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6-律律法、⼗十架、與基督

加拉太書三11~25

教學計劃 （成⼈人主⽇日學﹣2017年年5⽉月14⽇日）

1.  回答上⼀一周的問題（10分鐘）
2.  讀加拉太書三11~25（5分鐘）
3.  ⼈人被稱義的過程：（40分鐘）

 思考義⼈人怎樣領受基督的拯救？
 思考得救之⼈人怎樣得到救恩的好處？

A、聖經經⽂文：《加拉太書》三11~25

11 沒有⼀一個⼈人靠著律律法在神⾯面前稱義，這是明顯的；因為經上說：「義⼈人必因信得⽣生。」 12 律律法原不本乎信，只

說：「⾏行行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著。」 13 基督既為我們受（原⽂文是成）了了咒詛，就贖出我們脫離律律法的咒詛；因為

經上記著：「凡掛在⽊木頭上都是被咒詛的。」 14 這便便叫亞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穌可以臨臨到外邦⼈人，使我們因信得

著所應許的聖靈。 15 弟兄們，我且照著⼈人的常話說：雖然是⼈人的⽂文約，若若已經立定了了，就沒有能廢棄或加增的。 

16 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他⼦子孫說的。　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

⼀一個⼈人，就是基督。 17 我是這麼說，　神預先所立的約，不能被那四百三⼗十年年以後的律律法廢掉，叫應許歸於虛空。 

18 因為承受產業，若若本乎律律法，就不本乎應許；但　神是憑著應許把產業賜給亞伯拉罕。 19 這樣說來來，律律法是為

甚麼有的呢？原是為過犯添上的，等候那蒙應許的⼦子孫來來到，並且是藉天使經中保之⼿手設立的。 20 但中保本不是為

⼀一⾯面作的；　神卻是⼀一位。 21 這樣，律律法是與　神的應許反對嗎？斷乎不是！若若曾傳⼀一個能叫⼈人得⽣生的律律法，義就

誠然本乎律律法了了。 22 但聖經把眾⼈人都圈在罪裡，使所應許的福因信耶穌基督，歸給那信的⼈人。 23 但這因信得救的

理理還未來來以先，我們被看守在律律法之下，直圈到那將來來的真道顯明出來來。 24 這樣，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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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但這因信得救的理理既然來來到，我們從此就不在師傅的⼿手下了了。

B、⾺馬丁路路德注釋選讀

三11：「義⼈人必因信得⽣生」
經院學者們誤解了了這句句經⽂文，他們解釋為：“義⼈人必因信得⽣生，必須有⼀一個前提，即這是⼀一個

有⾏行行動的信⼼心，或說是⼀一個由善⾏行行形成和成就的信⼼心。”他們的註解是錯誤的。這種所謂的“信
⼼心”的雙重性是不合乎聖經的。如果善⼯工能夠形成並成全信⼼心，那麼最終我就要被迫說，善⼯工構成
了了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因素。我們就喪失了了基督和他裡⾯面的益處。

三12：善⼯工與律律法不同於信⼼心
如果律律法要求善⼯工，善⼯工就是律律法的⼀一部分，⽽而不是信⼼心的⼀一部分。因為基督已經成就了了要

求善⼯工的律律法，我們就可以知道，在稱義之事上，善⼯工和律律法都不再成為因素，⽽而只剩下了了信⼼心

這個因素。

律律法是宣告我們⽋欠了了債，福⾳音是宣告我們被算為有功。藉著這個劃分，保羅解釋了了為什什麼作



為律律法要求的善⼯工不能使⼈人稱義，因為律律法在我們稱義⼀一事上沒有任何功勞。

事實上，善⼯工確實緊隨信⼼心之後，但是信⼼心並不是⼀一個有功德的善⼯工。信⼼心是⼀一件禮物。律律

法的特徵和局限必須要被嚴格地持守著。

當我們信靠基督，我們因信⽽而活著。當我們信靠律律法，我們或許很活躍，但我們卻沒有⽣生

命。律律法的功能不是給予⽣生命；律律法的功能是置⼈人於死地。沒錯，律律法說：‘‘⾏行行這些事的，就必因
此活著。 ”但是，哪裡可以尋⾒見見做到這些——盡⼼心、盡性、盡意愛上帝，並且愛⼈人如⼰己——的⼈人呢？
我們這些和古時聖徒們⼀一起因信稱義的，也許在律律法之下，但不在律律法的咒詛之下，因為基

