your Torah! I meditate on it all day. (CJB)

How I love Your Law! It is my meditation all the day. 
(NASB)

【詩119：97】我何等愛慕你的律法，終日不住地思
想。

Their delight is in ADONAI’s Torah; on his Torah they 
meditate day and night. (CJB)

But his delight is in the Law of the LORD, and on His 
Law he meditates day and night. (NASB)



律法是一面鏡子

【雅1：22-25】只是你們要行道，不要單單聽

道，自己欺哄自己。 因為聽道而不行道的，

就像人對著鏡子看自己本來的面目，看見，走

後，隨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 惟有詳細察看

那全備、使人自由之律法的，並且時常如此，

這人既不是聽了就忘，乃是實在行出來，就在

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



耶穌基督是否反對遵行律法？

【太9：20】有一個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來到耶穌背後，

摸他的衣裳繸子; 

【可6：56】凡耶穌所到的地方，或村中，或城裡，或鄉間，

他們都將病人放在街市上，求耶穌只容他們摸他的衣裳繸子;

凡摸著的人就都好了。

【民15：37-40】耶和華曉谕摩西說："你吩咐以色列人，叫
他們世世代代在衣服邊上做繸子，又在底邊的繸子上釘一根
藍細帶子。 你們佩帶這繸子，好叫你們看見就記念遵行耶和
華一切的命令，不隨從自己的心意、眼目行邪淫，像你們素
常一樣;使你們記念遵行我一切的命令，成為聖潔，歸與你們
的 神。



耶穌基督反對的是什麼？

【路13：14】管會堂的因為耶穌在安息日治病，就氣忿忿地
對眾人說："有六日應當做工;那六日之內可以來求醫，在安
息日卻不可。 ”

【出31：15-17】六日要做工，但第七日是安息聖日，是向耶
和華守為聖的。 凡在安息日做工的，必要把他治死。 故此，
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為永遠的約。 這是我和以色列
人永遠的證據;因為六日之內耶和華造天地，第七日便安息舒
暢。

【路13：15-17】主說："假冒為善的人哪，難道你們各人在
安息日不解開槽上的牛、驢，牽去飲嗎？ 況且這女人本是亞
伯拉罕的後裔，被撒但捆綁了這十八年，不當在安息日解開
她的綁嗎？ "耶穌說這話，他的敵人都慚愧了;眾人因他所行
一切榮耀的事，就都歡喜了。



律法是訓蒙的師傅

【加3：23-25】但這因信得救的理還未來以先，

我們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將來的真道

顯明出來。 這樣，律法是我們訓蒙的師傅

（guardian）（NASB），引我們到基督那裡，使我

們因信稱義。 但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來到，

我們從此就不在師傅（guardian）（NASB）的手下了。

【羅10：4】律法的總結就是基督，使凡信他

的都得著義。



律法——割禮

【創17：9-10】 神又對亞伯拉罕說：你和你

的後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約。 你們所有的

男子都要受割禮;這就是我與你並你的後裔所

立的約，是你們所當遵守的。

【羅2：28-29】因為外面作猶太人的，不是真

猶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禮，也不是真割禮。 惟

有裡面作的，才是真猶太人;真割禮也是心裡

的，在乎靈，不在乎儀文。 這人的稱讚不是

從人來的，乃是從 神來的。



律法和選擇的自由

【創2:16-17】耶和華 神吩咐他說："園中各

樣樹上的果子，你可以隨意吃，只是分別善惡

樹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為你吃的日子必定

死！ ”



