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9课 
 

 

西奈山 
 

 

 

 

 

 

 

第 9课 讲稿 

 当孩子们刚刚开始学习写字的时候，大人常常会给他们一份字帖让他们描摹。他们

在描摹字帖的过程中，渐渐学会了自己写字。这能帮助阐明这一课的主题。每一个真基督

徒都热切地追求敬虔，但敬虔是什么？敬虔的意思是像上帝那样，上帝在道德律中概述了

关于祂自己的属性的启示，而十诫概述了道德律。基督在地上服侍时，遵照这个完美的模

式来生活，完全顺服了上帝的旨意。在信徒追求敬虔的过程中，圣灵渐渐地使信徒发生改

变，变得有基督的样式。所以，上帝的道德律提供了上帝的圣洁的模式，信徒在追求福音

的圣洁时要遵照这模式。 

 我们可以问自己一些问题。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是谁与上帝对受造物的要求之间

有什么关系？西奈山上的上帝与新约中的上帝是同一位上帝吗？从旧约时代到新约时代，

上帝对人在道德方面的要求是改变了还是一直没变？西奈山是绕开了上帝与亚伯拉罕所立

的约，还是继续在同样的应许之上建造？我们如何区分律法的不同部分？律法与当代基督

徒有什么关系？现在每个基督徒都应当说“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吗？（诗 119:97） 

 摩西律法告诉了以色列人他们应当怎样用圣洁和智慧来塑造他们与救赎他们的上帝

之间的关系。对世界各民族而言，上帝的律法也像一盏明灯，向所有人彰显了上帝的荣耀。

 

本课主题: 

上帝把祂的律法赐给祂的那些蒙拣选和救赎的百姓，藉此显明祂自己的属性，带领他
们来到祂自己的治理之下，并告诉他们如何遵照祂的旨意过圣洁的生活。 

 

经文: 

“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我们原晓得律法是
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
喜欢 神的律。”（罗 7：12,1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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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申命记》第 4 章 6-8 节中读到了这些重要的话：“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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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一大国的人有上帝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在我们求告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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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法将会向上帝的百姓显明上帝是谁，但这同一个律法也要展现在世上所有的百姓、

所有的民族面前。我们在这一课中，首先要明白西奈山与救赎之工和恩典之约的关系。你

们可能会回想起当摩西在米甸牧羊时，曾经在燃烧的荆棘丛中遇见了耶和华上帝。上帝的

这次显现发生在何烈山，那是西奈山的另一个名字，同一座山有两个不同的名字。荆棘在

燃烧，却没有烧坏。上帝在此处显明自己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

并告诉摩西，祂拣选了摩西，要打发他去见法老，去将上帝的选民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

来，带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上帝应许摩西说，祂将会与摩西同在。 

  请注意上帝指示摩西说，当他带领百姓出了埃及之后，要回到这山上来，回到何烈

山或西奈山来。为什么？要在这山上侍奉或敬拜上帝，《出埃及记》第 3 章 12 节告诉了我

们这一点。所以上帝吩咐摩西去拯救祂的百姓，然后带领他们来到西奈山上敬拜祂，这个

命令带领我们来探讨在这个重要的地方所发生的事情的深远意义。这里所发生的事情意义

非常深远，所以实际上在这一课以及接下来的三课中，我们都要探讨这个主题。我们必须

清楚地知道一些重要的联系，因为有些基督徒错误地把亚伯拉罕之约和摩西之约对立起来

了。他们认为上帝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是恩慈的，而上帝与摩西所立的约破坏了那个恩慈

的模式，措词严厉，是基于人类的功德。新约时代的基督徒反对摩西，也是犯了同样的错

误。 

 这并不是圣经所教导的内容，我接下来就要证明这一点。我们已经注意到上帝在逐

渐展开祂的恩典之约，祂还在继续这样做。摩西之约是启示进程中的又一个进展，它终于

把《创世记》第 3 章 15 节与新约联系起来了。我们要明白，摩西之约是恩典之约的一部

分。这对于我们理解旧约和新约的关系、律法与福音的关系、基督的作为和律法在当代基

督徒生活中的地位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要根据圣经本身向你们阐明西奈山和颁布律法是发生在救赎之工和恩典之约这

