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4-為福⾳音爭戰

加拉太書⼆二1~21

教學計劃 （成⼈人主⽇日學﹣2017年年4⽉月30⽇日）

1.  回答上⼀一周的問題（10分鐘）
2.  讀加拉太書⼆二1~21節（5分鐘）
3.  為福⾳音爭戰的保羅（40分鐘）

 思考保羅⾒見見證的⽬目的？
 思考基督徒怎樣得救？

A、聖經經⽂文：《加拉太書》⼆二1~10

1 過了了⼗十四年年，我同巴拿巴⼜又上耶路路撒冷去，並帶著提多同去。 2 我是奉啟⽰示上去的，把我在外邦⼈人中所傳的福⾳音

對弟兄們陳說；卻是背地裡對那有名望之⼈人說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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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臘⼈人，也沒有勉勉強他受割禮； 4 因為有偷著引進來來的假弟兄，私下窺探我們在基督耶穌裡的⾃自由，要叫我們作奴僕。 

5 我們就是⼀一刻的⼯工夫也沒有容讓順服他們，為要叫福⾳音的真理理仍存在你們中間。 6 ⾄至於那些有名望的，不論他是

何等⼈人，都與我無⼲干。神不以外貌取⼈人。那些有名望的，並沒有加增我甚麼， 7 反倒看⾒見見了了主託我傳福⾳音給那未受割

禮的⼈人，正如託彼得傳福⾳音給那受割禮的⼈人。 8 （那感動彼得、叫他為受割禮之⼈人作使徒的，也感動我，叫我為外邦

⼈人作使徒；） 9 ⼜又知道所賜給我的恩典，那稱為教會柱⽯石的雅各、磯法、約翰，就向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行相交之禮，

叫我們往外邦⼈人那裡去，他們往受割禮的⼈人那裡去。 10 只是願意我們記念念窮⼈人；這也是我本來來熱⼼心去⾏行行的。

B、⾺馬丁路路德注釋選讀

⼆二1：是「因信...稱義」、不是「因律律法」稱義
保羅教導，我們是在耶穌基督裡因信稱義，⽽而不是憑著⾏行行律律法稱 義。他向安提阿的眾⾨門徒匯

報了了此事。這些⾨門徒中的⼀一些⼈人是從⼩小在猶太教傳統中被養育⼤大的。他們⾺馬上憤慨地站起來來反對

保羅，指責保羅在宣傳⼀一個反律律法的福⾳音。很⼤大的紛爭爆發了了。保羅和巴拿巴為真理理挺⾝身⽽而出。

他們⾒見見證說：“無論我們在哪裡向外邦⼈人講道，聖靈就降臨臨在那領受這道的⼈人⾝身上。此事發⽣生在各
個地⽅方。我們傳的不是割禮，我們不要求對律律法的遵循。我們傳的是在耶穌基督裡的信。當我們

傳講的時候，上帝賜下聖靈在聽眾的⾝身上。”從這⼀一事實出發，保羅和巴拿巴推知聖靈肯定了了外邦
⼈人在律律法和割禮以外的信。若若外邦⼈人的信不討聖靈的喜悅，那麼聖靈就不會在未受割禮的外邦聽

道者中間彰顯他的臨臨在。猶太信徒們未被說服，他們非常激烈地反對保羅，斷⾔言外邦⼈人必須遵守

律律法和受割禮，否則就不能得救。

當我們思想今天的羅⾺馬信徒緊抓他們的傳統時的那⼀一份固執，我們就不難理理解當時的猶太信

徒對律律法的那⼀一份狂熱的忠誠。畢竟，他們是從上帝那裡領受的律律法。我們能夠理理解對那些剛剛

從猶太教歸信耶穌的⼈人⽽而⾔言，他們幾乎不可能⼀一下⼦子與律律法分⼿手。正是為此，上帝忍耐他們，正

如當以⾊色列列⼈人在兩兩種宗教中停滯不前的時候，上帝忍耐他百姓的軟弱。當我們在教皇制度中被蒙

蔽的時候，上帝是不是也在忍耐著我們？上帝是恆久忍耐和滿有憐憫的上帝。但是我們不敢濫濫⽤用



上帝的忍耐。現在我們既已在福⾳音裡蒙了了真理理的啟⽰示，我們就不要再停留留在錯誤裡⾯面。保羅的反

對者以保羅⾃自⼰己的例例⼦子來來攻擊他。保羅為提摩太⾏行行了了割禮。保羅為⾃自⼰己的⾏行行為辯護說，他為提摩

太⾏行行割禮不是出於被迫，⽽而是出於基督的愛，是為了了避免信⼼心軟弱的弟兄被傷害。他的敵⼿手們不

接受保羅的酵。

當保羅看到這場爭論近乎失控的時候，他順從了了上帝的帶領，上到耶路路撒冷，要在那裡與其

他的使徒們商議。他這麼做不是為了了⾃自⼰己，⽽而是為了了眾⼈人的緣故。。

⼆二2：律律法可以遵循
對猶太信徒，保羅允許律律法和割禮暫時存留留。其他的使徒們也是這樣做。然⽽而保羅牢牢持定

福⾳音的⾃自由。 在⼀一個場合中保羅對猶太⼈人說：「所以弟兄們，你們當曉得，赦罪的道是由這⼈人傳
給你們的。你們靠摩⻄西的律律法，在⼀一切不得稱義的事上信靠這⼈人，就都得稱義了了。”」(徒13:38—
39〉保羅總是體恤信⼼心軟弱的⼈人，並沒有堅持要他們⾺馬上就與律律法分⼿手。
保羅承認他曾就⾃自⼰己所傳的福⾳音，和使徒們商議過。但是他否認這樣的會晤使他受益或教給

