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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起思想了加拉太书第一章，保罗看重他「使徒的职分」以及「福音的传承」，
他是如此强调 他不是高举自己我是使徒 我有权柄 你们该听我他是如此强调，他不是高举自己我是使徒、我有权柄、你们该听我

加拉太的信徒、教会，是他辛苦的与他的同工巴拿巴，

在第一次宣教旅程中所建立的，是他属灵的儿女，

他靠着主的恩典、能力，把福音传讲出去，
他为这些当地的居民能够信了耶稣何等地感恩

保罗不是高举他「使徒的职分」 但是当人质疑他使徒职分时保罗不是高举他「使徒的职分」，但是当人质疑他使徒职分时，

其实就等同于质疑了他所传的福音，这就是保罗所看重的。

一1 11保罗用了相同的结构来讲到他使徒的职分是如何得着—1、11保罗用了相同的结构来讲到他使徒的职分是如何得着
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
而他福音的领受、得着、开启，又是怎么来的呢？

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
保罗把他「使徒的职分」、跟他「福音的领受、传递」连在一起，

当有人质疑他使徒权柄的时候 那不是看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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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有人质疑他使徒权柄的时候，那不是看轻他，

而是看轻他所传的主耶稣基督，这是保罗非常看重，并且要为之清楚解明的。

加拉太书 二1~10
耶路撒冷行耶路撒冷行

加拉太书 二1~10

1 过了十四年，我同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并带着提多同去。

2我是奉启示上去的，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们陈说；2我是奉启示上去的，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们陈说；

却是背地里对那有名望之人说的，惟恐我现在，或是从前，徒然奔跑。

3但与我同去的提多，虽是希腊人，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

4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作奴仆。

5我们就是一刻的工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

6至于那些有名望的 不论他是何等人 都与我无干6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不论他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干。

神不以外貌取人。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加增我甚么，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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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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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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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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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只是愿意我们记念穷人；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行的。

他在前面讲了他的得救的见证，以及蒙召、领受使徒权柄，
并且得着了犹太众教会的认同之后并且得着了犹太众教会的认同之后，
在第二章 讲到他第二次上耶路撒冷；

这与第一次他上耶路撒冷只见到矶法、雅各，

已经隔了十四年之久。

二１「过了十四年」，
「过了」这个词就延展出保罗在 的叙述「过了」这个词就延展出保罗在二1~10的叙述，

他讲到他在大马色之后的脚踪，然后他也上了耶路撒冷。
在这一段，保罗所强调的是，就算他与耶路撒冷教会的使徒，在这 段，保罗所强调的是，就算他与耶路撒冷教会的使徒，

或者被称为柱石的彼得还有雅各、约翰来相会，

他也没有被这些所谓教会柱石、教会领袖责备，
他也没有从他们领受什么命令

反而是使徒们肯定保罗外邦使徒的正当性，

并且与他行右手相交之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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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与他行右手相交之礼，

并且告诉他传福音也要顾念穷人



从保罗的论述跟犹太派基督徒对他的指控，
可以突显出下面三点可以突显出下面三点：
1. 保罗在他悔改之后三年上耶路撒冷，

他与彼得、雅各有短暂的会面，，

这一次再相聚其实是漫长的十四年之后了。
2. 他这次前往耶路撒冷是奉启示上去的，

我奉启示上去的二2我奉启示上去的…
而不是教会那些有权柄的人对他的要求。

3. 会面的结果，是被看为与耶路撒冷的那些使徒们其实是平等，3. 会面的结果，是被看为与耶路撒冷的那些使徒们其实是平等，

并且对他外邦使徒的职分完全肯定的。

我们再说：保罗非常非常看重他从神所领受使徒职分，
特别在罗十一保罗以他作外邦使徒的这个职分，
他说：因此我敬重这个职分。

「敬重」表示是「荣耀」 意思就是我要荣耀这个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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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重」表示是「荣耀」，意思就是我要荣耀这个职分。

这也让我们可以认识到，当我们领受神的恩典、有基督徒的身分地位，
或者在教会里面我们参与一些服事的工作 不管是什么样的工作或者在教会里面我们参与 些服事的工作，不管是什么样的工作，

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敬重那个工作；
而敬重那个工作的实质，就是荣耀那个工作。

