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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拉太書三1-24

一-二章 福音的源頭 ─ 從神而來

三-四章 為福音辯護：論證所領受福音的超然性

三1-24 比較信心與律法，因為兩者與稱義都有關連

多方引證「因信稱義」的真理

律法真正的目的、與神應許的關係

有豐富「信心教義」的討論

保羅像是一位受神指示的神學家，

引導初信教會在信心當中紮根

三1-24 「律法」一詞共出現 14 次，

新約聖經中論述律法的目的之經典篇章。

律法有何作用？

什麼是律法辦不到的？

第二十八課第二十八課 信心與律法的比較信心與律法的比較

信心與律法的比較
三1-24

在基督裡的自由
三24-五1 

「因信稱義」乃是藉著信耶穌基督

加拉太教會的處境

猶太人企圖誘惑初信的外邦人重返律法的約束下。

保羅指出，他們剛從律法中得釋放，

使他們可以透過神的愛子 ─ 耶穌基督

與神建立一個全新的、親密的關係。

基督徒既已靠信心而不靠行律法開始進入救恩的恩典，

現在是否應該回去行律法呢？

加力量給基督徒生命的，是聖靈還是人的努力呢？

賜聖靈給基督徒和行神蹟，是藉著律法還是信心？

保羅舉證歷歷，幫助我們在信仰立場中反省、有根有基

請自行閱讀下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三1 無知的加拉太人哪，耶穌基督釘十字架，已經活畫在
你們眼前，誰又迷惑了你們呢？ 2 我只要問你們這一
件：你們受了聖靈，是因行律法呢？是因聽信福音呢？ 3

你們既靠聖靈入門，如今還靠肉身成全嗎？你們是這樣的
無知嗎？ 4 你們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嗎？難道果
真是徒然的嗎？ 5 那賜給你們聖靈，又在你們中間行異
能的，是因你們行律法呢？是因你們聽信福音呢？

‧基督徒的新經歷‧亞伯拉罕之約 ‧律法有限的功用



‧基督徒的新經歷‧亞伯拉罕之約 ‧律法有限的功用

保羅責備他們的無知：

既靠聖靈入門，如今還靠肉身成全嗎？3

受聖靈和神賜下聖靈，是因行律法、還是聽信福音？5

「耶穌基督代贖、替死，賜予自由和恩典」

難道還要靠肉身去行律法？

彷彿救恩不夠完備嗎？

已經領受了聖靈，聖靈就是救恩的憑據，

都是因為聆聽、相信福音，

而不是因遵行律法。

領受救恩、聖靈的經歷，都是靠信心入門的

請自行閱讀下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三6 正如亞伯拉罕信神，這就算為他的義。 7 所以，你們要知
道：那以信為本的人，就是亞伯拉罕的子孫。 8 並且聖經既然
預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稱義，就早已傳福音給亞伯拉
罕，說：萬國都必因你得福。 9 可見那以信為本的人和有信心
的亞伯拉罕一同得福。

‧基督徒的新經歷‧亞伯拉罕之約‧律法有限的功用

亞伯拉罕的例子

信心與律法在救恩當中跟人生活的關係

‧基督徒的新經歷‧亞伯拉罕之約‧律法有限的功用

創世記十五6 亞伯拉罕信神，這就算為他的義

上帝應許亞伯拉罕，賜給他土地、後裔、國度、君王，

亞伯拉罕的信是在兒子以撒降生之前，

若不是上帝算他為義，

他絕不敢自己說自己是義人！

信神對他的應許必會兌現、就算為義，

生命的本質並沒有提昇、改變好一些。

義是與神之間有新的關係、經歷 ─

有了神兒子的生命、聖靈、與神和好

亞伯拉罕之約在律法之前頒佈，不是因為行為，只是單因為信

請自行閱讀下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三10 凡以行律法為本的，都是被咒詛的；因為經上記
著：凡不常照律法書上所記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
詛。 11 沒有一個人靠著律法在神面前稱義，這是明
顯的；因為經上說，義人必因信得生。 12 律法原不
本乎信，只說：行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著。 13 基
督既為我們受（原文是成）了咒詛，就贖出我們脫離
律法的咒詛；因為經上記著：凡掛在木頭上都是被咒
詛的。 14 這便叫亞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穌可以臨
到外邦人，使我們因信得著所應許的聖靈。

