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拉太書三、四章
第三章
1. 加 3：1–3 1 無知的加拉太人哪！耶穌基督釘十字架，已經活現在你們眼前，誰又迷惑了
你們呢？2 我只想問你們這一點：你們接受了聖霝，是靠著行律法，還是因為信所聽見的福音
呢？3 你們是這樣的無知嗎？你們既然靠著聖霝開始，現在還要靠著肉體成全嗎？
解：第 3 節正好打破教會謬傳的福音，既然是靠著信、靠著聖霝在得救的路上起頭，難道成
全還要靠肉體嗎?常有傳道人這樣說：不要以為你信耶穌就一定會得救，行為若沒達到標準，
也不可能得救；或文章寫道：一次得救不代表永遠得救，行為不好還是會失去救恩的。意思
是你到底能不能上天堂是你的行為在決定，保羅說這叫無知。當時賜聖霝給你時是因為你信
耶穌，不是因為守律法，現在怎麼要用好行為來保持救恩呢？賜你聖霝是因為你信，收回聖
霝唯一的理由就是你不信，這樣才合邏輯嘛。
2. 看完加拉太書再看羅馬書，就能了解整個因信稱義的真理。你不配得的，不當得的，給你，
那叫恩典。福音為什麼是恩典？因為你的行為不可能達到標準，你不配得卻給你。稱義就是
算你是義，稱你是義，看你是義，你本來是不配得的，但我把你歸在恩典這邊，這就是恩典。
華人教會最大的絆腳石在此，不相信恩典得來這麼容易，非得自己做些甚麼。
3. 七封書信中給撒狄教會的信代表改教時期，十六七世紀馬丁路德從天主教改革出來，恢復
了因信稱義的名稱，但沒恢復它的實質內容，影響至今，所有從改革宗衍生出來的基督教派，
嘴巴都說因信稱義，但哪個講台不是說靠肉體成全？！所以耶穌說：按名你是活的，其實你
是死的（啟 3：1）。
4. 加 3：4–6 4 你們受了這麼多的苦，都是白受的嗎？恐怕真是白受的了。5 那麼，上帝賜
聖霝給你們，又在你們中間行神蹟，是因為你們行律法，還是因為你們信所聽見的福音呢？6
正如亞伯拉罕信上帝，這就算為他的義。
解：義的原意是無罪，無罪才能上天堂，因為上帝是完全無罪的，所以上天堂一定要是義。
我們是「稱義」
，非實質上的義，是被上帝算為義，讓我們可以白白地上天堂，這就是恩典。
我們信耶穌，正如亞伯拉罕信上帝，就算是我們的義了。
5. 加 3：7–14 7 所以你們要知道，有信心的人，就是亞伯拉罕的子孫。8 聖經既然預先看見
上帝要使外族人因信稱義，就預先把好信息傳給亞伯拉罕：「萬國都必因你得福。」9 這樣看
來，有信心的人，必定和有信心的亞伯拉罕一同得福。10 凡是靠行律法稱義的，都在咒詛之
下，因為經上記著：
「凡不常常照著律法書上所寫的一切去行的，都被咒詛。」11 很明顯，在
上帝面前，沒有一個人可以靠著律法稱義，因為「義人必因信得生」
。12 律法本來不是出於信，
而是說：
「遵行這些事的人，就必因這些事而活。」13 基督替我們受了咒詛，就救贖我們脫離
了律法的咒詛，因為經上記著：
「凡掛在木頭上的，都是受咒詛的。」14 這樣，亞伯拉罕所蒙
的福，就在耶穌基督裡臨到外族人，使我們因著信，可以領受所應許的聖霝。
解：第 10 節凡是靠行律法稱義的，都在咒詛之下，因為哪裡有律法，哪裡就有罪。律法的咒

詛就是下陰間被火燒。咒詛就是罪，就是死。凡掛在木頭上的就是被咒詛的，出自申命記 21：
