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帝的律法：爱还是律法主义？

出埃及记19：1-9;20:1-3;18-21

2022年2月20日讲道

介绍 

今天，我们来看看新城市教理问答的第8个问题。

我将阅读问题，然后我们一起阅读答案。

問8： 神在⼗誡中所說的律法是什麼？

在我之前，你们将没有其他的神。

你不可为自己造偶像，在天上、地上、地下或水底下，你不可向他们低头或崇拜他们。

你们不可滥用耶和华你们神的名。

记住安息日，让它保持圣洁。

孝敬你的父亲和母亲。

你不可杀人。

你们不可犯奸淫。

你不得偷窃。

你不得作虚假的见证。

你不可垂涎。

我们几个星期都在看十诫。 下个星期日，克莱门特将讲讲前三条诫命。 今天，我想花一些时间看看十诫的

历史背景。 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经文阅读。

出埃及记 19：1-9 

1 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两个月后，就到了西奈的旷野。

2 在Rephidim打破营地后，他们来到西奈的旷野，在西奈山脚下扎营。



3 摩西就爬上山，在神面前显现。耶和华从山上呼召他，说：”把这些指示赐给雅各的家。向以色列后裔宣

布：

4 你们看见我对埃及人做了什么。你知道我是如何把你扛在鹰的翅膀上，把你带到我自己身边的。

5 你们若顺服我，遵守我的约，就必成为我在地上万民中间的特别财宝。因为所有地球都属于我。

6 你们要作我的祭司国度，我的圣国。这是你必须给以色列人民的信息。

7 摩西从山上回来，把百姓的长老叫到一起，告诉他们耶和华所吩咐他的一切。

8 众人都一起回答说：”我们必行耶和华所吩咐的一切”，摩西就把百姓的回答带回耶和华。

9 耶和华对摩西说：”摩西，我要在厚厚的云层里到你那里来，叫百姓在我和你说话的时候，都能听见我的

话。然后他们将永远信靠你，”摩西告诉耶和华百姓所说的话。

出埃及记 20：1-3 

1 然后，神给百姓这些指示：

2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救了你们脱离埃及地，也就是你们被奴役的地方。

3 ”除了我，你们一定没有别的神。

（第3节是第一条诫命。 我现在不打算读其他九条诫命。 我们刚刚在教理问答问题8中读到了它们。 听听

神在18-21节中将十诫赐给百姓之后会发生什么。

出埃及记 20：18-21 

18 众百姓见雷轰、闪电、角声、山上冒烟，就都发颤，远远地站立，

19 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

20 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至犯罪。”

21 于是百姓远远地站立，摩西就挨近神所在的幽暗之中。

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40：8：

“草必枯干，花必凋残；惟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

让我们一起祷告。 

阿爸父，求祢差遣圣灵，在我讲道时赐给我智慧和真理。 请让我们敞开心扉，接受你的真理，这样我们就

可以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事上荣耀你。 我们奉我们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



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承认十诫的力量和真理。 即使不相信上帝的人也会告诉你，谋杀、偷窃、撒谎或通奸是

错误的。 猶太人、穆斯林和基督徒都相信這10條誡命是上帝賜給所有人的。 但是，在我们如何理解其目的

和应用方面存在很多差异。 即使在基督教内部，十诫也可能被误解和误用。

你知道上帝为什么赐给我们律法吗？ 为什么他不允许我们做任何我们想做的事？ 因为他爱我们。 朋友

们，这10条诫命是为了自由而赐给我们的。

请和我一起看雅各书1：25。

25 “惟有详细察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

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

顺服会带来祝福。 这就是雅各在这里所说的。 我要请娜奥米上来分享一个与此有关的短篇故事。

娜奥米：当我还是一个生活在太平洋小岛上的女孩时，我班上有一个很受欢迎的女孩，名叫乔安妮。 乔安

妮竭尽所能地取笑我。 这种情况从我们10岁的时候就开始了。 她曾经把我的自行车藏起来，让我找不到

它，于是我不得不步行从学校走回家。 乔安妮编造了关于我的谎言，好让朋友们疏远我。 我记得很多时候

放学后我都会哭。 我们16岁的时候，乔安妮开始略微包容我。 我们18岁的一个晚上，我们参加了一个聚

会。 乔安妮喝得酩酊大醉，生病了。 许多同学试图帮助她，但她对每个人大喊大叫，让大家都不要管她。

然后她让他们去找我。 我是她唯一允许为她提供帮助的人。 乔安妮问我：“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恨你吗？

