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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課第二十七課 從神而來的福音從神而來的福音
加拉太書一-二

加拉太書大綱：

一-二章 福音的源頭

所領受、所傳的是「從神而來的福音」

三-四章 為福音辯論

超然的福音 ─ 對比「混雜的福音」

五-六章 福音的應用

聖靈的福音，應用、激勵性的內容

保羅的見證：與福音密切相關

引述個人經歷，

使我們對保羅有很多的了解，

主要目的是要指出

呼召他作工的

是神，不是人

他的見證就證明了

這福音是

「從神而來的福音」

請自行閱讀下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一1 作使徒的保羅（不是由於人，也不是藉著人，乃是藉著耶穌基
督，與叫他從死裡復活的父神） 2 和一切與我同在的眾弟兄，寫信
給加拉太的各教會。 3 願恩惠、平安從父神與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歸
與你們！ 4 基督照我們父神的旨意，為我們的罪捨己，要救我們脫
離這罪惡的世代。 5 但願榮耀歸於神，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6 我
希奇你們這麼快離開那藉著基督之恩召你們的，去從別的福音。 7

那並不是福音，不過有些人攪擾你們，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 8

但無論是我們，是天上來的使者，若傳福音給你們，與我們所傳給你
們的不同，他就應當被咒詛。 9 我們已經說了，現在又說，若有人
傳福音給你們，與你們所領受的不同，他就應當被咒詛。 10 我現在
是要得人的心呢？還是要得神的心呢？我豈是討人的喜歡嗎？若仍舊
討人的喜歡，我就不是基督的僕人了。

‧序言 ‧信息的神聖來源 ‧使命得到支持 ‧與彼得衝突



‧序言 ‧信息的神聖來源 ‧使命得到支持 ‧與彼得衝突

加拉太書的兩個主題：

他作使徒是直接出於神的選召 1

耶穌基督的捨己替人贖罪

是人得救的唯一根源 4

使徒的身分「不是由於人，也不是藉著人，

乃是藉著耶穌基督，與叫他從死裡復活的父神」 一1

保羅是蒙神直接委任作使徒，所傳的福音是唯一的福音！

有些人在加拉太教會中傳另一個福音，並不是福音，

它使人「離開那藉著基督之恩召你們的」。

請自行閱讀下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一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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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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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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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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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他們就為我的緣故，歸榮耀給神。

‧序言‧信息的神聖來源‧使命得到支持 ‧與彼得衝突

他的信息是神的啟示，

不是人的指點，而且受到早期教會領袖所確認。

‧序言‧信息的神聖來源‧使命得到支持 ‧與彼得衝突

蒙召的經歷 一13-24

所傳的福音，是唯一真正的福音。

是他「從耶穌基督啟示」所領受的 一12，

耶穌基督就是啟示的內容。

傳道人寫下自己的蒙召經歷，

保羅提供一個示範的文件。

保羅所得的啟示，

指在往大馬色路上

遇見主耶穌的異象，生命大轉變

‧序言‧信息的神聖來源‧使命得到支持 ‧與彼得衝突

蒙召的經歷

15天、與彼得、雅各同住

大馬色、亞拉伯
服事 3 年

返回家鄉
基利家的大數

巴拿巴邀請至
敘利亞安提阿服事

主後33 36 46

大馬色
信主

再度訪問
耶路撒冷

首次訪問
耶路撒冷

14年、省思曾受過的訓練、教導，耶穌基督就是彌賽亞

聽說那從前逼迫我們的，現在傳揚他原先所殘害的真道。

他們就為我的緣故，歸榮耀給神。一23-24
領
受
異
象



‧序言‧信息的神聖來源‧使命得到支持 ‧與彼得衝突

初代基督徒所受到的熬練

從律法主義的猶太教出來

保羅歸信基督之後，察驗到底真或假

保羅經歷從猶太教而來的逼迫，

證明他是真正基督的使徒，

而不再是殘害教會的掃羅

保羅 14 年的「蟄伏」期間，

哥林多後書見證

「三層天的經歷」

隱藏與被察驗的時間

請自行閱讀下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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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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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只是願意我們記念窮人；這也是我本來熱心去行的。

‧序言 ‧信息的神聖來源‧使命得到支持‧與彼得衝突

保羅在外邦人中間傳福音的使命，

得到耶路撒冷教會的猶太領袖的支持。

‧序言 ‧信息的神聖來源‧使命得到支持‧與彼得衝突

服事被其他使徒接納的過程 二1-5

經過十四年傳道事奉後，保羅第二次回到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的領袖私下見面和查問他。

