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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律主义形式各异，反律主义者并不总能被整齐归类，他们也并

不必然持守由他们预设前提而来的一切逻辑推论。1 本文是从神学意

义使用“反律主义”一词：否认十诫对在基督里的人具有当尽义务

（“约束良心”）的性质。 

18 世纪的人广泛认定，反律主义本质上是未能明白和欣赏上帝

律法在基督徒人生中的地位。但正如律法主义比一眼看上去有更多内

涵，反律主义也是如此。 

异极相吸？  

也许人思想反律主义时最大的失策，就是认为它绝对是律法主义

的反面。 

如果一位崭露头角的心理学博士生对基督徒做一次词语联想试

验，这会很有意思。这试验可以包括以下内容：  

旧约 - 预料的回答 - 新约 

罪 -预料的回答 - 恩典 

大卫 -预料的回答 – 歌利亚 

耶路撒冷 -预料的回答 -巴比伦 

反律主义 - 预料的回答 - ? 

认定对最后一个问题本能的回答就是“律法主义”，这岂不是有

道理吗？ 

“正确答案”果真是“律法主义”吗？在一般字词用法层面上，

这可能是正确答案，但从神学角度来看，这回答不能令人满意，因为

反律主义和律法主义其实并不是如此完全相反，因它们两样都是与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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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对立。因此圣经从来没有把一样当作解决另一样的药方。而是解决

这两样问题的药方，都是恩典，上帝在基督里，在我们与基督联合当

中的恩典。 

这观察意义重大，因为教会历史上其中一些最有影响的反律主义

者承认，他们发现自己的律法主义之后，是在逃离这一点。 

第一位为英国反律主义始祖级人物陶比斯·克里斯比（Tobias Crisp）

2写传记的约翰·吉尔（John Gill）说：“他一开始采用律法主义的讲道

方法，对此大发热心。”3 

本杰明·布鲁克（Benjamin Brook）表明了更大的背景： 

接受了后来他们认识到是错误观点的人，常常认为他们如何远离

这些观点都不为过，他们离从前意见越远，他们就越接近真理。不幸

的是，克里斯比博士的情形正是如此。他从前甚为轻视基督的恩典，

吸取了一些意见，这在他里面生出一种律法主义和自以为义的精神。

他想起自己从前的观点和行为举止就深感震惊，看来认为他如何远离

它们也不为过。4 

但克里斯比和其他人一样，服用了错误的解药。 

反律主义者按本性，是一个有律法主义内心的人。他/她是出于

反应而成为反律主义者，但这只是意味着他/她有了一种对律法的不

同观点，而不是一种更符合圣经的观点。 

理查德·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的评论因此极富洞察力： 

反律主义在我们当中兴起，源于一种对福音恩典的模糊传讲，以

及太过强调流泪和威慑。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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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盘除去律法，这似乎提供了一种避难所。但问题并不在于律法，

而是在于人心——而这依旧没有改变。反律主义者以为他的视角现在

是在律法主义的对立面，就开了一种不恰当的灵命药方。他的病没有

得到完全医治。确实，他的病根已被隐蔽，而不是揭露和得以治愈。 

律法主义只有一种真正的解决之道，就是与福音为反律主义开的

同样药方：认识与耶稣基督祂自己的联合，尝到这联合的滋味。这带

来一种对上帝律法新的爱与顺服，这律法是祂现在在福音中传递给我

们的。唯有这一点才能既击破律法主义的捆绑（不再把律法和基督分

开），也击破反律主义的捆绑（我们不再与把自己与律法分开，现在

律法是从基督手里临到我们，我们靠着圣灵加力遵行，圣灵在我们心

上写下这律法）。 

没有这一点，律法主义者和反律主义者就依然错误看待上帝的律

法，未能充分建立起与上帝恩典的联系，依然未能正确庆贺尽本分和

以基督为乐的联姻。 

拉福·厄斯金（Ralph Erskine）6是一位“现代神学纲要”争议中的

弟兄，他曾经说过，最大的反律主义者实际上是律法主义者。他的这

说法反过来也是对的：最大的律法主义者也是反律主义者。 

但从律法主义转到反律主义，这绝不是逃离我们一开始嫁给的那

位丈夫的出路。因为我们与律法离婚，并不通过相信诫命不再有约束

力，而是通过与耶稣基督结婚，因着与耶稣基督联合，我们就喜爱遵

行律法。波士顿（Boston）他自己认同这普遍分析： 

这种反律主义的原则，即一个人因信完全成义，就无需努力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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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和行善，这是一个明显的证据，表明律法主义如此污染了人败坏

