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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山寶訓新憲章

黃嘉生牧師



太 5:1 耶穌看見這許多的人，就上
了山，既已坐下，門徒到他跟前來。
太 5:2 他就開口教訓他們，說：
太 5:3 “虛心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
是他們的。
太 5:4 哀慟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
必得安慰。
太 5:5 溫柔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
必承受地土。
太 5:6 飢渴慕義的人有福了，因為
他們必得飽足。



太 5:7 憐恤人的人有福了, 因為他們
必蒙憐恤。
太 5:8 清心的人有福了, 因為他們必
得見神。
太 5:9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因為他
們必稱為神的兒子。
太 5:10 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因
為天國是他們的。
太 5:11 人若因我辱罵你們, 逼迫你
們, 捏造各樣壞話毀謗你們, 你們就
有福了。 5:12 應當歡喜快樂，因為
你們在天上的賞賜是大的。在你們
以前的先知, 人也是這樣逼迫他們。



太 5:13 你們是世上的鹽。鹽若失了
味，怎能叫它再鹹呢？以後無用，
不過丟在外面，被人踐踏了。
太 5:14 你們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
上，是不能隱藏的。
太 5:15 人點燈，不放在斗底下，是
放在燈臺上，就照亮一家的人。
太 5:16 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
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將榮
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



鄉音鄉情音樂會分享福音



鄉音鄉情音樂會分享福音



登山寶訓新憲章





石板上的舊約十誡



舊約十誡



舊約裡預言的新約

耶 31:31 耶和華說：“日子將到，
我要與以色列家和猶大家另立新
約。…
耶 31:33 耶和華說：“那些日子
以後，我與以色列家所立的約乃
是這樣：我要將我的律法放在他
們裡面，寫在他們心上。我要作
他們的神，他們要作我的子民。



舊約裡預言的新約
約 8:5 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們，把這
樣的婦人用石頭打死。你說該把她
怎麼樣呢？”
約 8:6 他們說這話，乃試探耶穌，要
得著告他的把柄。耶穌卻彎著腰用
指頭在地上畫字。
約 8:7 他們還是不住地問他,耶穌就
直起腰來,對他們說: “你們中間誰是
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她。”



新約的應驗



新約的應驗



太 4:23 耶穌走遍加利利，在各會
堂裡教訓人，傳天國的福音，醫
治百姓各樣的病症。
太 4:24 他的名聲就傳遍了敘利亞。
那裡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
各樣疾病、各樣疼痛的和被鬼附
的、癲癇的、癱瘓的，都帶了來，
耶穌就治好了他們。
太 4:25 當下，有許多人從加利利、
低加坡里、耶路撒冷、猶太、約
旦河外來跟著他。



新約的天國宣告



太 5:1 耶穌看見這許多的人，就上了
山，既已坐下，門徒到他跟前來。
太 5:2 他就開口教訓他們，說：

太 5:3 “虛
心的人有
福了，因
為天國是
他們的...



摩西與耶穌的對比

- 摩西出生時，法老王下令接
生婆溺殺男嬰。

- 耶穌出生時，希律王下令殺
兩歲以下男嬰。



摩西與耶穌的對比

- 摩西上西奈山, 領受和傳授
十誡。

- 耶穌上山, 傳登山寶訓。



摩西與耶穌的對比

- 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為
奴之地。

- 耶穌帶領門徒出罪中為奴之
境況。



摩西與耶穌的對比
- 摩西帶領以色列人過紅海，
受洗歸入摩西之約（林前10:1 
弟兄們，我不願意你們不曉得，我們
的祖宗從前都在雲下，都從海中經過，
10:2 都在雲裡、海裡受洗歸了摩西，）

- 耶穌門徒受洗歸入基督之約
（林前12:12 就如身子是一個，卻有許多肢體；
而且肢體雖多，仍是一個身子。基督也是這樣。
12:13 我們不拘是猶太人，是希臘人，是為奴
的，是自主的，都從一位聖靈受洗，成了一個
身體，飲於一位聖靈。）



摩西與耶穌的對比

- 摩西傳授律法五經（創，出，
利，民，申）

- 耶穌的教導記載在馬太福音
的五大寶訓裡（馬太5-7；10；
13；18；24-25）



耶穌的五大寶訓

- 第一篇：登山寶訓 （5-7）

- 結尾：太 7:28 耶穌講完了這些話，眾人
都希奇他的教訓。太 7:29 因為他教訓他
們，正像有權柄的人，不像他們的文士。



耶穌的五大寶訓

- 第二篇：差遣門徒（10）

- 結尾：太 11:1 耶穌吩咐完了十二個門徒，
就離開那裡，往各城去傳道教訓人。



耶穌的五大寶訓

- 第三篇：天國的比喻（13）

- 結尾：太 13:53 耶穌說完了這些比喻，就
離開那裡，



耶穌的五大寶訓

- 第四篇：天國的生活（18）

- 結尾：太 19:1 耶穌說完了這些話，就離
開加利利，來到猶太的境界約旦河外。



耶穌的五大寶訓

- 第五篇：橄欖山講章(24-25)