了了他任何新的東⻄西。事實是，保羅⼀一直抵擋那些要把律律法的軛強加在外邦⼈人⾝身上的⼈人。他們沒有

勝過保羅，保羅勝過了了他們。 「當這些假使徒們說我在使徒們的要求下，給提多⾏行行了了割禮，在堅
⾰革哩剪了了頭髮，上耶路路撤冷去，他們是在撒謊。不僅如此，我得到了了使徒們的⽀支持，他們卻沒

有。」

使徒們在耶路路撒冷會議上仔細思想的事情是：遵守律律法是稱義的前提嗎？保羅的回答是：“我
已向外邦⼈人傳講了了在基督裡的信，⽽而不是在律律法裡的信。如果猶太信徒們想要守律律法並要⾏行行割

禮，沒有問題，只要他們是懷著正確的動機去做的。”

⼆二3：割禮不是得救的條件
「勉勉強」這個詞使我們想到我們熟悉的耶路路撒冷會議的結論。決議是，外邦⼈人不應當被勉勉強

⾏行行割禮。 保羅沒有給割禮這件事本⾝身定罪。他從來來也沒有⽤用話語或⾏行行動來來反對割禮。但是他確實
抗議把割禮作為得救的⼀一個條件。他引⽤用了了族長們的例例⼦子： 「族長們並不是憑著割禮稱義。對他
們⽽而⾔言，那隻是⼀一個記號和稱義之後的憑據。他們把割禮看作是他們的信⼼心的宣告。」 然⽽而，猶
太基督徒不能理理解割禮不是救恩所必需的。他們錯誤的態度從假使徒們那裡得到⿎鼓勵。結果是，

⼈人們都極⼒力力反對保羅和他的教義。

保羅並沒有把接受割禮作為⼀一種過犯來來定罪。但是他所堅持的，也就是耶路路撒冷會議所⽀支持

他的，就是割禮與救恩無關，因此不應強加給外邦⼈人。會議同意，允許猶太基督徒繼續暫時地遵

循他們舊有的傳統，只要他們不以為這些傳統是上帝使罪⼈人稱義的途徑。

假使徒們不滿意會議的裁決。他們不想使割禮和對律律法的實踐在基督徒的⾃自由⾥里里安息。他們

堅持割禮是救恩所必需的。就像保羅的敵⼿手⼀一樣，我們的敵⼿手（也是路路德的敵⼈人、改教的敵⼈人）

也主張教⽗父們的傳統若若被忽略略了了，救恩也就失去了了。我們的敵⼿手不能和我們達成任何的共識。他

們為他們褻瀆的話辯護。他們甚⾄至到了了⽤用武⼒力力來來捍衛它們的地步。

保羅的勝利利是完全的。與保羅在⼀一處的提多並沒有被強迫接受割禮，雖然當⼈人們辯論這⼀一問題的

時候，提多正站在眾使徒們的中央。這對假使徒們是致命的⼀一擊。藉著提多未被強迫受割禮的這

個活證據，保羅得以遏制了了他的敵⼿手。



⼆二4~5：為⾃自由爭戰
保羅在這裡解釋他上耶路路撒冷去的動機。他上耶路路撒冷並不是為了了就他所傳的福⾳音從其他使

徒那裡領受教導或得到確認。他去耶路路撒冷是為著加拉太的教會以及所有外邦⼈人的教會保守純正

的福⾳音。

當保羅談到福⾳音的真理理時，他也就暗⽰示著，相對⽽而⾔言有⼀一個假的福⾳音。假使徒們也有⼀一個福

⾳音，但那不是真正的福⾳音。 “通過抵擋他們，” 保羅說，“我保存了了純正福⾳音的真理理。”
純正的福⾳音教導的是，我們稱義是唯獨因著信，⽽而不在乎遵⾏行行律律法。假福⾳音教導的是，我們稱義

是通過信，也藉著律律法上的⾏行行為。假使徒們教導的是⼀一個有條件的福⾳音。教皇黨⼈人⼠士也是如此。

他們承認信⼼心是稱義的基礎。但是他們⼜又加上條件說，只有當加上善⼯工的時候，信⼼心才能救⼈人。

這是錯誤的。真正的福⾳音宣告善⼯工是信⼼心的體現，但信⼼心本⾝身是上帝在我們⼼心中的恩賜與⼯工作。

信⼼心能夠使我們稱義，因為它抓住了了基督，我們的救贖主。

⼈人類的理理性只能從律律法的⾓角度來來思考問題。它嘀咕著：“這個我做了了，這個我沒做。”但是信
⼼心仰賴耶穌基督，他是上帝的兒⼦子，為世界的罪被交於死亡。將視線從耶穌轉離，便便意味著轉向

了了律律法。真正的信⼼心抓住基督，並且單單地倚靠他。我們的敵⼿手不能明⽩白這⼀一點。因著他們的眼

瞎了了，他們丟棄了了基督這寶貴的珍珠，卻固執地抓住⾃自⼰己的善⼯工不放。...
我們對教皇派⼈人⼠士也願意做出各種各樣的讓步。是的，我們⽢甘願給他們的，過於所應該給