你作传道人、牧师、长老、教会的区长、小组长，

或者是诗班的指挥、灵修、青年的辅导，

不管我们作任何的服事 我们要敬重那个职分不管我们作任何的服事，我们要敬重那个职分，

并且荣耀那个职分，这是我们在保罗身上看得非常清楚的。

保罗一向是非常谦卑的，但在这个地方，保罗 向是非常谦卑的，但在这个地方，
他清楚地说明他的行踪
而且清楚地交代他跟谁讲过话、跟谁没有说话

这不是一个平常的事情。
因为他面对教会的这些光景，他十分的着急，

他也不愿意因为他个人可能没有讲清楚而被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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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不愿意因为他个人可能没有讲清楚而被误会，

所以他很清楚地讲明了他的行踪，他跟谁见面、他的心态如何…

他同行的这一次有谁呢？是巴拿巴、提多。
提多有可能是保罗带领他信主的 在多一4 可以看见提多有可能是保罗带领他信主的，在多 4 可以看见，

后来提多就成为了保罗得力的助手。

而上耶路撒冷这个性质是奉启示上去的，
去的目的有可能是为着来赈济，

也就是帮助耶路撒冷在当时有饥荒。

可以从徒十 27 30会看到整个事件 时间的背景可以从徒十一27~30会看到整个事件、时间的背景…

保罗带着一些捐款、保罗带着一些帮助，
然后与他的同工巴拿巴和提多，他们到耶路撒冷去，然后与他的同工巴拿巴和提多，他们到耶路撒冷去，

为着当时的饥荒，他要帮助当时的教会的那一些信徒。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目的而上了耶路撒冷，

他就在一个不是很正式的会面当中，

他向使徒说明了他所传的福音，

不是为了增加自己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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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为了增加自己的信心，

而是为了消除犹太派对加拉太教会的错误的讯息以及影响力。

弟兄姐妹，我们去与别人相会、拜访长辈，这都是很好的，
因为拜访这些在主里比我们早事奉 比我们有经验的 他们一定会教导我们；因为拜访这些在主里比我们早事奉、比我们有经验的，他们 定会教导我们；

跟他们谈了一席话，可以少走一些冤枉路、弯曲的路，

面对长辈的教导，就可以领受神在他们身上的恩典。

我认识一位真是在属灵里面可作榜样的长辈，
我有一个机会请问他，因为他真的有好多的见证，

他的生命里有丰富的经历 我就请教他他的生命里有丰富的经历，我就请教他，

要怎么样能够有这么多的经历、在生命中可以有这么多的见证呢？

他实在很有意思而且也很谦卑，当时我还年轻，他实在很有意思而且也很谦卑，当时我还年轻，
他就说：「你活到我这个年龄你就会有的。」

我心里知道不只是年龄的问题，
是我们的生命要不断地成长，要不断地更新，

才能够经历神的话，成为实际的生命的影响，

在我们的身上 也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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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身上，也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

从保罗的身上我们就会看得非常的清楚。



保罗为了赈济当时的一个饥荒，他要去帮助他们，他带着捐款也带着跟同工一起，
二2a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们陈说；却是背地里对那有名望之人说的二2a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们陈说；却是背地里对那有名望之人说的。

「对弟兄们陈说」，原来的意思就是「他们」，就是对他们说。
这个「他们」到底是指谁？是指那些有名望的人，二2有名望之人、

二6有名望的，指的就是 二9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矶法、约翰。
这是一种说法，「他们」指的就是有名望的、也就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们

还有 种说法就是 他们指的是耶路撒冷教会的弟兄们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他们指的是耶路撒冷教会的弟兄们，

保罗除了和教会领袖私下的接触之外，还有一次在耶路撒冷的公开会谈

从这两个方向来思想，「他们」就是指着有名望的人、教会的柱石，从这两个方向来思想，「他们」就是指着有名望的人、教会的柱石，
感觉上是比较合理的，因为保罗在上下文里

他重复强调的就是「他没有依赖耶路撒冷的教会领袖」。

二2新译本翻译说：「私下讲了给那些有名望的人听」，
这句话就是对弟兄们陈说。

所以我们还是这样的接受 所谓「对他们陈说」或「对弟兄们陈说」

9

所以我们还是这样的接受：所谓「对他们陈说」或「对弟兄们陈说」，
指的就是同样的人，也就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

