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讀聖經的時候，我們應該先進入作者的思路，當時的時代的背景，以及作者
為什麼他要寫這 卷書？要講這 段話？心境是如何？情緒起伏是如何？
為什麼他要寫這一卷書？要講這一段話？心境是如何？情緒起伏是如何？
我們先留意這樣的部分，而不是立刻地進入應用的部分。
所以當我們今天我們要談到 加三 的時候，我們看到保羅連珠砲似地，
一連串地發出了好幾個問題，他為什麼會這樣？他為什麼情緒這麼激動呢？

加拉太書
加拉太
書 第五課…

真理的論證

就聯想到 約二，當逾越節近了，耶穌上耶路撒冷去的在聖殿裡的那個事件。
聖殿是禱告的地方 但現在卻成為買賣的地方
聖殿是禱告的地方，但現在卻成為買賣的地方；
耶穌非常地生氣，祂拿繩子做成了鞭子，祂用很大的動作，
祂把牛羊趕出去 祂推倒了兌換銀錢的那些銀錢還有桌子
祂把牛羊趕出去，祂推倒了兌換銀錢的那些銀錢還有桌子，
我們會感受到在當時那個氣氛，一定是非常非常特別的。
為什麼耶穌要發這麼大的脾氣？因為聖殿失去了它該有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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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拉太書 三8~14

在這段當中，是保羅書信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辯論的範疇。
從 三1 是一個非常典型的在希臘羅馬的時代裡，
 所謂的「責備」的這樣的一個詞彙，用「無知的加拉太人」為開場
所謂的「責備 的這樣的一個詞彙，用「無知的加拉太人 為開場
 在 四11 責備書信當中常常出現的，「我為你們害怕」
在 三1-四11 它涵蓋的就是 三1-5 以及 四8-10，這兩部分的問題，
就合併成為了這樣的一個大段落的開始和結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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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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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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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之事去行的 就被咒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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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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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拉太書 三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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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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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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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正如「亞伯拉罕信 神，這就算為他的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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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們能夠體會耶穌的這一段心境，
再來看 加三，保羅一連串地發出問題的責難，也許我們就能了解了。
在新約的時代 教會就是聖殿 每個人的身子就是神的殿 聖殿遭到了危機
在新約的時代，教會就是聖殿，每個人的身子就是神的殿，聖殿遭到了危機，
教會碰到了困難，信徒沒有走在正道上，神的僕人是何等地焦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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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18 福音與律法

保羅一開始說「無知的加拉太人」，這個是非常激動的情緒來責備他們，
在屬靈的事上他們缺乏了辨別的能力。
三1 也是承接著 二21：如果他們以為神的義可以用行律法來得的話，
那就廢掉了神的恩啊！那麼基督也就徒然死了！
弟兄姐妹，「無知」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在 賽五13，我們看到先知以賽亞從神領受的這樣的一個啟示教訓，
他說「我的百姓因無知就被擄去。」
他說「我的百姓因無知就被擄去
 無知會被擄啊！無知會失去方向，無知就偏離了正道
 所以反過來講，知道真是一個恩典！

三1 5 保羅就提出在這五節當中，用一個疑問句的形式，
三1-5
保羅就提出在這五節當中 用 個疑問句的形式

連珠砲似地一連丟出了六個問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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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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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受聖靈是因行律法，還是聽信福音呢？
 3 你們既靠聖靈入門，如今還靠肉體來成全嗎？
 你們是這樣的無知嗎？
你們是這樣的無知嗎
 4 你們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嗎？
 5 賜給你們聖靈
賜給你們聖靈，又在你們中間行異能的，是因你們行律法呢？
又在你們中間行異能的 是因你們行律法呢？
還是因你們聽信福音呢？

林前二12 聖靈能夠叫我們知道神開恩賜給我們的事。

所以我們為著我們能明白真理，為著我們能知道神的道，
為著我們可以認識神進入祂的國，這許多的真理
我們明白、我們領受了，弟兄姐妹 ，這是好大的恩典！
當神的百姓因無知被擄的時候，當然，他們就受苦了，
神的名也就在外邦受到了褻瀆。

