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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灣聖徒改革宗長老會－主日信息 

7/23/2017 
 

基督解釋律法-08 
Christ Interprets the Law 

 

論愛仇敵 

Love Your Enemies 

馬太福音 Matthew 5:43-48 

 

唐興 

A. 前言： 

今天的經文是耶穌解釋律法的第六個論述，耶穌的登山寶訓一開始是「八福」，是彌賽亞

君王在向祂的子民宣告，傳揚神國度的祝福；同時也描述了蒙福的人/基督徒/天國子民內

心的光景（3-12 節）。接著基督描述，基督徒/天國的子民如何回應其所處的世界，以及

世界對他們的回應（13-16 節）。然後，祂開始解釋神國度的律法，指出文士法利賽人

對律法錯誤的解釋，祂提出律法正確的精意和內涵，告訴基督徒/天國子民與律法的關係

（17-48）。祂不是在重新頒布律法，祂以君王的身份對「律法的義」之標準提出具最高

權柄的解釋。耶穌的對律法的解釋，摧毀了虛假、膚淺、外在的義，使人認識罪。不但如

此，這也是一個應許，應許律法的義要成就在那些不隨從本性、只隨從聖靈的人身上（羅

8:4；加 5:16-25），同時，這也是一個呼召，呼召那些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要在因信稱

義的基礎上，靠著聖靈治死身體的惡行（羅 8:13-14）。 

 

「愛鄰舍和仇敵」的律法是耶穌解釋律法的最後一個論述，是律法要求的核心真理：神的

愛彰顯在天國子民生命中。「盡心，盡性，盡義，盡力愛主你的神，愛人如己」所有律法

的義之總結，都成就在「愛鄰舍和愛仇敵」這一條誡命上了。 

 

B. 中心思想：天國子民生命特質的愛彰顯在愛仇敵上，勝過出人天然本性的愛。 

 

C. 經文解釋：43 節，是法利賽人對愛鄰舍的解釋。44 節，是耶穌提出來的解釋。45-

47 節，耶穌為祂的解釋提出說明。48 節，是一個總結論。這段經文有幾個解釋的關

鍵：為什麼舊約中要殺盡仇敵，耶穌卻在這裡教導要愛仇敵？如何去愛一個我們不喜

歡的人？鄰舍到底包括那些人？我們要先了解舊約律法在原來歷史背景之下的意思。 



 2 

 

1-摩西律法原來的意思（43）43 節的「當愛你的鄰舍」是出自於利未記 19:18。 

利 19:17-18 17
 「不可心裏恨你的弟兄；總要指摘你的鄰舍，免得因他擔罪。18 不可報

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國的子民，卻要愛人如己。我是耶和華。」「恨你的仇敵」這句話從

來沒有出現在舊約中。這句話是文士法利賽人從舊約的一些經文中得出的結論。申命記

7：1-6，耶和華命令以色列人在進入迦南地之後，要滅絕殺盡迦南地七國的民： 

 

1 「耶和華－你上帝領你進入要得為業之地，從你面前趕出許多國民，就是赫人、革迦撒

人、亞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共七國的民，都比你強大。2 耶

和華－你上帝將他們交給你擊殺，那時你要把他們滅絕淨盡，不可與他們立約，也不可憐

恤他們。3 不可與他們結親。不可將你的女兒嫁他們的兒子，也不可叫你的兒子娶他們的

女兒；4 因為他必使你兒子轉離不跟從主，去事奉別神，以致耶和華的怒氣向你們發作，

就速速地將你們滅絕。5 你們卻要這樣待他們：拆毀他們的祭壇，打碎他們的柱像，砍下

他們的木偶，用火焚燒他們雕刻的偶像。6 因為你歸耶和華－你上帝為聖潔的民；耶和華

－你上帝從地上的萬民中揀選你，特作自己的子民。 

 

