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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许的依据应许的依据
在上一课我们看到保罗以极其激动的情绪，他在三1‐5他抛出了六个问题。

而这样的焦急，透过了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感受到：
神仆人在领受神的心意 在照管教会 在传讲福音神仆人在领受神的心意、在照管教会、在传讲福音、

在看着弟兄姐妹在灵里的成长，他们的心情是带着何等大的盼望呢！

加拉太书三15‾18加拉太书三15‾18

15 弟兄们，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
虽然是人的文约，若已经立定了，就没有能废弃或加增的。

16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
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

17我是这么说 神预先所立的约17我是这么说， 神预先所立的约，
不能被那四百三十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

18因为承受产业，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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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

19 这样说来 律法是为甚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添上的

加拉太书三19‾29

19 这样说来，律法是为甚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添上的，
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是藉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

20 但中保本不是为一面作的； 神却是一位。
21 这样，律法是与 神的应许反对吗？断乎不是！

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义就诚然本乎律法了。
22 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22 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
23 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以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

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
24 这样 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 引我们到基督那里 使我们因信称义24 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
25 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傅的手下了。
26 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 神的儿子。
27 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
28 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

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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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 了。
29 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

我们继续来看三15~18，保罗继续他在 7-14的论述，
他从「救恩历史」的角度切进来他从「救恩历史」的角度切进来，

讨论「律法」和「应许」的关系。

在这几节经文当中，它的主题，
是建立在两个要素上：
1.「亚伯拉罕之约」，

所表达的是神从起初不变的旨意所表达的是神从起初不变的旨意。

2.「亚伯拉罕之约的应许」，
集中在一个独特的接受者，就是基督的身上。集中在 个独特的接受者，就是基督的身上。

这是非常特别的说法，给我们很大的启示。

15 他就针对那些扰乱者所说的、所蛊惑的、
所传讲的错谬的道理，来提醒加拉太的信徒：

17「神的应许远在摩西律法颁布之先」，
而且他断言「这个应许不是给律法的遵行者 而是给了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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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他断言「这个应许不是给律法的遵行者，而是给了基督」。
三29这个应许透过了基督也给了属乎基督的人。



神在创世记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话语，向亚伯拉罕所说的「那个应许」，
基本上是同一个应许 也就是神在创十二1-3祂给亚伯拉罕「基本的应许」基本上是同 个应许，也就是神在创十二1 3祂给亚伯拉罕「基本的应许」，

这个基本的应许用不同的方式被重复着—创十八18、廿二18、廿六4、廿八14。
特别创廿二亚伯拉罕顺服，献上独子以撒，当然上帝有替代的，

但是亚伯拉罕对神的顺服与信心，在那里达到了 高峰！
看到神重复以前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并且说 「我起誓要给你。」

神何需起誓啊！神的起誓是额外的 是格外的！神何需起誓啊！神的起誓是额外的、是格外的！

上帝不需要起誓，神说的话就算话，神的话不会徒然返回。

但是当祂看到祂的儿女是这样地愿意摆上他全部的信心的时候，但是当祂看到祂的儿女是这样地愿意摆上他全部的信心的时候，
彷佛上帝都被感动了！上帝要起誓—我发誓我要给你！
这让我们觉得是何等地受宠若惊，让我们感受到是何等地不堪不配，

但是上帝竟然会这样！神的爱是这样的、深深地打动着祂的儿女的心

对保罗来讲，这样的应许，
就是有一天神要在亚伯拉罕里面来赐福外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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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有 天神要在亚伯拉罕里面来赐福外邦人，

所以神要万邦万族的人都能够来认识祂，来到祂的面前

三18b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

保罗把「应许」跟「承受产业」连在一起，可能就是特别指的：
「神要把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与他的后裔来承受产业」的那个应许，

在这个地方 保罗却是以属灵的意义来解释这个应许在这个地方，保罗却是以属灵的意义来解释这个应许，
再进一步地来讲到应许中所提到的「后裔」，解释为「基督」。

创世记当中所谓的后裔，「你的后裔将要蒙福」 ，创世记 中 裔， 后裔 蒙 」 ，

指的是一个「集合名词」，它用的虽然是「单数」，

但是它的意义，却是「多数的、复数的」

而在这个地方 保罗把「应许中的后裔」集合名词指的是多数而在这个地方，保罗把「应许中的后裔」集合名词指的是多数，

但它用的是一个单数名词，保罗就把这个「应许中的后裔」

解释为：指的是「历史上的基督」解释为：指的是「历史上的基督」

从上下文来看，我们就知道，
保罗不是直接来解释旧约的经文，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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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督已经成就了的救恩历史」当中，来看这些经文。

