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羅⾺書2:17 你稱為猶太⼈，⼜倚靠律法，且指著上帝誇⼝；18 既從律法中受了教訓，就
曉得上帝的旨意，也能分別是非；19 ⼜深信⾃⼰是給瞎⼦領路的，是⿊暗中⼈的光，20 
是蠢笨⼈的師傅，是⼩孩⼦的先⽣，在律法上有知識和真理的模範。21 你既是教導別
⼈，還不教導⾃⼰嗎？你講說⼈不可偷竊，⾃⼰還偷竊嗎？22 你說⼈不可姦淫，⾃⼰還
姦淫嗎？你厭惡偶像，⾃⼰還偷竊廟中之物嗎？23 你指著律法誇⼝，⾃⼰倒犯律法、玷
辱上帝嗎？24 上帝的名在外邦⼈中，因你們受了褻瀆，正如經上所記的。25 你若是⾏律
法的，割禮固然於你有益；若是犯律法的，你的割禮就算不得割禮。26 所以那未受割禮
的，若遵守律法的條例，他雖然未受割禮，豈不算是有割禮嗎？27 ⽽且那本來未受割禮
的，若能全守律法，豈不是要審判你這有儀⽂和割禮竟犯律法的⼈嗎？28 因為外⾯作猶
太⼈的，不是真猶太⼈；外⾯⾁⾝的割禮，也不是真割禮。29 惟有裏⾯作的，才是真猶
太⼈；真割禮也是⼼裏的，在乎靈，不在乎儀⽂。這⼈的稱讚不是從⼈來的，乃是從上帝
來的。

3:1 這樣說來，猶太⼈有甚麼長處？割禮有甚麼益處呢？2 凡事⼤有好處：第⼀是上帝的
聖⾔交託他們。3 即便有不信的，這有何妨呢？難道他們的不信就廢掉上帝的信嗎？4 斷
乎不能！不如說，上帝是真實的，⼈都是虛謊的。如經上所記：

 	 你責備⼈的時候，顯為公義；

 	 被⼈議論的時候，可以得勝。

5 我且照著⼈的常話說，我們的不義若顯出上帝的義來，我們可以怎麼說呢？上帝降怒，
是他不義嗎？6 斷乎不是！若是這樣，上帝怎能審判世界呢？7 若上帝的真實，因我的虛
謊越發顯出他的榮耀，為甚麼我還受審判，好像罪⼈呢？8 為甚麼不說，我們可以作惡以
成善呢？這是毀謗我們的⼈說我們有這話。這等⼈定罪是該當的。


前⾯第⼀章到第⼆章的前半部分，保羅分析了兩種⼈，道德淪喪的⼈和道德⾼尚的⼈。今
天我們要來看宗教⼈⼠。


我們看⾒了這三個級別：1. 放蕩不羈的⼈，2. 道德優越的⼈，3. 宗教⼈⼠

我們今天在座的⼈，⼤部份是第⼆個級別，然後參與宗教活動。也就是，你我以前道德也
沒有到淪喪的地步，良⼼沒被狗吃。然後進到教堂裡後，想看看能否從這第三級別取得⼀
些做⼈的道理和智慧，取經，把經⽂取回第⼆級別的⽣活，然後繼續過每天的⽣活。我們
稱這種⼈為 secular religious。 平常的⽇⼦和世⼈並無兩樣，（我不是在責備你，我只是
在做描述），我們在⼀樣的菜場買菜，開⼀樣的⾞，在同⼀個地⽅上班上學，然後在週末
⼤家回家去找⼀個適合⾃⼰的宗教，去取經，學智慧，然後週⼀繼續原來的社會⽣活。


然⽽，宗教⼈的⽣活可就不是如此了（不⾒得是基督教⽽已，所有宗教都差不多）。（我
仍然不是責備，只是描述）他們在週末在⾃⼰的教堂/會堂敬拜。買菜，要買潔淨的⾁和
菜（猶太⼈：Kosher。穆斯林：清真halah）。開⾞沒辦法了，沒有聖⾞，除非你是羅⾺
教宗有 Pope Mobile, 教宗⾞，⼀般⼈宗教信徒⾞是⼀樣的。衣服呢，當然有合乎宗教的
衣服，上班呢？ 好是在和宗教有關的地⽅上班，不然的話只好在辦公室裡隔離出⼀⼩塊



