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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度。             附錄 12 
 

［羅馬書］ 
聖經中的律法 

 

聖經中的“律法”（希伯來文：torah，希臘文：nomos）包含幾個不同的意思。 
 

我們若要明白羅馬書，就必須區分“律法”一詞的不同含義。 
 
 

1. 律法是神所定得救的絕對要求，也是定罪的絕對標準。 

 

 (1) 律法顯明神公義的要求。 
 

律法由聖經中的道德誡命、教訓、原則和例證所組成，簡而言之，就是整本聖經。律法完全地表達了神的性情

和旨意。因此，律法就是透過誡命表明神的本性！ 
 

在下列的經文中，“律法”主要是指神所定稱義（得救）的要求。從絕對的意義來說，律法是神所定得救的絕

對要求，是神所定生命的義務的絕對規則，也是神審判和定罪的絕對標準。因為神是絕對聖潔和公義的，所以

祂需要和要求： 
• 所有人在祂面前都擁有完全（百分之百）聖潔和公義的律法地位。“所以，你們要完全，像你們的天父完

全一樣”（太五：48）。 
• 所有人在祂面前都確實過着完全（百分之百）聖潔和公義的生活。“那召你們的既是聖潔，你們在一切所

行的事上也要聖潔”（彼前一：15-16）。 
• 所有的罪都絕對（百分之百）被定罪和受刑罰。“因為人所做的事，連一切隱藏的事，無論是善是惡，神

都必審問”（傳十二：14）。 
 
完全的神不能、不會，也總不要求任何不完全的東西。任何形式的“罪”都達不到神的目的。所有不完全的

事，都是違背律法（約壹三：4），並且叫人被神定罪和受刑罰（加三：10；雅二：10）！ 
 

神的律法總不像人的律法；就人的律法而言，人達到百分之七十也可能合格。就神的律法而言，你要麼百分之

百的完全，要麼百分之百的失敗。你要麼完全得救、蒙赦免，並且是神的兒女；你要麼完全失喪、未蒙赦免，

並且永遠被定罪。 
 

顯然，世上沒有人能夠透過遵守律法而找到變得更完全的方法；沒有人能夠通過得救的測試。“世人都犯了

罪，虧缺了神的榮耀（特質和稱許）”（羅三：23）。 
 

然而，有一點也同樣顯而易見，除非神藉着恩典並憑着人的信，將祂在耶穌基督裏（百分之百）完全聖潔和公

義的狀態（法律地位）賜給人，否則沒有人能得救（得稱為義）。“神又使耶穌成為我們的智慧、公義、聖

潔、救贖”（林前一：30）。“神使那無罪的替我們成為罪，好叫我們在他裡面成為神的義”（林後五：

21）。 
 

這就是在羅二：14-15；三：19-21 上；四：13-15；六：14-15；七：1，4，6；八：3，4，7；十：4-5；以及在

加二：19，21；三：2，5，10-13；五：18 中，“律法”一詞的意思。 
 

 (2) 律法顯明神的性情和旨意。 
“律法”由聖經中的道德誡命、教訓、原則和例證所組成，簡而言之，就是整本聖經。它完全地表達了神的性

情和旨意。律法就是透過（道德）誡命表明神的本性！ 
 

從絕對的意義來說，律法是神所定得救的絕對要求，是神所定生命的義務的絕對規則，也是神審判和定罪的絕

對標準。律法要求完全的順服（加三：10；五：3；雅二：10；約壹三：4）。 
 

在人犯罪墮落之前，律法本可以使人保持永遠活着（利十八：5；羅七：10；十：5；加三：12）。 
 

在人犯罪墮落之後，律法無法拯救罪人和不信的人，因為罪人和不信的人沒有百分之百順從神的律法，也無法
百分之百順從神的律法（羅八：7-8）。在人犯罪墮落之後，即使信徒（基督徒）也無法完全遵守律法的要求

