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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猶太人，生在律法之下的人，他每次提到的時候，就是他得救以後，

羅馬書第七章 4 節：
「我的弟兄們，這樣說來，你們藉著基督的身體，

我們讀到腓立比書的時候，他回想到他怎樣生在律法之下。你能感覺得

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們歸於別人，就是歸於那從死裏復活的，叫我

到，律法當初好像生在他的肉裏面，長在他的肉裏面，他和律法是不能

們結果子給神。」我們特別注意其中的一句話就是：
「我們藉著基督的身

夠分開的，因為他不能忍受怎樣能和律法分開。「向著律法死了」，根據

體，在律法上也是死了」剛才我們所讀的聖經說到你們藉著基督的身子

保羅的說法就脫離了律法。外邦人不在律法之下，他們脫離律法也許沒

在律法上也是死的，這裏說到「你們」。

有很深的感覺。但是保羅是以生在律法之下為榮的一個人，他沒有辦法

羅馬書第七章 6 節「但我們既然在捆我們的律法上死了，現今就脫

和律法分割的，失去了律法就失去了一切；失去了律法就失去了生命。

離了律法」。現在我們懂得在律法上死了就是脫離了律法。第四節說「你

對於保羅來講律法是一切，律法也是至上。現在保羅告訴我們說，他向

們」，第六節說「我們」。

著律法居然是死了。換一句話說，他居然脫離了律法，這是我們沒有辦

加拉太書第二章 19 節：「我因律法，就向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
活著。」這裏保羅說：「我因律法就向律法死了」
，是怎麼死的呢？

法想像的一件事。保羅否認律法就是否認他的歷史，否認他自己的過去，
也是否認他的自己。但是有一天，他告訴我們說他向著律法是死的，我

加拉太書第二章 20 節：「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

們這些蒙恩的人向著律法也都是死的。我們都脫離了律法，我們不只應

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著」；這次保羅不是用「你們」，也不是說

當脫離罪，我們也應當脫離律法，因為保羅告訴我們說：
「罪不在我們身

「我們」
，他說「我」
，我因律法就向律法死了。講到「你們」
，有的是猶

上作主，因為你們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
。不在律法之下，在恩

太人，有的是希利尼人，講到「我們」
，是講到所有的是猶太人。這裏保

典之下，不是就沒有法律了，不是說就無法無天了。如果放在律法之下，

羅說：「我向律法死了」。

罪有可能作王，罪可能控制我們，罪像主人一樣控制我們支配我們。但

我們知道這次大會的主題是：「達到神永遠旨意的途徑——十字架」。

如果我們被放在恩典之下，並不是無法無天，而是那個結果使罪在我們

我們是要接續著上一次西岸特會的主題，這次我們要來看三方面：十字

身上不能作王。如果罪不能作王，我們就脫離了罪的轄制。但是不要忘

架怎樣對付世界，十字架怎樣對付律法，十字架也怎樣對付肉體。我的

記，我們能夠脫離罪，因為神把我們放在恩典之下；但是如果放在律法

責任乃是說到十字架對付律法。

之下，那就給我們看見，今天如果我們要在恩典之下，我們就需要脫離
律法。這裏給我們看見，脫離罪的根據乃是脫離律法，在這裏保羅給我

生在律法下的保羅

們看見，如果我們要脫離罪的權勢，結果你看見我們就要從律法底下脫
離出來。

我們知道保羅的一生是和律法不能分開的，保羅是生在律法之下
的，一講到律法他覺得非常地光榮，他講到律法，他的臉上有光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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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是永遠存在的，不是父親死了，就是兒子死了，或者兩個人都死了，
那個關係才真正解決。

