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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课   神给你生活的规则 

 

我们要申请新的驾驶执照，首先要通过关于交通标志

和规则的考试，那些知识是每个驾驶员必须知道的。在我

们书桌的上有一本名叫“交通规则”的小册子，里面的规

则都很好。如果我们都能遵守里面的规则，我们就不会出

现交通事故，也不会和执行国家法规的警察发生冲突了。

有时候，我们可能想不顾速度限制，开快点。但是，速度

规则却提醒我们，禁止我们的冒险行为。这些规则的制订

使我们避免麻烦，也防止了我们做出伤害他人的行为。 

在我们的家庭里也同样有规则。例如，我们的孩子不

能在屋里打球。孩子需要有规则的约束。如果一个孩子知

道哪些是他应该做的，哪些是他不应该做的，他就会比较

有安全感。如果他没有遵守规则，他就会受到惩罚。出于

爱的管教是好的，这样会使孩子知道，如果他遵守规则，

每个人都会更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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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人类的创造者，也同样立定了规则。，希望他的孩

子知道并且遵守他所有的规则。这就是神为什么要通过他

的儿子耶稣基督和摩西把他的规则显明出来的原因 

在这一课你将会学到… 

人的规则 
摩西所领受的神的戒律 
耶稣的教导 
使徒们的指向 

这一课将会帮助你… 

 认识到神在圣经里面所指示的规则的重要性 
 意识到耶稣所给的规则给我们显示了我们应该做

的，而不是显示我们不应该做的 

人的规则 

目的 1：解释神是如何希望你能够明白你国家的领袖和国家

的规章制度的 

神的旨意与处理社会秩序有关。神希望人们可以过着

和平、融洽的生活。神允许人建立他们自己的政治系统。

因此，在族里有族长，君主政体的国家里有君王，共和政

体的国家里有总统。是这些领导人制订了管理我们社会的

规则和法律。在神的眼里，并不是所有的领导人和法律都

是好的，但是神希望我们尊敬他们。 

使徒保罗在罗马书 13：1－3 告诉我们： 

“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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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

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作官的原不是叫行善

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

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 

权力的存在就是为了控制作恶的和惩罚那些违背法律

的人。保罗那样说是因为法律是惩罚恶者的，律法担当了

神仆人的角色。我们遵守律法，不仅仅是出于惧怕，更是

“因为良心”（罗马书 13：5）。 

 

之后保罗又继续说到缴税是因为良心： 

“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他们是神的的差役，常

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

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

恭敬他。”（罗马书 13：6、7） 

基督徒的誓言首先是对神的国度负责。作为天堂的自

由国民，我们必须通过对统治者的遵从和缴税来做非信徒

的好榜样。彼得激励我们说：“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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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彼得前书 2：13） 

耶稣是一个顺服制度的奇妙榜样。虽然他是万王之王，

但是他为了不得罪人而缴税（马太福音 17：24－27）。当敌

人想用缴税的问题试探他的时候，耶稣给了下面的好建议： 

“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马太福

音 22：21） 

习题 

1. 判断下列关于基督徒对政府的态度的句子的正误。 
a) 他对于缴税的事情很生气，因为他是神的孩子。 
b) 他希望遵守他国家的律法。 
c) 他因为良心而缴税。 
d) 他尊敬人的制度。 
e) 他看神的律法高于人的律法。 

2. 在笔记本上写下马太福音 22：21 的经文。你能想出一些

关于你自己跟政府的事情，你自己跟神的事情吗？一些可

能是跟政府和神都有关的。把它们都写下来。 

摩西所领受的神的诫命 

目的 2：让你知道神的律法，并且解释圣灵对你遵行律法时

所做的帮助的重要性。 

人的律法可能好，也可能不好。那些律法都是为人的

社会服务。神的律法是完全的，而且适合任何地方的人。

诗篇的作者这样说： 

“耶和华啊，你是公义的，你的判语也是正直的。你

所命定的法度是凭公义和至诚。”（诗篇 119：137－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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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通过他的仆人摩西，把律法告诉他的子民。很多人

