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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拉太書 3-6 章



專講因信稱義的一本書

•加拉太書又稱為「小羅馬書」，專講因信稱義，是馬丁
路德引用最多的一本書。

•加拉太書又稱為「基督徒自由的大憲章 Magna Carte of 
Christian Liberty」，強調基督徒不受律法和情慾的綑綁，
在基督裡自由而行。



加拉太書金句

1. 因信稱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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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2:16）

2. 亞伯拉罕的子孫

•所以，你們要知道：那以信為本的人，就是亞伯拉罕
的子孫。（加3:7）



加拉太書金句

3. 基督在我裡面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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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2:20）

4. 基督叫我們得自由

•基督釋放了我們，叫我們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穩，
不要再被奴僕的軛挾制。（加5:1）



加拉太書金句

5. 愛人如己

•因為全律法都包在「愛人如己」這一句話之內了。
（加5:14）

6. 聖靈的果子

•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
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這樣的事沒有律法禁
止。（加5:22-23）



加拉太書金句

7. 行善不可喪志

•我們行善，不可喪志；若不灰心，到了時候就要收成。
（加6:9）



羅馬帝國 加拉太省

• 北加拉太理論：寫給加拉太北部各教會，AD 53-57寫作
• 南加拉太理論：寫給加拉太南部各教會：彼西底的安提阿、路司

得、以哥念、特庇，AD 48-49寫作



純正的福音，光明的人生

章 純正的福音 光明的人生

１ 耶穌基督的福音 轉向光明的人生

２ 唯獨基督，因信稱義 經得起考驗的友誼

３ 神兒女得應許之福 合一的喜悅

４ 神兒女不受律法綑綁 在律法中自由而行

５ 神兒女不受情慾綑綁 在聖靈中自由而行

６ 神兒女的擔子互相擔當 行善不可喪志



教義與生活

• 加拉太書的重點是闡釋因信稱義的教義。偏離了這個教義，信仰
就要受到宗教的綑綁（當時是猶太教）；遵守這個教義，信徒得
以在基督裡自由而行。

• 在基督信仰的歷史上，有兩次靠著因信稱義的教義掙脫了綑綁。
第一次是保羅高舉因信稱義，掙脫了猶太教的綑綁。第二次是馬
丁路德高舉因信稱義，掙脫了天主教的綑綁。

• 因信稱義是純正的教義，在基督裡一切充足，十字架已經付清罪
債，只要信耶穌就可以稱義，無須增添。

• 教義與生活息息相關。純正的教義帶來光明的人生，使信徒不受
束縛，活在陽光下，在基督裡自由而行。



1A 耶穌基督的福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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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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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1: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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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2:20a）

• 真理是耶穌：福音真理就是耶穌基督，他的受難、復活、得榮耀。
傳福音就是傳耶穌，信福音就是信耶穌。

• 生活是耶穌：在真理上相信耶穌，在生活上跟從耶穌。從自我中
心，轉為以基督為中心。不是只有心裡相信，沒有腳步跟從；而
是既相信，又跟從。



1B 轉向光明的人生

• 那時，猶太信基督的各教會都沒有見過我的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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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就為我的緣故，
歸榮耀給神。（加1:22-24）

1. 光明的現在：保羅從前是逼迫教會的，現在卻傳揚他原先所殘
害的真道。無論你的過去是甚麼，在基督裡你都有一個光明的
現在。在基督裡每一日都是新的，今天總是比昨天更光明。

2. 自由的心靈：保羅不諱言他的過去，這是心靈的自由。因為有
了主，可以以輕鬆的心看自己的過去，以感恩的心過今天的日
子



2A 唯獨基督，因信稱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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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2:16）

• 純正的教義：救恩之中只有神的恩典，沒有人的功勞。人稱義不
是靠自己，唯獨靠耶穌基督。耶穌基督的救恩是充分的，無須增
添的，任何的增添都是褻瀆和異端。增添律法是異端，增添經歷
是異端，在耶穌的十字架上增添任何的事物，都是褻瀆和異端。



The Judaizer

• 整本加拉太書，可說是保羅抗拒 Judaizers 的一本書。他們原本是
猶太教徒，信了耶穌之後仍然跟從猶太教的傳統，如受割禮、守
飲食的律法、守猶太教的節日和禮儀等。他們聲稱，一個人若只
信耶穌卻不受割禮，仍然不得救。