地⽅可以禱告。孩⼦上學呢？當然上我們宗教所辦的學校。若是買房⼦能買在同⼀區，我
們和拉比，牧師，神⽗，imam住在⼀個⼩區，那更是聖潔了，他可以在我們買房⼦時祝
福（撒⽔，燒香，禱告），他可以在我⽣⼩孩時祝福，⾏割禮，洗禮；他也可以在⽣病時
來禱告祈福，死亡時⽤宗教儀式來替死者超渡/禱告/祈福。結婚，當然是和本宗教的⼈結
婚了。


我們今天⼤部份的⼈仍然是第⼆級別，參與⼀些宗教活動，然後回到⽇常⽣活。我們如果
進入第三級別，通常就是說這⼈信得迷了！


這就是保羅在今天這⼀段經⽂所開始討論的主題：宗教⼈能上天堂嗎？


I. 我們先來看當這種宗教⼈有好處嗎？還是我們該避免這種宗教狂熱呢？

A. 好處：2:17 你稱為猶太⼈，⼜倚靠律法，且指著上帝誇⼝；18 既從律法中受了教
訓，就曉得上帝的旨意，也能分別是非；19 ⼜深信⾃⼰是給瞎⼦領路的，是⿊暗
中⼈的光，20 是蠢笨⼈的師傅，是⼩孩⼦的先⽣，在律法上有知識和真理的模
範。3:1 這樣說來，猶太⼈有甚麼長處？割禮有甚麼益處呢？2 凡事⼤有好處：第
⼀是上帝的聖⾔交託他們。

1. 「從律法中受了教訓。」（18）這就是我們剛才所提的取經。讀了聖經，知道
了做⼈的道理。我們知道做⼈要謙卑，要敬天，要正直，要愛⼈，要孝順⽗
⺟，尊敬師長，有禮貌，要誠實，腳踏實地的做事，不要偷懶，不要作弊，要
幫助窮⼈，要回饋社會。這些都是從律法中學到的好處，是很棒的福氣，這樣
⽣活的社會和國家是有福氣的。詩篇33:12「以耶和華為上帝的，那國是有福
的！他所揀選為⾃⼰產業的，那⺠是有福的！」


2. 「就曉得上帝的旨意」（18）。彌迦書 6:8 「世⼈哪，耶和華已指⽰你何為
善。他向你所要的是甚麼呢？只要你⾏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與你的上
帝同⾏。」


3. 「也能分別是非」（18）。基督徒可以賭博嗎？可以短期炒作股票嗎？可以做
投機⽣意嗎？可以賺取暴利嗎？可以買樂透彩卷贏了錢來奉獻嗎？可以趁瘟疫
來時買⼀⼤箱的⼝罩轉賣發財嗎？我們讀了聖經，明⽩了神學，這些問題的答
案也慢慢得到解答了。能分辨是非了。


4. 「⼜深信⾃⼰是給瞎⼦領路的」（19）。我們甚⾄明⽩宇宙中極⼤的奧秘，可
以給⼈指出⽅向。傳道書1:2 「傳道者說：虛空的虛空，虛空的虛空，凡事都
是虛空。14 我⾒⽇光之下所做的⼀切事，都是虛空，都是捕風。」我們可以
教導⼈⼈⽣的⼤道理，並告訴⼈唯有信真神的⼈不虛空，必要得著更豐盛的⽣
命。你不要⼩看這⼤道理，歷代許多哲⼈智者想要搞清楚這個問題，卻不得其
解，鬱鬱⽽終。我們讀了聖經，懂了這道理，可以給瞎⼦領路了。


5. 「是⿊暗中⼈的光」。我們不但給⼈⽅向，也給⼈盼望。很多⼈⼀來教堂就覺
得這裡氛圍很好，很溫暖，有盼望，有正能量。破碎的⼼靈得醫治得安慰。




6. 「是蠢笨⼈的師傅」。我該怎麼教⼩孩啊？我被我孩⼦整死了，你們怎麼教⼩
孩啊？我們有課程。許多的教會提供理財課程，⼼理輔導，夫妻關係輔導。我
們上班賺錢的技術在學校學會了，可是夫妻相處，親⼦教育，婆媳問題，這些
⼈每天 基本的痛苦來源，我們⼀點也沒從學校學過。所以來教會取經啦，學
學道理，聽聽你們這麼做的，看看能不能學個兩招回去，整治⼀下我丈夫（孩
⼦，婆婆，媳婦，女婿）。


