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祂在世界，世界也

律法和恩典

是藉着祂造的，世界却不认识祂。祂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
倒不接待祂。凡接待祂的，就是信祂名的人，祂就赐他们权柄，
时间：2018 年 6 月 24 日

作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

经文：约翰福音一 17

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
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祂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

序

荣光。约翰为祂作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


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大家主内平安！

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祂本来在我以前。’” 从祂丰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律法和恩典；经文：约翰

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

福音一 17。

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节经文，我们还是一起读整段的约翰福

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祂表明出来。



音一 1-18。


有神学家很贴切地说，约翰福音一 5：“光照在黑暗里，

经文：约翰福音一 1-18

黑暗却不接受光”，这句话是对人类历史以及我们个人生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

命的精辟总结。


借着祂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祂造的。生命在祂里

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这生命的真光来到世人当中，但我

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有一

们因着自己的罪拒绝耶稣，不愿意悔改进入耶稣基督这真

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作见证，就

光里面。

是为光作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作
1





而约翰福音一 17 节：“律法本是藉着摩西传的，恩典和
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这节经文是对整本圣经以及

稣基督来的，这说明，恩典和真理与耶稣是不能分开的，

神救恩历史的总结。

因为耶稣基督本身就是神的恩典、神的真理。



从摩西到耶稣，从律法到恩典，从旧约到新约。



因此，从这节短短的经文里，我们看到三个明显的比较：



而恩典和真理却是从主耶稣的生命里流出来的，真理和恩
典就是主耶稣自己的生命本质。



摩西与耶稣，律法与恩典、旧约与新约。


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

这也是我们今天分享的三个重点内容。

主耶稣把神的恩典和真理带给我们，主耶稣以自己的生命
彰显神的恩典和真理，让世人因着耶稣认识神、经历神、
进入神的恩典、真理和救恩。



摩西与耶稣


我们首先看看摩西与耶稣的区别。



这节经文首先说，律法是摩西传的，而恩典和真理都是由

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祂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
荣光。


耶稣基督来的。


约翰福音一 16：从祂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
且恩上加恩。

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第一个区别显而易见：律法
是由摩西传的，这说明，律法是出于神的，是神对以色列



民的道德和行为要求，只是藉着摩西传出来的，摩西只是

如此看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摩西与耶稣有着
本质的区别。

神所使用的一个器皿、一个媒介。


约翰福音一 14：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

如此，律法和摩西是可以分开的。



这一点，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得非常清楚。



希伯来书三 1-6：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
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为那设立他的尽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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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尽忠一样。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
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

的。”

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



律法与恩典有什么样的关联？

尽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



首先，律法和恩典绝对不是对立的，而是密切相关的

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祂的家



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旧约圣经的律法和先知都是

了。


为了引进耶稣基督，预备耶稣基督的到来。

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摩西与耶稣之间的区别是造物主与被


造物之间的差别：耶稣是创造世界万物的神，而摩西是被



心意——律法带了出来，但耶稣基督却把神的律法成就在

神本身。

人的中间。


因而神只藉着摩西这个被造的器皿传讲了神的律法，而恩

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领受神那“丰满的恩典”，就是
取用神的无限来满足神对人的律法要求



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基督信仰的核心
是一个人——耶稣基督。



在神的计划里，摩西所做的实在很伟大，他把神对世人的

创造的人；摩西是神所用的人，主耶稣却是神的儿子，是

典和真理从耶稣自己流出来。


“律法本是藉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

律法因人的缺乏和软弱使人与神隔绝，恩典却是因神丰满
的恩典使人亲近神。



耶稣自己在约翰福音十四 6 说：我就是道理、真理、生命；
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耶稣自己在马太福音五 17-18 所说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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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天地都要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

律法与恩典


都要成全。

接下来，我们看律法和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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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耶稣而来的恩典和真理成全了律法，什么意思？

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



罗马书三 20 说：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

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

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

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





神藉着摩西赐下律法，不是要世人靠着律法称义，因为没

“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

有人能靠着自己行出律法的义，满足神律法的要求。

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

而律法的主要功用是，让世人知道自己在神面前是罪人，

这样，就可以作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

亏缺了神的荣耀，自己离神圣洁的标准太远太远。

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



这一点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讲的很清楚。

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



“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

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

‘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

也是这样行吗？ 所以你们要完全，象你们的天父完全一

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

样。”



