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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的对象 时间 两种说法

加拉太书简介加拉太书简介
写作的对象、时间：两种说法，

一是「北加拉太」说，一是「南加拉太」说，牵涉到写作时间的推算。
「北加拉太」说指这卷书是写给「加拉太族」的人，是接近高卢人的「北加拉太」说指这卷书是写给「加拉太族」的人，是接近高卢人的

三个克尔特族，主前三世纪入侵小亚细亚，然后盘据在那个地方。

但是在使徒行传很难看到保罗曾经到那些地方宣教，唯一可能谈到
王良玉院长

北加拉太地区的，也许可以从徒十六6、十八23看到端倪
「南加拉太」说认为这卷书信是写给一群「住在罗马帝国加拉太省」的人，

他们属于不同种族 住在彼西底的安提阿 以哥念 路司得 特庇

良 院长

他们属于不同种族，住在彼西底的安提阿、以哥念、路司得、特庇，

这群人是保罗和巴拿巴第一次宣教旅程所结的果子，

这可以很清楚的在圣经里找到根据，就是徒十三、十四

学者对这两说的看法各执一词、繁复争辩，比较自然的说法是
「南加拉太」说，也就是保罗写给在加拉太省众教会的信。

从现存的保罗书信来看 加拉太书应该是保罗所写的最早的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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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存的保罗书信来看，加拉太书应该是保罗所写的最早的一卷，

大概在 AD48-49 之间，保罗第一次宣教旅程里面，在耶路撒冷大会之前。

加拉太书综览：
1 在许多人的心目中 基督教是不是只是一套道德系统？1. 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基督教是不是只是 套道德系统？

或是虔诚地守着一套圣礼制度？或顺服某套标准，在教会里跟很多人建立关系？

透过加拉太书，保罗提醒：「人唯独借着相信耶稣基督才可以称义。」
「因信称义」的真理，在加拉太书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是保罗所强调的。

2.「十字架」：基督徒所强调的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成就了什么」，
而不是「我们这些罪人做了什么」而不是「我们这些罪人做了什么」，

我们无论怎样努力、守多少套标准，都没有办法达到神对义人的标准，

也没有办法借着自己的热心、行为跟神交换得救的恩典。也没有办法借着自己的热 、行为跟神交换得救的恩典。

「十字架」的道理在加拉太书也非常清楚。

3.读加拉太书不可忽略亚伯拉罕称义的例证，
保罗把我们带回到律法还没有颁布的时期：

「亚伯拉罕因信称义」是在创十五，
神因着亚伯拉罕的信就以此为他的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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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因着亚伯拉罕的信就以此为他的义，

这是个重要的例证，保罗在 加拉太书特别强调。

4.它告诉我们「把整本圣经整合起来读」的重要，从旧约的例证、引句，
接到保罗他当时所强调加拉太人在教义上 信仰上偏差的问题接到保罗他当时所强调加拉太人在教义上、信仰上偏差的问题，

保罗将当时的旧约里面重要的真理，印证到他所传讲的救赎之恩的真理。

整本圣经整合起来读，是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非常重要的提醒。

5.「基督徒的自由」：感谢主，让我们在基督里得着释放，也得着了自由。
「基督徒的自由」是基督释放了我们的结果，但却不是让我们滥用自由放纵情欲，

基督徒的自由要顺着圣灵而行 火车在轨道上行走是最自由的基督徒的自由要顺着圣灵而行；火车在轨道上行走是最自由的，

才能够达到它的目的地，否则的话就有危险的事情发生。

6 基督徒的自由 带出了基督徒的见证6.基督徒的自由，带出了基督徒的见证。
基督徒的生活在信仰当中被规范，

因为连巴拿巴、彼得在一些事上也有需要调整之处，
第二章的安提阿事件带出这个清楚的教导：

保罗不是抱怨他的好同工在神学上出了问题，而是说他们因为怕受割礼的人

就不再和外族人 同吃饭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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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再和外族人一同吃饭的行为，

加拉太书清楚地强调「基督徒在日常生活中要活出十字架救恩的真理」。



写作背景：一1‾1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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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 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2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

3愿恩惠、平安从父 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与你们！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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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但愿荣耀归于 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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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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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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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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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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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是要得 的心呢 是要得 神的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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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 神的心呢？

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

按着当时写信的习惯用法，也是保罗书信里面的习惯用法，
保罗先问安 然后介绍他自己是谁保罗先问安，然后介绍他自己是谁。

一1作使徒的保罗，一2 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
「作使徒的保罗」，保罗在下面用好几句来描述他作使徒的源由，

这个源由很重要，他为什么会作使徒？

不是因为人叫他作使徒，不是因为人给他这样的身分地位，

不是由于人 也不是借着人 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祂从死里复活的父神（1）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祂从死里复活的父神（1）。
保罗清楚知道他的使徒职分、他所承受的使命是从何而来、从谁而来，

