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用釋經學

第廿三課…

基督徒與舊約律法

今天基督徒讀舊約律法，要留意幾個要點…
1 舊約不是跟今天現代人立訂的約，
1.
立訂的約
這個約是上帝跟以色列百姓所立訂的，
定
定規以色列人在主前
色列 在 前 14 世紀、成為
成為
屬神的子民的時刻，上帝跟他們所立的約
2. 透過這個約，上帝要我們認識

祂是怎樣的一位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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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在讀舊約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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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約是一個啟示 ─ 讓我們認識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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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的細則…
是在主前 14 世紀，上帝要以色列人忠於這個約
世紀 上帝要以色列人忠於這個約 ─
 在立約的條款、道德、民事、禮儀律法，
遍及以色列生活的每 個層面
遍及以色列生活的每一個層面、
每一個片段向神忠誠


遵守律法，就是向神忠誠

今天雖然耶穌用祂的寶血另立新約，
我們不需要去遵守這些律法，
但是向神忠誠的原則仍然是
的原則仍然是一致的。
致的
基督徒與舊約律法的關係 ─
 舊約不是跟我們立的約
 仍然是上帝向我們的啟示

律法的總綱根據新約來說 ─
盡心、盡性、盡意、盡力的愛神，其次是愛人如己，
 耶穌的教導 太廿二37，是根據 申六5、利十九18 的經文
 律法在耶穌基督裡重新詮釋，原則就是愛神、愛人

主耶穌的寶血另立新約，我們承受著因信稱義而來的祝福…
舊的盟約有一些規定 ─ 包含大部分的民事、禮儀律法，
並沒有在新的盟約當中、被重新在基督裡訂定，
 新的盟約因著耶穌基督將命傾倒、完成救贖，
帶給我們的義是因信稱義的義，
能夠勝過文士跟法利賽人的義
 在耶穌基督裡特別是道德律法，
甚至比舊約的經文要求是更多的，
耶穌說 ─ 如果我們看見人動淫念就是犯姦淫、
恨人就是殺人了…太五28；21-22
不要覺得基督徒已經自由、不用遵守律法了，
其實愛的律法 ─ 愛神跟愛人的誡命，
在耶穌基督裡，是更深刻的在人的心板上，
而不再是外在的石板上了。

全部的舊約律法，仍然是上帝對我們所說的話…
 上帝跟以色列人立約、跟人之間建立獨特而親密的關係，
上帝跟以色列人立約 跟人之間建立獨特而親密的關係
這個原則是不變的
 舊約雖然被以色列人犯罪悖逆而破壞，
舊約雖然被以色列人犯罪悖逆而破壞
可是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全所有舊約的律法，
以至於神的義因信加給一切相信的
至於神的義因信加給 切相信的
舊約律法啟示出來的，是上帝公義、聖潔的準則
舊約律法中，在新約重新立訂的，稱做基督的律法，
也就是耶穌基督曾經有過的教導、命令 ─
太五48 所以，你們要完全，像你們的天父完全一樣。
利十九2 你們要
利十九
們要聖潔，因為我耶和華你們的神是
因為我耶和華 們的神是聖潔的
的。

是神的命令、也是祂的邀請，
因著耶穌基督成全了律法，所以我們擁有神兒子的生命，
上帝給我們生命的藍圖、邀請 ─ 完全像我們的天父完全一樣。

舊約的律法在以色列和聖經中的功用…
 在整個救恩歷史當中，律法引我們到基督那裡
 拯救以色列的是上帝自己，並不是以色列人行律法
如果沒有故事的體裁、沒有敘事文體，
我們會認為舊約就是要遵行律法 ─
上帝頒佈律法，
叫在埃及的以色列人遵行，遵行之後，再來拯救他們。
事實完全相反 ─ 上帝的拯救、立約在先，律法的頒佈在後，
上帝大能的手和膀臂拯救以色列人，成為屬神的子民
帝大能的手和膀臂 救以 列人
屬神的子民
 頒佈律法的目的，是指引、教導、訓示百姓 ─
不再去做 僕 而怎樣行出神
不再去做奴僕，而怎樣行出神
君尊的祭司、聖潔的國度、屬神的子民的生活
 律法幫助以色列百姓，維持跟神獨特親密的關係
律法幫助以色列百姓 維持跟神獨特親密的關係


律法所呈現的，是忠於神所立的約、整個生活的樣式。

像耶穌在給門徒洗腳當中所說…
約十三34a 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

愛人如己在 利十九18
已經是上帝給的、頒佈的命令了，
耶穌說新命令 新在那裡呢？
耶穌說新命令，新在那裡呢？
耶穌基督將命傾倒，把 個愛神 愛人的生命
耶穌基督將命傾倒，把一個愛神、愛人的生命
賜給了我們，我們裡面有神兒子的生命
 聖靈將神的話啟示在我們裡面
聖靈將神的話啟示在我們裡面，使我們真知道祂，
使我們真知道祂
以至在遵行愛人如己命令的時刻，
是一個新命令
是
個新命令 ─
因為有新的動力、新的生命、新的榜樣
透過耶穌基督成全的律法，
律法的一點一劃都不可廢去，就是這個意思。


律法對以色列人是大有益處的 ─ 上帝保護屬祂的子民，
譬如：神對於食物的條例、幫助以色列百姓分辨 ─
什麼是潔淨、什麼是不潔淨的？以豬為例…
 今天肉品來源主要是從豬而來
 相對主前 14 世紀在曠野，
 若屬神的子民每一家都養豬、主要獻祭是用豬，
可以想像他們的環境衛生
 近代流行的豬隻口蹄疫，細菌 80℃ 就能夠殺死，
在曠野生活的百姓不容易完全的熟食
上帝給以色列人食物的條例 ─
潔淨 不潔淨 以豬為例
潔淨、不潔淨，以豬為例，
實在有上帝設計的計劃 ─
上帝的智慧給他們極大的保護！

