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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拉太书二11‾21 安提阿事件安提阿事件
11 后来 矶法到了安提阿 因他有可责之处 我就当面抵挡他11 后来，矶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

12 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以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

及至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

13 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假，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装假。

14 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矶法说：

「你既是犹太人 若随外邦人行事 不随犹太人行事 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

15 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

16 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

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

17 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断乎不是！

18 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这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18 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这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

19 我因律法，就向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 神活着。

20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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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 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21 我不废掉 神的恩；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

二11~14冲突的原因
彼得在行为上 保罗认为他违背了福音的真理 没有为信仰站稳立场：彼得在行为上，保罗认为他违背了福音的真理，没有为信仰站稳立场：

彼得到了安提阿，保罗说「因为他有可责之处」，
他有一个行为，让保罗知道需要去纠正，
「我就当面抵挡他」，所以保罗一点都不避讳他的行动的，

因为他看重更重要的：就是这个事件里面的一个真义。

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以先 彼得他就跟外邦人 起吃饭了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以先，彼得他就跟外邦人一起吃饭了，
等到耶路撒冷的人来了，彼得他因为怕奉割礼的人，就是怕犹太人，

他就退去，他跟外邦人就分开，他就退去，他跟外邦人就分开，
其他的犹太人就随着他装假，连巴拿巴也是如此。

保罗说：我一看他们所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
于是我就在众人面前对矶法说，…

「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
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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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
保罗是挑明了讲，非常严肃地讲，因为他觉得这件事情啊，太严重了。

因此，我们就思想到彼得：
彼得是使徒 彼得是柱石 他被人尊重 他是领袖彼得是使徒，彼得是柱石，他被人尊重，他是领袖。

但是，不论是使徒也好，不论是柱石也好，不论是神所重用的人也好，
不论他享有多少的这些很重要的位分也好，都不能够担保他不会犯错。
我们每个人都会在行事为人上，需要求主怜悯、求主帮助，

特别在我们所信仰的真道上，求主带领我们，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

人不会是完全的 没有任何瑕疵的 或者说人都会犯错的人不会是完全的，没有任何瑕疵的，或者说人都会犯错的；
但是犯错呢，如果有一个人直言的来纠正，

一个人即时的来帮助我们，我们其实应该要谢谢那样的一个人即 ，

所以，不是我们的身分地位来证明我们属灵的身量，
不是你有什么头衔，然后你的生命就很丰盛；

牧师，因为他是牧师、他是长老，所以他就是很丰盛的生命，

他有这样的一个很好的身量，不一定。

反过来讲 如果我有这些身分 如果我有这些头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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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过来讲，如果我有这些身分，如果我有这些头衔，
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谨慎自守，能够警醒在主的面前。



二15~21解释与辩护
是保罗对彼得在14b那个谈话的延续 而它的内容非常的宝贵跟重要是保罗对彼得在14b那个谈话的延续，而它的内容非常的宝贵跟重要。

在 一1‐10 讲到写信的背景
第一章的后半以及第二章的前半章，讲到保罗自传性的陈述

现在借着安提阿的事件，让我们看到在加拉太书里面

关于保罗对教义的论证，这一段是一开始的，是首段，

我们可以很清楚的 深入的理解 保罗所体会的福音的真理我们可以很清楚的、深入的理解，保罗所体会的福音的真理

所以有的时候，是借着某些事件或者发生了某个情况，
然后把我们的生命带出来，把我们所体会的活出来，把我们所明白的讲出来，然后把我们的生命带出来，把我们所体会的活出来，把我们所明白的讲出来，

借着一个机会，我们就可以来向人作见证。

而借着这样的一个看上去算是很危急的，或者说是一个很特殊的情况的时候，
保罗没有给所谓属灵长辈彼得有任何托词，他就很清楚的、把这样的一些教导，

或者说他自己对因信称义的教义、以及他所体会的福音的真理，他就侃侃而谈。
所以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对信仰可以了然于胸 对真理我们可以有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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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对信仰可以了然于胸、对真理我们可以有把握，