督的緣故，罪已經不再算在我們的⾝身上。

三13：基督為我們成為「咒詛」、代我們死了了
保羅並沒有說基督為他⾃自⼰己成了了咒詛。強調點是在這兩兩個詞：“為我們。”基督本⾝身是無罪

的，他⾃自⼰己沒有犯任何使得他應當被掛起來來的罪。但是因為基督站在了了我們罪⼈人的位置上，他就

像其他犯罪者⼀一樣被掛在⽊木頭上。

古時所有的先知們都說，基督要站在古往今來來地上最⼤大的犯罪者、 殺⼈人者、姦淫者、強盜、
褻瀆上帝者的位置上。當他把全世界的罪都歸 在⾃自⼰己的⾝身上的時候，基督就不再是⼀一個無罪者。
他擔當了了保羅褻瀆上帝的罪，擔當了了彼得三次不認主的罪，擔當了了⼤大衛犯的奸淫罪和謀殺罪，以

及給上帝的仇敵⼤大得褻瀆機會的罪。⼀一句句話，基督擔當了了所有⼈人的罪，這樣他以⾃自⼰己的⾎血作為償

還的贖價。這咒詛抓住了了基督。律律法將他看為罪⼈人。他不僅被列列在罪犯之中，他甚⾄至成為罪⾝身的

形狀狀。這樣律律法審判了了他，並且將他視為罪⼈人掛了了起來來。

無知者不認為基督與我們罪⼈人認同，⽽而是把基督作為神聖的榜樣⾼高⾼高舉起，他們就奪走了了我

們最好的安慰。他們把基督錯誤地視為⼀一個暴暴君，⼀一旦感覺到受挑釁就施⾏行行暴暴虐?
施洗約翰稱主耶穌是“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作為上帝無瑕疵的羔⽺羊，基督本⼈人是

無罪的。但是當他擔當了了世⼈人的罪，他的無罪被世界的罪污染了了。無論是你我犯的罪還是我們所

有⼈人犯的罪，無論是已犯的罪還是將要犯的罪，都成為了了基督的罪，就好像是他⾃自⼰己犯的⼀一樣。

我們的罪必須成為基督的罪，否則我們都要永遠滅亡了了。

教皇黨⼈人發明出了了他們⾃自已信⼼心的教義。他們說，善⾏行行創造並裝飾他們的信⼼心。當他們沒有

把我們的罪歸在基督的⾝身上，這便便是把罪⼜又扔回給了了我們，使得基督對我們⽽而⾔言就是毫無意義的

了了。這是怎樣的善⾏行行呢？如果這是他們⼀一個賴以⾃自誇的善⾏行行的例例⼦子，我們就⼀一點兒也不想在其中

有份。

　　我們滿有慈愛的天⽗父看到我們是怎樣被律律法壓制著，我們⼜又是怎樣 不可能從律律法的兄詛下掙
脫出來來的。這樣，他差遣了了他的獨⽣生⼦子到世上來來，並且對他說：“你現在要成為彼得，那個說謊
者；成為保羅，那個逼⼈人者，成為⼤大衛，那個犯姦淫罪者；成為亞當，那個背叛者；成為⼗十字架

上的那個強盜。你，我的兒⼦子，必須為這個世界的罪付上贖價。”律律法咆哮道：“好吧！如果你的
兒⼦子願意擔當世⼈人的罪，我就認為罪只在他那裡，⽽而不在別處。他應當死在⼗十字架上。”於是律律法
處死了了基督。我們卻無罪釋放。

你現在也許意識到了了，為什什麼相信並承認基督的神性是如此的不可或缺。勝過世界的罪、死

亡以及上帝的憤怒，不是被造物所能做的事。罪和死亡的權勢只能被⼀一種更更⼤大的權能所打敗。唯

有上帝⾃自⼰己能廢除罪，毀滅死亡，除去律律法的咒詛。唯有上帝⾃自⼰己能夠帶來來義、⽣生命和憐憫。當



聖經把這些⼯工作歸於基督的時候，就是宣告他是永在的上帝。稱義的教義真是非常基要的。如果

我們在這⼀一條上信⼼心穩固，我們就在基 督信仰的其他眾條上信⼼心穩固。當我們教導在基督裡因信
稱義的教義的同時，我們就是在認信基督就是上帝。

我難以容忍教皇周圍那群神學家們的瞎眼無知。他們竟然想像罪、死 亡和咒沮的強⼤大勢⼒力力，
能夠被⼈人那微⼩小可鄙的善⾏行行——就如禁食、彌撒、朝聖、發誓等諸如此類的花樣——⽽而來來的義所製
伏。這些帶領瞎⼦子們的瞎 眼的帶領⼈人，他們把⼈人交在罪、死亡和咒詛的⼿手中，盼望得到它們的憐
憫。⽽而⼈人這種毫無抵抗能⼒力力的被造物，去對陣這些⿊黑暗的勢⼒力力，他會有什什麼機會？這些神學家們