• 現代 Judaizer：跟從宗教傳統的基督徒



2B 經得起考驗的友誼

• 保羅抵擋彼得：後來，磯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責之處，我就
當面抵擋他…（加2:11-16）

• 彼得讚美保羅：如我們所親愛的兄弟保羅，照著所賜給他的智慧
寫了信給你們。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講論這事…（彼後3:15-16）

• 在優先順序上，真理勝過了情面：保羅為了持守真理，為了外邦
的信徒，而不顧情面，當面抵擋彼得。

• 在人生選擇上，友誼勝過了自尊：彼得雖然被保羅頂撞，但卻愛
他，尊敬他，勸告信徒要聽保羅的話。兩位使徒的事蹟成為美好
的見證，歷史上的一段佳話。



3A 神兒女得應許之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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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3:16）

• 神應許亞伯拉罕：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創22:18）耶
穌基督是神的兒子，凡信他的都必得救恩之福，這是神的應許。



3B 合一的喜悅

• 所以，你們因信基督耶穌，都是神的兒子；你們受浸歸入基督的，
都是披戴基督了。

• 並不分猶太人、希利尼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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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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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3:26-29）

• 區別的消失：當我們受浸歸入基督之時，人間最大的區別：種族、
階級、性別，都在基督裡消失了。

• 合一的喜悅：剩下的，是在基督裡的 “一”，以及合一的喜悅。



時事討論：Dolce and Gabbana

• Dolce and Gabbana，一個義大利的精品衣飾名牌，在中國推動促
銷時裝秀的同時，推出了辱華的廣告。

• 一方面要賺你的錢，一方面卻要污辱你。真的？真的！這件不可
思議的事的確發生過，而它的後續反應，更加不可思議。

• 義大利是天主教國家，這兩位老闆是否天主教徒，暫且不論。生
意人做出砸自己生意的自殺式行為，也暫且不論。

• 要討論的是：經過了二次大戰慘痛的教訓和數十年先進的文明教
育，在21世紀的今天，為何種族歧視卻越演越烈？人們為何總是
要區分、侮辱、霸凌？且不要說合一了，和諧共存不是很好嗎？



歧視的本質

• 歧視的本質是驕傲，認為自己優於對方，因此而看不起別人。

• 驕傲的原因很多，如：認為自己的種族更優秀、國家更先進、武力
更強大、社會更繁榮；或認為自己錢多、有名、地位高、學歷高、
顏值高…各種原因。

• 歧視也可反方向而行，自己是東方人，在白人面前就矮了一頭，認
為說英語的人比較高級…各種現象，也是歧視心理作祟。

• 驕傲是根本罪惡（the root evil），始祖犯罪，因為他們驕傲，想要
「如神」。各種罪惡的根源，多可追溯到驕傲。

• 基督徒是神的兒女，存謙卑的心與神同行。耶穌的門徒不歧視別人，
也不接受別人的歧視。存著愛神愛人的心，走我們在世的旅程。



“Liberty & Unity” vs “Diversity & Inclusion”

 Discrimination & Exclusion 歧視與排斥

 Diversity & Inclusion  多元與包容

 Liberty & Unity  自由與合一

• 比起歧視和排斥，兩個更好的選項：

1. 多元與包容：現代社會 progressive 潮流的選擇。

2. 自由與合一：基督徒的選擇。



4A 神兒女不受律法的綑綁

• 我們為孩童的時候，受管於世俗小學之下，也是如此。及至時候
滿足，神就差遣他的兒子，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
律法以下的人贖出來，叫我們得著兒子的名分。（加4:3-5）

• 基督使我們自由：Judaizers 要基督徒守律法，耶穌基督卻來救我
們脫離律法。一個是 “守規矩” 的宗教，一個是得自由的信仰。

• 懦弱無用的小學：
• 現在你們既然認識神，更可說是被神所認識的，怎麼還要歸回那懦弱無
用的小學，情願再給他作奴僕呢？你們謹守日子、月分、節期、年分。
我為你們害怕、惟恐我在你們身上是枉費了工夫。（加4:9-10）

• 教條式的宗教，它的那些 “清規戒律”，聖經稱為 “懦弱無用的小學”。



懦弱無用的小學

• 現在你們既然認識神，更可說是被神所認識的，怎麼還要歸回那
懦弱無用的小學，情願再給他作奴僕呢？你們謹守日子、月分、
節期、年分。我為你們害怕、惟恐我在你們身上是枉費了工夫。
（加4:9-11）