22、23。耶穌沒有罪，怎麼成為罪人？就是照律法說的掛在木頭上。耶穌的罪是我們歸給他
的。
6. 闖紅燈犯法，要罰，是因為法律上有這條規定，若這條法律被刪除，闖紅燈就不算有罪。
固然壞事還是壞事，但有沒有律法關係著會不會被罰。有律法，做壞事就被定罪；沒有律法，
做壞事就不被定罪。上帝不讓我們被處罰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律法拿掉，我們還是會做壞事，
但不會受罰。華人講因果報應，造業不被罰，天理何在，所以很難接受基督教這種觀念。
7. 第三章是在闡述沒有律法就沒有罪，哪裡有律法，哪裡就有咒詛，哪裡就有死。在律法底
下的都是被咒詛的。信耶穌還去守律法一樣被咒詛，信耶穌還被咒詛，是耶穌使你被咒詛嗎？
保羅譴責加拉太人的無知，明明已經拿掉律法，還鑽到律法底下，讓自己受咒詛。
8. 加 3：15–25，這段很長，簡單的說，亞伯拉罕稱義在先，摩西寫律法在後，所以保羅說
信耶穌不是要廢去猶太的傳統（指律法）
，而是因信稱義比傳統還傳統。就好像人家說基督教
是外來宗教，背離傳統的道教、佛教，其實沒有佛、道之前，中國人就已經在拜皇天上帝了，
皇天上帝就是上帝。既然有因信稱義，為何還要律法？因為要教人民了解上帝的好惡，沒律
法人民就不知道何為壞事，但有律法的後遺症是大家都要死。有律法大家才知道何為罪，靠
行為是絕望的，這樣才能帶出十字架的盼望。
9. 加 3：26–29，
「披戴基督」是借用神劇的意象，戴上基督的面具，就代表基督，上帝看到
的你外體是無罪的基督，就不會罰你。我們披戴基督，要時時留意行事為人不要讓上帝蒙羞，
這樣也比較有力量抵擋誘惑。
第四章
1. 加 4：1–7 1 我說，那承受產業的，雖然是全部產業的主人，但在孩童的時期，卻和奴僕
沒有分別。2 他是在監護人和管家之下，直到父親預先指定的時候。3 我們也是這樣，做孩童
的時候，被世俗的言論所奴役；4 但到了時機成熟，上帝就差遣他的兒子，由女人所生，而且
生在律法之下，5 要把律法之下的人救贖出來，好讓我們得著嗣子的名分。6 你們既然是兒子，
上帝就差遣他兒子的霝進入我們心裡，呼叫「阿爸、父！」7 這樣，你不再是奴僕，而是兒子；
既然是兒子，就靠著上帝承受產業了。
解：保羅把猶太教的律法、其他宗教的戒律誡命這類約束行為的字句規條稱之為「世上的小
學」
、
「世俗的言論」
、
「啟蒙的老師」
，他的書信中常出現這些名詞，全指靠行為得救贖這條路。
2. 林前 9：24–27 24 難道你們不知道，在場上賽跑的人，雖然大家都跑，但得獎的只有一
個人嗎？你們都應當這樣跑，好叫你們可以得獎。25 凡參加運動比賽的，在一切事上都有節
制；他們這樣做，不過要得到能壞的冠冕，我們卻是要得不朽的冠冕。26 所以我奔跑，不是
沒有目標的；我鬥拳，不是打空氣的。27 我要克制自己的身體，叫身體服我，免得我傳了給
別人，自己反而落選了。
解：保羅用賽跑的意象說明基督徒要追求得勝。每個信耶穌的人都是徑賽場上的跑者，都要

賽跑，但最後能被上帝驗中、得獎的只是少數。得救的基督徒都是選手，只要不離道叛教被
判出局，大家都有賞賜，但最後能獲得獎賞、坐上王位的只有得勝者而已。最後一句「免得
我傳了給別人，自己反而落選了」
