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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课 

耶稣与律法 

 

 

 

 

 

  第四课 逐字稿 

 

亲爱的朋友们，学习圣经并发现一些新的真理，总是一件喜乐的事；毫

无疑问我们对有些真理有所了解，但也有未曾探讨过的方面。我们在前两课

中的教导，以及我们现在继续学习上帝的律法，都是为了尝试从不同的角度

来看待律法。我们首先学习了关于那位赐律者的知识，祂是大而可畏的上帝：

上帝是爱；祂赐给人的诫命就是爱，祂藉之反映了祂自己的形像；上帝是圣

洁的，是与我们罪人隔绝的，但祂也怀着深深的大爱，是极其纯洁的。上帝

的律法反映了这一点。祂是至高无上的，祂按照自己神圣的美意赐给了我们

律法，祂是公义的上帝。祂不在律法之上。所以，希望从这个角度来看待律

法，已经使我们对于律法的内涵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那么，第二个像

金子般宝贵的真理，是我们已经探讨了乐园中的律法；我们探讨了亚当和夏

娃与上帝的关系以及他们彼此的关系，因而晓得他们也藉着他们顺服的生命、

对上帝和彼此的爱来反映了上帝的形像。律法写在他们心里，怀着爱心顺服

耶稣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主的

这句重要宣告是帮助我们理解上帝之永恒律法的意图和美丽之处的钥匙。我们总是

把耶稣基督及其作为与“福音”这个词联系在一起，这样做也确实是正确的。但我

们也可以而且必须把耶稣基督及其作为与“上帝的律法”联系在一起。所以在这一

课中，我们将要考查主耶稣为什么被称为“末后的亚当”，以及那与祂的宣告“我

来不是要废掉上帝的律法”有什么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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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和藉着顺服之心来爱上帝，是他们的喜乐。 

现在，在这一课中，我想带你们一起探讨末后的亚当。祂与首先的亚

当形成鲜明的对比。上帝称祂为末后的亚当，是有原因的。首先的亚当与末

后的亚当有相似之处。耶稣基督和堕落之前的亚当都是完美的、无罪的、圣

洁的。请注意当天使向马利亚宣告主耶稣即将藉着她出生时，他对马利亚是

怎么说的：“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

者，必称为上帝的儿子”（路 1:35）。因此，如保罗所说，当耶稣基督出生时，

祂“成为罪身的形状”（罗 8:3），但是没有罪。祂就像亚当最初受造时那样。

祂也是末后的亚当。我们中有许多人错误地说祂是“第二个亚当”。我也犯

了那样的错误，但圣经称祂为“末后的亚当”是有目的的：不再需要别的亚

当。祂已经成全了律法，那正是我们今天要一起探讨的内容。我们的思绪将

会带领我们来到《马太福音》第 5 章，《登山宝训》。这篇宝训的开头是一段

精彩的描述，阐明了谁是耶稣国度的百姓。前面的七福概括性地描述了重生

的灵魂的特征，接下来的两福描述了世界对这些人的反应。然后，耶稣简要

描述了对祂国度居民的呼召，要他们作盐和光。再然后，祂做了一段对我们

学习上帝律法具有重要意义的教导。我来读第 17 节。祂说：“莫想我来要废

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 

让我们的思绪在此停顿一下，先问自己几个问题：“耶稣为什么要教导

这一点？背景是什么？祂这样做背后的动机是什么？”请注意祂开头是这样

说的：“莫想我来……”显然，祂是针对当时人们的想法进行了这段教导。

那么当时人们是怎么想的呢？主耶稣进行这段教导的第一个原因，是为自己

的服侍工作辩护。当时那里有些人认为基督正在颠覆上帝的律法，正如祂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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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了人们添加的许多传统和规条一样。他们是这样想的：“祂正在颠覆上帝

的律法。”基督非常清楚地阐明了祂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祂想阐明自

己来是要纠正人们关于律法的错误观点。如果你通读《马太福音》第 5 章其

余的内容，就会注意到主耶稣仔细地纠正了那些对于律法的错误解释。祂说：

“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第 21 节）。那就是当时他们的想法。“但我要

告诉你们上帝的想法是怎样的。律法原本是这样的。”所以，基督是在为自

己的服侍工作辩护，纠正人们的错误想法和错误解释。基督说这番话的第二

个原因，是防止人们败坏祂的教导，或歪曲祂进行教导侍奉时所带来的恩典

的教义。很多人歪曲了基督关于“我们唯独靠着恩典得救”这一教导，认为

这句话的意思是“顺服不重要，我们唯独靠着恩典得救，我们不再在律法之

下”。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在进一步学习时将会探讨这个方面。

但是，基督在服侍过程中的每一个作为都驳斥了“顺服不重要”这一观点。

基督说第 17到 20节这段话的第三个理由，与祂在第 20节中所说的话有关。

祂在这里也纠正了法利赛人严重错误的教导。我来读第 20 节：“我告诉你

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基督的这一

教导在听众的心中引起了小小的波澜。祂所说的这句话实际上是颠覆了当时

的宗教世界：“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所教导和表现出来的，断

不能进天国。”主耶稣的教导并不是说：“众百姓啊，你们需要有更多的善行，

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一直试图教导你们去做的那些善行，那样你们才能进入

天国。”不，“胜于”这个词的意思并不是指要更上一层楼。“胜于”这个词

的意思是指要朝相反的方向前进。如果你们只拥有文士和法利赛人所教导的

外在的顺服，断不能进天国。祂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内心，在第 20 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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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稣其实是强调了人们绝对需要拥有祂自己才能进天国。因为我们心中没