問題的中心在於摩西律法在傳福音事上的位置，

特別是外邦人應否接受割禮的問題。

保羅堅持主張：外邦人不必受摩西律法的約束。

保羅向使徒陳明所傳的福音，

免得使徒否定他的宣教使命，

以致於不承認外邦信徒的地位，

會造成初代教會的分裂。

二度訪問
耶路撒冷

‧序言 ‧信息的神聖來源‧使命得到支持‧與彼得衝突

服事被其他使徒接納的過程 二1-5

行在光明中的榜樣：

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

弭平猶太人、外邦人，文化、根基的鴻溝

因福音的真理，兩下合為一體

保羅可以不需要向人交待，

但看見保羅留心的行「光明的事」：

傳福音有果效、上帝驗中他

願意向猶太人的使徒見證，

這是上帝的工作



‧序言 ‧信息的神聖來源‧使命得到支持‧與彼得衝突

使徒們分受神不同的託付 二6-10

用右手行相交之禮 二9

耶路撒冷會議決議：

保羅作外邦人的使徒

彼得作猶太人的使徒

教會領袖 － 彼得、雅各和約翰，

都同意保羅到外邦人中宣揚福音

彼此成全，在猶太人和外邦人當中，

一樣有福音的真理來服事、傳揚

‧序言 ‧信息的神聖來源 ‧使命得到支持‧與彼得衝突

見證的總結

衝突證明他不是在人的管轄下傳福音的，

包括來自耶路撒冷的使徒。

保羅對

「猶太律例強加於基督徒身上」

的問題，深感不安，

舉證教會的柱石彼得，

在這問題上也作出妥協，

保羅認為攸關福音真理，

絕對不能妥協！

‧序言 ‧信息的神聖來源 ‧使命得到支持‧與彼得衝突

這場衝突

是保羅從耶路撒冷返回安提阿後不久發生的。

第一次見面 (主後36年於耶路撒冷) 同住了15天
第二次見面 (主後46年於耶路撒冷)

保羅與彼得在福音事工上攜手合作

第三次見面 (主後46-47年於安提阿)

彼得代表耶路撒冷教會到外邦教會來巡查，

保羅公開責備彼得，

指斥他對猶太基督徒及外邦基督徒

有兩副面孔、兩個標準。

請自行閱讀下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二11 後來，磯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責之處，我就當面抵擋他。
12 從雅各那裡來的人未到以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飯，及至他們來
到，他因怕奉割禮的人，就退去與外邦人隔開了。 13 其餘的猶太
人也都隨著他裝假，甚至連巴拿巴也隨夥裝假。 14 但我一看見他
們行的不正，與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眾人面前對磯法說：你既是
猶太人，若隨外邦人行事，不隨猶太人行事，怎麼還勉強外邦人隨
猶太人呢？ 15 我們這生來的猶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 16 既知
道人稱義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穌基督，連我們也信了基督耶
穌，使我們因信基督稱義，不因行律法稱義；因為凡有血氣的，沒
有一人因行律法稱義。

‧序言 ‧信息的神聖來源 ‧使命得到支持‧與彼得衝突

陳明問題



‧序言 ‧信息的神聖來源 ‧使命得到支持‧與彼得衝突

陳明問題

彼得同意「外邦信徒不受律法的約束」

起先和外邦信徒一起用飯，

後來「因怕奉割禮的人，

就退去與外邦人隔開了」12

保羅對彼得提出尖銳的指控 －「行為與福音的真理不合」

彼得衡量形勢、不理會福音，

在從耶路撒冷來「奉割禮的人」壓力下讓步。

「其餘的猶太人也都隨著他裝假」13

外邦信徒被貶為次要的，教會的合一大受影響

‧序言 ‧信息的神聖來源 ‧使命得到支持‧與彼得衝突

陳明問題

人與人之間產生衝突的時候，

容易有意氣之爭、人身攻擊；

保羅絕對不是這樣做，

是攸關福音真理、

信徒的信心、教會的合一，

所以有這樣的舉動與言詞。

保羅從問題申明「福音到底是什麼」？

像彼得這樣的猶太基督徒，對福音應有的正確詮釋；

「得救是靠基督，而不是基督加上律法」

請自行閱讀下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二17 我們若求在基督裡稱義，卻仍舊是罪人，難道基督是叫人
犯罪的嗎？斷乎不是！ 18 我素來所拆毀的，若重新建造，這就
證明自己是犯罪的人。 19 我因律法，就向律法死了，叫我可以
向神活著。 20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
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並且我如今在肉身活著，是因信神
的兒子而活；他是愛我，為我捨己。 21 我不廢掉神的恩；義若
是藉著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

‧序言 ‧信息的神聖來源 ‧使命得到支持‧與彼得衝突

申明福音

‧序言 ‧信息的神聖來源 ‧使命得到支持‧與彼得衝突

彼得的行為與福音的基本信息相違。

「人稱義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穌基督」二16

保羅指出：得救恩並不是靠守摩西律法，

「因為凡有血氣的，沒有一人因行律法稱義」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

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著，

並且我如今在肉身活著，是因信神的兒子而活。二20

信徒藉著信，與基督聯合，

基督既「因律法死了」，信徒也就「向律法死了」，

且有基督復活的新生命，從此信靠基督，為神而活。



‧序言 ‧信息的神聖來源 ‧使命得到支持‧與彼得衝突

他是愛我，為我捨己二20

人的努力 ─ 如遵行律法，

如果能叫人在神面前得稱為義，

基督就是白白替我們受死了。

基督受死

成全了「律法當中的義」

使我們因信基督

都得稱為義

禱告禱告

謝謝耶穌讓我們看見

福音的真理是那樣的絕對、真切，

我們是站在恩典和真理的基礎上。

你使我們擁有神兒子的生命，

在因信稱義的恩典中、活出平安喜樂生命的真實。

祝福我們是一個有影響力的生命，

是一個帶給別人福音盼望的人。

問題思想問題思想

在一1-10 保羅點出加拉太書的哪兩個主題？

根據二7-8 決定

保羅奉派向 外邦人 作使徒

彼得奉派向 猶太人 作使徒

click 左下角 可以閱讀解答 問題思想問題思想

在一1-10 保羅點出加拉太書的哪兩個主題？

根據二7-8 決定

保羅奉派向 外邦人 作使徒

彼得奉派向 猶太人 作使徒

一. 他作使徒是直接出於神的選召 一1

二. 耶穌基督的捨己替人贖罪

是人得救的唯一根源 一4

外邦人

猶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