但是我們說過，對於保羅來說，他和律法要切割，要斷絕關係，這

弟兄姊妹，要一個以律法為榮的保羅，他能夠說：「我向律法死了，

對於保羅來講是不可思議，是沒有辦法可以想像的一件事。所以今天我

我和律法脫離關係，現在我是嫁給恩典了，現在我是嫁給基督了。」弟

們就要用保羅一生來要看他怎樣在當初生在律法之下，然後他怎樣認識

兄姊妹們，這件事在保羅身上是千真萬確的，在我們身上也是真的，一

律法，蒙恩得救以後，神怎樣的不只叫他得救，神也拯救他，神也釋放

點都沒有錯，是一個事實。但這個事實是怎麼作成功的？乃是根據兩千

他，這就是保羅的故事。

年前主在十字架上為我們所完成的。所以我們的眼睛必須被開啟，看見

弟兄姊妹，講到十字架的時候，在聖經裡你發現有兩面：一面是十

十字架客觀的一面。我們就要從保羅的一生來看這件事情是怎麼發生

字架的救贖，這是客觀的，這是兩千年前主耶穌在十字架上為我們所完

的，然後又怎樣在我們的身上發生。我們許多都是外邦人，我們與神的

成的，這叫做十字架的救贖。但今天聖靈住在我們裏面，祂要把主在十

約沒有關係，但是不要忘記：你們、我們和保羅都是向著律法死的。我

字架所完成的交通在我們的身上，所以這就是指著十字架的交通來說

們說猶太人和律法有密切的關係，外邦人沒有什麼關係。弟兄姊妹，請

的。我們背十字架，那是指著十字架的交通來說的。所以講到十字架與

你把話聽清楚了，神的話是怎麼說呢？你們、我們，還有保羅，你看見

律法，一面我們要看見客觀的一面，另一面我們要看見主觀的一面。客

都向著律法死，換一句話說，弟兄姊妹，十字架果然對付了律法。

觀乃是我們所看見的，主觀乃是我們所經歷的。
所以我們講到十字架與律法的時候，我們所注意的是十字架的救

從保羅的一生看律法

贖，主在十字架上為我們作成功了甚麼？我們怎麼能夠脫離律法呢？保
羅怎麼向律法死呢？保羅辦不到的，保羅這個人是生在律法之下，長在

為著這件事，我們需要把保羅的一生稍微做一個很簡單的複習。特

律法之下，他和律法是不能分開的。請記得，保羅所以能在恩典之下，

別從保羅的身上，如果我們知道律法在他身上的重量有多重，在保羅的

才能夠脫離律法，這不是保羅做的，這是兩千年前十字架上已經完成的

眼中律法有多大。你就知道保羅身上有許多敏感的神經，你不能隨便碰

工作。我們知道父子的關係是最密切的，那個關係是生命的關係，你怎

的，你一碰，他一定要跳起來。這個神經不只在保羅身上，這個神經也

麼都不可能分開。所以你怎麼能叫他們的關係分開呢？我們知道有的時

在所有的猶太人的身上。別的你都可以碰，這兩樣東西你不能碰，你一

候父親和兒子有了過節，有了難處了，他們的關係嚴重到一個地步，結

碰，他一定要跳起來。第一你不能碰律法，第二你不能碰聖殿。弟兄姊

果父親在報紙上就登啟事說，他要和他的兒子脫離父子關係。我們知道

妹，猶太人是和神的律法和神的殿是緊緊相連的。他們和聖殿和律法好

說要與兒子脫離關係，你可以在報紙上這麼寫，你可以口頭上這麼說，

像是同一個生命體一樣，你沒有辦法把他們分開的。他們一生下來，他

但是那個關係是不可能分開的。只要父親活著，只要兒子活著，那個關

們就和律法發生關係，他們也和聖殿發生關係。什麼是猶太教呢？猶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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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有兩個最大的支柱：一個是神的話，就是律法；還有一個就是聖殿。

根據猶太人的說法，在他們的感覺裏面，如果全世界只有兩種人得永生

所以弟兄姊妹，現在你能明白保羅說：
「我們不在律法之下，乃在恩典之

上天堂的話，一個是文士，另外一個就是法利賽人。誰是文士呢？文士

下」。但是保羅還沒有得救以前，他覺得他生在律法之下是他最大的光

就是聖經學者，解釋舊約聖經的人。什麼叫做守安息日？安息日什麼工

榮。所以你聽聽他怎麼說，你聽聽他講到他的過去，那是個光榮的過去，

都不可以做。到底做什麼才叫做作工？誰來解釋聖經的，這是文士的工

他講他的過去，他的眼睛一定是發亮的，他的臉上一定發光的。弟兄姊

作，文士要解釋聖經。那法利賽人作什麼呢？法利賽人他就把什麼都放

妹，因為這是他光榮的過去，沒有一個人願意和光榮的過去說再見的。

下，分別出來，他們只做一件事，專門遵守神的律法。神的律法是指著

弟兄姊妹，這個就是保羅，你看見在保羅身上有這兩個最大的點，你不

摩西五經所說的律法。但不僅是如此，他們不只遵守律法，他們也遵守

能隨便碰他的。

文士所解釋的律法。不只是律法，還有律法的解釋，這就是法利賽人所

所以現在我們看他怎麼回憶自己，你記不記得在腓立比書裏面，他

做的。比方說，禮拜六不可以挑水。為什麼？因為水代表重量，那麼到

說到他自己的時候，他說：
「我第八天受割禮，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憫支派

底多少水才是重量呢？誰來解釋呢？你從創世記讀到瑪拉基，你不知道

的人」。你看一講到他自己受割禮，割禮就是律法的一部分。你怎麼知道

怎麼解釋？但是文士可以解釋，他告訴你什麼叫做做工。如果你的水多

他是神所揀選的呢？他身上有個記號，那個記號是律法的記號，他生下

到一個地步可以叫你眉毛濕了，這叫做做工。弟兄姊妹，現在你看見了

來第八天就有那個記號了，保羅無論到那裡，那個記號就到那裡，你一

嗎？誰是遵守律法的，誰是遵守律法解釋的，誰是用律法把自己捆起來

定認得他的，你不會弄錯的。我記得從前有一個弟兄，他的頭這裏有個

的，不要忘記這是法利賽人。你看見嗎？保羅說：
「就律法來說我是法利

痣，他這個眉毛長得很長幾乎聯在一起，然後他留兩撇鬍子，那這個只

賽人」
，他不只聽主的話，他也聽文士對於主的話的解釋，所以這就是法

能是中國人纔好笑，外國人不覺得好笑。你遠遠看過去，他的臉上是一

利賽人的意思。

個「六」字，他無論到哪裡，他就是個六。為什麼？這是他的記號。弟

然後他說：
「就熱心來說，我是逼迫教會的，就律法上的義說，我是

兄姊妹，保羅也是這樣，保羅無論到那裡，他身上有個記號，那個記號

無可指摘的」
。弟兄姊妹，這句話是很重要的一句話，保羅沒有撒謊，保

是他光榮的記號。那個記號是他第八天就受割禮了。他說：
「我是以色列

羅說：
「就律法上的義來說，我是無可指摘的。」你能夠找一個人和律法

族，我是便雅憫支派的」
，雅各有十二個兒子，只有便雅憫是生在迦南地

發生這麼密切的關係嗎？你看見沒有？他在那裏什麼事都不做，只做一

的，生在迦南應許之地。都是以色列人，但是保羅不一樣，保羅是便雅

件事就是遵守律法，這是他的生活，這是他每天所做的事。所以你看見，

憫支派的，所有的支派都是生在迦南地之外的。現在你看見只有保羅是

因著遵守律法的結果，他說：「就律法上的義來說，我是無可指摘的。」

便雅憫支派的人，他是「希伯來人所生的希伯來人。」

他為什麼逼迫教會？因為他為著律法熱心，他要保護律法，他要高舉律

接著他就說：「就律法說我是法利賽人」，弟兄姊妹們，你聽聽他的
口氣是很驕傲的口氣，「就著律法來說我是法利賽人」，誰是法利賽人？

法，他要每個人都覺得律法是最重要的，為著要保護律法，為著要遵從
律法，他就覺得應該要逼迫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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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弟兄姊妹，當他講這些話的時候，你知道保羅怎樣解釋他自己

