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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五20~37勝過文士和法利賽人的義勝過文士和法利賽人的義

20「我告訴你們，你們的義若不勝於文士

和法利賽人的義，斷不能進天國。和法利賽人的義，斷不能進天國。」

21 「你們聽見有吩咐古人的話，

說：『不可殺人』；不可殺 』

又說：『凡殺人的難免受審判。』

22只是我告訴你們，凡向弟兄動怒的，難免受審斷；

凡罵弟兄是拉加的，難免公會的審斷；

凡罵弟兄是魔利的，難免地獄的火。

23所以，你在祭壇上獻禮物的時候，23所以，你在祭壇上獻禮物的時候，

若想起弟兄向你懷怨，

24就把禮物留在壇前，24就把禮物留在壇前

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後來獻禮物。 」

太五20~37勝過文士和法利賽人的義勝過文士和法利賽人的義

25你同告你的對頭還在路上，就趕緊與他和息，

恐怕他把你送給審判官恐怕他把你送給審判官，

審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監裡了。

26我實在告訴你，若有一文錢沒有還清，26我實在告訴你 若有 文錢沒有還清

你斷不能從那裡出來。」

27「你們聽見有話說：『不可姦淫。』

28只是我告訴你們，凡看見婦女就動淫念的，

這人心裡已經與她犯姦淫了。 」

「 有話說 『人若休妻 就當給她休書31「又有話說：『人若休妻，就當給她休書。』

32只是我告訴你們，凡休妻的，若不是為淫亂的緣故，

就是叫她作淫婦了；就是叫她作淫婦了；

人若娶這被休的婦人，也是犯姦淫了。」

這邊很明顯是講一些律法、守法的問題，

其實律法或法律 並 是那麼難遵守的其實律法或法律，並不是那麼難遵守的，

守法不過是一個常識而已，不必然是什麼樣

高尚的情操 文明教育的成果高尚的情操、文明教育的成果。

作一個守法的人其實可以說是挺基本的

作一個守法的人不見得那個人就是作一個守法的人不見得那個人就是

道德情操是非常非常高的

因為你觸犯律法總得付出代價，因為你觸犯律法總得付出代價

所以你不想付代價、不想冒險，就守律法了。

比方說不可殺人，殺人得償命，你還要幹嗎？比方說不可殺人，殺人得償命，你還要幹嗎？

如果說你殺了一個人、你自己得賠上性命，

一般的人大概也不會想，自己的命沒了，般的人大概也不會想 自己的命沒了

不想自己的命沒、也不會想要把別人殺掉。

所以這種守法，其實也不一定是所以這種守法 其實也不 定是

需要一種很高尚的情操的。



比方說不可姦淫，在古代，姦淫要付什麼樣的代價呢？

輕則顏面全無 被逐於社群之外 重則性命不保輕則顏面全無、被逐於社群之外，重則性命不保，

在這樣的一種情況之下姦淫還值得嗎？

不過「守法不難 這句話也不完全對不過「守法不難」這句話也不完全對，

時代處境遷移，就使得守法

變成是不太容易的 個原因變成是不太容易的一個原因。

其實修訂律法，就從來沒有停止過，

古今 信仰群體 內外皆然古今、信仰群體、內外皆然…
在你所身處的地方，無論是國外、台灣、

香港、中國大陸、任何西方地點，香港、中國大陸、任何西方地點，

你會發覺常常有修改法律的操作

有這樣的議會，專門去審定法律修訂的過程有這樣的議會 專門去審定法律修訂的過程

要修訂就是因為守法不容易，

是因為場景、時代遷移，是因為場景 時代遷移

是因為這樣子律法、法律，是不斷地修改。

希伯來人的律法雖然不能修訂，

不過詮釋它的解釋 從來沒有停止過不過詮釋它的解釋，從來沒有停止過

十誡是寫得很清楚，可是怎麼去解釋呢？

就不斷不斷地修訂、不斷不斷地提出來了就不斷不斷地修訂、不斷不斷地提出來了…

比方十誡裡的第四條： 「當守安息日，不可做任何的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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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猶太人的歷史裡不斷地提出來、不斷地問，

