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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拉太书一-二

加拉太书大纲加拉太书大纲：

 一-二章 福音的源头 二章 福音的源头
所领受、所传的是「从神而来的福音」

 三 四章 为福音辩论 三-四章 为福音辩论
超然的福音 ─ 对比「混杂的福音」

 五-六章 福音的应用
圣灵的福音，应用、激励性的内容

保罗的见证：与福音密切相关

引述个人经历，
使我们对保罗有很多的了解使我们对保罗有很多的了解，

他的见证就证明了他的见证就证明了

这福音是

「从神而来的福音」

主要目的是要指出

「从神而来的福音」

呼召他作工的

是神，不是人是神，不是人

‧序言‧信息的神圣来源‧使命得到支持‧与彼得冲突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click 左下角 继续课程

一1 作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

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2 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写信给加拉

太的各教会。3 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与你们！

4 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

世代。5 但愿荣耀归于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6 我希奇你们这么世代。5 但愿荣耀归于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6 我希奇你们这么

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7 那并不是福音，

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8 但无论是我们，是

天上来的使者 若传福音给你们 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 他就应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

当被咒诅。9 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

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10 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

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

是基督的仆人了。



‧序言‧信息的神圣来源‧使命得到支持‧与彼得冲突

加拉太书的两个主题：

他作使徒是直接出于神的选召 1他作使徒是直接出于神的选召 1

耶稣基督的舍己替人赎罪
是人得救的唯 根源 4是人得救的唯一根源 4

使徒的身分「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使徒的身分「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
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 一1

保罗是蒙神直接委任作使徒，所传的福音是唯一的福音！

有些人在加拉太教会中传另一个福音，并不是福音，

它使人「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

‧序言‧信息的神圣来源 ‧使命得到支持‧与彼得冲突

他的信息是神的启示，
不是人的指点，而且受到早期教会领袖所确认。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click 左下角 继续课程

是 指 ，而 受 教会领袖所确认

一11 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12 因为我不是从

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13 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

太教中所行的事 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 14 我又在犹太教中 比我本国许多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14 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

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15 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

又施恩召我的神，16 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

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17 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作使徒的，惟独往

阿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士革。18 过了三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矶法，和他同住了

十五天 19 至于别的使徒 除了主的兄弟雅各 我都没有看见 20 我写给你们的不十五天。19 至于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我都没有看见。20 我写给你们的不