是在訓練比任何盜賊、妓女和謀殺犯還要糟糕⼗十倍 的罪⼈人。唯有上帝的神聖權能能麵毀死亡與
罪，並且帶來來義與⽣生命。

我們唯獨藉著信⼼心就能夠成為義，因為信⼼心使基督的聖潔歸在我們 ⾝身上。我們越充分地相信
這⼀一點，我們⼼心中的喜樂就越充⾜足。當你相信罪、死亡和咒詛成為無效的，它們便便算為無有。任

何時候罪和死亡使你感到恐慌，你就該把這視為魔⿁鬼的欺哄。現在罪、死亡、咒詛和魔⿁鬼都已經

不在了了，因為基督已將它們都除去了了。這是真確的事實。事實是不會錯的。有問題的是我們信⼼心

的不⾜足。

在《使徒信經》中我們宣告：“我信聖⽽而公之教會。”這就是說，我相信在上帝的教會中沒有
罪、咒詛和邪惡惡。信⼼心說：“我相信這事。”但是你如果要相信你眼所⾒見見的，你就會發現教會的肢
體中存在許許多多的缺陷和傷害。你會看到他們落落入試探，你會看到他們信⼼心軟弱，你會看到他

們輕易易發怒、嫉妒和進入各樣罪惡惡的狀狀態。你問：“教會怎麼可能是聖潔的呢?”對教會⽽而⾔言是這個
道理理，對個體基督徒⽽而⾔言也是同樣的道理理。如果我鑑察⾃自⼰己，我會發現⾃自⼰己⾝身上有許多令我震 驚
的不敬虔之處。但是當我注⽬目基督的時候，我發現我是完全聖潔的。對於教會也是如此。

總結這句句經⽂文：如果基督沒有被當作最⼤大的律律法觸犯者，並成為我們所有罪過的承擔者，邪

惡惡就要永久勝過我們，就像它勝過不信之⼈人⼀一樣。整個世界的罪惡惡在⼀一瞬間湮沒了了基督，它們如

洪⽔水⼀一樣在他的四周氾濫濫。論到基督，舊約的先知訴苦說：“你的烈怒漫過我⾝身。你的驚嚇把我剪
除。”（詩88:16)藉著基督的救贖，我們逃離了了上帝憤怒的驚嚇， 進入了了永恆⽣生命的福樂。

三14：福分通過所應許的聖靈⽽而來來到
“所應許的聖靈”在希伯來來⽂文中是“聖靈的應許”。聖靈使⼈人從律律法、罪、死亡、咒詛、地獄和

上帝的審判下得到⾃自由。保羅沒有提到任何功德是與聖靈的應許和從他⽽而來來的所有福分連在⼀一起

的。我們是單單靠著信⼼心領受這賜下眾多屬靈福氣的聖靈。保羅在這句句經⽂文中所說的是，信⼼心是

單單建立於上帝的應許之上的。

很久以前的先知們就預先看到了了基督將給萬物帶來來的美妙更更新。儘管猶太⼈人有上帝的律律法，

但是先知們卻⼀一直熱切地仰望要來來的基督。在摩⻄西之後，沒有先知或君王在律律法書上加添⼀一點點

東⻄西。任何的加添和更更新，都要等到基督的來來臨臨。摩⻄西告訴百姓說：“耶和華你的神要從你們 弟
兄中間給你興起⼀一位先知像我，你們要聽從他。”（申18:15)
古時上帝的百姓意識到他們不能再改進摩⻄西的律律法，直到彌賽亞來來臨臨，他要帶來來比律律法更更美

的事，就是恩典與罪得赦免。

三15：遺願必須被尊重



現在讓我們來來看⼀一看保羅的論證。⺠民事法律律，是上帝所設立的，它禁⽌止⼈人們去篡改任何的⼈人

類合約。任何⼈人最後的遺願和遺囑必須被尊重。保羅問道：“為什什麼⼈人的遺願被⼩小⼼心翼翼地遵守，
⽽而上帝的約卻不被遵守？你不會想到要去破壞⼈人類合約的信⽤用。那你為什什麼不守上帝的約呢?”使
徒說他是照著⼈人的常話說的。他的意思是說，“我從⼈人的慣例例中，給你舉⼀一個例例⼦子。如果⼈人的遺囑
被尊重，那麼我們更更應該去崇敬上帝的聖約。'地上的萬國必因你的後裔得福。 '當基督受死之
際，這約就被他的⾎血所立定。在基督死後，這約被指⽰示給萬⺠民看。那些假使徒們更更改了了上帝的聖