因为你生活中的一切都是对的。 你的家人爱你，上帝也爱你。 我的父母却让我从家里拿酒，而他们也会和

朋友一起喝醉。 他们只会告诉我要玩得开心。 他们不在乎我遭遇了什么。 但你的父母不让你做任何你想

做的事——因为他们在乎你。 在那一刻，我心里为乔安妮感到难过。 我想起了之前放学后哭着回到家的时

候，母亲对我说过的话。 我媽媽告诉我：「那些女孩對你很刻薄，因為她們嫉妒你。 我不认为我妈妈知道

她在说什么！ 因为我无法想象乔安妮会认为我的生活比她更好。 但我妈妈是对的。

你听到娜奥米的朋友说的话了吗？ “你的父母不让你做任何你想做的事——因为他们在乎你。” 神的儿女

们，我希望你们记住，你们的父神在乎你们。 他对你们的爱是十诫背后真正的原因。

我们可能会在十诫上犯两个错误。 我们可能根本没有任何惧怕或者惧怕得不到位。 今天，许多人拒绝了对

上帝和他话语的信心。 他们想在没有规则的情况下生活，就像乔安妮的家人一样。 他们不害怕不顺服神的

后果，因为他们不相信神的存在，也不相信神对他们的生命有权柄。 这是一个危险。

另一个危险是律法主义。 宗教人士很容易陷入律法主义的错误。 律法主义的定义是试图通过我们的顺服来

获得上帝的认可或祝福。 律法主义看起来像是顺服，但它的动机是惧怕。 当然，在我们与神的关系中，也

应当对神有该有的惧怕。 再看看出埃及记20：18-20。

19 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



20 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至犯罪。”

你有没有注意到神直接对百姓说话？ 太神奇了。 十诫是如此重要，以至于神这次没有通过摩西说话。 相

反，人们听到了神的声音，就像亚当和夏娃、亚伯拉罕和摩西一样。 但神的声音对百姓来说是可怕的。 作

为有罪的人，我们应该对神的大能和圣洁有健康的敬畏。 上帝的律法是上帝品格的表达。 我们对上帝的敬

畏和我们对律法的顺服是相互联系的。 这就是摩西在第20节中的意思。 上帝把第一条律法赐给亚当和夏

娃，是为了保护他们，好叫他们在自由中享受创造的其他所有祝福。 但是亚当和夏娃不够信靠和敬畏神，

所以他们违反了那条律法。 出于同样的原因，上帝给出了十诫，好保护我们，这样我们就可以在自由中享

受创造的其他所有祝福。

但律法主义把这种自由变成了奴役。 出埃及记20：2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

出来。”

上帝拯救我们脱离奴役，好叫我们得自由。 但律法主义利用法律再次将奴役的枷锁戴在我们身上。 律法主

义是不健康的，因为它始于法律，而不是从爱开始。

也许这是说明律法主义是如何误导我们的一个好方法。 律法主义从我们开始，而且需要上帝回应我们。 律

法主义认为，我可以赢得或失去上帝的祝福，因为他回应了我的行为。 那不是福音。 福音教导我们一些更

美好、更有盼望的东西。 福音把神放在第一位，把我们放在回应的位置。 神称自己为我们的父，这是有充

分的理由的。 一个好的父母不会对孩子说：“你要洗碗扫地，我才会爱你。” 相反，一个好的父母会对孩

子说：“我爱你，所以我想教你做一个负责任的成年人。 因此，我要你洗碗，扫地。” 孩子做家务不是为

了获得身为孩子的地位。 相反，孩子要服从是因为她就是家庭的一员，而且要回应父母的爱。

在我们的经文中，神两次提醒我们，他处于第一位，我们要回应神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在神告诉他的子民

他希望他们做什么之前，他首先提醒他们他做了什么。

请和我一起再看出埃及记19：4-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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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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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全地都是我的。”

在第4节中，上帝提醒他的子民，他是他们的拯救者和保护者。 他们自己无法从奴役中解脱出来，所以神将

他们救了出来。 也许你注意到，在第5节中，神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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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这听起来像是律法主义？ 神是说，如果他的子民不顺服，他会停止爱他们吗？ 没

有。

整本圣经充满了证据，证明律法主义不是上帝律法的目的。 神确实对他的子民有期望。 他通过摩西警告他

们，不顺服会有后果和咒诅。 但是，当人们不顺服时（他们像我们一样经常不顺服），总是有一个恩典的



盟约从表面之下显露出来。 你可以在创世记15章读到这一点，但我们现在没有时间去看。

我想让你听听神在公元前750年左右通过先知何西阿所说的恩典。 那时，以色列人已经抛弃了神，崇拜像巴

力这样的假神。 他们犯了属灵的淫乱罪。 神对百姓说话，就像丈夫对他不忠的妻子说话一样。

请听神在何西阿书2：13中所说的话。

13 “我必追讨她素日给诸巴力烧香的罪，那时她佩带耳环和别样妆饰，随从她所爱的，却忘记我。”这是

耶和华说的。

这就是法律的作用。 神说他必须惩罚他的子民违反第一和第二诫命的恶行。 上帝确实惩罚了他们。 以色

列被亚述征服，人们分散在很远的地方。 但上帝的怜悯之心总是为他们提供一条回到与他建立关系的道

路。

请听神在何西阿书2：14-16中所说的话。

14 她会在那里把自己交给我，就像她很久以前年轻时所做的那样，当我把她从埃及的囚禁中解救出来时。

14 “后来我必劝导她，领她到旷野，对她说安慰的话。

15 她从那里出来，我必赐她葡萄园，又赐她亚割谷作为指望的门。她必在那里应声，与幼年的日子一样，

与从埃及地上来的时候相同。”

