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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拉太書 一11~24

11 弟兄們，我告訴你們，我素來所傳的福音不是出於人的意思。

12 因為我不是從人領受的，也不是人教導我的，乃是從耶穌基督啟示來的。

13 你們聽見我從前在猶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樣極力逼迫殘害 神的教會。13 你們聽見我從前在猶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樣極力逼迫殘害 神的教會。

14 我又在猶太教中，比我本國許多同歲的人更有長進，為我祖宗的遺傳更加熱心。

15 然而，那把我從母腹裡分別出來、又施恩召我的 神，

16 既然樂意將他兒子啟示在我心裡，叫我把他傳在外邦人中，我就沒有與屬血氣的人商量，

17 也沒有上耶路撒冷去見那些比我先作使徒的，惟獨往阿拉伯去，後又回到大馬士革。

18 過了三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見磯法，和他同住了十五天。18 過了三年 才上耶路撒冷去見磯法 和他同住了十五天

19 至於別的使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我都沒有看見。

20 我寫給你們的不是謊話，這是我在 神面前說的。

21 後我到 敘利亞和基利家境內21 以後我到了敘利亞和基利家境內。

22 那時，猶太信基督的各教會都沒有見過我的面。

23 不過聽說那從前逼迫我們的，現在傳揚他原先所殘害的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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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24 他們就為我的緣故，歸榮耀給 神。

保羅的陳述保羅的陳述

保羅講到他的過去、現在、如何明白救恩、如何被主得著。

一11~12 福音的來源：保羅根據他個人的生命經歷提出證據，

表明他傳福音、從神所領受的使徒職分，是從神而來的。

保羅再次地強調，他使徒的職分不是從人來的：

「弟兄們，我告訴你們，我素來所傳的福音，不是出於人的意思」。弟兄們 我告訴你們 我素來所傳的福音 不是出於人的意思」

「弟兄們，我告訴你們」或譯：「弟兄們，我要你們知道」，

保羅常用的語法—「我要你們知道」、「 你們不要不知道」，

保羅書信常常出現、介紹重要真理的時候習慣的用法。

「我素來所傳的福音，不是出於人的意思」，這個地方的「傳」──過去式，

不「是 出於人的意思 現在式 兩個不同時態的動詞放在 句話裡不「是」出於人的意思──現在式，兩個不同時態的動詞放在一句話裡，

意思是說：使徒當日所傳給加拉太信徒的福音，那是他過去所傳的，

也就是他從神啟示所領受來的福音，一直到他寫加拉太書的時候仍然沒有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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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他從神啟示所領受來的福音 直到他寫加拉太書的時候仍然沒有改變

福音永不改變…，不是出於人的，福音永遠是出於神的。

一12b 乃藉啟示而得

因為我不是從人領受的，也不是人教導我的，乃是從耶穌基督啟示來的。因為我不是從人領受的，也不是人教導我的，乃是從耶穌基督啟示來的。

 是不是保羅很驕傲呢？當然不是！

保羅清楚地宣告，他所傳的福音、他所領受的是神所啟示給他的

弟兄姐妹，福音是好消息！

這個世上我們也會看到、聽到好消息，好消息可能跟別人有關，

跟我沒有關係 也可能跟我有關 這些好消息都會過去跟我沒有關係，也可能跟我有關，這些好消息都會過去，

因為人活在世上也會過去

但是從神所啟示的、帶給我們的是直到永遠的好消息，是從神所 的 帶 我們的是直到永遠的好消息

我們的生命與主連結在一起，沒有比這個更好的好消息

一11「不是出於人」、 12「不是從人領受，乃是…」，

它的結構跟一1「不是由於人，也不是藉著人，乃是…」，

語法結構是前後呼應的。

神是啟示的源頭，而神所啟示的福音的內容就是祂的兒子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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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是啟示的源頭，而神所啟示的福音的內容就是祂的兒子基督，