不是由于人，不是因为人的请托，乃是因为神的选召；， ， ；
保罗清楚知道他的职分，

他就能够清楚地去行上帝所托付他的使命。

他所问候的众教会，就像我们所接纳的「南拉太」说一样，
就是保罗第一次与巴拿巴宣教旅程中所经过的：

彼西底的安提阿 以哥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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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西底的安提阿、以哥念、

路司得还有特庇这些城市里面的教会。

一3~5问安的话：他的问安表达的不只是一种愿望，
有的时候我们问安是「盼望你 」 「期盼上帝的祝福 」有的时候我们问安是「盼望你…」、「期盼上帝的祝福…」，

但是这个地方它不只是一种愿望，而是借着他使徒的问安，

甚至就是一种宣告，成就一个从神而来、得恩典的行动。

保罗在书信中常常问安的用语：
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与你们（3）！

很简单的 个词 恩惠 安很简单的两个词：恩惠、平安，
但它却是神借着祂的儿子对世人祝福的总纲
而且必是恩惠在先、平安在后：而且必是恩惠在先、平安在后：

当我们领受了神在祂儿子里的救赎之恩，就得享从上头来的平安

有的时候我们还是让过犯胜了我们，我们到主面前求主赦免，
然后重享赦罪之恩，也重得属天的平安。

平安不只是一个感觉，平安是一种全人的、在终极性跟末世性的意义上得着拯救；
我们生命的问题在主的恩典中得着完全的解决 也就得享 直到永永远远的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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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命的问题在主的恩典中得着完全的解决，也就得享一直到永永远远的平安，

那是一个全人的、完整、丰盛、健全，也就是领受恩惠在先，得享平安在后。

一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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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罗描述耶稣基督救赎的根源：保罗描述耶稣基督救赎的根源：
基督救赎的「根源」：照着父神的旨意

基督救赎的「原委」：因为我们的罪

用了什么样「方法」：舍己

救赎的「目的和结果」：为要除去我们的罪，

要救我们脱离这邪恶的世代要救我们脱离这邪恶的世代

很简单的一节经文，却看到这么丰富的救赎恩典全貌。

描述基督救赎的根源是照着父神的旨意；描述基督救赎的根源是照着父神的旨意；
衪为什么要救我们？是为了我们的罪

用了什么方法呢？主为我们舍命

它的目的和结果，就是除掉我们的罪，

并且救我们脱离这个邪恶的世代

4讲出了全卷的主题 扼要地让我们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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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4讲出了全卷的主题，扼要地让我们看到
加拉太书中关于「教义」的主要内容。



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的「拯救」这个字，用的是简单过去式，曾经用在：
徒七34描述以色列人如何「获救」离开埃及人的奴役；徒七34描述以色列人如何「获救」离开埃及人的奴役；
徒十二11彼得「获救」离开监狱，得以脱离希律王的手；
徒廿三27保罗「获救」，脱离企图要致他于死地的暴民之手。

实际的「拯救」「脱离」（被捆绑、被残酷对待、逼迫）的一个字，
在这个地方把它比喻为「救恩」；本来是讲到「实际的脱离」

但这个地方它用了喻意 表达的是「救恩」的意思但这个地方它用了喻意，表达的是「救恩」的意思

整本新约，这个字只看到在这一节当中。

一5「但愿荣耀归于神」，5「但愿荣耀归于神」，
基督徒行事最重要的不是加添自己的荣耀、光彩，而是把所有一切荣耀归给神。

把荣耀归给神，免去我们的骄傲，
凡事我们愿意把荣耀归给神，因为只有祂配得最高最大的荣耀。

这个「荣耀」在原文里面它加上一个冠词，就是指那是「特别的」，
那是「只属乎神的」荣耀 不是人在世上各种各样的事情得着什么样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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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只属乎神的」荣耀，不是人在世上各种各样的事情得着什么样的光彩，

乃是特属于神的，所以在这个字上特别加上了一个冠词。

进入一6就看到保罗写信当时的心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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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罗开始责备了。
保罗书信很少看到或者唯一在加拉太书看到，

保罗开宗明义什么都没有讲就开始责备，
就算是哥林多教会，有很多问题、混乱的一个教会，

保罗在 开始问安之后 还讲了感谢 肯定 赞美的话保罗在一开始问安之后，还讲了感谢、肯定、赞美的话

但是 加拉太书 不是这样，保罗在问安之后立刻进入主题，

而且用的是非常强烈的「我希奇…」，是非常 「我希奇 」，

所以在 6-7 看到保罗责备的原因

为什么他这么急？为什么他这么生气？为什么他会觉得不可思议？
他用的是「我希奇…」，

这是一个在传统书信中惯用的「表达惊讶的责难」

这是一个责备 在震惊 惊讶当中来讲这句话

10

这是一个责备，在震惊、惊讶当中来讲这句话

这不是保罗一般写信的方式跟习惯。

他希奇什么呢？他为什么要责难呢？
一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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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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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罗立刻解释：这什么福音？别的福音，那不是福音、是一些假教师扰乱你们，