的。但是我們絕不會放棄我們在基督裡良⼼心的⾃自由。我們拒絕使我們的良⼼心受到任何功勞或律律法

的捆綁，以⾄至於因為我們做了了這個或那個，我們就被稱義，或者我們沒有做這個或那個，我們便便

被定罪。

因為我們的對⼿手拒不接受唯獨因信稱義的真理理，我們就絕不容讓他們半步。在稱義的問題上

我們必須堅定不移，否則我們將喪失福⾳音的真理理。這是⽣生死攸關的事情。它關乎上帝兒⼦子的死，

他為世⼈人的罪⽽而死。如若若我們在基督裡的信⼼心這⼀一唯⼀一令我們稱義之事上有所妥協，基督的死與

復活便便是枉然，基督是世⼈人的救主也就成為神話。上帝將是撒謊者，因為他不能成就他的應許。

我們的固執是對的，因為我們想要保守我們在基督裡擁有的⾃自由。只有通過持守我們的⾃自由，我

們才能保守福⾳音的真理理不受損害。

有些⼈人提出反對，指出律律法是屬靈的和神聖的。是的，律律法是屬靈的和神聖的。但是律律法無

權告訴我，我必須藉著它才能稱義。律律法有權告訴我，我應當愛上帝和愛鄰舍，我應當過⼀一個聖

潔、節制、忍耐的⽣生活，等等。但律律法無法告訴我，我如何脫離罪、死和地獄。只有福⾳音才能告

訴我這⼀一點。我必須聽從福⾳音。它告訴我的，不是我必須做什什麼，⽽而是上帝的兒⼦子耶穌基督已經

為我做了了什什麼。

結論是，保羅拒絕依據假使徒們強迫他為提多⾏行行割禮的理理由⽽而為提多⾏行行割禮。保羅拒絕答應

他們的要求。如若若他們的要求是出於弟兄之愛，保羅不會拒絕他們。但他們如此要求是基於他們

認為這是得救之必需的立場，保羅就公開反對他們，並且獲勝。提多沒有受割禮。

⼆二6：福⾳音超越「偉⼈人」
在保羅的爭辯中這是很好的⼀一點。保羅看輕了了這些真使徒們的權威與尊榮。他這樣談到他

們：“那些有名望的。”使徒們的權威事實上在全教會都是極⼤大的。保羅並不想減損他們的權威，



但是為了了保守福⾳音的真理理和良⼼心的⾃自由，保羅不得不以輕視的態度談及他們的權威。

假使徒們以這樣的論調來來反對保羅：“使徒們曾和基督⼀一起⽣生活了了三年年時間。他們聽過他的講道。
他們⽬目睹過他⾏行行的神蹟。當基督還在世上的時候，他們⾃自⼰己講過道，⾏行行過神蹟。⽽而保羅從來來沒有

⾒見見過⾁肉⾝身的基督。保羅，孤零零⼀一個⼈人，不過是使徒們的⼀一個弟⼦子，他們中間最後的和最⼩小的，

⽽而那些使徒，在保羅之前很久，他們就已經是基督⾃自⼰己所差派、所確定的。這樣，你們該相信誰

暱？是相信保羅還是相信那些偉⼤大的使徒?”
對此保羅能說什什麼呢？保羅回答道：“他們所說的與辯論無關。如果使徒們是天使從天上下

來來，這也不會令我驚嘆。我們所談的不是使徒們的卓越。我們現在談的是上帝的道和福⾳音的真

理理。福⾳音比所有的使徒更更卓越。”
⼆二6：神不以外貌取⼈人
保羅是在引⽤用摩⻄西的話：“不可偏護窮⼈人，也不可重看有勢⼒力力的⼈人。”（利利19:15)引⾃自摩⻄西的

這句句話應該可以使假使徒們閉⼝口。保羅喊 道：“難道你不知道上帝是不看外貌的嗎?”⼈人的尊貴和
權⼒力力對上帝⽽而⾔言⼀一⽂文不值。事實上，對那些籠罩在敬虔的名聲和顯赫的光環之下的⼈人，上帝常常

棄絕他們。上帝如此做看起來來好像有點不公和嚴酯。但是⼈人需要這些威懾⼈人⼼心的例例⼦子。對⼈人格魅

⼒力力的敬重⾼高過對上帝之道的敬重，乃是罪。上帝要我們⾼高舉他的道，⽽而不是⾼高舉⼈人。

當然，必須得有⼈人任⾼高職。但是我們不應該神化他們。總督、市長、傳道⼈人、教師，學者、

⽗父親、⺟母親，都是我們應當去愛並敬重的⼈人，但是這愛不能到了了忘記上帝的程度。為了了免得我們

過於看重⼈人，上帝容許⼤大⼈人物落落入過犯與罪⾏行行之中，有時他們⾝身上還會帶著令⼈人震驚的缺陷，這

樣就顯明了了在任何⼈人和上帝之間有著怎樣⼤大的差距。⼤大衛是⼀一個好王。但是當⼈人們開始把他想得

過好的時候，他就跌倒，落落入可怕的罪中，即姦淫和謀殺。彼得，作為⼀一個卓越的使徙，曾經否

認過主，聖經中之所以充滿了了這樣的例例⼦子，是為了了警告我們，不要把信任放在⼈人的⾝身上。在教皇

制度下，外表就是⼀一切。實際上，整個教皇體制除了了對⼈人的卑卑躬屈膝和外在的虛偽表演之外，什什

麼都沒有。但是唯獨上帝是配得敬畏與尊崇的。

⼆二6：有名望的、沒有加增我什什麼
如果教皇承認，唯獨出於恩典，藉著基督，上帝使罪⼈人稱義，我們就可以把他舉過頭頂，我

們就會親他的腳。但是因為我們沒有得到這份承認，我們就不會向任何⼈人屈服，無論他是天上的

使者，是彼得，是保羅，是⼀一百個皇帝，是⼀一千個教皇，是整個世界。如果在這件事上我們謙卑卑

我們⾃自⼰己，他們就會從我們那⾥里里奪走創造我們的上帝，以及⽤用他的寶⾎血買贖我們的耶穌基督。讓

這成為我們的決⼼心，就是，我們寧願失去所有，我們寧願失去我們的名譽，甚⾄至失去⽣生命，但是

我們決不容忍任何⼈人從我們那⾥里里奪去福⾳音和我們在基督裡的信。

⼆二7、8：彼得與保羅託付不同、但是平等的
這裡使徒保羅宣告他同樣具有假使徒們所歸給真使徒們的權威。保羅只是顛覆了了他們的論

點。 “為了了⽀支持他們邪惡惡的動機，”保羅說，“假使徒們引⽤用了了那些偉⼤大的使徒們的權威來來反對我。
我可以引⽤用同樣的權威來來反對他們，因為使徒們是與我站在⼀一邊的。他們⽤用右⼿手向我⾏行行了了相交之

