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太福音马太福音马太福音马太福音 第十课第十课……

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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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五20~37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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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

21 「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
说：『不可杀人』；说 『不可杀人』；
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

22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断；
拉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断；

凡骂弟兄是魔利的，难免地狱的火。
23所以 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23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

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
24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就把礼物留在坛前，

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 」

太五20~37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

25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息，
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
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

26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26我实在告诉你，若有 文钱没有还清，
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

27「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
28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

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 」
31「又有话说 『人若休妻 就当给她休书 』31「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她休书。』
32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

就是叫她作淫妇了；就是叫她作淫妇了；
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

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律法、守法的的的，

其实律法或法律 并不是那么难遵守的其实律法或法律，并不是那么难遵守的，

守法不不这这不常识而而，不不不这不不不

高高的情操 文明教育的的的高高的情操、文明教育的的的。

 作一个守法的人其实可以说是挺基本的
 作一个守法的人不见得那个人就是 作一个守法的人不见得那个人就是

道德情操是非常非常高的

因因因触犯律法总总付出代价，因因因触犯律法总总付出代价
所所因不所所所所、不所不不，就守律法了。

比比比不可杀人，杀人得偿命，因你你你你？比比比不可杀人 杀人得偿命 因你你你你？

如的比因如如这不如、因你你总你你你你，

一般的人大概也不会想，自己的命没了，般的 概 不会想，自 的命没了，

不想自己的命没、也不会想要把别人杀掉。

所所这所守法，其其其不一定是所所这所守法 其其其不 定是
需你这所这高尚的情操的。



比比比不可奸淫，在在所，奸奸你所什么样的代价呢？

轻则颜面全无 被逐于社群之外 重则性命不保轻则颜面全无、被逐于社群之外，重则性命不保，

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奸淫还值得吗？

