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拉太書 六7~18

加拉太書 第十二課…

7 不要自欺， 神是輕慢不得的。人種的是甚麼，收的也是甚麼。
8 順著情慾撒種的，必從情慾收敗壞；順著聖靈撒種的，必從聖靈收永生。
9 我們行善，不可喪志；若不灰心，到了時候就要收成。
我們行善
可喪志 若 灰
到 時候就要收成
10 所以，有了機會就當向眾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當這樣。
11 請看我親手寫給你們的字是何等的大呢！
12 凡希圖外貌體面的人都勉強你們受割禮，無非是怕自己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
13 他們那些受割禮的，連自己也不守律法；
他們願意你們受割禮，不過要藉著你們的肉體誇口。
14 但我斷不以別的誇口，只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十字架；
因這十字架，就我而論，世界已經釘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論，我已經釘在十字架上。
15 受割禮不受割禮都無關緊要，要緊的就是作新造的人。
受割禮 受割禮都無 緊要 要緊的就是作新造的
16 凡照此理而行的，願平安、憐憫加給他們，和 神的以色列民。
17 從今以後，人都不要攪擾我，因為我身上帶著耶穌的印記。
18 弟兄們，願我主耶穌基督的恩常在你們心裡。阿們！

高舉基督
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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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的末世觀，影響他在世上的一些思想和行為，
影響他的價值觀、金錢觀、人生觀、生死觀、婚姻觀、人際觀；
因著我們明白末世的事，這是非常寶貴的一個提醒。
整個在地上的時間好像是撒種，但是有一天它會收成，
我怎樣地撒種，我怎樣地收成，這是我要注意的。

在 六7-8 擴大了 六1-6 的視野，也回到 五13-26 保羅所說肉體與聖靈相敵的觀點。
7 不要自欺，神是輕慢不得的。人種的是甚麼，收的也是甚麼。

「輕慢」這個字，在新約裡面就只出現這一次。
「輕慢
這個字 在新約裡面就只出現這 次
保羅把基督徒整個在地上的生命，看作一個撒種的時期，而末日就是收割的時候，
個人在今生如何撒種 就決定了他在末日要如何地收成
一個人在今生如何撒種，就決定了他在末日要如何地收成，
這也就是為什麼保羅不斷地提醒信徒，在行事為人上要與蒙召的恩相稱。

保羅說你不要「自欺」這是一個現在命令被動語態，
是 個命令 你不要被矇騙了 被誰矇騙呢
是一個命令：你不要被矇騙了，被誰矇騙呢？
 就被擾亂者、猶太派的信徒，加拉太教會的煽動者，你不要被矇騙了！
 你自己也不要騙自己
你自己也不要騙自己，神是輕慢不得的！
神是輕慢不得的！
「輕慢」有「愚弄」的意思，如果照它的字義就叫作「嗤之以鼻」。
不可以愚弄神，對祂和祂的真道嗤之以鼻，因為那個結果是可怕的！

羅十四12 我們各人必要將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說明。

我們每一個人有一天都要見主的面，都要交帳—自己的事；
有人再愛你，他不能替你交帳，他再關心你，也沒有辦法為你多交一分，
各人要將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說明。
各人要將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說明
當我們了解這個重要性時，怎麼能夠停在原地，駐足不前呢？
我們真的需要努力盡心竭力作主工，向著標竿直跑，
我們真的需要努力盡心竭力作主工
向著標竿直跑
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裡，從上面所召我們來得的獎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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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發現這樣一個「末世」的警告，帶出了一個重要的提醒：
聖經裡面講到收割，基本上它都是指著末日而言，
感謝主 神的僕人不斷地在提醒：提醒我們該注意的事
感謝主，神的僕人不斷地在提醒：提醒我們該注意的事、
該領受的事、該拒絕的事、該順從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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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 就繼續地延伸這樣的思想：從撒種和收割的角度來談行善。

8 再次讓我們看到「情慾」和「聖靈」，

「善」就是一切合神心意的事，
 保羅不厭其煩地告訴信徒，不能靠行為來得神的喜悅
 我們不能用行為跟神交換任何一點恩典，或者來邀功
但是另外一方面，保羅也不斷地提醒信徒，基督徒有行善的責任，
所以在 9‐10 這短短兩節經文當中，他就提到
兩次做主工，千萬不要灰心喪志啊，因為到了時候，就有收成。
兩次做主工，千萬不要灰心喪志啊，因為到了時候，就有收成