一背景之下的。我们在此要注意到几件事。首先，上帝在西奈山所说的第一句话传达了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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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救赎之工和恩典之约的信息。在《出埃及记》第 19章 4-5 节中我们读到：“我向埃及人

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

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作属我的子民。”你们从中看到了与救赎之工和

圣约的联系吗？ 

 第二，上帝在颁布十诫时强调了与救赎的福音同样的重点。就在颁布十诫之前，我

们在《出埃及记》第 20 章 2 节中读到：“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

领出来。”祂是他们的上帝，是曾经拯救过他们的那位上帝。如我们在《出埃及》那一课

中所看到的，得救脱离埃及的奴役预表了将要到来的基督的救赎之工。在接下来的关于会

幕、献祭和祭司的三课中，我们将会看到，所有这些象征性的活动都表达了一些奇妙的神

学信息，即上帝为我们提供赦罪、和好、使我们与上帝团契。因此，我想要说《利未记》

这卷书是根据利未人的律法来传讲的福音。 

 第四，我们看到律法将会一直提醒上帝的百姓他们没有能力达到上帝关于圣洁的标

准，没有能力一心一意爱上帝。人之所以能够知罪，一直都是因着上帝的怜悯，但请注意，

当他们悔改和仰赖上帝的怜悯时，律法也教导了他们使用献祭来祈求赦罪。接下来，你们

还记得恩典之约的核心是什么吗？还记得我们在前面几课中所强调的话吗？我们看到摩西

之约中重申了这个内容。例如，《利未记》第 26 章 12 节说：“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我

要作你们的上帝，你们要作我的子民。”就是这句话。摩西之约中多次重复了这句话。 

 除此之外，在《利未记》第 26 章和《申命记》第 27、28 章中，我们看到了更详尽

的关于约的祝福和咒诅的启示。因着不信和不顺服而背约，会使人失去祝福，并且一定会

受到咒诅；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倘若以色列人悔改并转向上帝，那么他们也会再次尝

到约的祝福。例如，《利未记》第 26章 40-45节告诉了我们这一点。这是根本性的教导。

关于上帝的百姓和上帝的约与约的祝福和咒诅的关系这整个概念，是本质性的。这个概念

对于我们理解后面的先知书，是绝对必要的。这对于我们理解新约的背景也是非常重要的。 

 不要错误地以为新约中缺乏了这个要素。要记得亚拿尼亚和撒非喇的教训。要记得

《哥林多前书》第 11 章中关于混乱圣餐的严肃警告，那是新约的圣礼。要记得《希伯来书》

中的话，比如第 6、10 和 12 章中的劝诫；要记得《启示录》第 2 和 3 章中基督给亚细亚七

个教会的令人震惊的警告。我只是简单地提到了几个例子。我们对约的祝福和咒诅的理解，

为我们理解新约中的这些经文提供了背景知识。还可以列举出许许多多的联系来强调西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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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与救赎之工和恩典之约的关系，但你们必须在进一步学习的过程中不断发现。我给你们