禮。他們肯定了了我的事⼯工。哦，加拉太⼈人啊，不要相信那些冒牌的使徒們！ ”
當保羅說，主託我傳福⾳音給那未受割禮的⼈人，正如托彼得傳福⾳音給那受割禮的⼈人，他是什什麼

意思呢？ ?難道保羅沒有向猶太⼈人傳福⾳音，彼得也沒有向外邦⼈人傳福⾳音麼？彼得曾使哥尼流歸



信，⽽而保羅的慣例例是先進到猶太⼈人的會堂，在那⾥里里傳講福⾳音。為什什麼他稱⾃自⼰己是外邦⼈人的使徒， 
⽽而稱彼得是受割禮之⼈人的使徒呢？

保羅是指著這⼀一事實說的：其他的使徒們⼀一直留留在耶路路撒冷，直到該城的被毀迫在眉睫。但

是保羅被特別呼召做外邦⼈人的使徒。甚⾄至在 耶路路撒冷城被毀之前，猶太⼈人已經在這處或那處分

散住在外邦⼈人的城裡。每到⼀一個城市，保羅按慣例例先到猶太⼈人的會堂中，帶給這些等候神國的百

姓⼀一個好消息，那就是，上帝對他們列列祖所作的應許已經在耶穌基督裡成就了了。當猶太⼈人拒絕聽

從福⾳音，保羅就轉向外邦⼈人。在特別的意義上，保羅是外邦⼈人的使徒，正如彼得是猶太⼈人的使

徒。

保羅重申，被公認為教會柱⽯石的彼得、雅各和約翰，他們並沒有教給他任何東⻄西，⽽而他向外

邦⼈人傳講福⾳音的職分也不是他們授予的。無論是有關福⾳音的內容，還是向外邦⼈人傳講這福⾳音的職

分，都是保羅直接從上帝領受的。保羅的情形類似於彼得的情形，後者被委託專向猶太⼈人傳揚福

⾳音。

眾使徒們都有著同樣的使命，傳講⼀一樣的福⾳音。彼得併沒有傳講⼀一個不同的福⾳音，也沒有委

任別的使徒。他們是平等的。他們都是從上帝那裡受教的。也沒有⼀一個比另⼀一個更更⼤大，沒有⼈人有

超越別⼈人的特權。為了了證明⾃自⼰己所篡奪的⾸首位是合乎道理理的，教皇聲稱彼得是眾使徒之⾸首。這是

⼀一個毫無道理理的錯謬。

C. 聖經經⽂文：《加拉太書》⼆二11~21

  11 後來來，磯法到了了安提阿；因他有可責之處，我就當⾯面抵擋他。 12 從雅各那裡來來的⼈人未到以先，他和外邦⼈人⼀一

同吃飯，及⾄至他們來來到，他因怕奉割禮的⼈人，就退去與外邦⼈人隔開了了。 13 其餘的猶太⼈人也都隨著他裝假，甚⾄至連巴

拿巴也隨夥裝假。 14 但我⼀一看⾒見見他們⾏行行的不正，與福⾳音的真理理不合，就在眾⼈人⾯面前對磯法說：「你既是猶太⼈人，若若

隨外邦⼈人⾏行行事，不隨猶太⼈人⾏行行事，怎麼還勉勉強外邦⼈人隨猶太⼈人呢？」 15 我們這⽣生來來的猶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 

16 既知道⼈人稱義不是因⾏行行律律法，乃是因信耶穌基督，連我們也信了了基督耶穌，使我們因信基督稱義，不因⾏行行律律法稱

義；因為凡有⾎血氣的，沒有⼀一⼈人因⾏行行律律法稱義。 17 我們若若求在基督裡稱義，卻仍舊是罪⼈人，難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

嗎？斷乎不是！ 18 我素來來所拆毀的，若若重新建造，這就證明⾃自⼰己是犯罪的⼈人。 19 我因律律法，就向律律法死了了，叫我

可以向神活著。 20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並且我如今在⾁肉⾝身活

著，是因信　神的兒⼦子⽽而活；他是愛我，為我捨⼰己。 21 我不廢掉神的恩；義若若是藉著律律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

了了。

D、⾺馬丁路路德注釋選讀：⼆二11~21

⼆二11：當⾯面抵擋彼得（偉⼈人）
保羅繼續駁斥假使徒們，說到在安提阿的時候，他當著整個會眾的⾯面抵擋了了彼得。就像他之

前所說的，保羅⾯面對的不是⼩小事，⽽而是關乎基督教信仰的⾸首要教義。如果這⼀一教義受到威脅，那

麼我們必須毫不猶豫 地抵擋彼得，或是天上來來的天使。當保羅看到這⼀一教義受到威脅，他沒有顧
及彼得的威望和地位。經上寫道：“⺟母過於愛我的，不配作我的⾨門徒；愛兒女過於愛我的，不配作
我的⾨門徒。”（太10:37)

　　在今天，當我們為真理理辯護的時候，⼈人稱我們是驕傲的、頑固的偽君⼦子。我們並不以這些稱

http://maps.apple.com/?q=%E8%80%B6%E8%B7%AF%E6%92%92%E5%86%B7%E5%9F%8E
http://maps.apple.com/?q=%E8%80%B6%E8%B7%AF%E6%92%92%E5%86%B7%E5%9F%8E


號為恥。我們蒙召為之爭戰的事業，不是彼得的事業，不是我們⽗父⺟母的事業，也不是政府的事

業，⽽而是上帝的事業。為此事業爭辯，我們必須堅定，決不退縮。

　　當保羅說“當⾯面抵擋他”，他是指責那些假使徒們在背後毀鎊他。當著保羅的⾯面，他們不敢說什什
麼。保羅告訴他們：“我沒有在彼得背後說他壞話，我卻直接地、公開地抵擋他。”