的本性，以至于除非一个人真正凭信心到基督这里来，这律法主义的

性情就仍然在他里面作王；不管他把自己变成何种形态，或在信仰中

持守何种原则，虽然他投奔反律主义，但仍随身带着他的律法主义的

精神，而这总是一种奴性、不圣洁的精神。7 

一个世纪之后，美国南方长老会牧师和神学家汤惠尔（James 

Henley Thornwell，1812–1862）留意到这同样原则： 

不管反律主义会采取何种形态，它总是源自律法主义。一头扎入

一个极端的人，不是别人，正是那些曾经身处另一极端的人。8  

还有，柯宽恩（John Colquhoun）讲到这一点在真信徒生命中的表

现：  

某种程度的律法主义精神，或内心守行为之约的倾向，依然存留

在信徒里面，常常胜过他们。他们有时觉得极难抵挡这种倾向，就是

靠他们自己的成就和表现，部分有权得着上帝的眷顾，能以上帝为乐。

9 

如果我们以为反律主义是得救脱离我们原本律法主义精神的方

法，我们就需更新对罗马书第七章的认识了。与保罗对立，律法主义

者和反律主义者都把律法看作是问题。但保罗极力指出，根本的问题

是罪，而不是律法。相反，律法是“良善”，“公义”，“属乎灵的”， 

“圣洁的”。10真正的敌人是内住的罪。罪的解决之道，既不是律

法，也不是推翻律法，而是恩典，保罗在罗马书 5:12–21 有力证明

了这一点，而这恩典是他在罗马书 6:1-14 解释与基督联合的上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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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表明的。那么废除律法，这就是滥杀无辜了。 

出于这原因，要紧的就是要留意到保罗在罗马书 7:1–6 论证的

动态关系。我们已经与律法结婚。一位妇人的丈夫死了，就可自由再

婚。但保罗非常清楚地说，不是律法死了，让我们可以与基督结婚。

而是那曾与律法结婚的信徒在基督里已经死了。但她与基督一道复活，

现在就能（按律法是合法！）自由与基督结婚，以基督作她丈夫，可

以结果子给上帝。用保罗的话说，这第二次婚姻的目的，就是“使律

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11  

在这种意义上，基督徒与律法的关系就是“在基督的律法里”！12

我们不像从前那样直接与律法建立关系，或与孤立、仅仅是诫命的法

律建立关系。这关系是依靠我们与基督优先的关系，是这种优先关系

新的果子。用简单的话说，正如亚当从天父领受律法，从祂手中领受，

这律法本绝不应当与祂分离（那蛇、然后是夏娃使之与上帝分离），

同样新约的信徒绝不可看律法，却不认识到他与律法的关系是他与基

督联合的结果。  

班扬（Bunyan）明白罗马书第七章的意义。13 我们所有人身上仍

有一种“首先的亚当的倾向”。相信的人已经向律法死了，但律法并

没有死。律法依然对相信的人存在。但相信的人与基督联合，现在能

成就婚姻的律法，结出果子！ 

因此结出律法要求果子的，是恩典，而不是律法；然而，与此同

时，恩典结出的果子，是律法所要求的。拉福·厄斯金用诗的形式说明

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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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福音-恩典和律法-命令 

捆绑或释放对方的手脚； 

按任何条件均无法讲和， 

然而却彼此相拥。  

将它们分开的人， 

不可能是 

事实与真理的朋友；  

然而人胆敢将两者混淆 

就是毁了这两样，自招灾祸。 

若非用福音的红母牛耕地， 

这吊诡就无人能识透。14  

因此，他继续写道： 

律法命令我奔跑做工， 

福音加给我手和脚。 

一样要求我顺服，  

另一样加给我力量。15 

头脑与内心  

这是一个基本的教牧功课。这不仅仅是头脑的问题，这是内心的

问题。反律主义可能隐藏在教义和神学术语当中，但它既暴露，也掩

盖了人内心对绝对当向上帝尽的义务或本分是一屑不顾。因此在教义

方面进行解释，这只是这场争战的一部分。我们面对的，是某样更难

以捉摸的事情，是一个人的精神，一种直觉，一种有罪的性情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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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微妙的将本分和喜乐分开的做法。这要求努力、爱心的教牧关怀，

特别忠心、强调与基督联合、完全地解开上帝的道，好让福音可以融

化我们心里顽固的律法主义精神。 

约翰·牛顿（John Newton）和威廉·考柏（William Cowper）编写的

《奥尔尼诗集》收录了考柏写的赞美诗《爱催促我顺服》，它很好说

明了这光景： 

本性力量不足 

正确服侍主；  

缺乏更清楚光照， 

她有的，她就错用。 

我受捆绑遭患难，  

落在律法之下何等日久！ 

我苦苦遵行命令顺服， 

劳苦做工却不得成功。 

那时要脱离外面的罪  

远超我能力，我无法对付；  

现在，我若感受罪在心里的力量， 

我也感受到，对罪我是深深恨恶。 

那时，我做完一切为奴的工作  

一种义就生出；  

现在，在子里面蒙白白拣选， 

我就甘心选择祂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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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说：我当做什么， 