• 懦弱無用的小學（weak and worthless elemental things, NASB）：
指宗教的規矩，這裡是指猶太教的戒律，如謹守日子、不可吃、
不可拿之類的規條，成為綑綁人的枷鎖，使人作宗教的奴僕。

• 神的能力是在基督裡，純正的福音告訴我們基督完全充足，無須
增添和外求。有人捨棄耶穌基督去追求那些「小學」，卻不知這
些教導和規條完全沒有能力，徒然遵守，毫無功效。



懦弱無用的小學

• 你們若是與基督同死，脫離了世上的小學，為什麼仍像在世俗中
活著、服從那「不可拿、不可嘗、不可摸」等類的規條呢？這都
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導的。說到這一切，正用的時候就都敗壞了。
這些規條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謙卑，苦待己身，
其實在克制肉體的情慾上是毫無功效。（西2:21-23）

• 懦弱無用的小學：以現代基督教而言，凡不重視基督，反倒更重
視其他的教導、規條、原則、作法，那些東西就成為懦弱無用的
小學。如：心理學、社會學、成功的原則、信心的宣告、話語的
能力、說方言、飲食健身法、得神的優惠（favor）、撒下財富與
健康的種子、繁複的禮儀、禁慾、禁食、高舉人的話…凡使人脫
離基督或淡化基督的，都是懦弱無用的小學。



4B 在律法中自由而行

• 我小子啊，我為你們再受生產之苦，直等到基督成形在你們心
裡…弟兄們，這樣看來，我們不是使女的兒女，乃是自主婦人的
兒女了。（加4:19,31）

• 基督成形，自由而行：有基督就有自由，不自由的人是因為基督
尚未成形在他們心裡。



5A 神兒女不受情慾的綑綁

• 我說，你們當順著聖靈而行，就不放縱肉體的情慾了。因為情慾
和聖靈相爭，聖靈和情慾相爭，這兩個是彼此相敵，使你們不能
做所願意做的。（加5:16-17）

• 第二種自由：神兒女第一種綑綁是律法的綑綁，第一種自由是在
律法中自由。第二種綑綁是情慾的綑綁，第二種自由是在情慾中
自由；也就是說，雖然有情慾，我卻不受情慾的綑綁。



十字架討厭的地方 The Offence of the Cross

• 弟兄們，我若仍舊傳割禮，為什麼還受逼迫呢？若是這樣，那十
字架討厭的地方就沒有了。恨不得那攪亂你們的人把自己割絕了。
（加5:11-12）

• The Sufficiency of the Cross十字架的充分：因信稱義的教義宣告十

字架已經付清了罪債，信耶穌即可稱義，無須再做任何事。

• The Offence of the Cross十字架的得罪（討厭）：宗教卻要在耶穌

之外，加上許多規條和戒律。宗教討厭十字架，被十字架所得罪。

因為十字架宣告了宗教的無效，使它們難以存身。



情慾的事 The acts of the flesh

種類 種類

１ 姦淫 sexual immorality ９ 惱怒 fits of rage

２ 汙穢 impurity １０ 結黨 selfish ambition

３ 邪蕩 debauchery １１ 紛爭 dissensions

４ 拜偶像 idolatry １２ 異端 factions

５ 邪術 witchcraft １３ 嫉妒 envy

６ 仇恨 hatred １４ 醉酒 drunkenness

７ 爭競 discord １５ 荒宴 orgies

８ 忌恨 jealousy



情慾的事 The acts of the flesh

• 一般人以為肉體的情慾是專指性方面的、色情方面的，這是一
個錯誤的觀念。它包括性方面的罪，但卻不只於此。

• 肉體的情慾（longings of the flesh）來自於人的罪性，表現在各
方面：姦淫是情慾，仇恨也是情慾；邪蕩是情慾，惱怒也是情
慾；汙穢是情慾，嫉妒也是情慾；拜偶像是情慾，紛爭也是情
慾；異端是情慾，結黨是情慾，醉酒、荒宴都是情慾…

• 情慾和聖靈為敵，戰場是你。情慾要在你身上結出罪的果子，
聖靈要在你身上結出聖靈的果子。你偏向誰，誰就得勝。你偏
向情慾，你就結出汙穢、邪蕩、惱恨、紛爭…你偏向聖靈，你
就結出仁愛、喜樂、和平、恩慈…



