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一起思想了加拉太書第一章，保羅看重他「使徒的職分」以及「福音的傳承」，
 他是如此強調，他不是高舉自己我是使徒、我有權柄、你們該聽我
 加拉太的信徒、教會，是他辛苦的與他的同工巴拿巴，
在第一次宣教旅程中所建立的，是他屬靈的兒女，
他靠著主的恩典、能力，把福音傳講出去，
他為這些當地的居民能夠信了耶穌何等地感恩
保羅不是高舉他「使徒的職分
保羅不是高舉他「使徒的職分」，但是當人質疑他使徒職分時，
但是當人質疑他使徒職分時
其實就等同於質疑了他所傳的福音，這就是保羅所看重的。

加拉太書 第三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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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前面講了他的得救的見證，以及蒙召、領受使徒權柄，
並且得著了猶太眾教會的認同之後，
在 第二章 講到他第二次上耶路撒冷；
這與第一次他上耶路撒冷只見到磯法、雅各，
已經隔了十四年之久。

加拉太書 二1~10
1 過了十四年，我同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並帶著提多同去。
2 我是奉啟示上去的
我是奉啟示上去的，把我在外邦人中所傳的福音對弟兄們陳說；
把我在外邦人中所傳的福音對弟兄們陳說；
卻是背地裡對那有名望之人說的，惟恐我現在，或是從前，徒然奔跑。
3 但與我同去的提多，雖是希臘人，也沒有勉強他受割禮；
4 因為有偷著引進來的假弟兄，私下窺探我們在基督耶穌裡的自由，要叫我們作奴僕。
5 我們就是一刻的工夫也沒有容讓順服他們，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們中間。
6 至於那些有名望的，不論他是何等人，都與我無干。
神不以外貌取人。那些有名望的，並沒有加增我甚麼，
7 反倒看見了主託我傳福音給那未受割禮的人，正如託彼得傳福音給那受割禮的人。
8 （那感動彼得、叫他為受割禮之人作使徒的，也感動我，叫我為外邦人作使徒；）
9 又知道所賜給我的恩典，那稱為教會柱石的雅各、磯法、約翰，就向我和巴拿巴
用右手行相交之禮 叫我們往外邦人那裡去 他們往受割禮的人那裡去
用右手行相交之禮，叫我們往外邦人那裡去，他們往受割禮的人那裡去。
10 只是願意我們記念窮人；這也是我本來熱心去行的。

我素來所傳的福音不是出於人的意思
保羅把他「使徒的職分」、跟他「福音的領受、傳遞」連在一起，
當有人質疑他使徒權柄的時候，那不是看輕他，
而是看輕他所傳的主耶穌基督，這是保羅非常看重，並且要為之清楚解明的。

二１「過了十四年」，

「過了」這個詞就延展出保羅在
「過了
這個詞就延展出保羅在 二1~10
~
的敘述
的敘述，
他講到他在大馬色之後的腳蹤，然後他也上了耶路撒冷。
在這 段 保羅所強調的是 就算他與耶路撒冷教會的使徒
在這一段，保羅所強調的是，就算他與耶路撒冷教會的使徒，
或者被稱為柱石的彼得還有雅各、約翰來相會，
 他也沒有被這些所謂教會柱石、教會領袖責備，
他也沒有從他們領受什麼命令
 反而是使徒們肯定保羅外邦使徒的正當性，
並且與他行右手相交之禮，
並且告訴他傳福音也要顧念窮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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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讓我們可以認識到，當我們領受神的恩典、有基督徒的身分地位，
或者在教會裡面我們參與 些服事的工作，不管是什麼樣的工作，
或者在教會裡面我們參與一些服事的工作，不管是什麼樣的工作，
求主幫助我們，我們敬重那個工作；
而敬重那個工作的實質，就是榮耀那個工作。
你作傳道人、牧師、長老、教會的區長、小組長，
或者是詩班的指揮、靈修、青年的輔導，
不管我們作任何的服事 我們要敬重那個職分
不管我們作任何的服事，我們要敬重那個職分，
並且榮耀那個職分，這是我們在保羅身上看得非常清楚的。

從保羅的論述跟猶太派基督徒對他的指控，
可以突顯出下面三點：
1. 保羅在他悔改之後三年上耶路撒冷，
與 得 雅各有 暫的會
他與彼得、雅各有短暫的會面，
這一次再相聚其實是漫長的十四年之後了。
2. 他這次前往耶路撒冷是奉啟示上去的，
二2 我奉啟示上去的…
我奉啟示上去的
而不是教會那些有權柄的人對他的要求。
3. 會面的結果
會面的結果，是被看為與耶路撒冷的那些使徒們其實是平等，
是被看為與耶路撒冷的那些使徒們其實是平等
並且對他外邦使徒的職分完全肯定的。