約，他們以律律法和⼈人的傳統取代了了上帝的約。沒有⼈人可以這樣做。”

三16：應許是藉著基督成就的約
關於上帝對亞伯拉罕所作的關乎基督的應許，另⼀一個稱呼它的詞是約。⼀一個約不是律律法，⽽而

是⼀一種繼承。當繼承⼈人打開⼀一份遺願時，他們所期待的不是律律法和評估，⽽而是賜予和恩惠。上帝

向亞伯拉罕所立的約並不包含律律法。它包含對屬靈福分的美妙應許。

這約是在基督裡立定的，是在那⼀一個⼦子孫，⽽而不是在眾⼦子孫裡立定 的。猶太⼈人不能接受這樣
的解釋。他們堅持這個“單數的⼦子孫”表達的是“複數的⼦子孫”的意思。我們同意保羅的解釋，他藉
著這單數的“⼦子孫”⼀一詞，為基督作了了美好的⾒見見證，⽽而且他畢竟是在聖靈的感動之下這麼說的。

三17：應許先於律律法、應許比律律法更更美
保羅回應道：“律律法是在給了了亞伯拉罕應許的四百三⼗十年年後才賜下的。律律法不能廢掉應許，因

為應許是上帝的約，是許多年年前在沒有律律法的時候就在基督裡⾯面確立的。上帝不能收回他曾經應

許的。上帝的每⼀一個應許都是正式⽣生效的應許。”
那為什什麼還要在應許之上添加律律法呢？律律法不是作為獲得應許的媒介。律律法的加添是為這些

原因：這世上有⼀一個特殊的⺠民族，他們為律律法所嚴格地看守，到了了時候，要從他們中間降⽣生基

督；在律律法重擔之下的⼈人們，會嘆息勞苦，渴望基督，就是他們的救贖主，亞伯拉罕的⼦子孫。甚

⾄至律律法的禮儀也是預表耶穌基督的。這樣，律律法出來來不是為了了廢掉上帝的應許。律律法是為著確認

上帝的應許，直到時候滿⾜足，上帝要在耶穌 基督的福⾳音裡⾯面顯明他的聖約。
既然上帝在律律法之前這麼多年年賜下應許，我們就不能說我們稱義不是憑著應許，⽽而是靠著⾏行行

律律法。如果上帝的意思是叫我們靠著⾏行行律律法稱義，他就會在賜下應許之前的四百三⼗十年年頒布律律

法，或⾄至少會在賜下應許的同時頒布律律法。但是直到四百三⼗十年年以後他才提到律律法。這樣，應許

是比律律法更更美的。律律法沒有廢掉應許，⽽而是在所應許的基督裡的信⼼心超越了了律律法。 ③
使徒保羅很認真地提到四百三⼗十年年這個確切的數字。應許和律律法之間相距這麼⼤大的時間跨

度，幫助我們把握保羅的論點，就是我們稱義不是靠著⾏行行律律法。

有⼀一件事是確定的，那就是亞伯拉罕從來來不是靠著⾏行行律律法稱義，原因很簡單，因為在他那個

時候，還沒有律律法。如果律律法在那個時候不存在，亞伯拉罕怎麼能靠著⾏行行律律法稱義呢？亞伯拉罕

除了了上帝的應許，沒有別的依據。他信了了上帝的應許，這就算為他的義。如果先祖是通過信⼼心稱

義，⼦子孫也是同樣靠此被稱義。

我們也使⽤用時間來來說明。我們說，⼀一千五百年年以前，基督藉著他的死除去了了我們的罪，此事

遠遠發⽣生在今天各樣的宗教規條、功德等等出現之前。在這各式各樣的發明出籠之前⼈人們該拿他

們的罪怎麼辦呢？



三18：繼承產業通過應許，⽽而不是律律法
使徒保羅在《羅⾺馬書》4:14中寫道：“若若是屬乎律律法的⼈人才得為後 嗣，信就歸於虛空，應許

也就廢棄了了。”⽽而這是必然的。律律法與應許是截然不同的東⻄西，這⼀一點是不⾔言⽽而喻的。律律法咆哮
道：“你要！你不可！”應許懇請道：“請接受上帝的這份禮物。”如果上帝所恩賜的產業是靠著律律
法獲得的，上帝就成為說謊者。我們就會有權利利問他：“你為什什麼在最初設立‘地上萬國都要因你
的後裔得福’這個應許呢？你為什什麼不說‘你要因你的善⼯工⽽而得福’呢？”