为什么保罗要这样做呢？他自己很清楚的来解释，
二2b惟恐我现在 或是从前 徒然奔跑二2b惟恐我现在，或是从前，徒然奔跑。

「惟恐」，也就是「免得」，
都表达出了保罗内心那份戒慎恐惧！

他免得现在的跑、过去的跑，都是徒然的，都是空的

他要很清楚的来印证，他也很有把握，

过去 现在甚至于未来 不是徒然的过去、现在甚至于未来，不是徒然的

他所传的福音从神领受的，也得着了犹太众教会的肯定跟接纳、
耶路撒冷的领袖们也对他表达了肯定，耶路撒冷的领袖们也对他表达了肯定，

保罗的心态是戒慎恐惧，在这样的心境之下，

保罗就把福音向耶路撒冷的领袖们来陈明。

保罗一向不是那么样的在乎人的肯定的，
在其他经文我们看得到，保罗认为蒙主喜悦才是他渴望的，
但这个地方不 样 这个地方关乎他作工的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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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个地方不一样，这个地方关乎他作工的果效、

关乎他所传的福音，被人完全地相信跟接受的重要性。

保罗常常用「奔跑」，但是他从来没有更改过奔跑的方向，
换跑道的不是保罗 保罗所传的福音从始至终都是一样的换跑道的不是保罗，保罗所传的福音从始至终都是 样的，

换跑道的是这些加拉太人，

加五7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阻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
你现在跑岔了路，那是一个危险的路，不知道能不能回来，你要小心！

这也是让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要戒慎恐惧—要清楚地站稳在真理的根基上。
今天很多的异端 大概在主后 世纪 前全部都出现过了今天很多的异端，大概在主后五世纪以前全部都出现过了，

到今天常常是换汤不换药的、常常是变一个外貌出现。
对弟兄姐妹来讲，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对弟兄姐妹来讲，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对传道人来讲，看重神话语是何等地重要！

特别在教会里面对圣经的教导、对真理的坚持

教会里面有各种各样传福音的方法，这都是非常好的，对外传福音
可以用各样的策略，能够合神心意的都可以去用，不是规定某一种方式。

但是在圣经真理的根基上我们很清楚知道没有两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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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圣经真理的根基上我们很清楚知道没有两套，

我们很清楚知道那是独一的。

神的仆人看重神的话，一个教会看重神的话，

他的是非一定会少的他的是非 定会少的

弟兄姐妹看重神话语，跟神、跟人的关系一定是好的

有的时候可能有一些闲言闲语、是非传舌，
但是一个看重神话语、明白真理的信徒，他不会为之传播的，

他不会代他们免费宣扬的，他一定会到此为止；

他可能也会去跟告诉他的人说：他可能也会去跟告诉他的人说：
「我不是当事人，你好不好去问那个当事人？」
他不会把它免费地去传播，

、

然后带着一个无所谓的态度，不是这样的！

保罗所带出来的信仰根基 所带出来对加拉太教会的着急保罗所带出来的信仰根基，所带出来对加拉太教会的着急，
他一向不在乎他要获得人的肯定，他要求的是蒙主的悦纳
但现在他看重的是当他所传的福音被诋毁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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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要坚持到底了，他为加拉太的信徒有所争辩



二3但与我同去的提多，虽是希腊人，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
提多是外邦人 但是保罗没有给提多行割礼提多是外邦人，但是保罗没有给提多行割礼。
保罗曾经给提摩太行割礼，为什么他不给这个外邦人提多行割礼呢？

徒十六1~3保罗第二次来到路司得，他可能在第一次去路司得的时候带领了提摩太，
提摩太的父母种族不同，因此他的身分也很特殊，

犹太人本来不应该与外邦人结婚的，

旦结了婚 儿女就算是犹太人 要受割礼一旦结了婚，儿女就算是犹太人，要受割礼
提摩太的父亲是希腊人，他的母亲是犹太人

保罗的宣道旅程他想把提摩太带着，而保罗的宣道旅程一定会接触到犹太人，保罗的宣道旅程他想把提摩太带着，而保罗的宣道旅程 定会接触到犹太人，
特别是保罗要向他的同胞还福音的债的时候。

他到了外邦地方，只要那个地方有犹太的会堂，一定会先进会堂，

本着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他要向他的同胞犹太人还福音的债。

所以他带着提摩太同行的时候，一定有机会会遇到犹太人，
而且当地的犹太人都晓得提摩太没有受割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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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当地的犹太人都晓得提摩太没有受割礼，