信神，而且知道神的一些做事方式。但是大多数的人不知

道神的律法。于是神就在西奈山上把他完全的诫命交给了

摩西，让摩西把律法告诉神的选民――希伯来人。 

你可以阅读出埃及记 19－31 章来了解整个过程和神对

摩西说的话。首先，而且是 重要的诫命被称为十诫。 

在申命记 5 章里，摩西把这些诫命告诉了人们，让他

们学习并且遵守（1 节）。他希望他们知道那些诫命是神圣

约的基础。如果他们遵守那些律法，神就会继续祝福他们

（32－33 节）。 

即使我们是通过耶稣的死和神建立新圣约的子民，我

们还是应该知道和遵守十诫。十诫是适合所有的人。没有

十诫，我们就不能有一个健康、繁荣、和善的社会。下面

让我们简单的看一下十诫： 

1. 除上帝以外没有别神可以敬拜。 
2. 不可敬拜偶像。 
3. 不可妄称神的名。 
4. 守安息日。 
5. 孝敬父母。 
6. 不可杀人。 
7. 不可奸淫。 
8. 不可偷窃。 
9. 不可作假见证。 
10. 不可贪恋他人的妻子或者是他人的所有。 

神给我们这些诫命是要帮助我们过和平和繁荣的生

活，因为他是一位良善、有爱心的天父。 

记住，主——你的神就像父亲管教孩子一样管教你。



 

50

因此，照神吩咐你的去做：“遵行他的道，敬畏他。”（申命

记 8：5－6） 

以色列人经常都不遵守这些律例，所以他们受到惩罚。

但是他们跟其他人一样。每一个人，不管男人还是女人，

都违背神，违反十诫里面的一条或两条诫命。甚至那些

虔诚的人都会在某个问题上失脚。 

一天，一个很虔诚的年轻人去找耶稣（马可福音 10：
17－22）。他想知道他要怎样做才可以得到永恒的生命。耶

稣问了他 后的五个诫命，那人很自豪地说他全部都遵守

了。然后耶稣亲切地问他是否愿意变卖全部的财产跟随耶

稣。圣经说那个年轻人难过的走了，因为他很富有。我们

可以知道，他爱财产胜过顺服神的儿子。财产才是他的神。

年轻人没有意识到，他其实已经违反了诫命的第一条了。 

 

是的，神对他子民的行为有着很高的标准。我们任何

一个人都没法靠着我们自己来完全遵守神的律例。使徒保

罗在罗马书 7：21－25 那里说到了我们的问题：虽然我们

可知道神的律例是好的，也渴望做好，但是我们不能战胜

我们人的自然属性。感谢神回应我们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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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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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书 8：3－4） 

耶稣――人子和神子，成全了神所有的律法（马太福

音 5：17）。通过耶稣的死，我们的罪过得以赦免；通过耶

稣的圣灵，我们学会怎样顺服神的律法。 

习题 

3. 在你的笔记本上写下诗篇 119：33－35，学习那几节经

文，并使它成为你的个人祷告。 

“求你叫我遵行你的命令，因为这是我所喜乐的。求

你使我的心趋向你的法度，不趋向非义之财。求你叫我转

眼不看虚假，又叫我在你的道中生活。” （诗篇 119：35
－37） 

4. 圈出下面有关对神律例的正确表述。 
a)  神的规则是完全的。 
b) 摩西所领受的全部律法只是适合希伯来人。 
c) 人可以很容易就遵守十诫。 
d) 神给我们他的规则的目的是帮助我们过正          

确的生活。 
e) 十诫已经过时了。 
f) 耶稣顺服神所有的律法。 
g) 我们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遵守那些规则。 

5. 如果你还不知道十诫，那么你把它们写到笔记本上，并

且背诵。在你学习十诫的时候，请求圣灵帮助你遵守它们。 

耶稣的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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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4：解释基督的律法为什么被称为爱的律法。 

一个律法师曾经找耶稣，问他一个有关神律法的难题：

“律法上哪一条 大？”（马太福音 22：36）。耶稣没有选

择十诫里面的诫命，而是从旧约那里选了一条神的诫命，

那诫命已经概括了十诫中的前四条诫命： 

“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申命记：

6：5） 

你看，如果你爱神，你就会只敬拜他，你就不会妄称

他的名，你就会做一切的事情来讨神喜悦。爱是你顺服所

有律法的动机。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在回答那个律法师的时

候，加添了一个在旧约里面的第二大的诫命。这个诫命概

括了后面的五个诫命： 

“爱人爱己。”（利末记 19：18）。 

如果你爱这个人，你就不会杀他，或者贪恋他的妻子

或他的财产，你就会希望把生活中 好的东西都给他，这

就是爱。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爱是通过被圣灵充满的基

督徒行动表现出来的。 

当基督准备离开他的门徒时，他很谨慎地给了他们指

示。耶稣爱他的门徒，他的门徒也很爱他。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约翰福音 14：15）。
他承诺会派遣一位“帮手”――圣灵，来教导他们如何顺

