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許的依據
加拉太書 第六課…

在上一課我們看到保羅以極其激動的情緒，他在 三1‐5 他拋出了六個問題。
而這樣的焦急，透過了字裡行間我們可以感受到：
神僕人在領受神的心意、在照管教會、在傳講福音、
在看著弟兄姐妹在靈裡的成長，他們的心情是帶著何等大的盼望呢！

應許的依據

加拉太書 三15
三15~18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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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弟兄們，我且照著人的常話說：
雖然是 的文約 若
雖然是人的文約，若已經立定了，就沒有能廢棄或加增的。
定了 就沒有能廢棄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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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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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繼續來看 三15~18，保羅繼續他在 7-14 的論述，
他從 救恩歷史」的角度切進來，
他從「救恩歷史」的角度切進來，
討論「律法」和「應許」的關係。

加拉太書 三19~29
19 這樣說來，律法是為甚麼有的呢？原是為過犯添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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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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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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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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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但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來到，我們從此就不在師傅的手下了。
26 所以，你們因信基督耶穌都是 神的兒子。
27 你們受洗歸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
28 並不分猶太人、希臘人，自主的、為奴的，或男或女，
因為你們在基督耶穌裡都成為一了。
因為你們在基督耶穌裡都成為
了
29 你們既屬乎基督，就是亞伯拉罕的後裔，是照著應許承受產業的了。

在這幾節經文當中，它的主題
在這幾節經文當中
的 題
是建立在兩個要素上：
1.「亞伯拉罕之約」，
所表達的是神 起初 變的旨意
所表達的是神從起初不變的旨意。
2. 「亞伯拉罕之約的應許」，
集中在 個獨特的接受者 就是基督的身上
集中在一個獨特的接受者，就是基督的身上。
這是非常特別的說法，給我們很大的啟示。
15 他就針對那些擾亂者所說的、所蠱惑的、

所傳講的錯謬的道理，來提醒加拉太的信徒：
17 「神的應許遠在摩西律法頒布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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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他斷言「這個應許不是給律法的遵行者，而是給了基督」。
而且他斷言「這個應許不是給律法的遵行者
而是給了基督
三29 這個應許透過了基督也給了屬乎基督的人。

4

神在創世記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話語，向亞伯拉罕所說的「那個應許」，
基本上是同一個應許，也就是神在
基本上是同
個應許，也就是神在 創十二1
創十二1-33 祂給亞伯拉罕
祂給亞伯拉罕「基本的應許」，
基本的應許」，
這個基本的應許用不同的方式被重複著— 創十八18、廿二18、廿六4、廿八14。
特別 創廿二 亞伯拉罕順服，獻上獨子以撒，當然上帝有替代的，
但是亞伯拉罕對神的順服與信心，在那裡達到了最高峰！
看到神重複以前對亞伯拉罕的應許，並且說 「我起誓要給你。」
神何需起誓啊！神的起誓是額外的、是格外的！
上帝不需要起誓，神說的話就算話，神的話不會徒然返回。

三18b 神是憑著應許把產業賜給亞伯拉罕。

保羅把「應許」跟「承受產業」連在一起，可能就是特別指的：
「神要把迦南地賜給亞伯拉罕與他的後裔來承受產業」的那個應許，
在這個地方，保羅卻是以屬靈的意義來解釋這個應許，
再進一步地來講到應許中所提到的「後裔」，解釋為「基督」。
 創世記當中所謂的後裔
創世記當中所謂的後裔，「你的後裔將要蒙福」
你的後裔將要蒙 」

，
指的是一個「集合名詞」，它用的雖然是「單數」，
但是它的意義，卻是「多數的、複數的」
 而在這個地方，保羅把「應許中的後裔」集合名詞指的是多數，
在這 地
羅 「應許中 後裔 集合 詞
是多數
但它用的是一個單數名詞，保羅就把這個「應許中的後裔」
解釋為：指的是 歷史上的基督」
解釋為：指的是「歷史上的基督」

但是當祂看到祂的兒女是這樣地願意擺上他全部的信心的時候，
但是當祂看到祂的兒女是這樣地願意擺上他全部的信心的時候
彷彿上帝都被感動了！上帝要起誓—我發誓我要給你！
 這讓我們覺得是何等地受寵若驚，讓我們感受到是何等地不堪不配，
但是上帝竟然會這樣！神的愛是這樣的、深深地打動著祂的兒女的心
 對保羅來講，這樣的應許，
就是有一天神要在亞伯拉罕裡面來賜福外邦人，
所以神要萬邦萬族的人都能夠來認識祂，來到祂的面前