所以为了服事的缘故，保罗为提摩太行了割礼。

但是保罗没有为提多行割礼，为什么呢？二4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
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 要叫我们作奴仆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作奴仆。
保罗的一举一动都有人在监看，都有人想要找出他言行举止的把柄，

因此保罗为着他所传扬的福音、真理不被中伤，他很清楚地做了该做的事情

「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这个「假弟兄」是非常严重的指责，
保罗认为这些犹太派基督徒并没有得救，他们是混进来的假弟兄，

就好像约十你不是从门进来的 那就是强盗 就是盗贼就好像约十你不是从门进来的，那就是强盗、就是盗贼
保罗用非常严厉的措词来形容、来指责这些搅乱者是偷进来的假弟兄，

然后暗暗地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私下窥探我 在 督 稣

基督徒在基督里信主了、得享自由，脱离了辖制，
脱离了罪的捆绑，脱离了律法的辖制，有些人就在暗中

侦察保罗与他的同工在基督里所享有的自由，
为的是什么呢？为的就是要辖制他们。

「窥探」这个字有不信任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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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窥探」这个字有不信任的意思，

并且还包含：我询问你、而且我有监督权。

保罗很清楚知道福音真理不是靠律法的行为，
福音真理就是因信得称为义的真理福音真理就是因信得称为义的真理。

在面对这样的情况，保罗不单是没有给提多行割礼，

而且他更清楚地讲出：

二5我们就是一刻的工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
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

不论他是什么人 不论他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干不论他是什么人，不论他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干，
二6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不论他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干。神不以外貌取人。

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加增我甚么。

仍然让我们看见不是骄傲，不是自大，而是保罗
很清楚地回到他的原点，就是他使徒位分的授予，

他很清楚领受的是从神而来的启示以及托付。
所以，不论这些有名望的人他们怎么称呼，

他是使徒 是柱石 不论他们的来历如何 今天的地位是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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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使徒、是柱石，不论他们的来历如何、今天的地位是怎么样，

保罗不以之高抬人，神也不以外貌取人。

而这些以外貌取人、高抬人，
正是犹太派基督徒所看重的，所以他们就诋毁保罗了。

而这些有名望的人、这些领袖们，

其实并没有为保罗加增些什么 反而因着保罗的见证其实并没有为保罗加增些什么，反而因着保罗的见证，

这些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们他们反倒看见：

二7反倒看见了主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人。

「反倒看见」，强烈的表达了跟上文、跟前面这些经文，
有不一样的陈述：

「看见」在第七节 「知道」在第九节「看见」在第七节，「知道」在第九节，

这个「看见」跟「知道」的一个结合，

就成为了耶路撒冷教会领袖就成为了耶路撒冷教会领袖

接纳保罗跟巴拿巴的理由了。

保罗不高抬人，但是保罗尊敬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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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的领袖们，被神所重用的仆人们。



二9~10教会对他的态度又是如何呢？
「柱石」这个称呼就暗示出了教会就是神的殿「柱石」这个称呼就暗示出了教会就是神的殿

「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就是伸出右手、互相许诺，握手表明互相接纳为同工，

他们双方同意，在传福音的工作上可以携手合作，

这样的右手行相交之礼，表达的接纳和肯定
就证实了保罗所传的跟耶路撒冷领袖所传的福音是一致的，这个非常重要，

保罗没有另辟蹊径 走另外一条路 是加拉太教会接受了错误的教导；保罗没有另辟蹊径、走另外一条路，是加拉太教会接受了错误的教导；
保罗所传的自始至终都是一样的，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们

是清楚地接纳、肯定、和认同的。

他们提出唯一的要求是什么呢？
二10只是愿意我们记念穷人；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行的。

其实使徒们对他没有额外的要求。
第二章上半章，让我们看到保罗那样的一个清楚的立场，

他的有所为 有所不为的心态与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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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心态与行动，

都是值得我们思想并且效法的。

谢谢主，谢谢主，

你赏赐你的仆人

有如此坚定的立场 有如此清楚的看见有如此坚定的立场、有如此清楚的看见。

透过这样的经文，也帮助后世代的我们，

让我们也清楚的知道我们该坚持的是什么，

有所为也有所不为。

靠着主的恩典、可以显出得胜的见证。

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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