這是非常寶貴的，讓人珍惜的，是保羅一生願意為之生為之死的。



接下去保羅講到他以前是如何。每個人都有過去，活在當下，也朝向將來；

但是過去的不堪如果一直到現在也一直到將來，那就很讓人沒有盼望了。但是過去的不堪如果 直到現在也 直到將來，那就很讓人沒有盼望了。

一13~14 保羅的過去是如何呢？

「你們聽見我從前在猶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樣極力逼迫殘害神的教會。」

保羅一點不避諱地講出了他的過往，他的行事為人是如何。

有人信了耶穌以後，作見證講出了他不堪的過往，聽的人不會瞧不起，不會輕看，

我 聽到 去 林林總總 我 會嘆息 我 會輕看我們聽到他過去的林林總總，我們會嘆息，但我們不會輕看，

為什麼？因為現在站在我們面前作見證的這一位，他已經成為新造的人。

當我們領受一個新的生命的時候，我們就不怕把我們過去的那一些攤開給別人看，當我們領受一個新的生命的時候，我們就不怕把我們過去的那一些攤開給別人看，

那不是要炫耀不堪的過往…，但是當我們願意坦誠地把過去

在人的面前講述的時候，其實是要講出那個過程；

那個過程是我們認識了主，上帝藉著祂的兒子把一個新生命給了我們。

所以當我們聽到這些見證，我們不會輕看他們，反而會與他一同感恩，

我們會點頭 會流淚 甚至會經過他的心路歷程 然後為他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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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會點頭，會流淚，甚至會經過他的心路歷程，然後為他歡喜。

當我們聽到人的見證的時候，我們常是如此。

保羅說「你們聽見我從前在猶太教中所行的事」，

「猶太教 意思是猶太人的宗教和他們生活的方式，「猶太教」意思是猶太人的宗教和他們生活的方式，

新約就是出現在加一13~14。

初期猶太教並未被視為與基督教完全對立，

但是在保羅寫加拉太書的時候，

已經把它看為一個完全不同的宗教。

保羅用兩個實際的例證來說他以前的惡行，

極力逼迫殘害神的教會（v.13）

比同輩之人更有長進，為祖宗之遺傳更加熱心（v 14）比同輩之人更有長進，為祖宗之遺傳更加熱心（v.14）

這就是過去的保羅，從他在猶太教的表現來看，他說他是無可指摘，

他是極力地在追求，他以為的事奉上帝的生活，

他也在迦瑪列的門下受教，他是希伯來人所生的希伯來人，

這都是保羅的自述，他自己曾經講過這些話；

但是現在他回頭看，他深深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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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現在他回頭看，他深深知道

那一切與救恩無關，那一切沒有辦法把他帶進神的國度。

他以前是如何…
「極力逼迫殘害神的教會 ，「極力 這個詞在新約是出現於保羅書信，「極力逼迫殘害神的教會」，「極力」這個詞在新約是出現於保羅書信，

例如：羅七13「惡極了」，林前十二31「最妙」，

林後一8「被壓太重」，林後四17「極重無比」；

所以我們會看到「極力」有一個「強烈」的意思。

「殘害」這個詞在這一節出現以外，在新約它另外出現的是

加 23 徒九21 都與保羅逼迫教會之事有關加一23，徒九21，都與保羅逼迫教會之事有關。

「逼迫」、「殘害」，強調的是他的持續性，

不是一次的逼迫，不是一次的殘害，乃是持續性不斷的逼迫殘害，不是 次的逼迫 不是 次的殘害 乃是持續性不斷的逼迫殘害

而且是不斷的加強殘害的程度。

這我們思想到使徒行傳所記載保羅悔改的那些篇章就可以了解，

使徒行傳總共有二十八章，那裡面記載好多初代教會的歷史，

有許多的事情常常是幾節經文或者說一節經文一筆帶過

但是保羅的悔改在 使徒行傳 出現了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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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保羅的悔改在 使徒行傳 出現了三次：

九、廿二、廿六，非常的重要！

保羅這一位神所揀選的僕人，在他往大馬色的路上被神大光照耀的時候，

他整個生命幡然改變 整個人生完全不同的改變 影響了保羅的後半生他整個生命幡然改變，整個人生完全不同的改變，影響了保羅的後半生

新約有十三卷書信是保羅或是他與他的同工一起署名所寫的

他是神所重用的僕人，但是他不是神，

他坦然地講出他的過去，他也不要人如何的推崇他，

講過去的理由，是要告訴加拉太的信徒，

他們要信得過神如何在保羅生命當中的恩典跟改變；他們要信得過神如何在保羅生命當中的恩典跟改變；

你要堅守福音的真理，你也能夠得著那永遠的生命。

保羅殘害的是誰呢？保羅殘害的是教會—基督的身體，保羅殘害的是誰呢？保羅殘害的是教會—基督的身體，

逼迫神的兒女就如同是逼迫基督，殘害教會就如同是殘害基督的身體，

我們看到教會是何等地被神所關顧、眷顧的。

當掃羅往大馬色路上去的時候，忽然有光四面照著他，

主用祂的母語希伯來語對掃羅說：「掃羅掃羅，你為什麼逼迫我？」

掃羅 「 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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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羅說：「主啊，你是誰？」