律法和選擇的自由
【利11：1-8】耶和華對摩西、亞倫說：你們

曉谕以色列人說，在地上一切走獸中可吃的乃

是這些：凡蹄分兩瓣、倒嚼的走獸，你們都可

以吃。 但那倒嚼或分蹄之中不可吃的乃是：

駱駝—因為倒嚼不分蹄，就與你們不潔凈;沙

番（岩蹄兔rock hyrax）—因為倒嚼不分蹄，就與你們

不潔凈;兔子—因為倒嚼不分蹄，就與你們不

潔凈;豬—因為蹄分兩瓣，卻不倒嚼，就與你

們不潔凈。 這些獸的肉，你們不可吃;死的，

你們不可摸，都與你們不潔淨。



成全律法：成全律法的精義
【太22：35-39】內中有一個人是律法師，要

試探耶穌，就問他說："夫子，律法上的誡命，

哪一條是最大的呢？ "耶穌對他說："你要盡

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 神。 這是誡命中

的第一，且是最大的。 其次也相仿，就是要

愛人如己。 這兩條誡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

理的總綱。 ”



成全律法：成全律法的精義
【彌6：7-8】耶和華豈喜悅千千的公羊，或是

萬萬的油河嗎？ 我豈可為自己的罪過獻我的

長子嗎？ 為心中的罪惡獻我身所生的嗎？ 世

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 他向你所要

的是什麼呢？ 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悯，存謙

卑的心，與你的 神同行。



實際生活和成全律法：飲食的例子
【林前8：8-13】其實食物不能叫 神看中我們，

因為我們不吃也無損，吃也無益。 只是你們

要謹慎，恐怕你們這自由竟成了那軟弱人的絆

腳石。 若有人見你這有知識的，在偶像的廟

裡坐席，這人的良心若是軟弱，豈不放膽去吃

那祭偶像之物嗎？ 因此，基督為他死的那軟

弱弟兄，也就因你的知識沉淪了。 你們這樣

得罪弟兄們，傷了他們軟弱的良心，就是得罪

基督。 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

遠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



實際生活和成全律法：聚會的例子
【林前11：17-22】我現今吩咐你們的話，不是

稱讚你們;因為你們聚會不是受益，乃是招損。

第一，我聽說，你們聚會的時候彼此分門別類，

我也稍微地信這話。 在你們中間不免有分門結

黨的事，好叫那些有經驗的人顯明出來。 你們

聚會的時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因為吃的時候，

各人先吃自己的飯，甚至這個饑餓，那個酒醉。

你們要吃喝，難道沒有家嗎？ 還是藐視 神的

教會，叫那沒有的羞愧呢？ 我向你們可怎麼說

呢？ 可因此稱讚你們嗎？ 我不稱讚！



耶穌基督成全律法讓我們脫離罪的轄製

【羅7：7-13】這樣，我們可說什麼呢？ 律法是罪嗎？

斷乎不是！ 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為罪。 非律

法說"不可起貪心"，我就不知何為貪心。 然而，罪趁

著機會，就藉著誡命叫諸般的貪心在我裡頭發動;因為

沒有律法，罪是死的。 我以前沒有律法是活著的;但

是誡命來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 那本來叫人活的

誡命，反倒叫我死;因為罪趁著機會，就藉著誡命引誘

我，並且殺了我。 這樣看來，律法是聖潔的，誡命也

是聖潔、公義、良善的。 既然如此，那良善的是叫我

死嗎？ 斷乎不是！ 叫我死的乃是罪。 但罪藉著那良

善的叫我死，就顯出真是罪，叫罪因著誡命更顯出是

惡極了。



耶穌基督成全律法讓我們脫離罪的轄製

【羅8：1-6】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穌里的就不定罪了。

因為賜生命聖靈的律，在基督耶穌里釋放了我，使我

脫離罪和死的律了。 律法既因肉體軟弱，有所不能行

的， 神就差遣自己的兒子，成為罪身的形狀，作了贖

罪祭，在肉體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義成就在我們這

不隨從肉體、只隨從聖靈的人身上。 因為，隨從肉體

的人體貼肉體的事;隨從聖靈的人體貼聖靈的事。 體

貼肉體的，就是死;體貼聖靈的，乃是生命、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