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防假教師
腓立比書 第十二課…
腓三1‐3
1 弟兄們，我還有話說，你們要靠主喜樂。我把這話再寫給你們，
於我並不為難，於你們卻是妥當。
2 應當防備犬類，防備作惡的，防備妄自行割的。
3 因為真受割禮的，乃是我們這以
因為真受割禮的 乃是我們這以 神的靈敬拜、
神的靈敬拜
在基督耶穌裡誇口、不靠著肉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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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成兩個部分，第一部分：1 保羅重複的提醒。當保羅說明兩位同工的計畫之後，
就開始把焦點放在腓立比教會的信徒身上，
一方面提醒他們要靠主喜樂，一方面也提出警告，
就是防範假教師在教會當中破壞信仰的基本真理。
三1 保羅再次稱呼腓立比信徒是「弟兄們」，原文「我的弟兄們」，
加上「我的」，不是表示保羅擁有他們，而是保羅跟信徒有親密的關係。
「我還有話說 ，在保羅的書信當中是出現在兩個方面：
「我還有話說」，在保羅的書信當中是出現在兩個方面：
 有時候它是在書信的結尾，可以翻成「我還有末了的話」
 另外一個時候是作轉接的功能，意思就是「我還有話說」
三1 屬於轉接的功能，保羅對信徒還有話要說，他對信徒的勸勉還沒有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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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接下來就指出，他把「這些話寫給他們是於我並不為難」，
「這些話 原文的直譯「這些同樣的話 ，是指保羅過去在工作的時候所說的話，
「這些話」原文的直譯「這些同樣的話」，是指保羅過去在工作的時候所說的話，
就在 三2‐11 再一次提出來，這些話就包括：
 三2 假教師的教訓
 三5‐6 猶太人的自誇
 三5‐6 回想他過去當法利賽人的情形
 三8 他的轉變
 三8‐11 他人生的目標

保羅對信徒的勸勉是「你們要靠主喜樂」，希臘文直譯「你們要在主裡喜樂」，
「在主裡」指信徒跟主連結的屬靈現況是建立在主裡的，
就是他們的屬靈現況是基於與主連結，
如此一來，就顯示出他們喜樂的根據、喜樂的範疇，
信徒之所以能夠喜樂，是因為他們與主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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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假教師的危險，以及那些不敬虔的例子，保羅所以在這個地方，重複地強調
所說過的這些話，以致於他就接著說：「於我並不為難，於你們卻是妥當。」
「為難」，是指令人厭煩或者是感到麻煩
「妥當」，是指安全的意思，表示保羅覺得再一次的告訴腓立比教會的信徒，
有關於律法主義的危險，是一件攸關安全的事，
中文標準本就把它翻成「對你們是一種保護 ，
中文標準本就把它翻成「對你們是一種保護」
可以說是把這個字的意思清楚地翻譯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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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作惡的，在希臘文直譯是「邪惡的工人」，工人就是指基督教的宣教士。
保羅稱他們是邪惡的工人，是表示這些猶太的基督徒 宣教士，
他們雖然有宣教的工作，但是他們懷著敵意，企圖要誘惑腓立比教會的信徒，
要他們放棄因信稱義的道理，反而改遵守割禮的律法來得著救恩。
這些人的行徑，就像是耶穌對法利賽人的責備一般，
太廿三15 耶穌說：「因為你們走遍洋海陸地，勾引一個人入教，既入了教，
卻使他作地獄之子
卻使他作地獄之子。」這就是為什麼保羅對他們如此的深惡痛絕，
這就是為什麼保羅對他們如此的深惡痛絕，
因著這些假教師的誤導，使得救的外邦人
背棄那唯一能夠拯救他們的因信稱義的道理。

這個段落的第二個部分是 三2‐3，所講的是提防假教師的主張…
第 2 節 保羅就開始嚴肅起來，
 他警告腓立比教會的信徒，要防備假教師
 保羅對他們有三種描述：犬類、作惡的、妄自行割的，
從「妄自行割的」可以知道，他們就是那些的猶太主義者
「應當防備」希臘文直譯是「你們看」，有提防、防備的意思。
保羅對這些的假教師的第 個描述是犬類 的意思就是狗
保羅對這些的假教師的第一個描述是犬類，的意思就是狗，
在第一世紀的時候，猶太人稱外邦人是狗。
1 這個稱呼是帶有歧視的意味
1.
這個稱呼是帶有歧視的意味，
 指外邦人在禮儀上是不潔淨的，並且他們是在神的聖約之外
 保羅在這個地方，卻完全扭轉了猶太人傳統的用法，
反而把猶太人用來稱呼外邦人的詞彙，
拿來稱呼那些要藉著割禮使外邦人潔淨的猶太基督徒
這些自以為在聖約之內的猶太人，他們破壞了因信稱義的道理，
在保羅的眼中，反而是不潔淨的狗，是在神的聖約之外。