再举一个例子：基督在设立圣餐时所说的话，祂说：“这是我立约的血”，或者说，立新

约的血。 

 我们可以在《马太福音》第 26 章 28 节看到这句话。这句话并非像你们可能以为的

那样源自逾越节，而是源自西奈山。你们可以在《出埃及记》第 24 章 8 节看到这句话。这

其中有非常有趣的含义，你们在将来的学习中会发现更多的联系。我们在这些课程中只提

供一些基石。 

 在阐述第一点时，我们看到在救赎之工这一背景下，上帝呼召人要圣洁和顺服。上

帝向祂的百姓显明了他们必须遵守的圣道的细节，藉此再次明确彰显了上帝是守约、信实

的上帝。当他们在上帝制定的规则下生活、遵从福音的圣洁模式时，上帝仍然呼召他们要

凭着对上帝之应许的信心生活。这个呼召一直持续到新约时代。 

 第二，我们需要探讨上帝在西奈山关于祂自己的启示。在这方面，因着上帝在摩西

时代赐下了更多的启示，我们得到了更多的益处。我们看到了更多关于上帝名字的启示。

你们应当记得上一课讲过上帝的名字具有重要意义。上帝的名字启示了祂是谁，概述了上

帝显明自己的各种方式。我们在上一课中注意到，上帝向摩西启示了一个亚伯拉罕、以撒

和雅各所不知道的新名字。祂显明了自己是耶和华。这对于进一步显明上帝作为立约的上

帝的荣耀，具有重要意义。“耶和华”这个名字，在英语圣经中是四个大写的字母

（LORD）。在旧约的其余部分，主要使用“耶和华”这个名字。有趣的是，当我们读新约

的时候，主耶稣将会引用旧约中谈到耶和华的经文；祂将会说那些经文都在祂里面应验了，

它们实际上都是指着祂说的，这带领我们得出这个结论：耶稣就是耶和华。当我们学习新

约的时候将会进一步阐述这一点。 

 与对待别的民族不同，上帝有史以来第一次在烈火中直接对以色列人讲话。你们在

《申命记》第 4 章中可以看到这一点。我们还注意到有一些关于上帝之属性的启示。我在

开头说过，律法显明了上帝是谁以及上帝对人有哪些要求。在这两种情况下，律法都显明

了上帝的圣洁。要记得山上的火，西奈山上的火，以及荆棘丛中的火。上帝在燃烧的荆棘

丛中告诉摩西说：“你所站之地是圣地。”上帝在西奈山告诉祂的百姓说：“不可上山去，

也不可摸山的边界。”律法显明了上帝的属性和上帝对人类的旨意。上帝说：“你们要圣

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在新约时代，这仍然是信徒行事为人的标准，我们在《彼得前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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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16 节可以看到这一点。彼得引用了旧约中的这节经文：“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

洁的”，这表明它适用于新约时代的基督徒。 

 圣洁是圣经中用来表达上帝之属性的最显著的词汇之一。你们想一想《以赛亚书》

第 6 章 1-3 节中为我们描述的景象：天开了，以赛亚看见主坐在宝座上。天使们在说什么？

他们在说：“圣哉！圣哉！圣哉！耶和华全能的上帝！”什么是圣洁？圣洁至少包括两部

分。第一部分是我们经常与圣洁联系在一起的那部分，就是纯洁。圣洁包含着纯洁的概念，

指的是毫无瑕疵，无可指摘，没有罪；但同等重要的是分别出来的概念。圣洁是指要分别

出来，所以我们说我们的经书是圣经。圣经是从其他书籍中分别出来的。我们称主的晚餐

为圣餐，因为它是与别的一切餐饭分别开来的。我们把安息日称为上帝的圣日，因为它是

与其他六天分别开来的。上帝的百姓甚至被称为圣民，因为他们是与世上的其他人分别开

来的。所以，上帝是与受造物、祂的百姓和罪分别开来的；祂是纯洁的。上帝是圣洁的。

祂救赎了祂的百姓，使他们成为圣民。 

 你们可以认为律法为我们描述了上帝圣洁的属性，并以之来指导祂所救赎的百姓的

生活。关乎圣洁的律法强调了圣洁的上帝与罪恶的人类之间的差别。被救赎之民蒙召从其

余的人类当中分别出来，与他们不同，从而在上帝的圣洁上有份。当然，唯独上帝有权柄

定义罪。当我们拒绝把上帝称之为罪的事物称为罪时，或者当我们把上帝不称之为罪的事

物称为罪时，我们是在篡夺上帝的权柄，把它据为己有。 

关于上帝之属性的另一个启示是上帝的爱。这可能会让你们当中的有些人感到惊奇，

但这不足为奇。上帝就是爱。我们在律法中看到了上帝的爱。我们看到了上帝充满爱的应

许。请注意这句话：“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这句话渗透在十诫之中。你们在前四诫中

尤其可以领悟到它的精义，我们把前四诫称为第一块法版。这是充满爱的应许：“我是耶

和华你的上帝。”为什么这样说呢？祂把自己赐给了我们，还有什么比这更好呢？这是爱

的表达。正如这个应许是充满爱的应许，祂的诫命也是充满爱的诫命。例如，祂说：“除

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是呼召人单单爱上帝，爱耶和华胜过爱别的一切。律法

与爱并不是对立的，毋宁说，律法与爱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新约圣经证实了这一点。 