有义；义必须源于我们的心，而那里却没有义。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第 20 节其实也是要把我们带领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我们再回到第 17 节。

在我们学习上帝律法的过程中，这是至关重要的一节经文：“莫想我来要废

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你们注意到了吗，主耶稣

首先阐明了祂珍视上帝的律法。祂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书中的

任何东西。”这是真理的柱石，对于我们理解律法，如今在新约教会中如何

发挥功用，以及十诫与当今时代的我们是否还有关系是至关重要的。主耶稣

的服侍是要恢复和重建上帝的律法，而不是重写或涂抹上帝的律法。祂是要

回到律法原初的位置，回到律法的开端，回到律法原本一直的本位，回到律

法应该在的地方。我们要正确理解这句话。祂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

先知，乃是要成全。”我们很容易看出来主耶稣如何应验了众先知的预言。

祂出生在伯利恒。弥迦预言了这一点。祂由童贞女马利亚所生。以赛亚预言

了这一点。祂按字面意思确切地应验了旧约中许许多多先知的预言，但现在

我们来看一看关于律法的那句话：“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我

们必须根据其他章节来确定这段经文中的“律法”的含义。有些人说此处的

“律法”指的是礼仪律，即关于献祭和圣殿中的敬拜的律法。确实，主耶稣

基督是对于礼仪律的终极成全。但在这一章的上下文背景中，祂所谈到的不

是礼仪律。你们注意到，祂谈到的是道德性的诫命：不可杀人，不可奸淫，

要爱你们的仇敌。这些是道德性的问题。所以，唯一合理的结论是，主耶稣

在说第 17 节这句话时，想到的是道德律：我来不是要废掉、重写、推翻道

德律。我来不是要改变道德律，使之适应新约时代的背景环境。我来不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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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那样做。我来是要成全律法。“成全”这个词有非常美好的含义。它的意

思是“使之完全成就”。它的意思是“彰显律法的荣耀和满足，以及它的重

要意义。”如果你们看一看耶稣的生平，那是我在这一课中要与你们一起简

要探讨的内容。你们就会注意到耶稣基督藉着自己的言行举止，藉着自己与

别人的关系，藉着自己对事物的反应，藉着自己如何爱人，以有形的方式展

现了上帝的律法。祂毕生只有一个使命：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上帝及其圣名，

在这一生中成全上帝的律法。在首先的亚当失败之处，末后的亚当成功了。

那么，主耶稣怎样成全了上帝的律法？以三种方式。第一，祂藉着自己的生

活方式成全了律法。正如祂藉着自己的生活见证应验了先知的预言，祂也藉

着自己的生活见证成全了律法。祂藉着自己生命中的细节以有形的方式向我

们展现了上帝原初的律法。自从亚当那次可怕的悖逆之后，没有人像末后的

亚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样过着圣洁的生活，过着敬虔的生活。所以，

朋友们，耶稣基督展现了上帝的律法最初被设立和显明时的样子。祂尊重上

帝的律法。祂藉着自己生命的荣耀，藉着自己的言行举止赞美了上帝的律法。

然后，我只提出两点来请你们思考。律法的第一部分是要爱上帝胜过一切，

用你的全部身心去爱上帝。耶稣是那样做的。在作为末后的亚当的一生中，

祂所面对的命令与首先的亚当所领受的命令相反。首先的亚当被告知：“你

不可吃。”末后的亚当被告知：“你要喝那杯，那个咒诅之杯。”那就是耶稣

的使命：尊重和顺服祂的天父到极致。我们知道首先的亚当失败了。我们知

道这位末后的亚当经历了挣扎。我们看到了客西马尼园中的耶稣，我们看到

祂感到惧怕，为是否喝天父摆在祂面前的杯而激烈挣扎。 

当祂预见到自己将会被离弃时，当祂预见到自己将要降在阴间，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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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和教会离弃时，祂经历了深深的挣扎。我们知道这个故事：“我父啊，倘