碰到任何情况，我们都可以把它解释得很清楚。

保罗就对彼得提出了质疑了：身为犹太人，你并且按着犹太教养方式成长，

你如果已经照着外邦人的规矩 方式生活了你如果已经照着外邦人的规矩、方式生活了，

你怎么可以勉强外邦人再回头，再照着犹太人那样的生活呢？

在保罗的眼中，彼得从外邦人当中，因为看到有从雅各、耶路撒冷那里来的人，
于是彼得就退去的这样的一个做法，从保罗的角度来看，

他觉得彼得所做出来、行出来的退去的行为，是一种「间接的强逼之举」。
也就是说彼得身为使徒 他的行为必然对安提阿教会的犹太基督徒产生很严重的影响也就是说彼得身为使徒，他的行为必然对安提阿教会的犹太基督徒产生很严重的影响，

所以彼得的一举一动都带出了榜样，都带出了很重要的生活的见证。

回应到我们平常的生活，岂不也是如此吗？回应到我们平常的生活，岂不也是如此吗？
我们的信仰不是只停在礼拜天主日的崇拜、不是只停在某几个特别的聚会

我们的信仰活化在我们每一天的行事为人、动作举止、言谈、思想里面，

信仰就是生活、信仰不只是教义，信仰是从教义里面活化并且实践

所以保罗的质疑是很清楚，彼得的这样的一个行动—
从外邦人中退去的行动 是 个间接的强逼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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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外邦人中退去的行动，是一个间接的强逼之举。
彼得身为使徒，对当时的弟兄姐妹、基督徒，都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了！

所以在 15‐21保罗处理一个，看上去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吃饭的事情，
但它所涉及的重要性跟影响深远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它所涉及的重要性跟影响深远，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圣灵启示保罗所传达所写出来的，我们真知道保罗就是一个学者。

他侃侃而谈，他抽丝剥茧，他一样一样的事情然后他娓娓地道来。

1.它的特点在 15‐16，没有人能够靠行律法称义，只有信基督。

2.先从负面的讲 17‐18
任何对基督徒的自由 然后你说基督徒自由了就 产生放纵的行为任何对基督徒的自由，然后你说基督徒自由了就可以产生放纵的行为，

保罗说：不！不是这样。
任何对基督徒生命的合法根据也产生了质疑，任何对基督徒生命的合法根据也产生了质疑，

保罗说：我来解释给你听。
3.正面的是19‐20，保罗坚持基督徒的生命是怎么样的生命？

是「基督在我里面活」，以此为特征。

4.然后21总结了他整个的论证：
他所传的福音并没有废掉神的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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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传的福音并没有废掉神的恩，

反而他是集中在「基督为我们舍命在十字架上」。

二15~16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
乃是因信耶稣基督 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 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

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

律法在对一个人成为基督徒的事情上是没有地位的律法在对一个人成为基督徒的事情上是没有地位的，

律法使人知罪，把人带到神面前，但是律法不能使人称义
律法在基督徒的生命里没有地位、在使一个人成为基督徒的事上没有办法，

律法在基督徒的生命中没有地位，因为基督徒的生命是活在基督里的

15~16在原文里是一个很长的句子，可以说就是加拉太书的中心论点，
「信」 信基督而称义 「信」跟「称义」这个词汇出现在16「信」，信基督而称义，「信」跟「称义」这个词汇出现在二16。

保罗说「我们」，
15「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15「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

保罗是从犹太人的角度来说的：
就是我自己、彼得你、还有犹太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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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一说，就立刻划分了「犹太人」跟「外邦人」。



所以保罗用犹太人的角度来讲这件事的时候，
外邦人为罪人 邦他以外邦人为罪人，犹太人跟外邦人是不一样的。

这样的一个犹太人的看法，
认为外邦人没有律法认为外邦人没有律法，

而且根本没有律法可守，

那你怎么能够说借着律法来称义呢？

注意，这个是从犹太人的角度，他们认为靠律法可以称义。
保罗当然要直接地告诉他们这是一个错误的保罗当然要直接地告诉他们这是 个错误的，

在这样的一个情境当中，

15 从种族的方面，16 从神学立场的方面，

保罗都要来指出他们的错误：
消极方面，保罗说：一个人被称义不是靠行律法的

积极方面 保罗说 个人称义唯有借着信耶稣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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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方面，保罗说：一个人称义唯有借着信耶稣基督

二17‐21是保罗的辩护。

二17 18反面的支持二17‐18反面的支持…
保罗很喜欢用「在基督里」，17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

