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防假教师

腓立比书 第十二课…

腓三1‐3
1 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
于我并不为难，于你们却是妥当。
2 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割的。
3 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
因为真受割礼的 乃是我们这以 神的灵敬拜、
神的灵敬拜
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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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1 保罗重复的提醒。当保罗说明两位同工的计画之后，
就开始把焦点放在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身上，
就开始把焦点放在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身上
一方面提醒他们要靠主喜乐，一方面也提出警告，
就是防范假教师在教会当中破坏信仰的基本真理。
三1 保罗再次称呼腓立比信徒是「弟兄们」，原文「我的弟兄们」，
加上「我的」，不是表示保罗拥有他们，而是保罗跟信徒有亲密的关系。
「我还有话说」 在保罗的书信当中是出现在两个方面：
「我还有话说」，在保罗的书信当中是出现在两个方面：
 有时候它是在书信的结尾，可以翻成「我还有末了的话」
 另外一个时候是作转接的功能，意思就是「我还有话说」
三1 属于转接的功能，保罗对信徒还有话要说，他对信徒的劝勉还没有结束。
保罗对信徒的劝勉是「你们要靠主喜乐」，希腊文直译「你们要在主里喜乐」，
「在主里」指信徒跟主连结的属灵现况是建立在主里的，
就是他们的属灵现况是基于与主连结，
如此一来 就显示出他们喜乐的根据 喜乐的范畴
如此一来，就显示出他们喜乐的根据、喜乐的范畴，
信徒之所以能够喜乐，是因为他们与主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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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接下来就指出，他把「这些话写给他们是于我并不为难」，
「这些话」原文的直译「这些同样的话」 是指保罗过去在工作的时候所说的话
「这些话」原文的直译「这些同样的话」，是指保罗过去在工作的时候所说的话，
就在三2‐11 再一次提出来，这些话就包括：
 三2 假教师的教训
 三5‐6 犹太人的自夸
 三5‐6回想他过去当法利赛人的情形
 三8他的转变
 三8‐11他人生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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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假教师的危险，以及那些不敬虔的例子，保罗所以在这个地方，重复地强调
基于假教师的危险 以及那些不敬虔的例子 保罗所以在这个地方 重复地强调
所说过的这些话，以致于他就接着说：「于我并不为难，于你们却是妥当。」
「为难」，是指令人厌烦或者是感到麻烦
「妥当」，是指安全的意思，表示保罗觉得再一次的告诉腓立比教会的信徒，
有关于律法主义的危险，是一件攸关安全的事，
中文标准本就把它翻成「对你们是一种保护」 ，
可以说是把这个字的意思清楚地翻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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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作恶的，在希腊文直译是「邪恶的工人」，工人就是指基督教的宣教士。
保罗称他们是邪恶的工人 是表示这些犹太的基督徒 宣教士，
保罗称他们是邪恶的工人，是表示这些犹太的基督徒
宣教士
他们虽然有宣教的工作，但是他们怀着敌意，企图要诱惑腓立比教会的信徒，
要他们放弃因信称义的道理，反而改遵守割礼的律法来得着救恩。
这些人的行径，就像是耶稣对法利赛人的责备一般，
太廿三15 耶稣说：「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
却使他作地狱之子 」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对他们如此的深恶痛绝
却使他作地狱之子。」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对他们如此的深恶痛绝，
因着这些假教师的误导，使得救的外邦人
背弃那唯一能够拯救他们的因信称义的道理。

这个段落的第二个部分是三2‐3，所讲的是提防假教师的主张…
第 2 节保罗就开始严肃起来，
保罗就开始严肃起来
 他警告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要防备假教师
 保罗对他们有三种描述：犬类、作恶的、妄自行割的，
从「妄自行割的」可以知道，他们就是那些的犹太主义者
「应当防备」希腊文直译是「你们看」，有提防、防备的意思。
保罗对这些的假教师的第 个描述是犬类 的意思就是狗
保罗对这些的假教师的第一个描述是犬类，的意思就是狗，
在第一世纪的时候，犹太人称外邦人是狗。
1 这个称呼是带有歧视的意味，
1.
 指外邦人在礼仪上是不洁净的，并且他们是在神的圣约之外
 保罗在这个地方，却完全扭转了犹太人传统的用法，
反而把犹太人用来称呼外邦人的词汇，
拿来称呼那些要借着割礼使外邦人洁净的犹太基督徒
这些自以为在圣约之内的犹太人 他们破坏了因信称义的道理
这些自以为在圣约之内的犹太人，他们破坏了因信称义的道理，
在保罗的眼中，反而是不洁净的狗，是在神的圣约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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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犹太律法、犹太主义者所做的，是在救恩上面加上功德。
由于他们是依靠律法而弃绝福音 并且是自己落在神的审判之下
由于他们是依靠律法而弃绝福音，并且是自己落在神的审判之下，
保罗当然不容许他们破坏因信称义的道理，就进一步的指出真受割礼的真义。
这个意思不是在肉体上行割礼，第3 节就用「因为」作为开始，
 这个连接词是要表示保罗为什么不称那些犹太主义者
所做的是割礼，而是割毁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是「我们」而不是「他们」是受割礼的，
是因为我们 是「我们」而不是「他们」是受割礼的
「因为真受割礼的」原文的直译是「因为我们是割礼」