（雅二：10；約壹一：8，10），雖然這是神的聖潔和公義所要求的（利十八：5）。神不會叫人類歷史上和世

上任何一個人因努力遵行律法而稱義（羅三：19-20，28；加二：16）！ 
 

 (3) 以律法作為稱義的手段對每個人來說都是一種咒詛。 
“律法”作為神所定得救的要求和定罪的標準，在亞當犯罪墮落之前就已經賜給他了（創二：16-17）。它也

寫在每個人的心裏（羅二：14-15；一：32），叫人無可推諉（羅三：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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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以成文的形式賜給摩西和以色列人（利十八：5；申四：1；六：24；尼九：29；結二十：11，13，21；羅

十：5）。 
 

然而，在人犯罪墮落之後，他們就失去了永生，也無法藉着守律法而重得永生。沒有人（除了基督以外）能夠

遵守律法。試圖遵守律法是一種咒詛，只有耶穌基督才能使人得自由（得拯救），脫離這咒詛（加三：10-
25）。 
 

 (4) 律法是指整個舊約的啟示或約。 
對新約時代的猶太人來說，“律法”是整本舊約，尤其是摩西五經。律法是透過以色列人的道德律法、禮儀

（儀式）律法和民事律法來表明神絕對公義和聖潔的要求。有學識的猶太人擴展這律法，加上六百一十三條傳

統解釋。 
• 道德律法（十誡）教導舊約時代的人作為蒙神拯救的人應該如何在神和他們的鄰舍面前過聖潔和公義的生

活。 
• 禮儀律法（有關分別為聖的人、分別為聖的地方、分別為聖的日子，以及分別為聖的行動）教導舊約時代

的人應該如何接近、敬拜和事奉神。 
• 民事律法（有關君王和審判官、刑法和賠償法，有關戰爭和婚姻的律法，等等）教導舊約時代的人應該如

何在外邦列國當中作一個神治的國家（以色列）。 
 

然而，猶太人錯誤地以為，努力遵行摩西律法可以拯救他們（使他們稱義）。人們必須擺脫這種信念，就是以

為行律法可以使他們在神面前稱義。這就是所謂的“擺脫舊約或摩西律法”（以及所有變成得救條件的律

法）。舊約或摩西律法稱為“在律例上所寫攻擊我們、有礙於我們的字據”（西二：14）或“字句”（林後

三：6）（羅七：6；加三：10；五：3；來七：12，16，18-19，22；八：5-13；十：1-4）。 
 

 (5) 律法是指由猶太教師的眾多解釋和傳統而擴展出來的律法。 
參看手冊 11，第 25 課“瞎子領瞎子的比喻”中的“古人的遺傳”。耶穌基督和使徒都拒絕猶太教師對律法所

作的解釋、傳統和附加規條（太十五：6-9；二十三：4；徒十五：1，10；加五：1-4）。宗教領袖所制定的數

百條宗教律例並不討神喜悅，也無法拯救人脫離罪！ 
 

 (6) 律法是指現代律法主義者所解釋的律法。 
過去曾有人指出，信徒只是在禮儀律法作為得救的條件上死了（他們對羅七：4，6 的解釋）。在他們看來，

舊約是“字面上的律法”，是沒有人能夠遵守的，而舊約已經被新約取代了，新約是“屬靈的律法”（福

音），是人人都能夠遵守的。這就變成了“基督加上福音”的觀念（是必須棄絕的）（加一：6-9）！在他們

看來，這屬靈的律法包括信心加上順從福音。結果，他們相信一個人得救，不僅要相信耶穌基督，也要履行遵

守道德誡命的義務！ 
 

他們的信息是，得救完全倚靠信心加上信徒必須做的事！因此，某些基督徒加添了下列幾項，成為得救的絕對

要求！ 
• 加入他們的宗派（在他們看來是唯一真正的教會） 
• 以特定的方式用水受洗（在他們看來是唯一真正的洗禮） 
• 以說方言來證明一個人已經受聖靈的洗 
• 過某種特定的聖潔生活（例如禁戒某些食物、某些活動和某些關係） 

 

