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因恩、藉信、被算義

加拉太書三1~10

教學計劃 （成⼈人主⽇日學﹣2017年年5⽉月7⽇日）

1.  回答上⼀一周的問題（10分鐘）
2.  讀加拉太書三1~10（5分鐘）
3.  ⼈人得救的途徑：⾏行行為與信⼼心的關係（40分鐘）

 思考加拉太⼈人領受福⾳音的渠道？
 思考亞伯拉罕信⼼心與⾏行行為的關係？

A、聖經經⽂文：《加拉太書》三1~10

1 無知的加拉太⼈人哪，耶穌基督釘⼗十字架，已經活畫在你們眼前，誰⼜又迷惑了了你們呢？ 2 我只要問你們這⼀一件：你

們受了了聖靈，是因⾏行行律律法呢？是因聽信福⾳音呢？ 3 你們既靠聖靈入⾨門，如今還靠⾁肉⾝身成全嗎？你們是這樣的無知嗎？ 

4 你們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嗎？難道果真是徒然的嗎？ 5 那賜給你們聖靈，⼜又在你們中間⾏行行異異能的，是因你

們⾏行行律律法呢？是因你們聽信福⾳音呢？ 6 正如「亞伯拉罕信神，這就算為他的義」。 7 所以，你們要知道：那以信為

本的⼈人，就是亞伯拉罕的⼦子孫。 8 並且聖經既然預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稱義，就早已傳福⾳音給亞伯拉罕，說：

「萬國都必因你得福。」 9 可⾒見見那以信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亞伯拉罕⼀一同得福。 10 凡以⾏行行律律法為本的，都是被咒

詛的；因為經上記著：「凡不常照律律法書上所記⼀一切之事去⾏行行的，就被咒詛。」

B、⾺馬丁路路德注釋選讀

三1：「無知的加拉太⼈人」
毫無疑問，保羅是很失望的...在使徒保羅稱呼加拉太⼈人的時候，我們能夠注意到他刻意與他

們保持著某種距離並顯得有點冷淡。他並沒有像通常那樣稱他們為弟兄。他稱他們為加拉太⼈人是

為了了提醒他們，其⺠民族特性就是無知。 ①加拉太⼀一詞的希臘⽂文詞根有無知和易易變的意思，⽽而居住
在加拉太地區的⼈人便便是以不安分，好⾾鬥和易易變⽽而出名。⼀一中譯者註

⼀一些惡惡習常常能抓住個體的基督徒或全體會眾，在這裡我們就能看到其中的⼀一個例例⼦子。恩典

不會⼀一瞬間就把⼈人轉變為⼀一個全新的、完美的受造物。舊我以及天然敗壞本性的渣滓仍有存留留。 
上帝的恩典不會使⼈人的缺陷⼀一下⼦子就得以克服，成聖需要時間。

　　雖然加拉太⼈人藉著信仰的宣講蒙受了了聖靈的光照，但是他們⺠民族無 知的劣根性和他們起初的
敗壞仍舊緊緊地抓住他們。⼀一個⼈人不要以為⼀一旦領受了了信仰，他⾺馬上就能夠成為⼀一個無瑕疵的受

造物。無論他成為⼀一個多麼好的基督徒，他舊有惡惡習的影⼦子仍會存留留在他⾝身上。

三1：加拉太⼈人被迷惑
撒旦很狡猾...我們中間的每個⼈人都曾被撒旦迷惑，以⾄至於相信了了⼀一些虛謊的道理理。

　　這就是每⼀一天中我們所要⾯面對的爭戰。但是古蛇的攻擊對我們來來說並非沒有益處，因為這些

攻擊堅固了了我們的教義，並且加強了了我們在基督裡的信⼼心。許多時候我們在與撒旦的爭戰中失敗

了了，但是基督總是得勝的，並且還要⼀一直得勝下去。不要以為只有加拉太⼈人才會被魔⿁鬼迷惑。我



們當意識到我們⾃自⼰己也非常容易易被撒旦迷惑。

在這句句話裡⾯面，保羅原諒了了加拉太⼈人，但同時責備了了假使徒們，⽽而正是這些⼈人使得加拉太⼈人

背道。保羅好像在說：“我知道你們的背叛不是有意的。魔⿁鬼差遣假使徒到你們中間，他們引誘你
們，使你們相信你們是靠⾏行行律律法稱義。這封信就是努⼒力力除去假使徒們在你們⾝身上造成的傷害。”

　　 今天我們如同保羅，以上帝的道與重洗派的狂熱分⼦子爭戰，⽽而我們的努⼒力力不是徒然的。問題
是許多⼈人並不聽勸，他們不聽道理理、不聽聖經，因為他們已經被狡猾的魔⿁鬼所迷惑，把謊⾔言當成

了了真理理。

　　因為魔⿁鬼有不同尋常的能⼒力力，能夠使我們相信⼀一個謊⾔言，以⾄至於我們可以起誓⼀一千遍地說它

是⼀一個真理理。所以我們不要驕傲，我們要存戰兢和謙卑卑的⼼心⾏行行事，並且呼求主耶穌救我們脫離試

探。

　　 雖然我是⼀一位神學博⼠士，並且傳揚基督，為他打了了很多年年仗，但我從我個⼈人的經歷裡知道，
持定真理理是非常難的事情。我也不總是能擺脫撒旦。我不總是能按著聖經所描繪的那樣來來認識基