法，他和律法是分不開的。但是蒙恩得救以後，對於猶太人來講，是一

的話，他怎麼說呢？「只是我先前與我有益的，我現在因基督都當作有

個完全不可思議的事情。有一天保羅說：
「我向著律法死了，我已經脫離

損的。」那些他講在前面的話，先前我指著沒有得救以前，
「與我有益的」
，

了律法」
，弟兄姊妹，你想想看，當保羅說這個話的時候，同樣是猶太人，

現在你知道他說第八天受割禮與他有益，便雅憫支派有益，希伯來人中

如果他沒有得救的話，你看這裏不是觸動了他們最敏感的神經嗎？弟兄

的希伯來人與他有益，就律法來講他是法利賽人有益，他逼迫教會他就

姊妹，所以保羅的見證是非常重要的見證，因為保羅的改變是個奇妙的

是有益，他覺得他無可指摘且是有益的，這一切都是和律法發生關係的。

改變。他的一百八十度的轉變，本來是面向律法的，結果現在是背向律

現在他得救了，他蒙恩了，他怎麼說呢？「以前以為與我有益的，從前

法。

我覺得最驕傲的，從前我覺得我不能忘記的，從前我覺得我和律法是緊

親愛的弟兄姊妹，但不要忘記，是不是律法是錯誤了呢？不，從頭

緊相連的，我現在因基督都當作有損的」。弟兄姊妹，現在我們知道說，

到尾，從保羅沒有得救一直到得救以後，律法沒有改變，一點一劃都不

這過去對他來講是有益，現在因著基督都當作有損的。他說：
「不但如此，

能改變。保羅說律法是聖潔的，律法是良善的，律法沒有錯。誰錯了呢？

我也將萬事當作有損的」
。弟兄姊妹，這前面有益的事，然後再加上其他

弟兄姊妹，一定有人錯。保羅從前不覺得他錯，有一天他發現他錯了。

的，萬事都當作有損的，
「因我以認識我主耶穌基督為至寶，我為祂已丟

所以是對的律法，只能是對的人才不會發生難處。我們要問，所有在律

棄萬事，看作糞土，為要得著基督。」他等一等又回到律法，
「並且得以

法之下的人，有沒有可能是對的人呢？現在保羅告訴我們，只有在恩典

在祂裏面，不是自己因律法而得的義，乃是有信基督的義，就是因信神

之下的人才是對的人，然後罪就不在我們身上做主。你在律法之下，你

而來的義，使我認識基督曉得祂復活的大能，並且曉得與祂一同受苦效

的目的就是不犯罪，結果你就作了罪的奴隸，這就是保羅沒得救以前的

法祂的死。」

情形。他得救以後呢？弟兄姊妹，你看見現在不同了，他說：
「現在我們
不在律法之下，我們乃在恩典之下」
。不是無法無天，但那個結果是什麼？

十字架的交通改變了保羅

結果我們不再作罪的奴隸。這是什麼意思？這給我們看見說，要脫離罪
必須先脫離律法，這是保羅的經歷。

弟兄姊妹，這裏講到十字架的交通。當你讀這段聖經的時候，你能
感覺得到，保羅在沒有得救以前，他真的是以律法為榮，他覺得得著律

保羅認識恩典的經歷

法就得著全世界。但是弟兄姊妹，他現在蒙恩得救了，他說：
「使我認識
基督，並祂復活的大能，並且曉得和祂一同受苦，效法祂的死」
。你看保

現在我們再回頭來看，到底保羅是怎麼認識的，保羅怎麼學功課的。

羅何等的改變！從這裏，我們如果要明白保羅對律法的認識，保羅得救

大馬色的光是一下子的，許多讀聖經的人告訴我們說，保羅在大馬色的

以前和得救以後，對律法的經歷，在得救以前，律法就是他，他就是律

路上他所看見的，也許就是他一生所看見的。看見就是看見了，但他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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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生命長大，需要聖靈把話給他，等他的話慢慢豐富的時候，到了保羅

是在聖經裏面，尤其在摩西五經裏面，在舊約聖經裏面，你要找一節聖

成熟的時候，他就能用那些豐富的話來解釋他所看見的亮光。感謝主，

經，你要一句的聖經，這句聖經可以說是保羅的聖經，可以說他個人的

你看見保羅不是一下子長大的，保羅生下來也是基督裏面的嬰孩，然後

聖經，屬於保羅的。那麼一個小孩怎麼知道這節聖經是我的呢？他們去

經過成長的階段，從嬰孩到少年，然後到了成年。親愛的弟兄姊妹，保

找，他們怎麼找呢？你知道一句聖經有第一個字母，有最後一個字母，

羅在這個成長過程裏面，慢慢他對律法的認識越來越清楚。起頭，他只

這一長句的話，一開始有第一個字母，還有最後一個字母。那這個小孩

看見律法的義，因為他行律法所以稱義了，這和他得救發生關係。弟兄

子名字叫做保羅，那麼第一個字母和最後一個字母，必須是他名字的第

姊妹，在他一蒙恩得救的時候，他注意到，他所以得救，他所以來到神

一個字母和最後一個字母。

的面前，他所以在神面前有個地位，是什麼呢？這個不是律法的義，這

你們在座恐怕很少人懂得希伯來文，所以我們現在把保羅改一下。

個乃是因信稱義。我們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著信，所以一切都是恩典，

假定保羅不是猶太人，保羅是個英國人，而他讀的聖經只有欽定本，所

我們在恩典底下，所以我們得救了。你怎麼做，都不能叫你得救，沒有

以有一天他去欽定本的聖經去找，結果找到一節聖經，那是箴言第十六

人比保羅做得更多了。在大馬色路上那一刻，他看見他所以能站在神的

章 18 節 Pride goeth before destruction, and an haughty spirit before a fall。

面前，所以有個地位，不是因為他做了甚麼，乃是主在十字架上已經為

「驕傲在敗壞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你看這句話的 Pride 是 P 開始，

他做了。

而 fall 最後是 L 結束，保羅因為是英國人，所以是 Paul。現在保羅找到

弟兄姊妹，今天人只要相信就可以了。講到律法，我們就曉得我們
得救，是與律法發生關係。當保羅慢慢長大了，他看見說，我們在神面
前有個對的地位，根據那個地位，我們能來到神的面前，所以我們自然

