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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应该先进入作者的思路，当时的时代的背景，以及作者
为什么他要写这一卷书？要讲这一段话？心境是如何？情绪起伏是如何？为什么他要写这 卷书？要讲这 段话？心境是如何？情绪起伏是如何？

我们先留意这样的部分，而不是立刻地进入应用的部分。

所以当我们今天我们要谈到加三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连珠炮似地，
一连串地发出了好几个问题，他为什么会这样？他为什么情绪这么激动呢？

就联想到约二，当逾越节近了，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在圣殿里的那个事件。
圣殿是祷告的地方 但现在却成为买卖的地方圣殿是祷告的地方，但现在却成为买卖的地方；
耶稣非常地生气，祂拿绳子做成了鞭子，祂用很大的动作，

祂把牛羊赶出去，祂推倒了兑换银钱的那些银钱还有桌子，祂把牛羊赶出去，祂推倒了兑换银钱的那些银钱还有桌子，

我们会感受到在当时那个气氛，一定是非常非常特别的。

为什么耶稣要发这么大的脾气？因为圣殿失去了它该有的功能。

如果我们能够体会耶稣的这一段心境，
再来看加三，保罗一连串地发出问题的责难，也许我们就能了解了。
在新约的时代 教会就是圣殿 每个人的身子就是神的殿 圣殿遭到了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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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约的时代，教会就是圣殿，每个人的身子就是神的殿，圣殿遭到了危机，

教会碰到了困难，信徒没有走在正道上，神的仆人是何等地焦急啊！

真理的论证真理的论证
在这段当中，是保罗书信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辩论的范畴。

从三1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在希腊罗马的时代里，
所谓的「责备」的这样的一个词汇 用「无知的加拉太人」为开场所谓的「责备」的这样的一个词汇，用「无知的加拉太人」为开场

在 四11 责备书信当中常常出现的，「我为你们害怕」

在三1-四11它涵盖的就是三1-5以及四8-10，这两部分的问题，
就合并成为了这样的一个大段落的开始和结尾。

加拉太书三1‾7

1 无知的加拉太人哪，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画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

2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
3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3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
4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
5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你们行律法呢？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
6正如「亚伯拉罕信 神 这就算为他的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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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正如「亚伯拉罕信 神，这就算为他的义」。
7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加拉太书三8‾14

8 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 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
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

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
9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
10 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

「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 切之事去行的 就被咒诅「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
11 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 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

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
12 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
13 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

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
14 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

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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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18福音与律法

三1 5保罗就提出在这五节当中 用 个疑问句的形式三1-5保罗就提出在这五节当中，用一个疑问句的形式，
连珠炮似地一连丢出了六个问题：

 1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画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画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
 2你们受圣灵是因行律法，还是听信福音呢？
 3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体来成全吗？

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 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
 4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
 5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你们行律法呢？ 5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你们行律法呢？

还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

在这五节当中抛出了六个问题，一个接一个，
让我们真实地看见神的仆人是何等地焦急啊！

他看见加拉太教会碰到了这样的一个危机

他看到了信徒碰到了这样的 个情况 的确是要走偏了道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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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看到了信徒碰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的确是要走偏了道路了！

保罗一开始说「无知的加拉太人」，这个是非常激动的情绪来责备他们，
在属灵的事上他们缺乏了辨别的能力在属灵的事上他们缺乏了辨别的能力。
三1也是承接着二21：如果他们以为神的义可以用行律法来得的话，

那就废掉了神的恩啊！那么基督也就徒然死了！
弟兄姐妹，「无知」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在赛五13，我们看到先知以赛亚从神领受的这样的一个启示教训，
他说「我的百姓因无知就被掳去 」他说「我的百姓因无知就被掳去。」

无知会被掳啊！无知会失去方向，无知就偏离了正道

所以反过来讲，知道真是一个恩典！

林前二12圣灵能够叫我们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
所以我们为着我们能明白真理，为着我们能知道神的道，