督。有的時候魔⿁鬼在我的眼中歪曲了了基督。 但是感謝上帝，他在他的話語中，在我們的信⼼心和禱
告裡保守了了我們。

　　魔⿁鬼的屬靈邪術在⼈人⼼心中製造關於基督的錯誤認識。認為靠著⾏行行律律法可以稱義的任何⼈人都是

受了了迷惑。他們所信的與真理理和基督背道⽽而馳。

加拉太⼈人的背道是對律律法所投的讚成票。 沒問題，你可以熱忱地宣講律律法；但是如果福⾳音的
宣講不隨著律律法的宣講，律律法就永不能使⼈人產⽣生真正的歸正和內⼼心裡的悔悔改。我們不是說宣講律律

法沒有價值，⽽而是說宣講律律法可以使⼈人徹底地認識到上帝的憤怒。 律律法使⼀一個⼈人俯伏下來來。⽽而福
⾳音和在基督裡信⼼心的宣講才能⾼高舉並拯救⼀一個⼈人。

 在教皇制所有病態和邪惡惡的道理理中，最惡惡劣的是這個：''如果你要服事上帝，你就要為⾃自⼰己
賺得罪的赦免和永⽣生，還要把你⾃自⼰己剩餘的功德給別⼈人，幫助他們得到救恩。 ”修道⼠士、托缽修
⼠士和他們中的其他所有⼈人都誇⼝口，除了了對所有基督徒正常的要求之外，他們還做了了更更多。 這真是
⼀一個邪惡惡的幻想。

　　難怪保羅在勸加拉太⼈人從假使徒們的教義中轉回的時候，使⽤用瞭如此嚴厲的語⾔言。他對他們

說：“你們意識到你們做了了什什麼嗎？就在你們要靠律律法稱義的時候，你們將主耶穌重釘了了⼗十字
架。”

三2：得救因為福⾳音，不是律律法
讓我們試著去領會保羅論述中的⼒力力量量，⽽而這種⼒力力量量頻頻現於《使徒⾏行行傳》中。這卷書能夠明

確地證明保羅的斷⾔言，即聖靈降在⼈人⾝身上，不是因為律律法的宣講，⽽而是因為福⾳音的宣講。當彼得

在第⼀一個五旬節宣講基督的時候，聖靈降在聽眾的⾝身上，“那⼀一天，⾨門徒約添了了三千⼈人”。哥尼流
在彼得宣講基督的時候受了了聖靈。 “彼得還說這話的時候，聖靈降在⼀一切聽道的⼈人⾝身上。”這些都
是不能否認的真實經歷。當保羅和巴拿巴回到耶路路撒冷報告他們在外邦⼈人中所成就的⼀一切時，整

個教會都感到稀奇，特別是當他們聽到未受割禮的外邦⼈人因為聽到基督的福⾳音就受了了聖靈。

　　如今，上帝為沒有律律法的外邦⼈人賜下聖靈，是單單憑著福⾳音的宣講，那麼他將聖靈賜給猶太

⼈人，也不是因⾏行行律律法，⽽而是唯獨藉著信⼼心。如果律律法的義對救恩是必須的，那麼聖靈就不會降在

外邦⼈人⾝身上，因為他們與律律法不相⼲干。這樣，律律法不能使⼈人稱義，⽽而在基督裡的信⼼心卻能使⼈人稱



義。

　　哥尼流的例例⼦子⼜又是怎樣的呢？哥尼流和他邀請到家裡的朋友什什麼都沒有做，只是坐著聆聽。

彼得在講話，⽽而他們只是坐著，沒有做任何事。律律法不在他們思考的範圍內，他們也沒有獻祭，

⽽而且對割禮根本不感興趣。他們唯⼀一做的就是坐著聽彼得講道。突然間，聖靈就進入到他們的⼼心

中。聖靈的臨臨在是毫無疑問的，“他們說⽅方⾔言，稱讚神為⼤大'

　　這裡我們講到了了律律法和福⾳音的⼜又⼀一個重要區別。律律法不能帶來來聖靈，福⾳音卻帶來來聖靈作為賜

福，因為福⾳音的性質就是帶來來各樣的賜福。律律法和福⾳音是兩兩個相對的概念念。它們有不同的功⽤用和

⽬目的。把稱義的功能加於律律法就是對福⾳音的剽竊。福⾳音帶來來饋贈，它懇請你的⼿手張開，接受⽩白⽩白

贈送的禮物。律律法什什麼也不能給你，它對你提出要求，是你根本做不到的要求。

　　我們的敵⼈人總是以哥尼流的例例⼦子糾纏我們。他們指出，哥尼流“是個虔誠⼈人，他和全家都敬畏
神，多多周濟百姓，常常禱告神”。因為這些善⾏行行，他靠著⾃自⼰己的功德就配得罪的赦免，以及聖靈
的恩賜。我們的敵⼈人是這樣推理理的。

　　我的回答是：哥尼流是⼀一個外邦⼈人。這你不能否定。作為⼀一個外邦⼈人，他是未受割禮的，⽽而

且也沒有遵⾏行行律律法。他從來來不曾想過律律法的 事。即便便如此，他仍然被稱義並受了了聖靈。律律法怎麼
會為稱義提供任何幫助呢？

　　我們的敵⼈人並不就此善罷⽢甘休。他們回應說：“就算哥尼流是⼀一個外邦⼈人，⽽而且不是因⾏行行律律法
⽽而受的聖靈，可是經⽂文清楚地說，他是⼀一個虔誠⼈人，敬畏上帝，多多周濟窮⼈人，常常禱告。難道

你不認為他配得聖靈作為賞賜嗎?”

