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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与我们同在 

第十部分： 早期的书信 

信息 1—— 加拉太书 

护卫福音的恩典 

加拉太书 1-4 

介绍 

保罗和巴拿巴在他们第一次传福音的行程中经过加拉太，并

在很多不同的城市建立了教会（使徒行传 13，14）。他们向人们

传福音，并劝初信者要 “恒久在神的恩中” (使徒行传 13:43)。但

是对这些人来说要坚持基督里的自由是很困难的。 保罗和巴拿

巴回到耶路撒冷以后，有其他的教师去加拉太传讲相反的信息，

让信徒们照着摩西的律法行割礼。他们所传的是因行为称义，而

非耶稣的恩典。加拉太人听信了这种教导，这让保罗非常生气。

给加拉太人的信是保罗对此事的坚定的回应，他驳斥假教导，希

望加拉太教会建立在恩典而非行为之上。 

第一至四章强调外邦人和犹太人一样，都因着基督而得到了

救赎的恩典，耶稣的死是为人的罪附上了永远的代价，人们不再

需要按照摩西律法称义了。第五至六章告诉人们，如果想要成为

圣洁（在思想、感受和行为上更像耶稣），就要跟随圣灵，受圣

灵的催促，而不是让我们有罪的本性去服从摩西的律法。 

作为保罗写给外邦人的信，加拉太书可以说是第一部“为福

音恩典正言“的著作。它对后世也有重要意义，因为不同时代的

人总会对他人，对自己加上不同的期许和要求。加拉太书让人们

摆脱“好行为的网罗”，它教导我们要不住地谢恩，感谢神接纳了

我们。藉着神儿子的死，我们得到了这样奇异的恩典。我们要爱

神、爱人，只有这样才能够回应神所赐给我们无条件的，丰盛的

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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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拉太书在教会历史上有重要的影响。马丁路德（新宗教改

革之父）正是在读加拉太书时受到了深刻的启示。他曾深情地将

加拉太书比作自己的“妻子”。对约翰卫斯理而言（十八世纪英国

著名福音派复兴运动家），加拉太书为他的信念带去了平安和确

定。难怪人们会称加拉太书为“基督徒自由的大宪章”。要正确理

解基督正典，就要认真学习加拉太书（和罗马书），特别是要学

习“因信耶稣而得拯救”的教义。 

 

加拉太书大纲 

致意：1:1-5 

为保罗的试图身份正言：1:6—2: 21 

为福音的恩典正言：3:1—4:31 

为因圣灵得自由而正言：5:1—6:18 

 

致意：1:1-5 

古希腊-罗马时代的书信通常是从正式的“致意”开始的。

在此写信者问候收信人。保罗书信的致意部分通常可以表明他

此信的主题。在加拉太书中，致意主要集中在两方面：1）保罗

的身份和作用，作为一个信使（“使徒”==“派出的人”），他是

神所安排的使徒，而不是人所委派的。2）神的完全的丰富的恩

典，就是通过耶稣的死洗净我们的罪。不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

人，现在都可以称神为“天父”，耶稣是“救赎者”，而圣灵是

“圣者”。 

首先，保罗肩负着神圣旨意： 

“作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

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1:1)。 

假教师说保罗是自我任命的信使，认为他的信息并不代表

神的旨意。保罗在前两章驳斥了这个谎言。他提醒读者注意他

的信息的“来源”：是神，而不是人，藉着保罗传讲的。 

其次：加拉太书的核心主题是，我们从罪恶的权势下被拯

救出来，这是神让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唯一目的。保罗从开篇

就强调这个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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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与你们。 基督

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

代。但愿荣耀归于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1;3-5）。 

倘若纯全无暇的神儿子耶稣，为我们的罪附上了生命的代

价，我们还能再做什么呢？如果我们说：我可以通过遵守一系

列律法来拯救自己，那我们岂不是贬低了基督的十字架，辱没

了神的恩典么？耶稣救赎了我们；我们自己无法拯救自己！ 

 

为保罗的试图身份正言：1:6—2: 21 

 

加拉太书是为福音的恩典正言。但是保罗需要首先声明自己

的身份，他是神所委派的传讲福音的信使。所以他在开篇就为自

己的使徒身份正言，并宣称这是神对他的呼召。 

——保罗直面问题:1:6-10 

虽然保罗之前曾在这里传讲过福音的恩典（人们也接受了信

息），但加拉太人后来却曲解了神的奇妙恩典。对于那些在外邦

人世界将神的信息歪曲讲解的犹太假教师，保罗指出他们是双倍

“可憎恶的”（可诅的）。这是他用词最为严厉最为气愤的书信。

在保罗心中，守护教义的真实性非常重要。假教师就是神的敌人。 

 