保羅一向是非常謙卑的，但在這個地方，
保羅
向是非常謙卑的 但在這個地方
 他清楚地說明他的行蹤
 而且清楚地交代他跟誰講過話、跟誰沒有說話
這不是一個平常的事情。
因為他面對教會的這些光景，他十分的著急，
他也不願意因為他個人可能沒有講清楚而被誤會，
所以他很清楚地講明了他的行蹤，他跟誰見面、他的心態如何…

我們再說：保羅非常非常看重他從神所領受使徒職分，
特別在 羅十一 保羅以他作外邦使徒的這個職分，
他說：因此我敬重這個職分。
「敬重 表示是「榮耀
「敬重」表示是「榮耀」，意思就是我要榮耀這個職分。
意思就是我要榮耀這個職分
5

他同行的這一次有誰呢？是巴拿巴、提多。
提多有可能是保羅帶領他信主的，在 多
多一44 可以看見，
後來提多就成為了保羅得力的助手。
而上耶路撒冷這個性質是奉啟示上去的，
去的目的有可能是為著來賑濟，
也就是幫助耶路撒冷在當時有饑荒。
可以從 徒十一27
徒十 27~30
30 會看到整個事件、時間的背景…
會看到整個事件 時間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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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兄姐妹，我們去與別人相會、拜訪長輩，這都是很好的，
因為拜訪這些在主裡比我們早事奉、比我們有經驗的，他們一定會教導我們；
跟他們談了一席話，可以少走一些冤枉路、彎曲的路，
面對長輩的教導，就可以領受神在他們身上的恩典。
我認識一位真是在屬靈裡面可作榜樣的長輩，
我有一個機會請問他，因為他真的有好多的見證，
他的生命裡有豐富的經歷，我就請教他，
命 有豐富
歷 我 請教
要怎麼樣能夠有這麼多的經歷、在生命中可以有這麼多的見證呢？
他實在很有意思而且也很謙卑 當時我還年輕
他實在很有意思而且也很謙卑，當時我還年輕，
他就說：「妳活到我這個年齡妳就會有的。」

保羅帶著一些捐款、保羅帶著一些幫助，
然後與他的同工巴拿巴和提多 ，他們到耶路撒冷去，
他們到耶路撒冷去
為著當時的饑荒，他要幫助當時的教會的那一些信徒。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目的而上了耶路撒冷，
他就在一個不是很正式的會面當中，
他向使徒說明了他所傳的福音，
不是為了增加自己的信心，
而是為了消除猶太派對加拉太教會的錯誤的訊息以及影響力。
7

我心裡知道不只是年齡的問題，
是我們的生命要不斷地成長，要不斷地更新，
才能夠經歷神的話，成為實際的生命的影響，
在我們的身上 也能夠成為別人的幫助
在我們的身上，也能夠成為別人的幫助。
從保羅的身上我們就會看得非常的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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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為了賑濟當時的一個饑荒，他要去幫助他們，他帶著捐款也帶著跟同工一起，
二2a 把我在外邦人中所傳的福音對弟兄們陳說；卻是背地裡對那有名望之人說的。
「對弟兄們陳說」，原來的意思就是「他們」，就是對他們說。
這個「他們」到底是指誰？是指那些有名望的人，二2 有名望之人、
二6 有名望的，指的就是 二9 那稱為教會柱石的雅各、磯法、約翰。
 這是一種說法，「他們」指的就是有名望的、也就是耶路撒冷教會的領袖們
 還有一種說法就是，他們指的是耶路撒冷教會的弟兄們，
還有 種說法就是 他們指的是耶路撒冷教會的弟兄們
保羅除了和教會領袖私下的接觸之外，還有一次在耶路撒冷的公開會談

為什麼保羅要這樣做呢？他自己很清楚的來解釋，
二2b 惟恐我現在，或是從前，徒然奔跑。
「惟恐」，也就是「免得」，
都表達出了保羅內心那份戒慎恐懼！
 他免得現在的跑、過去的跑，都是徒然的，都是空的
 他要很清楚的來印證，他也很有把握，
過去 現在甚至於未來 不是徒然的
過去、現在甚至於未來，不是徒然的
他所傳的福音從神領受的，也得著了猶太眾教會的肯定跟接納、
耶路撒冷的領袖們也對他表達了肯定
耶路撒冷的領袖們也對他表達了肯定，
保羅的心態是戒慎恐懼，在這樣的心境之下，
保羅就把福音向耶路撒冷的領袖們來陳明。