　　其他⼈人或許會辯論⼀一個使徒是否會犯罪。我斷⾔言，我們不應該把彼得看作無錯的。先知們犯

過錯。拿單告訴⼤大衛他可以按⾃自⼰己想法為上帝建聖殿。但是上帝后來來糾正了了這⼀一預⾔言。使徒們曾

錯誤地認為基督的國度是屬地的國度。彼得也曾聽到基督的命令：“去，到世界各處，將福⾳音傳給
每個⼈人。”然⽽而，若若不是從天上來來的異異象和基督特別的指⽰示，彼得永遠不會去到哥尼流的家中。彼
得在割禮之事上也曾犯過錯。保羅若若沒有當眾指責他，所有歸信的外邦⼈人就要被迫接受割禮和猶

太律律法。任何⼀一個⼈人都是不完全的。

　　路路加記載說：“保羅和巴拿巴之間的爭論是如此劇烈，以⾄至他們彼此分開。”（欽定本）他們分
開的原因⼀一定不是⼩小事，因為它拆散了了⼀一個配合多年年的神聖的伙伴關係。聖經記載下這樣的事件

是為了了使我們得安慰。畢竟，當我們知道這些聖徒也可能，並且也真的犯過罪，這帶給我們安

慰。

　　參參孫、⼤大衛和其他許多傑出的⼈人物，曾落落入嚴重的罪⾏行行。約伯和耶利利米咒詛過他們出⽣生的⽇日

⼦子。以利利亞和約拿曾變得厭惡惡⽣生命，並禱告求死。聖經記載這些聖徒⾝身上的過犯，是為了了安慰那

些近乎絕望之⼈人。沒有⼀一個⼈人曾跌得如此之低，以致他不能再重新興起。另⼀一⽅方⾯面，也沒有⼀一個

⼈人的地位是如此牢固，以致他不會跌倒。如果彼得跌倒了了，我也會跌倒。如果他⼜又興起了了，我也

能興起。我們有和他們⼀一樣的恩賜：同⼀一位基督，同⼀一個洗禮，同⼀一個福⾳音以及同樣的罪得赦

免。他們需要這些蒙恩之道，正如我們今天所需要的⼀一樣。。

⼆二12：與外邦⼈人吃飯的問題
歸信基督的外邦⼈人吃猶太律律法所禁⽌止吃的⾁肉。拜訪外邦⼈人的彼得， 和他們⼀一起吃⾁肉、喝酒，

儘管他知道律律法禁⽌止吃喝這些。保羅也聲稱他做了了同樣的事情，就是他向猶太⼈人，就做猶太⼈人，

向沒有律律法的⼈人，就做沒有律律法的⼈人。他和外邦⼈人⼀一起吃喝時，不去關⼼心猶太律律法。然⽽而，當他

和猶太信徒在⼀一起時，他不去做猶太律律法所禁⽌止的所有事，因為他竭⼒力力服侍所有⼈人，為著“無論如
何，總要救些⼈人”。保羅責備彼得併不是因為他違反了了猶太律律法，⽽而是因為他隱瞞了了⾃自⼰己對律律法的
態度。

⼆二12：彼得的錯誤
保羅責備彼得併不是由於彼得有任何惡惡意或無知，乃是由於他缺乏原則，因為他害怕從雅各

那裡來來的猶太⼈人，就不再吃⾁肉了了。彼得的怯懦態度危害了了基督徒⾃自由的原則。保羅責備的不是事

情本⾝身，⽽而是事情所帶出的結論。吃喝與否不是本質性的問題。但是若若得出這樣的結論：“如果
你吃，就是犯罪，如果你禁戒，就是對的”——這是錯誤的。

　　⼈人們可能因為兩兩個理理由不吃⾁肉。第⼀一個，他們拒絕吃⾁肉是出於弟兄之愛。若若為著愛的緣故，

拒絕吃⾁肉不會帶來來任何危害。擔當不堅固之⼈人的軟弱，是⼀一件善⾏行行。保羅本⼈人教導並⾝身體⼒力力⾏行行了了

這樣深思熟慮的善⾏行行。第⼆二個，⼈人們拒絕吃⾁肉是基於⼀一個錯誤的希望，就是可以藉此得以稱義。

當這成為不吃⾁肉的⽬目的時，我們說，就不要談什什麼仁愛了了。為這後⼀一個理理由⽽而禁戒吃⾁肉就等於否



認基督。如果我們必須失去兩兩者中的⼀一個，就讓我們失去⼀一個朋友和弟兄，⽽而不是失去上帝，我

們的⽗父。

　　哲羅姆不明⽩白這段經⽂文（因此也就不明⽩白整本書信)，他指責彼得所做的是出於無知。但是彼
得有意地犯了了錯，因為他給⼈人留留下贊同律律法的印象。彼得的做法會⿎鼓勵了了外邦⼈人和猶太⼈人棄絕福

⾳音的真理理。若若保羅沒有責備彼得，基督徒就會後退到猶太教，並且重新回到律律法的軛下⾯面。

　　我們驚訝於像彼得這樣卓越的使徒，怎會犯如此搖擺不定的錯呢？在之前的耶路路撒冷會議

上，只⾝身⼀一⼈人為救恩是因信⼼心⽽而非律律法的真理理爭辯。那時候彼得為福⾳音的⾃自由勇敢地辯護。可是

現在，因為不吃律律法所禁⽌止的⾁肉，彼得違背了了他⾃自⼰己正確的判斷⼒力力。你們不曉得 傳統和禮儀 會
帶來來的危害。⼈人們是容易易犯倚靠功德。

⼆二13：巴拿巴也犯錯
保羅責備彼得不是為著⼀一件⼩小事，⽽而是為著基督教信仰的主要教義，⽽而彼得的裝假對這⼀一教

義造成了了威脅。因為巴拿巴和其他⼈人都跟從了了彼得的榜樣。像彼得、巴拿巴以及其他這樣的聖

徒，竟然犯了了這樣⼀一個出⼈人意料的錯誤，⽽而他們⼜又是在⾃自⼰己非常熟知的事情上犯錯，這實在令⼈人

驚訝。信靠我們⾃自⼰己的⼒力力量量、良善和智慧，是件非常危險的事情。讓我們以謙卑卑之⼼心不斷査考聖

經，並且祈求，叫我們永遠不要失去福⾳音之光。 “主啊，加增我們的信⼼心。”