在這五節當中拋出了六個問題，一個接一個，
讓我們真實地看見神的僕人是何等地焦急啊！
 他看見加拉太教會碰到了這樣的一個危機
 他看到了信徒碰到了這樣的一個情況，的確是要走偏了道路了！
他看到了信徒碰到了這樣的 個情況 的確是要走偏了道路了！
5

保羅的律法觀，是承繼著法利賽人的思想。在起初的時候，也就是
腓三6 就律法的義說，我是無可指摘的。
這個是所謂「法利賽人的義」—自以為是，自以為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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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個修辭性的問句，他並不預期回答的。
到底是誰？是誰迷惑了你們呢？保羅跟信徒都知道，
就是 一7-8 的攪擾者，就是猶太派的基督徒。

但是，當保羅在大馬色的路上被神的大光照耀的時候，
但是
當保羅在大馬色的路上被神的大光照耀的時候
他整個生命有一個完全的翻轉，他發現，律法被誤用了，
不單是被他誤用，也是被他的同胞誤用了。
原來他們一直以為「靠自己的行為」可以達到「義的標準」
為「靠自
「
，
這是一個錯誤的思想；真正「律法」的意義，
是在 啟示神的旨意」，以及如何 和神有 個正當的關係」
是在「啟示神的旨意」，以及如何「和神有一個正當的關係」。

耶穌基督釘十字架，這個「釘十字架」他用的是一個
現在完成被動的時態 表示什麼呢？
現在完成被動的時態，表示什麼呢？
表示過去發生的動作，導致一個持續不斷的結果，
」
也就是耶穌基督這位被釘者，祂的身分、性質，耶穌祂是「被釘的彌賽亞」。
活畫就是「描繪」，就是「張貼」，或者「被公開地傳揚出來」。
林前二2 我定意我只傳耶穌基督並祂釘十字架。
弟兄姐妹，主對我們的恩，主對我們的愛，主救贖的完全，
常常活畫在我們的心裡，常常呈現在我們的心裡，我們回到救恩的開端、
領受那起初的愛，而這個愛永遠都不要讓它褪色。耶穌基督釘十字架
活畫在我們心裡，也把它傳揚在人的面前，讓人可以領受在他們的心裡。

6

7

保羅的心思意念被翻轉了，
 因此以後他從「基督徒的立場」、
「救恩歷史的角度」，重新地解釋律法的角色
 但是，律法是神的旨意，那應該是好的，
羅七12 律法是聖潔、公義、良善的，
律法是聖潔 公義 良善的
因為它從神而來，它一定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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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為什麼沒有人可以因為行律法而稱義呢？這個很清楚讓我們看到：
 因著人肉體的軟弱
 在神的定旨當中，律法其實是一個外在的，
律法是一個外添的規條，
它不能提供能力讓罪人可以來信服神

2 你們受了聖靈，是因行律法呢？是因聽信福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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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問題是相仿的，
一個是在他們信主的時刻，一個是在他們信主之後的光景，
答案都是一樣：不是靠行律法，而是靠聽信福音。

律法在救贖的目的當中的角色又是如何呢？
從保羅書卷當中我們就可以了解：
1. 律法是外添的，律法是從外進入的，它為的是要顯明罪，而不是救人脫離罪。
羅三20 律法使人知罪
律法使人知罪，
律法達到這個目的就很好啦，就已經是神的心意了。
律法使人知罪，並且讓人看見不能行律法而稱義，律法就把人帶到神那裡去。
2. 律法它是一個定罪的，它是一個惹動忿怒的，它是一個死的工具。
3. 律法是訓蒙的師傅，
三24 律法是訓蒙的師傅，它把人帶到基督的面前，使人可以因信稱義。
羅十4 「律法的總結就是基督」，律法的目標、律法的總結在基督那裡。

3 你既靠聖靈入門了，你還靠肉體、你的肉身來成全嗎？
靠
靠
身
「肉身」就是一切「屬人的、屬世界」的事，
包括你想要用律法來稱義 所謂的 自我的努力」
包括你想要用律法來稱義，所謂的「自我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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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6-14 我們看到包括的主題有舊的也有新的，