保罗的论证法是什么呢？
他明白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里面 圣经没有用到「复数的后裔」 用的是「单数」他明白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里面，圣经没有用到「复数的后裔」，用的是「单数」，

这个字如果是「单数」，那么保罗就把它应用在指的是「单独一个人」。
亚伯拉罕应许之福，那个指的是谁呢？

三16神对他的应许讲的那个「众子孙」，不是指着许多人，
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 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

保罗用这样的一个辩证法，
他为的就是针对加拉太教会当中的那些煽动者。他为的就是针对加拉太教会当中的那些煽动者。

这些搅扰者他们鼓吹说：
「外邦人啊！如果你要列在亚伯拉罕的后裔行列中

来承受产业的话，有一件事情你要做，

你就是要像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那样，你要行割礼。」

保罗的论证 他引证了旧约的经文 绕过了摩西的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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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的论证，他引证了旧约的经文、绕过了摩西的律法，
把亚伯拉罕跟基督直接地连在一起，这个是保罗的辩证法。

19以后我们就会看到「在基督里」，
「在基督里」是保罗书信里常用的一个说法「在基督里」是保罗书信里常用的一个说法，

是一个大恩典，你我借着相信，借着因信称义，

我们就得以进到神的国，我们就都在基督里。

19以后保罗要处理两方面的问题：
1.「律法的目的和作用」是什么呢？

特别在19‐25，律法作为监管我们信仰生活当中，
它的角色是一个「启蒙的老师」。

2 三26-29什么是神借着所建立的「在基督里」2.三26 29什么是神借着所建立的「在基督里」
而产生了一个新的关系？

律法 19-25 保罗阐释的是律法的目的和作用

 26-29 保罗所讲的就是

什么是借着神所建立的在基督里新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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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借着神所建立的在基督里新的关系？



19~25律法的目的还有它的作用，也看到保罗所呈现出来问题的层次：
19~20 主要的问题就是关乎「摩西律法」它的作用 目的19~20 主要的问题就是关乎「摩西律法」它的作用、目的

21~22 补充的问题，关乎「律法和神的应许」当中的关连

23~25 直接论到加拉太教会当中的一些争论

19这样说来，律法是为甚么有的呢？
原是为过犯添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

为过犯添上的律法的目的原来是为过犯添上的，
所以律法的确就是让人知道自己做不到，律法就让人知罪。

律法是会增加过犯，罗三20 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律法是会增加过犯，罗三20 律法本是叫人知罪
罗四15律法是惹动忿怒的，哪里没有律法，那里就没有过犯
罗五20律法本是外添的，叫过犯显多

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这几节经文，我们就已经可以了解

律法的作用和目的了，我们不能强律法之所难，

我们说 定要靠律法来称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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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说一定要靠律法来称义，
上帝不是用这个方法让我们称义，你强律法之所难。

上帝所颁布律法是让人知道神的心意，以及如何与神保持一个正确的关系。
律法的误用 才是说我要靠着行律法来得救 跟神有一个交换的行动律法的误用，才是说我要靠着行律法来得救，跟神有 个交换的行动，

所以我说你是强律法之所难了，因为上帝颁律法不是这样的目的和功用。

律法好像一面镜子，它可以照出我手上脸上哪里有脏的地方，

但你不能让律法帮你把这些污秽的地方洗净

律法好像一把尺，它可以量出我有多高，但是它没有办法帮助我长高

律法好像一个医学的仪器 可以照出我身体里面有哪些问题律法好像一个医学的仪器，可以照出我身体里面有哪些问题，

但是它不能够让我得着医疗，你不能让一个机器来治你的病，你强它之所难

律法的目的和功用要回到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它的真实的意思：律法的目的和功用要回到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它的真实的意思：
律法是为过犯添上的，律法是叫人知罪的，
律法是外添的，律法是惹动忿怒的，
哪里没有律法，那里就没有过犯、或者说过犯就不存在。

过犯是存在，但没有办法用那个律法、诫命、法规，
来定他于罪 因为没有那条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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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定他于罪，因为没有那条法规，
那就是一个模糊地带、灰色地带。

比如说「卡拉OK」，大家都很喜欢唱，
白天你放声高歌 大家还能够就算了白天你放声高歌，大家还能够就算了、

就忍受了，你就一直唱…唱到了半夜，

如果没有一个法律的规条来禁止的话，

他的邻居那就真的受不了了。

可是如果立了一个法，十二点以后如果还有这种情况，那个就叫扰邻，
你的邻居可以来报案 你的邻居可以请执法的人来处理 因为有 条法了你的邻居可以来报案，你的邻居可以请执法的人来处理，因为有一条法了。