 這個情慾就是肉體：順著情慾撒種的，必從情慾收敗壞；

順著聖靈撒種的，必從聖靈收永生
 情慾就是肉體，敗壞就代表著罪、死的結果，

基督徒脫離了罪與死的權勢，靠著聖靈得著永生
羅六 脫離了罪的權勢，我們脫離的不是哪一項、哪一個罪行，

我們乃是脫離了罪的權勢。
罪的權勢好大，把我們轄制，不得脫離，被捆綁，作惡者撒但的奴僕。
靠著主復活得勝的大能，我們可以脫離這個權勢，穿上全副軍裝與牠爭戰。
基督徒脫離了罪的權勢，羅六；
基督徒也脫離了律法，羅七；
基督徒脫離了死亡，羅八。
羅八6 體貼肉體的，就是死；體貼聖靈的，就是生命、平安。
截然不同的結局，我們要生命，我們要平安，
我們不要罪與死所帶出來可怕的結果。

這個地方的「時候」不是一個抽象的時間，而是說當時機成熟的時候、
當主再來的時候 當神的時候滿足了的時候 我們就會有收成
當主再來的時候、當神的時候滿足了的時候，我們就會有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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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請看我親手寫給你們的字是何等的大呢！
保羅他寫書信的時候也有代筆人的，
 羅十六22 是德丟作代筆
 這個地方保羅從代筆人的手中取過筆來，
他親自地書寫，來證明他就是這封信的作者；
現在他要講的，就是一段結尾的話，他要讀者特別留意，
就好像保羅常有時候會講「我還有末了的話 之類的。
就好像保羅常有時候會講「我還有末了的話」之類的。

所以讓我們思想到那一些真正的信徒們，他們可能是因為從耶路撒冷來的煽動者、
猶太派基督徒的作為，讓他們感覺灰心、喪志，然後他們就不想幫助人了。
有的時候我們會這樣，我們所付出的沒有看到好的結果，
 做了許多的事，彷彿人並沒有來領受在心。當然我們也還要小心—
行善是不應該求圖報的，乃是看見很多現象時，的確人的愛心就受到了考驗
 保羅就提醒、鼓勵、告訴這些信徒，有了機會就當向眾人行善
求主給我們好機會，我們每個人基本上都是有一些能力的，這所謂的能力，
求主給我們好機會
我們每個人基本上都是有 些能力的 這所謂的能力
就是主給了我們一些恩典，這個品格在我們的裡面：憐恤、關懷、接納、愛，
這些都在我們裡面 不是我們多麼豐富 不是我們很多的物質很豐富 不是！
這些都在我們裡面，不是我們多麼豐富，不是我們很多的物質很豐富，不是！
你拍拍別人的肩膀、給他一句鼓勵的話、給他寫一封信，他最需要的時候，
你不需要長篇大論，你不需要講大道理；可能你只告訴他：不要怕 、只要信；
你只告訴他：站穩腳步，靠主得勝；你只告訴他：主的恩典夠你用。
如果他有物質的缺乏，那麼我就我所能做的，補上他的缺乏，
真美啊 這就是教會生活 把握住機會 把主的福音傳出去；把握住機會
真美啊，這就是教會生活。把握住機會，把主的福音傳出去；把握住機會，
向周圍的人行神所喜悅我們去做的事，機會稍縱即逝，求主給我們常有好的機會。

這邊告訴我們說行善要抓住機會，你有了機會，你就要向眾人行善。
 可能當時因著許多的事情讓那些真信徒灰心了
 就像耶穌所說：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許多人的愛心才漸漸冷淡了
但是保羅說行善要抓住機會，就好像他常常是這樣—人在外邦，
他在各處宣教 但是他總顧念到許多人的需要 他也向馬其頓
他在各處宣教，但是他總顧念到許多人的需要，他也向馬其頓
的眾教會來籌募捐款，來幫助耶路撒冷教會窮困的信徒。

第四章 提到保羅第一次到加拉太宣教的時候，他的身體有疾病，

加拉太人熱情地接待他，
加拉太人熱情地接待他
甚至於願意把自己的眼睛給剜出來，來幫助， 來接待；
可是放在這個地方，也許我們不需要直接的就說：
「保羅有眼疾沒有辦法寫小的字，所以字就寫得很大了。」
可能這樣的解釋也太直接，或者說太獨一了。
我們也不需要把這個話跟保羅是不是有眼疾放在一起，
我們也不需要把這個話跟保羅是不是有眼疾放在
起，
反而可以更強調就是：保羅要寫出一些提醒他們很重要的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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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保羅就清楚地揭示出這些煽動者真正的動機。