從上下文來看，我們就知道，
保羅不是直接來解釋舊約的經文，而是
「在基督已經成就了的救恩歷史」當中，來看這些經文。
5

保羅的論證法是什麼呢？
他明白神對亞伯拉罕的應許裡面，聖經沒有用到「複數的後裔」，用的是「單數」，
他明白神對亞伯拉罕的應許裡面，聖經沒有用到
複數的後裔」，用的是 單數」，
這個字如果是「單數」，那麼保羅就把它應用在指的是「單獨一個人」。
亞伯拉罕應許之福，那個指的是誰呢？
三16 神對他的應許講的那個「眾子孫」，不是指著許多人，
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啟示，在這個地方讓我們看到。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啟示，在這個地方讓我們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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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以後我們就會看到「在基督裡」，

「在基督裡」是保羅書信裡常用的一個說法，
「在基督裡
是保羅書信裡常用的一個說法，
是一個大恩典，你我藉著相信，藉著因信稱義，
我們就得以進到神的國，我們就都在基督裡。
19 以後保羅要處理兩方面的問題：

1. 「律法的目的和作用」是什麼呢？
特別在 19‐25，律法作為監管我們信仰生活當中，
它的角色是一個「啟蒙的老師」。
2 三26
2.
三26-29
29 什麼是神藉著所建立的
什麼是神藉著所建立的「在基督裡」
在基督裡」
而產生了一個新的關係？

保羅用這樣的一個辯證法，
他為的就是針對加拉太教會當中的那些煽動者。
他為的就是針對加拉太教會當中的那些煽動者
這些攪擾者他們鼓吹說：
「外邦人啊！如果你要列在亞伯拉罕的後裔行列中
來承受產業的話，有一件事情你要做，
你就是要像亞伯拉罕肉身的後裔那樣，你要行割禮。」
保羅的論證，他引證了舊約的經文、繞過了摩西的律法，
把亞伯拉罕跟基督直接地連在一起，這個是保羅的辯證法。

保羅闡釋的是律法的目的和作用
保羅所講的就是
什麼是藉著神所建立的在基督裡新的關係？

 19-25
 2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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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所頒布律法是讓人知道神的心意，以及如何與神保持一個正確的關係。
律法的誤用，才是說我要靠著行律法來得救，跟神有 個交換的行動，
律法的誤用，才是說我要靠著行律法來得救，跟神有一個交換的行動，
所以我說你是強律法之所難了，因為上帝頒律法不是這樣的目的和功用。
 律法好像一面鏡子，它可以照出我手上臉上哪裡有髒的地方，
但你不能讓律法幫你把這些汙穢的地方洗淨
 律法好像一把尺，它可以量出我有多高，但是它沒有辦法幫助我長高
 律法好像一個醫學的儀器，可以照出我身體裡面有哪些問題，
律法好像 個醫學的儀器，可以照出我身體裡面有哪些問題，
但是它不能夠讓我得著醫療，你不能讓一個機器來治你的病，你強它之所難

19~25 律法的目的還有它的作用，也看到保羅所呈現出來問題的層次：
19~20
19
20 主要的問題就是關乎「摩西律法」它的作用、目的
主要的問題就是關乎「摩西律法 它的作用、目的
21~22 補充的問題，關乎「律法和神的應許」當中的關連
23~25 直接論到加拉太教會當中的一些爭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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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法的目的原來是為過犯添上的，
所以律法的確就是讓人知道自己做不到，律法就讓人知罪。
 律法是會增加過犯，羅三20 律法本是叫人知罪
 羅四15 律法是惹動忿怒的，哪裡沒有律法，那裡就沒有過犯
 羅五20 律法本是外添的，叫過犯顯多
弟兄姐妹，當我們看到這幾節經文，我們就已經可以了解
律法的作用和目的了，我們不能強律法之所難，
我們說 定要靠律法來稱義
我們說一定要靠律法來稱義，
上帝不是用這個方法讓我們稱義，你強律法之所難。

律法的目的和功用要回到聖經裡面，讓我們看到它的真實的意思：
律法的目的和功用要回到聖經裡面
讓我們看到它的真實的意思
律法是為過犯添上的，律法是叫人知罪的，
律法是外添的，律法是惹動忿怒的，
哪裡沒有律法，那裡就沒有過犯、或者說過犯就不存在。
過犯是存在，但沒有辦法用那個律法、誡命、法規，
來定他於罪，因為沒有那條法規，
那就是一個模糊地帶、灰色地帶。
9

比如說「卡拉OK」，大家都很喜歡唱，
白天你放聲高歌，大家還能夠就算了、
就忍受了，你就一直唱…唱到了半夜，
如果沒有一個法律的規條來禁止的話，
他的鄰居那就真的受不了了。
可是如果立了一個法，十二點以後如果還有這種情況，那個就叫擾鄰，
你的鄰居可以來報案 你的鄰居可以請執法的人來處理 因為有 條法了
你的鄰居可以來報案，你的鄰居可以請執法的人來處理，因為有一條法了。