让我更加配得？  

我当把什么交给主， 

成了我现在的求问。  

看到律法由基督成全， 

听见祂赦罪的声音， 

就把奴仆变为儿子，16  

本分变为甘心的选择。  

我们在这里面对的是一种性情，其根源可以一直追溯回伊甸园的

土壤。那么反律主义就像律法主义一样，并不只是对律法有错误的看

法。终极来说，它对启示在律法和福音当中的恩典有错误看法，在这

背后，是对上帝祂自己错误的认识。 

但反律主义危及了什么教义问题？ 

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  

上帝的律法在新约中角色的问题，与登 ft 宝训一样悠久，与教牧

书信一样古老，与保罗这问题一样重要：“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

有的呢？”17 

在宗教改革的时候，在“第二次宗教改革”期间，一直延续到清

教徒的年代，人都在提出这问题。人重新发现圣约神学，这就产生了

对律法性质和作用的讨论。因此，人在过去七十年研究圣经，（既是

从普遍而言的古中近东文献，也是从具体方面的旧约圣经）重新发现

圣约神学思想的重大意义，接着出现一种小作坊式的行业，出版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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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地位的书籍文章，这就不让人感到惊奇了。 

新约圣经一些陈述带着某种严厉语气描写上帝的律法。保罗会讲

到律法在与之相关的“属死的职事”和“定罪的职事”方面发挥作用。

18 另外，其他陈述似乎暗示信徒已经脱离了律法。19 这是否肯定给

了反律主义充分的证据，支持它的神学立场？ 

但我们需要考虑几个反方论证。 

有限的词汇？  

克莱菲尔德（C. E. B. Cranfield）在发表他的巨著罗马书注释之前，

在一篇写于 1964 年的重要文章中，努力阐明保罗对律法的观点，他

指出一个明显事实：保罗并没有使用一种通行的词汇来说明律法主义

和律法主义者。他从来没有使用这样的术语。他的词汇也没有反律主

义者这说法。因此，保罗解释律法的作用，人对律法的误解时，并没

有这种语言和范畴方面的装备。 

但这对明显事实的陈述，对许多读新约圣经的人来说却不是如此

明显。人有一种内置的倾向，认定如果我们读圣经时思想当中存在着

一种概念，那么这种概念也必然存在于圣经作者的思想当中。确实，

如果我们尊崇圣经，也许我们就很难接受这一点，就是我们一些概念

性的术语，完全不是使徒装备的一部分。 

就是在这种处境当中，保罗有限词汇的结果，就是他并没有使用

我们现成的神学术语来表明后来“神学纲要争论”中涉及的关键观念。

他在自己的处境当中，是在他使用术语的 

“局限”之内展开论述。20 因此克莱菲尔德写道，与现代神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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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保罗在尝试澄清基督徒对律法的看法时，处在一种相当大的劣

势之下。 

克莱菲尔德并不是说，保罗不像教会那样明白律法。但他是在说，

保罗并没有使用与教会一样的语言装备陈述他的观点。他继续说道： 

有鉴于此，我认为我们应乐意承认存在着这种可能，就是有时当

他似乎是在贬损律法，但实际上他想到的可能并不是律法本身，而是

人对律法的误解和误用，对此我们有常规的术语说明，但他却没有。

21 

虽然克莱菲尔德强调在圣经注释方面的这种空白，他可能是对的，

但四百年前加尔文已经表明了这同一个神学要点： 

他（保罗）为了驳斥他们的错误（即律法主义），有时就不得不

按狭义讲到那纯粹的律法，即使律法其实是调和着上帝白白赐人儿子

名分的那圣约的恩惠。22  

反律主义的作家通常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在释经和神学方面的

牵涉影响。但除非我们敏感认识到这一点，否则就不能解开保罗对律

法态度的正确含义。 

我们在保罗身上看到的，是一把简单的钥匙，明白他为什么可以

对律法作出褒贬皆有的陈述：那让人死的职事是律法的一种职事，按

其本身，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的”。23律法定罪的特征，并不是

律法任何固有内容的结果，而是我们固有的恶的结果。 

保罗在罗马书 7:7–12 极力捍卫了这一点；确实，这整一章都是

为了澄清律法的性质和作用。他已因着律法知道何为罪。这是否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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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律法本身多少是有罪？ 