 《罗马书》第 13 章 10 节告诉我们：“爱就完全了律法。”别处的经文告诉我们，

爱是藉着顺服律法来表达出来的。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约

14:15）。约翰在《约翰一书》第 5章中重复了这句话。因此，耶稣用爱这个词来概括了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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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律法。祂说：“你们想要明白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吗？那可以概括为这两句话：

爱上帝，爱人如己”（太 22:35-40）；律法概括在爱这一个词当中了。上帝的爱与关于上

帝属性的另一个启示是联系在一起的：祂的忌邪。祂是忌邪的上帝。祂把自己描述为“耶

和华你的上帝”。如我所说，第一块法版不断重复了这一点。请注意在第二条诫命中，上

帝在不可雕刻偶像这一背景下称自己为忌邪的上帝。不应当有与之竞争者。任何人或事物

都不能分享祂的地位。我们必须按照祂所指示的方式只敬拜祂自己。上帝把自己的名字和

权柄加在了雅各的后裔之上：“你们是属我的。” 

 忌邪是爱之烈火。想一想所罗门的《雅歌》第 8 章 6-7 节中的话：“求你将我放在

心上如印记，带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嫉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

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爱情，众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

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总之，在学习这一点时，想象一下上帝彰显祂的荣

耀的景象。经上告诉我们，那时火焰烧山。请注意《申命记》第 5 章 24 节中的话：“看

哪，耶和华我们上帝将祂的荣光和祂的大能显给我们看。当然，百姓感到惧怕。他们害怕

那火会烧灭他们 

 《希伯来书》第 12 章提到了这一点。第 21 节谈到，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

兢。”但《希伯来书》第 12 章继续说道：“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上帝的城邑。”那

是什么意思？那减少了新约时代的基督徒对上帝应有的敬畏之心吗？不是的。在这一章的

结尾处，第 28 和 29 节说：“就当感恩，照上帝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上帝。

因为我们的上帝乃是烈火。” 

 接下来，我们需要探讨律法的分类。明白律法的不同种类，将会帮助你们理解律法

和新约之间有哪些方面是延续性的，哪些方面是非延续性的。西奈山颁布的律法，有些是

永久性的，有些是暂时性的。你们应当意识到，即使旧约时代的信徒也明白这些类别和区

分。你们将会在《诗篇》中看到这一点，那里谈到不喜悦献祭（诗 40:6；51:16）。你们

将会在历史书中看到这一点，那些书卷中有很多处地方谈到顺服比献祭更重要。历代教会

把律法主要分为三类：道德律、民事律或司法律、礼仪律。我们来简要介绍一下这三类律

法。首先，我们有道德律。上帝的旨意概括在道德律中。道德律概括在十诫之中。亚当在

乐园中的时候，拥有全部道德律。的确，他违背了道德律。在他之后所有的人也都拥有道

德律，但道德律藉着十诫首次以成文的形式得到了概括和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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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律法是永久性的。它反映了上帝的属性，所以它不能改变。道德律适用于各个