申命記 20 章，神頒布了與迦南地的人交戰的命令條例： 

16 但這些國民的城，耶和華－你上帝既賜你為業，其中凡有氣息的，一個不可存留；17 

只要照耶和華－你上帝所吩咐的將這赫人、亞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

斯人都滅絕淨盡，18 免得他們教導你們學習一切可憎惡的事，就是他們向自己神所行

的，以致你們得罪耶和華－你們的上帝。（申 20:16-18）10  

 

我們要注意 10-21 節：「你臨近一座城、要攻打的時候，先要對城裏的民宣告和睦的

話。11 他們若以和睦的話回答你，給你開了城，城裏所有的人都要給你效勞，服事你；12 

若不肯與你和好，反要與你打仗，你就要圍困那城。12 若不肯與你和好，反要與你打

仗，你就要圍困那城。13 耶和華－你的上帝把城交付你手，你就要用刀殺盡這城的男

丁。14 惟有婦女、孩子、牲畜，和城內一切的財物，你可以取為自己的掠物。」這裡講

到兩件事：首先，以色列人不是盲目隨意的絕滅迦南人，而是在迦南人不悔改順服神的統

治時才執行的命令。其次，是神把那些人交付在以色列的手下，以色列人是神執行審判的

工具。以色列人不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獨立自主地去執行屬於神權柄的審判。 

 

申命記 25 章，神命令以色列人在進入迦南應許地之後，要滅絕亞瑪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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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記念你們出埃及的時候，亞瑪力人在路上怎樣待你。18 他們在路上遇見你，趁你

疲乏困倦擊殺你儘後邊軟弱的人，並不敬畏上帝。19 所以耶和華－你上帝使你不被四圍

一切的仇敵擾亂，在耶和華－你上帝賜你為業的地上得享平安。那時，你要將亞瑪力的名

號從天下塗抹了，不可忘記。」（申 25:17-19） 

 

 

撒 15：2-3 1 撒母耳對掃羅說：「耶和華差遣我膏你為王，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所以你

當聽從耶和華的話。2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時候，在路上亞瑪力人

怎樣待他們，怎樣抵擋他們，我都沒忘。3 現在你要去擊打亞瑪力人，滅盡他們所有的，

不可憐惜他們，將男女、孩童、吃奶的，並牛、羊、駱駝，和驢盡行殺死。』」 

 

另外，詩篇中有 14 篇所謂的「咒詛的詩篇」（Imprecatory Psalms）。這些多是大衛

以受膏君王的身份向神禱告，祈求神向神國度的仇敵執行聖約審判的制裁。 (咒詛的詩

篇：詩 5-背叛神的人；詩 10-背棄神的人；保護受膏者-教會；詩 17-攻擊受膏者的人；

詩 35, 58, 59, 69, 70, 79, 83, 109,140-神的仇敵；詩 129,137-教會) 

 

詩 69:22願他們的筵席在他們面前變為網羅，在他們平安的時候變為機檻。23 願他們的眼

睛昏矇，不得看見；願你使他們的腰常常戰抖。24 求你將你的惱恨倒在他們身上，叫你

的烈怒追上他們。25 願他們的住處變為荒場；願他們的帳棚無人居住。26 因為，你所擊

打的，他們就逼迫；你所擊傷的，他們戲說他的愁苦。27 願你在他們的罪上加罪，不容

他們在你面前稱義。28  願他們從生命冊上被塗抹，不得記錄在義人之中。 

 

1a-聖約的審判。這些咒詛的 14 篇詩篇都不是個人性的，而是針對神的受膏者的仇敵，

低檔神的受膏者的仇敵（詩 17）。咒詛詩篇關心的是神的榮耀。這些都是求神執行聖約

的禱告，是法庭的，而非是個人的。這些咒詛詩篇是屬於聖約法庭的背景的。神執行聖約

的審判，聖約的審判是末世的，也是每天都在發生的。所以我們看到，耶穌在這裡教導要

愛仇敵，但是在 23 章卻咒詛法利賽人有禍了。耶穌在這裡教導愛仇敵是講到天國子民與

人相處的關係；耶穌在咒法利賽人是在宣告執行聖約的審判。前者是君王論述律法的內涵

（恩典之約），後者是君王宣告聖約審判的咒詛（行為之約）。 

 