“我希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

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

改了。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

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

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

诅”（1：6-10）。 

 

保罗主要在两个方面为福音恩典正言。 首先，他回顾了他

自己的经历，他最初是怎么得到神的指示的（1，2 章）。第二，

他回顾旧约，指出就算是犹太民族的先父亚伯拉罕，也是靠着神

的恩典，而非遵循律法而得救（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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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的信息从神而来：1:11—2：21 

假教师声称保罗不是从神而来的信使，所以他的信息也不是

真的。他们还强调他们信息具有耶路撒冷的权威，而神给外邦人

恩典的信息则被他们说成是保罗编造的。（注：在使徒行传 15章

所述的耶路撒冷会面所讨论的内容。会面发生在保罗给加拉太写

信后不久。在会面时与保罗和巴拿巴激烈争论的人和在加拉太攻

击保罗信息的人都是同一群体。要更多了解这场争论的背景，请

参阅使徒行传 15章。）  

 

保罗从三个方面回应对他权威性的质疑。 

1）他在耶稣基督给他的直接启示中获得信息（1:11-24） 

“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 

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

示来的”（1:11,12）。 

保罗提及他历史性的转变，以及他之后的信心成长历程。在

他转变三年以后，他第一次在耶路撒冷和彼得、雅各有 15 天的

短暂会面。而这已经距他此时和这些耶路撒冷的基督教领袖们会

今天，倘若我们在神恩典的信息中加入或者减少什么内容，就犯

了“加拉太人的错误”了。如果我们加入“好行为”或者“仪式”等作

为从罪的审判中得救的前提，或者如果我们贬低了耶稣救赎的

效力，而去说还有其他救赎的方法，其他宗教人物可以帮助我们

“找到神”，只要我们要加添或者减少耶稣在十架上的意义，我们

就是犯了和加拉太人一样的错。我们抵挡这样的恩典是出于人

类的骄傲！“恩典”==“不配得的好处”。 我们也很难接受和承认

我们不能自己救自己，我们是无助的，需要一位救世主。记住，

有人说“神拯救那些自救的人”，这句话不是来自于神。这是本杰

明富兰克林所说的，而这句话与福音信息是意义相反的！保罗在

另一处写道 “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

人死” (罗马书 5:6)。我们都需要神奇异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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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有十四年了(2:1,2)。保罗要申明，他的信息是从神而来，而

不是从耶路撒冷的人的权威，或其他什么地方而来。 

（注：保罗这里所说的是主耶稣的兄弟雅各，而不是约翰的兄弟，

十二门徒中的雅各。这位雅各在使徒行传中记载已经殉道了。而

主耶稣的兄弟雅各则成长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他撰写了雅各

书。） 

 

2）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最后也证实了保罗的信息(2：1-10) 

保罗在后来去耶路撒冷时向耶路撒冷教会领袖递交了他在

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信息内容，教会领袖认可了他信息的有效性。 

“……反倒看见了主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人,正如托彼

得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人（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割礼之人作使

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作使徒) 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

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矶法、约翰，就向我和巴拿巴用右

手行相交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

去”（2:7-9）。 

 

如此一来，认为保罗所传信息和耶路撒冷的犹太基督教领袖

所传信息不一致的指控都是虚假的。彼得和保罗所传讲的同样的

福音，只是听众不同（彼得向犹太人，而保罗向外邦人传讲）。 

至于“割礼”，这是古时一些文化中的一种宗教仪式，不过它却

成为犹太人的信仰核心。神与亚伯拉罕和他的后代订立的约中要

以是否受过割礼作为记号（创世纪 17:13）。当代从 19世纪中叶

始于英国和美国的割礼主要是从医学角度考虑。 

 

3）当耶路撒冷领袖为犹太人妥协的时候，保罗捍卫福音（2:11-

14） 

保罗在这里提到的事情发生在彼得从耶路撒冷来到叙利亚

的安提阿，这里是外邦人基督徒运动的中心。 

 

“后来矶法到了安提阿， 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

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以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及至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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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 其余的犹

太人也都随着他装假。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装假” （2:11-13 

NLT）。 

彼得和外邦人一起吃饭（正统犹太人是不会这样做的），彼

得这一行动表明任何在犹太人和外邦人基督徒之前的障碍都被

移除了。但是其他犹太人基督徒从耶路撒冷来安提阿以后，彼得

的行为就发生了改变，就好像犹太基督徒位高一等，要和外邦人

基督徒分开。保罗激烈的反对彼得和其他人这样做，他们给外邦

人信徒错误的信息。 

保罗的观点是什么？他没有参考什么稀奇的福音；他是真福

音的拥护者，就算是面对最为令人尊敬的使徒彼得，以及从耶路

撒冷来的其他人，在他们动摇的时候，保罗仍然坚持福音的真理！ 

 