在旧约里面，割礼是神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记号，
 这个记号有伦理上的意义，并且是指向内心的顺服，
这个记号有伦理上的意义 并且是指向内心的顺服
这种的内心的顺服就是内心的割礼
 内心真正受割礼的证据，就是在于以色列人完全的顺服神
旧约并没有要人的身体，用身体的割礼来取代心里的割礼，
甚至到了新约时代，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仍然了解属灵割礼的意义。
从保罗的观点来看，耶稣已经废除了割礼，
从保罗的观点来看
耶稣已经废除了割礼
因为旧约割礼的属灵意义，已经在耶稣的死与复活当中实现了，
因此基督徒就无须守割礼。
很明显的，那些犹太人的假教师，鼓吹行割礼才能够得救，
这种的道理对保罗而言，他们所行的不是割礼，而是割毁自己的身体而已，
因此称他们是妄自行割的，保罗故意使用「妄自行割的」这个字，
就是要来嘲讽他们的行为。
他们所做的 其实就跟异教徒的自割 自我伤害 是没有分别的
他们所做的，其实就跟异教徒的自割、自我伤害，是没有分别的，
他们这样子做，根本算不得是上帝的子民。

3. 妄自行割的，这个用词不是指割礼，希腊文直译是「割毁」，
同字根的动词，在七十士译本是指异教徒用刀划身，
包括在死人的身上跟活人的身上所做的；
或者是指自割，就是用尖锐的刀器、刀械来割伤自己。
这种的妄自行割的同字根动词在七十士译本
这种的妄自行割的同字根动词在七十士译本，
就是指这些异教徒的习惯，这些事情都是摩西律法所禁止的。

保罗在这个地方就提出「割礼」这个字，
可是「割礼」这个字，并不是按照字面来了解，
否则就跟那些犹太主义者的主张是没有分别的。
所指的割礼是象征性的含义，按照保罗的教训，
割礼的真正意义只有在基督里，
个人因着信心得以在基督里，并且是借着圣灵的工作才能够实现，
并且是借着圣灵的工作才能够实现
一个人因着信心得以在基督里
因此只有基督徒才是真受割礼的，才是真的以色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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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特色「在基督耶稣里夸口」…
「夸口」需要从犹太人的背景了解起：
 犹太人基本上相信守律法会带来尊荣与救恩，
这点就形成他们自信的基础
 相反的，受到属灵割礼的人就不再遵守律法，
因为耶稣已经为信徒成就了神的义

接着保罗就指出基督徒的三个特色，或者说真受割礼的三个特色…
3「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以及不靠着肉体的。」
「以神的灵敬拜 在基督耶稣里夸口 以及不靠着肉体的 」
第一个「以神的灵敬拜」，关键字「敬拜」，在古典希腊文是指着服事，
服事一个更高的权柄，在七十士译本都是用来指宗教上的服事，
不论是对真神的服事，或者是对异教神明的服事，都是用这个字；
敬拜这个字用在这个地方，不是指会友在聚会当中的敬拜，
而是指信徒透过生活当中的委身于神来事奉祂 保罗有意要形成 个对比
而是指信徒透过生活当中的委身于神来事奉祂。保罗有意要形成一个对比：
 以色列人外在的敬拜、跟基督徒属灵的敬拜之间的对比
 过去以色列人服事神，以及现在的基督徒服事神之间的对比
「以神的灵敬拜」的「灵」就是指圣灵，「以神的灵敬拜」的意思，
就是指事奉、敬拜神，是在神的灵的感动、或者是在神的灵的指导之下进行的。
基督徒是耶稣所带来，新世代当中得到拯救的人，他们有神的灵，
而这位圣灵会帮助他们，促使基督徒服事神、讨神喜悦，
这样的服事 不只是形式上的祷告跟敬拜 也包括整个生活
这样的服事，不只是形式上的祷告跟敬拜，也包括整个生活，
他们整个生命就成为对上帝一种持续不断地事奉与敬拜。