为着我们可以认识神进入祂的国，这许多的真理
我们明白、我们领受了，弟兄姐妹，这是好大的恩典！

当神的百姓因无知被掳的时候 当然 他们就受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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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神的百姓因无知被掳的时候，当然，他们就受苦了，

神的名也就在外邦受到了亵渎。

三1无知的加拉太人哪，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画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

这是一个修辞性的问句，他并不预期回答的。
到底是谁？是谁迷惑了你们呢？保罗跟信徒都知道，

搅扰者 犹太派的基督徒就是一7-8的搅扰者，就是犹太派的基督徒。

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个「钉十字架」他用的是一个
现在完成被动的时态 表示什么呢？现在完成被动的时态，表示什么呢？

表示过去发生的动作，导致一个持续不断的结果，
也就是耶稣基督这位被钉者，祂的身分、性质，耶稣祂是「被钉的弥赛亚」。

活画就是「描绘」，就是「张贴」，或者「被公开地传扬出来」。
林前二2我定意我只传耶稣基督并祂钉十字架。

弟兄姐妹，主对我们的恩，主对我们的爱，主救赎的完全，
常常活画在我们的心里，常常呈现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回到救恩的开端、

领受那起初的爱 而这个爱永远都不要让它褪色 耶稣基督钉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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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受那起初的爱，而这个爱永远都不要让它褪色。耶稣基督钉十字架
活画在我们心里，也把它传扬在人的面前，让人可以领受在他们的心里。

保罗的律法观，是承继着法利赛人的思想。在起初的时候，也就是
腓三6就律法的义说 我是无可指摘的腓三6就律法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

这个是所谓「法利赛人的义」—自以为是，自以为义。

但是，当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被神的大光照耀的时候，但是，当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被神的大光照耀的时候，
他整个生命有一个完全的翻转，他发现，律法被误用了，

不单是被他误用，也是被他的同胞误用了。

原来他们 直以为「靠自己的行为」 以达 「义的标准」原来他们一直以为「靠自己的行为」可以达到「义的标准」，
这是一个错误的思想；真正「律法」的意义，

是在「启示神的旨意」 以及如何「和神有一个正当的关系」。是在「启示神的旨意」，以及如何「和神有 个正当的关系」。

保罗的心思意念被翻转了，
因此以后他从「基督徒的立场」、

「救恩历史的角度」，重新地解释律法的角色

但是，律法是神的旨意，那应该是好的，

罗七12律法是圣洁 公义 良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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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七12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的，
因为它从神而来，它一定是好的



但是为什么没有人可以因为行律法而称义呢？这个很清楚让我们看到：
因着人肉体的软弱因着人肉体的软弱
在神的定旨当中，律法其实是一个外在的，

律法是一个外添的规条，

它不能提供能力让罪人可以来信服神

律法在救赎的目的当中的角色又是如何呢？
从保罗书卷 中我们就 以 解从保罗书卷当中我们就可以了解：
1. 律法是外添的，律法是从外进入的，它为的是要显明罪，而不是救人脱离罪。

罗三20律法使人知罪罗三20律法使人知罪，
律法达到这个目的就很好啦，就已经是神的心意了。

律法使人知罪，并且让人看见不能行律法而称义，律法就把人带到神那里去。
2. 律法它是一个定罪的，它是一个惹动忿怒的，它是一个死的工具。

3. 律法是训蒙的师傅，

三24律法是训蒙的师傅 它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 使人可以因信称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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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4律法是训蒙的师傅，它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使人可以因信称义。

罗十4「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律法的目标、律法的总结在基督那里。

2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
5那赐给你们圣灵 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5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