「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穌基督。」



掃羅什麼時候逼迫過拿撒勒人耶穌？但是掃羅手上正拿著要逮捕基督徒的逮捕令，

那樣地被主完全地翻轉跟吸引，在掃羅的生命裡烙下了永不磨滅的痕跡。那樣地被主完全地翻轉跟吸引，在掃羅的生命裡烙下了永不磨滅的痕跡。

耶穌是主，耶穌是活的。這也就是羅十9告訴我們得救的要件：

「你若口裡認耶穌為主，心裡信神叫祂從死裡復活，就必得救。」

是保羅活生生的在生命當中所經歷的，當他還沒有悔改的時候，

他極力地逼迫、殘害神的教會，他很認真，很熱心，

比他本國許多同歲的人守律法的角度來看 他很長進 他自以為傲 也自以為是比他本國許多同歲的人守律法的角度來看，他很長進，他自以為傲，也自以為是，

他說：「我為我祖宗的遺傳更加熱心。」

熱心如果沒有真知識是非常的危險，保羅對這樣個情況是非常能夠體會的，熱心如果沒有真知識是非常的危險 保羅對這樣個情況是非常能夠體會的

因為在羅馬書十2 他的同胞那些還沒有認識神的猶太人，他說：

「我可以證明，他們向神有熱心，但卻沒有真知識」，

他們向神有熱心，但不是按著真理。

熱心很好，愛心也很好，但是如果沒有真理作根基，很危險。

就像保羅，他拿著逮捕令要去抓基督徒，以為這就叫作事奉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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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保羅，他拿著逮捕令要去抓基督徒，以為這就叫作事奉上帝，

以為這就叫作為神大發熱心，而最後他要破壞基督神的兒子的身體，就是教會。

一15~17 領受託付

15~16 然而，那把我從母腹裡分別出來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樂意將祂兒子15 16 然而，那把我從母腹裡分別出來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樂意將祂兒子

啟示在我心裡，叫我把祂傳在外邦人中，我就沒有與屬血氣的人商量。

在我們生命當中，也有一些「但是、然而」。「然而」這個轉折的語氣，

帶出下文跟上文是完全不一樣的。保羅敘述他以前是如何，然而…
感謝上帝，在我們的生命中也有然而，就是當耶穌基督介入了我們的生命，

當我們遇見了耶穌，那個就是「然而 。當我們遇見了耶穌，那個就是「然而」。

15「然而」，帶出了跟 13、14 強烈的對比，很明顯地是那個主詞的改變，

從前面的「我」，15 以後改變成「神」，強調神在每一個階段祂主動的恩典：從前面的 我」 15 以後改變成 神」 強調神在每 個階段祂主動的恩典

從母腹中的分別，從施恩呼召，從樂意啟示，以致保羅就承受了外邦使徒的託付，

把福音帶到外邦。神主動地這樣地參與，神主動地這樣的一個恩典。

保羅說神是把他從母腹裡分別出來的，就好像在

耶一5 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別你為聖，我已派你作列國的先知。

因為神呼召耶利米作先知的時候 他非常地膽顫 害怕 上帝就向他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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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神呼召耶利米作先知的時候，他非常地膽顫、害怕，上帝就向他保證、

給他應許：我早就把你分別出來了，你還沒有出母胎我就分別你為聖。

弗一 在萬古之前，在創世以前，神就揀選我們。

約十五 耶穌所說的： 「不是你們揀選了我，是我揀選了你們。」約十五 耶穌所說的 不是你們揀選了我 是我揀選了你們 」

我相信所有的基督徒，不會把這個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全部都研究透徹了，

然後說這個耶穌很好，我來信祂，

我們好像不是這樣的，不是這樣的信耶穌過程。

耶穌說：「不是你們揀選了我，是我揀選了你們。」

我們回頭看我們怎麼信主的 怎麼來到禮拜堂裡 怎麼聽到 福音的好消息我們回頭看我們怎麼信主的？怎麼來到禮拜堂裡？怎麼聽到了福音的好消息？

或者哪一個朋友、哪個同事、哪個親人，把福音介紹給我們。

我們也看到很多很好的見證，我們也羨慕他們的生活，我們也看到很多很好的見證 我們也羨慕他們的生活

然後有一天聖靈感動我們，我們打開心門接受了祂。

我們何其地有限，但是神卻揀選了我們。

保羅說上帝的啟示讓他能夠體會到復活的耶穌就是基督、是主、是神的兒子，

在保羅的思想裡面有一個非常強烈的、完全地翻轉，就是因著他認識基督。

腓三7~9 只是我先前以為有益的 我現在因為基督都當作有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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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三7 9 只是我先前以為有益的，我現在因為基督都當作有損的；