‧基督徒的新經歷‧亞伯拉罕之約‧律法有限的功用

信心與行律法的不同果效



‧基督徒的新經歷‧亞伯拉罕之約‧律法有限的功用

信心與行律法的不同果效

律法本身是帶著咒詛的，

因律法要求人遵守全部律法，

凡不常照律法書上所記

一切之事去行的，

就被咒詛。10；申廿七26

人按自己的力量是無法做到，

在神面前「沒有一個人可以靠著律法稱義」。11

‧基督徒的新經歷‧亞伯拉罕之約‧律法有限的功用

信心與行律法的不同果效

「律法原不本乎信，

行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著」三12

律法所要求的不是信心，而是行為。

但叫人得生的是因信靠神而來的義 ─

哈巴谷書「義人必因信得生」

「因信得生」乃是從神而來的稱義、

稱義是因為信靠神，

「相信耶穌基督」

就成就在信靠主的人身上了。

‧基督徒的新經歷‧亞伯拉罕之約‧律法有限的功用

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承受了律法的咒詛

申廿一23 「凡掛在木頭上，都是被咒詛的」

耶穌已經承擔了律法當中的咒詛，

就把外邦人、律法下的猶太人

都因相信耶穌而從律法之下贖出來，

使我們得著神的應許 ─ 稱義、領受聖靈。

這便叫亞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穌可以臨到外邦人，

使我們因信得著所應許的聖靈。三14

律法引導我們看見生命的限制；耶穌把我們贖出 ─ 這是福音

請自行閱讀下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三15 弟兄們，我且照著人的常話說：雖然是人的文約，若已
經立定了，就沒有能廢棄或加增的。 16 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
拉罕和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
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 17 我是這麼說，
神預先所立的約，不能被那四百三十年以後的律法廢掉，叫
應許歸於虛空。 18 因為承受產業，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應
許；但神是憑著應許把產業賜給亞伯拉罕。

‧基督徒的新經歷‧亞伯拉罕之約‧律法有限的功用

承受神賜的產業



‧基督徒的新經歷‧亞伯拉罕之約‧律法有限的功用

承受神賜的產業

應許的約先律法早已存在，

不能廢棄或增減，且在基督裏已最終實現了。

神與亞伯拉罕立約，應許外邦人從彌賽亞蒙褔；

彌賽亞是從亞伯拉罕的後裔而出。三15-16

這應許是在頒佈律法前四百多年所立的，三17

在後的律法不能把在前的應許廢掉

我們仍然在這個約中，承受神所應許給亞伯拉罕的產業。

不是靠守律法，而是憑著神給亞伯拉罕的應許。

‧基督徒的新經歷‧亞伯拉罕之約‧律法有限的功用

承受神賜的產業

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他子孫說的。…
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

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三16

亞伯拉罕的後裔

耶穌基督
至終帶來使萬族得福

請自行閱讀下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三19 這樣說來，律法是為甚麼有的呢？原是為過犯添上的，
等候那蒙應許的子孫來到，並且是藉天使經中保之手設立
的。 20 但中保本不是為一面作的；神卻是一位。 21 這樣，
律法是與神的應許反對嗎？斷乎不是！若曾傳一個能叫人得
生的律法，義就誠然本乎律法了。 22 但聖經把眾人都圈在罪
裡，使所應許的福因信耶穌基督，歸給那信的人。 23 但這因
信得救的理還未來以先，我們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
將來的真道顯明出來。 24 這樣，律法是我們訓蒙的師傅，引
我們到基督那裡，使我們因信稱義。