羅馬書否定這一切觀念。人得救，不是因為他們所作的事，而是因為神在基督裏替信徒作了絕對必要的事（參

看弗二：8-9）！雖然守律法不能使人得救，但得救的人卻存着感恩的心按照神的道德誡命而活來顯明他們得

救。神賜下十誡，從來不是以此作為得救的途徑，而是指引人如何存着感恩的心過順服神的生活（參看出二

十：1-2）。 
 

 (7)  唯有耶穌基督成全律法。 
耶穌基督第一次降臨（祂的降生、受苦、受死和復活）的目的，是要滿足神對救贖的公義要求（太三：15；
五：17；約四：34；十七：4；十九：30）。 
• 律法作為公義的要求。祂已經成全了律法作為神所定得救的絕對要求、得救的人應該如何生活的準則，以

及給不信的人定罪的標準。 
• 律法作為影兒的預表。祂已經成全了所有關於祭司、聖殿敬拜、節期和禁食的日子、割禮、獻祭、獻禮物

和什一奉獻、潔淨的規則等等的舊約（摩西）制度（禮儀律法）（來九：8-10；十：1；西二：17）。“律

法本是藉着摩西傳的；恩典和真理（現實）都是由耶穌基督來的”（約一：17）。 
• 律法作為預言的成全。祂已經成全了舊約的所有有關彌賽亞來臨的預言（參看手冊 3，附錄 15）。 

簡而言之，耶穌基督成全了全律法（太五：17）！ 
 

耶穌基督藉着祂的受死和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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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全了律法（和先知）（太五：17） 
• 更改了律法（來七：12） 
• 廢掉了律法（來七：18-19） 
• 以律法為舊了（來八：13） 
• 撤去律法及其一切規條（西二：14） 
• 廢除律法及其誡命（弗二：14-15）！ 

 

耶穌基督來救贖從前在律法的咒詛（和奴役）之下的人，使他們得着恩典和作為神兒女的合法地位（加三：

13-14；四：5）。簡而言之，耶穌基督來救贖人脫離神的律法，就是作為神對得救（稱義、蒙接納）的絕對要

求和神對定罪的絕對標準的律法。 
 
 

2. 律法是神的屬靈教訓和道德誡命，指示神的子民該如何生活。 
 

在下列的經文中，律法主要不是指神對稱義（得救）的要求，而是指神對成聖的要求，換句話說，對蒙神稱義

（救贖）的子民的生活的要求。律法包括聖經的教訓，尤其是道德誡命。 
 

 (1) 律法是光，使人知道何為罪（從而表明得救的需要）。 
道德律法（例如十誡）使人知道何為罪（羅七：7）。 
• 一方面，道德律法顯明神的聖潔、公義、良善和屬靈的本性。 
• 另一方面，它顯明人的不潔、不義、邪惡、不屬靈或敗壞的本性（羅七：12，14）。 

因此，道德律法預備一個人得拯救脫離自己的罪。神的道德和屬靈律法的光輝、純全和潔白清楚明確地顯明人

的道德和屬靈敗壞的黑暗（加三：19-25；提前一：8-11；來八：10）！ 
 

 (2) 律法是激起罪惡本性、使它活過來的工具（因此使人意識到敗壞）。 
道德律法是聖潔、公義、良善和屬靈的（羅七：12，14），不可能是罪的因由。人的罪惡本性才是罪的因由。

它以道德律法作為工具，激發和激起人裏面的各種邪惡慾望。當一個人開始注意到道德律法，他的罪惡本性就

就在他們的身體裏成為一個殘酷的暴君，也在他們的良心裏成為一個可怕的現實（羅七：8-11）。罪惡本性使

他結成死亡的果子（羅七：5；參看加六：19-21）。 
 

一個人越是努力遵守道德律法，他就越發經歷和意識到自己在道德和屬靈上都是敗壞的（參看羅七：14-
15）。因此，人所幻想出來的“良善”狀態“死”了，也失去他那份虛假的安全感，並且進入一種痛苦狀態和

永遠被定罪的危險中（羅七：9 下）。 
 

 (3) 律法是神對聖潔和公義生活的標準（作為一個得救的人該如何生活）。 
雖然信徒不再“在律法之下”，換句話說，受神對得救的絕對要求和神對定罪的絕對標準（羅六：14）所約