三19：律律法的作⽤用
猶太⼈人相信如果他們遵守了了律律法，就能得救。當他們聽到福⾳音是在宣講⼀一位基督，他來來到世

上是為拯救罪⼈人，⽽而不是義⼈人，當他們聽到，罪⼈人要比“義⼈人”更更接近天國，這些猶太⼈人就感到⼼心
灰意冷。他們⾃自⾔言⾃自語道：“我們整天勞苦受熱，那後來來的只做了了⼀一⼩小時，你竟叫他們和我們⼀一樣
嗎?”（太20:12)他們抱怨那些曾經拜偶像的外邦⼈人現在不⽤用受他們所受的苦⼯工就得到了了恩典。
今天我們可以聽到同樣的抱怨聲。 “如果任何男⼈人或女⼈人，任何乞丐或清理理⼯工，都被視為與

我們平等，甚⾄至被認為比我們更更能得到上帝的接納，那麼，我在修道院裡修道了了⼆二⼗十年年、三⼗十

年年、四⼗十年年，有什什麼⽤用處？我起誓遵⾏行行聖潔、貧窮、順服，有什什麼意義？這些彌撒和這些讀經時

間，有什什麼好處？禁食、禱告，等等，有什什麼益處?”
愚蠢但⾃自以為聰明之⼈人⾺馬上得出了了這樣的結論：如果律律法不能使⼈人稱義，那麼它就是無⽤用的

了了。這是什什麼道理理？因為錢不能使⼈人稱義，你就說錢財無⽤用了了嗎？因為眼睛不能使⼈人稱義，你就

把它們挖出來來嗎？律律法不能使⼈人稱義，並不意味著它沒有價值。我們必須找到律律法正確的作⽤用並

加以定義。我們不能因為律律法不能使⼈人稱義，就草率地說它不好。

我們和保羅⼀一樣認為，如果律律法被正確地使⽤用的話，它就是良善的。在它的功⽤用範圍之內，

律律法是非常好的。但是我們如果賦予律律法本沒有的功⽤用，那我們不僅歪曲了了律律法，也歪曲了了福

⾳音。

據此，律律法的第⼀一個功⽤用，就是管束惡惡⼈人。...律律法的第⼆二個功⽤用是屬靈的和神聖的。保羅⽤用
這句句話來來描述律律法的這⼀一屬靈功⽤用：“原是為過犯添上的”，即它是為了了向⼈人顯明他的罪、他的瞎
眼、他的悲慘、他的無知、他的仇恨、他對上帝的藐視、他的死亡、地獄以及咒詛。

我想要讀者明⽩白，我們並不是像對⼿手們所說的那樣，要廢⽌止律律法。相反，我們維護律律法。我

們說，當律律法是為了了設計它的⽬目的⽽而被運⽤用的時候，它就是有益的，它要鑑察世上的犯罪，也顯

明屬靈範疇的過。律律法如福⾳音⼀一樣，也是光。但律律法不是像福⾳音那樣顯明上帝的恩典、義和⽣生

命，⽽而是顯明罪、死亡和上帝的憤怒。這就是律律法的作⽤用，⽽而且，律律法的作⽤用就到此為⽌止，不應

該再往前走了了。另⼀一⽅方⾯面，福⾳音的作⽤用就是去喚醒、安慰和扶起墮落落之⼈人。

律律法是⼀一⾯面鏡⼦子，向⼀一個⼈人顯明他是怎樣的⼈人：⼀一個該死的、配受永刑的罪⼈人。律律法之⼿手將

⼈人打得如此⿐鼻青臉腫，是為了了成就什什麼呢？這是為了了讓我們可以走上恩典之路路。律律法是邁向恩典

之路路的領路路⼈人。...⼈人們以為可以靠著⾃自⼰己成聖，⽽而這⼀一愚蠢的想法使他們拒絕了了上帝悅拯救罪⼈人
的美意。上帝必須⾸首先舉起律律法的⼤大錘，把⾃自義這隻野獸，並諸如此類的⾃自我信靠、⾃自作聰明、

⾃自以為義和⾃自我幫助等，砸得稀巴爛。當良⼼心已經被律律法徹底嚇破膽的時候，它就會歡迎上帝恩

典的福⾳音，那就是，⼀一位救贖主來來到世上，壓傷的蘆葦他不折斷，將殘的燈'火他不吹滅，卻向卑卑



微的⼈人傳講好消息，向傷⼼心的⼈人施⾏行行醫治，向所有被擄之⼈人賜下罪的赦免。

三19：等候蒙應許的⼦子孫
在屬靈意義上，這意味著當律律法向⼀一個⼈人顯明出他的罪和上帝的憤怒，使得此⼈人降卑卑⾃自⼰己並

感到畏懼之後，律律法就不應當在他⾝身上繼續⼯工作了了。我們必須對律律法說：“律律法先⽣生，放過他吧。
他被對付得已經夠了了。你已經很好地、很正確地把他威嚇住了了。”現在該是福⾳音上場了了。現在就讓
基督以他的恩⾔言對你講論更更美的事情，就是恩典、平安、罪得饒恕以及永恆的⽣生命。