從這兩個方向來思想，「他們」就是指著有名望的人、教會的柱石，
從這兩個方向來思想
他們」就是指著有名望的人 教會的柱石
感覺上是比較合理的，因為保羅在上下文裡
他重複強調的就是「他沒有依賴耶路撒冷的教會領袖」。
二2 新譯本翻譯說：「私下講了給那些有名望的人聽」，
這句話就是對弟兄們陳說。
所以我們還是這樣的接受：所謂「對他們陳說」或「對弟兄們陳說」，
所以我們還是這樣的接受
所謂「對他們陳說 或「對弟兄們陳說
指的就是同樣的人，也就是耶路撒冷教會的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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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常常用「奔跑」，但是他從來沒有更改過奔跑的方向，
換跑道的不是保羅，保羅所傳的福音從始至終都是一樣的，
換跑道的是這些加拉太人，
加五7 你們向來跑得好，有誰攔阻你們，叫你們不順從真理呢？
你現在跑岔了路，那是一個危險的路，不知道能不能回來，你要小心！

10

 神的僕人看重神的話，一個教會看重神的話，

他的是非一定會少的
 弟兄姐妹看重神話語，跟神、跟人的關係一定是好的
有的時候可能有一些閒言閒語、是非傳舌，
但是一個看重神話語、明白真理的信徒，他不會為之傳播的，
他不會代他們免費宣揚的，他一定會到此為止；
他可能也會去跟告訴他的人說：
「我不是當事人，你好不好去問那個當事人？」
、
他不會把它免費地去傳播，
然後帶著一個無所謂的態度，不是這樣的！

這也是讓我們成為基督徒之後要戒慎恐懼—要清楚地站穩在真理的根基上。
今
今天很多的異端，大概在主後五世紀以前全部都出現過了，
多 異端
概在 後
前 部都
到今天常常是換湯不換藥的、常常是變一個外貌出現。
 對弟兄姐妹來講
對弟兄姐妹來講，這個非常非常重要
這個非常非常重要
 對傳道人來講，看重神話語是何等地重要！
特別在教會裡面對聖經的教導、對真理的堅持
教會裡面有各種各樣傳福音的方法，這都是非常好的，對外傳福音
可以用各樣的策略，能夠合神心意的都可以去用，不是規定某一種方式。
但是在聖經真理的根基上我們很清楚知道沒有兩套
但是在聖經真理的根基上我們很清楚知道沒有兩套，
我們很清楚知道那是獨一的。

保羅一向不是那麼樣的在乎人的肯定的，
在其他經文我們看得到，保羅認為蒙主喜悅才是他渴望的，
但這個地方不 樣 這個地方關乎他作工的果效
但這個地方不一樣，這個地方關乎他作工的果效、
關乎他所傳的福音，被人完全地相信跟接受的重要性。

保羅所帶出來的信仰根基，所帶出來對加拉太教會的著急，
 他一向不在乎他要獲得人的肯定，他要求的是蒙主的悅納
 但現在他看重的是當他所傳的福音被詆毀的時候，
他就要堅持到底了，他為加拉太的信徒有所爭辯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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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3 但與我同去的提多，雖是希臘人，也沒有勉強他受割禮。

但是保羅沒有為提多行割禮，為什麼呢？二4 因為有偷著引進來的假弟兄，
私下窺探我們在基督耶穌裡的自由，要叫我們作奴僕。
 保羅的一舉一動都有人在監看，都有人想要找出他言行舉止的把柄，
因此保羅為著他所傳揚的福音、真理不被中傷，他很清楚地做了該做的事情
 「有偷著引進來的假弟兄」，這個「假弟兄」是非常嚴重的指責，
保羅認為這些猶太派基督徒並沒有得救，他們是混進來的假弟兄，
就好像 約十 你不是從門進來的，那就是強盜、就是盜賊
你不是從門進來的 那就是強盜 就是盜賊
 保羅用非常嚴厲的措詞來形容、來指責這些攪亂者是偷進來的假弟兄，
然後暗暗 私下窺探我們在基督耶穌裡的自由
然後暗暗地私下窺探我們在基督耶穌裡的自由