是谎话，这是我在神面前说的。21 以后我到了叙利亚和基利家境内。22 那时，犹太

信基督的各教会都没有见过我的面。23 不过听说那从前逼迫我们的，现在传扬他原

先所残害的真道。24 他们就为我的缘故，归荣耀给神。

‧序言‧信息的神圣来源 ‧使命得到支持‧与彼得冲突

所传的福音，是唯一真正的福音。
是他「从耶稣基督启示」所领受的 一12是他「从耶稣基督启示」所领受的 一12，

耶稣基督就是启示的内容。

蒙召的经历 一13-24

传道人写下自己的蒙召经历传道人写下自己的蒙召经历，
保罗提供一个示范的文件。

保罗所得的启保罗所得的启示，

指在往大马色路上

遇见主耶稣的异象，生命大转变

‧序言‧信息的神圣来源 ‧使命得到支持‧与彼得冲突

蒙召的经历

听说那从前逼迫我们的，现在传扬他原先所残害的真道。
他们就为我的缘故，归荣耀给神。一23-24

领
受
异

15天、与彼得、雅各同住
大马色 再度访问首次访问

异
象

大马色 亚拉伯 返回家乡 巴拿巴邀请至主后

信主 耶路撒冷耶路撒冷

大马色、亚拉伯
服事 3年

返回家乡
基利家的大数

巴拿巴邀请至
叙利亚安提阿服事

主后33 36 46

14年、省思曾受过的训练、教导，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



‧序言‧信息的神圣来源 ‧使命得到支持‧与彼得冲突

初代基督徒所受到的熬练
从律法主义的犹太教出来律 来

保罗归信基督之后，察验到底真或假

保罗经历从犹太教而来的逼迫保罗经历从犹太教而来的逼迫，

证明他是真正基督的使徒，

而不再是残害教会的扫罗而不再是残害教会的扫罗

保罗 14 年的「蛰伏」期间，」
哥林多后书见证

「三层天的经历」「三层天的经历」

隐藏与被察验的时间

‧序言 ‧信息的神圣来源‧使命得到支持 ‧与彼得冲突

保罗在外邦人中间传福音的使命，
得到耶路撒冷教会的犹太领袖的支持。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click 左下角 继续课程

得 路 冷教会 领袖的 持

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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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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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有名望的 论 是 等 都 神 外貌 那些有名望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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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我为外给那受割礼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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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只是愿意我们记念穷人 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行的10 只是愿意我们记念穷人；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行的。

‧序言 ‧信息的神圣来源‧使命得到支持 ‧与彼得冲突

服事被其他使徒接纳的过程二 1-5

经过十四年传道事奉后 保罗第二次回到耶路撒冷经过十四年传道事奉后，保罗第二次回到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的领袖私下见面和查问他。

问题的中心在于摩西律法在传福音事上的位置
二度访问

问题的中心在于摩西律法在传福音事上的位置，

特别是外邦人应否接受割礼的问题。

保罗坚持主张 外邦人不必受摩西律法的约束

耶路撒冷

保罗坚持主张：外邦人不必受摩西律法的约束。

保罗向使徒陈明所传的福音，

免得使徒否定他的宣教使命，

以致于不承认外邦信徒的地位，，

会造成初代教会的分裂。

‧序言 ‧信息的神圣来源‧使命得到支持 ‧与彼得冲突

服事被其他使徒接纳的过程 二1-5

保罗可以不需要向人交待保罗可以不需要向人交待，

但看见保罗留心的行「光明的事」：

传福音有果效 上帝验中他传福音有果效、上帝验中他

愿意向犹太人的使徒见证，

这是上帝的 作

行在光明中的榜样：

这是上帝的工作

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弭平犹太人、外邦人，文化、根基的鸿沟，

因福音的真理，两下合为一体



‧序言 ‧信息的神圣来源‧使命得到支持 ‧与彼得冲突

使徒们分受神不同的托付 二6-10

耶路撒冷会议决议：耶路撒冷会议决议：

保罗作外邦人的使徒

彼得作犹太人的使徒彼得作犹太人的使徒

教会领袖 － 彼得、雅各和约翰，

都同意保罗到外邦人中宣扬福音

用右手行相交之礼 二9

都同意保罗到外邦人中宣扬福音

用右手行相交之礼 二9

彼此成全 在犹太人和外邦人当中彼此成全，在犹太人和外邦人当中，

一样有福音的真理来服事、传扬

‧序言 ‧信息的神圣来源‧使命得到支持‧与彼得冲突

见证的总结

冲突证明他不是在人的管辖下传福音的冲突证明他不是在人的管辖下传福音的，
包括来自耶路撒冷的使徒。

保罗对

「犹太律例强加于基督徒身上」

的问题，深感不安，

举证教会的柱石彼得，

在这问题上也作出妥协，

保罗认为攸关福音真理，

绝对不能妥协！

‧序言 ‧信息的神圣来源‧使命得到支持‧与彼得冲突

这场冲突
是保罗从耶路撒冷返回安提阿后不久发生的是保罗从耶路撒冷返回安提阿后不久发生的。

第一次见面 (主后36年于耶路撒冷) 同住了15 天
第二次见面 (主后46年于耶路撒冷)第二次见面 (主后46年于耶路撒冷)

保罗与彼得在福音事工上携手合作
第三次见面 (主后46 47年于安提阿)第三次见面 (主后46-47年于安提阿)