束，但他並不豁免神對得救的人所定的生活標準（即道德律法）。 
 

神的話語就是律法。信徒渴望尋找“律法”（聖經）中的奇妙教訓，終日不住地思想，遵守律法，在生命中找

到平安與穩妥（詩一一九：18，97，136，165）。人們傳講、教導、聆聽、誦讀、遵守神的話語，它稱為 
“使人自由之律法”（雅一：25）。聖經中的道德誡命、教訓、原則和例證，簡而言之，就是整本聖經，完全

地表達了神的性情和旨意。因此，律法就是透過誡命表明神的本性！因此，律法也是神的兒女過神兒女的生活

的完全途徑。按照律法（聖經）生活是得着真自由的完全途徑。 
  

十誡就是律法。神只是在祂救贖（拯救）祂的子民、領他們脫離奴役、使他們得自由之後，才把十誡賜給他們

（出二十：1-17）。祂賜下這些道德誡命，不是作為得救的條件。這樣只會使祂的百姓從罪的軛下領到律法的

軛下受奴役。 
 

祂賜十誡給他們，是作為保持他們得救的狀態的途徑！活在神的道德律法的規範之內，是繼續體驗自由和具體

地界定自由的唯一途徑！活在神的道德誡命的界限之內，是神的子民保持自由和表達自由的唯一可行途徑。因

此，道德律法不是奴役人或拯救人（叫人稱義）的途徑，而是過得救和自由生活的途徑！ 
 

至尊的律法就是律法。根據聖經所言，“至尊的律法”是愛（雅二：8）。“因為愛人的，就完全了律法”

（羅十三：8）。愛成全了律法，因為十誡以消極的方式所表達的，愛就以積極的方式來表達。愛把“你不

可……”變成“你要……！”（羅十三：8-10）。律法描述如何愛神、你的鄰舍和自己（可十二：30-31；羅十

三：10；加五：14；六：2；雅二：8），以及如何過聖潔和公義的生活，藉以感謝神為你所做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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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律法是得釋放（自由）的唯一界限。 
信徒“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審判，就該照這律法說話行事”（希臘文：eleutheria，是奴僕 douleia 的相

反詞）（雅二：12）。神的律法使受各種各樣奴役的人得自由。律法和自由是密不可分的！若沒有神的律法，

就沒有真正的自由了。神的律法包括聖經和神的道德律法！神的律法是“全備的”（雅一：25），因為律法透

過誡命表明神的本性，也因為律法是表明人（更生）的本性的最佳方法！若不按照神透過道德誡命所表明神的

本性去生活，就沒有真正的自由了！基督徒必須按照神的誡命生活，也必按照神的誡命受審判。 
 

不信的人只想要“自由”。他們想要擺脫他們的父母、宗教團體和社會所制定的一切規則，使他們自由自在地

為所欲為，體驗各樣的罪，如性、毒品、貪財、渴求榮耀和權力等等。但這種超越所有界限的自由只會使人被

這些罪轄制。 
 

信徒藉着真道重生（雅一：18），並有神的律法寫在他們的心思意念中（來十：16）。信徒自願受神和神在聖

經中的律法約束。他們渴望、能夠、也必會遵守神的律法。他們在這些誡命的界限之內順服神和祂的誡命，藉

此找到最大的自由！對基督徒來說，若沒有依附神的律法，就沒有真正的自由！順服是基督徒向神表達愛的方

式。耶穌說：“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這人就是愛我的；愛我的必蒙我父愛他，我也要愛他，並且要向他顯

現。”“人若愛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愛他，並且我們要到他那裏去，與他同住。”（約十四：21，
23）。遵行神的誡命使人真真正正得自由（約八：31-32，26；參看徒五：32）。 
 

不遵行神的律法，就是批評神的律法，論斷神的律法，判斷神的律法是“錯的”。一個人若不遵行神的律法，

代表他取代神作為賜律法者和審判者（雅四：11-12）。神是賜律法者，也是審判者，祂必按“使人自由的律

法”（雅二：12），換句話說，以聖經的教訓，尤其是聖經中的道德律法，來審判所有人。 
 
 