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断乎不是！却仍旧是罪 难道 是叫 犯罪
保罗很喜欢用一种用法，这种用法就是「在基督里」。

我们有一个新的关系，被纳入在基督里，

信徒借着称义 然后因着信 然后与基督有所联合信徒借着称义，然后因着信，然后与基督有所联合
当我们进入基督里、保罗在解释的时候就特别告诉我们了：

我们是在基督里，虽然好像外邦人被犹太人看为罪人，我们是在基督里，虽然好像外邦人被犹太人看为罪人，

但他不是罪人，在基督里的人就不是罪人
因此，你不能够说这个罪人、在基督里称义，你却仍然说他是罪人，

如果你这样说的话，犹太人认为说你没有行律法你就是罪人啊，

你连律法都没有，你根本没得守，那你是罪人啊！

保罗说：不是 因为律法不能使人称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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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说：不是，因为律法不能使人称义。
所以如果你说我在基督里，我仍然是罪人，那难道基督是让人犯罪的吗？

二18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这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
「我所拆毁的」指的是什么呢？「我所拆毁的」指的是什么呢？

犹太人跟外邦人分开的那道墙。犹太人自以为是神的儿女，就看轻外邦人，
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把这道墙拆掉

指着「律法跟律法的要求」指着「律法跟律法的要求」
指着「靠行为」，也就是「借着律法来称义」

保罗还要面对一个问题 我如果重建我所拆毁的保罗还要面对 个问题，我如果重建我所拆毁的，
我会在什么意义上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呢？

保罗认为在安提阿事件里面，如果彼得跟那些犹太的基督徒，重新高举了律法，
认为律法可以让人称义，当然我们相信彼得不会这样。

但是彼得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有可能让别人误解是这样的话，
就等于是重新的、得着自由以后再回到律法的权势之下，就等于是重新的、得着自由以后再回到律法的权势之下，

在这样的情况当中，就是违背了律法本来的意思了。
因为律法真正的意思是使人知罪，并且把人带到神面前，

而这样的做 其实就是 个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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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样的做，其实就是一个错误。

保罗清楚地讲明了这些事，告诉我们基督不是使人犯罪的，律法也不是使人可以称义的。

二19从正面支持了 17的论点，
「我因律法 就向律法死了 叫我可以向神活 」「我因律法，就向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
「我」其实是一个非常强调的语气，保罗所强调的就是「我自己」，

除保罗以外，它也代表所有的、适用在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

「向律法死，向神活。」一种完全的割绝，一种完全的断开，

一种不再受律法的辖制，而在基督里得自由的恩典。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20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祂是爱我，为我舍己！

「爱」跟「舍己」放在一起，因为是指同一件事情。「爱」跟「舍己」放在 起，因为是指同 件事情。

爱要有行动，爱为对方的好处而想，爱使对方得益处，
耶稣基督完全履行了这个爱，祂来到世上，这个爱的行动

约三「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爱是要行动的：
就好像信心是要有行动的。神爱世人，将祂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子也爱我们 祂离开天上的宝座 祂来到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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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也爱我们，祂离开天上的宝座，祂来到地上
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也是有行动的



所以爱跟舍己其实是讲同一件事情，
基督为我们受死的这个爱 以及基督救赎我们的个人化基督为我们受死的这个爱，以及基督救赎我们的个人化。

二20b祂是爱我，为我舍己。这是新约里「救恩个人化」唯一出现的。
耶稣爱所有的人，祂为我们舍己，不是独独只有我，

不是唯我独尊，不是我比别人高，我配得救恩，都不是

但是当我们领受救恩之后，相信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

「主啊 你是何等地爱我！」这个生命是个人的关系「主啊，你是何等地爱我！」这个生命是个人的关系
启三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

我要进到他里面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我要进到他里面去；我与他 他与我 同坐席

虽然人生苦短，但是仍然还是有一段日子，主说：「我站在门外叩门」，
耶稣在心门外叩门、在教会的门外叩门，打开心门，打开门接受祂，

在我们的里面，我与祂，祂与我，一同坐下来，享受一个人生美好的宴席。

「祂是爱我，为我舍己」。
当我们思想这样的一个恩典 当我们看到经文是这么清楚地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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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思想这样的一个恩典，当我们看到经文是这么清楚地表达，