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

最后，耶稣克制了自己的感觉。祂爱天父的旨意胜过爱自己的意愿，祂爱祂

的百姓到底，为他们付上了最高的代价。你们看到这个荣耀的方面表明了祂

对上帝的爱吗？请注意祂对邻舍的爱，祂爱来到祂面前的所有人。祂的爱是

深挚的爱。祂的爱是舍己献祭的爱。祂以美好的方式真诚地爱他们，无论他

们是祂的仇敌还是朋友。在三年的时间里，祂与一个将要出卖祂、最终害死

了祂的人同行。祂与加略人犹大同行。祂向犹大表现出了真诚的爱，直到最

后一刻，祂一直深深地爱犹大。在宗教领袖面前，祂不怕牺牲自己的名声来

支持妇女，支持税吏和罪人。为什么？祂爱他们，把他们当作属于自己的。

祂甚至深挚地爱着法利赛人和文士，服侍他们，教导他们，伸手招呼他们。

祂为那些把祂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仇敌祷告。祂赦免了那个在十字架上向祂呼

求的、悔改了的罪人。这一切都表明祂怎样成全了上帝的律法。在主耶稣的

生命中，我们看到了关于道德律的最好诠释。这是祂成全律法的第一种方式。

主耶稣成全律法的第二种方式，当然与祂在十字架上的顺服有关。祂承受了

刑罚。祂代替祂的教会承受了罪所带来的刑罚。因为那不在我们关于上帝律

法的这一课的探讨范围之内，所以我暂且不详细阐述这个主题。成全律法的

第三个含义，是指主耶稣做工把律法写在祂百姓的心里和生命之中。正如在

西奈山上颁布的律法是上帝用手指写在石版上的，耶稣的圣灵把律法写在了

罪人的心版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祂也成全了上帝的律法。朋友们，这是

一个极为关键、重要的教导。在《约翰福音》第 3 章中，耶稣教导了关于重

生的真理：“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上帝的国”（第 3-5 节）。请注意此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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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词是“不能”，而不是“不可”。 

“不可”指的是允许与否，“不能”指的是前提条件。祂说：“你处在这

种堕落的状况之中，不能进入天国。这是天国的律法。你需要重生。”我们

需要上帝的圣灵使我们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律法必须写在我们心上，所以保罗

在《罗马书》第 8 章 4 节中提到了这一点。那节经文中谈到了“成就”这个

词。他谈到了恩典之工：“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身上。”救恩不仅仅是指离

弃罪，更是是指渐渐改变，有基督的形像。这是多么美好的前景啊！最终，

蒙救赎的人类将会成全律法，在新天新地中灿烂地闪耀着上帝的形像，正如

基督一生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现在，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第 5 章 18-

19 节，简要阐述一下这段经文。你们注意到主耶稣强调律法的永存性。在

第 18 节中，祂着重强调了这一点，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

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 “一点一画”是语言文字

中最小的符号，你们如今可能会说它们几乎没有什么重大意义，就像我们的

逗号或省略号一样。耶稣说：“律法中的任何一个部分都不会废去。我不允

许任何人对律法做出哪怕是最微小的改变。”然后在第 19 节中，祂用一个强

烈的警告作为结语：“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

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守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

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现在我们可以根据前面学到的内容很有把握地得出

结论说，主在此发出了严厉的警告，禁止我们重写、忽视和废除十诫律法中

的任何一部分。倘若律法反映了赐律者的形像，那么根据我们在前几课中学

到的内容，这样的结论是有道理的。所以，如果赐律者是不改变的，那么律

法也就不能改变。赐律者确实不会改变，祂永远都是一样的。祂的属性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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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所以，祂的律法也不会改变。上帝的十诫是没有期限的，在天使和人

类受造以先就已经存在，所以十诫将会比这个世界存在得更长久，在新世界

中永远存在，那里有义居住在其中。保罗明白这一点的重要意义，所以在教

导了藉信称义的奇妙福音之后，他在《罗马书》第 3 章中得出结论说：“这

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所以，我们来总结

一下。福音是一个好消息，告诉我们上帝藉着耶稣基督的遵行律法、受死、

忍受律法的刑罚来拯救罪人。朋友们，也就是说，主耶稣尊重和顺服了律法，

祂既满足了律法关于顺服的要求，也承受了不顺服律法所带来的刑罚。在首

先的亚当失败的地方，末后的亚当成功了。主耶稣作为一个遵守律法者，基

于祂自己的话，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

安息”（太 11:28）。也许在我们学习律法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自己应当是怎

样的，爱应当是怎样的，看到顺服和尊敬上帝的细节应当是怎样的时，你我

心中的不安感会增加。我们将会感觉到不安，认识到自己的罪恶。也许认识

到上帝的圣洁也会使我们感到有些不安。那么请听救主发出的信息：“凡劳

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带着你们的罪咎，带着你们的无能，带着

你们的挣扎，带着你们的过去，带着你们的现在，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

得安息。”基督所赐的安息，是祂成全了律法所带来的安息。那是指祂遵守

了律法，也藉此成为了罪人的替代者。基于祂的宝血，罪人有罪得赦免的安

息。基于祂的功德，罪人有蒙上帝悦纳的安息，但若不顺服便没有安息，正

如主耶稣自己在那节经文中所下的结论：“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

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太 11:29-30）。也正如主耶稣后

来在《约翰福音》第 14 章中所教导我们的：“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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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这些诫命与祂在西奈山上赐给我们的十诫没有任何不同之处。在接下

来的两课中，我们将要探讨律法与罪人的关系、律法与圣徒的关系，然后我

们再真正开始学习十诫。再次感谢你们，并愿上帝藉着这些话语祝福你和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