他的聖經了。

律法之子

就結出了果子，這個果子是指著成聖的果子。再長大的時候，不只是因
信稱義，也是因信成聖，也是因信得著榮耀。弟兄姊妹，這就是保羅一

弟兄姊妹，你看見嗎，從小在律法底下，在父母的教導底下，你看

路上長大的時候，很自然他越來越清楚，越來越清楚。現在我們看保羅

見他們在讀聖經的時候，他們就做這樣的遊戲，一直等到十二歲。現在

是怎麼長進的，保羅這些光越來怎麼越明亮的。我再說，那個光是一下

是十三歲，這就變成成年了。那意思就是說，在這日以前，他們不必向

子的，沒有增加，也沒有減少。但是神的話在他裏面和他的生命發生關

律法負責任，但從十二歲開始，他們就成為律法之子。換一句話說，從

係和他生命成比例的，生命越長大，神的話就越多了。所以現在我們來

現在開始，他們長大了，他們一切的行為要向律法來負責的，所以很可

看，保羅是怎麼樣一步一步地看得更清楚。我們說過，保羅生下來就生

能保羅在十二歲十三歲的時候就到了耶路撒冷。他本來不是在大馬色，

在律法之下，所以他做小孩子的時候，從小就明白聖經。一個在律法之

他是在今天土耳其的大數，就是小亞細亞的大數長大的，所以很可能他

下的小孩子，他們常常玩一個遊戲，我想保羅一定也玩過這個遊戲。就

十二歲就到了耶路撒冷，也非常可能他就留在耶路撒冷。然後聖經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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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說，他不光是律法之子，而且它說他現在是在迦瑪列門下，按著我

法，現在他有薪水來維持他生活呢？那個時候，所有的拉比，他們有一

們祖宗嚴緊的律法受教。弟兄姊妹，這個迦瑪利是那個時候最大的拉比，

件事要認清楚，神的律法和神的話是白白給別人的，沒有一個人因為教

他是個最重要，非常偉大的學者，結果保羅就在他的門下按著祖宗嚴謹

導神的律法變得富有。所以每一個人都應該有他自己的職業，所以保羅

的律法受教，他就熱心事奉神。弟兄姊妹，你看見嗎？他不光是讀聖經，

就織帳篷，從此以後他根據織帳篷來活著。所以他到哥林多，到了以弗

他不光是律法之子，現在他決定，他的一生要因著律法而活。他不只遵

所，他怎麼生活呢？你看見有許多時候他就織帳篷在那裏過生活。因為

守律法，他要教導律法，他要叫別人和他一模一樣，所以他一定要把律

很多人到以弗所去，尤其過節的時候，他們沒有旅館住，所以他們需要

法研究得非常的徹底，所以在迦瑪列門下嚴格地受教，好像今天許多人

住在帳篷裏面，所以你看見保羅的生意就非常的好，因為什麼呢？因為

到大學受教一樣。大學的教育四年，你讀的書很多很多，但是保羅只有

他不是憑著教導律法來活著的，你看見他是的的確確向神絕對的一個

讀一本書。你看見嗎？他研究好幾年，他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夠把神的話

人，他忠心於神的話，他要傳遞神的話，但他可以作見證說，不是因為

弄明白。拉比就相當於今天大學的副教授，所以你看見這個人不光遵守

他傳遞神的話叫他富有的，他用他的雙手在那裏做工，結果他能夠生活。

律法，他守律法，而且他要教導律法，他希望每一個人都像他一樣的熱
心，所以他花了好幾年時間，什麼事都不做，只讀一本聖經。那麼在迦

律法中的迷思

瑪列的門下，在普通拉比學校裏面，你怎麼讀這個律法呢？
舊約聖經這麼厚，結果那個時候的做法是這個樣子的，你要從不同

弟兄姊妹，你看見沒有，神的話，神的律法是神的律法，保羅是保

的層面來讀舊約的聖經，從不同的角度來讀它，所以有四個不同的角度，

羅，這就是保羅怎樣在律法底下長大。所以你讀到羅馬書第二章的時候，

第一層、第二層、第三層、第四層，你到了第四層，你就算是畢業了。

有一段話其實指著他自己說的：
「你稱為猶太人，又倚靠律法，且指著神

當你真的把第四層都讀完了以後，你就好像進到樂園裏面一樣。為什麼

誇口；既從律法中受了教訓，就曉得神的旨意，也能分別是非」
，在下面

呢？因為它每一層的讀法都有一個名詞的。比方說你現在這樣讀，那麼

他說了：
「又深信自己是給瞎子領路的，是黑暗中人的光，是蠢笨人的師

這句話它有一個字的，然後第二層又是另外一個字，第三層又是另外一

傅，是小孩子的先生，在律法上有知識和真理的模範。」這是保羅自己。

個字，所以你把這個希伯來文這四個字，你把它開頭的字母，那一共是

弟兄姊妹，當保羅寫羅馬書第二章的時候，他想到他自己，想到他自己

四個字母對不對？你把這四個字母放在一起，結果是另外一個希伯來的

沒有得救以前怎樣是瞎子領瞎子，兩個人都掉在坑裏面。但是不要忘記，

字，這個字就是樂園的意思。意思就是說，如果你從四個層面來讀律法

他的的確確是拉比，他的的確確是先生，他的的確確是師傅，他的的確

的話，現在你就進到樂園裏面來了。弟兄姊妹，保羅巴不得不只明白神

確是給瞎眼領路的，而且是給黑暗中人的光，然後他大大為律法憂心。

的話，而且他要進到樂園裏面去，這就是保羅。

弟兄姊妹，但是有一天，當他讀聖經的時候，特別是加拉太書裏面告訴

不光這樣，他是不是靠著教導律法來謀生呢？是不是因為他教了律

我們，當他讀到申命記的時候，裏面有一句話，那句話就是：
「基督既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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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律法中醒悟過來

