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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IPTURE

讀經



耶利米書31：31-33；

希伯來書8：6-10；

路加福音22:20



耶利米書 31:31-33

31耶和華說、日子將到、我要與以色列家
和猶大家、另立新約。

32不像我拉著他們祖宗的手、領他們出埃
及地的時候、與他們所立的約．我雖作他
們的丈夫、他們卻背了我的約．這是耶和
華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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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伯來書 8:6-10

6如今耶穌所得的職任是更美的、正如他作
更美之約的中保．這約原是憑更美之應許
立的。

7那前約若沒有瑕疵、就無處尋求後約了。
8所以主指責他的百姓說、〔或作所以主指
前約的缺欠說〕『日子將到、我要與以色
列家、和猶大家、另立新約．



希伯來書 8:6-10

9不像我拉著他們祖宗的手、領他們出埃及
的時候、與他們所立的約．因為他們不恆心
守我的約、我也不理他們．這是主說的。』

10主又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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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加福音22:20

20飯後也照樣拿起杯來、說、這杯是用我
血所立的新約、是為你們流出來的。



SERMON

信息

7/10/16



“新約, 新律法!”
(耶31：31-33； 來8：6-10；路22:20)

黃嘉生牧師





林後5:17 若有人在基督裡，
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
都變成新的了。



新约新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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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2 不像我拉著他們祖宗的手，領他們出
埃及地的時候，與他們所立的約。我雖作他們
的丈夫，他們卻背了我的約。”這是耶和華說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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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 22:20 飯後也照樣拿起杯來，說：
“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約，是為
你們流出來的。



新約

新律法

新道路



來 8:6 如今耶穌所得的職任是更美的，
正如他作更美之約的中保；這約原是憑
更美之應許立的。
來 8:7 那前約若沒有瑕疵，就無處尋求
後約了。
來 8:8 所以主指責他的百姓說：“日子
將到，我要與以色列家和猶大家另立新
約，…



來 8:9 不像我拉著他們祖宗的手，領他
們出埃及的時候，與他們所立的約。因
為他們不恆心守我的約，我也不理他們。
這是主說的。”
來 8:10 主又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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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10:19 弟兄們，我們既因耶穌的血，
得以坦然進入至聖所，
來 10:20 是藉著他給我們開了一條又新
又活的路，從幔子經過，這幔子就是他
的身體。
來 10:21 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 神的家，
來 10:22 並我們心中天良的虧欠已經灑
去，身體用清水洗淨了，就當存著誠心
和充足的信心來到 神面前；
來 10:23 也要堅守我們所承認的指望，
不至搖動，因為那應許我們的是信實的。
來 10:24 又要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勉
勵行善。



羅 8:1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穌裡的就不
定罪了。
羅 8:2 因為賜生命聖靈的律在基督耶穌
裡釋放了我，使我脫離罪和死的律了。
羅 8:3 律法既因肉體軟弱，有所不能行
的， 神就差遣自己的兒子成為罪身的形
狀，作了贖罪祭，在肉體中定了罪案，
羅 8:4 使律法的義成就在我們這不隨從
肉體，只隨從聖靈的人身上。



新約

新律法

新道路



在民主法治的國家裏，我們都得遵守
國家的法律，只要不違背信仰



我們今天在新約的時代，
是否還遵行摩西的律法呢？



若說“要遵守”，
為什麼我們今天不再用牛羊獻祭



若說“要遵守”，
為什麼我們不禁忌“不潔”之物



若說“要遵守”，
為什麼我們不給男孩都行“割禮”



若說“不再遵守”，為什
麼還讀舊約聖經?



為什麼還教導十誡?



為什麼還學習會幕的意義?



為什麼為孩子取舊約名 字“大衛”
“約書亞” “迦勒”?



早期教會的一段歷史
馬吉安(85-160) 
produced the first 
Christian Bible 
included only the 
Gospel of Luke, the 
Acts, and ten of the 
epistles of  Paul. He 
completely rejected the 
Old Testament, 
believing and teaching 
that it should not be 
part of the Christian 
Bible and was of no 
value to Christians.



早期教會的一段歷史

馬吉安異端!



那麼，新約定了什麼“新”呢?



來 8:6 如今耶穌所得的職任是更美的，正如他
作更美之約的中保；這約原是憑更美之應許立
的。
來 8:7 那前約若沒有瑕疵，就無處尋求後約了。
來 8:8 所以主指責他的百姓說：“日子將到，
我要與以色列家和猶大家另立新約，來 8:9 不
像我拉著他們祖宗的手，領他們出埃及的時候，
與他們所立的約。因為他們不恆心守我的約，
我也不理他們。這是主說的。”
來 8:10 主又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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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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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2 不像我拉著他們祖宗的手，領他們出
埃及地的時候，與他們所立的約。我雖作他們
的丈夫，他們卻背了我的約。”這是耶和華說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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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舊的約- 摩西的律法
新的約- 耶穌基督的律法
舊的約- 因百姓違背，新約取代
新的約- 耶穌基督以寶血設立
舊的約– 刻在石版上
新的約–刻在心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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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是否說 摩西的律法
一成不變，完全遵守？

誤解！
“律法和先知” 指全部希伯來文

（舊約）聖經.