3.妄自行割的，這個用詞不是指割禮，希臘文直譯是「割毀」，
同字根的動詞，在七十士譯本是指異教徒用刀劃身，
包括在死人的身上跟活人的身上所做的；
或者是指自割，就是用尖銳的刀器、刀械來割傷自己。
這種的妄自行割的同字根動詞在七十士譯本，
就是指這些異教徒的習慣，這些事情都是摩西律法所禁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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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猶太律法、猶太主義者所做的，是在救恩上面加上功德。
由於他們是依靠律法而棄絕福音，並且是自己落在神的審判之下，
保羅當然不容許他們破壞因信稱義的道理，就進一步的指出真受割禮的真義。
這個意思不是在肉體上行割禮，第 3 節 就用「因為」作為開始，
 這個連接詞是要表示保羅為什麼不稱那些猶太主義者
所做的是割禮，而是割毀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是「我們」而不是「他們」是受割禮的，
是因為我們，是「我們 而不是「他們 是受割禮的，
「因為真受割禮的」原文的直譯是「因為我們是割禮」

在舊約裡面，割禮是神與以色列人立約的記號，
 這個記號有倫理上的意義，並且是指向內心的順服，
這種的內心的順服就是內心的割禮
 內心真正受割禮的證據，就是在於以色列人完全的順服神
舊約並沒有要人的身體，用身體的割禮來取代心裡的割禮，
甚至到了新約時代，巴勒斯坦的猶太人，仍然了解屬靈割禮的意義。
從保羅的觀點來看，耶穌已經廢除了割禮，
從保羅的觀點來看
耶穌已經廢除了割禮
因為舊約割禮的屬靈意義，已經在耶穌的死與復活當中實現了，
因此基督徒就無須守割禮
因此基督徒就無須守割禮。
很明顯的，那些猶太人的假教師，鼓吹行割禮才能夠得救，
這種的道理對保羅而言，他們所行的不是割禮，而是割毀自己的身體而已，
因此稱他們是妄自行割的，保羅故意使用「妄自行割的」這個字，
就是要來嘲諷他們的行為。
他們所做的，其實就跟異教徒的自割、自我傷害，是沒有分別的，
他們這樣子做，根本算不得是上帝的子民。

保羅在這個地方就提出「割禮」這個字，
保羅在這個地方就提出
割禮」這個字
可是「割禮」這個字，並不是按照字面來了解，
否則就跟那些猶太主義者的主張是沒有分別的。
所指的割禮是象徵性的含義，按照保羅的教訓，
割禮的真正意義只有在基督裡，
一個人因著信心得以在基督裡，並且是藉著聖靈的工作才能夠實現，
因此只有基督徒才是真受割禮的，才是真的以色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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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保羅就指出基督徒的三個特色，或者說真受割禮的三個特色…
3「以神的靈敬拜、在基督耶穌裡誇口、以及不靠著肉體的。」
以神的靈敬拜、在基督耶穌裡誇口、以及不靠著肉體的。」

第二個特色「在基督耶穌裡誇口」…
誇口」需要從猶太人的背景了解起：
「誇口」需要從猶太人的背景了解起：
 猶太人基本上相信守律法會帶來尊榮與救恩，
這點就形成他們自信的基礎
 相反的，受到屬靈割禮的人就不再遵守律法，
因為耶穌已經為信徒成就了神的義

第一個「以神的靈敬拜」，關鍵字「敬拜」，在古典希臘文是指著服事，
事
高 權
在 十 譯 都
來 宗
事
服事一個更高的權柄，在七十士譯本都是用來指宗教上的服事，
不論是對真神的服事，或者是對異教神明的服事，都是用這個字；
敬拜這個字用在這個地方，不是指會友在聚會當中的敬拜，
而是指信徒透過生活當中的委身於神來事奉祂 保羅有意要形成 個對比
而是指信徒透過生活當中的委身於神來事奉祂。保羅有意要形成一個對比：
 以色列人外在的敬拜、跟基督徒屬靈的敬拜之間的對比
 過去以色列人服事神，以及現在的基督徒服事神之間的對比
過去以色列人服事神 以及現在的基督徒服事神之間的對比
「以神的靈敬拜」的「靈」就是指聖靈，「以神的靈敬拜」的意思，
就是指事奉、敬拜神，是在神的靈的感動、或者是在神的靈的指導之下進行的。
基督徒是耶穌所帶來，新世代當中得到拯救的人，他們有神的靈，
而這位聖靈會幫助他們，促使基督徒服事神、討神喜悅，
這樣的服事 不只是形式上的禱告跟敬拜 也包括整個生活
這樣的服事，不只是形式上的禱告跟敬拜，也包括整個生活，
他們整個生命就成為對上帝一種持續不斷地事奉與敬拜。