服（约翰福音 14：16、17，26）。然后他还告诉他们： 

“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

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约翰福

音 15：12－13） 

耶稣的爱是真实的。耶稣为我们付出：他为了救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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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牺牲了他的性命。现在耶稣对他所有门徒的命令就是“他

们也都应该做事”。使徒保罗清楚地写到： 

“你们各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

的律法。”（加拉太书 6：2） 

 

我们通过为他人做好事来显明我们对主的爱。你还记

得在第一课里面说到神就是希望他的孩子做好事吗？现在

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耶稣的诫命。 

有效的爱是神国里的一个中心诫命。但是我们看到神

的性情远不止爱，神同样是公义的。有效的爱必须被引导

到正确的方式上面。耶稣给了我们有关爱和公义的教导，

在马太福音 5－7 章就有提到。 

在那个教导里，耶稣告诉他的门徒 高公义标准是什

么，并希望他们以那为目标。他们不仅仅是避免做坏事，

他们不能抱有不好的想法。例如，耶稣说遵守诫命，仅仅

是不犯通奸是不够的。他的门徒必须不能有那样的思想（马

太福音 5：27－28）。如果我们仅仅是为我们的朋友做好事，

对耶稣来说是不够的。他告诉我们也要爱我们的敌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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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他们祷告“这样，就可以作你们天父的儿子。”（马太福

音 5：43－45） 

耶稣的命令意味着一个新的生活方式。我们的施舍和

祷告都必须在暗中做，不要“炫耀”。我们做所有的事情是

为了主，不是为了人的赞扬。伪君子所做的就是那些只是

表面上好看的事情，我们不要做那些。耶稣反复对他的门

徒说神看行为的同时，也看动机和态度的。 

耶稣的教导是正确的。耶稣列出了一些我们不能做的

事情，告诉我们如何远离律法不允许的事情，他告诉我们

要爱神，要出于爱神的缘故去爱他人和为他们做好事。他

晓谕我们：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马太福音 6：33） 

习题 

6. 耶稣要我们做的事情是和我们人的自然属性所想的有

时不同。下面的表述是西奈山上的教导，把你需要圣灵帮

助去完成的圈出来。 
a) 当你受苦的时候要喜乐。 
b) 当他人错误对待你的时候，不要报复。 
c) 爱你的敌人。 
d) 暗中做慈善的事情。 
e) 当他人错误对待你的时候，要饶恕他们。 
f) 避免论断他人。 

7. 哪些诫命你遵守起来 有困难？把它们写在笔记本上，

并且祷告，祈求主帮助你遵守耶稣的诫命。留下空白写圣

灵在这个星期里是如何帮助你遵守命令的。 

使徒们的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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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4：基督爱的律例可以应用在现实的日常生活当中，同

时也表现在使徒的教训中。现在就把那些方式列举

出来。 

耶稣升天与父同在以后，他的使徒就到各个地方传福

音。犹太人明白神是圣洁的，并且神给了他们律例来帮助

他们避免罪。他们很容易就学会了耶稣给的爱的律例。但

是对那些来自不明白神性情的国家的人们，门徒就不得不

教导他们更多的基本知识。这些人有他们自己的信仰，他

们要学习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他们旧的方式是有罪的，门

徒还要教导他们耶稣的诫命。 

我们从圣经可以看到门徒们的教导。他们像耶稣那样

教导。他们告诉人们主的诫命可以如何帮助他们解决他们

的问题。例如，门徒约翰教导的信耶稣的诫命和爱他人。

他告诉基督徒： 

“小子们哪，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

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约翰一书 3：18） 

雅各写到“请散住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雅各书 1：
1），他关注同样的事情。“至尊的律法”（雅各书 2：8）就