彼得代表耶路撒冷教会到外邦教会来巡查，

保罗公开责备彼得保罗公开责备彼得，

指斥他对犹太基督徒及外邦基督徒
有两副面孔 两个标准有两副面孔、两个标准。

‧序言 ‧信息的神圣来源‧使命得到支持‧与彼得冲突

陈明问题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click 左下角 继续课程

二11 后来，矶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后来，矶法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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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他们行也都随着他装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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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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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一人因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 人因

行律法称义。



‧序言 ‧信息的神圣来源‧使命得到支持‧与彼得冲突

陈明问题

彼得同意「外邦信徒不受律法的约束」彼得同意「外邦信徒不受律法的约束」
起先和外邦信徒一起用饭，

后来「因怕奉割礼的人后来「因怕奉割礼的人，

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12

彼得衡量形势、不理会福音，
在从耶路撒冷来「奉割礼的人」压力下让步。

「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假」13

外邦信徒被贬为次要的，教会的合一大受影响

保罗对彼得提出尖锐的指控 －「行为与福音的真理不合」

‧序言 ‧信息的神圣来源‧使命得到支持‧与彼得冲突

陈明问题

人与人之间产生冲突的时候人与人之间产生冲突的时候，
容易有意气之争、人身攻击；

保罗绝对不是这样做保罗绝对不是这样做，

是攸关福音真理、

信徒的信 教会的合信徒的信心、教会的合一，

所以有这样的举动与言词。

保罗从问题申明「福音到底是什么」？

像彼得这样的犹太基督徒，对福音应有的正确诠释；像彼得这样的犹太 督徒，对福音应有的正确诠释；

「得救是靠基督，而不是基督加上律法」

‧序言 ‧信息的神圣来源‧使命得到支持‧与彼得冲突

申明福音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click 左下角 继续课程

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 却仍旧是罪人 难道基督是叫人二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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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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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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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言 ‧信息的神圣来源‧使命得到支持‧与彼得冲突

彼得的行为与福音的基本信息相违。

「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二16「 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二 6

保罗指出：得救恩并不是靠守摩西律法，

「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 人因行律法称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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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

信徒借着信，与基督联合，

基督既「因律法死了」，信徒也就「向律法死了」，基督既「因律法死了」，信徒也就「向律法死了」，

且有基督复活的新生命，从此信靠基督，为神而活。



‧序言 ‧信息的神圣来源‧使命得到支持‧与彼得冲突

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二20

人的努力 ─ 如遵行律法，
如果能叫人在神面前得称为义，

基督就是白白替我们受死了。

基督受死
成全了「律法当中的义」成全了「律法当中的义」

使我们因信基督

都得称为义都得称为义

祷告祷告祷告祷告
谢谢耶稣让我们看见

福音的真理是那样的绝对、真切，

我 是 在 典 真 基我们是站在恩典和真理的基础上。

有神 子的 命你使我们拥有神儿子的生命，

在因信称义的恩典中、活出平安喜乐生命的真实。

祝福我们是一个有影响力的生命，
是一个带给别人福音盼望的人。

问题思想问题思想问题思想问题思想 Click 左下角 可以阅读解答

在 一1-10 保罗点出加拉太书的哪两个主题？

根据 二7-8 决定根据 二 决定
保罗奉派向外邦人 作使徒

彼得奉派向犹太人 作使徒

问题思想问题思想问题思想问题思想
在 一1-10 保罗点出加拉太书的哪两个主题？

一 他作使徒是直接出于神的选召 一1. 他作使徒是直接出于神的选召 1

二. 耶稣基督的舍己替人赎罪

是人得救的唯一根源 4

根据 二7-8 决定

是人得救的唯一根源 一4

根据 二 决定
保罗奉派向外邦人 作使徒

彼得奉派向犹太人作使徒
外邦人
犹太人得奉 犹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