，合和本翻譯成「恐怕我傳福音給別人，自己反被棄絕了」。
喜歡雅各書的人說保羅自己也擔心不能得救。若大家來信耶穌，最後只有一個得救豈不太可
怕了？這樣還要信嗎？保羅怕自己反而落選是怕自己不能得勝，不是怕自己不能得救。
這裡要替保羅說明一點，每個人的聰明才智、個性機運不同，如果大家都在同一個跑道上競
爭，最後只有幾個得天獨厚的人能贏，恐非講求公平正義的上帝的立意。應是每個基督徒都
有自己人生的跑道，自己跟自己競爭，努力不懈地克服途中為個人設立的重重障礙達到終點，
就是得勝者。
3. 讀保羅的書信碰到前後矛盾之處，要把成書的先後排列出來，就可看出他思想的轉變。聖
霝的啟示是漸進的。在寫加拉太書時保羅還會說有父的霝、子的霝和聖霝，幾年後寫歌林多
書時明白上帝只有一位，霝也只有一位，到腓立比書時說上帝就是那霝，基督就是那霝，最
後寫提摩太書時說基督是天父上帝在肉身顯現。第四世紀君士坦丁大帝發明三位一體論，企
圖化解對父子聖霝關係的歧見，但論點不完全正確。
4. 上帝已經稱我們為義，我們不要再自稱是罪人，也不要控告弟兄是罪人。十字架就是對付
罪，自稱或稱弟兄為罪人都是對十字架的污辱。
5. 加 4：8–11 8 從前你們不認識上帝的時候，是給那些本來不是上帝的做奴僕；9 現在你們
既然認識上帝，更可以說是上帝所認識的，怎麼還回到那些軟弱貧乏的言論，情願再做它們
的奴僕呢？10 你們嚴守日子、月分、節期、年分；11 我為你們擔心，恐怕我在你們身上的勞
苦是白費了。
解：
「軟弱貧乏的言論」也是指律法，保羅清楚知道律法要定人的罪，人被定罪霝魂就是死，
所以說律法軟弱貧乏。我們若把基督教傳得像一般宗教，靠行為得救，別人何須來信耶穌！
論修行基督教比不上佛、道。很多人來信耶穌是因為不用再祭祀，不再有禁忌，若信耶穌，
這不能做那這不能做，連想都算犯罪，沒有自由，不信也罷！
6. 在加拉太書保羅的想法是信耶穌後律法切割成兩塊——道德律和宗教儀式/誡命。信耶穌後
不用再守宗教儀式，但還是要守道德律，道德行為偏差（包含自私、怨恨、醉酒）
，會失去救
恩。後來，他得到了因信稱義、強調恩典的啟示，寫羅馬書時行為這塊已經做了修正。霝魂
與肉體分開審判，行為好壞不影響救恩，肉體的敗壞由死亡去償付，霝魂仍然得救。到以弗
所書確立因為有聖霝封印的機制，肉體的過犯無法玷汙霝魂。得救重生後聖霝內住封印霝魂，
確保霝魂乾淨，死亡封印解除，霝魂回天家。我們一定要點明保羅思想的改變，否則大家看
到加拉太書裡說行為會影響得救就會更強化雅各書得救要看行為的理論。
7. 「規條」
「誡命」讓守的人有努力的方向，達陣的目標，較令人安心。
「信就得救」沒有規
條，看不到憑據，只能憑信心接受，容易讓人無所適從，這是十字架讓人討厭的地方。

8. 安息日會、真耶穌教會說：羅馬人是在星期日拜太陽神，四五世紀羅馬教廷把基督教定為
國教後，就在星期日敬拜耶穌，因此星期日聚會拜耶穌是中了羅馬人的邪酵，他們要回復到
律法的規定用星期六當安息日。其實，正確的安息日是星期五晚上；又，根據使徒行傳和保
羅書信，耶穌在星期日復活顯現，所以初代教會把星期日定為主日，在星期天做禮拜，不是
受到羅馬教廷的影響。
9. 加 4：12–17，保羅當時傳福音給加拉太人時患有眼疾，好像很沒見證，加拉太人卻沒嫌