上帝對以色列人設計的律法，
包含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豐富的社會福利制度 ─
包含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豐富的社會福利制度
 人與人之間是可以有保障的
 人與人之間是可以進退有據的
在民事律法中，
人與人之間的準確界線 遠近親疏
人與人之間的準確界線、遠近親疏，
其實是上帝賜極大的智慧。
詩卅三12 以耶和華為神的，那國是有福的！

祂所揀選為自己產業的，那民是有福的！
律法是帶給以色列人祝福的，
使他們可以活著蒙福、活的像神一樣
使他們可以活著蒙福
活的像神 樣 ─
井然有序的生活模式…
詩卅四10 少壯獅子還缺食忍餓，

但尋求耶和華的甚麼好處都不缺。

律法對以色列人是帶來祝福的，
並不是轄制以色列百姓 ─ 這個不行、那個不許的…
這個不行 那個不許的
申四5-8 我照著耶和華我神所吩咐的將律例典章教訓你們，

使你們在所要進去得為業的地上遵行。所以你們要謹守遵行；
守
這就是你們在萬民眼前的智慧、聰明。
他們聽見這一切律例，必說：「這大國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聰明！」
哪一大國的人有神與他們相近，像耶和華我們的神、
在我們求告祂的時候與我們相近
在我們求告祂的時候與我們相近呢？
又哪一大國有這樣公義的律例典章、
像我今日在你們面前所陳明的這一切律法呢？
呢？

其他的外邦人每週工作七天，
唯有屬神的百姓是安息日休息的
 上帝所建構生活的模式、周而復始循環時間的應用上，
就是他們的智慧聰明


律法建構以色列人社會當中，許多井然有序的次序。

上帝所建構以色列人的生活模式，
是非常環保 可以生生不息的
是非常環保、可以生生不息的…
申廿二6-7 你若路上遇見鳥窩…總要放母，

只可取雛；這樣你就可以享福，日子得以長久。
文明國家以漁獲而言 ─
 當小魚還沒有大到尺寸的時候，必須丟回河裡
 後來
後來在環保團體卻發現 太小的魚
後來在環保團體卻發現，太小的魚，
沒有大魚的保護沒有辦法生存、會被天敵吃掉，
需要回頭像聖經一樣
需要回頭像聖經
樣 ─ 放母取雛，
以往的運作是有問題的
許多國家的土地政策造成貧富不均，
許多經濟學者回頭研究聖經 ─
當中的土地政策、經濟政策才是真正使人蒙福的，
尋求耶和華的，什麼好處都不缺！



律法影響後面的智慧文學 ─ 解釋了律法

歷史書也會講述 ─ 以色列人
 照著神的律法，他們的歷史是如何發展的
 不遵行神的律法，他們的歷史又是如何發展的
不遵行神的律法 他們的歷史又是如何發展的
 律法之後的歷史書、先知書、詩歌智慧書，
都在詮釋律法 ─ 當以色列百姓悖逆了神的約，
當以色列百姓悖逆了神的約
先知就會起來執行神的約，
 提醒百姓回到神的律法、回到神的約
提
到神 律法
到神
 跟神要建立親近的、準確的關係


禮儀律法 申四7 ─ 當百姓求告神的時候，神就與我們相近，
表明聖潔的上帝邀請人來親近祂。
近
或許律法我們不習慣它條例的型態，
可是它的內容卻是非常的豐富 ─
豐富了以色列人的生活，帶給他們一個蒙福的型態。

解釋律法三個步驟…

我們今天基督徒在面對律法的時候…
正

負 面

面

11.神向我們啟示的話
神向我們啟示的話
2.舊的盟約、
以色列人歷史的基礎
3.神所啟示公平慈愛的
高道德標準
4.主前 14 世紀，有智慧、
聖潔生活型態的典範、實例
潔生 型態 典範 實
5.核心 ─ 愛神愛人，
在先知書重複出現、
新約再次更新
6.上帝給以色列人的祝福

1.不是神直接給我們的命令
1
不是神直接給我們的命令
2.不是新約基督徒所要遵守，
除非有另外更新的
3.新約中，
公平慈愛的標準沒有不同
4.並不是包羅萬象、
沒有包含一切
有包含
5.不只是被先知書、新約引用，
今天我們仍然活在愛神、
神
愛人的律法當中
6.不是專制的約束

愛我們的耶穌，感謝你，
感謝你

禱告

你為著愛的緣故，
† 甘願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
為
在律法
† 你用你的生命來成全了律法
使我們真正認識 ─
因信耶穌基督而得的義是多麼有智慧的，
今天我們可以活在這個世上，
活出屬神兒女的榮美！
求主幫助我們 ─ 讓我們在讀這些律法的經文的時刻，
從律法裡面認識你，
認識你是 如何設計救恩、又親自成全救恩的。
垂聽我們的禱告 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 阿們。
垂聽我們的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

1.歷史性
意義

2.啟示性
意義

3.救恩性意義

1. 歷史性意義 ─
主前 1400 年，剛出埃及在曠野，
實行律法的時候歷史性的意義

2. 啟示性意義 ─ 律法是上帝所啟示的，
 啟示的對象是以色列人、我們不需要遵行
 卻從上帝立約的話，認識上帝是什麼樣的神 ─
神的公義並不是冰涼的、賞善罰惡的原則而已，
充滿了祂的慈愛與智慧
3 救恩性意義 ─ 律法如何指向耶穌基督，
3.
有一些律法的條文在新約被引用，
 說是成全在耶穌基督身上
 就是律法被耶穌基督成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