断；凡骂弟兄是魔利的，难免地狱的火。……”




在登山宝训里，耶稣藉着解开神的律法，让我们知道，没

“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她休书。’只是我告诉

有人能靠着自己达到神圣洁、公义的标准，进而在神的面

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她作淫妇

前的称义。


了。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


……

“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
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





“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

同时，耶稣在登山宝训里也为世人指明了一天光明的得救
之路——神的恩典。

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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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多么需要神的怜悯和恩典，我们得救单单是因着耶稣



一次，统帅给士兵放了几天假。

基督的真理和恩典。



大家支起了帐篷，坐在一起兴高采烈地唱歌、玩掷色子游



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就是律法和恩典的关系。



由摩西传的律法就是为了带领世人进入耶稣基督的恩典和

戏。


但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有一天早上有人不见了一枚掳

真理，因为耶稣基督在他丰满的恩典和真理里面为我们成

掠来的珍贵戒指，另有人不见了一个杯子，又有人丢了一

全了律法的义！

天昂贵的项链。



摩西的律法与耶稣基督的恩典是密不可分的！



内贼！



这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五 46-47 所说的：你们如果信摩西，



事情一定是在那场充满毒气的大雾笼罩着宿营地的时候发

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你们若不信他的

生的。


书，怎能信我的话呢？

每个人开始以不信任的眼光注视他人，同时也觉得自己被
他人监视。









中世纪在俄罗斯高加索的原始山区地带住着一些部落，他



朋友之间顿时如陌生人一般。

们都善战骁勇，常常处于战争状态中。



内贼！——宿营地的气氛变得很紧张。

一个紧密、坚定的统一体。



部落统帅传令下去：“盗贼一旦被拿住，就要处于苔刑。”

当有人问他们：“你们的关系为何如此密切？”，他们即



苔刑是古代一种刑罚，主要用棒打脚底。

刻便会讲出他们所敬重的统帅的名字。



这种刑罚之下，许多人无法存活；即便存活下来了，大多

其中一个部落尤其成功，所有的部落成员团结一心，形成

他们称他为“公义的舍米尔”，“他坚定地持守诺言”。

也是残废。

5

统帅的命令果真有威慑力。



接下来的几天很安静，再也没有发生过偷盗事件。



那接下来将会如何？



但是，统帅仍然暴跳如雷，众人的脸上依然没有笑容，宿



当天晚上所有的帐篷里都在激烈地讨论着这件事情。

营地也听不到歌声了。



有的士兵说：“赦罪应该在法令之前——其它的情况实在



众人坐着，甚至眼角的余光都在注视着宿营地的一切动向。

难以想象。我们都知道，统帅很依恋他的母亲。在这件事
情上一定是爱起主导作用。”



几天后，又发生了一起偷盗事件。





报信之人穿梭于帐篷之间，其宣告声几乎要顶破蓬顶：

‘公义的舍米尔’这个称谓不就是空的吗？这会造成何等

“盗贼被拿下了。”

影响？如果统帅一次失言，那谁还会相信他的话！？人不



一听到此消息，众人终于松了一口气。

就会说，他徇私舞弊吗？今天是他的母亲，明天定是别人。



“盗贼是谁？”——“统帅的母亲。”

统帅一切的威望将荡然无存，我们彼此间的关系将完全破



统帅的母亲！？

坏，这意味着我们整个部落的结束。”



众人的轻松顷刻间便为震惊，因为大家都清楚地知道，统

另有一些人是说：“这不可能，法令就是法令。否则，



爱还是法令——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

出征时，他常常带上自己的母亲，而且总是命士兵将母亲



第二天早上，号声响起了，士兵们集合了。

的帐篷驻扎在自己的军帐旁边。



统帅步出军帐，脸上看上去比昔日有些苍白。

有一次他的母亲病倒了，他数周每天晚上都厮守在母亲的



士兵们从另一个帐篷里押出来了统帅的母亲，她已经被捆

帅舍米尔极爱他的母亲。




床边。

绑起来了。




统帅的母亲！？

公义的“舍米尔”十分平静地说“盗贼已经被拿下，即将
绳之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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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完此言，士兵们即刻抓住了统帅的母亲。