不不「守法不难 这这这其不完全对不不「守法不难」这这这其不完全对，

时代处境迁移，就使得守法

变成是不太容易的 个原因变成是不太容易的一个原因。

其其修订律法，就就就就就就就不，

在古 信信信信 内内内不在古、信信信信、内内内不…
在你所身处的地方，无论是国外、台湾、

香港 中国大陆 任何西方地点香港、中国大陆、任何西方地点，

你会发觉常常有修改法律的操作

就这不的议会，专专专审定法律修订的不的就这不的议会 专专专审定法律修订的不的

你修订就这因因守法不容易，

是因为场景、时代迁移，是因为场景、时代迁移，

是因为这样子律法、法律，是不断地修改。

希伯来人的律法虽不不能修订，

不过诠释它的解释 从来没有停止过 不过诠释它的解释，从来没有停止过

十诫是写得很清楚，可是怎么去解释呢？

就不断不断地修订 不断不断地提出来了就不断不断地修订、不断不断地提出来了…

比比十诫里的第四条： 「当守安息日，不可做任何的工。」

真的很容易遵守吗？任何形式的工作都不可以做吗？真的很容易遵守吗？任何形式的工作都不可以做吗？

就在犹太人的历史里不里里提出来、不里里问，

产产产产的解释，使总这不使你仍然有效。产产产产的解释，使总这不使你仍然有效。

如的比不不如不如，就这比安息日不能做工–
不如不不不，反反都不能做！不如不不不，反反都不能做！

 就会想到这个诫命造成生活许多的不便、困难

 如果说仍然要把这个诫命放在生命当中 如果说仍然要把这个诫命放在生命当中，

使得它有效的话，你必得要「解释」，

使得这个诫命跟生活产生一种的关联，使得这个诫命跟生活产生 种的关联，

犹太人就不里里就这不就就

犹太人在在在在在不在在，汇汇如这不律法的传统，

称因《米示拿》 里里就这产这里里里律法的的的称因《米示拿》，里里就这产这里里里律法的的的，

其中来到第四诫说「不能做工」。

离开现在大概一千九百多年离开现在大概一千九百多年，

纪录了卅九项不能做的工作。

因你所所你很早很早以前颁颁如这不颁颁因你所所你很早很早以前颁颁如这不颁颁，

在第第比： 「安息日不能做工」，

可是一路以来「不能做工」是什么意思呢？可是 路以来「不能做工」是什么意思呢？

是什么工都不可以做吗？有没有一些例外的情况呢？

这这问题这很其里产产很就。这这问题这很其里产产很就

犹太的拉比、学者就不里里专里就、思思、沉沉沉沉，

 最后他们说：对！这卅九项的工作不能做 最后他们说：对！这卅九项的工作不能做，

尝试解释什么工不能做的疑惑

 完全不解释，就是「安息日不能做工」的话，完全不解释，就是「安息 不能做 」的 ，

你不想活了、不容易活了！

到古到，你就还还如因因安息日能不能做工提很现代的问题。

我记得多年前去拜访在香港 个犹太会堂我记得多年前去拜访在香港一个犹太会堂，

那那香港中环刚刚刚行人电梯，

就市中心你所坐电梯到到到犹太人会堂就市中心你所坐电梯到到到犹太人会堂...
就就犹太人的拉比： 「电梯在做工，

聚会是安息日 能不能坐行人电梯到会堂啊？」聚会是安息日，能不能坐行人电梯到会堂啊？」

无无旧约、米示拿，就就「电梯」这所这这、机机，

是没有办法可以从圣经 传统里回答这个问题是没有办法可以从圣经、传统里回答这个问题…
当然这位拉比没有这个能力回答这个问题。

他他信请教他的老师 在纽约的 不拉比他他信请教他的老师、在纽约的这不拉比...
经不如经不经，纽约拉比告告他比：「不是，这不算是做工，

会友可以坐这电梯到会堂参加安息日的聚会 」会友可以坐这电梯到会堂参加安息日的聚会。」

这不香港拉比你专专他如这还还的还告还在还还还还你，

希望他的会友不会有任何困难，可以坐这个电梯来聚会，希望他的会友不会有任何困难，可以坐这个电梯来聚会，

也不会觉得自己触犯了诫命等等。



我比的这这这，不内这你比一个情况，就这比：

守法 其实 个常识的问题而已守法，其实一个常识的问题而已

 不要面对严峻的后果，当然要好好地去守法了

你这因比守法是常识 其实里实颁也不是那么容易你这因比守法是常识，其实里实颁也不是那么容易，

因因法律或这律法，这不里不里里修订、解释的。

像安息日 在不能做工的的提下 不不工作仍不这需要做的呢？像安息日，在不能做工的的提下，不不工作仍不这需要做的呢？

比方说：救人，一定要救；小孩子诞生出来，

有收生婆给他们接生；割礼有收生婆给他们接生；割礼，

如这在「安息日不能做工」的的提的下，

依不能够、而而需要就的不做。依不能够 而而需要就的不做

不不工作这你所某个限度就就呢？

 安息日可以走路 可是不能走超过一个距离的路 安息日可以走路，可是不能走超过 个距离的路

 这种的斟酌是为了使律法能够适用于生活的现实，

而让不同处境情况配合，免得律法受到侵犯，而让不同处境情况配合，免得律法受到侵犯，

或触犯了律法、或律法不能够应用在生活里

文士、法利赛人其产就也也卅九条不能做的事，盯也、对对也，

耶稣会会他会会会：不！有 些工作在安息日还是得要做的耶稣会会他会会会：不！有一些工作在安息日还是得要做的，

比方救人、医治…
法利赛人、文士，也对律法的的的他会这义，法利赛人、文士，也对律法的的的他会这义，

 耶稣说：必须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
 因为那种义相对来讲还是挺简单的 因为那种义相对来讲还是挺简单的，