是要爱人如己。雅各鼓励每个人通过遵守这个律法来做好。

把那个律例应用到他们的生活中。“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

便是犯罪”（雅各书 2：9）。歧视――例如因为一个人的种

族、性别或者社会地位而喜欢或者憎恶他，是违背爱的律

例的。基督徒要改变对他人的态度，还要帮助他们。雅各

书写到： 

“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

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雅

各书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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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保罗在成为基督徒之前是律例的奴仆。他意识到

那些救不了他。得救不是我们自己努力的结果。（阅读以弗

所书 2：8－9）。我们通过基督耶稣已经接受了救赎的恩赐，

我们就要对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负责。保罗警告我们： 

“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帮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

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

刚硬。…又要将你们的心志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

新人是照着神的形像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以弗

所书 4：17－18，23－24） 

保罗在以弗所书里写了很多劝勉的话语。下面就是其

中一些通过圣灵力量对基督徒生活有帮助的劝勉话语。你

可以在以弗所书 4－6 章那里找到。 

1. 时刻谦卑，温柔和有耐心。 
2. 把你的爱在宽容他人的事情上显现出来。 
3. 不要撒谎，要说实话。 
4. 停止偷窃，要工作。 
5. 帮助穷人。 
6. 不要说伤害人的话，却要说造就人的话。 
7. 不要怀有苦毒或发怒；要仁慈和存温柔的心。 
8. 饶恕他人。 
9. 不要淫乱，做下流的事，也不要贪心。 
10.努力学习讨神喜悦。 
11.不要喝醉，但却要被圣灵充满。 
12.常常感恩。 
13.顺从他人。 
14.妻子要像顺从神一样的顺从丈夫。 
15.丈夫要像基督爱教会那样爱妻子。 
16.儿女要顺服父母。 



 

57

17. 父母不要用让孩子愤怒的方式对待他们，要用基督   
的管教和指示来养育他们。 

18.穿上神所赐的军装。 
19.在任何情形下都跟随圣灵引领而祷告。 

这是一个多么奇妙的带领啊！这清单所列举的不是我

们不应该做的事，而是那些正确的、积极的，我们应该做

的正确的事。我们必须立刻停止做坏事，积极行动做好事。

做更好的事不仅可以使我们更开心，它还会令我们更像我

们的主。保罗提醒我们，那就是我们在爱的律例之下生活

的目的： 

“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

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

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以弗所书 5：1－2） 

习题 

8. 把下面遵守爱的律例的行为圈出来。 

a) 因为你的孩子走得慢就打他。 
b) 为有病人的家庭提供食物。 
c) 帮助人找工作。 
d) 诅咒那个差点撞到你的司机。 
e) 为你的牧者祷告。 
f) 尊敬你社区的长者。 

9. 在我们的生命中都存在着不遵守爱的律例的地方。祷告

请求圣灵把你不遵守爱的律例的地方指出，并且求神帮助

你改正。 

10. 把下面的表格在笔记本上画出来。每一栏的第一行都写

上：“我自己的生活” “和家人的生活” “在社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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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会的生活”。连续两个星期都把那些你遵守爱的律例

的方面写下来，你将会发现第二个星期比第一个星期容易

很多。 

我自己的生活 和家人的生活 在社区的生活 在教会的生活 

    

 

  

 

 

 

现在你已经学完了第一单元。复习课文后完成学生报告中第

一单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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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对答案 

6. 它们都超出我们的自然能力，所以全部都需要圣灵

的帮助。 

1. a) 错   b) 对   c) 对   d) 对   e) 对 

7. 你自己的答案。 

2. 你列出的可能与我们的不同，但是下面是一些例子： 
   政府——交税，参军 
     神——什一奉献，为教会做事服侍神 

8. b) 为有病人的家庭提供食物。 

  c) 帮助人找工作。 

  e) 为你的牧者祷告。 

  f) 尊敬你社区的长者。 

3. 你自己的答案。 

9. 你自己的答案。 

4. a) 神的规则是完全的。 
  d) 神给了我们他的规则，目的是帮助我们过正确的

生活。 
  f) 耶稣顺服神所有的律法。 
  g) 我们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遵守那些规则。 

10. 你自己的答案。只要你继续遵守神爱的律例，你就

能更加地开心。 

5. 你自己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