如果整個世界站在⻄西奈⼭山的前⾯面，整個世界都會和以⾊色列列百姓⼀一樣 仇視律律法，並且逃離它。
整個世界都是律律法的仇敵。這樣，當每⼀一個⼈人都仇視律律法以及它神聖的作者時，律律法如何能使⼈人

稱義呢？

這些都顯明了了經院學者們對律律法是何等無知，他們不知道它的屬靈功⽤用與⽬目的。律律法不是為

著使⼈人稱義，或安慰憂傷痛悔悔的⼼心，⽽而是為了了使罪顯多，為了了威嚇良⼼心，為了了彰顯上帝的憤怒。

教皇黨⼈人因為⾃自⼰己的無知，天天喋碟不休地講說⼈人的良善，⼈人有正確的判斷⼒力力，以及⼈人有能⼒力力成

全上帝的律律法。請問⼀一問⻄西奈⼭山頒布律律法之⽇日那些在場的以⾊色列列百姓，這些經院學者們說得對不

對。也請問⼀一問⼤大衛，他常常在《詩篇》 中抱怨被上帝離棄了了，落落入陰間，他是怎樣為⾃自⼰己的罪
感到驚惶，為上帝的憤怒和審判感到憂傷。是的，律律法不能使⼈人稱義。

三20：律律法需要中保
摩⻄西為此⽽而來來，被立為中保。他⽤用帕⼦子遮住⾃自⼰己的臉。但這也就是他⼒力力所能及的。他不能救

⼈人逃離律律法的恐嚇，⽽而罪⼈人需要更更美的中保。

　　這更更美的中保就是耶穌基督。他並沒有改變律律法的語氣，也沒有⽤用⼀一塊帕⼦子把律律法遮掩起

來來。他完全承受了了律律法憤怒的審判，⽽而且⼀一絲不苟地成全了了律律法的要求。

　　就這更更美的中保，保羅說：“中保不是為⼀一⾯面作的。”我們是冒犯者，上帝是被冒犯者。這樣性
質的冒犯是上帝所不能饒恕的。

“中保”這⼀一個詞，就是說明律律法不能使⼈人稱義的⾜足夠證據。否則我們就不需要⼀一位中保了了。

　　在基督教神學中，律律法不能使⼈人稱義。⽽而事實上它的果效恰恰相反。律律法警告我們，它顯出

我們的罪，乃⾄至我們開始仇視律律法以及它神聖的作者。你會稱這個就是靠律律法稱義嗎？

　　律律法除了了攪動我們的良⼼心不能做別的。沒有律律法以前，我感覺不到罪。但是當律律法來來了了，

罪、死亡和地獄就都向我顯明了了。你不當把這個叫作稱義。你應當把它叫作被定罪，它宣判⼈人要

⾯面對死亡和永火。

在保羅談中保的問題之前，他說明了了律律法不能使⼈人稱義。那我們應該丟棄律律法嗎？不，不應

該。因為它能滿⾜足⼀一定的需要。它滿⾜足了了⼈人認識⾃自⼰己罪性的需要。⽽而現在就產⽣生了了另⼀一個問題：

如果律律法除了了顯明罪之外不能做更更多的事情，那它不是與上帝的應許相反對嗎？猶太⼈人相信，藉

著⾏行行律律法⽽而來來的約束與⾃自律律，他們可以加速上帝應許的成就，事實上是贏得上帝的應許。

保羅回答道：“不是這樣。相反，如果我們過於關注律律法的話，上帝的應許就會被耽擱。對⼀一
群仇視律律法的⼈人，上帝如何能成就他的應許呢？”
常⾔言說得好，飢餓是最好的廚⼦子。律律法使憂傷的良⼼心對基督充滿飢渴。這樣，基督對他們⽽而