这段经文前后看来是一种首尾呼应，强调律法的良善： 

问题：律法是罪（有罪）吗？  

否定，他在第 7 节否认律法是罪。 

肯定，他在 12 节确认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 

在这首尾呼应之内，他清楚表明元凶是罪，而不是律法： 

律法显明我们的罪 （7 节 b）。 

律法也禁止我们的罪（7 节 c）。 

就律法而言，罪实际上是机会主义者（8 节）。 

在律法的光照下，罪又活了（第 9 节：就像掀开一块石头，下

面的虫子蠢蠢欲动）。 

律法应许给人生命（“这样行就可以活”）。 

罪把律法变成一种叫人死的工具（10 节）。 

结论：杀死我们的是罪，不是律法（11 节）！ 

在这里，保罗似乎对律法有一种如此严厉和消极的看法（律法是

他对罪产生意识的原因），但就在这同一上下文当中，他是在澄清律

法圣洁的性质。律法带有上帝祂自己的品格。这就是他——以及我们

——能凭信心说“按着我里面的人，我是喜欢上帝的律”的原因。24

肯定的是，如果律法是圣洁、良善和属乎灵，我们就必须如此说。 

反律主义的立场，倾向按绝对意义看待对对律法消极或贬损的陈

述，这样就看不到澄清这位使徒教导的圣经框架。 

上帝颁布律法，在这当中祂的恩典  



来源:古旧福音 https://old-gospel.net/ 

13 

 

如此强调旧约新约，以及它们各自圣约的统一性，以至于未能看

到它们有重大的多样性，这当然是一种释经错误。 

两约之间划时代的差异如此巨大，以至于约翰讲到圣灵的工作时，

可以用一种极端的说法描述这差异：“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

耶稣尚未得着荣耀。”25但这里用绝对说法讲的意思，应在一种相对的

意义上加以理解。 

按类比的方法，约翰福音对圣灵的说法同样适用于律法。圣经要

人在一种比较的上下文中看待的，不可从绝对的角度解读。律法本是

藉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26 这种对比不是绝

对的。如果没有其他考量，基督徒似乎就绝不应羡慕诗人在诗篇 1:2

（“惟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或诗篇 119:97（“我何等爱慕祢的律法”）

中的敬虔。但事实就是，基督徒出于本能渴慕上升到这种高度 27，因

为他们（至少潜意识）认识到，律法是一位爱的天父满有恩惠的礼物，

虽然律法本身并没有给人遵守它的能力。 

如果反律主义者回应说：“但这更多讲的是妥拉律法，而不是十

诫，”我们必须强调，虽然确实如此，但这律法也不少于十诫。确实

我们有权问，在新约，妥拉律法中有什么是写在我们的思想里，写在

我们的心上？难道是我们现在得到能力，去爱和遵守的十诫以外的事

情吗？不可能是十诫的礼仪和民事应用。我们爱律法，因为它是“属

乎灵”的 28，这就是说，它与圣灵和谐一致。我们在圣灵中里，按我

们“里面的人”29，我们是喜悦上帝的律法。毕竟，主耶稣基督这位

最卓越的属灵人，爱和成全了律法。祂这样做，不是作为一种虚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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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姑且容忍的手段，要达到某种目的，而是因为祂在我们的人性里

面，真实爱着上帝的道告诉祂上帝自己所爱的。圣灵在我们心里写下

律法，以及遵守律法的主耶稣基督内住在我们生命当中，这解释了为

什么我们也是如此。 

救赎历史脉络中的律法  

改革宗神学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上帝通过恢复人身上上帝的形

象，在救赎历史当中彰显出祂的荣耀。30 上帝的拯救工作总是涉及更

新我们被造时的为人。  

确实，拯救超越了创造时的生命，因它是朝着一种得荣耀的现实

运动。但这运动是双向的：回归受造的伊甸园，向前去到重新创造和

得荣耀的伊甸园；上帝的启示对应了这一点——它继续重塑之前启示

和救赎的模式，并且推动它们向前。 

在这一点上，最基本的莫过于上帝的陈述如何带出上帝的命令。

这是圣经基本的文法。在这种意义上，恩典总是生出义务、本分和律

法。这就是主耶稣祂自己非常刻意强调，爱祂就要遵守诫命的原因。

31 

确实，新约圣经教导我们关于爱的律法的事。爱是完全了律法。

32确实，“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33但圣经从

来没有说过爱取代了律法，这是有几个重要原因的。 

第一个原因，就是爱是律法所命令的，律法所命令的，是爱所成

全的。爱的律法不是新造出来的新约观念；它是庄严位居旧约信仰和

生活的核心位置。它是以色列不断的认信：耶和华是独一的上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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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尽心爱祂。34 

第二是那经常遭人忽视的原则：爱要求方向和行动原则。爱是动

机，但爱并不是自我解释的方向。 

保罗在罗马书 13:8–10 对基督徒生活的解释讲到这重大原则，

就是爱是完全了律法。但他对我们说明，他在这上下文中讲的“律法”