我們受了咒詛，就贖出我們脫離律法的咒詛，因為經上記著：
『凡掛在木
頭上都是被咒詛的。』」這是申命記第二十一章 23 節的話，這是律法裏
面的話，保羅一點都沒有懷疑，律法是不會錯的，神的話是不會錯的。

所以他就往大馬色去，要捉拿一些基督徒。結果就在往大馬色的路

他讀到：「凡掛在木頭上都是被咒詛的」。弟兄姊妹，他知道主耶穌掛在

上，我們的主遇見他，光四面把他照倒，那次一旦被主捉拿了，保羅再

十字架上。主耶穌自稱是神的兒子，祂就是基督。如果祂是基督的話，

也不能逃脫了。弟兄姊妹，這是保羅一生最大的轉捩點。你想想看，為

根據律法，根據保羅所認識的律法，根據申命記「凡掛在木頭上都是被

什麼我們的主沒有在耶路撒冷、卻是在大馬色門口就把他照倒？為什麼

咒詛的」，都是被咒詛的，祂怎麼可能是彌賽亞呢？

讓他走那麼長的路？那個禮拜是非常孤單的禮拜，你看當他從耶路撒冷

你相信律法，你就不可能相信基督；你接受律法，你就不能接受十

走到大馬色，那個時候也許是一個禮拜，但那個禮拜是最孤單的一個禮

字架。什麼叫十字架？十字架是被掛在木頭上。他根據申命記，根據律

拜。因為他是法利賽人，所以法利賽人是不和那些一般的猶太人講話來

法，你怎麼解釋呢？它代表咒詛。弟兄姊妹，彌賽亞怎麼可能被咒詛呢？

往的。但是在那個禮拜，你看神的靈在他裏面運行，他就像這個創世記

所以根據這個邏輯，彌賽亞，主耶穌不可能是神的兒子。現在主耶穌已

裏面所說的，你看見他真是淵面黑暗，但神的靈在他的裏面運行，結果

經到榮耀裏面去了，跟隨祂的人還在地上，所以他覺得應當要剷除這些

神說要有光就有了光。快到大馬色的時候，你看見福音的光照到他。當

所有跟隨祂的人。有他們就沒有我們，有十字架就沒有律法，有律法就

他和我們的主對話的時候，我們的主對他說：「你用腳踢刺是難的」。這

沒有十字架，這兩個是不能相容的。弟兄姊妹，你看見嗎，如果申命記

什麼意思呢？當農夫要耕田的時候，當這個牛耕田要走它自己路的時

錯了，如果律法錯了。律法不可能錯的，但是主耶穌明明掛在十字架上。

候，那個刺，就是農夫手上那個刺就刺它的腳，牛果然很牛，它就踢那

弟兄姊妹，現在你明白了嗎？為了著要保護律法，為著要高抬律法，叫

個刺，結果就受傷了，結果就受苦了。這什麼意思？在大馬色的路上，

律法不能受一點的傷害，所以他就起來逼迫神的教會。為什麼？他為律

一路上還沒有往大馬色以前，你看見我們的主就是那個農夫，祂用那個

法大發熱心。噢！弟兄姊妹，他是在律法底下的，他說就律法的義來講

刺在保羅良心上刺他。

我是無可指摘的。你想想看，有沒有人看見比他看見那麼遠，他能看見
這些根據，指出主耶穌對整個的律法是最大的威脅。不是他們錯了，就

聖靈的刺叫保羅良心甦醒

是我們錯了；不是律法錯了，就是十字架錯了。因著這個緣故，他要逼
迫神的教會，要剷除神的教會。

弟兄姊妹，這就是為什麼後來保羅完全投降的原因，在這以前聖靈
已經做了奇妙的工作。聖靈怎麼用那個刺來刺他良心呢？神藉著司提反
的見證，你知道司提反是個殉道者，保羅很可能跟司提反辯論過的，在
會堂裏面辯論過的。但現在是保羅告訴我們，一個殉道者的臉乃是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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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臉。那時路加是不在場的，誰告訴他說司提反的臉是天使的臉呢？弟

建造殿宇，然後司提反怎麼說呢？「其實至高者並不住在人手所造的」
。

兄姊妹，不要忘記，一定是保羅看見了，他看見了那個天使一樣的臉。

弟兄姊妹，清楚嗎？這裏觸動了猶太人的一條神經。他說至高者並不住

現在問題來了，如果這些人應該被剷除的，他的臉應該是魔鬼的臉，但

在人手所造的。接下去他怎麼說：
「你們這硬著頸項，心與耳未受割禮的

是怎麼是天使的臉呢？如果他是對的，保羅就是錯的。所以到了使徒行

人，常時抗拒聖靈，你們的祖宗怎樣，你們也怎樣。那一個先知不是你

傳第七章的時候，你看見那裏有一段講到司提反所講的道。請大家記得，

們祖宗逼迫的呢？他們也把預先傳說那義者要來的人殺了；如今你們又

這是聖經裏面所記載的一段很長、很長的道，而司提反是從亞伯拉罕講

把那義者賣了、殺了。」

起，一直講到所羅門，等於是整個舊約的歷史，你看司提反一樣一樣講

請記得司提反怎麼結束他的道的，他們聽不下去了，就是因為完全

下去了。不要忘記，保羅是在迦瑪列門下嚴格受教的，舊約聖經難不倒

挑動了他們的神經。下面說的最後一句話：「你們受了天使所傳的律法，

他。但是請大家記得，那一天不知道為什麼，同樣是舊約的聖經，但對

竟不遵守」
。這什麼意思？保羅和這些猶太人在哪一點上沒有遵守，你看

保羅來講，好像與從前的不一樣，完全不一樣。所以弟兄姊妹們，那個

見這裏怎麼說呢？他說：「如今你們又把那義者賣了，殺了」，這是十字

時候是大家都把耳朵捂著，保羅也不要聽這些道。他不要聽，怎麼又聽

架的故事。你們把祂釘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你們說你們守律法，結

進去呢？不光這樣，是誰把這麼長的講道全部記錄下來呢？是誰把這段

果你們犯一個罪，是罪中之罪，是最大的罪。你別的罪統統不犯，你只

的記錄又給了路加的呢？

要犯這個罪，你就犯了律法了。弟兄姊妹，那個罪中之罪是什麼？他們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見嗎？聖靈那個刺已經在他身上工作了，司提