5B 在聖靈中自由而行

• 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
信實、溫柔、節制。這樣的事沒有律法禁止。凡屬基督耶穌的人，
是已經把肉體連肉體的邪情私慾同釘在十字架上了。我們若是靠
聖靈得生，就當靠聖靈行事。（加5:22-25）

• 順服聖靈：聖靈和情慾相爭，何者得勝，關鍵在於你的意志：你
若順服聖靈，聖靈就得勝；若順服情慾，情慾就得勝。



聖靈的果子 The fruit of the Spirit

果子 特性 果子 特性

1 仁愛 love 1 良善 goodness

1 喜樂 joy 1 信實 faithfulness

1 和平 peace 1 溫柔 gentleness, meekness

1 忍耐 forbearance, longsuffering 1 節制 self-control

1 恩慈 kindness

1. 是聖靈的果子，不是你的果子；是神生命的流露，不是你努力的成果
2. 是一個果子，九（多）種特性；是神豐盛的生命，彰顯於貧乏的人性
3. 神的生命彰顯於個人，更彰顯於基督的身體



時事討論：A Good Man

• 美國第41任總統 George H.W. Bush於前晚（11/30/2018）逝世，悼
言和頌詞從四面八方湧入。他的孫子 George P. Bush 這樣說：

• “He was more than a great man; he was a good man. 他不止
是一個偉大的人，他更是一個良善的人.”

• “Great man” 和 “Good man” 何者更令人欽佩？一位建立豐功偉業
的偉人，和一位良善的人，何者更有價值？答案是良善的人。

• 在一個以功利為價值判斷的社會中，人心深處仍然保存著對良善
的敬意：他是個好人！蓋棺論定之後，無論他一生做了多大的官，
多大的事，人們只想知道一件事：他是個好人嗎？我爺爺是個好
人！這就夠了。



Being Kind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 Haley McAllister 帶著她十歲的兒子來到 College Station 的布許總統
圖書館悼念老總統，她說，老總統的信心和恩慈（faith and 
kindness）使她深受啟發:

• “Just know that being kind to others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f you can just do that in your life, things will be better.”

• “只要記著，對人有恩慈是最重要的事。如果你一生可以
這樣去做，凡事都會變得更好。” 



論人性的美德

• 許多人崇拜成功的人，如：事業成功者（蘋果的喬布斯，阿里巴巴的
馬雲…）、富豪、王室、歌星、影星…，對這些人懷著敬意，甚至以他
們為偶像。

• 至於這個人是否善良，他對人是否有恩慈，大家反而不太關心。

• 這樣的社會風氣，不鼓勵一個人去做好人。善良成了懦弱的同義字，
老實成了無用的代名詞。聖靈在一個人身上結出果子，他成為一個仁
愛、恩慈、善良、溫柔的人，反而使人看不起他。

• 然而，看到這次大家對老布許總統的頌詞，大多不是讚美他的豐功偉
業，而是讚美他的為人：He was a good man. He was a kind man. 這樣的
話，是許多人對他一生的肯定。

• 或許，人心深處所真正看為有價值的，仍然是人性的美德?!



6A 神兒女的擔子互相擔當

• 弟兄們，若有人偶然被過犯所勝，你們屬靈的人就當用溫柔的心
把他挽回過來；又當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誘。你們各人的重擔
要互相擔當，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加6:1-2）

1. 不要只顧自己：要愛人如己，各人的重擔互相擔當。

2. 不要以無為有：對自己當有正確的評估，人若無有，自己還以
為有，就是自欺了。

3. 不要忽略施教者：在道理上受教的，當把一切需用的供給施教
的人。



6B 行善不可喪志

• 不要自欺，神是輕慢不得的。人種的是什麼，收的也是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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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行善，不可喪志；若不灰心，到了時候就要收成。所
以，有了機會就當向眾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當這樣。（加
6:7-10）

1. 甚麼是行善？在這段經文，行善就是順著聖靈撒種，就是順服
聖靈。

2. 行善不可喪志：不要因為遲未看到成果，就灰心不繼續下去了。

3. 到了時候就有收成：行善如同莊稼，成熟需要時間，要忍耐著
結實。（參考路8: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