從亞伯拉罕到基督這一條應許的線，律法和這個應許的線來比較的時候，
你就發現：律法它有過渡的性質，它的有效性、有它時間上的限制。
在猶太和早期的基督教的傳統裡面，他們所傳說的就是
「天使在上帝頒布律法的時候作祂的助手」，來突顯律法的榮耀。

或者說少年朋友們都很喜歡去打電動玩具，荒廢了他們的學業，
如果有 個法：十八歲以下的人不能在店裡面來玩電動玩具；
如果有一個法：十八歲以下的人不能在店裡面來玩電動玩具；
有一個法我就好定他的罪；如果沒有，那他的過犯我用什麼方法來定他呢？
所以法愈多，所顯出的過犯就愈多，就是這個意思。
你會看到每一個國家要不斷地修法的，因為以前訂法律、訂規條的時候，
事實上是沒有辦法想得那麼詳細的，所以就要不斷地修法來適應當時的需要。
律法叫人知罪 律法顯明過犯 律法叫過犯顯多 以致於就惹動了忿怒
律法叫人知罪，律法顯明過犯，律法叫過犯顯多，以致於就惹動了忿怒，
這些都是保羅在羅馬書裡面所教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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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用一個正統的猶太說法，他放在這個地方來看這件事，
19b 律法是神藉天使、經中保摩西的手來設立的。
 這不是律法的優點，這反而是它的缺點
 那個地方的「中保」指的是摩西
20 但中保本不是為
但中保本不是為一面作的；神卻是一位。
面作的；神卻是 位。
就讓我們看到律法它就是有條件的限制了，為什麼呢？
因為中保不是為一面作的，中保是要為兩面，
中間有一個保證人，那應該是為兩面。
 但是人的軟弱，他如何能夠在神的應許、神的約當中，
能夠守住自己該有的那 份呢？
能夠守住自己該有的那一份呢？
 但是神的應許不是這樣，祂是絕對的，祂是沒有條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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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5 保羅繼續的從救恩歷史的角度，來探討律法在上帝計劃中的地位，

21 這樣，律法是與神的應許反對嗎？斷乎不是！

三次提到 信」，所謂 信的道理」。22 用了以基督為中心的
三次提到「信」，所謂「信的道理」。
用了以基督為中心的「信」。
信」。
原來信的原則是讓我們思想到：因著基督的來臨，就改變了一切。
律法原來是我的啟蒙老師，就好像我幼稚園的那個老師，
但是沒有任何人你長大了你還繼續在幼稚園吧？我們必須要成長。
律法像我啟蒙的老師，它有一個目的，是把我引到基督那裡，讓我可以因信稱義。

若曾傳一個能叫人得生的律法，義就誠然本乎律法了。
若曾傳
個能叫人得生的律法，義就誠然本乎律法了。
但事實上不是這樣，
律法的功用不是要為人提供一條可以被神接納、
可以來「稱義」的一個途徑。
所以保羅用了一個與事實不符的假定句的形式來講這件事。

26-29 保羅用了很多「都、全部」，來帶出了「在基督裡的」，
保羅用了很多「都 全部
來帶出了「在基督裡的

22a 聖經把眾人都圈在罪裡，
聖經把眾人都圈在罪裡

把亞伯拉罕跟外邦的世界連結在一起。

也可以說「神把眾人都圈在罪裡」。
這個說法可以回應到在
羅十一32 神將眾人圈在不順服之中，特意要憐恤眾人。
 聖經把眾人圈在罪裡，好像被捕的魚在魚網當中無法逃脫
 讓我們看到神的宣判：神、聖經把眾人圈在罪裡，
但圈在罪裡有一個美好的恩典等著賞賜給我們，
因為神的兒子代替我們所有的罪，
讓我們可以因為信靠祂而得著稱義的福分

27、28、29
27
28 29 有
有一個新的團體產生：在「基督裡的人」構成了「在基督裡的團體」
個新的團體產生 在 基督裡的人」構成了 在基督裡的團體」 ，

「基督是亞伯拉罕的後裔」，16 就過渡到 29「基督徒是亞伯拉罕的後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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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主！
讓我們清楚知道律法的目的和作用，
也讓我們知道今天我們已經因著知罪、悔罪、認罪，
而來到了基督的面前。
謝謝主你的宏恩大愛 謝謝主你救贖了我們
謝謝主你的宏恩大愛，謝謝主你救贖了我們，
把我們帶進這樣美好的一個新的團體裡面，
讓我們享受在地如在天的美好的肢體生活，謝謝主！
我們向主獻上感謝，
禱告奉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15

非常奇妙的，這樣的一個聖經清楚的闡釋，我們就會看到一個新的團體開始了，
那是在基督裡的人所聚集、所建立而成的，
彼前二9 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
是屬神的子民 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是屬神的子民，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感謝主，我們都在這個新的關係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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