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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 

介绍 

 

 

 

 

 

                           

 

   第一课 逐字稿 

 

亲爱的朋友们，我希望你们喜欢旅行，或至少喜欢发现上帝圣言之真

理的一些新方面，因为我计划带着你们踏上一段学习之旅，联系上帝圣洁的

律法思想上帝的荣耀。对我而言，预备这一系列课程和发现关于上帝律法之

真理的一些新方面，是极大的喜乐；我希望在这一系列课程中，我能够将我

所发现的一些律法之美传达给你们。 

我首先跟大家讲一个我亲身经历的一个事件，大约在几年前，一个大

约三十多岁的年轻而成功的女商人在交谈时跟我分享的她的经历。她成长在

一个有宗教信仰背景的家庭。她的父母都是严格而忠诚的信徒，但信仰的是

不同的宗教。所以，她对我这样说：“我再也不想跟宗教有任何关系。我已

经超然于宗教之上。”当我反思她的想法时，想要与她进一步深谈，于是我

游览世上最高的山会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飞过浩瀚的大海会让你觉得自己

很渺小，凝视夜空中不计其数的繁星会让你觉得眼花缭乱。但认识到上帝的荣耀

更会让你觉得深受鼓舞，祂不仅从一无所有中创造出了这一切，而且让它们按照

祂制定的神圣法则运行！ 

 

在关于上帝律法的这第一课中，我们将要阐述在关于上帝律法的这一系列课

程中我们希望学习什么内容。我们学习这个课程最完全、最终的目的，是回应诗

人在《诗篇》第 119 篇 72 节中的宣告：“你口中的训言（或作‘律法’）与我有

益，胜于千万的金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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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她：“你还相信上帝吗？”“是的，是的，我信，”她回答说，“但我不想跟

上帝的那些规条有任何关系。我已经有足够多的规条了。我想过我自己的生

活。我想要拥有自由。我想按照我自己的规则来享受我的生活。”所以在我

的回答中，我努力想要表达对她的同情。我说：“是的，我明白对你来说生

长在这样的家庭很不容易，你父母信奉不同的宗教，要求你遵守各种规条；

服侍一位只会要求人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的上帝，不是一件很有吸引力的事。

对于这一点，我必须赞同你的话。但是，我只是想让你跟我一起考虑得更深

远一些。 

宗教信仰究竟是什么？宗教信仰是遵守各种规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

讨神的喜悦，防止他发怒，或者安抚他吗？你有没有想过宗教信仰可以是一

种关系？是与你的上帝、你的创造者、造物主的关系。从本质上来说，我们

失去了这种关系，所以我们失去了生命之美。我们失去了喜乐和满足，失去

了生命的乐趣，因为我们与上帝隔绝了。我把这比作婚姻关系。美好的婚姻

不仅仅是两个人生活在一起，遵守规则。美好的婚姻是两个人互敬互爱，生

活在温柔、亲近、亲密、和谐、共同成长的关系之中。然而，要保持那种质

量的关系，我们应当尊重那种关系的规则。要保持健康美好的关系，有一些

指南，一些规则，一些期待，一些必须做的事，一些不可做的事。在这样的

背景环境下，婚姻关系才能花繁叶茂。”现在，我想用这个故事作为我们关

于上帝律法的这一系列课程的起点，我讲这一系列课程的目的，是向你们阐

明上帝在祂赐给我们的律法中所显明的祂的荣耀。 

今天这一课，是对这一系列课程的一个鸟瞰和概述，也许可以算作是

一道开胃菜。那么，我们从哪里开始呢？我从这个问题开始吧：当你思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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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的荣耀时，你会想到什么？你的脑海里会浮现出什么？毫无疑问，你们中