- 結尾：太 26:1 耶穌說完了這一切的話，
就對門徒說：太 26:2 “你們知道，過兩天
是逾越節，人子將要被交給人，釘在十字
架上。”



舊約十誡



新約前四福

太 5:3 “虛心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
是他們的。
太 5:4 哀慟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
得安慰。
太 5:5 溫柔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
承受地土。
太 5:6 飢渴慕義的人有福了，因為他
們必得飽足。…

人與神的關係



新約後六命令
太 5:7 憐恤人的人有福了, 因為他們必蒙
憐恤。
太 5:8 清心的人有福了, 因為他們必得見
神。
太 5:9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因為他們必
稱為 神的兒子。
太 5:10 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因為天
國是他們的。
太 5:11 人若因我辱罵你們, 逼迫你們, 捏
造各樣壞話毀謗你們, 你們就有福了。
5:12 應當歡喜快樂，因為你們在天上的
賞賜是大的。在你們以前的先知, 人也是
這樣逼迫他們。



太 5:13 你們是世上的鹽。鹽若失了
味，怎能叫它再鹹呢？以後無用，
不過丟在外面，被人踐踏了。
太 5:14 你們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
上，是不能隱藏的。
太 5:15 人點燈，不放在斗底下，是
放在燈臺上，就照亮一家的人。
太 5:16 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
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將榮
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

人與人的關係



什麼是新約的律法？

耶 31:31 耶和華說：“日子將到，
我要與以色列家和猶大家另立新
約。…
耶 31:33 耶和華說：“那些日子
以後，我與以色列家所立的約乃
是這樣：我要將我的律法放在他
們裡面，寫在他們心上。我要作
他們的神，他們要作我的子民。



太 5:17 莫想我來要廢掉律法和先知；
我來不是要廢掉，乃是要成全。
太 5:18 我實在告訴你們：就是到天
地都廢去了，律法的一點一畫也不
能廢去，都要成全。
太 5:19 所以，無論何人廢掉這誡命
中最小的一條，又教訓人這樣做，
他在天國要稱為最小的；但無論何
人遵行這誡命，又教訓人遵行，他
在天國要稱為大的。

什麽是這誡命？



太 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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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 5:21 你們聽見有吩咐古人的話，
說：‘不可殺人’，又說：‘凡殺
人的，難免受審判。’
太 5:22 只是我告訴你們：…

律法和先知：指全部舊約聖經
成全舊約聖經：耶穌和祂的教導



太 5:21 你們聽見有吩咐古人的話，
說：‘不可殺人’，又說：‘凡殺
人的，難免受審判。’
太 5:22 只是我告訴你們：凡向弟兄
動怒的，難免受審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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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舊約：石板上的律法
新約：心版上的意念



太 5:27 你們聽見有話說：‘不可姦
淫。’
太 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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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舊約：石板上的律法
新約：心版上的意念



太 5:33 你們又聽見有吩咐古人的話，
說：‘不可背誓，所起的誓，總要
向主謹守。'
太 5:34 只是我告訴你們：甚麼誓都
不可起。不可指著天起誓，因為天
是 神的座位；…

舊約：石板上的律法
新約：心版上的意念



太 5:38 你們聽見有話說：‘以眼還
眼，以牙還牙。’
太 5:39 只是我告訴你們：不要與惡
人作對。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
也轉過來由他打；…

舊約：石板上的律法
新約：心版上的意念



太 5:43 你們聽見有話說：‘當愛你
的鄰舍，恨你的仇敵。’
太 5:44 只是我告訴你們：要愛你們
的仇敵，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告。…

舊約：石板上的律法
新約：心版上的意念

第三世紀以後猶太教拉比更歸納為
613條律法（248正面+365負面）



新約律法的成全 – 道成肉身
約 1:1 太初有道，道與 神同在，道
就是神。1:2 這道太初與神同在。
1:3 萬物是藉著他造的；凡被造的，
沒有一樣不是藉著他造的。1:4 生命
在他裡頭，這生命就是人的光。1:5 
光照在黑暗裡，黑暗卻不接受光。...

約 1:14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
充充滿滿地有恩典，有真理。我們
也見過他的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
榮光。



新約律法的成全 – 聖靈內住
約 14:16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賜給你們
一位保惠師，叫他永遠與你們同在，
14:17 就是真理的聖靈，乃世人不能接
受的，因為不見他，也不認識他；你們
卻認識他，因他常與你們同在，也要在
你們裡面。...
約 16:7 然而我將真情告訴你們，我去
是與你們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師就
不到你們這裡來；我若去，就差他來。
16:8 他既來了，就要叫世人為罪、為義、
為審判，自己責備自己。



結論

- 律法和先知：舊約聖經
- 成全律法和先知：耶穌基督成全

舊約聖經裡的預言，祂的教導使
舊約中的摩西律法得完全



結論

- 耶穌的教導與摩西律法對比：
• 五大寶訓摩西五經
• 登山寶訓西奈山摩西之約
• 心上的律法石版上的律法
• 八福作鹽作光(十大新憲章)

西奈山十誡

摩西的約：寫在石板-外在行為
基督新約：寫在新版-內心意念
聖靈隨時隨地督促與管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