　　我的回答是：哥尼流有族長們那樣的信⼼心，他們是因為盼望要來來的基督⽽而得救。如果哥尼流

死在基督之前，他也能得救，因為他相信要來來的基督。但是因為彌賽亞已經來來了了，哥尼流就必須

認信這個事實。因為基督已經來來到，我們就不能靠著相信將要來來的彌賽亞⽽而得救。我們就必須相

信他已經來來到。彼得來來訪的⽬目的就是使哥尼流知道這樣的事實：基督不再是盼望中要來來的，因為

他已經來來了了。

我們的敵⼈人們爭辯說，因為哥尼流是⼀一個虔誠⼜又公義的⼈人，他就配得恩典和聖靈作為禮物，

對此我們可以這樣回應，哥尼流的這些德⾏行行正是⼀一個已經信靠基督的屬靈之⼈人的特徵，⽽而不是⼀一

個外邦⼈人或⾃自然⼈人的特徵。路路加⾸首先稱讚哥尼流是⼀一個虔誠⼈人，是敬畏上帝的，然後才提到那些

善⼯工，就是周濟窮⼈人和常常禱告。我們的敵⼈人忽略略了了路路加記載的次序。他們只是抓住這句句話，“他
多多周濟窮⼈人”，因為這句句話可以為他們的論點服務，就是功德在恩典以先。事實上，哥尼流周濟
窮⼈人，向上帝禱告，是因為他有信⼼心；並且因為哥尼流的信⼼心是相信將要來來的基督， 彼得就被託
付去向哥尼流宣講在基督裡的信⼼心，宣講基督已經來來到。這樣的說法是⾜足以令⼈人信服的。哥尼流

不是因⾏行行律律法⽽而被稱義，這樣，律律法是不能使⼈人稱義的。

　　再舉敘利利亞⼈人乃縵的例例⼦子，他是⼀一個外邦⼈人，不屬於摩⻄西的族類。但是他的⾝身體得了了潔淨，

以⾊色列列的上帝被啟⽰示給他，⽽而且他也受了了聖靈。乃縵宣告他的信⼼心說：“如今我知道，除了了以⾊色列列
之外，普天下沒神。”（王下5:15) 乃縵不是什什麼也沒做。他沒有忙於⾏行行律律法，也從未受割禮。這
並不是說他的信⼼心是靜⽌止的。他對先知以利利沙說：“從今以後，僕⼈人必不再將燔祭或平安祭獻與別
神，只獻給耶和華。唯有⼀一件事，願耶和華饒恕你僕⼈人：我主⼈人進臨臨⾨門廟叩拜的時候，我⽤用⼿手攙

他在臨臨⾨門廟，我也屈⾝身。我在臨臨⾨門廟屈⾝身的這事，願耶和華饒恕我。”先知怎麼對他說的呢？ “你
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猶太⼈人不喜歡先知這樣說。他們叫道：“什什麼？難道這個外邦⼈人能夠在⾏行行
律律法以外被稱義嗎？難道他能和我們這些受割禮的⼈人⼀一樣嗎?”



　　早在摩⻄西的年年代之前，上帝就在律律法之外使⼈人稱義。他使埃及和巴比倫倫的許多王稱義。他使

約伯稱義。尼尼微那座⼤大城也被上帝饒恕，並且得到了了上帝不會毀滅它的應許。為什什麼尼尼微城

得到了了饒恕呢？不是因為它滿⾜足了了律律法，⽽而是因為它相信了了上帝的話。先知約拿寫道：“尼尼 微
⼈人信服神，便便宣告禁食，從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他們悔悔改了了。在《約拿書》中，你找不到
任何地⽅方說尼尼微⼈人接受了了摩⻄西律律法，或受了了割禮，或獻了了牲祭。

　　這⼀一切都早在基督降⽣生前就發⽣生了了。如果外邦⼈人在⾏行行律律法以外被稱義，並且在律律法仍然有效

的時候領受了了聖靈，那麼為什什麼今天需要⾏行行律律 法才能使⼈人稱義，⽽而且既然基督⺒巳經成就了了律律法？

　　然⽽而許多⼈人還是花費⼤大量量的時間為律律法辛勞，為教⽗父們所定的規條辛勞，為教皇所定的傳統

辛勞。這許多專家們，因為他們對規條和律律法的⾼高度專注，卻使⾃自⼰己喪失了了做任何⼯工作——無論是
好的，還是壞的⼀一的能⼒力力。與此同時，他們的良⼼心在基督裡不得安寧，⼼心裡沒有平安。但是在耶

穌基督的福⾳音觸摸到他們的那⼀一刻，確信、喜樂和正確的判斷⼒力力臨臨到了了他們。

　　我有很好的理理由在這⼀一點上展開討論。⼈人的⼼心靈很難相信，像聖靈這般寶貴的禮物，竟可以

只是通過聽信福⾳音⽽而被⼈人領受.⼈人們喜歡這樣推理理：罪得饒恕、脫離死亡、聖靈的賜予以及永⽣生，
是偉⼤大之物。如果你想要得到這些無價的賞賜，你必須付出相應的巨⼤大努⼒力力。⽽而魔⿁鬼會說：“阿
們！ ”