把神的兒子，把神為人所預備的救恩，把這一位神的兒子釘在十字架上。

反的臉是天使的臉。他所讀的聖經怎麼和保羅在迦瑪列門下所讀的不一

他們釘祂十字架，釘祂十字架，保羅也喜悅，保羅說這樣的人跟隨祂的

樣呢？同樣的一本聖經，舊約不光是歷史，現在有了聖靈的解釋。保羅

都應該要剷除。把十字架取消了，把十字架廢除了，律法就保住了。但

也懂那個歷史，保羅怎麼沒有那個解釋呢？弟兄姊妹，你看見在司提反

是司提反提醒他們，你看見沒有，今天你是個守律法的人，你覺得你在

這裏有一樣東西是他沒有的，他是個聖經專家，他是律法的專家。但是

律法的義上是沒有指責的，你好像什麼罪也沒有，你犯了個最大的罪，

弟兄姊妹，這個完全律法的專家，他看見人解釋舊約的時候，完全不一

是罪中之罪。這個乃是司提反的信息。一個人可以在律法底下，可是他

樣的。弟兄姊妹，那麼現在你讀聖經的時候，你看見司提反講到律法，

的罪反而更多，罪反而顯明了，他能看見他從前所沒有看見的。在那麼

講到藉著摩西律法怎樣的降下，然後一直講，講到所羅門，講到所羅門

多罪裏面，他沒有想到把主耶穌釘在十字架是那最大的罪。那些為律法

的時候，就講到所羅門所建造的聖殿。弟兄姊妹，猶太教兩個大的柱子，

熱心的人，有沒有成全律法？他們很驕傲，我們守住了每一條的律法。

一個是律法，還有一個就是聖殿。現在你明白嗎？當司提反講完這些話，

但是弟兄姊妹，根據司提反的話，你看那句話在保羅裏面，是有一個很

他殉道以前講話的重點在什麼地方，那個結論是什麼？等一等你覺得非

重很重的重量。

常驚訝的，這個對保羅有很深很深的影響。弟兄姊妹，講到所羅門為神

弟兄姊妹，這根聖靈的刺就在保羅良心裏面做工，再做工。我們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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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見了復活的主