1b-絕滅迦南人。絕滅迦南人也是在執行神聖約審判所下的命令。要理解神為什麼要絕滅

迦南人，首先必須理解神與人類之間的關係是建立在聖約上的。神所有的作為都受到祂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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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建立的聖約的關係上。要評論神是否公平，要評論神是否殘忍無情，都必須回到人與

神之間法定的關係上。人與神之間的法定聖約關係，是屬於神的特殊啟示的範圍，是整本

聖經所要告訴我們的真理。對聖經真理的不認識、不清楚或錯誤的解釋，就會對神絕滅迦

南人的命令感到困惑。因為是特色啟示的範圍，也是不信的人無法理解的。因為不信的人，

無論多麼有智慧和學識，其學問和智慧都屬於自然啟示的範圍。不但如此，信主的人，必

須從聖約的角度，從神與人法定關係的角度來看舊約的歷史，否則對絕滅迦南人背後的意

義，還是無法理解的。絕滅迦南人是神滿有智慧和啟示的作為，其中包含了豐富的救贖性

啟示。簡單的說，絕滅迦南人的歷史事件，除了是神在歷史中執行聖約審判的紀錄，同時

也在教導當時的以色列人，和所有世代神國度子民重要的屬靈真理。在這裡簡單地陳述如

下： 

 

1)-控制罪的蔓延。雖然人類悖逆神，不信神，但是所有的人類與神之間仍然有一個天賦

的關係，不變的關係：人必須順服神的旨意，順服神的律法。這是所謂的「行為之約」在

人墮落之後的情形。人順服神的律法是人天賦與生俱來的責任。人若是違反這個神與人之

間天賦的關係，神就會按照「行為之約」執行審判，為要控制罪的蔓延。以色列人是神執

行聖約審判的工具（神也可以藉著自然災害施行審判）。迦南人的罪在於他們拜偶像已經

到了極度邪惡的地步：聖經告訴我們迦南人使兒女經火，有占卜的、觀兆的、用法術的、

行邪術的、用迷術的、交鬼的、行巫術的、過陰的、與獸淫合的。（申 18:9-14；利

18:21-23） 

 

2)-恩典之約的執行。神應許亞伯拉罕要在四百年之後，在迦南地的亞摩利人的罪滿盈的

時候，要把迦南地賜給亞伯拉罕的後裔。亞伯拉罕之約應許的實現，就是恩典之約的實現，

恩典之約的實現，是神對其百姓的祝福，同時也是在執行行為之約的審判。 

 

3)-與罪和世俗爭戰。神教導祂的子民，雖然得地為業是神的應許和白白的恩典，但是神

的子民還是要在神的引導和命令下與神國度的仇敵爭戰。在預表的層次，是講到因信稱義

的基督徒，仍然要在君王基督藉著聖靈的引導下，與本性的罪爭戰。保羅在哥林多前書

10 章，把舊約以色列人過紅海和漂流曠野的歷史事件，與基督徒的受洗之後的經歷的預

表（10:6，11 節中的「鑑戒」希臘原文是「預表」（τύπος）[tupos] 與羅馬書 5:14 節

的「預像」相同）。因此，以色列人進入迦南地的經歷，預表了因信稱義的基督徒，成聖

的經歷：基督如何藉著聖靈，帶領祂的子民與本性的罪爭戰得勝的主觀經歷。絕滅迦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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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個神與人交往的歷史中，具有特殊的、多方面的意義。不能單從人自己對善惡的標準

來理解，不能以人獨立自主的善惡知識來評論和理解神的作為。 

 