　　我們必須曉得，無論我們的罪性如何，罪得饒恕、基督和聖靈，都是在聽信福⾳音時⽩白⽩白賜給

我們的。我們不要把時間浪費在思想我們是多麼不配上帝這樣的賜福⼀一事上。我們當曉得上帝喜

悅把他妙不可⾔言的禮物賜給我們。如果上帝將他的禮物⽩白⽩白賜給我們，我們為什什麼不接受呢？我

們為什什麼要為⾃自⼰己的不配⽽而憂慮呢？我們為什什麼不以喜樂和感恩來來接受這禮物呢？

當⾺馬⼤大為許多的事思慮煩擾，幾乎不能忍受看著她的妹妹⾺馬利利亞僅僅坐在主耶穌的腳前聽道

時，主耶穌是如何對⾺馬⼤大說的呢？主耶穌說：“⾺馬⼤大，⾺馬⼤大！你為許多的事思慮煩擾，但是不可少
的只有⼀一件，⾺馬利利亞已經選擇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奪去的。” ⼀一個⼈人成為基督徒不是靠著善
⼯工，⽽而是靠著聽道。成為基督徒的第⼀一步就是聽到福⾳音。當⼀一個⼈人接受了了福⾳音，就讓他⾸首先以喜

樂的⼼心感謝上帝，然後讓他努⼒力力去做真正討上帝喜悅的善⼯工，⽽而不是⼈人為的、⾃自選的⼯工作。

三6：亞伯拉罕被算為義的「信」
使徒保羅現在舉出亞伯拉罕的例例⼦子，並且回顧了了聖經中關於信⼼心的⾒見見證。第⼀一句句是出⾃自於

《創世記》15:6 “亞伯蘭蘭信耶和華，耶和華就以 此為他的義。”使徒充分使⽤用了了這⼀一節經⽂文。亞伯
拉罕或許因他正直的 ⽣生活在⼈人的⾯面前得到敬重，但他在上帝的⾯面前可不是這樣。在上帝的眼 
中，亞伯拉罕是⼀一個被定罪的罪⼈人。他在上帝⾯面前算為義，不是因為他的努⼒力力，⽽而是因為他的信

⼼心。經⽂文清楚地說道：“亞伯蘭蘭信耶和華，耶和華就以此為他的義。”

　　保羅重點強調了了兩兩個詞：亞伯蘭蘭信。對上帝的信⼼心構成了了最崇⾼高的敬拜、最⾸首要的責任、最

先的順服和最終極的獻祭。沒有信⼼心，在我們 中間就虧缺了了上帝的榮耀、智慧、真理理和慈愛。⼈人
的⾸首要職責就是信靠 上帝，並且以他的信⼼心來來尊崇上帝。信⼼心真是智慧的⾼高峰，是正確的義，是
唯⼀一真實的宗教信仰。這使我們能夠了了解信⼼心的卓越。像亞伯拉罕那樣地信靠上帝就是和上帝有

正確的關係，因為信⼼心尊榮上帝。信⼼心對上帝說：“我信你所說的。”
讓你的信⼼心取代理理性吧。亞伯拉罕在上帝的話中，藉著信⼼心征服了了理理性。理理性不會輕易易就

範。它要與亞伯拉罕的信⼼心⼀一爭⾼高下。理理性抗議說，撒拉在九⼗十歲已經絕經的時候，卻要⽣生⼀一個



兒⼦子，這是荒唐的事情。但是信⼼心贏得了了勝利利，打敗了了理理性這個醜陋陋的野獸，這個上帝的敵⼈人。

每⼀一個靠著信⼼心打敗理理性這個世上最⼤大怪物的⼈人，就是真正服事了了上帝，這樣的服事勝過所有種

族的宗教，勝過那些受尊崇之修⼠士的所有苦役。

　　⼈人禁食、祈禱、守夜、吃苦。他們試圖以⾃自⼰己的努⼒力力來來平息上帝的 憤怒並賺得上帝的恩典。
但是在這⼀一切當中沒有上帝的榮耀，因為這些⼈人憑著⾃自⼰己的努⼒力力，宣告上帝是⼀一個沒有憐恤的奴

隸主，是⼀一個不信實的、惱怒的法官。他們藐視上帝，把上帝變為說謊的，輕慢了了基督和他 所有
的益處，⼀一句句話，他們把上帝從他的寶座上拽下來來，⾃自⼰己反倒坐了了上去。

　　信⼼心真正地尊榮上帝。正因為信⼼心尊榮上帝，上帝將信⼼心算為義。

　　基督徒的義就是他們內⼼心藉著基督所⽣生髮出的對上帝的信⼼心。這樣的信⼼心因著基督的緣故被

算為義。兩兩件事構成基督徒的義：在基督裡的信⼼心——這是上帝的禮物，以及上帝接納了了我們不完
全的信⼼心，算作完全的義。因為我在基督裡的信⼼心，上帝越過不看我的疑惑、我⼼心中的不情願，

以及我的許多其他過犯。因為上帝的翅膀蔭庇了了我，我就不再懷疑上帝會遮蓋我⼀一切的過犯，並

接納我的不完全，將之算作完全的義。

　　上帝“眨眼”不看我的罪，並且將它們遮蓋。上帝說：“因為你信靠了了我的兒⼦子，我要饒恕你的
罪，直到死把你從罪⾝身中釋放出來來。”

　　要學會理理解是什什麼構成了了你作為基督徒的義。信⼼心雖軟弱，但是它在上帝看來來是⾜足夠的，於

是上帝赦免了了我們的罪。上帝不再為罪刑罰我們或定我們的罪。上帝饒恕我們的罪孽，就彷佛它

們根本沒有了了⼀一樣。上帝這樣做不是因為我們配得如此的憐憫。上帝這樣做是因為我們所信 的基
督的緣故。

　　弔詭的是，⼀一個基督徒同時既是正確的，⼜又是錯誤的，既是聖潔的，⼜又是不潔的，既是上帝

的敵⼈人，⼜又是上帝的兒女。⼀一個不明⽩白真正 的救恩之道的⼈人，是無法協調這⼀一⽭矛盾的。在教皇制
下，我們被教導要竭⼒力力辛勞，直到罪咎感離開我們。但是發明這⼀一令⼈人發狂的思想之⼈人常常在臨臨