世代、各个国家的所有人。基督、保罗和其他作者在新约中的许多地方强调和解释了道德

律。我们稍后将会更充分地探讨道德律。第二类是司法律，处理以色列人的民事或政治经

济案件的律法。这些是社会政治的律法，适用于以色列这个独特民族的神权政治。《威斯

敏斯德信条》说这些律法随着以色列国同归于尽，“除了一般公正的要求以外”，现今不

再有任何约束。 

 第三类是礼仪律。这指的是所有关于洁净和不洁净的律法，关于分别为圣和纯洁的

律法。这指的是管理圣殿和会幕敬拜、祭司和献祭体系等等的律法。礼仪律以影子的形式

指向基督及其作为，以及基督的作为在新约时代所带来的结果。在接下来的三课中，我们

将要讲解礼仪律中的一些条例和仪式，但你们从一开始就要明白，这些礼仪律已经在主耶

稣基督里成全了。所以，它们已经被彻底终止使用了。在新约时代，随着基督的到来，它

们已经被废除了。我们看到新约中有很多处地方谈及了这一点，在接下来的几课中我们将

会进一步阐述这一点，但我们现在要更详细地探讨一下关于概括在十诫中的道德律，我们

学到了什么。这是最主要的内容，有别于其他律法。 

 约翰﹒欧文说：“自宇宙的根基奠定以来，上帝多方多次逐渐显明和解释了属天的

教导，关于上帝的知识；如今这些知识最终被系统地整合起来，形成了一个普遍适用的、

稳定的敬拜和顺服方式，作为一个统一的真理体系呈现在教会面前。”十诫在圣经中被称

为“十条诫”，你们在《出埃及记》第 34 章、《申命记》第 4 章和 10 章中看到“十条

诫”。那是 decalog 这个英语单词的起源，它的意思是十条诫命。你们将会注意到这十条

诫命是上帝用指头写在石版上的（申 9:10）。这本身就表明了十诫的永久性和重要性。经

上还告诉我们，这些诫命是被分别出来的。请注意《申命记》第 5 章 22 节：“这些话是耶

和华在山上，从火中、云中、幽暗中，大声晓谕你们全会众的，此外并没有添加别的话。

祂就把这话写在两块石版上，交给我了。” 

 如我们在别处看到的，从更深的层面来说，这十句话，这十条诫命，自身就是约和

见证。在《出埃及记》和《申命记》中有几处地方这样提到十诫。当然，这两块石版被放

置在约柜里面，那仿佛是上帝的脚。十诫被分成两个基本部分。第一块法版上写的是第一

至四条诫命，第二块法版上写的是第五至十条诫命。第一块法版上是与上帝有关的、我们

的责任，即我们向上帝应尽的责任。第二块法版上是第五至十条诫命，谈到的是我们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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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尽的责任，对同胞应尽的责任。你会注意到第一块法版上的诫命都是以敬拜为中心的。

第一条诫命告诉了我们应当敬拜谁。第二条诫命告诉了我们如何敬拜祂。我们只能按照上

帝所命令和指示的方式敬拜祂，不能按照我们自己发明的方式来敬拜祂。第三条诫命告诉

了我们为什么要那样敬拜祂：我们要尊祂的名为圣。然后，第四条诫命告诉了我们在什么

时候敬拜祂：在祂所指定的安息日那天。 

 在福音书中，当主耶稣概括这十条诫命时，祂把它们概括为爱上帝和爱人如己，但

请注意祂说最重要、最大的诫命是我们要爱上帝（太 22:37-38）。祂的意思是说，前四条

诫命具有优先性。它们应当被置于首位，应当在基督徒心中被视为最重要的事。现在我们

不能详细解释这十条诫命，我建议你们去学习弗古斯特牧师关于十诫的教导。我鼓励你们

去听他的那些课程。 

 在我们结束关于这一点的教导之前，请再次注意《出埃及记》第 31 章和别处提到了

上帝的指头。约翰﹒欧文说：“一旦上帝屈尊自己，用文字把自己的心意写下来，圣经便

可以临到每个必死之人，就像上帝直接对他们讲话一样，就像他们亲耳听到上帝的声音对

他们讲话一样，就像亚当当初在乐园里听到了耶和华的声音一样。” 

 最后，我们需要探讨律法与当今时代的相关性，以便把分散的点串联起来，从而帮

助你们更好地理解摩西律法在整个宏伟蓝图中的地位。最后我们要探讨摩西律法对于当今

时代而言有哪些神学意义。首先，关于基督和律法的关系。我们发现，主耶稣基督支持和

成全了律法。祂强调摩西律法是永久性的，祂来不是要废掉律法。请注意《马太福音》第

5 章 17-19 节中记录的《登山宝训》里的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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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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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作，他在