1c-舊約中的愛仇敵。其實，在舊約中的民事律法也教導了如何對待仇敵和與以色列同居

的外邦人。 

出埃及記 23:4-5 「若遇見你仇敵的牛或驢失迷了路，總要牽回來交給他。5 若看見恨你

人的驢壓臥在重馱之下，不可走開，務要和驢主一同抬開重馱。」這是正是愛仇敵的行為。 

 

利未記 19:34 和你們同居的外人，你們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樣，並要愛他如己，因為你們在

埃及地也作過寄居的。我是耶和華－你們的上帝。（參考：申 10:19）鄰舍包括外邦人。 

 

箴言書 24:17-18 17 你仇敵跌倒，你不要歡喜；他傾倒，你心不要快樂；18 恐怕耶和華看

見就不喜悅，將怒氣從仇敵身上轉過來。這是愛仇敵的心裡狀態。 

 

結論：從舊約聖約執行和發展的角度來看，我們就明白：「恨仇敵」不能理解為關於個人

與其他人關係的教導。絕滅迦南人和仇敵是救贖歷史中，具有特殊啟示意義的事件。 

 

2-法利賽人錯誤的解釋（43）。法利賽人把屬於神執行聖約法庭審判的經文，變成個人

日常生活的應用。並且以此為依據把恨仇敵看為是合法的事。法利賽人以偏概全的把申命

記 19：17-18 的經文作為絕對性的教導。他們認為鄰舍是指以色列人，所以他們教導猶

太人要愛猶太人，並且，其他人都是外邦人和仇敵。外邦人也鄙視猶太人。許多文士和法

利賽人認為鄙視外邦人是在榮耀神。他們根據舊約中神藉著以色列人對迦南人（在不悔改

的情形下）所施行的審判，看為是一種個人關係的律法：如果別人恨你，你就可以恨他，

你可以恨那些你不喜歡的人。 

 

3-耶穌提出正確的解釋（44，45-47, 48）：44 只是我告訴你們，要愛你們的仇敵，為那

逼迫你們的禱告。這裡教導的是基督徒對其他人的態度。38-42 節是負面的形式，這裡

是正面的回應。38-42 節的回應只會發生在一種人的身上：他的自我是死的，他的自我

的利益是死的，他對自我的考慮是死的。但是主耶穌在這裡說，律法的標準是要愛這些

人。我們甚至要愛我們的仇敵；不僅不報復，還要正面的對待他們。因此，我們的鄰舍包

括了我們的仇敵；鄰舍就是除了我自己以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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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愛和喜歡不同。鐘馬田說：「我們必須了解愛和喜歡的區別。喜歡是比愛更自然。喜

歡要考著我們的感情和許多其他的因素。不是被呼召要喜歡每一個人。我們無法做到喜歡

每一個人…愛不僅是一種感覺或感情…愛是一種行動。如果我們不喜歡某些人，我們不必

為此擔心，只要我們在行為上對待他們，好像我們喜歡他們一樣。這就是愛，這就是我們

主耶穌每次教導我們的。」 

路易士（C.S. Lewis） 把愛分為四種：1）親情（Affection 這個字源于希臘文(Storge) 