棄他，怎麼現在嫌他嫌得要命，當他是仇敵？可見他離開後，雅各一派對加拉太的影響有多
大。
10. 加 4：21–31 21 你們這願意在律法之下的人哪！請告訴我，你們沒有聽過律法嗎？22 經
上記著說，亞伯拉罕有兩個兒子，一個出於婢女，一個出於自由的婦人。23 但那出於婢女的，
是按著肉體生的；那出於自由的婦人的，是憑著應許生的。24 這都是寓意的說法：那兩個婦
人就是兩個約，一個是出於西奈山，生子做奴僕，這是夏甲。25 這夏甲是指著阿拉伯的西奈
山，相當於現在的耶路撒冷，她和她的兒女都是做奴僕的。26 那在上面的耶路撒冷是自由的，
她是我們的母親，27 因為經上記著說：
「不能生育、沒有生養的啊，你要歡欣！沒有受過生產
痛苦的啊，你要呼喊，大聲呼叫！因為棄婦比有夫之婦有更多兒子。」28 可是，弟兄們，你
們是按著應許做兒女的，好像以撒一樣。29 不過，當時那按著肉體生的，迫害那按著聖霝生
的，現在也是這樣。30 然而經上怎樣說呢？「把婢女和她的兒子趕出去，因為婢女的兒子，
絕對不可以和自由的婦人的兒子一同承受產業。」31 所以，弟兄們，我們不是婢女的兒女，
而是自由的婦人的兒女了。
解：這裡保羅用了一些對比來比喻新約和舊約：天上的耶路撒冷 vs.地上的耶路撒冷，霝意的
西奈山 vs.屬世的西奈山，自由的婦人 vs.婢女，應許的兒女 vs.奴僕的兒女。婢女指西奈律法，
是舊約的主軸，婢女所生的兒女就是猶太教徒。新約的主軸是十字架救恩。保羅一刀切斷新
舊兩約，口氣極嚴厲地說：
「把婢女和她的兒子趕出去」——把律法趕出教會。新約的教會絕
對不可以容讓舊約的律法存在。要成為新約的子民，絕對不能落在舊約的律法之下。婢女的
兒女不可以與自由婦人的兒女一同承受產業。保羅再再強調在上帝的家裡因信稱義與行為成
義絕對無法調和在一起。雅各書的敗筆是把兩者摻雜在一起，成為最大的異端。
有人批評保羅舉的例子有違常理，好歹夏甲的兒子也是亞伯拉罕的骨肉，怎可無情地把他趕
出去。其實上帝是讓夏甲豐豐富富的出去，她的子孫跟以色列的子孫一樣繁衍眾多，有十二
支派；上帝應許以色列成為大國，也一樣應許阿拉伯成為大國，阿拉伯國家石油產量極豐，
富有不可一世。「趕出去」只是表示不能住在一起，上帝並沒有虧待他們。
11. 申 6：25 我們在亞威我們的上帝面前，如果照著他吩咐我們的，謹守遵行這一切誡命，
這就是我們的義了。「我們的義」就是羅馬書說的「人的義」。人守律法成就人的義。上帝的
義是上帝犧牲、流血，死在十字架上，承擔我們的罪。人只要信就成就上帝的義。舊約追求
人的義，新約追求上帝的義，這是新舊約最大的差別。
12. 「義」有上帝要完成的部分，有人要完成的部分。舊約是人的義，上帝要完成的是頒布

律法，人要完成的是守律法，守全了就成就了人的義。新約是上帝的義，上帝要完成的是十
字架，耶穌釘十字架時說：「成了！」，祂負責的部分完成了。人要完成的是信，人的信就成
就了上帝的義。加 4：21–31 告訴我們，舊約和新約是兩種不同的義，一種是人要靠行為，
一種是人要靠信心。這兩條不同的路，都是上帝的約，人可以自由選擇，但只能選其中的一
條走。耶穌一直強調新舊難容，新酒不能裝在舊皮囊裡，新的真理（新約）不能用舊的思維
去接受，新酒要裝在新皮囊裡。律法跟恩典不能混在一起，把兩者摻雜在一起就是異端，保