死⼀一刻被趕入絕望的境地。如果不是主耶穌仁慈地把我從這⼀一錯謬中解教出來來，這樣的事也會發

⽣生在我⾝身上。

　　我們以這樣的⽅方式安慰受折磨的罪⼈人：弟兄，你在這⼀一⽣生中永遠不 能完全，但是你可以成為
聖潔。他會問：12當我感到我有罪的時候，我如何是聖潔的?”我回答：你感到有罪嗎？這是⼀一個
好的標記。意識到⾃自⼰己有病是第⼀一步，非常必要的⼀一步，是通向痊癒的第⼀一步。他問：“我怎樣去
掉我的罪?”我這樣回答：去看天上的醫⽣生,基督，他能醫治⼼心靈破碎的⼈人。不要諮詢理理性那個江湖
郎中。信靠基督，你的罪就被饒恕了了。他的義要成為你的義，你的罪要成為他的罪。

　　在⼀一個場合，主耶穌對⾨門徒們說：“⽗父愛你們。”為什什麼？不是因為這些⾨門徒是法利利賽⼈人，或者
是受割禮之⼈人，或者是特別遵⾏行行律律法之⼈人。主耶穌說：“⽗父⾃自⼰己愛你們，因為你們已經愛我，⼜又信
我是從⽗父出來來的。 你們知道⽗父差我到世上來來就喜悅。因為你們信了了這事，⽗父就愛你們。”
(參參⾒見見約16:27)在另⼀一個場合裡，主耶穌稱他的⾨門徒們是罪惡惡的，並且要他們祈求饒恕。⼀一個基督
徒既是上帝所愛的，⼜又同時是⼀一個罪⼈人。如何協調這兩兩個⽭矛盾呢?? 我是⼀一個罪⼈人，應當承受上帝
的憤怒與刑罰，然⽽而天⽗父⼜又愛我？基督⾃自⼰己就可以協調這⼀一沖突。他是中保。

　　你現在有沒有看到信⼼心是如何在律律法以外使⼈人稱義的？罪存留留在我 們裡⾯面，上帝痛恨罪惡惡。
這樣，義的注⼈人就成為⾄至關重要的。我們從基 督獲得了了這個義的注入，因為我們信靠他。



三7：亞伯拉罕的「⼦子孫」
這是保羅反對猶太⼈人的論證中的要點：亞伯拉罕的⼦子孫是那些相信的⼈人，⽽而不是那些從亞伯

拉罕的⾎血⾁肉所⽣生的⼈人。保羅竭盡全⼒力力闡明這⼀一點，因為猶太⼈人把家譜與得救掛起鉤來來：“我們是亞
伯拉罕的後裔與⼦子孫：就讓我們從亞伯拉罕開始，了了解這位上帝的朋友是如何被稱義並蒙拯救

的。他被稱義，不是因為他離開了了他的本地、本族和⽗父家，不是因為他受了了割禮，也不是因為他

⽢甘願把他的兒⼦子以撒獻上，雖然在以撒⾝身上他得了了後裔的應許。亞伯拉罕被稱義是因為他相信。

保羅的論證是這樣推演的：“由於這是聖經清楚無誤的⾒見見證，你們為什什麼還要堅持受割禮與⾏行行律律法
暱？難道你們如此推崇的先祖亞伯拉罕，不是單靠著信⼼心，在割禮與律律法以外，被上帝稱義和拯

救了了嗎?”所以保羅下結論說：“你們要知道那以信為本的⼈人，就是亞伯拉罕的⼦子孫,
我們這樣回應：信⼼心是建基於對上帝憐憫的把握之上的。這⼀一把握帶來來對我們的罪因基督的

緣故被赦免的信⼼心。我們的良知永遠不會信靠上帝，除非它能夠確知上帝在基督裡的慈愛與應

許。

無論是舊約時代中的眾族長，還是新約時代的我們，雖然時間和處境有所不同，但我們的信

⼼心是同⼀一個，並且是同樣的在基督裡的信⼼心。彼得在以下的話中也說到這⼀一點：“現在為什什麼試探
神，要把我們祖宗和我們所不能負的軛放在⾨門徒的頸項上呢？我們得救乃是因主耶穌的恩，和他

們⼀一樣，這是我們所信的。”（徒15:10、11) 保羅也說：“也都喝了了⼀一樣的靈⽔水；所喝的，是出於
隨著他們的靈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林林前10:4)主耶穌⾃自⼰己也說明了了： “你們的祖宗亞伯拉罕
歡歡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見見了了，就快樂。”（約8:56)古時先祖們的信⼼心是指向要來來的基
督，⽽而我們的信⼼心則是建基在已來來的基督⾝身上。時間並不改變真信⼼心的對象，也不改變聖靈。無

論真信徒是⽣生活在過 去、現在還是將來來，他們總要且⼀一直要持守的，是關乎基督的同⼀一個⼼心思、
同⼀一個感受、同⼀一個信念念。我們也和舊約的眾族長們同樣地相信⼀一 位將要來來的基督，因為我們盼
望基督的再來來，在末了了的⽇日⼦子審判活⼈人、死⼈人。

保羅是在說：“你們從亞伯拉罕的例例⼦子，從聖經清楚的⾒見見證中知道，在基督裡⾯面有信⼼心的⼈人，
他們就是亞伯拉罕的後裔，無論他們的國籍是什什麼，無論他們的律律法，他們的善⾏行行、他們的祖先