產生許多的解釋，使得這個誡命仍然有效。產生許多的解釋，使得這個誡命仍然有效。

如果說什麼都不管，就是說安息日不能做工 –
不管什麼工，反正都不能做！不管什麼工，反正都不能做！

就會想到這個誡命造成生活許多的不便、困難

如果說仍然要把這個誡命放在生命當中，如果說仍然要把這個誡命放在生命當中，

使得它有效的話，你必得要「解釋」，

使得這個誡命跟生活產生一種的關聯，使得這個誡命跟生活產生 種的關聯

猶太人就不斷地做這個事情

猶太人在公元第二個世紀，彙編了一個律法的傳統，

稱為《米示拿》 裡面有很多講解關於律法的東西稱為《米示拿》，裡面有很多講解關於律法的東西，

其中來到第四誡說「不能做工」。

離開現在大概一千九百多年，離開現在大概一千九百多年，

紀錄了卅九項不能做的工作。

你可以想像很早很早以前頒布了這個律法，你可以想像很早很早以前頒布了這個律法，

第四條說： 「安息日不能做工」，

可是一路以來「不能做工」是什麼意思呢？可是一路以來 不能做工」是什麼意思呢？

是什麼工都不可以做嗎？有沒有一些例外的情況呢？

這些問題很現實地產生出來。這些問題很現實地產生出來

猶太的拉比、學者就不斷地去解釋、思考、沉澱結晶，

最後他們說：對！這卅九項的工作不能做，最後他們說：對！這卅九項的工作不能做，

嘗試解釋什麼工不能做的疑惑

完全不解釋，就是「安息日不能做工」的話，完全不解釋 就是 安息日不能做 」的話

你不想活了、不容易活了！

到今天，還有猶太人因為安息日能不能做工提出現代的問題。

我記得多年前去拜訪在香港 個猶太會堂我記得多年前去拜訪在香港一個猶太會堂，

那時香港中環剛剛建行人電梯，

從市中心可以坐電梯到半山猶太人會堂從市中心可以坐電梯到半山猶太人會堂...
就有猶太人問拉比： 「電梯在做工，

聚會是安息日，能不能坐行人電梯到會堂啊？」聚會是安息日，能不能坐行人電梯到會堂啊？」

無論舊約、米示拿，沒有「電梯」這種概念、機械，

是沒有辦法可以從聖經、傳統裡回答這個問題是沒有辦法可以從聖經、傳統裡回答這個問題…
當然這位拉比沒有這個能力回答這個問題。

他寫信請教他的老師、在紐約的一個拉比他寫信請教他的老師、在紐約的一個拉比...
經過了幾個月，紐約拉比告訴他說：「不是，這不算是做工，

會友可以坐這電梯到會堂參加安息日的聚會。 」會友可以坐這電梯到會堂參加安息日的聚會。 」

這個香港拉比還專門寫了一篇小的通告登在英文報紙上，

希望他的會友不會有任何困難，可以坐這個電梯來聚會，希望他的會友不會有任何困難 可以坐這個電梯來聚會

也不會覺得自己觸犯了誡命等等。



我說的這一些，不外是要說一個情況，就是說：

守法 其實 個常識的問題而已守法，其實一個常識的問題而已

不要面對嚴峻的後果，當然要好好地去守法了

可是你說守法是常識，實際地守法也不是那麼容易，可是你說守法是常識，實際地守法也不是那麼容易，

因為法律或是律法，是不斷不斷地修訂、解釋的。

像安息日 在不能做工的前提下 什麼工作仍然是需要做的呢？像安息日，在不能做工的前提下，什麼工作仍然是需要做的呢？

比方說：救人，一定要救；小孩子誕生出來，

有收生婆給他們接生；割禮，有收生婆給他們接生；割禮，

都是在「安息日不能做工」的前提之下，

依然能夠、而且需要做的工作。依然能夠 而且需要做的工作

什麼工作是可以某個限度來做呢？

安息日可以走路，可是不能走超過一個距離的路安息日可以走路，可是不能走超過 個距離的路

這種的斟酌是為了使律法能夠適用於生活的現實，

而讓不同處境情況配合，免得律法受到侵犯，而讓不同處境情況配合 免得律法受到侵犯