7. 「是⼩孩⼦的先⽣」。⾃古以來猶太⼈就辦學校，拉比學校，從⼩抓好，根正
苗（什麼顏⾊你⾃⼰挑），辦學校，讓⼩孩從⼩學會做⼈的道理，免得像我們
⼀樣老了才來學。


8. 「在律法上有知識和真理的模範」總結來說，就是神學知識，做⼈道理，樣樣
精通。可以做⼤家的榜樣啦！


9. 3:1 「這樣說來，猶太⼈有甚麼長處？割禮有甚麼益處呢？2 凡事⼤有好處：
第⼀是上帝的聖⾔交託他們。」當宗教⼈有什麼好處呢？太多啦，數不清，
⾸要的就是神的話是交給他們託管了。在世界眾名族中，上帝挑選猶太⼈來管
理抄寫保存神的舊約聖經，這是很了不起的⼀件事。


B. 所以，保羅列舉了⼀⼤堆當宗教⼈的好處。很棒吧？誰不想要這些好處呢？但是
問題在哪裡呢？如果真的就那麼好，保羅還寫什麼其他的呢？⼤家回去好好做個
宗教⼈，咱們搬到教堂聖地後⾯的樹林裡，搭個⼩⽊屋，種聖潔的菜，養聖潔的
⽜，過聖潔的⽣活。


II. 問題來了：有法律，就有漏洞，有漏洞，就有⼈鑽。

A. 漏洞⼀：光說不練。懂道理很簡單，⾏出來不簡單。這個是所有宗教 終極崩壞
的原因。道理是沒錯的，完美的道理，⿊暗中的光明。做不到是問題。

1. 2:21 你既是教導別⼈，還不教導⾃⼰嗎？你講說⼈不可偷竊，⾃⼰還偷竊嗎？

22 你說⼈不可姦淫，⾃⼰還姦淫嗎？你厭惡偶像，⾃⼰還偷竊廟中之物嗎？
23 你指著律法誇⼝，⾃⼰倒犯律法、玷辱上帝嗎？24 上帝的名在外邦⼈中，
因你們受了褻瀆，正如經上所記的。


2. ⾺太福⾳ 23:1 『那時，耶穌對眾⼈和⾨徒講論，2 說：「⽂⼠和法利賽⼈坐在
摩⻄的位上，3 凡他們所吩咐你們的，你們都要謹守遵⾏。但不要效法他們的
⾏為；因為他們能說，不能⾏。」』


3. 這是我們基督徒 ⼤的罪惡感來源，我們的良⼼也控告我們。但正是如此，基
督徒和基督教徒的差別就在這裡。教徒的良⼼不會控告，基督徒的良⼼會控
告，並逼著我們⽤信⼼回答：『羅⾺書8:33 誰能控告上帝所揀選的⼈呢？有上
帝稱他們為義了。34 誰能定他們的罪呢？有基督耶穌已經死了，⽽且從死裏
復活，現今在上帝的右邊，也替我們祈求。』


4. 光說不練，說得到，做不到，真的是我們宗教⼈ ⼤的軟肋。

B. 漏洞⼆：我們以為守了⼀些很痛苦很⿇煩的教條，就可以將功贖罪了。⼤錯特錯
啊！




1. 2:25 你若是⾏律法的，割禮固然於你有益；若是犯律法的，你的割禮就算不得
割禮。26 所以那未受割禮的，若遵守律法的條例，他雖然未受割禮，豈不算
是有割禮嗎？27 ⽽且那本來未受割禮的，若能全守律法，豈不是要審判你這
有儀⽂和割禮竟犯律法的⼈嗎？


2. 割禮很痛的，很⿇煩的。宗教⼈會有⼀種錯覺：我雖然無法完全做到我所教導
的，但是我遵守了很痛苦⿇煩的教導，我都做了，所以上帝必定會網開⼀⾯
的，看在我這麼努⼒的份上，也會赦免我，讓我上天堂。