⾔言，品嚐起來來就會變得如此美好。⼀一顆飢渴的⼼心靈仰慕基督。⽽而飢渴的靈魂就是基督所要的。他

邀請他們：“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來，我就使你們得安息。”基督的益處是如此寶



貴，他只會把它們分給那些真正需要它們以及真正渴慕它們的⼈人。

三21：律律法不能救⼈人
律律法不能賜⼈人⽣生命，它會置⼈人於死地。律律法不能使⼈人在上帝⾯面前稱義?’它反⽽而使罪加增。律律

法不能使⼈人獲得義，它反⽽而攔阻義。使徒不斷地強調和宣告，律律法本⾝身不能救⼈人。

儘管保羅的論述清楚易易懂，但是我們的敵⼈人還是不能領會它。否則他們不會強調⾃自由意志、

天賦的能⼒力力、額外的善⼯工，等等。沒有⼀一個律律法能夠使⼈人獲得義，⼀一個也沒有。

三22：眾⼈人都在罪⾥里里、直到在基督⾥里里
接下來來，保羅在聖經中所寫的這⼀一節經⽂文把所有⼈人“都圈在”罪裡：“凡以⾏行行律律法為本的，都是

被咒詛的。”⽽而使徒所引⽤用的《申命記》 27:26中的這句句經⽂文也是如此：“凡不常照律律法書上所記
⼀一切之事去⾏行行的，就被咒詛。”這句句經⽂文很清楚地把所有⼈人都放在咒詛之下，不僅包括那些公開地
抵擋律律法之⼈人，也包括那些熱⼼心遵⾏行行律律法之⼈人，包括修⼠士、托缽修⼠士和隱⼠士，等等。

保羅說，這個應許不是靠著任何功德，靠著⾏行行任何律律法或任何善⼯工得到的。這個應許是賜給

的。是給誰的呢？給信的⼈人。在誰裡⾯面賜給的呢？在基督裡⾯面。

三23：同時公義、同時有罪
對那些尚未獲得恩典之⼈人來來說，律律法是⼀一座監獄。沒有⼀一個犯⼈人喜歡監禁。他仇恨它。如果

他可以，他就會不惜⼀一切代價打爛監牢，獲得⾃自由。只要他還待在監獄裡⾯面，他就不能做任何壞

事。不是因為他不想做，⽽而是因為他不能做。監獄的鐵欄欄和鎖鏈約束了了他。他並不為使⾃自⼰己被關

在監獄裡的罪⾏行行悔悔改。相反，他為⾃自⼰己不能像以前⼀一樣搶劫和殺⼈人 感到憤憤不平。如果他能逃
脫，他⾺馬上就會重新去搶劫和殺⼈人。

　　律律法迫使⼈人⾏行行為端正，⾄至少是在表⾯面上。我們遵守律律法，是因為若若 我們不這樣做，我們就會
受到懲罰。我們的順服是被恐懼促成的。我們 在威逼之下遵⾏行行律律法，並且我們在遵⾏行行的時候⼼心懷
不滿。如果我們是出 於對懲罰的恐懼⽽而不去作惡惡，這是哪⾨門⼦子的義呢？這樣說來來，靠律律法⽽而 來來
的義歸根結底就是對罪的喜好和對義的仇恨。

正如⽯石頭做的監獄是對⾝身體的禁錮，律律法作為屬靈的監獄是⼀一個折 磨⼈人的牢房。但是當那將
來來的真道顯明出來來的時候，這光景就不再了了。

保羅說，在基督徒的⾝身體之中，有罪存在，並且有不斷的爭戰。我認為罪不僅是⾏行行為，也包

括罪的根、樹乾和果⼦子在內的全部東⻄西。⼀一名基督徒也許不⾄至於落落入殺⼈人、姦淫和偷竊這樣明顯

的⼤大罪之中，但是他免不了了會犯缺乏耐⼼心、抱怨、仇恨、褻瀆上帝這樣的罪。正如年年輕⼈人有強烈

的⾁肉體情慾，中年年⼈人渴求榮耀,老年年⼈人易易於貪麥。對於⼀一名認真的基督徒⽽而⾔言，缺乏耐⼼心、疑惑和
仇恨上帝則會經常佔據他的⼼心。這些罪的例例證，可以從包括《詩篇》、 《約伯記》、《耶利利米
書》在內的整本聖經中收集到。

於是，每⼀一個基督徒在內⼼心中，會不斷地經歷到律律法的時刻和福⾳音的時刻。當我們感到⼼心靈

的沉重，對罪有鮮活的感受，並且有因律律法⽽而來來的絕望感，我們就可以得知，我們正在經歷律律法

的時刻。只要我們還活在世上，這種律律法的時刻就會不斷地重複出現。以我⾃自⼰己的經歷為證。有

很多時候，我對上帝不滿，並且對他失去耐⼼心。上帝的憤怒和上帝的審判使我不⾼高興，⽽而我的怒



氣和我的缺乏耐⼼心也使他不喜悅。這就是律律法的活動期，這時，“聖靈與情慾相爭，情慾與聖靈相
爭”。
當我們的⼼心再⼀一次因上帝慈愛的應許⽽而甦醒的時候，恩典的時刻就 回來來了了。我們的⼼心獨⽩白