是因你们行律法呢？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
两个问题是相仿的，

一个是在他们信主的时刻，一个是在他们信主之后的光景，
答案都是一样：不是靠行律法，而是靠听信福音。

你既靠圣灵入门了 你还靠肉体 你的肉身来成全吗3你既靠圣灵入门了，你还靠肉体、你的肉身来成全吗？
「肉身」就是一切「属人的、属世界」的事，

包括你想要用律法来称义，所谓的「自我的努力」。包括你想要用律法来称义，所谓的「自我的努力」。

这个信仰是一个宝贵的信仰，是神的儿子舍命流血为我们成全的信仰，
对我们而言是白白的恩典，因为我们付不起这样的代价

但是对神而言，那是无价的—神的儿子的命，它不是廉价的！

信耶稣，由信入门，也由信来走完全程
罗 17神的义在这个福音上显明出来 这个义是本于信 以致于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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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一17神的义在这个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个义是本于信，以致于信。
如经上所记的：「义人必因信得生」。

三6-14我们看到包括的主题有旧的也有新的，
因信称义的主题在第二章已经强调了 继续在阐释当中因信称义的主题在第二章已经强调了，继续在阐释当中

新的主题出来了—亚伯拉罕的子孙、外邦人因信称义，

在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当中已经预先地看明了，

还有摩西律法的咒诅、借着基督的死我们可以脱离律法的咒诅
在这一段当中其实它最重要的主题就是「亚伯拉罕之福」，

特别就是：外邦人能够涵盖在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当中特别就是：外邦人能够涵盖在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当中。

6是出自于创十五6「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
他为什么要引用这节经文呢？意思就是要表明：他为什么要引用这节经文呢？意思就是要表明：

加拉太人，你从你们自己的经历你就可以知道这个真理，

你的经历、你所领受的真理，跟圣经有关亚伯拉罕的记载，

是完全相符的：称义是借着信而得，而不是遵行律法。

弟兄姐妹，那是很早的时代，
创十五神就因着亚伯拉罕的信 就算他为义

11

创十五神就因着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他为义，
那早在摩西在西乃山领受律法之前许久许久。

7~14主题就是从咒诅到祝福，保罗的问题是：
神所接纳的人到底是谁呢？他们被接纳的根据又是依据什么呢？神所接纳的人到底是谁呢？他们被接纳的根据又是依据什么呢？

神的应许跟祝福是在那些信的人的身上。
7~9有一个正面的叙述，就是所谓「以信为本的人」，

他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了，信心是蒙福的途径。

8保罗他引用的是创十二3、廿二18：
「因你得福」还有「地上万国」合在 起「因你得福」还有「地上万国」合在一起，

强调的是「亚伯拉罕的福」，是包含着万族万民的，有你，有我，

所有以信为本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有以信为本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信主的外邦人在属灵的意义上被称作「亚伯拉罕的子孙」，和他一同得福。

保罗抽丝剥茧，我们看到保罗叙述，
他是一个学者，神启示他，他抽丝剥茧地把这样的经文、旧约的引句，

然后放在对加拉太人的教导当中，「一条线」让我们看见。

弟兄姐妹 真的让我们看到 神的救恩好像 条红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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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兄姐妹，真的让我们看到，神的救恩好像一条红绳子，
从创世记一直拉到启示录，非常的宝贵，让人觉得非常的兴奋，也非常的感恩。



10~12保罗就从反面来辩证，人不可能靠律法的行为称义。
保罗信手捻来 他引用了三段旧约的经文保罗信手捻来，他引用了三段旧约的经文：

三10引用的是申廿七26；三11引用的旧约依据是哈二4，
三12引用的是利十八5。
保罗旧约是多么地熟悉啊，熟记在心里。

不只是加拉太书喔，我们看到保罗书信里面，

当他要引用旧约经句的时候当他要引用旧约经句的时候，

他是非常非常地能够运用自如的。
7~9「信心是蒙福的途径」；7 9「信心是蒙福的途径」；

10~11律法永不能让人称义，只会带来它本身所宣告的咒诅。
这个所谓以信为本的人，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算亚伯拉罕为义的这样的 句话不是单为亚伯拉罕讲的罗四23~24算亚伯拉罕为义的这样的一句话不是单为亚伯拉罕讲的，
也是为着我们—将来我们这些得算为义的人。