有些人会想到创造、宇宙、一切上帝创造的威严和荣美。我对此表示同意。

那是上帝之荣耀的一个美丽的方面。也许另一些人会想到福音，那是关于上

帝之爱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祂竟然不爱惜自己的儿子，而是把祂赐给了

叛逆的人类。我对此也表示同意。这个关于上帝之荣耀的故事超过了受造物

之美。然而，我要提出另一个答案，是关于律法的，关于上帝圣洁的律法。

也许你不得不承认，当我们思想上帝的荣耀时，脑海里不会自然而然地想到

上帝的律法；然而事实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律法也以美好的方式向我们显明

了上帝的荣耀，甚至更强烈。上帝的律法早于上帝的创造。上帝的律法甚至

早于祂关于耶稣基督之福音的宣告。上帝一直是上帝，是圣父、圣子、圣灵

三位一体的上帝；在这个关系中，关于如何和谐、美好、亲密、互敬互爱地

保持彼此之间的关系，三一上帝受他们自己律法的治理。 

朋友们，这是我们需要掌握的一个重要真理。当我们继续学习之旅时，

愿我们持守这个根本性的宣告：上帝的荣耀显明在律法之中；因为也许仅仅

持守这一真理就已经帮助我们回答了这个问题：“律法与福音是彼此相对的，

还是互为补充的？”或者基督徒常常为之挣扎的另一个问题：“旧约律法是

暂时性的，因而与新约时代的我们无关吗？”你们会注意到，我们周围有一

些基督徒所持的观点是上帝的律法不再重要。当今时代只与爱有关，与律法

无关。所以，极少有教会像我们这样教导和一起探讨关于上帝律法的课程，

尤其是关于十诫的课程。忽视上帝律法的那种倾向，既不健康，也不合乎圣

经。那为什么不健康呢？哦，想一想你自己的身体。不锻炼身体，没有合理

的饮食，那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什么影响？那会使我们软弱无力，肥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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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现在想一想属灵的方面，倘若我们弃绝了上帝律法的指引，我们生命

的道德品质会怎么样呢？我们会变成在道德方面软弱无力、肥胖、不健康的

基督徒，更重要的是，不像基督。终止关于律法的教导，也是不合乎圣经的，

我们来听一听主耶稣的教导。在《约翰福音》第 13 章 34 节中，祂说：“我

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

相爱。”所以，要彼此相爱。但在《约翰福音》第 14 章 15 节中，祂补充说：

“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所以，你们注意到，在上下文背景几

乎相同的这几章中，救主强调爱和律法、诫命。所以，我们让这只小鸟飞起

来吧，看看我们在学习关于上帝律法的这一系列课程时能够飞到哪里。我们

想要学习哪些内容呢？我为之挣扎并必须与你们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是：“我

们从哪里开始呢？”当然，我是教导上帝律法，教导十诫的老师。我们从哪

里开始呢？合乎逻辑的做法似乎是翻到《出埃及记》第 20 章，聆听上帝在

西奈山上发出的雷鸣般的声音，但那是起点吗？或者，也许我们应当从圣经

的开头《创世记》第 1 章 1 节开始？但我建议不以上面任何一点作为我们的

起点。我建议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 1 章 1 节。我来为你们读这节经文。

“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朋友们，约翰用这寥寥数语就

勾画出了一个言语无法形容的事实。他把我们指向了上帝的关系。“道与上

帝同在”这个短语在希腊原文中的意思是，从永恒之中，神圣的三位一体中

的各个位格就已经与彼此面对面、相交、团契、生活在一起。上帝在这个甜

蜜的团契中住在一起，按照祂自己圣洁的标准生活。所以，在开始教导上帝

的律法时，我选择首先来看一看设立律法的上帝。因此，在我们分析律法之

前，让我们先专注地思想赐律者自身，然后再来看祂在祂那神圣的律法中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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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说了什么。我们在思想这些时，也许能够帮助我们回答出一些问题，比