不但如此，我也將萬事當作有損的，因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

保羅為主拋棄萬事、萬有，

他把 看為好的全世界 當成 個大垃圾丟了他把人看為好的全世界，當成一個大垃圾丟了。

這個是保羅生命改變之後，

他整個價值觀改變了，人生觀改變了，末世觀改變了他整個價值觀改變了 人生觀改變了 末世觀改變了

所有的這一切都改變了，新造的人從裡到外都是新的，

心思意念、行為全變了，這是讓人何等興奮的一件事

不單是在保羅身上，歷世歷代，包括你、我，

我們的生命都因著主而有了一個完全的改變。

保羅在大馬色路上的那個經歷，就是人與神相遇的那個時候，

使得他整個生命產生了一個非常大的變化。

他跟以往斷絕了關係，他沒有跟人商量，他也沒有去見什麼前輩，他跟以往斷絕了關係，他沒有跟人商量，他也沒有去見什麼前輩，

他就直接地神帶領他到了阿拉伯的曠野，之後他再回到大馬色。

對保羅來說，蒙召作使徒以及他的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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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就是同時之間所發生的事。



一18~24 第一次上耶路撒冷，時間、情境

保羅在歸主三年之後他才首度地上耶路撒冷保羅在歸主三年之後他才首度地上耶路撒冷，

也就表明了他傳福音、使徒身分的獨立性。

他上耶路撒冷去見磯法，是教會裡的柱石，領袖人物之一，他 耶路撒冷去見磯法 是教會裡的柱石 領袖人物之

「見」有「探尋」、「想要了解」的意思

「為了結識某人去拜訪他」，可能是想要獲得耶穌生平事蹟的一些資料

保羅非常嚴肅地保證 他說 「我去見彼得 跟他住了十五天保羅非常嚴肅地保證，他說：「我去見彼得，跟他住了十五天，

別的使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以外，我都沒有看見。」

20 他非常嚴肅的一個保證：我寫給你們的不是謊話、是我在神面前所說的。20 他非常嚴肅的 個保證 我寫給你們的不是謊話 是我在神面前所說的

保羅為什麼要這麼嚴肅地講他上耶路撒冷的事呢？

目的是為著要向加拉太的敵對者、攪擾者，要很清楚地告訴他們說：

耶路撒冷的使徒們，並沒有用個人或全體的立場、權柄來對他施壓、產生影響

他這次去只看到彼得、雅各，而且他們只是提供資料，

他們不是教導者 他們也不是授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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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不是教導者，他們也不是授權者，

保羅依然保持著那個福音，跟他作主基督使徒的獨立性。

一21~24 教會的態度

在敘利亞和基利家境內信基督的猶太眾教會，在敘利亞和基利家境內信基督的猶太眾教會，

他們印證了保羅他現在所傳的福音跟早期教會所傳的是一樣的，

他們也就接納也就承認了保羅使徒的地位，以及神

在祂的僕人保羅身上奇妙的作為，最後把一切榮耀歸給神。

因此我們就可以思想，猶太眾教會跟加拉太的教會，

猶太派基督徒他們對保羅所傳的福音的看法，到底是誰走錯了路呢？猶太派基督徒他們對保羅所傳的福音的看法，到底是誰走錯了路呢？

這些猶太眾教會他們都承認都接納他使徒的地位，他們也把榮耀歸給神了

加拉太的教會，保羅所親自建立的教會，因著一些假教師的擾亂，

以致於他們不單是詆毀質疑保羅使徒的職分，

而更連帶地是他們對福音也有了一些偏差的看法

保羅再次強調，不論他宣教的使命，不論他使徒的權柄，不論他所傳福音的真理，

都不是依賴耶路撒冷教會的領袖而得來的，

所以這些分享陳述，事實上就是間接地支持了他在前面 1、12、16所宣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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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這些分享陳述，事實上就是間接地支持了他在前面 1、12、16所宣稱的，

這一切都是從神的呼召，以及耶穌基督的啟示而得的。

謝謝主，謝謝主你的揀選，

不是我們揀選了你，是你揀選了我們，

你也分派我們去結果子。

在保羅的身上我們看到你的恩典，在保羅的身上我們看到你的恩典，

在我們自己的生命中我們經歷奇妙的恩典，

為著這 切向主獻上感謝為著這一切向主獻上感謝。

禱告奉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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