⼆二14：保羅糾正彼得
為著給予彼得當得的榮譽，我們必須說，他接受了了保羅的糾正。無疑，彼得無條件地承認了了

他的錯誤。⼀一個能夠正確地區分律律法和福⾳音之⼈人有理理由感謝上帝。他是⼀一個真正的神學家。知道

律律法和福⾳音之間正確的區分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當你的良⼼心陷⼈人⿇麻煩時，對你⾃自⼰己說：“死有
時，⽣生有時，學習律律法有時，忘卻律律法有時，聽福⾳音有時，忽略略福⾳音有時。現在，讓律律法走開，

讓福⾳音進來來吧，因為現在是聽從福⾳音，⽽而不是律律法的時候。”然⽽而，當內⼼心的衝突結束了了，⽽而外
在的責任必須被履⾏行行時，你的耳朵就要向福⾳音閉上，卻要向律律法⼤大⼤大打開。

像⼀一个犹太⼈人那样活着没有什什么不好的。吃猪猪⾁肉，不吃猪猪⾁肉，有什什么关系？但若若是竭⼒力力装作

⼀一名犹太⼈人，为着良⼼心的缘故禁戒不吃某种⾁肉类，就是否认基督了了。彼得沒有這麼說出來來，但是

他的榜樣卻相當清楚地說明，⼈人若若要得救，除了了信基督之外還要遵守律律法。看到彼得的做法，外

邦⼈人不能不得出這樣的結論，就是律律法對得救⽽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如果這個錯誤被允許傳播開⽽而

不被挑戰，基督就會受到完全的虧損。

這⼀一爭論涉及對純正教義的持守。在這樣的爭論中，保羅不在乎是否有任何⼈人感到受冒犯。

⼆二15：律律法有⽤用但不能救⼈人
“當我們猶太⼈人把⾃自⼰己和外邦⼈人相比，我們看起來來還不錯。我們有律律法，我們有善⼯工。從⽣生下

來來，我們就品⾏行行端正，因為我們就出⽣生在猶太教中。但所有這些都不能使我們在上帝⾯面前稱義。”
彼得和其他⼈人履⾏行行了了律律法的要求。他們領受了了割禮、聖約、應許和使徒的職分。即使有這些

特權，他們也不應認為⾃自⼰己可以在上帝⾯面前稱義。這些特權都不能導致在基督裡的信⼼心，⽽而使⼀一

個⼈人稱義的單單是這信⼼心。我們並不想使⼈人得出律律法不好的結論。我們並不因律律法和割禮不能使

我們稱義⽽而給它們定罪。保羅輕蔑地談論這些規條，是因為假使徒們斷⾔言⼈人們是靠著它們得救，



⽽而不是靠著信⼼心。保羅不能讓這斷⾔言成立，因為若若沒有信⼼心，⼀一切都是置⼈人於死地的。

我们和保罗⼀一样，绝对否认⼈人⾃自⼰己有功德的可能性。上帝给予任何⼈人恩典和永⽣生，从来不是

作为对功德的奖赏。教皇⼀一党的论调不过是闲得谢了了顶的脑袋中做的⽩白⽇日梦，只能把⼈人从对上帝

真实的敬拜中引诱开。整个教皇制度是建立在迷幻之上的。

⼆二16：得救的唯⼀一道路路
律律法的要求在稱義之前和之後都可以被成全。古時的異異教徒中有許多出⾊色的⼈人物，他們從來來

沒有聽說過稱義。他們過著道德的⽣生活。但是這並不能使他們稱義。即使包括彼得、保羅在內的

所有基督徒都遵⾏行行了了律律法，這也不能使他們稱義。 “我雖不覺得⾃自⼰己有錯，”保羅說：“卻也不能因
此得以稱義。”（林林前4:4)
教皇⼀一黨臭名昭著的論調，就是把恩典的賜予和罪的赦免歸結於善⼯工，這必須斷然摒棄。教

皇黨⼈人認為，⼀一個⼈人在得到恩典之前所做的善⼯工，能夠為此⼈人贏得恩典，因為上帝獎賞好⾏行行為是

天經地義的事情。⼀一旦⼈人得到了了恩典，他所做的任何善⼯工都配得有永⽣生作為對⼈人功德的報償和獎

賞。在⼈人獲得恩典以前，上帝不是⽋欠債者，但是因為上帝是良善的和公義的，他應當以恩典來來獎

賞好⾏行行為就成了了天經地義的事情。但是⼀一旦⼈人獲得了了恩典，教皇⼀一黨⼈人繼續演繹說，上帝就處在

了了⼀一個⽋欠債者的地位上，以永⽣生作為禮物獎賞⼈人的好⾏行行為就成了了他的義務。這是教皇制下邪惡惡的

教導。

這⼀一切都顯明了了教皇和他的利利益集團在屬靈之事上是多麼缺乏洞洞察⼒力力，也顯明了了他們對⾃自⼰己

所遺棄的群⽺羊的屬靈光景是多麼的漠不關⼼心。他們料想不到⾁肉體除了了抵擋上帝之外，沒有能⼒力力去

思考、談論或做任何事情。如果他們能夠看到根植於⼈人本性中的邪惡惡，他們就不會愚蠢地幻想⼈人

能有功德和價值。

　　我們和保羅⼀一樣，絕對否認⼈人⾃自⼰己有功德的可能性。上帝給予任何⼈人恩典和永⽣生，從來來不是

作為對功德的獎賞。教皇⼀一黨的論調不過是閒得謝了了頂的腦袋中做的⽩白⽇日夢，只能把⼈人從對上帝

真實的敬拜中引誘開。整個教皇制度是建立在迷幻之上的。

真正的得救之道是這樣的。⾸首先，⼀一個⼈人必須意識到他是⼀一個罪⼈人，是那種⽣生下來來就不能⾏行行

出任何好事的罪⼈人。 “凡不出於信⼼心的，就是罪。”那些想要⽤用他們⾃自⼰己的努⼒力力來來贏取上帝的恩典
的⼈人，就是在⽤用罪來來討上帝喜歡。他們在羞辱上帝，並激起上帝的憤怒。得救的第⼀一步就是認罪