聖經怎麼說呢，聖經說：
「司提反被聖靈充滿定睛望天，又看見耶穌站在
神的右邊」
，他說：
「我看見天開了」
。就著拉比來說，他們讀以西結書知

弟兄姊妹，最後在大馬色的路上，你看見我們的主沒有放過他。主

道天開了，天為著以西結開了。但是以西結只看見神榮耀的形像，但是

知道這裏有一個人向著律法絕對，主知道將來他對恩典也會絕對的。親

司提反卻是看見神的榮耀。弟兄姊妹，這個天開了，人子居然站在神的

愛的弟兄姊妹，我們不認識恩典，因為許多時候我們不認識律法，你看

右邊。弟兄姊妹，如果他耳朵沒有錯，如果司提反看見天開了，又看見

這裏有一個為律法熱心的人，你看看這就是保羅，你看保羅所以是保羅，

神的榮耀，而且人子站起來歡迎他。如果這些都是對的話，保羅就要問

乃是他和律法發生密切的關係。現在他在大馬色的路上遇見主。弟兄姊

自己，如果他是對的，我就是錯的；如果我是對的，他就完全是錯的。

妹，我們看保羅就重生了，保羅就得救了。所以他就說神樂意把祂兒子

一個真正討神喜悅的人，他才能看見神的榮耀，連以西結只看見神榮耀

啟示在我的心裏。弟兄姊妹，這是大馬色路上的故事。弟兄姊妹，他一

的形像，現在居然有一個人能看見神的榮耀。弟兄姊妹，現在你看見那

看見神的兒子，他就認識基督了。從此以後他就蒙恩得救了，他裏面得

個刺在他身上一直做工、一直做工、一直做工。然後呢，眾人也都捂著

救了，他有了永遠的生命。但是不要忘記，他的腦子裏面還是律法的腦

耳朵，接著拿石頭把司提反打死。弟兄姊妹，這讓我們看見，這些人都

子，聖經告訴我們說，他沒有跟別人商量，他沒有立刻上耶路撒冷去，

是捂著耳朵的，都不要聽見。但這裏有一個人聽見了，他不要聽，但他

他到了阿拉伯去。你讀到加拉太書，後來講到阿拉伯的西乃山，那是甚

卻聽見了，這就是保羅。所以他所聽見的，他所看見的，聖靈就用那根

麼意思呢？大概給我們看見，保羅就到了西乃曠野，他來到了西乃山。

刺在他裏面來刺他，但他反抗那根刺，他要把它踢回去。他一定要踢那
根刺，因為如果不踢那根刺的話，律法就倒了，他也就完了。律法不能

裡面明亮過來了

錯，他也不能錯。弟兄姊妹，他沒有順服，他反而更變本加厲。所以聖
經告訴我們說，從那個時候開始，教會就大受逼迫。然而掃羅呢？卻殘

弟兄姊妹，現在你明白嗎？神的話是神的話。現在不一樣了，沒有

害教會。弟兄姊妹，這個殘害原文就是保羅像熊一樣進到葡萄園去踐踏

得救以前，他只有神的話，沒有人會解釋神的話，雖然很多拉比解釋神

葡萄園，這個動詞背後就是那個意思。保羅怎麼是個大熊呢？保羅是個

的話，但真正能解釋神的話的乃是聖靈自己。現在他蒙恩得救了，神的

文明的人，保羅是個教授，保羅是個學者，現在他怎麼能流聖徒的血呢？

靈住在他裏面。弟兄姊妹，同樣的聖經，現在聖靈把神已經說過的話對

律法不能分開的，他怎麼樣？弟兄姊妹，他要保住律法。所以他一定要

他再說一遍。同樣是律法，律法仍舊是聖潔的，律法仍舊是公義的。但

把這個聲音壓下去，為著把良心的聲音壓下去，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

是，聖靈就把這些對他再解釋一遍。所以我們相信他到了阿拉伯的曠野，

殺害，流聖徒的血，這就是後來他逼迫教會的故事。

他是把整本的舊約聖經帶到阿拉伯的曠野。我們怎麼知道呢？當你讀他
的書信的時候，你看他引舊約的聖經，幾乎是每一個字每一句引過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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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時候的聖經沒有分章，沒有分節，而且舊約的聖經是一個皮卷一個

的話沒有錯，釘在木頭上的是被咒詛的。但是我們的主為著你，為著我

皮卷的，不光沒有章和節，也沒有標點的，所以你看整個神的話好像是

的緣故，掛在十字架上，要我們脫離律法的咒詛。親愛的弟兄姊妹，現

一整片一樣。當保羅引這些聖經的時候，那個時候沒有電腦，弟兄姊妹，

在你明白嗎？因著他犯了罪中之罪，他把神的兒子釘在十字架上，他就

今天你可以查電腦，你不分章不分節你還是可以找到那節經文的。你看

落在那個咒詛底下了。他什麼罪都不犯，只要那個罪就能叫他落在律法

見保羅不光讀聖經，而且保羅是把聖經背在他裏面，你看他引聖經就知

的咒詛底下。現在好消息是什麼？感謝主，所以他說：
「基督既為我們受

道他是個背聖經的人。他到了西乃曠野，他把舊約聖經帶去。當聖靈與

了咒詛，就贖出我們脫離律法的咒詛」
，這裏他是非常非常的清楚。不光

他交通的時候，神的靈在他裏面運行的時候，聖靈光照的時候，弟兄姊

是這樣，我們知道他如果在西乃曠野，他所面對的當然是西乃山。到底

妹，他就看見從前所沒有看見的。舊約沒有改變，一點一劃都不能廢去。

他在不在西乃山並不重要，後來他寫加拉太書的時候，你看見西乃山當

神的話沒有錯，讀神的話的人錯了；律法沒有錯，守律法的人錯了。

然代表律法。弟兄姊妹，也許他在西乃曠野的時候，聖靈把在舊約裏面

弟兄姊妹，你看見聖靈所做的工作是徹底的工作，聖靈不是對付他

的話對他再說一遍的時候，有一件事叫他裏面覺得很驚奇。所有的猶太

所做的，聖靈要對付他這個人。弟兄姊妹，你看見沒有？同樣的一本聖

人，根據猶太拉比學校的解釋，人類歷史第一個五旬節，就是以色列人

經，同樣一本舊約，現在人不一樣了，有聖靈住在他的裏面，所以他能

到了曠野，到了西乃曠野，到了西乃山跟前。所以對猶太人來說，這個

看見從前所沒有看見的。弟兄姊妹們，你看見當初他不是說釘在十字架

五旬節的意義是什麼？五旬節最重要就是降律法，然後與神立了約。弟

上的是受咒詛的嗎？這不是真實的故事嗎？這個一點都沒有錯的。弟兄

兄姊妹，以色列人所以是以色列人，他們和西乃山是沒有辦法分離的。

姊妹，現在你怎麼說？明明說掛在木頭上是被咒詛的，而祂又是我們的

弟兄姊妹，什麼叫做五旬節？五旬節對於猶太人來說就是降律法。現在

救主，祂又是彌賽亞，祂又是基督。這個時候你怎麼解釋這件事？聖靈

他們能夠成為律法之子，他們和所有世界上的人都不一樣，他們的歷史

就向他解釋。當你讀加拉太書的時候，他有一個發現，他發現說該掛在

就開始了。不要忘記，這是五旬節的意義。

上面的是我，該受咒詛的是我，我應該掛在十字架上，因為掛在木頭上

當他蒙恩得救以後，聖靈住在他裏面。弟兄姊妹，神開保羅的眼睛，

是被咒詛的，但是因為主耶穌是我的救主，所以祂作了救贖的工作。祂

他清楚得很，就在五旬節那一天，根據使徒行傳告訴我們，聖靈就澆灌

怎麼救贖呢？祂把我從那裡救贖出來呢？他說把我從律法的咒詛底下拯

下來，聖靈就把大家浸成功作一個身體。對於基督徒來說，就著神救贖

救出來。

的工作來說，五旬節是非常重要的，因為五旬節聖靈就降下了。感謝主，
因著聖靈降下，結果叫主耶穌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恩，就能作在我們

十字架的福音

這些人的身上。現在十字架客觀的工作，能夠在保羅身上經歷了。所以
從那個五旬節到這個五旬節，從第一個五旬節，到主耶穌釘十字架那一

弟兄姊妹，現在你看見十字架上的福音了嗎？同樣的一本聖經，神

年的五旬節，這裏面經過了一千五百年。弟兄姊妹，一面是降律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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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是降聖靈。律法代表神的要求，聖靈代表神的供應。神沒有廢掉祂的