我们心中是不是很受感动呢？我相信是的！所以，祂是爱我，为我舍己。

二21保罗在这个地方
采取了一个「以进为退」的立场：

他对他的敌对者产生了反击。

他不像他们那样废掉神的恩他不像他们那样废掉神的恩，
这些信徒们他们领受的是神的恩，

你不能轻易废掉神的恩。

21我不废掉神的恩，
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

「我不废掉神的恩」，
保罗不单是不废掉神的恩保罗不单是不废掉神的恩，

他更谨守这个恩，他传扬这个恩，

他为这个恩，为主的恩典摆上了他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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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这一个安提阿事件，我们也许可以作一点结论…

1 「因信称义」的真理 控制了保罗整个的思想 他这 段的叙述1.「因信称义」的真理，控制了保罗整个的思想、他这一段的叙述，
保罗把福音的真理跟他自己的立场，其实他是看作一体的。

2.称义只靠信基督不靠守律法，这个救恩的原则，同时适用在犹太人、称义 信 督 守律法， ， 在

也适用在外邦人，所以它就是教会合一的基础。

3.保罗拆毁了那道墙，就像耶稣基督已经拆毁了那道墙一样，
对保罗来说 可能有教会的所谓边缘分子对保罗来说，不可能有教会的所谓边缘分子，

一个人他要不就是在基督里，要不就是不在基督里，

没有介在中间的所谓中立分子，当然也没有所谓的次等基督徒。没有介在中间的所谓中立分子，当然也没有所谓的次等基督徒。

4.彼得不再跟外邦的基督徒相交，其实他的退去就是宣告他们是次等基督徒。

5.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保罗所传的福音，这些人就会怀疑了。
他们以为，不管保罗怎么说，最好他们还是像彼得一样，
这样的情况，他们是不是要接受割礼呢？他们是不是也要去守一些节期呢？

于是各样各样的事后面都跟着来了 在这种情况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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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各样各样的事后面都跟着来了，在这种情况当中

他们是不是要这样做，然后才能够成为一等的神国的公民呢？不是这样。

6.保罗就非常严肃的看待吃饭的事情，这不是一个单纯的吃饭的事件，
彼得的行动其实很重要的 他危害了教会的合一彼得的行动其实很重要的，他危害了教会的合一，

结果使「在基督里因信称义」的基本原则，就受到了怀疑，就受到了损害。

7.你发现在保罗跟彼得他们冲突的背后，
其实是两个基本原则的对立：

单单借着基督称义，靠着神的恩典得救
或靠着律法称义 靠着人的成就来得救或靠着律法称义，靠着人的成就来得救

在这样两个基础点上，是有极大的冲突的。
8.安提阿的事件，很清楚地让我们看到保罗把因信称义他看得何等地重要，安提阿的事件，很清楚 我 看到保罗 信 看得何等 重要，

对他来讲，要坚守这样的福音的真理、救恩的原则，这是他永远不会改变的，

如果这样的原则受到损害，那就偏离了福音的正路。
所以你发现对保罗 言这件事情为什么这么严重 那个彼得这也是他的前辈所以你发现对保罗而言这件事情为什么这么严重？那个彼得这也是他的前辈，

你私下讲不好吗？你为什么当面指责他呢？有原因的。

9 这样的保罗的处理方法，就不只是吃饭的事情了，而是它背后所隐藏的教会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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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这样的保罗的处理方法，就不只是吃饭的事情了，而是它背后所隐藏的教会合 、

因信称义的真理的一个根基的问题，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经文的教导，

福音真理让我们看到坚守福音真理是何等重要的事。

我们为我们个人领受救恩感谢，

儿 祂是爱因你的儿子为我们摆上了自己，祂是爱我，为我舍己。

主啊！我们何等的感恩，为着救恩成全在我们个人的身上。

因信称义求主也帮助我们，让我们更深的来体会因信称义的真理，

让我们更谨慎的来过教会的生活，

好让我们不破坏你的身体，不破坏教会的合一。

不论我们个人在教会里面承担什么样的职分，

都求你给我们 个谦卑的生命 好让我们 事主都求你给我们一个谦卑的生命，好让我们行事为人

能够与蒙召的恩相称。我们再次地向主陈明我们的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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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