律法的解释、做调节，是真正的现实

信信的信信里，律法的解释这一比这你「调节」 ，信信的信信里，律法的解释 一比这你 调节」 ，

调节的原意是好的，界线却不免模糊，如：

神叫二人成为一体，特特这特也婚姻就这的，神叫二人成为 体 特特这特也婚姻就这的

我会其这我，婚姻的结束你不这苦痛的，

离婚总是一个苦痛的决定离婚
 某些情况下，婚姻的继续可能带来更大的痛苦和悲剧

律法允产允允的结束，并因的并并合理的程序，

这你会弱者、就这妇女，总到保障，不这就就不不的。

休妻，怎不怎、怎不就，这一这一就，

因如保护弱的 方 不必你就如这 必的必必因如保护弱的一方，不必你就如这这必的必必，

使得这个被休的妻子，

可以凭着休书再找其他的可能性可以凭着休书再找其他的可能性。

你这可不这这不的因如保护妇女的操作，

其你所也因 种手段其你所也因一种手段 –
让人在符合律法的要求之下合宜地伤害别人，

当你伤害别人的时候 还是一个义人！当你伤害别人的时候、还是 个义人！

这就这耶稣里对法利赛人给他给给那这不就给…

法利赛人的问问： 「摩西说可以休妻 对吗？法利赛人的问问： 「摩西说可以休妻，对吗？

就是给妻子写一个休书就可以了。」

也对律法的里就，这不的就颁的确是义的、也对律法的里就 这不的就颁的确是义的
合宜的，所所这不就的如其这义人

 可是这样看起来，是合理的操作手续，可是这样看起来，是合 的操作手续，

其实隐藏的可能是很大、很深的伤害和逼迫

可是休书上写的是什么理由呢？

就这拉比的这颁 古到比今就就很奇怪如就这拉比的这颁，古到比今就就很奇怪如，

那不这颁你这那里申命记的的的…
如果妻子有不体统的地方 你就可以把她休了如果妻子有不体统的地方，你就可以把她休了。

这个不体统，究竟怎么样的解释呢？

就成为不同的拉比的一种争论就成为不同的拉比的 种争论…

就这这拉比比：不体统就是奸淫、

就是不守妇道 所以你把她休了就是不守妇道，所以你把她休了

就这这拉比就比：不，

这个不体统是可以商议啊，这个不体统是可以商议啊，

其其其其以下的情况…
菜烧得不好、床铺没有收拾整齐、菜 得 铺 有 齐

家里的家务没有做得很好、

样子越来越不好看…，都是不体统！

在这所就给的下，如你所给都写休书。



律法本身这没有这不这这的 –
没有说她菜得烧得不好 就可以把她休了 没有说她菜得烧得不好…，就可以把她休了

 可是当律法在一个男尊女卑的意识形态之下，

律法的解释 实施律法的解释、实施，

就扭曲了本就的颁颁的憧憬跟神髓的

所所耶稣比：「又就这比：所所耶稣比：「又就这比：

人若休妻就给他休书，
只这我告告因会 」只这我告告因会…」

你就还内这不里比问问还比：

「神立意的是一男一女、神立意的是 男 女、
二人成为一体。」

 不是剥削、尊卑、迫害的一种环境

 不是趁着机会要想怎么写休书的一个婚姻

你这就到这不律法解释的那的，就会就很这这颁颁的里就，你这就到这不律法解释的那的 就会就很这这颁颁的里就

就会成为人剥削别人、人逼迫别人的一种方法。

经不如经经经，思思 五~六六 ，我所我我我我会越来越明白：

无论是圣经所说的律法 般社会所说的法律无论是圣经所说的律法、一般社会所说的法律，

都是规范外在行为，至于内心是一筹莫展。

那这因不不耶稣比你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那这因不不耶稣比你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

 因为他们的义就是规范外在行为的那种义

 他们的心刚硬 顽梗 是律法没有办法碰到的 他们的心刚硬、顽梗，是律法没有办法碰到的

除除他会除除会会律法所特所的憧憬、天父的慈容，

不然这些规矩 解释 律法不然这些规矩、解释、律法，

成为他们走捷径、继续逼迫别人的一种借口。

比比比：不可杀人，就有会有有有有如如呢？比比比：不可杀人，就有会有有有有如如呢？

你这用言语伤害人又如又呢？

 说的不一定是粗俗的言语 说的不 定是粗俗的言语，

有时是冠冕堂皇的理由

 里面是谎言的编织，用手段、政策、程序，面是谎言的编 ，用手段、 策、程序，

来摧毁别人、欺压别人

不可奸淫，心中的意念又如又呢？

用用用的语言 欺欺 侮侮异性又如又呢？用用用的语言，欺欺、侮侮异性又如又呢？

他可以面对律法、逃过律法，

可是不一定能够面对神 面对人可是不一定能够面对神、面对人。

就这如你打官司那，如的

 方是理亏的 是非常的富有 一方是理亏的，是非常的富有

 一方是有理由的，可是没有钱的

沉的这不就不不的，就就没颁里对沉的这不就不不的，就就没颁里对

司颁需要的钱，根本放弃整个的就给。

这所就就其在会如这产这产：这所就就其在会如这产这产：

 就是因为有钱，可以把曲的说成直、把黑的说成白

 法律面前是平等的 可是进入法律的过程却不是的！ 法律面前是平等的，可是进入法律的过程却不是的！

这这我会古到里对的世界，

这这因不不耶稣对他的门徒、那不那的听众比：这这因不不耶稣对他的门徒 那不那的听众比

你们的义，要胜过法利赛人和文士的义。

古到我会就就文士、法利赛人，你这你这就很多的规矩，

满足了这些规矩 我们就觉得好像挺不错的满足了这些规矩，我们就觉得好像挺不错的；

甚甚在这不甚会里里就这产的法律，

觉得可以通过很多的方法 好像看起来没有触犯法律觉得可以通过很多的方法，好像看起来没有触犯法律。

这这我会的在这，其产我会蒙召就这在这不的这不在所里，

忠心 勇敢地活出超过文士 法利赛人的义的生命忠心、勇敢地活出超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的生命，

甚至超过所看到的法律的那一种情况、那一种的义。

不不这并不容易 在在在会到耶稣 门徒所里对的挑战不不这并不容易，在在在会到耶稣、门徒所里对的挑战，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看到很多有理由的人，

因为经济的缘故变成理亏的那一方因为经济的缘故变成理亏的那一方，

被逼迫的人反而要被控告…

求求帮助他你你的子民 他的跟随者 除除就这不的求求帮助他你你的子民、他的跟随者，除除就这不的

信心、力量，继必里继很胜过法利赛人和文士的义的生活 –
先求上帝的国、上帝的义，使得上帝的慈容、恩慈先求上帝的国、上帝的义，使得上帝的慈容、恩慈

能够彰显在这个昏暗的世代。



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
你借着你自己的儿子，，

不断地提醒我们应该怎么样生活。

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不容易的处境之下，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不容易的处境之下，
仍然地能够以神的国、神的义为念。
也因为这样子我们的生活能够对准你，

使得我们生命的价值
在你的面前、被你所悦纳。

求主帮助我们，
活在主的恩慈、活在主的义当中。

这样的祷告、立志，是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