‧基督徒的新經歷 ‧亞伯拉罕之約‧律法有限的功用 ‧基督徒的新經歷 ‧亞伯拉罕之約‧律法有限的功用

律法有特定作用：

以色列人當年需要有一些引導和幫助，來扶持他們的軟弱。

需要律法的教導，能夠活出上帝選民的特質與聖潔。

把人「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到那將來的真道顯明出來」三23

以色列人先被引導出埃及，得救在先，

然後上帝賜下律法，教導百姓如何生活；

道德律法：認識神是聖潔

禮儀律法：藉獻祭回到神的面前

民事律法：生活、動作與外邦民族不同

律法要求行為



‧基督徒的新經歷 ‧亞伯拉罕之約‧律法有限的功用

律法如何使人知罪：

律法的內容是「訓蒙師傅」

發現自己無法憑著行為達到神的標準

才了解什麼是義、神的聖潔，

神用立約主動與我們建立恆久的關係

需要一位救主，使我們能達到神的義

神的標準藉律法已經表明，

不是行為能達到、成全的。

律法是「為過犯添上的」

目的為使罪顯露出來、被定罪

‧基督徒的新經歷 ‧亞伯拉罕之約‧律法有限的功用

律法的功用不是給人生命 三21-22

律法建構我們與上帝之間準確的關係，

上帝讓我們看見他對世界整個的計畫、標準。

律法見證我們真的

無法達到那樣的標準，

真的活出律法

─ 就是神的榮耀

我們都犯了罪、

虧缺了神的榮耀

渴望恢復與神之間的關係

‧基督徒的新經歷 ‧亞伯拉罕之約‧律法有限的功用

律法的功用不是給人生命

律法
有限的功能

引導我們進入 基督 釋放我們
使我們得著

自由

當耶穌來的時候，

能夠恢復律法當中

上帝所建構的情境 ─

與神、與人、與世界的美好關係

信耶穌、稱義、達到律法的要求，

是得著生命的方式。

‧基督徒的新經歷 ‧亞伯拉罕之約‧律法有限的功用

保羅從未說過神的律法與基督徒的自由

是互相抵觸、不能調和的

律法 引導我們進入 基督 釋放我們
使我們得著

自由

三24 律法是我們訓蒙的師傅，

引我們到基督那裏，使我們因信稱義。

五15 基督釋放了我們，叫我們得以自由，

所以要站立得穩，不要再被奴僕的軛挾制。

不需要再回頭，負律法的軛 ─ 奴僕的軛

三24 五1



‧基督徒的新經歷 ‧亞伯拉罕之約‧律法有限的功用

不是把舊約律法當做「軛」來負上、要求行為，

而是自由的、遵行神旨意的生活狀況，

以律法的形式描述出來。

藉著耶穌基督的義、生命，

成全在你我裡面，

以致可以達到律法的要求：

不是憑著自己的行為

而是藉著耶穌而來的義

我們是自由的，從裡面產生一種力量，可以行在主的道中

禱告禱告
在你的聖潔、公義當中，

我們活在黑暗、裡面一無良善！

你不是讓我們一直沉淪、被定罪，

你賜下愛子要成為我們生命的救贖，

使我們不再被控告。

親愛的耶穌讓我們羨慕活在自由當中，

在信心裡領受所加給我們的力量、生命，討你喜悅。

感謝你拯救我們，稱我們為義，使我們成為屬你的人。

使我們在聖靈中得生、得著能力，在生命與生活中榮耀你。

問題思想問題思想

保羅責備加拉太人的重點為何？

根據 三24 律法的功用是什麼？

click 左下角 可以閱讀解答 問題思想問題思想

保羅責備加拉太人的重點為何？

根據 三24 律法的功用是什麼？

一1、3 無知：

既靠聖靈入門，如今還靠肉身成全嗎？

是訓蒙的師傅，引人到基督那裏因信稱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