門選一班專家來做，如果這些專家不行，別人統統不行。所以這一千五

要求，神沒有停止祂的要求，但是誰來達到那個要求呢？這是五旬節所

百年，神在人裏面找了一群專家，這一班人就是猶太人。他們到了禮拜

發生的事，這是聖靈所發生的事。

六一定守律法的。請記得，現在神要藉著他們，神要用他們來遵守這些
律法。但是弟兄姊妹，一千五百年的歷史給我們看見，尤其像保羅那樣

十字架成全了律法的要求

的人，你看見他們越遵守律法，他們發現他們越不能遵守律法。猶太人
是非常聰明的，猶太人小朋友也是很聰明，禮拜六要守安息日，就不能

所以弟兄姊妹，當你讀加拉太書的時候，一面講十字架，一面講聖

看電視了，一看見你按那個開關，你就是做工了，你就犯規了。怎麼辦

靈，在加拉太第五章怎麼說呢？「但你們若被聖靈引導，就不在律法以

呢？禮拜五太陽下山以前，他們已經把電視打開了，但問題就是不能再

下」
。現在清楚嗎？如果你被聖靈引導，你就不在律法之下了。不光這樣，

轉換台了。但是不管怎麼樣，這代表什麼？同樣的，猶太人不吃豬肉的，

你還記不記得？他告訴我們說，我們這些因信稱義的人，我們和亞伯蘭

但是弟兄姊妹，為什麼有的時候豬肉會賣到別的地方去呢？這個豬是不

一同得什麼福呢？你不知道那個福是什麼？現在你懂了，我們這些因信

潔淨的，那你怎麼可以養豬呢？豬踩在地上就全部不潔淨了。但他們告

稱義的人，不是因著律法稱義的。那亞伯蘭的福氣是什麼呢？保羅告訴

訴我們說，不要緊的，他們的豬從來沒有踩在地上的，因為他們用木頭

我們是聖靈。弟兄姊妹，現在你明白嗎？如果我們是亞伯拉罕的子孫的

架子把它架在上面。

話，你看見沒有，這就是五旬節所發生的故事。所以既然是聖靈，那就

沒有一個人守律法像猶太人一樣，我們覺得非常的慚愧，但是不要

給我們看見，我們被聖靈引導就不在律法之下，聖靈代表神的要求，同

忘記，神是找了人類歷史最好的一批專家，結果其中最好最好的像保羅

時也代表神的供應，這就是恩典。所以弟兄姊妹，因著這個緣故，現在

那樣。但是，最後結果是什麼？「立志行善由得我，但是行出來卻由不

保羅看見了，罪必不能做你們的主，因為你們不在律法之下，乃是在恩

得我」
，這句話不是你說，不是我說，這句話是專家的專家說的，這是律

典之下。現在你怎麼解釋這一千五百年？感謝主，保羅在加拉太第三章

法的專家說的，這是律法的教授說的。弟兄姊妹，這是什麼意思？一千

怎麼說呢？「這樣律法是為什麼有的呢？原是為過犯添上的」。你看見

五百年，就給我們看見神一直在等，等，等人到了盡頭，神就開始工作

嗎？這個律法，所有的律法，是為著過犯添上的，等候那蒙應許的子孫

了。所以經過了一千五百年，人裏面失敗了。如果連專家都失敗了，我

來到，就是等到基督來到。因此你看，基督是個目標，律法只是過程。

們也應該放棄希望了。人類需要什麼？人類需要救贖主，人類需要救主。

羅馬書第十章那裏告訴我們說：「律法的總結就是基督」。律法是什麼意

因著這個緣故，主耶穌就生在律法之下，要把我們這些在律法之下的人

思呢？律法就是給你看見你不行。

拯救出來。

弟兄姊妹，你看見那一千五百年所啟示的意義嗎？我們怎麼知道人

你看見沒有？這是榮耀的救恩。我們現在懂得了，原來律法是把我

不能遵行律法呢？神不是找普通人來做的，世界上人都辦不到的。神專

們引到基督那裡的，這一千五百年在歷史上像括弧一樣。弟兄姊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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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了律法。

禱告

有一句話是非常寶貴的，我覺得很少有人像聖奧古斯丁講得那麼美好

主，為了這些話，我們向祢獻上感謝，求祢對我們深處說話，祢若

的。聖奧古斯丁說：
「神降下律法，是叫人尋求恩典；但是神把恩典賜給

願意，請祢使用這些話，開我們的眼睛，開我們在座許多年輕人的眼睛，

我們，是叫我們能成全律法。」弟兄姊妹，律法一點一劃也沒有廢去，

讓我們從第一天開始，我們不只脫離罪，也脫離律法。聽我們的禱告，

因為律法是良善的，律法是對的，我們是錯的。誰能拯救我們這個錯的

靠主耶穌基督可愛的名求。阿們！

人呢？這是十字架的工作。所以，從那個五旬節到了這個五旬節，從第
一個五旬節到主耶穌釘十字架那個五旬節，告訴了我們什麼？告訴我們
說，神要把我們放在恩典之下。
你看見沒有？因為律法的總結就是基督。那個總結在原文有兩個意
思：一個是“目標＂、另外一個是“終結者＂。你看見嗎？這兩個意思
都有的。保羅看見了，你看見沒有？過去神是把他圈在律法裏面，把他
引到基督那裡去。親愛的弟兄姊妹，這就是十字架所作的。主為什麼要
釘十字架？也就是經過一千五百年，讓最會守律法的人，他們也可以說
是意志最堅強的人，他們這些人才能夠遵守律法。但是弟兄姊妹，如果
他們也失敗了，就沒有一個人是有希望的，專家失敗了，大家統統沒有
希望。但是感謝主，我們是有希望的，主耶穌乃是人類的希望，祂為我
們釘在十字架上，為我們從死裏復活，祂升到天上，聖靈降下來。親愛
的弟兄姊妹，聖靈不只有要求，聖靈也有供應，所以我們不在律法之下，
因為我們在聖靈的供應之下。弟兄姊妹，如果是聖靈的供應，那就是恩
典，所以今天我們不在律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在恩典之下，好像是
沒有律法，但是弟兄姊妹，我們反而不再做罪的奴隸。一個在律法底下
的人，他所關心的是，我犯不犯罪，結果他反而做了罪的奴隸。感謝主，
什麼叫十字架？十字架就是把我們放在恩典之下。感謝主，是十字架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