悔悔改。

　　另⼀一部分是這樣的。上帝差遣他的獨⽣生⼦子到世上來來，使我們因著他的功勞得⽣生。他為我們被

釘⼗十字架並受死。上帝把他的兒⼦子捨了了給我們，就此顯明了了他⾃自⼰己是⼀一位慈愛的上帝，為著基督

的緣故，他賜下赦罪之恩、義和永⽣生。上帝把他⽩白⽩白的恩典預備給所有⼈人。這就是他的憐憫配得

頌讚與榮耀之處。

經院派⼈人⼠士是這樣解釋救恩的：當⼀一個⼈人剛好做了了⼀一件善⾏行行，上帝就接納了了它，並且作為對

此善⾏行行的獎賞，上帝將恩惠傾倒在這個⼈人裡⾯面。他們稱它為 “注入的恩惠” 。他們認為這個恩惠會
⼀一直存在⼼心裡。如果有⼈人告訴他們說，這⼀一恩惠並不能使⼈人稱義，他們就會勃然⼤大怒。

　　他們也聲稱，我們能夠憑藉我們天然的能⼒力力來來愛上帝，能愛上帝超過⼀一切事物，⾄至少到了了可

以使我們配得恩典的程度。這些經院學者們⼜又說，因為上帝不滿⾜足於我們在表⾯面上遵⾏行行律律法，⽽而

是期待我們能以合乎賜律律法者⼼心意的⽅方式遵⾏行行律律法，我們就必須從上⾯面獲得⼀一種在我們本性之上



的品質，他們稱之為“正式的義”（formal righteousness)。
我們說，信⼼心抓住耶穌基督。基督教的信⼼心不是⼀一個在⼼心裡的非動態的品質。真正的信⼼心必

然以基督作為它的⽬目標。基督因著被我們的信⼼心抓住，住在我們⼼心中。基督成為基督徒的義，因

這義，上帝賜下永⽣生。

⼆二19：向律律法死、向神活
這第19節經⽂文充滿了了安慰。它使⼀一個⼈人在各樣的危險⾯面前得以堅固。它允許你這樣論辯說：

　　“我承認我犯了了罪。”

　　“那麼上帝會懲罰你。”

　　“不，上帝不會。”

　　“為什什麼不會？難道律律法不是這樣講的嗎?”

　　“我與律律法不相⼲干。”

　　“怎麼會這樣?”

　　“我有另⼀一個律律，就是⾃自由的律律。”

　　“ ‘⾃自由’？什什麼意思?”

　　“基督的⾃自由，因為基督已經把我從壓制我的律律法之下釋放了了出來來。那律律法現在已進入監獄，成為⾃自由與恩典的俘

虜。”

　　藉著在基督裡的信⼼心，⼀一個⼈人能夠得到如此確實和堅實的安慰，他不必害怕魔⿁鬼、罪、死或

任何邪靈。 “魔⿁鬼先⽣生，”他可以說，“我不怕你。我有⼀一個朋友名叫耶穌，我信靠他。他已經為我
廢棄了了律律法的咒詛，給罪定了了罪，消滅了了死亡，摧毀了了地獄。他比你更更⼤大，撒旦。他已經打敗了了

你，制服了了你。你不能再傷害我。”這就是勝過魔⿁鬼的信⼼心。

⼆二20：基督活在我裡⾯面
使徒保羅開始講“我活著”，但現在他⼜又糾正⾃自⼰己說：“然⽽而不再是 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

著。”他是我成聖的模範。他是我信仰的具體 體現。

　　因為基督現在在我裡⾯面活，他就在我裡⾯面除去了了律律法的咒詛， 判決了了罪，並且滅絕了了死亡。
這些仇敵在他的⾯面前消失了了。住在我 裡⾯面的基督驅逐了了各樣的罪惡惡。與主的聯聯合把我從律律法的控
告下釋放出來來，並且把我和有罪的⾃自我分開。只要我住在基督裡⾯面，便便沒 有任何事能害我。
保羅以⼀一種特別的、從天⽽而來來的⽅方式說話。他說：“我活著，但不是我活著，我死了了，但我沒

有死，我是⼀一個罪⼈人，我⼜又不是⼀一個罪⼈人，我有律律法，但我⼜又沒有律律法。”當我們看我們⾃自⼰己的時
候，我們發現無數的罪。但是當我們看基督的時候，我們沒有罪。什什麼時候我們⾃自⾝身與基 督分離
的時候，我們就活在律律法之下⽽而不是在基督裡，我們就被律律法定罪，向上帝是死的。

信⼼心使你如此親密地與基督聯聯合在⼀一起，以⾄至於他與你彷彿⼀一個⼈人 —樣。這樣你可以⼤大膽地
說：“我現在與基督聯聯合，這樣，基督的義、得勝與⽣生命就是我的。”另⼀一⽅方⾯面，基督也可以
說：“我就是那個⼤大罪⼈人。 他的罪和他的死成為我的，因為他與我聯聯合，我與他聯聯合了了。”
⼆二20：聖靈掌管我、基督愛我
保羅說，“我的⾔言語不再由我的⾁肉⾝身⽀支配，⽽而是由聖靈⽀支配。我的⽬目光不再由⾁肉體掌管，⽽而是