或觸犯了律法、或律法不能夠應用在生活裡

文士、法利賽人也許就按著卅九條不能做的事，盯著、對照著，

耶穌會讓他們看見 不！有 些工作在安息日還是得要做的耶穌會讓他們看見：不！有一些工作在安息日還是得要做的，

比方救人、醫治…
法利賽人、文士，按照律法的角度他們是義，法利賽人、文士，按照律法的角度他們是義，

耶穌說：必須要勝過文士和法利賽人的義

因為那種義相對來講還是挺簡單的，因為那種義相對來講還是挺簡單的，

律法的解釋、做調節，是真正的現實

信仰的傳統裡，律法的解釋一再說明要「調節」 ，信仰的傳統裡，律法的解釋 再說明要 調節」 ，

調節的原意是好的，界線卻不免模糊，如：

神叫二人成為一體，特別是指著婚姻來講的，神叫二人成為 體 特別是指著婚姻來講的

我們也明白，婚姻的結束自然是苦痛的，

離婚總是一個苦痛的決定離婚總是 苦痛的

某些情況下，婚姻的繼續可能帶來更大的痛苦和悲劇

律法允許婚姻的結束，並為之制定合理的程序，

是要讓弱者、就是婦女，得到保障，不是沒有理由的。

休妻，怎麼休、怎麼做，一步一步做，

為了保護弱的 方 必須要做了這 切的手續為了保護弱的一方，必須要做了這一切的手續，

使得這個被休的妻子，

可以憑著休書再找其他的可能性。可以憑著休書再找其他的可能性。

可是竟然是這樣的為了保護婦女的操作，

也可以淪為一種手段也可以淪為一種手段 –
讓人在符合律法的要求之下合宜地傷害別人，

當你傷害別人的時候、還是一個義人！當你傷害別人的時候、還是一個義人！

這就是耶穌面對法利賽人給祂挑戰時一個情況…

法利賽人問耶穌： 「摩西說可以休妻，對嗎？法利賽人問耶穌： 「摩西說可以休妻，對嗎？

就是給妻子寫一個休書就可以了。 」

按照律法的解釋，這樣的做法的確是義的、按照律法的解釋 這樣的做法的確是義的

合宜的，所以這樣做的人也是義人

可是這樣看起來，是合理的操作手續，可是這樣看起來 是合理的操作手續

其實隱藏的可能是很大、很深的傷害和逼迫

可是休書上寫的是什麼理由呢？

有些拉比的講法 今天說起來就很奇怪了有些拉比的講法，今天說起來就很奇怪了，

那個講法還是源於申命記的記載…
如果妻子有不體統的地方，你就可以把她休了。如果妻子有不體統的地方，你就可以把她休了。

這個不體統，究竟怎麼樣的解釋呢？

就成為不同的拉比的一種爭論就成為不同的拉比的 種爭論…

有一些拉比說：不體統就是姦淫、

就是不守婦道，所以你把她休了就是不守婦道，所以你把她休了

有一些拉比就說：不，

這個不體統是可以商議啊，這個不體統是可以商議啊

其實包括以下的情況…
菜燒得不好、床鋪沒有收拾整齊、菜燒得不好 床鋪沒有收拾整齊

家裡的家務沒有做得很好、

樣子越來越不好看…，都是不體統！

在這種情況之下，都可以給她寫休書。



律法本身是沒有這個意義的 –
沒有說她菜得燒得不好 就可以把她休了沒有說她菜得燒得不好…，就可以把她休了

可是當律法在一個男尊女卑的意識形態之下，

律法的解釋、實施，律法的解釋、實施，

就扭曲了本來的律法的憧憬跟神髓的

所以耶穌說： 「又有話說：所以耶穌說： 「又有話說：

人若休妻就給他休書，

只是我告訴你們 」只是我告訴你們… 」

還有另外一個地方耶穌更說：

「神立意的是一男一女、神立意的是 男 女

二人成為一體。」

不是剝削、尊卑、迫害的一種環境不是剝削 尊卑 迫害的 環境

不是趁著機會要想怎麼寫休書的一個婚姻

可是來到這個律法解釋的時候，就會發現這些律法的解釋，可是來到這個律法解釋的時候 就會發現這些律法的解釋

就會成為人剝削別人、人逼迫別人的一種方法。