是诫命，就是十诫。他引用了“爱人如己”的其中四条诫命（按他使

用的希腊文旧约圣经译本申命记 5:17–21 讲的顺序），但是他并没有

把这些具体的诫命（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孤

立开来，而是继续加上“或有别的诫命”。35 

诫命就像火车铁轨，圣灵浇灌把上帝的爱浇灌在人心里，这给人

的生命加力，让这生命在铁轨上运行。爱给火车头加力，律法指引方

向。爱和律法互相依存。爱能脱离律法运行，这种观念是是虚构的想

象。它不仅是一种糟糕的神学，也是一种糟糕的心理学。它需要从律

法借用眼睛才能让爱看得见。 

大画面和更大的画面  

我们已经看了圣经大画面的不同方面。上帝在西乃 ft 赐下律法，

规范祂百姓与祂的关系（“信仰”或“礼仪”律），也规范他们彼此的

社会关系（“民事”律）。后者是针对他们这些（1）得救赎脱离埃及的

人，（2）在他们还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时候，（3）展望弥赛亚到来而

颁布赐下的。 

但有一幅更大的圣经画面，从西乃 ft 既往后也向前扩展。 

出埃及本身是一种恢复，为的是让人把它看作是一种再创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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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把百姓安置在一种伊甸园中——“流奶与蜜之地”。在那里，就像

在伊甸园，上帝向他们颁布命令，规范他们的生活，让他们荣耀上帝。

36 恩典与本分，特权与责任，陈述与命令，这些是当时的安排，让他

们生活在上帝的面前，彼此相处。 

 

除此以外，或更精确地说，作为这些应用的根基，上帝向他们颁

布十条诫命。它很简单，主要以否定的形式，在这土地新的处境当中，

描述了那构成亚当原初生命的生活原则。 

 

向前快进到加略 ft 和圣灵降临。正如摩西登西乃 ft，把写在石板

上的律法带下来，现在基督已经登上那座天上的 ft，但与摩西形成对

比的是，祂已经把圣灵降下，圣灵不仅在石板 

  

上，也在我们的心板上重新写上律法。这是对伊甸园的重新校正，

虽然是在人心里发生；这人从前是罪的奴仆，带着罪的印记，生活在

一个仍在罪辖制之下的世界。现在通过依靠圣灵顺命遵守律法的基督

内住，这能力是在人里面。现在这既为基督徒提供了动力，也供应了

能力。这种加力在我们里面复制出主耶稣的情形，就是我们有能力说：

“我何等爱慕祢的律法！”恩典和律法完美联系在一起。 

 

就这样，在基督里，旧约律法中那临时的已经成为过去。在西乃

ft 之前 430 年亚伯拉罕之约的应许，已经有一种国际应验。37 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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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乃之约中凡为了（1）保守这群百姓，让他们在一片特定土地上成

为一个民族，使他们与其他人有别，（2）通过礼仪和圣礼把他们指向

基督的事情，都已不再对教会具有约束力。 

 

但同理，那表明上帝创造人目的的依然存在。人得恢复具有上帝

的形象，这暗示了这一点。因为情况如此，基督徒就不可能是反律主

义者，正如他不可能采纳这种观点，就是得救并不是在他的生命当中

重新恢复上帝的形象。 

 

因此对于《现代神学精髓》和欣赏它的弟兄而言，写在人心上的

律法，是作为创造恩典的一部分由上帝赐下。正如《现代神学精髓》

一书所说： 

 

亚当在园中，就像以色列在西乃 ft 上听到同样的律法，只不过是

用词较少，没有雷鸣而已。38 

 

所有渐进启示都是之前启示的回响，并且推进了之前的启示。这

遭人违反的律法，在西乃山上以一种具体的临时形式赐下。现在这同

一律法写在我们心里，不是由创造恩典，也不是由西乃山的命令，而

是由耶稣所流的血结出的果子。这所流的血成全了摩西律法的礼仪律，

将它终结；这血标志这以色列作为上帝百姓当遵守的民事律的终曲，

上帝的百姓现在进入一个新时代，成为一个全地的属灵国度，不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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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在一片土地上的一个社会政治人群。 

因此，这就是主流改革宗圣经神学从不同角度对律法作用的看法。 

吊诡的是，今天人经常指责公认信条的陈述缺乏一种圣经神学视

角，未能认识律法在救赎历史上的地位。但对此，威斯敏斯特大会的

神学家肯定有资格回应说：“你读先知书，怎能说他们不明白这些区

别？他们岂不是上帝的代言人，说：‘重要的不是献祭和燔祭，而是

顺服吗？’这样他们岂不就是分辨出礼仪律和道德律的不同吗？” 