由聖靈掌管。我的聽⼒力力不再由我的⾁肉⾝身決定，⽽而是由聖靈決定。若若沒有⾁肉⾝身的功能，我無法教



導、寫作、禱告或感謝，然⽽而這些⾏行行為不是從我的⾁肉⾝身發出來來的，⽽而是從上帝來來的。”

　　⼀一名基督徒也像世⼈人⼀一樣使⽤用地上的東⻄西。從外表看來來，他和世⼈人 都⼀一樣。然⽽而他們與世⼈人
之間有巨⼤大的區別。我可以在⾁肉⾝身活著，但我不是為⾁肉⾝身⽽而活。我現在是因信上帝的兒⼦子⽽而存

活。保羅在悔悔改前後有著同⼀一副嗓⾳音和同⼀一個舌頭。在悔悔改之前，他是說褻瀆的話。但悔悔改之

後，他的舌頭說屬靈的、屬天的話語。

　　我們現在就可以懂得屬靈⽣生命是如何產⽣生的了了。它以信⼼心進⼈人⼈人的⼼心中。基督以他的聖靈在

⼈人⼼心中掌權，他在我們裡⾯面，透過我們來來看、 來來聽、來來說話、來來⼯工作、來來受苦、來來做⼀一切的事，
並勝過⾁肉體的抗議與反對。

律律法愛過我嗎？律律法曾為我犧牲嗎？律律法曾為我死嗎？相反，它咒詛我，它恐嚇我，它令我

發瘋。有另外⼀一位把我從律律法、罪和死之下救了了出來來，進入永⽣生。那⼀一位就是上帝的兒⼦子，頌讚

和榮耀歸給他，直到永遠！

如此，基督不是摩⻄西，不是暴暴君，不是律律法頒布者，乃是恩典的賜予者，是滿有憐憫的救

主。總之，他乃是無限的恩慈與無法⾔言喩的良善，豐豐滿滿地把他⾃自⼰己給了了我們。讓我們將主的

這些真性情活畫在⼼心裡。

⼆二21：基督不能「徒然」死
我問你，還有什什麼罪比棄絕上帝的恩典、拒絕基督的義更更可怕呢？我們是邪惡惡的罪⼈人，違背

了了上帝⼀一切的誡命，這已經夠糟糕的了了，在此之上，⼜又拒絕上帝的恩典和基督所提供給我們的罪

的赦免，這是所有罪中最⼤大的罪，是罪中之罪。這已經到極限了了。沒有比蔑視上帝在基督裡的恩

典更更令保羅和其他使徒憎惡惡的罪了了。可是也沒有比這個更更常⾒見見的罪了了。這就是為什什麼保羅對敵基

督是如此的氣憤，因為他漠視基督，丟棄上帝的恩典，拒絕基督的功勞。你還能怎麼描述這樣的

⾏行行為呢，這就是在基督的臉上吐唾沬，把基督推到⼀一邊，篡奪了了基督的寶座，還說：“讓我來來使你
們這些⼈人稱義吧，我可以救你們。”怎麼救？通過彌撒、朝聖、特赦和功德，等等。這就是敵基督
的信條：光靠信⼼心還不夠，還要加上善⼯工。敵基督以這⼀一可憎的信條，毀壞、塗⿊黑和掩埋了了基督

的益處，並且建立起善⼯工的教義和儀式的國度，取代了了基督的恩典和他的國度。

　　當我們遵⾏行行律律法是為了了稱義時，我們就是蔑視了了上帝的恩典。律律法是良善的、聖潔的、有益

的，但是它不能使⼈人稱義。為著稱義守律律 法就是廢掉了了上帝的恩，就是否認了了基督，就是藐視了了
他的犧牲，就是失喪。

從剛才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人⾃自⼰己的義是對上帝恩典的藐視和廢棄。這是無以復加的冒犯。

說⼀一個⼈人徒然死了了是⼀一個羞辱，那麼說基督徒然死了了就是致命的羞辱。說基督徒然死了了，就是說

他的複活、他的得勝、他的榮耀、他的國度、天堂、地⼟土以及上帝⾃自⼰己，都是無意義和無益的。

這⾜足以使⼈人堅決地反對律律法⽽而來來的義以及⼈人⼀一切⾃自義的裝飾，包括修道院、修⼠士以及他們的種種

迷信。

⼀一個⼈人若若知道正是他⾃自⼰己的誓詞、他的修⼠士袍、他剃光的頭頂、他留留的鬍鬚，是的，還有摩

⻄西律律法，使⼈人廢棄上帝的恩，拒絕基督的受死，那他怎麼會不憎惡惡這些呢？廢掉上帝的恩典，蔑

視基督的受死，這看起來來是多麼可怖的邪惡惡，它怎麼會進入到⼀一個⼈人的內⼼心呢？然⽽而這⼀一惡惡⾏行行實

在是太常⾒見見了了。讓我們警醒吧！任何⼈人想要尋找基督以外的義——或者是藉著善⼯工、功德、⾃自滿和
⾏行行為，或者是藉著律律法——就是廢掉了了上帝的恩，蔑視了了基督的受死。



C. 思考問題

1.  路路德說過： A Christian man is the most free lord of all, and subject to none; a Christian man is 
the most dutiful servant of all, and subject to every one.﹣「基督徒是最⾃自由的主⼈人，不作任何
⼈人的奴隸；基督徒也是最有責任⼼心的奴僕，要服事每⼀一個⼈人。」這裡的⾃自由，是怎樣的⾃自由？這

裡的責任⼼心，⼜又是指什什麼？

2.  保羅為何要提他「過了了⼗十四年年」與巴拿巴上耶路路撒冷的事情？

#加拉太書  #主⽇日學  #主⽇日學/加拉太書  #⾺馬丁路路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