經過了好幾集，思考 五~六章，我想觀眾朋友會越來越明白：

無論是聖經所說的律法 般社會所說的法律無論是聖經所說的律法、一般社會所說的法律，

都是規範外在行為，至於內心是一籌莫展。

那是為什麼耶穌說要超過文士和法利賽人的義那是為什麼耶穌說要超過文士和法利賽人的義，

因為他們的義就是規範外在行為的那種義

他們的心剛硬 頑梗 是律法沒有辦法碰到的他們的心剛硬、頑梗，是律法沒有辦法碰到的

除非他們能夠看見律法所指向的憧憬、天父的慈容，

不然這些規矩、解釋、律法，不然這些規矩、解釋、律法，

成為他們走捷徑、繼續逼迫別人的一種藉口。

比方說：不可殺人，有誰會隨隨便便殺人呢？比方說：不可殺人，有誰會隨隨便便殺人呢？

可是用言語傷害人又如何呢？

說的不一定是粗俗的言語，說的不 定是粗俗的言語，

有時是冠冕堂皇的理由

裡面是謊言的編織，用手段、政策、程序，裡面是謊言的編織 用手段 政策 程序

來摧毀別人、欺壓別人

不可姦淫，心中的意念又如何呢？

用褻穢的語言 欺負 侮辱異性又如何呢？用褻穢的語言，欺負、侮辱異性又如何呢？

他可以面對律法、逃過律法，

可是不一定能夠面對神、面對人。可是不一定能夠面對神、面對人。

有些人要打官司時，如果

 方是理虧的 是非常的富有一方是理虧的，是非常的富有

一方是有理由的，可是沒有錢的

結果這個有理由的，沒有辦法面對結果這個有理由的，沒有辦法面對

司法需要的錢，根本放棄整個的情況。

這種事情實在見了很多很多：這種事情實在見了很多很多：

就是因為有錢，可以把曲的說成直、把黑的說成白

法律面前是平等的，可是進入法律的過程卻不是的！法律面前是平等的，可是進入法律的過程卻不是的！

這是我們今天面對的世界，

這是為什麼耶穌對祂的門徒、那個時候聽眾說：這是為什麼耶穌對祂的門徒 那個時候聽眾說

你們的義，要勝過法利賽人和文士的義。

今天我們沒有文士、法利賽人，可是還是有很多的規矩，

滿足了這些規矩 我們就覺得好像挺不錯的；滿足了這些規矩，我們就覺得好像挺不錯的；

甚至在這個社會裡面有很多的法律，

覺得可以通過很多的方法，好像看起來沒有觸犯法律。覺得可以通過很多的方法，好像看起來沒有觸犯法律。

這是我們的世界，也許我們蒙召就是在這樣的一個世代裡，

忠心 勇敢地活出超過文士 法利賽人的義的生命忠心、勇敢地活出超過文士、法利賽人的義的生命，

甚至超過所看到的法律的那一種情況、那一種的義。

不過這並不容易 在新約看到耶穌 門徒所面對的挑戰不過這並不容易，在新約看到耶穌、門徒所面對的挑戰，

在我們的生活當中看到很多有理由的人，

因為經濟的緣故變成理虧的那一方，因為經濟的緣故變成理虧的那一方，

被逼迫的人反而要被控告…

求主幫助祂自己的子民 祂的跟隨者，能夠有這樣的求主幫助祂自己的子民、祂的跟隨者，能夠有這樣的

信心、力量，繼續地活出勝過法利賽人和文士的義的生活 –
先求上帝的國、上帝的義，使得上帝的慈容、恩慈先求上帝的國、上帝的義，使得上帝的慈容、恩慈

能夠彰顯在這個昏暗的世代。



親愛的天父，我們再一次謝謝你，

你藉著你自己的兒子，你藉著你自 的兒子

不斷地提醒我們應該怎麼樣生活。

求主幫助我們，讓我們在不容易的處境之下，求主幫助我們 讓我們在不容易的處境之下

仍然地能夠以神的國、神的義為念。

也因為這樣子我們的生活能夠對準你，

使得我們生命的價值

在你的面前、被你所悅納。

求主幫助我們，

活在主的恩慈、活在主的義當中。

這樣的禱告、立志，是靠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