所以我們就會看到事奉的動機非常的重要…

 他們是
他們是「希圖外貌體面的人」，外貌體面就是「肉體上的體面」，
希圖外貌體面的人」，外貌體面就是 肉體上的體面」，

帖前二8 不但願意將福音給你們，連自己的性命也願意給你們，因你們是我們所疼愛的。

也就是他們要想得猶太人的「好評」，就是得他們同胞的好評
 他們用受割禮的人數，來表示他們的工作是成功的
 他們到加拉太教會，他們講了很多的事情，
然後這些信徒也就領受了，然後也就去做了，他們是成功的
他們要以這樣的事實來自誇，以為在這樣的情況中，在上帝面前也有可誇之處。

 保羅甚至願意為信徒而捨命，這絕不是雇工了，這是好牧人
 他事奉的動機，因為從神領受的託付、他何等的疼愛這些信徒們
所以從這個地方我們可以看見—律法主義者他們注重割禮勝過十字架，
他們強調外邦信徒要受割禮，真正的目的不是要讓這些信徒對基督更信，
動機不是要提升他們屬靈的生命 他們要這些信徒對猶太主義更認同
動機不是要提升他們屬靈的生命，他們要這些信徒對猶太主義更認同，
不是對基督更認同。這樣的說法有沒有影響力？有的，
有些人就被蠱惑了，軟弱的人就聽從了，而這樣就避開了十字架的羞辱。

保羅真是一點不留情地把他們的行事的動機給揭示出來，
他們想得猶太人的好評；
他們用割禮的人數來表示工作是成功的；
他們怕自己因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
約翰福音第十章 耶穌說：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捨命。
怎麼樣分辨好牧人跟雇工呢？事實上就是動機嘛，
 好牧人為羊捨命，因為他是牧人，他顧念他的羊
 雇工碰到有困難、有危險的時候，他第一個就跑了，那就是雇工

割禮很重要，我行了割禮就好，在這樣的情況當中，保羅說十字架討厭的地方、
被人厭棄的地方就沒有了。如果保羅這樣傳，就不會受逼迫；
 但保羅不能這樣傳，因為那不是真正的福音
 對第一世紀的人來講，十字架是非常卑賤的，那是一種
最大的恥辱，那是一個最嚴苛的刑罰，能避則避之吧
這個是煽動者的動機，也是這些信從者他們所跟從的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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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a 他們那些受割禮的連自己他都不守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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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但我斷不以別的誇口，只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十字架；因這十字架，

 當然這個地方不是暗示我們要守律法

就我而論，世界已經釘在十字架上了；就世界而論，我已經釘在十字架上。
這個「世界」指的就是：離棄神、拒絕神、與神為敵的世人，
以及人所依靠 、人所誇耀的、在基督以外的一切的事物，就所謂的「世界」。

 但是那一些人，藉著維護摩西的律法，就把十字架看作

補充的律法，然後他們要保守住、保持住自己的那個尊榮，
不要受逼迫，受逼迫我不行，我不願意受逼迫
沒有人要自討一個逼迫，自討一個苦吃，
但是若為福音的緣故，我們蒙召其中一個目的，也是為著受苦。
他們就妥協了，他們向猶太主義妥協了。

 對保羅來講，這個世界代表他信主以前的生活的方式，承襲而來的出身、成就；

就律法我是法利賽人，就律法上的義我是無可指摘的，以前的保羅是這樣。
 但是，讓我們非常感動的是保羅他自己怎麼說法，
是 讓我 非常感動 是 羅 自 怎麼
腓三7~8 只是我先前以為與我有益的，我現在因基督都當作有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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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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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為祂已經丟棄萬事，看作糞土，為要得著基督。
他那有益的事，事實上就是萬事，那麼現在呢？
他把他以前認為有益的事情他當作有損的；
而且當作的有損是看作糞土，看作廢物。

保羅說 我斷不以別的誇口 林前二2a 定了主意
保羅說：我斷不以別的誇口，
定了主意，在你們中間不知道別的…。
在你們中間不知道別的…
他其實知道很多，保羅是個學者，在迦瑪列門下受教，他哪裡不知道？
但他說：我定了主意，我傳福音在你們中間，我不知道別的，我只知道耶穌基督
並祂釘十字架──這樣堅持的為著福音而生，甚至於為著福音而死的心態，
是一個宣教者，是一個神的兒女該有的認知。
高舉十架，高舉基督，
免除了高舉人的最佳途徑；十字架是神的大能，十字架是神的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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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生命完全地翻轉，讓我們很羨慕，
保羅生命完全地翻轉
讓我們很羨慕
保羅生命的榜樣與見證，也讓我們真實的看見，主在他身上所作成的美好的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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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在 15~16 保羅說新造的人最重要…