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 

 然后，在同一章中，主耶稣继续解释了十诫，驳斥了法利赛人对律法的曲解和错误

认识；但请注意祂并没有降低律法的要求。祂阐明了律法的本意和正确意图是应用于心，

而不仅仅是应用于手，从而强化了律法的要求。律法的本意是应用于我们隐秘的思想和动

机，不仅仅应用于我们外在的行为。归根到底，基督是赐律者。祂是在西奈山上把律法赐

给祂百姓的那位。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在地上服侍的过程中遵守了律法。的确，基督为

了自己的百姓，让自己顺服在律法的咒诅之下；我们还可以沿着这个主题讲更多内容。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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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使基督对我们而言更加宝贵。祂为自己的百姓，完全而充分地遵守了律法的所有命令。

我们与基督联合在一起，祂为我们做到了我们自己永远也不可能做到的事。 

 在新约中，主耶稣和保罗都直接驳斥了对道德律的错误使用。他们捍卫和支持对道

德律的正确使用。有的人把律法用作成圣的手段，认为如果我遵行律法就能赢得上帝的喜

爱，保罗驳斥了这种观点，然后想要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也根本没有摒弃律法。他在

《罗马书》第 3 章 31 节中说：“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

这带领我们探讨基督徒与道德律的关系。我们在圣经中看到了信徒对上帝律法的爱慕。 

 在旧约中，诗人说：“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地思想”（诗 119:97）。我

们在《诗篇》第 1 篇中读到：“惟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我们还读到：“这律

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

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这是《约书亚记》第 1 章中记载的上帝对约书亚所说的话。 

 倘若律法向我们显明了关于上帝的事，倘若律法是上帝想要把我们塑造成的样式，

那么祂的百姓当然喜爱律法，这不足为怪；所以我们在新约中看到了同样的话也不必感到

惊奇。保罗在《罗马书》第 7 章中说：“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

良善的”（第 12 节）。后来他继续说道：“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第 14 节），

又说：“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上帝的律”（第 22 节）。他的话听起来跟诗人

的话很像。我们在新约中别的地方也读到了类似的话，《提摩太前书》第 1 章 8 节说：

“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得合宜。”约翰在《约翰一书》第 5 章 3 节谈到了这

一点：“我们遵守上帝的诫命，这就是爱祂了，并且祂的诫命不是难守的。” 

 也许快速回顾一下律法的作用，将会对我们有帮助。在历史上，教会确定了律法的

三个主要作用。上帝的道德律的第一个作用是约束邪恶，维护世上的秩序。这被称为律法

的民事用途。宣告律法可以起到约束罪恶和世界的作用。律法的第二个作用是上帝藉着律

法显明了罪，使人的良心感到惧怕。祂藉着律法唤醒了我们，使我们认识到自己需要基督，

驱使我们来到基督面前。这被称为律法的神学用途。这带领人认识到自己的罪，使人认识

到自己没有能力达到上帝律法的要求。因此，用保罗的话来说，律法是训蒙的师傅，引我

们到基督那里（加 3:24）。对于非信徒的悔改归主，以及对于信徒的成圣而言，都是如此。 

 律法的第三个作用是教导信徒，教导那些被救赎之人如何因着被救赎，出于爱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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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之情而过敬虔的生活。这被称为信徒的生活准则。这向我们指明了我们的职责以及我们

应当治死和避免的罪。这向我们阐明了公义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爱慕和遵守律法的

动机是，因着我们在主耶稣里的救赎而心中充满了爱和感激之情。心中的爱藉着顺服表明

出来，顺服的标准就是律法中所显明的上帝的属性。律法是一种约束力。律法显明了罪，

律法是生活的准则。律法为我们做了这一切事情以及更多的事情。这有助于你们理解律法

与福音的关系，是不是？ 

 律法藉着福音驱使我们来到基督面前，然后福音驱使我们回到律法面前，以之为信

徒生活的准则。在圣经中，律法和福音都是蒙恩之道。顺服律法绝对不是成圣的手段。律

法和福音共同发挥作用，它们是密不可分的。总之，我们已经看到了在救赎之工这个背景

下，上帝在西奈山颁布了律法：上帝向祂的选民显明了祂自己，也显明了按照祂的圣洁来

生活的模式。在下一课中，我们将要探讨上帝在西奈山赐下的关于会幕的指示。我们将会

发现一个福音真理的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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