[Στοργή ]。它的原義是“喜愛，特別是親子間的愛”，但也包括兄弟姐妹的愛。2）友情

（Friendship）它源于希臘文 Philia[Φιλἐω]。友情是建築在個別的關系上的。友情沒有

排斥性，一個人可以有許多朋友。如果說情侶關系是面對面，兩個人被對方所吸引，傾訴

彼此的愛意，那麼，朋友關系是肩並肩，兩個人為共同的興趣所吸引，他們的注意力不在

于彼此的仰慕。3）情愛（Eros）[Εροσ]伊若斯（Eros）是希臘的愛神，表達的是“浴入

愛河”的感情。4）聖愛（Agape, Charity）[Ἀγάπη or Ἀγαπάω] 這種愛不只依靠感覺，

更依靠意志。是一種深沉的合一，因著習慣而更為加強。它是從眾愛之源的上帝來的。 

聖愛是聖經裡面對上帝愛的描寫，它是一種恆久、無私、犧牲的愛。路易士說：“愛是神

聖的活力。”這起初的愛，是種“施予愛”，就是在被愛的對象不值得愛（或不可愛）的

時候，還能夠去愛。我們所有天然的愛（親情，友情，情愛），都無法自足。只有當受到

聖愛引導時，才能體現出最尊貴的表現。人間的愛並非不好，也非次等。但是需要引導，

猶如花園，園中的花樹比起野生的並非有什麼特出。使得花園突出的，是園丁的修剪，除

草，和施肥。這就是聖愛的功用。  

 

林前 13:4 「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誇，不張狂，5 不做害羞

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6 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7 凡

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很顯然地，保羅對愛（Agape）的定義也

不是一種感覺和情感，愛（Agape）是發自於捨己的行為。愛（Agape）是與本性爭

戰，靠著聖靈所結出的果子。 愛（Agape）是不同於人天然本性的愛的。 

  

為逼迫你們的禱告。是愛的彰顯。我們應該要查驗自己：我們有為那些我們不喜歡的人禱

告嗎？當我們開始為我們不喜歡的人禱告的時候，我們就是在靠著聖靈治死身體的惡行

了。保羅說：這樣就是神的兒子（羅 813-14）與耶穌的教導是完全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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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這樣就可以作你們天父的兒子；因為他叫日頭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給義人，也給

不義的人。45 節的「這樣做」，希臘原文是[ὅπως]，講到目的的連接詞（in order 

that）。也就是說「愛仇敵為逼迫你們的禱告」的目的是要使基督徒成為神的兒子。因為

「祂叫日頭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是在解釋原因。這裡講到兩

件事：第一，這種愛是天國子民生命的本質（天父的兒子）。第二，這種愛出於神的愛。 

 

什麼是「日頭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呢？主耶穌在這裡用了大

自然與人類之間的關係的寫照，來描述神與人之間的關係。神對低檔祂的人，歹人和不義

的人，也有愛的關係，這種關係就是所謂的「普遍的恩典」。雖然，許多人與神為敵，但

是神卻沒有立刻執行聖約的審判，仍然按照祂的智慧和計劃，在控制罪的蔓延之下，使普

天下的人得以享受神的恩典。（Richard Dawkins，雖然是有名的無神論者，褻瀆神的

人，神也眷顧他，沒有立刻施行審判，書也賣的很好。） 

 

聖約的愛。 是神與神百姓之間的愛。這是叫萬事都互相效力，要愛神的益處的愛（羅

8:28）。 

普遍恩典的愛。神愛人不是因為人本身，而是因為神是愛。在最後的審判來臨之前，在得

救的人數目添滿之前，神仍然以普遍的愛對待全人類。這種普遍恩典的愛是不受到人的罪

和邪惡所牽引和控制的。耶穌告訴我們這是愛鄰舍、仇敵的愛的根源。 

 

46 你們若單愛那愛你們的人，有甚麼賞賜呢？就是稅吏不也是這樣行嗎？ 47 你們若單

請你弟兄的安，比人有甚麼長處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這樣行嗎？ 

 

人天然本性的愛。稅吏和外邦人，在這裡是用來指那些神國度子民以外的人，是指那些不

在救恩裡面的人，是指那些沒有重生得救，沒有新生命的人 。這兩節經文告訴我們兩

點：1）這種出於天然本性的愛通常侷限在一個範圍之內：單愛那愛你們的人；單請你弟

兄的安。2）獎賞，在 5:12 開始提到獎賞，6:1，2，5，16；10:41，42，獎賞不是因為

人的好行為，完全是出於神的恩典，我們知道獎賞是在天上的，是將來的。聖經沒有清楚

的說明獎賞是什麼。我們知道：神獎賞祂的子民，獎賞祂的兒女，是因為他們活得像神的

子民，活得像神的兒女。 

 