是怎樣的。對亞伯拉罕有應許說：'你要作多國的⽗父。'⼜又說：'地上萬國都必因你得福。'”為了了防⽌止
猶太⼈人錯誤地解釋“國家”(nations)這⼀一詞，聖經特別說“多國”（many nations)。亞伯拉罕真正的
後裔是來來⾃自五湖四海海的基督的信徒。

三8：應許先於律律法
　“你們的誇⼝口不能給你們帶來來任何益處，”保羅對加拉太⼈人說，“因為聖經已經預先看明，並

且在律律法頒布很久以前就預告說，外邦⼈人要藉著亞伯拉罕的那⼀一個後裔稱義，⽽而不是靠律律法稱

義。這⼀一應許是在頒布律律法之前的四百三⼗十年年賜下的。因為律律法是在亞伯拉罕之後這麼多年年頒布

的，它不能廢去所應許的祝福。”這個論述是有⼒力力量量的，因為它是基於準確的時間因素。 “我的加
拉太⼈人，你們為什什麼以律律法誇⼝口暱？律律法比上帝的應許晚了了四百三⼗十年年。”

　　儘管律律法比應許要晚許多年年，假使徒們卻以律律法為榮，輕看給亞伯拉罕的應許。在亞伯拉罕

因信稱義之後，聖經才⾸首次提到了了割禮。保羅說：“聖經預先知道你們會迷戀於從律律法來來的義，就
在沒有割禮和設立律律法之先，確立了了因信稱義的信仰。”



三9：與亞伯拉罕⼀一同蒙福
此處特別強調了了“和有信⼼心的亞伯拉罕”。保羅在這⾥里里區分了了兩兩個不同的亞伯拉罕：⼀一個⾏行行動

的亞伯拉罕和⼀一個充滿信⼼心的亞伯拉罕。我們和那個⾏行行動的亞伯拉罕沒有關係。讓猶太⼈人以那個

⾁肉⾝身的先祖亞伯拉罕為榮吧。我們卻是以有信⼼心的亞伯拉罕為榮，因為聖經上告訴我們，他因信

領受了了稱義的福分，不僅是為著他⾃自⼰己，也是為著我們這些和他⼀一樣相信的⼈人。神將萬國應許給

亞伯拉罕是因為他相信。整個世界都成為蒙福的，若若它能像亞伯拉罕那樣去相信。

猶太⼈人展⽰示出⼀一個⾏行行動的亞伯拉罕。⽽而教皇則展⽰示出⼀一個⾏行行動的基 督，或者說，⼀一個榜樣性
的基督。教皇引⽤用《約翰福⾳音》13:15中主耶穌的話：“我給你們作了了榜樣，叫你們照著我向你們
所作的去作。”我們不否認基督徒應當效法基督的榜樣，但是，單單的效法並不能使上帝滿意。請
記住，保羅現在談論的不是關於基督的榜樣，⽽而是關於基督的救恩。

　　亞伯拉罕服從上帝⾏行行了了割禮，他⼜又具有許多的美德，⽽而且他在各樣的事上順從上帝，這些⾃自

然都使我們敬佩他。跟從基督的榜樣，愛⾃自⼰己的鄰舍，以善⾏行行回報逼迫你的⼈人，為⾃自⼰己的敵⼈人禱

告，恆⼼心忍耐那些以 惡惡報善、忘恩負義之⼈人，這些當然都是值得稱讚的。但是不論這些美德是否
值得稱讚，它們都不⾜足以使我們在上帝⾯面前稱義。使我們在上帝⾯面前稱義的，需要的比這些更更

多。我們需要基督⾃自⼰己，並不是他的榜樣，來來拯救我們。我們需要⼀一位救贖的基督⽽而不是榜樣性

的基督，來來拯救我們。保羅在這裡所說的是救贖的基督和信靠的亞伯拉罕，⽽而不是做榜樣的基督

和勞苦努⼒力力的亞伯拉罕。

　　有信⼼心的亞伯拉罕不當掩埋在墳墓裡。我們應當拂去他⾝身上的塵⼟土，將他擺在世界的⾯面前。

他要因著他的信⼼心被⼤大⼤大讚揚。天地都當曉得他和他在基督裡的信⼼心。和有信⼼心的亞伯拉罕相

比，⾏行行動著的亞伯拉罕要相形⾒見見細得多。

三10：律律法的咒詛
保羅接著引⽤用《申命記》中的這⼀一處來來證明所有在律律法之下的⼈人也 是在罪的審判之下的⼈人、

在上帝的憤怒之下的⼈人以及在永死之中的⼈人。保羅⽤用⼀一種迂迴的⽅方式來來說明這⼀一論證。他把這⼀一

否定形式的話，“凡不常照律律法書上所記⼀一切之事去⾏行行的，就被咒詛”，變為肯定形式的話，“所有
⾏行行律律法上之事的⼈人都在咒詛之下”。這兩兩句句話，⼀一句句是保羅說的， ⼀一句句是摩⻄西說的，看起來來似乎
⽭矛盾。保羅宣稱：“任何⾏行行律律法上之事的⼈人，就被咒詛。”摩⻄西宣稱：“任何不⾏行行律律法上之事的⼈人，
就被咒詛。”這兩兩句句相互⽭矛盾的話該如何解釋呢？其中的⼀一句句話怎能⽀支持另⼀一句句話呢？沒有⼈人可以
理理解保羅，除非他理理解了了因信稱義的教義。這兩兩句句話根本沒有不⼀一致的地⽅方。