3. 我們給⾃⼰⼀個潛意識的清單，在上⾯打勾，代表做到了。

a) 禮拜天早上有爬起床去教堂嗎？☑ 

b) 受洗了嗎？☑ 

c) 領聖餐了嗎？☑ 

d) 穿整⿑體⾯的衣服聚會嗎？☑ 

e) 有奉獻嗎？☑ 

f) 偶爾會跟⼈家講福⾳嗎？☑ 

g) 讀聖經了？☑ 

h) 禱告了？☑ 

i) 不喝酒？☑ 

j) 不抽煙？☑ 

k) 在教會有幫忙幹活？☑ 

l) 好了啦牧師，差不多了啦，清單不要太長了，快受不了了。


4. 律法的⿇煩就在於，你要把所有的清單都打勾☑ ，少勾了⼀條，就叫做「犯清
規戒律」的⼈。你想想啊，⼀個和尚不親女⾊，但卻吃豬⾁喝酒，那不是⼀樣
是個壞和尚嗎？⼀個基督徒不犯姦淫，不喝酒，但貪財，不是⼀樣嗎？不貪
財，不喝酒，不犯姦淫，但容易⽣氣和虛榮，不是⼀樣嗎？


5. 要守誡命，就要守好，不可以⾃⼰挑幾個喜歡的，加⼀兩個升級版的，然後其
他就不管了，上帝我盡⼒啦！律法可不是你盡⼒就好的，要嘛守好，要嘛拉
倒。我盡⼒不殺⼈啦，這次才殺兩個，⼈在江湖⾝不由⼰啊，神⽗牧師教主您
就⾏⾏好吧，饒了我吧。請問，這叫做守律法嗎？


C. 律法漏洞三：你們實在要求太多了，我翻桌走⼈了！

1. 3:5 我且照著⼈的常話說，我們的不義若顯出上帝的義來，我們可以怎麼說
呢？上帝降怒，是他不義嗎？6 斷乎不是！若是這樣，上帝怎能審判世界呢？
7 若上帝的真實，因我的虛謊越發顯出他的榮耀，為甚麼我還受審判，好像罪
⼈呢？8 為甚麼不說，我們可以作惡以成善呢？這是毀謗我們的⼈說我們有這
話。這等⼈定罪是該當的。




2. 什麼意思呢？就是說：你怎麼知道上帝是公義良善的呢？還不是因為我很壞？
你怎麼知道這蠟燭很亮呢？還不是因為這房間很暗？所以啦，上帝不會責怪我
的啦，我是被上帝造來顯出祂的榮耀和光輝的，我這麼壞，也是祂造的，我的
⼈⽣就是來榮耀神的。


3. 聽⾒了嗎？開始胡扯了。這其實已經不叫鑽法律漏洞了，這是拿火箭筒把整個
法庭都炸了。保羅已經懶得回這種歪理了，他只給⼀句話：「這等⼈定罪是該
當的。」


4. 這實在是宗教⼈ 後可怕的醜聞和下場。販賣贖罪卷蓋聖彼得教堂，綁炸彈背
⼼去奉阿拉的名把⼈炸死。恨猶太⼈恨到要把他們全部消滅。這些都是宗教已
經完全被扭曲，完全被毀滅，褻瀆了上帝，也將⾃⼰定罪滅亡在地獄裡。


III. 所以怎麼辦呢？難道信宗教是錯的嗎？怎麼這麼多問題出現了啊？我以前以為來教會
挺好的呢？怎麼這樣啊？光說不練，苦修不成，翻桌走⼈。這還要信耶穌嗎？保羅給
我們提供了⼀些答案：不能只做表⾯，要從內⼼改變。但要怎麼從內⼼改呢？⼜來
了，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

A. 28 因為外⾯作猶太⼈的，不是真猶太⼈；外⾯⾁⾝的割禮，也不是真割禮。29 惟
有裏⾯作的，才是真猶太⼈；真割禮也是⼼裏的，在乎靈，不在乎儀⽂。這⼈的
稱讚不是從⼈來的，乃是從上帝來的。


B. 舊約聖經裡已經不斷重複教導這道理了。

1. 申命記10:16 所以你們要將⼼裏的污穢除掉（原⽂：⼼要受割禮），不可再硬
著頸項。


2. 申命記30:6 耶和華－你上帝必將你⼼裏和你後裔⼼裏的污穢除掉，好叫你盡⼼
盡性愛耶和華－你的上帝，使你可以存活。


3. 耶利米書4:4 猶⼤⼈和耶路撒冷的居⺠哪，你們當⾃⾏割禮，歸耶和華，將⼼
裏的污穢除掉（原⽂：將⼼裡的包⽪割掉）；恐怕我的忿怒因你們的惡⾏發
作，如火著起，甚⾄無⼈能以熄滅！4 Circumcise yourselves to the Lord; 
remove the foreskin of your hearts, O men of Judah and inhabitants of 
Jerusalem; 