换句话说，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救赎的工作，
换句话说
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救赎的工作
使人可以因着信耶稣而称义，
如此 来，人跟神的关系就得以恢复，
如此一来，人跟神的关系就得以恢复，
而律法的目标就透过信耶稣实现了。
因此，人在神面前就没有可夸之处，
唯一可夸的就是耶稣，以及耶稣的救赎工作了；如同：
林前一31 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
加六14 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 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9

第三个特色「不靠着肉体」…
「在基督耶稣里夸口」的自然结果就是不靠着肉体，换句话说，
「在基督耶稣里夸口」的自然结果就是不靠着肉体
换句话说
 在基督耶稣里夸口是跟靠着肉体完全相反
 肉体在这一节所要表达的是指人一切所倚靠的事物，
从文脉来看，它是特别指 4‐6 所说的，
就是作为犹太人的好处，以及个人的努力所获得的成就，
因此就包括割礼
保罗在这个地方乃是要说明，犹太人试图倚靠宗教上的成就，
以此作为讨神喜悦的基础。
保罗在这一节，把神的灵跟肉体并列，显示在耶稣所带来的新世代当中，
人如果不是靠圣灵否则就是靠肉体，两者是无法并存的。
犹太主义致命的危险就在这个地方：
 他们不靠耶稣也不靠圣灵，却是靠肉体，使得他们所做的被神所厌弃
 靠着肉体代表得救的假方法，它是靠着一己的力量来获得救恩，
靠着肉体代表得救的假方法 它是靠着一己的力量来获得救恩
但这种的努力，在神的面前毫无功效也没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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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在腓立比教会当时有假教师的环伺，
在腓立比教会当时有假教师的环伺
并且随时以他们错误的道理来勾引信徒离开正统的信仰，
这样严重的事情，就使得保罗把这份对信徒的关心化作文字，
警告要提防假教师的错误，并且告诉他们真信仰的真谛。
保罗除了在 第1 节 重复劝勉信徒要靠主喜乐之外，
还把这些话告诉他们是因为要保护他们的信仰的缘故。
还把这些话告诉他们是因为要保护他们的信仰的缘故
保罗称这些假教师是犬类、是作恶的、是妄自行割的，
使信徒对这些犹太主义者的本质与作为有进 步的认识。
使信徒对这些犹太主义者的本质与作为有进一步的认识。
在提醒腓立比信徒有关假教师的危险之后，
保罗就接着指出真基督徒的三个特色，
就是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
这三个特色就跟假教师的主张完全相反，
并且这三个特色 也就是克制当时假教师错误道理的利器
并且这三个特色，也就是克制当时假教师错误道理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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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功课，为了要对照犹太主义者的错误，保罗以三方面的描述：
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
用这三方面来突显基督徒的特色。
在现实的生活当中，信徒需要防止或防备律法主义在生命当中的作祟，
基督徒不是靠着律法得救，但是得救之后却要遵守神的律法。
不过遵守神的律法跟律法主义是不一样的，
 律法主义是以律法取代神的地位，
律法主义是以律法取代神的地位
并且对神的律法有错误的了解与使用，然后加在别人的肩头上
 当神的律法被误用之后，它就成为律法主义自义的基础，是论断人的标准，
律法主义最后一定是走向自义跟自夸，
它既不是出于爱的动机，也对神的恩典跟怜悯陌生

可以学习到的功课…
第一方面
第
方面，保罗不只关心信徒在行为上是否讨神的喜悦，
保罗不只关心信徒在行为上是否讨神的喜悦
他更看重他们在教义上的正确性。
从保罗对于假教师的描述可以知道，他们最大的错误是靠肉体，
而靠肉体的具体表现之一，就是企图以遵守割礼来换取救恩。
功德主义的错误，不在于自己做得不够，
 而是在于否定或者是贬低上帝为救恩所作的工作
 是人所想到的方法，却不是上帝为人的救恩所提供的途径
保罗在这段经文所看重的，就是要信徒维护教会信仰的纯正，
而合乎真理的教义，对任何世代的教会都是重要的。
就实践的层面来看，信徒在教义上的扎根，
不只是自己的责任也是教会牧者所应该努力的方向，
所以要达到这个目标，个人就需要努力的自我充实，
教会也应该提供机会 使信徒接受真理的造就
教会也应该提供机会，使信徒接受真理的造就。
只有如此，信徒才能够在面对各种五花八门的异端邪说的时候，仍然屹立不摇。

13

律法主义注重是外在的表现，却完全忽略内在与神的关系，
甚至内心充满了污秽、败坏都不以为意。
犹太教本是恩典的信仰 但是法利赛人却把它变成律法的信仰
犹太教本是恩典的信仰，但是法利赛人却把它变成律法的信仰，
由法利赛人的错误里面，我们在基督里的人，岂能够不警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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