如“现在律法的功用究竟是什么？”以及“上帝的律法是给我们的恩赐吗？

或者上帝的旨意是要使我们行事为人合乎正道吗？”或者“上帝赐下律法是

为了限制我们的自由，还是恰恰相反，是为了保护我的自由？”所以，那是

我们的第一站：设立律法的上帝。接下来呢？我们翻到《出埃及记》第 20

章。那样做似乎很合乎逻辑。那里显然记录了上帝的律法，清楚地阐明了十

诫。然而，如果我们一下子跳到《出埃及记》第 20 章，要意识到我们已经

略过了 2500 至 3000 年的世界历史。那么，在那段时期的上帝的律法该怎么

办呢？所以，我建议我们回到乐园里，我们学习的主题将是亚当，第一个亚

当，以及上帝的律法。那么，当我们想到亚当和夏娃时，他们拥有什么律法？

他们知道十诫吗？如果他们知道，那么他们是如何知道十诫的？如果他们不

知道，那么他们遵照什么律法生活？因为那将是我们的第二站，律法与乐园

中的亚当和夏娃的关系。在那之后，我建议我们探讨律法与末后的亚当——

耶稣基督的关系。我们都从福音故事中知道，耶稣基督尊重律法远超过所有

人能做到的程度。祂说，祂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太 5:17）。

所以，对我们来说，简要学习末后的亚当耶稣基督与上帝律法的关系，似乎

是对上帝律法的最好解释。 

那么，我们来想一想这些问题。耶稣怎样尊重律法？祂与祂所宣讲的

福音有什么关系？当然，我们要探讨这个已经提到过的问题：“既然救主已

经作为受难的救主承受了咒诅，那么是否因为祂承受了咒诅，就为祂的跟从

者废除了律法呢？”接下来，让我带着你们一起探讨律法与我们这些罪人的

关系。耶稣在地上服侍期间，经常要对付法利赛人；你们知道法利赛人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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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得救的观点是错误的。他们的主要观点是我们可以靠着遵守律法得救。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在谈到罪人与上帝的关系时过分注重遵行律法。

当然，那种谬误依然深深地存在于我们心里，所以我们都应当停下来一起思

考这个问题：“律法与罪人的关系是什么？”在学习过程中我将试图回答这

些问题：“当我们处在未重生的状态中时，上帝的律法如何藉着圣灵的服侍

在我们心中做工？”“圣灵如何使用律法来使我们知罪并带领我们来到福音

面前？”然后，我们当然还要批驳律法主义的谬误。从这一点，我们要探讨

律法与圣徒的关系。当一个人得救之后，圣经称这个人为圣徒。我们很希望

认为人一旦得救，经历了上帝的恩典，所有的罪就都不复存在了，但我们知

道事实并非如此。事实证明，上帝的所有儿女仍然在与罪争战、摔跤，这是

他们一生的挣扎。 

所以，我们来把救恩想象成主耶稣提到过的窄路（太 7:14），但我们把

这条窄路描述成一个凸起的峭壁，左右两边都是悬崖。当我们在这个峭壁上

行走时，随时有从两边掉下去的危险。我们有可能从律法主义那边掉下去，

律法主义过于强调遵行律法，仿佛那能帮助我们得救似的；但我们也可能从

另一边掉下去。我们把另一边称为反律主义，反律主义者说：“啊，我们根

本不必在意上帝的律法。因为如《罗马书》第 6 章 14 节所说，我们不在律

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那么，此处的问题其实是：信徒仍然必须在意遵

守律法这件事吗？或者我们只需像《罗马书》第 13 章 8 节中所说的那样去

做：“凡事都不可亏欠人，惟有彼此相爱，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所以，

如今只关乎爱，无关律法。最后，在此之后，我们要朝西奈山前进。《出埃

及记》第 20 章记载了圣经中独一无二的一个事件。上帝在威严中显明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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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这威严不仅使所有的以色列人尽都发颤，就连摩西在看到上帝威严的荣