羅說傳這種異端的人是被咒詛的。
13. 傳這種異端的人能不能得救？個人認為是不能上天堂，至少可以到樂園。信了耶穌又再
去守律法，等於拋棄了恩典，耶穌就白死了。稱義沒有，但能得救。猶太人來信耶穌又再去
守律法是信心小，外邦人本來就沒有律法，信了耶穌還去守律法，比猶太人去守律法還更嚴
重。現在最嚴重的是有人千方百計把華人教會帶去守舊約律法，這是我們要匡正的，這種人
無法得勝。
14. 新約舊約的獎賞不同，上帝應許的禮物不同。舊約的獎賞是今生的、地面上的祝福，死
後到樂園，最重要的是天國，天國在地上。新約的獎賞是來世的永世的祝福，天上的祝福，
死後到天堂。兩種獎賞不能攪和在一起。
15. 上帝的天國福音與平安福音（恩典福音）也沒有交集，不能重疊。上帝把象徵猶太人的
舊橄欖樹枝砍掉，丟在一旁，把象徵外邦人的野橄欖樹枝接上，等野橄欖的枝子茁壯了、外
邦人的數目填滿了，上帝又把野橄欖枝砍掉（就是被提）
，把正橄欖枝接回去，並不是兩種橄
欖樹枝同時在吸取根的汁液！上帝的眼光在進行猶太人的計畫時，就沒有所謂外邦人的計畫。
外邦人向耶穌求助時都被他拒絕，他說他來是要拯救猶太人，他也不去外邦傳。耶穌被釘死
後，原本召來赴宴的賓客不配，救恩流到外邦。現在上帝把以色列丟在一旁，救恩放在外邦，
福音要傳到地極，不是回傳以色列。
羅 11：1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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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首先獻上的生麵是聖的，整團麵也是聖的；如果樹根是聖的，樹枝也

17

是聖的。 如果把幾根樹枝折下來，讓你這野橄欖可以接上去，一同分享那橄欖樹根的汁漿，
18
你就不可向那些樹枝誇口。你若要誇口，就應當想想：不是你支持著樹根，而是樹根支持
著你。19 那麼你會說，那些樹枝被折下來，就是要把我接上去。20 不錯，他們因為不信而被
折下來，你因著信才站立得住。只是不可心高氣傲，倒要存畏懼的心。21 上帝既然不顧惜那
本來的樹枝，也不會顧惜你。22 所以要留意上帝的恩慈和嚴厲：對跌倒的人，他是嚴厲的；
對你，只要你繼續在他的恩慈裡，他是恩慈的；不然的話，你也會被砍下來。23 至於他們，
如果不是繼續不信，他們仍然會被接上去，因為上帝能夠把他們再接上去。24 你這從野生的
橄欖樹上砍下來的，尚且可以不自然地接在栽種的橄欖樹上，那些本來就有的樹枝，不是更
能夠接在原來的橄欖樹上嗎？25 弟兄們，我不願意你們對這奧祕一無所知，免得你們自以為
聰明。這奧祕就是以色列人當中有一部分是硬心的，直到外族人的全數滿了；26 這樣，全以
色列都要得救。
16. 如果把以色列當作整棵橄欖樹，把外邦人當作橄欖樹枝接上去，等於我們在吸取猶太教

的養分，回傳運動就是在鼓吹大家要回歸猶太教，去以色列尋根。其實，根是上帝、根是基
督，我們要根連於上帝、基督，不是以色列，不要到舊約裡尋真裡。把大批心力人力物力花
在回傳運動上，牴觸了聖經裡保羅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