罗九「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他真的是要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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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九「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他真的是要必须
跟随着亚伯拉罕信心脚踪而行的人，那才是真实的亚伯拉罕的子孙。

13~14保罗用一个非常有力的语法来描述基督—祂就是
「救赎世人 脱离律法的咒诅 并且为他们取得亚伯拉罕之福」的那一位「救赎世人，脱离律法的咒诅，并且为他们取得亚伯拉罕之福」的那 位，
13「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出自申廿一23。

在这一段当中我们看到「因信称义」、
「借着信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借着信领受圣灵」。

这三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地密切，而它的重点是什么呢？它的重点就是「信」。

从 个主 的经 的角度来看 保罗从因信称义是借着基督的死从一个主观的经历的角度来看，保罗从因信称义是借着基督的死
这个救恩历史的事件来作为基础，因此，因信称义在保罗对福音的了解上，

的确占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的确占的是非常重要的 个地位。

因此在这一段当中，我们会看到保罗他根据神对亚伯拉罕预先所指明的事，
指出了「信心」就是「领受因信称义之福」的途径。
耶稣基督在十架上所完成的救赎工作，不是我的信加添给祂任何功劳的

我的信、我的回应，不会加添耶稣救赎工作的任何一点功劳，

那完全是神的儿子基督 在十架上所成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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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完全是神的儿子基督，在十架上所成就的

但是我信心的回应是十分重要的！

我们很清楚知道，一个人的思想是很难被勉强的，
但是主就用祂的恩 就用祂的爱来感动我们 来敲我们的心门但是主就用祂的恩、就用祂的爱来感动我们，来敲我们的心门，

让我们看见，我们乐于接待祂，让我们被感动
让我们真心地打开心门接受祂—

作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因信而称义，信到底，不改变

加拉太教会的信徒受到了搅扰者的混乱、偏离了，保罗好着急啊！
「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 」我们就会看到他前面抛出来的问题「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我们就会看到他前面抛出来的问题，

彷佛是一个在那样的一个心境当中，他想要让弟兄姐妹分辨清楚：
你知道你现在的光景是如何吗？你知道你现在的光景是如何吗？

你知道上帝借着祂的儿子为你所成全的一切，是何等的美好吗？

你有没有掌握？你有没有珍惜？你有没有持定这样的一个信仰呢？

7「因信称义」和「作亚伯接罕的儿女」有密切地关系，
我们真的也看见，旧约是神的应许，新约就是神应许的应验。

这个救恩好像 条红绳子 它从创世记它 直拉到启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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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救恩好像一条红绳子，它从创世记它一直拉到启示录，

这是何等让人觉得非常非常让人感恩的事情。

三14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
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

「因信称义」和「领受圣灵」的关系密切，
在这样的 个叙述当中 也就再回应到1~6的经文

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

在这样的一个叙述当中，也就再回应到1~6的经文。
所以我说保罗抽丝剥茧，好像看上去是有一些难度的，

但事实上呢，当我们仔细地、，

按着这样的一节一节我们来分享的时候，

我们也真实的能够明白神那永恒的定旨。

弟兄姐妹，上帝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你我，
无知会让人被掳

圣灵让我知道神开恩所赐给我的事圣灵让我知道神开恩所赐给我的事

让我们为我们能够领受真理、能够知道真理而感恩，
让我们从信入门，永远不要用肉身去想要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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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继续以信走在这属天的道路上，一直走完全程。



天父，我们感谢你，

为我们预备了这个救恩之路。

求主帮助我们更深地看见，

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

更深地看见基督的救赎之恩，更深地看见基督的救赎之恩，

对世人的计划。

也帮助我们 因着领受明白也帮助我们，因着领受明白，

我们愿意摆上自己，与人共享这福音的好处。

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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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