耀时也说：“我极其战兢”。要理解《出埃及记》第 20 章，在我们学习那一

章之前，请先阅读并在你的头脑中默想下列问题。例如，《出埃及记》第 20

章的上下文背景是什么？《出埃及记》第 20 章前面的几章经文能够帮助我

们明白那一章为什么在那个位置，上帝为什么在以色列历史中的那一刻赐下

律法。所以，想一想这个问题。另一个必须思考的重要问题无疑是：上帝为

什么选择在这样可畏的威严中显明自己？当上帝在山上显明自己，赐下祂的

律法时，为什么要伴随着雷声和闪电，彰显祂的大能？“我是耶和华你的上

帝，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这句导言有什么含义？那不仅仅是一

个历史性的宣告吧？这句话不仅仅是提到了已经发生的事情吧？ 

显然，我们要在西奈山停留一段时间，因为十诫中的每条诫命我们都要

用一节课的时间来单独探讨，所以至少需要十节课的时间。我们把十诫比喻

成一个建筑，上帝的建筑。每一条诫命都是这个建筑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换言之，十条诫命共同组成一个整体。不能把其中任何一条诫命剔除。倘若

我们把这十条诫命中的任何一条去除，那都不仅削弱了建筑的整体结构，而

且羞辱了建造者，仿佛祂加添了多余的东西似的。除此之外，也不可加添任

何东西。因为那也意味着建造者所设计的上帝律法有缺陷，还需要加添一些

东西。所以，十条诫命共同组成一个整体。我已经提出了一些问题来带领我

们学习每一条诫命，那是我们将要进一步探讨的内容，上帝为什么用否定的

形式阐述了几乎所有的诫命？为什么其中九条诫命是以否定的形式“不可”

提出的？为什么？为什么每条诫命都要以否定的形式开始？第二，我们可以

问这个问题：大卫的作品说律法是极其宽广的；保罗的作品说律法是属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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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律法仅仅是表面看起来这样的吗？我们已经知道了答案：主耶稣

在《登山宝训》中亲自解释了律法，祂告诉我们，“不可杀人”绝不仅仅是

指字面意思上的不可杀害你的邻舍。所以，我们需要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待每

条诫命，探讨它们的含义。当然，当我们学习这十条诫命时，我们希望把它

们多多应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用它们来指导我们如何在上帝和人面前行

事为人。 

然后，在我们结束学习之前，我请你们再次与我一起探讨“律法与永恒”

这个主题。我们注意到，律法不是从西奈山开始的。我们也注意到，律法不

是从乐园中开始的。如你们在我们的第二课中将会看到的，上帝的律法是从

上帝开始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律法的地位将会是什么？”在新世界

中，主耶稣将会向全地施行末后的审判，上帝的律法在那个新世界中将会有

永久性的地位或权威吗？得救赎的人类将会尊崇与在西奈山赐下的同样的

十条诫命吗？ 

毫无疑问，新世界的许多方面向我们仍然是隐藏的，但关于“在永恒中

的上帝律法是否与我们如今在圣经中看到的律法一样”这个问题，我们也许

可以确立一些指导方针或原则。朋友们，现在我该让这只鸟着陆了，我们已

经鸟瞰了整个旅程，现在我们要像虫子一样开始慢慢地探讨、思考律法的各

个方面，各个主题。并且我希望当我们逐渐发掘出关于上帝之荣耀的各个细

节时，你们也会发现这个主题使我们对上帝的律法越来越满怀赞美和喜乐之

情。在这一课即将结束时，我要提醒你们，我们的主要目的不是增加知识。

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增加热爱、敬虔之情。 

倘若最后的结果是我们对《诗篇》第 19 篇有了更深层面的、个人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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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那将是多么美好啊！我们能够跟大卫一起这样赞美上帝的律法：“耶

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

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

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 

然后，大卫做出了这个令人惊奇的宣告：“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

的精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

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所以，愿上帝祝福这些教导，使我们成为带给别

人祝福的源泉。 

谢谢你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