48 所以，你們要完全，像你們的天父完全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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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8 節是這段經文的總結，也可以看做是耶穌解釋律法的總結。這是一個令人倒吸一口

氣的結論，這是一張最後的王牌：愛那些你不喜歡的人，愛那些敵對你的人，愛你的仇

敵，不是具實用性的道德智慧，是不屬於人天然本性的特質。這是天國子民的義勝過文士

法利賽人的義的地方：這種義不存在於人的本性中的，這是一種外來的義。耶穌對律法的

解釋，不僅是要提出一套活在今生的世界中如何與人相處之道。耶穌是要對那些已經信耶

穌的人，那些已經是耶穌的門徒的人，那些已經因信稱義的人，向他們提出要求和挑戰：

你們若是天國的子民，這就是你們與文士法利賽人不同的地方。 

 

「完全這個字也許是出於申命記 18:13，你們要在耶和華-你們的神面前作完全的人。那

裡的的完全[ִמים 。是無瑕疵的，完美的。七十士譯本翻譯為[τέλειος]（telios）（tamim）[תָּ

其意思比完美無瑕疵還要寬廣，是用來指「成熟」。例如：林前 2:6（在完全人中，ESV 

翻譯為：在成熟人中）；14：20（在心志上要作大人）；腓 3:15 中（凡是完全人總要存

這樣的心，ESV 翻譯為：凡是成熟人…）。」馬太福音 19 章，少年財主與耶穌的對話

中，少年財主認為他自己遵行了一切的律法。耶穌告訴他，若要作完全人，就要變賣所有

的財富，跟從耶穌。 那裏的「完全」不僅是一種更高層次的屬靈要求，更是所有屬於神

國度的人的要求。對這種「完全」的標準的提倡，超越了舊約律法字面的要求，是耶穌

「成全/應驗」了個要求。」 

 

所以，「你們要完全，像你們的天父完全一樣」-義的標準，義的呼召，義的應許 

 

D. 結論： 

 

耶穌解釋律法讓我們認識「義的標準」，使我們知道自己本性的罪，使我們認識到耶穌在

十字架上為了我們的罪受死和復活的意義。使我們稱祂為主。知道我們必須靠著聖靈在稱

義和成聖上領受白白恩典的救恩 

 

耶穌解釋律法讓我們認識「義的應許」，使我們知道我們無法靠自己的能力達到律法的標

準，在成聖的路上我們要靠著聖靈，憑著信心，等候所盼望的義。 

 

耶穌解釋律法讓我們認識「義的呼召」，使我知道作為天國的子民，我們必須生活在福音

的原則中，我們必須知道如何靠著聖靈治死身體的惡行。這是我們的呼召，這是聖靈把義

成就在我們身上的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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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 

 

愛是什麼 

愛是聖靈的果子：仁愛 agape 

愛是除去自我的祝福 

失敗和得勝是基督徒生活的寫照 

鐘馬田說，最後的經文再次的給「什麼是基督徒」下了一個完美的定義：基督徒是一個認

識自我的人，基督徒是一個活在否定自我的原則中的人，他不是不會失敗，但是他一定是

一個回到否定自我，除去內心污穢的路上的人。 

基督徒是一個對他所生活的世界有一個全新的認識和看法的人。 

基督徒是一個認識基督和基督的工作的人。他是一個在稱義和成聖上完全依靠基督的人 

 

鐘馬田說，當神的生命在你裡面的時候，並且藉著聖靈進入你的思想裡面的時候，你不可

能會像任何其他人一樣；你會是一個不同的人…基督徒是一個基督藉著聖靈住在他內心的

人。聖靈在他裡面充滿他，在他個性的深處全能的工作，教導他。 

 

如果沒有神的愛澆灌在基督徒的心中，他是不可能因為愛神而愛他的仇敵的， 

 

基督對律法的解釋對我們而言，是一個試驗，要測試我們是否生活在福音的祝福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