10

7~14 主題就是從咒詛到祝福，保羅的問題是：
神所接納的人到底是誰呢？他們被接納的根據又是依據什麼呢？
神的應許跟祝福是在那些信的人的身上。
7~9 有一個正面的敘述，就是所謂「以信為本的人」，
他就是亞伯拉罕的子孫了，信心是蒙福的途徑。

 因信稱義的主題在第二章已經強調了，繼續在闡釋當中
 新的主題出來了—亞伯拉罕的子孫、外邦人因信稱義，

在神對亞伯拉罕的應許當中已經預先地看明了，
還有摩西律法的咒詛、藉著基督的死我們可以脫離律法的咒詛
在這一段當中其實它最重要的主題就是「亞伯拉罕之福」，
特別就是：外邦人能夠涵蓋在神對亞伯拉罕的應許當中。
特別就是：外邦人能夠涵蓋在神對亞伯拉罕的應許當中

8 保羅他引用的是 創十二3、廿二18：
「因你得福 還有「地上萬國」合在一起，
「因你得福」
還有「地上萬國 合在 起
強調的是「亞伯拉罕的福」，是包含著萬族萬民的，有你，有我，
所有以信為本的人 都是亞伯拉罕的子孫
所有以信為本的人，都是亞伯拉罕的子孫。
信主的外邦人在屬靈的意義上被稱作「亞伯拉罕的子孫」，和他一同得福。

6 是出自於 創十五6 「亞伯拉罕信神，這就算為他的義。」
他為什麼要引用這節經文呢？意思就是要表明：
加拉太人，你從你們自己的經歷你就可以知道這個真理，
你的經歷、你所領受的真理，跟聖經有關亞伯拉罕的記載，
是完全相符的：稱義是藉著信而得，而不是遵行律法。
弟兄姐妹，那是很早的時代，
創十五 神就因著亞伯拉罕的信，就算他為義，
神就因著亞伯拉罕的信 就算他為義
那早在摩西在西乃山領受律法之前許久許久。

這個信仰是一個寶貴的信仰，是神的兒子捨命流血為我們成全的信仰，
 對我們而言是白白的恩典，因為我們付不起這樣的代價
 但是對神而言，那是無價的—神的兒子的命，它不是廉價的！
信耶穌，由信入門，也由信來走完全程
羅 17 神的義在這個福音上顯明出來，這個義是本於信，以致於信。
羅一17
神的義在這個福音上顯明出來 這個義是本於信 以致於信
如經上所記的：「義人必因信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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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抽絲剝繭，我們看到保羅敘述，
他是一個學者，神啟示他，他抽絲剝繭地把這樣的經文、舊約的引句，
然後放在對加拉太人的教導當中，「一條線」讓我們看見。
弟兄姐妹 真的讓我們看到 神的救恩好像 條紅繩子
弟兄姐妹，真的讓我們看到，神的救恩好像一條紅繩子，
從 創世記 一直拉到 啟示錄，非常的寶貴，讓人覺得非常的興奮，也非常的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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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 保羅就從反面來辯證，人不可能靠律法的行為稱義。

13~14 保羅用一個非常有力的語法來描述基督—祂就是

保羅信手捻來，他引用了三段舊約的經文：
三10 引用的是 申廿七26；三11 引用的舊約依據是 哈二4，
三12 引用的是 利十八5。
保羅舊約是多麼地熟悉啊，熟記在心裡。
不只是加拉太書喔，我們看到保羅書信裡面，
當他要引用舊約經句的時候，
當他要引用舊約經句的時候
他是非常非常地能夠運用自如的。
7~9 「信心是蒙福的途徑」；
信心是蒙福的途徑」
10‐11 律法永不能讓人稱義，只會帶來它本身所宣告的咒詛。
這個所謂以信為本的人，他是亞伯拉罕的子孫
 羅四23~24 算亞伯拉罕為義的這樣的一句話不是單為亞伯拉罕講的，
算
拉 為義的 樣的 句
為
拉 講的
也是為著我們—將來我們這些得算為義的人。
 羅九「從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他真的是要必須
從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 他真的是要必須
跟隨著亞伯拉罕信心腳蹤而行的人，那才是真實的亞伯拉罕的子孫。