4. 撒⺟耳記上16:7 耶和華卻對撒⺟耳說：「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材⾼⼤，我不
揀選他。因為，耶和華不像⼈看⼈：⼈是看外貌；耶和華是看內⼼。」


C. 這個⼯作的困難度我們都知道，不是⼈能⾃⼰做到的。連中國⼈都有這樣智慧的
話：「江⼭易改，本性難移啊」！

1. 「真割禮也是⼼裏的，在乎靈，不在乎儀⽂。」

2. 這個「靈」，在希臘⽂看不出是指聖靈還是⼈的靈，希臘⽂也沒有把聖靈加上
⼤寫的習慣。


3. 但神學家們在從上下⽂的對照看起來，是指聖靈。保羅在羅⾺書的聖靈論要到
第八章才完全交代清楚，但在此處已經留下伏筆：⼈要成為真猶太⼈，真以⾊
列⼈，真宗教⼈，不是靠外在的儀式，⽽是靠聖靈。




4. 28 因為外⾯作猶太⼈的，不是真猶太⼈；外⾯⾁⾝的割禮，也不是真割禮。
29 惟有裏⾯作的，才是真猶太⼈；真割禮也是⼼裏的，在乎靈，不在乎儀
⽂。這⼈的稱讚不是從⼈來的，乃是從上帝來的。


5. 約翰福⾳1:47 耶穌看⾒拿但業來，就指著他說：「看哪，這是個真以⾊列⼈，
他⼼裏是沒有詭詐的。」


6. 聖經要的，上帝要的，不是我們回去做道德⼈，或做假宗教⼈，更不可能做放
蕩不羈的⼈，上帝要的，是從⼼裡發出的真以⾊列⼈。


D. 因此，保羅在羅⾺書前三章裡指出了三種⼈，都要下地獄：道德淪喪的⼈，道德
⾼尚的⼈，宗教⼈。都要下地獄。但在28-29節裡，他指出了第四種⼈，只有這種
⼈可以上天堂：聖靈⼈。

1. 聖靈⼈保留了宗教⼈的好處（請回去看第⼀點的9個好處），聖靈⼈不是毫無
約束，聖靈⼈是真宗教⼈，真以⾊列⼈，真猶太⼈。


2. 真聖靈⼈從⼼裡被聖靈改變。

a) 犯罪時被聖靈責備。 約翰福⾳ 16:8 他既來了，就要叫世⼈為罪、為義、為
審判，⾃⼰責備⾃⼰。


b) 在罪中憂愁時被聖靈安慰。約翰福⾳14:26 但保惠師，就是⽗因我的名所要
差來的聖靈，他要將⼀切的事指教你們，並且要叫你們想起我對你們所說
的⼀切話。27 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我所賜的，不
像世⼈所賜的。你們⼼裏不要憂愁，也不要膽怯。


c) 不再恐懼，因為是兒⼦了。羅⾺書8:14 因為凡被上帝的靈引導的，都是上
帝的兒⼦。15 你們所受的，不是奴僕的⼼，仍舊害怕；所受的，乃是兒⼦
的⼼，因此我們呼叫：「阿爸！⽗！」16 聖靈與我們的⼼同證我們是上帝
的兒女；


IV. 今天，你聽到了這道，你要順從聖靈對你說的話：

A. 不要只做⼀個道德⼈，來取經。我們也許不需要聖⽜聖⾁聖潔社區，但並不代表
我們可以完全與世界secular ⼀樣，分享他們的價值觀，追求他們的夢想，然後星
期天來取經，雙贏。這不是聖經的教導，這是⼀個⼈事奉兩個主。今天時間不
夠，無法完全講清楚。但⾄少你要知道，你⼈⽣的夢如果和你信主前是⼀樣的，
你對你和你孩⼦成功的定義和世界的⼈⼀模⼀樣，那你就是來取經的道德⼈⽽
已。你需要聖靈，你需要得救。


B. 宗教⼈：你需要聖靈給你⼀顆柔軟的⼼，⼀顆為罪痛悔的⼼，因為痛悔的⼼主必
不輕看。不要依靠你的宗教清單⽽得平安了，你需要⼼裡受割禮，⼼裡受洗禮，
⼼裡得到赦免，罪的重擔從你⼼裡挪去。


回應詩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