路 16:16 律法和先知到約翰為止，從此
神國的福音傳開了，人人努力要進去。

路 24:44 耶穌對他們說：“這就是我從
前與你們同在之時所告訴你們的話說：
摩西的律法、先知的書和詩篇上所記的，
凡指著我的話都必須應驗。”



徒 13:15 讀完了律法和先知的書，
管會堂的叫人過去，對他們說：
“二位兄台，若有甚麼勸勉眾人的
話，請說。”



羅 3:21 但如今， 神的義在律法
以外已經顯明出來，有律法和先
知為證：
羅 3:22 就是 神的義，因信耶穌
基督加給一切相信的人，並沒有
分別。
摩西的律法
全部希伯來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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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是說 “律法和先知” 指全部希
伯來文（舊約）聖經，中心信息是預
言彌賽亞的來臨，都要應驗在祂身上。



例子
舊約預言

詩 110:1 耶和華對我主說：“你坐在
我的右邊，等我使你仇敵作你的腳
凳。”



新約的應驗

太 22:41 法利賽人聚集的時候，耶穌問他們
說：
太 22:42 “論到基督，你們的意見如何？他
是誰的子孫呢？”他們回答說：“ 是大衛的
子孫。”
太 22:43 耶穌說：“這樣，大衛被聖靈感動，
怎麼還稱他為主，說：
太 22:44 ‘主對我主說：你坐在我的右邊，
等我把你仇敵放在你的腳下。’
太 22:45 大衛既稱他為主，他怎麼又是大衛
的子孫呢？”



那麼，什麼是新的律法?

羅 8:1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穌裡的就不定罪了。
羅 8:2 因為賜生命聖靈的律（法）在基督耶穌
裡釋放了我，使我脫離罪和死的律（法）了。
羅 8:3 律法既因肉體軟弱，有所不能行的， 神
就差遣自己的兒子成為罪身的形狀，作了贖
罪祭，在肉體中定了罪案，
羅 8:4 使律法的義成就在我們這不隨從肉體，
只隨從聖靈的人身上。



舊的約- 摩西的律法
新的約- 耶穌基督的律法

摩西的律法– 道德律, 飲食律, 節期

律, 禮儀律.

耶穌基督的律法– 賜生命聖靈的律, 

因信稱義的律,賜自由的律, 賜力量的
律











耶穌基督的新律法

自由的律
- 聖靈的內住
- 耶穌基督賜給能力
- 我們得能力勝過罪
- 我們得能力跟從主耶穌而行善



如今一條又新又活的路:



路 22:20 飯後也照樣拿起杯來，
說：“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約，
是為你們流出來的。



來 10:19 弟兄們，我們既因耶穌
的血，得以坦然進入至聖所，
來 10:20 是藉著他給我們開了一
條又新又活的路，從幔子經過，
這幔子就是他的身體。



如今一條又新又活的道路



如今一條又新又活的道路



如今一條又新又活的道路

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捨的



如今一條又新又活的道路

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約



如今一條又新又活的道路



如今一條又新又活的道路



來 10:22 並我們心中天良的虧欠已經灑
去，身體用清水洗淨了，就當存著誠心
和充足的信心來到 神面前；
來 10:23 也要堅守我們所承認的指望，
不至搖動，因為那應許我們的是信實的。
來 10:24 又要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勉
勵行善。



舊約聖經裡 創造萬物主宰

創 1:1 起初 神創造天地。
創 1:2 地是空虛混沌，淵面黑暗；
神的靈運行在水面上。
創 1:3 神說：“要有光。”就有了光。
…



新約的成全

來 1:1 神既在古時藉著眾先知多次多方地曉
諭列祖，
來 1:2 就在這末世，藉著他兒子曉諭我們，
又早已立他為承受萬有的，也曾藉著他創造
諸世界。
來 1:3 他是 神榮耀所發的光輝，是 神本體
的真像，常用他權能的命令托住萬有。他洗
淨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邊。



新約的成全

約 1:1 太初有道，道與 神同在，道就是 神。
約 1:2 這道太初與 神同在。
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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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 1:4 生命在他裡頭，這生命就是人的光。
約 1:5 光照在黑暗裡，黑暗卻不接受光。
…



新約的成全

約 1:9 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約 1:10 他在世界，世界也是藉著他造的，
世界卻不認識他。約 1:11 他到自己的地方
來，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
約 1:12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
就賜他們權柄，作 神的兒女。
約 1:13 這等人不是從血氣生的，不是從情
慾生的，也不是從人意生的，乃是從 神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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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