　　我們必須記住，⾏行行律律法上之事並不只是說⾏行行出律律法在表⾯面上所要求的，也意味著遵守律律法的

精神，直⾄至完全。但是，何處能找著做到這⼀一點的⼈人呢？讓這樣的⼈人站出來來，我們給他熱烈⿎鼓

掌。

我們的對⼿手已經準備好了了答案。他們引⽤用保羅⾃自⼰己在《羅⾺馬書》 2:13中的話說：“乃是⾏行行律律
法的稱義。”很好。但是⾸首先讓我們曉得誰是⾏行行律律法的⼈人。當⼀一個⼈人在表⾯面上遵⾏行行了了律律法，他們稱
他是“⾏行行律律法的”。但這並不是“⾏行行律律法”，⽽而是犯罪。當我們的對⼿手忙於⾏行行律律法的時候，他們違反
了了第⼀一條、第⼆二條和第三條誡命，事實上，他們違背了了全律律法。因為上帝對我們⾸首要的要求是讓

我們⽤用⼼心靈和誠實來來敬拜他。當這些⼈人⾏行行律律法的⽬目的是為了了在信靠基督以外獲得稱義，他們是在

羞辱律律法和上帝。他們否定了了上帝的義、慈愛與應許。他們否認了了基督和他裡⾯面的⼀一切益處。



當這些律律法的倡導者們看不到律律法的真正⽬目的時，他們濫濫⽤用了了律律法，正如保羅在《羅⾺馬書》

10:3中所說的，“因為不知道神的義，想要立⾃自⼰己的義，就不服神的義了了。”

　　我們的對⼿手在他們的愚昧當中，匆忙地在聖經中這裡找⼀一句句，那裡找⼀一句句有關律律法的經⽂文，

⾃自以為他們已經明⽩白了了⼀一切。他們靠⾏行行律律法稱義的⾏行行為是⼗十⾜足的拜偶像，是對上帝的褻瀆。難怪

他們處在上帝的震怒之下。因為上帝看到我們不能成全律律法，就在頒布律律法之前很久提供給我們

⼀一條救恩之路路，這救恩是上帝應許給亞伯拉罕的，說：“萬國都必因你得福。”

　　我們當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信基督。⾸首先，我們必須領受聖靈，聖 靈光照我們，使我們成
聖，這樣我們能夠開始遵⾏行行律律法，即愛上帝和愛 鄰舍。如此，領受聖靈不是因⾏行行律律法，⽽而是因信
基督。最終的結論是， ⾏行行律律法就意味著信靠基督。先有樹，才有果⼦子。

　　 經院學者們承認，若若非出於誠⼼心和善意的，只在表⾯面和外在遵⾏行行律律法的做法，是純粹的虛
偽。 猶⼤大的⾏行行為看起來來和別的⾨門徒⼀一樣。猶⼤大錯 在哪裡？注意羅⾺馬教廷是如何回答的，“猶⼤大是
個惡惡⼈人。他的動機是邪惡惡的，這樣他所⾏行行的⼀一切都是偽善的，沒有益處。”好啊，羅⾺馬教廷確實承
認，⾏行行為本⾝身並不能使⼈人稱義，除非它們發⾃自⼀一顆真誠的⼼心。為什什麼在關乎屬靈之事上，我們的

對⼿手不能承認同樣的真理理呢？歸根結底，信⼼心要先於任何事。⼀一個⼈人在能夠舉起⼀一個⼿手指讚美上

帝之先，他的⼼心⾸首先必須被潔淨。

有兩兩類⾏行行律律法的⼈人，真正的⾏行行律律法者和假冒為善者。真正⾏行行律律法的 ⼈人是那些被在基督裡的信
⼼心所驅使的⼈人。假冒為善的⼈人是那些想要靠著 機械地施⾏行行善⼯工以獲得稱義，卻在⼼心中遠離上帝的
⼈人。他們就像蓋房先 從屋頂著⼿手的⽊木匠⼀一樣愚蠢。這些假冒為善者不是在履⾏行行律律法，⽽而是在 破
壞律律法。因為否認了了上帝在基督裡的應許，他們違反了了第⼀一誡。他們不是在信⼼心中敬拜上帝，⽽而

是在敬拜他們⾃自⼰己。

　　難怪保羅能夠預⾔言出敵基督要引進教會的可憎之事。基督⾃自⼰己預⾔言說，有敵基督要來來'耶穌基
督在《⾺馬太福⾳音》24:5中預⾔言’：因為將來來有好些⼈人冒我的名來來，說：'我是基督'，並且要迷惑許
多⼈人。 ”任何⼈人若若想要靠善⼯工來來稱義，他就是否認了了上帝，把⾃自⼰己當作上帝。他是⼀一個敵基督，
因為他認為⾃自⼰己的⼯工作具有那勝過罪、死、魔⿁鬼、地獄和上帝之憤怒的無限權能。敵基督要宣稱

⾃自⼰己有基督的尊榮。他是敬拜⾃自⼰己的拜偶像者。⼀一個以⾏行行律律法⽽而稱義的⼈人是最糟糕的⼀一類不信

者。

　　那些意欲靠著⾃自⼰己的努⼒力力來來獲得稱義地位的⼈人不會這樣說：“我是上帝，我是基督。”但是他們
的做法事實上就是那個意思。他們篡奪了了屬 於基督的職分和神性。結果就是他們彷彿在說：“我
是基督I我是⼀一個救主。我救我⾃自⼰己，也救別的⼈人。”這就是修⼠士給⼈人留留下的印象。教皇就是敵基
督，因為他抵擋基督，因為他擅⾃自篡改上帝的事，因為他坐在上帝的殿中⾃自稱為神。我很難向你