提多是外邦人，但是保羅沒有給提多行割禮。
保羅曾經給提摩太行割禮，為什麼他不給這個外邦人提多行割禮呢？
徒十六1~3 保羅第二次來到路司得，他可能在第一次去路司得的時候帶領了提摩太，
提摩太的父母種族不同，因此他的身分也很特殊，
 猶太人本來不應該與外邦人結婚的，
一旦結了婚，兒女就算是猶太人，要受割禮
旦結了婚 兒女就算是猶太人 要受割禮
 提摩太的父親是希臘人，他的母親是猶太人
保羅的宣道旅程他想把提摩太帶著，而保羅的宣道旅程一定會接觸到猶太人，
保羅的宣道旅程他想把提摩太帶著
而保羅的宣道旅程 定會接觸到猶太人
特別是保羅要向他的同胞還福音的債的時候。
他到了外邦地方，只要那個地方有猶太的會堂，一定會先進會堂，
本著聖經證明耶穌是基督，他要向他的同胞猶太人還福音的債。
所以他帶著提摩太同行的時候，一定有機會會遇到猶太人，
而且當地的猶太人都曉得提摩太沒有受割禮，
所以為了服事的緣故，保羅為提摩太行了割禮。
13

保羅很清楚知道福音真理不是靠律法的行為，
福音真理就是因信得稱為義的真理。
在面對這樣的情況，保羅不單是沒有給提多行割禮，
而且他更清楚地講出：
二5 我們就是一刻的工夫也沒有容讓順服他們，
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們中間。
不論他是什麼人，不論他是何等人都與我無干，
二6 至於那些有名望的，不論他是何等人，都與我無干。神不以外貌取人。
那些有名望的，並沒有加增我甚麼。

基督徒在基督裡信主了、得享自由，脫離了轄制，
脫離了罪的捆綁，脫離了律法的轄制，有些人就在暗中
偵察保羅與他的同工在基督裡所享有的自由，
為的是什麼呢？為的就是要轄制他們。
「窺探 這個字有不信任的意思，
「窺探」這個字有不信任的意思，
並且還包含：我詢問你、而且我有監督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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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些以外貌取人、高抬人，
正是猶太派基督徒所看重的，所以他們就詆毀保羅了。
而這些有名望的人、這些領袖們，
其實並沒有為保羅加增些什麼，反而因著保羅的見證，
這些耶路撒冷教會的領袖們他們反倒看見：
二7 反倒看見了主託我傳福音給那未受割禮的人。
「反倒看見」，強烈的表達了跟上文、跟前面這些經文，
有不一樣的陳述：
「看見 在第 節 「知道 在第九節
「看見」在第七節，「知道」在第九節，
這個「看見」跟「知道」的一個結合，
就成為了耶路撒冷教會領袖
接納保羅跟巴拿巴的理由了。

仍然讓我們看見不是驕傲，不是自大，而是保羅
很清楚地回到他的原點，就是他使徒位分的授予，
他很清楚領受的是從神而來的啟示以及託付。
所以，不論這些有名望的人他們怎麼稱呼，
他是使徒、是柱石，不論他們的來歷如何、今天的地位是怎麼樣，
保羅不以之高抬人，神也不以外貌取人。

保羅不高抬人，但是保羅尊敬這些
耶路撒冷的領袖們，被神所重用的僕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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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9~10 教會對他的態度又是如何呢？

謝謝主，
謝謝主
你賞賜你的僕人
有如此堅定的立場、有如此清楚的看見。
透過這樣的經文，也幫助後世代的我們，
讓我
清楚
道我
持
麼
讓我們也清楚的知道我們該堅持的是什麼，
有所為也有所不為。
靠著主的恩典、可以顯出得勝的見證。

「柱石」這個稱呼就暗示出了教會就是神的殿
柱石」這個稱呼就暗示出了教會就是神的殿
「用右手行相交之禮」，就是伸出右手、互相許諾，握手表明互相接納為同工，

他們雙方同意，在傳福音的工作上可以攜手合作，
這樣的右手行相交之禮，表達的接納和肯定
就證實了保羅所傳的跟耶路撒冷領袖所傳的福音是一致的，這個非常重要，
保羅沒有另闢蹊徑、走另外一條路，是加拉太教會接受了錯誤的教導；
保羅所傳的自始至終都是一樣的，耶路撒冷教會的領袖們
是清楚地接納、肯定、和認同的。
他們提出唯一的要求是什麼呢？
二10 只是願意我們記念窮人；這也是我本來熱心去行的。
其實使徒們對他沒有額外的要求。
第二章上半章，讓我們看到保羅那樣的一個清楚的立場，
他的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心態與行動，
都是值得我們思想並且效法的。

這樣的禱告奉耶穌基督的聖名
這樣的禱告奉耶穌基督的聖名，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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