 

--保罗为自己的使徒身份正言的总结：2:15-21 

保罗做出总结，指出他是蒙受了神的恩典的使徒。 

“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

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

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2:16）。 

注意，保罗在开始公开传福音之前曾经在“阿拉伯半岛”度过

了 14 年。成长是需要时间和时机的。不仅仅是时间；还要

有时间用来学习，践行神的话语，学习与主同行，学习主的

性格和行事方式。亚伯拉罕在神赐给他应许的儿子之前等待

了足足 25 年。摩西在成为以色列领袖之前在旷野度过了 40

年。大卫作王之前有十多年的时间躲避扫罗。保罗在阿拉伯

度过了 14 年。通往灵命成熟的道路上没有捷径。每天要学

习与神同行，让他带领你。学习在这样的人生阶段中信靠他。

今天迈出信心的一小步。经过一段时间，你就会感受到他让

你的人生日渐成熟……同时你也会发现神让你不断成长，直

到你为他的荣耀而结出果子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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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能够因为根据律法做出好行为而称义。我们都无法达

到神的公义的标准；所以作为罪人（保罗也算）只能够通过相信

基督耶稣而称义。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

在我里面活着。 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

他是爱我，为我舍己”（2:20）。 

哪怕就是使徒保罗，这位曾经虔诚遵守律法的犹太人，现在

却因神的儿子活在信心当中，而非活在对律法的遵行中。（在罗

马书 6 章中保罗写道我们的有罪的性情已经与耶稣同钉十字架

了。这意味着我们已经被赦免了。同时保罗也在罗马书 7，8章

和加拉太书 5章中指出我们将要在世上所临的征战，我们要“治

死”那个有罪的老我。一旦我们相信耶稣是我们的救赎，公义（从

罪中被释放）立时就会临到我们。圣洁（从罪恶权势中得救）就

是我们倚靠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而生活的过程。 

 

“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

（2:21）。 

 

这是保罗要强调的核心问题。如果他，或者其他人可以靠着

遵守律法而得救，那么耶稣的死就是徒然的。 如果我们想要建

立一个体系，告诉人们可以通过行为得救，就背离了神的计划，

神要通过耶稣在十架上的死让我们从罪中得拯救。 

 

在你的生命中，你是如何牢牢地抓住神的恩典的呢？你是否在

神的恩典中站立的稳？你是否真的享受神对你无条件的爱

呢？你对圣经所教导的恩典了解越深刻，那你就越有可能对以

上的问题均给出肯定的答案。记住，亲身和神交流过的保罗，

用了很多年才认识到神的恩典的意义。保罗不想让人们夺去加

拉太人在神爱中的安全感。他要重建加拉太人的唯一的安全的

根基——神通过十架上的耶稣赐给我们的恩典。你呢？你是否

享受这奇异的恩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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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福音的恩典正言：3:1—4:31 

保罗为自己是福音使者的身份正言。之后他转到神学，运用

旧约来为福音恩典来正言。 

——神学的争论：3:1—4:7 

这一部分在保罗书信中是神学思想集中的部分。我会将

3:1—4：7 中所讲到的部分按照顺序进行概括。建议大家顺着这

些简要的解释通读加拉太书这一部分。新普及译本（New Living 

Translation）的意思比较简洁，可以使用这个版本。 

3:1-5 当初相信耶稣是救主，并将信仰建立在此根基上的时

候，加拉太人是接受了圣灵的引导的。但是为什么他们现在却转

向相信靠着行为/自己的努力/律法得救的想法呢？ 

3:6-9 神应许亚伯拉罕说他会作多国，不仅是犹太的父。 

外邦人如果相信耶稣，就是神应许亚伯拉罕的这些多国的子民。

他们和犹太基督徒一样平等，而不应该视自己为二等公民。 

3:10-12 那些试图证明只有靠遵行律法才能在神面前称义

的人要受诅咒，因为没有人能靠律法完全。“世人都犯了罪，亏

缺了神的荣耀”（罗马书 3:23）。 

3:13-14 我们虽犯了罪，但是因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我们都

被从罪的诅咒中被救赎了。他担当了我们的罪，他为罪付了完全

的代价。 

3:15-18 在神应许亚伯拉罕（创世纪 12:1-3）的 430 年以

后，神将律法降给摩西（出埃及记 19）。但是摩西的约不能否定

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亚伯拉罕不能通过遵行 430 以后的律法

在神面前称义！ 

3:19-25 如果摩西的律法不代表救赎，那么它的作用是什么

呢？律法就像是一位老师，它告诉我们需要救主。律法告诉我们

要面对自己的罪，告诉我们需要为罪付上代价；但是它不能让我

们从罪中被赦免，也不能让我们在神面前称义。我们连最重要的

“十诫”（出埃及记 20:1-17）都不能完全遵守！ 律法就像是一

面镜子，它让我们看到自己的罪；但却不能帮我们从罪中得洁净。 

 