換句話說，耶穌在十字架上完成救贖的工作，
換句話說
耶穌在十字架上完成救贖的工作
使人可以因著信耶穌而稱義，
如此 來 人跟神的關係就得以恢復
如此一來，人跟神的關係就得以恢復，
而律法的目標就透過信耶穌實現了。
因此，人在神面前就沒有可誇之處，
唯一可誇的就是耶穌，以及耶穌的救贖工作了；如同：
林前一31 誇口的，當指著主誇口。
加六14 但我斷不以別的誇口，只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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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特色「不靠著肉體」…
在基督耶穌裡誇口」的自然結果就是不靠著肉體，換句話說，
「在基督耶穌裡誇口」的自然結果就是不靠著肉體，換句話說，
 在基督耶穌裡誇口是跟靠著肉體完全相反
 肉體在這一節所要表達的是指人一切所倚靠的事物，
從文脈來看，它是特別指 4‐6 所說的，
就是作為猶太人的好處，以及個人的努力所獲得的成就，
因此就包括割禮
保羅在這個地方乃是要說明，猶太人試圖倚靠宗教上的成就，
為
以此作為討神喜悅的基礎。
保羅在這一節，把神的靈跟肉體並列，顯示在耶穌所帶來的新世代當中，
人如果不是靠聖靈否則就是靠肉體，兩者是無法並存的。
猶太主義致命的危險就在這個地方：
 他們不靠耶穌也不靠聖靈，卻是靠肉體，使得他們所做的被神所厭棄
 靠著肉體代表得救的假方法，它是靠著一己的力量來獲得救恩，
但這種的努力，在神的面前毫無功效也沒有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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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在腓立比教會當時有假教師的環伺，
並且隨時以他們錯誤的道理來勾引信徒離開正統的信仰，
這樣嚴重的事情，就使得保羅把這份對信徒的關心化作文字，
警告要提防假教師的錯誤，並且告訴他們真信仰的真諦。
保羅除了在 第 1 節 重複勸勉信徒要靠主喜樂之外，
還把這些話告訴他們是因為要保護他們的信仰的緣故。
還把這些話告訴他們是因為要保護他們的信仰的緣故
保羅稱這些假教師是犬類、是作惡的、是妄自行割的，
使信徒對這些猶太主義者的本質與作為有進 步的認識
使信徒對這些猶太主義者的本質與作為有進一步的認識。
在提醒腓立比信徒有關假教師的危險之後，
保羅就接著指出真基督徒的三個特色，
就是以神的靈敬拜、在基督耶穌裡誇口、不靠著肉體，
這三個特色就跟假教師的主張完全相反，
並且這三個特色 也就是克制當時假教師錯誤道理的利器。
並且這三個特色，也就是克制當時假教師錯誤道理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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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學習到的功課…
第一方面，保羅不只關心信徒在行為上是否討神的喜悅，
他更看重他們在教義上的正確性。
從保羅對於假教師的描述可以知道，他們最大的錯誤是靠肉體，
而靠肉體的具體表現之一，就是企圖以遵守割禮來換取救恩。
功德主義的錯誤，不在於自己做得不夠，
 而是在於否定或者是貶低上帝為救恩所作的工作
 是人所想到的方法，卻不是上帝為人的救恩所提供的途徑

第二個功課，為了要對照猶太主義者的錯誤，保羅以三方面的描述：
以神的靈敬拜、在基督耶穌裡誇口、不靠著肉體，
用這三方面來突顯基督徒的特色。
在現實的生活當中，信徒需要防止或防備律法主義在生命當中的作祟，
基督徒不是靠著律法得救，但是得救之後卻要遵守神的律法。
不過遵守神的律法跟律法主義是不一樣的，
 律法主義是以律法取代神的地位，
律法主義是以律法取代神的地位
並且對神的律法有錯誤的了解與使用，然後加在別人的肩頭上
 當神的律法被誤用之後，它就成為律法主義自義的基礎，是論斷人的標準，
律法主義最後一定是走向自義跟自誇，
它既不是出於愛的動機，也對神的恩典跟憐憫陌生

保羅在這段經文所看重的，就是要信徒維護教會信仰的純正，
保羅在這段經文所看重的
就是要信徒維護教會信仰的純正
而合乎真理的教義，對任何世代的教會都是重要的。
就實踐的層面來看，信徒在教義上的扎根，
不只是自己的責任也是教會牧者所應該努力的方向，
所以要達到這個目標，個人就需要努力的自我充實，
教會也應該提供機會，使信徒接受真理的造就。
只有如此，信徒才能夠在面對各種五花八門的異端邪說的時候，仍然屹立不搖。

律法主義注重是外在的表現，卻完全忽略內在與神的關係，
甚至內心充滿了汙穢、敗壞都不以為意。
猶太教本是恩典的信仰，但是法利賽人卻把它變成律法的信仰，
由法利賽人的錯誤裡面，我們在基督裡的人，豈能夠不警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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