「救贖世人，脫離律法的咒詛，並且為他們取得亞伯拉罕之福」的那
「救贖世人，脫離律法的咒詛，並且為他們取得亞伯拉罕之福
的那一位，
位，
13「凡掛在木頭上的都是被咒詛的」，出自 申廿一23。
在這一段當中我們看到「因信稱義」、
「藉著信成為亞伯拉罕的子孫」、「藉著信領受聖靈」。
這三者之間的關係非常地密切，而它的重點是什麼呢？它的重點就是「信」。
從一個主觀的經歷的角度來看，保羅從因信稱義是藉著基督的死
這個救恩歷史的事件來作為基礎，因此，因信稱義在保羅對福音的了解上，
的確佔的是非常重要的 個地位
的確佔的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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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很清楚知道，一個人的思想是很難被勉強的，
但是主就用祂的恩、就用祂的愛來感動我們，來敲我們的心門，
 讓我們看見，我們樂於接待祂，讓我們被感動
 讓我們真心地打開心門接受祂—
作我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因信而稱義，信到底，不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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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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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我們因信得著所應許的聖靈。
「因信稱義」和「領受聖靈」的關係密切，
在這樣的 個敘述當中 也就再回應到 1~6 的經文。
在這樣的一個敘述當中，也就再回應到
的經文
所以我說保羅抽絲剝繭，好像看上去是有一些難度的，
事實
當我們
但事實上呢，當我們仔細地、
按著這樣的一節一節我們來分享的時候，
我們也真實的能夠明白神那永恆的定旨。

加拉太教會的信徒受到了攪擾者的混亂、偏離了，保羅好著急啊！
「我為你的殿 裡焦急如 火燒
「我為你的殿心裡焦急如同火燒。」我們就會看到他前面拋出來的問題，
我們就會看到他前面拋出來的問題
彷彿是一個在那樣的一個心境當中，他想要讓弟兄姐妹分辨清楚：
你知道你現在的光景是如何嗎？
你知道上帝藉著祂的兒子為你所成全的一切，是何等的美好嗎？
你有沒有掌握？你有沒有珍惜？你有沒有持定這樣的一個信仰呢？
7「因信稱義」和「作亞伯接罕的兒女」有密切地關係，
我們真的也看見，舊約是神的應許，新約就是神應許的應驗。
這個救恩好像 條紅繩子 它從 創世記 它一直拉到
這個救恩好像一條紅繩子，它從
它 直拉到 啟示錄，
這是何等讓人覺得非常非常讓人感恩的事情。

因此在這一段當中，我們會看到保羅他根據神對亞伯拉罕預先所指明的事，
指出了「信心」就是「領受因信稱義之福」的途徑。
 耶穌基督在十架上所完成的救贖工作，不是我的信加添給祂任何功勞的
 我的信、我的回應，不會加添耶穌救贖工作的任何一點功勞，
那完全是神的兒子基督 在十架上所成就的
那完全是神的兒子基督，在十架上所成就的
但是我信心的回應是十分重要的！

弟兄姐妹，上帝在創世以前就揀選了你我，
 無知會讓人被擄
 聖靈讓我知道神開恩所賜給我的事
讓我們為我們能夠領受真理、能夠知道真理而感恩，
讓我們從信入門，永遠不要用肉身去想要成全，
而是繼續以信走在這屬天的道路上，一直走完全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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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父，我們感謝你，
為我們預備了這個救恩之路。
求主幫助我們更深地看見，
幫
你在我們生命當中的計劃，
更深地看見基督的救贖之恩，
對世人的計劃。
也幫助我們 因著領受明白
也幫助我們，因著領受明白，
我們願意擺上自己，與人共享這福音的好處。
謝謝主聽我們的禱告，
奉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奉耶穌基督的聖名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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