16 耶和华说：“那日你必称呼我伊施（注：就是“我夫”的意思），不再称呼我巴力（注：就是“我

主”的意思）。”

你在那些经文中听到神的心意了吗？ 听听他深切的愿望：把像我们这样的有罪的人带回他自己身边。 请理

解我说上帝的律法是关于爱而不是律法主义的意思。 上帝怜悯我们不是因为他忘了执行法律。 神不会简单

地无视我们的悖逆。

神非常非常认真地看待顺服律法。 如果我們曾經被誘惑認為神不在乎順服，我就們必須看看十字架。 神必

须惩罚不顺服，因为他是公义的。 但是因为他的怜悯，上帝惩罚了他的儿子而不是我们。 神完美、圣洁的

儿子为我们的罪献上了他自己。 因此，由于耶稣基督的顺服，我们才可以得到上帝的怜悯和饶恕。 神不能

无视律法，这就是为什么他差遣耶稣为我们成全律法。

加拉太书4：4-7是这样说的：

4 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

5 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

6 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

7 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



在救恩中，神总是先行动的一方。 神差遣他的儿子，出生在律法以下。 這意味著耶穌有與其他人一樣遵守

十誡的義務。 但耶稣成全了律法，为救我们而死。 这就是神为我们所做的。 接下来，神的儿女要回应神

给他们的救恩。 不是作为奴隶，而是作为儿子和女儿，就像我们在加拉太书4：7中看到的那样。

也許這張幻灯片會幫助你看到神恩典的工作在我們生活中的模式。

1. 神先行动。 他在爱中创造了人类，并给了我们美善的法律，好叫我们按照上帝的设计生活而得自由。

2. 但所有人都不遵守这些法律。 即使是人类最好的榜样，如大卫王，也犯了可怕的罪。 从来没有人完全

遵守上帝的律法。 除了一个人，耶稣。

3. 神回应我们的失败，差遣他的儿子在他舍己的死亡中拯救我们。

4. 当我们信靠耶稣时，天父就将基督完美的记录归在我们身上，使我们从律法的重担下解脱出来。 我们以

顺服的态度回应，尽管我们的回应总是不完美，不一致。

5. 然而，神继续在我们的生命中行事。 他纠正、引导、惩罚、鼓励我们，引导我们走上一条更像耶稣的道

路。

6. 有一天在天堂里，不会再有痛苦，不再有眼泪，因为不会再有罪了。

以下是这六点：

1.�上帝在爱中创造了人，并为着我们的益处赐给我们律法。 

2.�所有人都违反了上帝的律法。 

3.�耶稣遵守律法，代替我们死去，为罪付出赎价。 

4.�我们信靠基督，接受他完美的记录，并以不完美的顺服来回应。 

5.�神继续饶恕、纠正和引导。 

6.�在天堂里，我们再也不会犯罪了。 

这就是基督徒之旅，我的朋友们。 你在旅途中处于什么位置？ 我希望你已经进入了第4步，在那里你信靠

基督并开始跟随他。 记住，顺服十诫不会让你归向神，因为我们都经常违反诫命。 相反，十诫是一个道德

指南针，带领上帝的子民度过这个破碎的世界。 它们就像道路两侧的护栏，是为了在我们沿着这条路行走

时引导我们。 我们不是独自旅行，但是我们有彼此，圣灵也鼓励，坚固我们。

现在，让我们透过同一个圣灵一起祷告： 耶稣，你把我们从奴役中拯救出来，我们原是自己罪恶的欲望和

习惯的奴隶。 你把我们从黑暗中带出来，进入你爱和真理的光明中。 但我们很像4000年前旷野中上帝的百

姓。 我们有时想回到旧的方式。 我们需要一个爱的篱笆来让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阿爸父，感谢你的

十诫。 感谢你爱我们，足以为我们提供敬虔生活的规则。 圣灵啊，请帮助我们爱和遵守律法。 我们要全

心全意、全心全意、全心全意、全力爱神。并爱我们的邻居就像爱我们自己一样。 耶稣，请帮助我们这样

做。 我们奉您的名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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