在此我们再次看到旧约圣经预言和旧约圣经律法之间的对应关

系。先知预言基督要来拯救祂的百姓，但只有通过祂临在这棱镜看待

祂降临的预言，整个真理才变得清晰起来。这些“统一”的预言，事

实上总是展望祂国度分两阶段降临，第一阶段是道成肉身时，第二阶

段是在完满时。律法也是如此，只有在基督的光照下，我们才能清楚

看到它的各个层面。 

耶稣基督完美体现了上帝的道德律，祂命令我们到祂这里来得安

息（这说法充满了出埃及记的回响 39）。祂也命令我们相信圣灵的大

能，以此与祂联合，以至于当祂把祂（律法）的轭放在我们肩上时，

我们可以听到祂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因此我们是以弗所书 2:15-16 的基督徒：礼仪律已经成全了。 

我们是歌罗西书 2:14–17 的基督徒：把犹太人和外邦人分别开

来的民事律已经成全了。  

我们是罗马书 8:3–4 的基督徒：道德律在基督里也成全了，但

不是废去，我们靠着圣灵的大能生活时，这成全现在就在我们身上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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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40 

那么在基督里，我们真的看到律法的总结。然而保罗也说：“这

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因为基督来，

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让律法也成全在我们身上。这就是使

徒在罗马书 13:8-10，以弗所书 6:1 和其他地方认定上帝的律法对信

徒生活具有持久现实意义的原因。 

 

旧约圣徒知道，虽然他违反的律法定他为有罪，但律法礼仪律方

面的预备把他指向赦罪之道。他既在预言，也在礼仪当中实在看到基

督（却是模糊看到）。他也知道，看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献上祭物，

这重复意味着这些祭物不能完全和最终除罪，否则他就不再需要回到

圣殿献祭了。他能爱慕律法，以律法作他生活的准则，这是因为他知

道上帝为他违反律法作了预备，在它的礼仪律中指向救赎，通过诫命

为他指明方向。 

因此想到基督徒在律法当中看到基督，这不应让我们感到惊奇或

难过。基督徒也看律法是生活的准则；确实，基督徒与加尔文一道看

到，基督是律法的生命，因为没有基督，律法就没有生命。 

只有完全定睛看基督的荣面，我们才能领会律法的清晰。但是当

我们确实定睛看那里，我们看到的是那一位的荣面，祂曾说过：“我

何等爱慕祢的律法，终日不住地思想。”41 而我们心愿要像祂。 

这并不像反律主义者惧怕的那样是捆绑。这是自由。因此基督徒

以律法的深度为喜乐。在应用律法方面，他寻求圣灵指引，因他能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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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一道说，在基督里，通过福音，他已成为一个“在律法以下”的

人。42 

到头来，反律主义认为道德律不再具有约束力，这就不得不采取

一种尴尬的立场。他必须认定，一位旧约信徒对律法的热心委身在本

质上是一种形式的律法主义（奇怪的是，大多数基督徒因未能有这种

委身而感觉亏欠）。但耶稣亲自解释律法的深意，用律法穿透人心，

这就让人看到祂对律法的爱是更强烈。43 

旧约信徒和救主都没有把上帝的律法与满有恩惠的祂自己割裂

开来。凡父命令耶稣做的，祂都去做，这并不是律法主义。我们这样

做，也不是律法主义。 

两兄弟的故事  

在某些方面，“现代神学纲要”争论演化成了等候的父亲和他两

个儿子这比喻的一个神学版本。  

反律主义的浪子醒悟过来的时候，受到律法主义试探：“我要去

作我父家里的奴仆，也许这可以在他眼前蒙恩。”但他沐浴在他父亲

的恩典当中，得释放，可以自由作为一位顺命的儿子活着。  

律法主义的哥哥从来没有尝到父亲恩典的滋味。因着他的律法主

义，他从未能享受父亲家中各样的特权。  

在他们中间站立着父亲，给这两位白白的恩典，对两人都不要求

满足任何先决条件。大儿子若是接纳父亲，就会发现恩典让各样本分

成为喜乐，融化他为奴的刚硬内心。情况若是这样，他那位曾经是反

律主义的弟弟肯定会放下恐惧，像他父亲一样出来到他面前说：“向



来源:古旧福音 https://old-gospel.net/ 

21 

 

我们表明、赐给我们的恩典，难道不是全然奇妙吗？让我们活着，永

远顺服我们恩慈父亲的各样心愿吧！”他们就会手挽着手去庆贺的聚

会，翩翩起舞，儿子兄弟在一起，荣耀见证父亲的慈爱。  

但当时不是这样。  

哎呀，现在还不是这样。 

然而这依然是真实的：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

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

有所不能行的，上帝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作了赎罪祭，

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

灵的人身上。44 

这邀请仍然有效： 

你们一切干渴的 

都当就近水来， 

没有银钱的  

也可以来。  

你们都来，买了吃； 

不用银钱，不用价值， 

也来买酒和奶。  

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 

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  

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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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享肥甘，心中喜乐。45    