3. 律法是行動的原則或規則。 
 

在下列的經文中，“律法”一詞是指行動的原則或規則。 
 

(1) 立功之法（羅三：27）。 
“立功之法”是要求一個人以自己的行為或努力來遵行摩西律法作為他稱義（得救）的必要條件的原則。這樣

的原則只會使人自誇（參看弗二：8-9）。 
  

(2)  信主之法（羅三：27）。 
“信主之律”是要求我們相信耶穌基督和祂所成就的救贖大工作為我們稱義（得救）的必要條件的原則。只有

這樣的原則才能使我們保持謙卑。 
 

 (3)  犯罪的律（羅七：21，23 下，25 下）。 
“犯罪的律”是住在人裏面的罪，人的罪惡或敗壞本性在人裏面成為一個律或堅定的原則。它是一股力量，要

強迫、支配或控制基督徒。保羅不是說基督徒總是犯罪，但他說基督徒的罪惡本性是他自己無法擺脫的權勢。 
 

罪惡本性一次又一次的挑戰和反對人的意志，把基督徒的善意變成惡念。當基督徒想要行善的時候，邪惡肯定

不是睡着了，而是在基督徒周圍盤旋，目的是要毀滅他（參看彼前五：8）。“罪就伏在基督徒的門前”，想

要勝過他（參看創四：7），把他的善行變成惡行。犯罪的律（也就是罪惡本性）在他身上的肢體中特別活躍

（羅六：13，19；七：14，17，20）。犯罪的律在基督徒裏面仍然是一個現實，直到他最終脫離這“取死的身

體”為止（羅七：24；林前十五：54-57），換句話說，直到他脫離他如今受敗壞本性和死亡所殘害的肉身為

止。 
 

非基督徒無法脫離罪惡本性的絕對支配和轄制的權勢（舊人或罪身，羅六：6）。再者，雖然基督徒一次而永

遠地脫離罪惡本性支配和轄制的權勢，但罪惡本性如今仍是存在他們生命中的一股強大力量（羅六：7；七：

18；八：2）。罪惡本性不斷與住在信徒裏面的聖靈相爭（羅六：13，19；加五：16-23）。真正的基督徒一次

又一次選擇被聖靈掌管，而不是被他們的罪惡本性控制（羅八：9，13）。真正的基督徒一次又一次作出抵

抗，不效法邪惡的世界，而是選擇心意更新、效法基督的模樣（羅十二：1-2；西三：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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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心中的律（羅七：23 下）。 
“心中的律”是信徒更生的本性（真正的裏面的人或信徒的本性）（羅七：22），它的功用是成為另一個律或

力量，強迫、支配或控制信徒。換句話說，“心中的律”就是住在信徒裏面的聖靈。心中的律一次又一次決意

要行善，即遵行神的道德誡命（羅七：16，22，26），以及所託付給基督徒的“道理的模範或樣式（希臘文：

tupos didachés）”（羅六：17）。 
 

 (5) 賜生命聖靈的律（羅八：2）。 
“聖靈的律”是聖靈更新、引導和掌管信徒生命各層面的律或力量。 
 

 (6) 罪和死的律（羅八：2）。 
“罪和死的律”與羅七：21，23 下和 25 下中的“犯罪的律”是一樣的。 
 

 (7) 義的律法（羅九：31）。 
“義的律法”是關乎在神面前稱義的事。一方面，這事對猶太人來說是極其重要的。他們想要靠行律法在神面

前得着義。然而，他們無法得着義。猶太人從來沒有因遵守律法或遵行道德律法、禮儀律法和民事律法而得着

神的義。 
 

另一方面，這義對外邦人來說並不重要。雖然外邦人注重道德，卻從不追求在神面前稱義。然而，外邦人因相

信耶穌基督和祂所成就的救贖大工而得着神的義。 
 

 (8) 這樣的事沒有律法禁止（加五：23）。 
絕對沒有什麼事情可以禁止神藉着祂的聖靈在信徒身上所動的工。雖然有道德律法禁止情慾的事（加五：19-
21），卻沒有律法禁止聖靈所結的果子！這應當成為莫大的激勵，叫我們靠聖靈而活，並且結出聖靈的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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