說：“我的靈啊，你為何憂鬱？為何在我裡⾯面煩躁不安？難道除了了律律法、罪、死亡與地獄，你就不
能發覺別的嗎？難道那裡沒有恩典，沒有饒恕，沒有喜樂，沒有平安，沒有⽣生命，沒有天堂，

律律法有時，福⾳音也有時。讓我們學習成為優秀的計時員。這不容易易。在本質上，律律法和福⾳音

相差千⾥里里，但是在我們的⼼心中，它們貼得很近。在⼼心靈之中，畏懼與信靠，罪與恩，律律法與福

⾳音，是不斷交織在⼀一起的。

三24：律律法是師傅
這個師傅的比喻是震撼⼈人⼼心的。老師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請給我找⼀一個愛老師的學⽣生吧！猶

太⼈人在他們對摩⻄西的態度上就顯明了了他們對師傅的愛是多麼可憐，他們本來來是要歡呼雀躍地⽤用⽯石

頭打死摩⻄西的。你期待不了了別的。⼀一個⼩小學⽣生怎麼能去愛那打消他各種願望的老師呢？如果⼩小學

⽣生不聽話，老師就會⽤用教鞭抽他，⼩小學⽣生還必須要樂於接受，甚⾄至去吻那抽打他的鞭⼦子。你覺得

⼩小學⽣生會感覺如何？只要老師背轉過去，⼩小學⽣生就會把教鞭折斷，扔進火裡。如果他比老師要強

壯，他就不會挨打，卻反過來來把老師打⼀一頓。儘管如此，老師仍是不可缺少的，不然在孩⼦子們成

長的過程中就缺少了了紀律律、指導和訓練。

　　可是，老師的責罵和鞭打能持續到什什麼時候呢？只會持續⼀一段時 間，直到孩⼦子被訓練成為他
⽗父親合格的接班⼈人。沒有⼀一個⽗父親願意他的孩⼦子⼀一直被鞭打。紀律律要持續到孩⼦子被訓練成為⽗父親

合格的繼承⼈人為⽌止。

　　律律法就是這樣的⼀一名老師。但它不總是老師，⽽而是直到我們被它帶 到基督那⾥里里為⽌止。律律法不
僅僅是另⼀一位老師⽽而已，律律法是把我們帶到基 督那裡的專家。如果⼀一個老師只會折磨和鞭打學
⽣生，你會怎麼看這位老 師呢？在過去的⽇日⼦子裡，我們不缺少這樣的老師，他們常常虐待⼈人。律律法
卻不是那樣的老師，它不會⼀一直折磨我們。它鞭打我們，卻是為了了急於把我們領到基督那裡去。

律律法就像是⼀一位好老師，他訓練他的孩⼦子漸漸地喜歡做他原來來恨惡惡的事情。

律律法本是為了了使我的罪變⼤大，使我⾃自⼰己變⼩小，這樣我就可以因著在基督裡的信⼼心得以稱義。

信⼼心既不是律律法，也不是字句句；信⼼心是信靠基督’信靠他是“律律法的總結”。基督如何是律律法的總結
呢？並不是說基督⽤用新的律律法取代了了舊的律律法。也不是說基督使⾃自⼰己成為⼀一個非常嚴厲的法官，

需要⽤用善⼯工來來賄賂賂，就像教皇所教導的那樣。對於所有信靠他的⼈人，基督就是律律法的成全和總

結。律律法不能再咒詛他們或定他們的罪。

三25：離開師傅、漸漸長⼤大
若若有任何⼈人根據基督⼀一次並永遠地除去了了我們的罪這⼀一事實，反對福⾳音與聖禮，你就知道該

如何回應了了。你回應說：沒錯，基督已經擔當了了我的罪。但是，我的⾁肉⾝身、世界以及魔⿁鬼，總是

乾擾我的信⼼心。我⼼心中的⼩小⼩小信⼼心之光不是⼀一下⼦子就能充滿我的全⾝身⼼心的。這是⼀一個逐漸充滿的

過程。與此同時，我以⼀一個事實來來安慰⾃自⼰己，就是在復活的⽇日⼦子，我的⾝身體最終將要變得完全。



B. 思考問題

1.  為什什麼說沒有⼀一個⼈人可以靠⾏行行律律法⽽而稱義 ？ 
2.  為什什麼從稱義的⾓角度來來看，守律律法和信靠基督是彼此排斥的？ 
3.  主耶穌為我們所承受的是什什麼 ？為什什麼？
4.  為什什麼說律律法的來來到不能廢除神所立的約？對我們來來說有什什麼意義？ 
5.  律律法的功⽤用到底是什什麼？為何不能完全拋棄律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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