完全和白白传讲基督，显为是律法主义和反律主义的内心捆绑得

释放，圣灵把律法写在我们心里，我们与基督联合，就生出感恩顺服

上帝——这仍是现代神学的纲要所在。确实，对我们所有人来说，这

就是福音的纲要所在。事实如此，这是因为福音就是披戴福音义袍的

基督祂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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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注 

1   虽然纯粹说明神学预设前提，这很重要，也是正当，但人并不总是全面和一贯活出

他们预设前提的推论。很重要的，就是不要把一个人不相信的推论归在这人身上。这是论辩

学作品常见的错误。但指出预设前提的逻辑推论，这仍然正当的做法。 

2   陶比斯·克里斯比（1600–1643）在伊顿公学和剑桥大学基督学院接受教育，成为牛

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研究员。他接受任命担任萨里郡纽因顿，后来维特特郡布林克沃斯的教

区牧师。他在布林克沃斯似乎是一位向他会众委身的牧师。他于 1643 年因感染天花去世，

很有可能是在殷勤探访病人时受传染。他的三卷讲道集很快就以《唯独基督得尊崇》为题发

表。因着这些讲道的缘故，他的名字与约翰·绍马什（John Saltmarsh）和其他人联系在一起。

克里斯比的编辑兰开斯特（Robert Lancaster）否认他是反律主义，但威斯敏斯特大会的神学

家对此表示怀疑。司布真的一位前任约翰·吉尔是第一位为他写传记的人。  

3 John Gill, "Memoirs of the Life of Tobias Crisp, D. D.," in Tobias Crisp, Christ Alone Exalted, 3 

vols. (London: John Bennett, 1832), 1:vi. 

4   Benjamin Brook, Lives of the Puritans, 3 vols. (London, 1813), 2:473. 

5 Richard Baxter, Apology for A Nonconformist Ministry (London, 1681), 226; emphasis added. 

6   拉福·厄斯金（1685–1782）是以便以谢·厄斯金（Ebenezer Erskine，1680–1754）的

弟弟，在他们父亲的服侍之下，波士顿被带领来相信基督。1737 年，他跟从哥哥加入由以

便以谢和其他人在 1733 年成立的“协力长老会”（Associate Presbytery）（但以便以谢直到 

1740 年才被苏格兰教会正式免职）。两兄弟都属“代表人”（Representers），或神学精华争议

运动的弟兄。他们新成立的宗派在 1747 年因“议员宣誓”（Burgess Oath）分裂，在这之后，

一些成员离开前往美洲，成为协力改革宗长老会教会（Associate Reformed Presbyterian Church）

一半的创始方（另一半是改革宗长老会人士（Reformed Presbyterians），或盟约派，他们也一

样移民前往美洲）。拉福今天最出名的地方，是他写的福音十四行诗，这些十四行诗反映了

他的习惯做法，就是在主日将尽，讲台讲道完毕，作为“缓缓结束”，把他的讲道主题变成

诗句。 

7 Edward Fisher, The Marrow of Modern Divinity (Ross-shire, UK: Christian Focus, 2009), 221. 

8 J. H. Thornwell, 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James Henley Thornwell, 4 vols. (1871–1873; repr. 

Edinburgh: Banner of Truth, 1974), 2:386. 

9 John Colquhoun, A Treatise on the Law and Gospel, ed. D. Kistler (1859; repr. Morgan, PA: Soli 



来源:古旧福音 https://old-gospel.net/ 

24 

 

Deo Gloria, 1999), 223. 

10   罗 7:12, 14。  

11   罗 8:4。  

12   林前 9:21（ennomos Christou）。 

13   See above, pp. 125–28. 

14   Ralph Erskine, Gospel Sonnets or Spiritual Songs (Edinburgh: John Pryde, 1870), 288–89. 

15   Ibid., 296. 

16   牛顿和考柏在这里加上脚注，让人去看罗马书 3:31 。 

17   太 5:17–48;  加 3:19;  提前 1:8。 

18 林后 3:7, 9。 

19 罗 6:14; 7:4。 

20   这一点带出了一个更大问题，就是圣经文本及其词汇，与我们基督教信仰阐述之

间关系的问题。一个说明的例子，就是三位一体这术语。只是到了特土良的时候（160-约 225

年），人才使用三位一体这说法。不仅保罗没有使用这术语，而且它在他的词汇中也是不存

在的。但他有这概念吗？如果我们这样定义这概念：“三位一体指的是上帝是一个本体，有

三个位格，”那么似乎保罗的思维并没有如此精准形成这概念。但这是否意味着保罗不相信

三位一体？正相反，他的书信充满后来形成的这教义的实质。随意阅读他的书信，着眼观察

他何等经常把三位一体各个位格的作为结合起来，就非常清楚说明了这一点。 

21   C. E. B. Cranfield, "St. Paul and the Law," Scottish Journal of Theology 17 (March 1964): 

55.这篇文章大部分作为附录的一部分("Essay II")  ，收录于 C. E. B. Cranfield, A Critical and  

Exegetical Commentary on The Epistle to the Romans, 2 vols. (Edinburgh: T & T Clark, 1979), 2:845–