或者说少年朋友们都很喜欢去打电动玩具，荒废了他们的学业，

如果有一个法：十八岁以下的人不能在店里面来玩电动玩具；如果有 个法：十八岁以下的人不能在店里面来玩电动玩具；

有一个法我就好定他的罪；如果没有，那他的过犯我用什么方法来定他呢？
所以法愈多，所显出的过犯就愈多，就是这个意思。

你会看到每一个国家要不断地修法的，因为以前订法律、订规条的时候，

事实上是没有办法想得那么详细的，所以就要不断地修法来适应当时的需要。

律法叫人知罪 律法显明过犯 律法叫过犯显多 以致于就惹动了忿怒

11

律法叫人知罪，律法显明过犯，律法叫过犯显多，以致于就惹动了忿怒，
这些都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所教导的。

从亚伯拉罕到基督这一条应许的线，律法和这个应许的线来比较的时候，
你就发现：律法它有过渡的性质 它的有效性 有它时间上的限制你就发现：律法它有过渡的性质，它的有效性、有它时间上的限制。
在犹太和早期的基督教的传统里面，他们所传说的就是

「天使在上帝颁布律法的时候作祂的助手」，来突显律法的荣耀。

保罗用一个正统的犹太说法，他放在这个地方来看这件事，
19b律法是神藉天使、经中保摩西的手来设立的。

这不是律法的优点，这反而是它的缺点

那个地方的「中保」指的是摩西

20但中保本不是为一面作的；神却是一位20但中保本不是为 面作的；神却是 位。
就让我们看到律法它就是有条件的限制了，为什么呢？

因为中保不是为一面作的，中保是要为两面，
中间有一个保证人，那应该是为两面。

但是人的软弱，他如何能够在神的应许、神的约当中，

能够守住自己该有的那一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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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守住自己该有的那一份呢？

但是神的应许不是这样，祂是绝对的，祂是没有条件的



21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断乎不是！
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 义就诚然本乎律法了若曾传 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义就诚然本乎律法了。

但事实上不是这样，
律法的功用不是要为人提供一条可以被神接纳、

可以来「称义」的一个途径。
所以保罗用了一个与事实不符的假定句的形式来讲这件事。

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22a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
也可以说「神把众人都圈在罪里」。

这个说法可以回应到在这个说法可以回应到在
罗十一32神将众人圈在不顺服之中，特意要怜恤众人。
圣经把众人圈在罪里，好像被捕的鱼在鱼网当中无法逃脱

让我们看到神的宣判：神、圣经把众人圈在罪里，

但圈在罪里有一个美好的恩典等着赏赐给我们，

因为神的儿子代替我们所有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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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神的儿子代替我们所有的罪，
让我们可以因为信靠祂而得着称义的福分

23-25 保罗继续的从救恩历史的角度，来探讨律法在上帝计划中的地位，

三次提到「信」 所谓「信的道理」 22用了以基督为中心的「信」三次提到「信」，所谓「信的道理」。22用了以基督为中心的「信」。

原来信的原则是让我们思想到：因着基督的来临，就改变了一切。
律法原来是我的启蒙老师，就好像我幼稚园的那个老师，

但是没有任何人你长大了你还继续在幼稚园吧？我们必须要成长。

律法像我启蒙的老师，它有一个目的，是把我引到基督那里，让我可以因信称义。

保罗用了很多「都 全部」 来带出了「在基督里的」26-29保罗用了很多「都、全部」，来带出了「在基督里的」，
把亚伯拉罕跟外邦的世界连结在一起。

27、28、29有一个新的团体产生：在「基督里的人」构成了「在基督里的团体」，27、28、29有 个新的团体产生：在「基督里的人」构成了「在基督里的团体」，
「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16就过渡到 29「基督徒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非常奇妙的，这样的一个圣经清楚的阐释，我们就会看到一个新的团体开始了，
那是在基督里的人所聚集、所建立而成的，

彼前二9惟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 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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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感谢主，我们都在这个新的关系里。

谢谢主！

让我们清楚知道律法的目的和作用，

也让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已经因着知罪、悔罪、认罪，

而来到了基督的面前。

谢谢主你的宏恩大爱，谢谢主你救赎了我们，谢谢主你的宏恩大爱，谢谢主你救赎了我们，

把我们带进这样美好的一个新的团体里面，

让我们享受在地如在天的美好的肢体生活 谢谢主！让我们享受在地如在天的美好的肢体生活，谢谢主！

我们向主献上感谢，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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