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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基督徒读旧约律法，要留意几个要点…
1 旧约不是跟今天现代人立订的约1. 旧约不是跟今天现代人立订的约，

这个约是上帝跟以色列百姓所立订的，

定规 色列人在主前 世纪 成为定规以色列人在主前 14世纪、成为

属神的子民的时刻，上帝跟他们所立的约

2. 透过这个约，上帝要我们认识
他是怎样的一位神

基督徒在读旧约的时候，
 不是立刻戴上以色列人的帽子 ─ 要去遵守
 这个约是一个启示 ─ 让我们认识神

律法的总纲根据新约来说 ─律法的总纲根据新约来说 ─
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神，其次是爱人如己，
耶稣的教导 太廿二37 是根据 申六5 利十九18 的经文耶稣的教导 太廿二37，是根据 申六5、利十九18 的经文

律法在耶稣基督里重新诠释，原则就是爱神、爱人

实施的细则…
是在主前 14世纪 上帝要以色列人忠于这个约是在主前 14世纪，上帝要以色列人忠于这个约 ─

在立约的条款、道德、民事、礼仪律法，

遍及以色列生活的每 个层面遍及以色列生活的每一个层面、

每一个片段向神忠诚

遵守律法 就是向神忠诚遵守律法，就是向神忠诚

今天虽然耶稣用他的宝血另立新约，

我们不需要去遵守这些律法，

但是向神忠诚的原则仍然是一致的。但是向神忠诚的原则仍然是 致的。

基督徒与旧约律法的关系基督徒与旧约律法的关系 ─
旧约不是跟我们立的约

 仍然是上帝向我们的启示 仍然是上帝向我们的启示

主耶稣的宝血另立新约，我们承受着因信称义而来的祝福…

旧的盟约有一些规定 ─ 包含大部分的民事、礼仪律法，
并没有在新的盟约当中、被重新在基督里订定，

新的盟约因着耶稣基督将命倾倒、完成救赎，

带给我们的义是因信称义的义，

能够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
在耶稣基督里特别是道德律法，

甚至比旧约的经文要求是更多的，

耶稣说 ─如果我们看见人动淫念就是犯奸淫、
恨人就是杀人了…太五28；21-22

不要觉得基督徒已经自由 不用遵守律法了不要觉得基督徒已经自由、不用遵守律法了，
其实爱的律法 ─ 爱神跟爱人的诫命，

在耶稣基督里 是更深刻的在人的心板上在耶稣基督里，是更深刻的在人的心板上，

而不再是外在的石板上了。



全部的旧约律法，仍然是上帝对我们所说的话…
 上帝跟以色列人立约 跟人之间建立独特而亲密的关系 上帝跟以色列人立约、跟人之间建立独特而亲密的关系，

这个原则是不变的
旧约虽然被以色列人犯罪悖逆而破坏旧约虽然被以色列人犯罪悖逆而破坏，

可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全所有旧约的律法，

以至于神的义因信加给 切相信的以至于神的义因信加给一切相信的

旧约律法启示出来的，是上帝公义、圣洁的准则

旧约律法中，在新约重新立订的，称做基督的律法，
也就是耶稣基督曾经有过的教导、命令 ─

太五48 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
利十九2 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圣洁， 圣洁