62.  克莱菲尔德在他的罗马书注释中写到，保罗“在澄清基督徒对律法的立场方面，工作肯

定受到极大拦阻”（p. 853）。这可能并不是对此情形最恰当的说明，但中心要点依然是有道

理的：保罗不得不使用他可运用的更广义词汇，说明他缺乏词汇表达的一个精确概念。  

22   John Calvin,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trans. F. L. Battles, ed. J. T. McNeill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 1960), 2.7.2.  克莱菲尔德在他的释经书中指出，他认为在他 

1964 的文章发表之前，他的要点在文字方面并没有得到人的关注。从语言和释经方面看，

情况很有可能确实如此。但显然在神学方面，这一点的牵涉影响是许多神学家认识到的，正

如加尔文指出，正确细微解读圣经，这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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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罗 7:12。请留意在这上下文中，保罗如何继续解释，如果我们把本应归给罪的责

任（罗 

7:13）归给律法，我们就是看不到律法动工的动态关系。 

24   罗 7:22。 

25 约 7:39。显然约翰认识到，在耶稣死复活升天之前，人就有圣灵的同在和大能：约 

1:32; 3:5–8, 34; 6:63。 

26   约 1:17。 

27   他们这样做，是因为耶利米书 31:31–33 已经实现。 

28   罗 7:14。  

29  罗 7:22。  

30 罗 8:29; 林后 3:18; 弗 4:22–24; 西 3:9–10; 约一 3:2。  

31  约 13:34; 14:23–24; 15:10, 12, 14, 17。 

32   罗 13:10。  

33  加 5:14。  

34  申 6:5–6。  

35  罗 13:9。  

36 帐幕和圣殿也反映了伊甸园。  

37  加 3:17。  

38   Fisher, Marrow, 54.  请留意，西乃 ft 和伊甸园不存在着绝对等同关系，但两者有一

种真实的延续性，扎根在这观念之上，就是上帝总是呼召有祂形象的人反映出这形象；但神

呼召人在其所处的“四种状态”：创造、堕落、重生或荣耀的任何一种当中，按不同的条件

反映这形象。 

39   见：出 33:14; 申 12:9; 书 1:13, 15; 赛 63:4。  

40   这里应当指出，新约圣经把字句与圣灵作对比，但从来没有把道德律的实质与圣

灵作对比。 

41   诗 119:97。 

42   再一次，这原则就是他通过与基督结婚，是“在律法之下”。人在这里可以想到

的例子，就是高尔夫球手从来就不把由美国高尔夫球协会以及圣安德鲁斯皇家古代高尔夫俱

乐部权威发布的高尔夫球守则看作是“律法主义”。成为一位“反律”的高尔夫球手，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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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就会让他失去比赛资格。很有意思的是，高尔夫球的管理机构发表了一份厚得惊人的

指引，详细说明规则在球场每一种可以想象得到的处境当中如何运用——其中一些处境实际

上是难以想象的！这些规则，连同详细的应用，目的是提升对这种运动的享受。我的这一份

（2010-2011 版）有 578 页，附录又占据了另外 131 页篇幅。高尔夫球爱好者浏览这些高

尔夫球规则应用，会发现这极其有趣，让他高兴，甚至喜乐。因此旧约信徒默想上帝的律法，

行在上帝律法的道路当中，他们的喜乐大得多，程度更高，这绝非是他们绞尽脑汁牵强想象

出来的感受。在基督徒当中，居然有人如此经常心里懊恼，反对我们应常常以上帝的律法为

乐这观念，这真是比古怪更古怪。从马丁路德开始，我们的先辈就把握住了这原则，结果就

是经历一个个世代，使用标准化要理问答的人，学会了如何把上帝的道和律法应用在生活日

常的细节当中。充满奥秘的吊诡，就是一些基督徒对于他们本职必然要有、必然要求的规则

和原则如此着迷，在回应上帝十条基本原则时却精神暴躁。肯定的是，说“我何等爱慕祢的

律法”，这是更好。上帝的律法在福音派运动中日渐衰微，大量神秘主义的方法兴起，教导

人如何寻求上帝的指引，把认识上帝的旨意与认识和顺服上帝的话语分开，这两者之间存在

着一种相互关系，这就不应让人感到惊奇了。 

43   太 5:17–48。  

44  罗 8:1–4。  

45  赛 55: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