 2019 年 11 月 3 日                                          1192 

3:26-29 如果我们属基督，就不在乎我们是犹太人还是外

邦人。我们因信耶稣都成为“亚伯拉罕得子嗣”。要成为神所应

许救赎的继承者，外邦人不需要被套上额外的束缚。 

 

4:1-7 我们还是“孩童”的时候需要律法的管束；现在基督

来了，他把我们从律法下解救了，我们现在成为神的儿女，圣灵

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呼喊神为“阿爸父！”。 

 

--保罗深深的担忧加拉太人：4:8-20 

保罗详细解释了救恩的意义，他向加拉太人坦陈自己的想法。

保罗很担心他们被人欺骗，而再次成为律法的奴仆。 

“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归回

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作奴仆呢。 你们谨守日子、月

分、节期、年分。 我为你们害怕．惟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

工夫”（4:9-11）。 

保罗向加拉太人提起他们第一次接待他所给他的爱。如果可

能，他们甚至就是“把自己的眼睛剜出来给我，也都情愿”。（有

学者就此推测保罗在传道过程中可能遭受眼疾的困扰。）假教师

却想要奴役加拉太人，把他们算作自己所转变的信徒。而保罗却

和这些人建立了真诚和深切的爱的关系。他一定很困扰，为什么

加拉太人会抛弃对他的爱，怀疑他向他们传讲福音的信息和动机。 

 

因为很在乎他的信众，保罗才会如此恳切地在信中向他们分

享真理。他希望他“灵里的孩子们”能够在神的话语中站立的

稳。他“用爱心说诚实话”（以弗所书 4:15），就算这诚实话令

人难过。你对别人的心是怎样呢？神是否让你也为他人的灵

性生命而心有负担呢？他是否让你对那些还没有认识主的

人有更深的怜悯？对那些在神的真理上还需要有人引领的

年轻信徒，神是否让你对他们有更多的爱呢？为了让人们经

历神丰富的恩典，你是否愿意说出真理，就算他们当下难于

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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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拉和夏甲的寓言:4:21-31 

保罗结束了他对福音恩典的正言。他讲了一个寓言（蕴含某

种意义或相似性的故事），这种结束方式很不寻常。尽管借寓言

讲道理的方法在当时很常见，但是保罗却很少使用这种方式。在

加拉太书 4:21-31中，保罗却使用这种方式进行教导。 

 

这个寓言是基于亚伯拉罕的两位妻子，撒拉和夏甲。撒拉是

作为“自主之妇”，她的孩子是自由的（在基督里的自由，不受

律法的束缚）。夏甲是亚伯拉罕跟撒拉的埃及女奴（因为撒拉不

能生育，夏甲替代她为亚伯拉罕生养子女），她是“使女”，所生

育的孩子也是受捆绑的（受律法的捆绑，就像奴仆受规则制度的

限制）。保罗想要在这里表达什么意思呢？那些声称从耶路撒冷

带来“真理”的假教师就像是夏甲——生产出守律法控制的孩子。

保罗和其他传讲真福音恩典的使徒就像是撒拉——从他们所出

的孩子享受在基督里的自由。而加拉太人该如何对待这些假教师

呢？寓言也给出了答案： 

“把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

儿子一同承受产业”（加拉太书 4：30， 参见创世纪 21;10）。 

也就是说：将那些假教师从加拉太教会赶出去，转而去建立

真正的信仰根基：相信耶稣基督，在恩典中得救赎！ 

 

问题讨论 

1. 为什么在当今世界，加拉太书的信息（为福音恩典正言）非

常重要？ 

2. 神的恩典何等奇异，这信息是否会让你仔细思考你和神的关

系呢？请阅读约翰 1书 4:18,19 ，罗马书 8:1，罗马书 8:38-

39，以帮助你思考和讨论。 

3. 保罗传扬神恩典的福音，他的热心是否影响你，让也你愿意

保卫福音，将福音恩典的信息传讲给你周围的人呢？ 如果

选一个人传讲福音恩典，你愿意首先向谁分享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