是神的命令、也是他的邀请，
因着耶稣基督成全了律法 所以我们拥有神儿子的生命因着耶稣基督成全了律法，所以我们拥有神儿子的生命，

上帝给我们生命的蓝图、邀请 ─ 完全像我们的天父完全一样。

像耶稣在给门徒洗脚当中所说…

约十三34a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

爱人如己在爱人如己在利十九18

已经是上帝给的、颁布的命令了，

耶稣说新命令 新在那里呢？耶稣说新命令，新在那里呢？

耶稣基督将命倾倒 把一个爱神 爱人的生命耶稣基督将命倾倒，把 个爱神、爱人的生命
赐给了我们，我们里面有神儿子的生命

圣灵将神的话启示在我们里面，使我们真知道他，圣灵将神的话启示在我们里面，使我们真知道他，

以至在遵行爱人如己命令的时刻，

是一个新命令 ─是 个新命令
因为有新的动力、新的生命、新的榜样

透过耶稣基督成全的律法透过耶稣基督成全的律法，

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可废去，就是这个意思。

旧约的律法在以色列和圣经中的功用…
在整个救恩历史当中 律法引我们到基督那里在整个救恩历史当中，律法引我们到基督那里
拯救以色列的是上帝自己，并不是以色列人行律法

如果没有故事的体裁、没有叙事文体，
我们会认为旧约就是要遵行律法 ─

帝 布上帝颁布律法，

叫在埃及的以色列人遵行，遵行之后，再来拯救他们。

事实完全相反 ─ 上帝的拯救、立约在先，律法的颁布在后，

上帝大能的手和膀臂拯救以色列人，成为属神的子民
颁布律法的目的，是指引、教导、训示百姓 ─

不再去做奴仆，而怎样行出神再 仆， 怎样 神

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的生活

律法帮助以色列百姓，维持跟神独特亲密的关系律法帮助以色列百姓，维持跟神独特亲密的关系

律法所呈现的，是忠于神所立的约、整个生活的样式。

律法对以色列人是大有益处的 ─ 上帝保护属他的子民，

譬如 神对 食物的条例 帮助以色列 姓分辨譬如：神对于食物的条例、帮助以色列百姓分辨 ─
什么是洁净、什么是不洁净的？以猪为例…
 今天肉品来源主要是从猪而来

相对主前14世纪在旷野，

 若属神的子民每一家都养猪、主要献祭是用猪，

可以想象他们的环境卫生
 近代流行的猪只口蹄疫，细菌 80℃ 就能够杀死，

在旷野生活的百姓不容易完全的熟食

上帝给以色列人食物的条例 ─
洁净 不洁净 以猪为例洁净、不洁净，以猪为例，

实在有上帝设计的计划 ─
上帝的智慧给他们极大的保护上帝的智慧给他们极大的保护！



上帝对以色列人设计的律法，
包含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丰富的社会福利制度包含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丰富的社会福利制度 ─

 人与人之间是可以有保障的

人与人之间是可以进退有据的 人与人之间是可以进退有据的

在民事律法中，

人与人之间的准确界线 远近亲疏人与人之间的准确界线、远近亲疏，

其实是上帝赐极大的智慧。

诗卅三12 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
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

律法是带给以色列人祝福的，
使他们可以活着蒙福、活的像神一样 ─

井然有序的生活模式…

诗卅四10 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诗卅四10 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
但寻求耶和华的甚么好处都不缺。

上帝所建构以色列人的生活模式，
是非常环保 可以生生不息的

申廿二6-7 你若路上遇见鸟窝…总要放母，
雏

是非常环保、可以生生不息的…

只可取雏；这样你就可以享福，日子得以长久。

文明国家以渔获而言 ─文明国家以渔获而言
 当小鱼还没有大到尺寸的时候，必须丢回河里

后来后来在环保团体却发现，太小的鱼，后来后来在 体却发现， ，

没没有大鱼的保护没有办法生存、会被天敌吃掉，

需要回头像圣经一样 ─ 放母取雏，需要回头像圣经 样 放母取雏，

以往的运作是有问题的

许多国家的土地政策造成贫富不均许多国家的土地政策造成贫富不均，
许多经济学者回头研究圣经 ─

当中的土地政策 经济政策才是真正使人蒙福的当中的土地政策、经济政策才是真正使人蒙福的，

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

律法对以色列人是带来祝福的，
并不是辖制以色列百姓 这个不行 那个不许的并不是辖制以色列百姓 ─ 这个不行、那个不许的…

申四5-8 我照着耶和华我神所吩咐的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
使你们在所 进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 所以你们 谨守遵行使你们在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