16 凡照此理而行的，願平安、憐憫加給他們，和神的以色列民。

15 受割禮不受割禮都無關緊要，要緊的就是作新造的人。

如果知道這樣的真理，照著這樣去做的，你會得著一個祝福，
如果知道這樣的真理，照著這樣去做的，你會得著
個祝福，
那個祝福就是：平安、憐憫加給他們，和神的以色列民。
神的以色列民指的就是新的以色列民―
也就是神的子民，包括猶太信徒，也包括外邦信徒。

非常非常清楚的一個宣告，非常非常清楚的一個提示：
基督祂藉著死在十字架上，祂結束了舊的紀元，
祂引進了新的紀元。
如今受不受割禮其實無關緊要，只有當那些煽動者，他把這個割禮說成是
作神的子民是不能夠缺少的條件的時候 這割禮就變得非常重要了
作神的子民是不能夠缺少的條件的時候，這割禮就變得非常重要了，
否則的話，它只是新造的人跟舊人外表的特徵不同而已，
但是如果你把它當作得救的要件 它當然就變得很重要
但是如果你把它當作得救的要件，它當然就變得很重要。
保羅說，對基督徒來講什麼是重要的呢？不是割禮啊！
他在這一封信的尾聲，他再次強調：最重要的是新生命，
 因為你是新造的人，新造的人就要活出新的生活
 因為你已經有了新的生命，而這個新的生命的特徵，
就是與神有新的關係 這個關係 當我們與基督連結
就是與神有新的關係，這個關係，當我們與基督連結，
用信心來表現，順著聖靈，我們就能夠體會、也能夠表現出來

你發現這是一個有條件的祝福，
平安 憐憫是照著 15 那樣真理而行的人，
平安、憐憫是照著
那樣真理而行的人
對於這些煽動者，你跟他在一起，你跟他沆瀣一氣的，
這樣的加拉太的信徒來講
這樣的加拉太的信徒來講，
 你要留意啊，你要留意自己是被咒詛的！
就好像 一8~9 所說的，你不能得著從神來的祝福
 對於確認自己你是因信稱義的，那麼你們正走在正路上，
你一定能夠得著這個祝福
 對於在這個其中在那裡游移不定的，那麼現在正是神拯救的日子，
好好的靠著聖靈來走一條正路，神的平安憐憫就臨到這樣的人
13

最後，17~18 有總結、也有祝福…

天父，我們感謝你！
帶領我們思考加拉太書，
幫助我們從其中領受真理
幫助我們從其中領受真理，
也幫助我們因著受教，
我們就得著可以去明白真理、
我們就得著可以去明白真理
行出真理的這樣的恩典。

17 從今以後，人都不要攪擾我，因為我身上帶著耶穌的印記。

這個印記是保羅為著福音受苦在他身上所留下的疤痕，可能特別就是指他在
路司得的時候，被打得近乎死亡的事情 (徒十四)，保羅稱之為「耶穌的印記」，
不單是表示出他和主的關係，也特別讓我們看見，他在這個關係的保護當中，
表明與主同受苦，他身上帶著耶穌的死、以肉身受苦來補滿基督患難的缺欠。
保羅也用印記跟割禮來對照 讓我們看到所謂真以色列民就是今天的教會
保羅也用印記跟割禮來對照，讓我們看到所謂真以色列民就是今天的教會，
他們是真受割禮的，因為他們是在真神的靈裡來敬拜，
靠
真
他們在基督裡誇口，他們不靠肉體，他們是真以色列民。

謝謝主，你在你自己的恩典當中，
讓我們與你更相近，巴不得我們每一個人，
都是行在正道、明白真理、傳揚真理的人。

18 弟兄們，願我主耶穌基督的恩常在你們心裡。

賜恩跟賜恩者是不能分開的，主與我們同在、
主的恩與我們同在，可以交換使用，
因為我們的主在祂所賜的恩典中，賜下了祂的自己。
感謝主！我們查完了加拉太書，我們也在最後的祝福當中，
感謝主！我們查完了加拉太書
我們也在最後的祝福當中
我們互相祝福：願主的恩、願主的自己常與我們同在，從今時直到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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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感 禱告奉
我們感恩禱告奉耶穌的名，阿們！
名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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