但统帅接着说：“不过，我来承受这刑罚。”



众人吃惊地面面相觑，亲眼目睹了他们敬爱的统帅承受苔



十字架的耶稣基督身上彰显了出来。


刑，血肉模糊，最后被抬下去了。


神对世人的公义和爱，神的律法和恩典，都同时在被钉死

这就是约翰福音一 17 所说的：律法本是藉着摩西传的，
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惊叹之余，众人理喻了两件事情：法令完全得以执行——
统帅并没有失言，罪得到惩罚；另一方面，统帅对母亲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有一点我们很容易误解。

爱也得以彰显。



我们无法靠着行律法称义，问题不是律法，而是我们的罪。



审判官背负了罪责和刑罚，审判官成了被审判的被告。



其实律法彰显的就是恩典的福音、因信称义的福音；我们



并非爱或者公义，而是爱和公义；两者同时得以彰显，丝

神创造世界万物的神迹中看到福音，我们在亚当夏娃的经

毫没有妥协。

历中看到福音，我们在亚伯拉罕的故事里看到福音，我们
在出埃及的过程中看到福音，我们在十诫里看到福音，我



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在某个程度上，这个故事可

们在以色列民的历史中看到福音……


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相比。


祂是审判官，同时也是被审判的被告。



世人无法满足律法所要求的义，结果应该是死、沉沦、刑

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当我们打开圣经时，从头到
尾看到的就是神恩典的福音、因信称义的福音。



因此，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七 7-13 很清楚地解释说：这样，

罚、与神隔绝，但耶稣基督在祂丰满的恩典和真理里面替

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

我们世人承担了所有的罪、不义和刑罚，使我们重新与神

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

和好。

何为贪心。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
我里头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我以前没有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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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那本来
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

另一个误解是，既然我们因信称义，而不是因行律法称义，
那律法就根本不重要，我们可以完全忽略。

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



这是完全错误的。

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既然如此，那良善的是叫我死



耶稣自己说，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

吗？断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



意思就是，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信靠耶稣基督的恩典和

死，就显出真是罪，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

真理时，神就藉着圣灵进入我们的生命，赐给我们能力活
出律法的义。





既然如此，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信仰的核心



福音使我们领受恩典去行出律法。

就是耶稣基督，那满有恩典和真理的耶稣基督。



也就是说，我们遵守神的律法不是我们得救的前提，而是

我们无法靠着做什么来喜悦神，而我们单单信靠和仰望主

我们对神的爱、神的救恩、神的怜悯、神的真理、神的恩

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真理，祂为我们成就了律法的义，背负

典、神的福音……的回应。


了我们该受的罪责和刑罚。


我们是因信耶稣基督称义，不是因行为（律法）称义。



以赛亚书五十三 4-5 写到：祂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

说的更直接一点，我们基督徒生命中的好行为，本身就是
神的恩典、神的怜悯、属神生命的果子。



以弗所书二 8-10 写到：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

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

知祂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

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祂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

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旧约与新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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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摩西与耶稣、律法与恩典的比较，约翰福音一 17 还

施恩？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

告诉我们另外一个比较：旧约与新约。

的一切罪投于深海。你必按古时起誓应许我们列祖的话，

旧约圣经记载的是摩西律法，而新约圣经记载的是耶稣基

向雅各发诚实，向亚伯拉罕施慈爱。


督的恩典。


也就是说，旧约圣经是为新约圣经作预备的；旧约讲述神

阿们！

给世人的一个应许，而新约圣经显明这个应许的实现。


有神学家总结说，旧约圣经记载的不仅是以色列百姓的失
败，更是人的失败，而新约圣经让靠自己必定失败的人在
耶稣基督里面看到了永恒的盼望和胜利！



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旧约和新约是密不可
分的。



只有在旧约的基础上，我们才能看懂新约；也只有在新约
的光照下，我们才能明白旧约的真实含义。



旧约和新约讲述的是同一位充满慈爱、公义、怜悯、恩典、
真理……的神。

结束语


弥迦书七 18-20 如此描述我们的神：神啊，有何神像你，
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余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
9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