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
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 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 有聪明！」他们听见这 切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

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神、
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

又哪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
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呢？？

 其他的外邦人每周工作七天，
唯有属神的百姓是安息日休息的唯有属神的百姓是安息日休息的

 上帝所建构生活的模式、周而复始循环时间的应用上，

就是他们的智慧聪明就是他们的智慧聪明

律法建构以色列人社会当中，许多井然有序的次序。

律法影响后面的智慧文学 ─ 解释了律法
历史书也会讲述 以色列人历史书也会讲述 ─ 以色列人

 照着神的律法，他们的历史是如何发展的

不遵行神的律法 他们的历史又是如何发展的 不遵行神的律法，他们的历史又是如何发展的

律法之后的历史书、先知书、诗歌智慧书，

都在诠释律法 当以色列百姓悖逆了神的约都在诠释律法 ─ 当以色列百姓悖逆了神的约，

先知就会起来执行神的约，

提醒百姓 到神的律法 到神的约 提醒百姓回到神的律法、回到神的约

 跟神要建立亲近的、准确的关系

礼仪律法 申四7 ─当百姓求告神的时候，神就与我们相近，
表明圣洁的上帝邀请人来亲近他。

或许律法我们不习惯它条例的型态，

可是它的内容却是非常的丰富 ─可是它的内容却是非常的丰富 ─
丰富了以色列人的生活，带给他们一个蒙福的型态。



我们今天基督徒在面对律法的时候…

正 面 负 面

1 神向我们启示的话 1 不是神直接给我们的命令1.神向我们启示的话
2.旧的盟约、

以色列人历史的基础

1.不是神直接给我们的命令
2.不是新约基督徒所要遵守，

除非有另外更新的以色列人历史的基础
3.神所启示公平慈爱的

高道德标准

除非有另外更新的

3.新约中，

公平慈爱的标准没有不同高道德标准
4.主前 14 世纪，有智慧、

圣洁生活型态的典范 实例

公平慈爱的标准没有不同

4.并不是包罗万象、

没有包含 切圣洁生活型态的典范、实例
5.核心 ─ 爱神爱人，

在先知书重复出现

没有包含一切

5.不只是被先知书、新约引用，

今 我们仍然 在爱神在先知书重复出现、
新约再次更新

祝福

今天我们仍然活在爱神、

爱人的律法当中

约束6.上帝给以色列人的祝福 6.不是专制的约束

解释律法三个步骤…

1.历史性
意义

2.启示性
意义

1. 历史性意义 ─
主前 1400年，刚出埃及在旷野，

3.救恩性意义 实行律法的时候历史性的意义

2. 启示性意义 ─ 律法是上帝所启示的，
 启示的对象是以色列人、我们不需要遵行

 却从上帝立约的话，认识上帝是什么样的神 ─
神的公义并不是冰凉的、赏善罚恶的原则而已，

充满了他的慈爱与智慧

3 救恩性意义 ─ 律法如何指向耶稣基督3. 救恩性意义  律法如何指向耶稣基督，
有一些律法的条文在新约被引用，

 说是成全在耶稣基督身上 说是成全在耶稣基督身上

 就是律法被耶稣基督成全了！

爱我们的耶稣 感谢你 祷告祷告爱我们的耶稣，感谢你，

你为着爱的缘故，

甘愿为女子所生 且生在律法以下

祷告祷告
† 甘愿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
† 你用你的生命来成全了律法

使我们真 认识使我们真正认识 ─
因信耶稣基督而得的义是多么有智慧的，

今天我们可以活在这个世上，

活出属神儿女的荣美！

求主帮助我们 ─ 让我们在读这些律法的经文的时刻，

从律法里面认识你，

认识你是如何设计救恩、又亲自成全救恩的。

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