描述，不靠在基督裡的信⼼心，⽽而是靠⾏行行律律法之功在上帝 ⾯面前尋求稱義，是多麼有罪的⼀一件事情。
這就是那⾏行行毀壞可憎的站在聖 地。它罷免了了造物主，神化了了被造之物。

　　真正的⾏行行律律法者是真正的相信者。聖靈使他們能夠愛上帝和愛他們 的鄰舍。但是因為我們擁
有的只是聖靈初結的果⼦子，⽽而不是最終的果 ⼦子，所以我們還不能完全地遵守律律法。然⽽而，因為基
督的緣故，神並不將我們的這⼀一不完全歸咎於我們。

經院學者們承認，根據⾃自然法則之秩序，存在是先於⾏行行動的。 他們承認，任何作為都是有缺
陷的，除非它是出於正確的動機。他們承認， ⼀一個⼈人⾃自⼰己⾸首先必須是對的，他才能做對的事。他
們為什什麼不承認，⼈人⼼心藉著在基督裡的信⼼心⽽而有的對上帝正確的態度必須先於善⼯工呢？

　　在《希伯來來書》第11章裡，我們看到聖經中聖徒們所做的各樣善⼯工與作為。其中提到了了⼤大



衛，他殺死獅⼦子和熊，打敗了了歌利利亞。在⼤大衛英勇的⾏行行為中，經院學者們除了了外在的功績找不到

別的。但是我們必須依據⼤大衛的品格來來評估他的作為。當我們知道了了⼤大衛是⼀一個對上帝有信⼼心的

⼈人，他的⼼心仰賴上帝，我們就可以明⽩白為什什麼他能有如此英勇的作為。⼤大衛說：“耶和華救我脫離
獅⼦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脫離這非利利⼠士⼈人的⼿手。”⼜又說：“你來來攻擊我，是靠著⼑刀槍和銅戟，我來來
攻擊你，是靠著萬軍之耶和華的名，就是你所怒罵帶領以⾊色列列軍隊的神。今⽇日耶和華必將你交在

我⼿手裡。我必殺你，斬你的頭。”（撒上17:37 、45、46) 在⼤大衛⾏行行出英雄壯舉之前，他已經為上
帝所愛，有堅固和持久的信⼼心。

《希伯來來書》中⼜又說到亞伯，“亞伯因著信，獻祭與神，比該隱所獻的更更美。”當經院學者們
找到《創世記》4:4的平⾏行行經⽂文，他們的理理解只停留留在字⾯面上：“耶和華看中了了亞伯和他的供
物。”他們歡呼說：“哈哈， 你看，上帝看中了了祭物。⾏行行為的確使⼈人稱義他們的眼中有泥，所以他
們看不到（(創世記》的經⽂文是說，上帝⾸首先看中的是亞伯這個⼈人。亞伯是因著他的信⼼心蒙了了上帝
的悅納。因為亞伯這個⼈人蒙上帝喜悅，所以他的供物也蒙上帝的喜悅。《希伯來來書》很清楚地說

道：“亞伯因著信，獻祭與神，比該隱所獻的更更美。”

　　在我們與上帝的互動中，若若沒有信⼼心，⾏行行為是不值⼀一錢的。因為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
悅。”（來來11:6)亞伯所獻的供物比該隱的 更更美，是因為亞伯有信⼼心。⾄至於該隱，他沒有信⼼心，也
不信靠上帝的恩 典，卻趾⾼高氣揚地要炫耀⾃自⼰己虛構的價值。當上帝拒絕認可該隱的價值 時，該
隱就對上帝和亞伯勃然⼤大怒。

在上帝的話語中，歸給⾏行行為的⼀一切事，都是歸給信⼼心的。信⼼心是⾏行行為的“神性”。信⼼心滲透在
相信者的所有作為中，就如同基督的神性滲透在他的⼈人性中。亞伯拉罕被算為義，是因為他的信

⼼心瀰漫於他的整個性格和每⼀一個⾏行行動中。

當你讀到這些族長們、先知們和君王們是如何地成就了了⼤大事，應記住要像《希伯來來書》中所

說的那樣來來解釋他們的作為：“他們因著信，制伏了了敵國，⾏行行了了公義，得了了應許，堵了了獅⼦子的
⼝口。”（來來11:33)這樣， 我們就可以正確地理理解這些似乎是⽀支持因⾏行行為稱義的段落落。只有藉著信
⼼心，律律法才能被真正地遵⾏行行。於是每⼀一個“神聖的”、“髙尚的”靠⾏行行律律 法稱義者都是被咒詛的。

C. 思考問題

1.  神賜給亞伯拉罕的應許為何要在律律法以先？摩⻄西是先得到救恩，還是先領受律律法？
2.  誰才是亞伯拉罕的⼦子孫？他們為何算是亞伯拉罕的⼦子孫？
3.  路路德舉了了許多的例例⼦子，來來表明信⼼心先於⾏行行為的重要性？如何反過來來，為何是羞辱基督的？
4.  同時罪惡惡、⼜又同時公義的說法，對我們有什什麼幫助？如果不這樣看，⼜又會讓我們有怎樣的虧損？
5.  希伯來來書的例例證，怎樣更更好地⽀支持保羅這裡所說的「信⼼心先於⾏行行為」的原則？
6.  照著律律法去做要受咒詛、不照著律律法去做也要受咒詛，哪⼀一個是摩⻄西說的、保羅說的？為何本質
上是⼀一致的？

7.  今天的假教會中，有許多類似的事情，你是否知道這樣的例例⼦子？
8.  路路德把教皇黨和重洗派都列列入他的敵⼈人，兩兩者有何相似之處？

#加拉太書  #主⽇日學  #主⽇日學/加拉太書  #⾺馬丁路路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