让你们随从错误的事情，错误的教导了，我希奇你这么快就离开！
保罗建立这个教会很辛苦 在路司得被打到半死 但是在这个地方保罗建立这个教会很辛苦，在路司得被打到半死，但是在这个地方，

工作做上去，人也建立好，保罗离开继续他宣教的脚踪，却发现有问题进来了；
保罗很难过，很着急，也很伤心，他说：我希奇你们这么快就离开！保罗很难过，很着急， 很伤 ，他说：我希奇你们这么快就离开！

「离开」这个字是一个现在的、主动语词，它是一个现在式，它指的是「投诚」，
士兵叛变了、擅离职守了，也讲到「在政治思想上改变了」
保罗在这里指的是加拉太人在信仰上作了叛徒，作了灵性上的逃兵

他们离开谁呢？他们离开了那呼召他们的，「呼召的那一位」，而且衪是有冠词的，
就是特别指定的、指名的，强调上帝所采取的、主动的、「那个呼召」。就是特别指定的、指名的，强调上帝所采取的、主动的、「那个呼召」。
而且「那个呼召」用的是一个过去时态，神借着祂的仆人保罗，在过去的时候，

传了福音，成为一个拣选的恩典临到这些人，神主动的呼召他们进到神的国中。
保罗所难受的 就是他们这么快的离开「上帝主动在他们生命中的那个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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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所难受的，就是他们这么快的离开「上帝主动在他们生命中的那个恩典」，
离开了恩惠的福音！

离开了恩惠的福音，事实上就是离开了施恩的神。「福音」到底是什么呢？
林前十五3~4福音是好消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林前十五3 4福音是好消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

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
罗一2~4福音是基督耶稣道成肉身，「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
罗 16福音「是神的大能 要救 切相信的 」罗一16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
罗三22福音「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
罗三22~24福音是「神的恩典，因着耶稣基督成为救赎，就使人白白的称义。」

怎样得着福音呢？
罗十9告诉我们得救的、清楚的教导：「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

心里信神叫祂从死里复活 就必得救 」心里信神叫祂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约十七3耶稣自己的祷告：「认识你独一的真神，

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加二16人称义不是因着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

当我们看了这些经文之后，也就很清楚地了解，
弟 作 叛徒 作 逃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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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说这些加拉太的弟兄姐妹，他们作了灵性上的叛徒，作了灵性上的逃兵了。
那些不是福音，不过是有人搅扰你们，把福音更改了、倒转了，那不是福音！



一8-9保罗责备的依据是什么呢？
8用了一个「但」，但无论是我们…8用了 个「但」，但无论是我们

这个「但」很重要，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反义词
事实上，「但」后面还有一个「甚至」，

中文的和合本没有翻译出来， 「但甚至」，或者说「但就算」

「就算是我们，或者天上的使者传福音给你们，
跟我们以前所传给你们的不一样 他就应当受咒诅 」跟我们以前所传给你们的不一样，他就应当受咒诅。」

保罗讲了非常强烈的话，代表了他的怒气，他的着急、急迫性：
如果有人来，就算是天使讲的，跟我们以前所传给你们的不一样，

你们都要小心，你们都应该要警醒。

保罗告诉弟兄姐妹，他的关注是什么呢？
10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一方面根据前面的 8-9，

保罗向那些搅扰者提出了反驳 质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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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向那些搅扰者提出了反驳、质问

另外一方面他带出了后面一11-20 很详尽的自辩

一10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 神的心呢？
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 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

三次提到「得人欢的心」、「我是讨人的喜欢」的说法；
而那些搅扰者 那些毁谤保罗的人 他们所用的话就是如此

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

而那些搅扰者，那些毁谤保罗的人，他们所用的话就是如此，

他们指控保罗「为了讨人的喜欢」，他们就把福音有了一些错误的教导。

保罗根据他现在所说的话，清楚地表明了他的心意：
「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

当保罗讲到「仍旧」的时候，可以清楚地看到、带出了保罗信主前及信主后的
个对比 如果我还是要讨人喜欢 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一个对比：如果我还是要讨人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

奴隶只能有一个主人，这是在第一世纪当时的世代笃信不疑的，

他归属了这个主人，他的主权就是在这个主人的手中了，他归属了这个主人，他的主权就是在这个主人的手中了，

路十六13一个仆人不能事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
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事奉神又事奉玛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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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如果我还是像以前那样讨人的喜欢，
我就不是把主权交给神的主的仆人了。

天父，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借着你的儿子所赏赐下来宝贵的救恩，

求主保守我们的心，

让我们紧紧地站在让我们紧紧地站在

这个救恩的根基上不动摇，

带领我们带领我们，

有个更渴慕来认识真理的心。

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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