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罗书信保罗书信保罗书信保罗书信 第廿八课第廿八课……

加拉太书 信心与律法的比较信心与律法的比较

播映操作小技术：滑鼠click各位置

目前播映片号/总片数 音量、全萤幕

目前时间/总播映时间暂停 课程纲要 可指定播映片号内容前后换片 暂停目前时间/总播映时间暂停 课程纲要，可指定播映片号内容前后换片、暂停

请按 开始播放

第廿八课第廿八课 信心与律法的比较信心与律法的比较第廿八课第廿八课 信心与律法的比较信心与律法的比较
加拉太书三1-24一-二章 福音的源头 ─ 从神而来

三-四章 为福音辩护：论证所领受福音的超然性

三1 24比较信心与律法 因为两者与称义都有关连三1-24比较信心与律法，因为两者与称义都有关连
多方引证「因信称义」的真理

律法真正的目的 与神应许的关系律法真正的目的、与神应许的关系

有丰富「信心教义」的讨论

保罗像是一位受神指示的神学家，

引导初信教会在信心当中扎根引导初信教会在信心当中扎根

第廿八课第廿八课 信心与律法的比较信心与律法的比较

「律法」 词共出现 次

第廿八课第廿八课 信心与律法的比较信心与律法的比较

三1-24「律法」一词共出现14次，

新约圣经中论述律法的目的之经典篇章。

律法有何作用？

什么是律法办不到的？

「因信称义」乃是借着信耶稣基督

信心与律法的比较
三1-24

在基督里的自由
三24-五1

加拉太教会的处境

犹太人企图诱惑初信的外邦人重返律法的约束下犹太人企图诱惑初信的外邦人重返律法的约束下。

保罗指出 他们刚从律法中得释放保罗指出，他们刚从律法中得释放，

使他们可以透过神的爱子 ─ 耶稣基督
与神建立 个全新的 亲密的关系与神建立一个全新的、亲密的关系。

基督徒既已靠信心而不靠行律法开始进入救恩的恩典基督徒既已靠信心而不靠行律法开始进入救恩的恩典，

现在是否应该回去行律法呢？

加力量给基督徒生命的 是圣灵还是人的努力呢？加力量给基督徒生命的，是圣灵还是人的努力呢？

赐圣灵给基督徒和行神迹，是借着律法还是信心？

保罗举证历历，帮助我们在信仰立场中反省、有根有基



‧基督徒的新经历‧亚伯拉罕之约‧律法有限的功用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click 左下角 继续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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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2 我只要问你们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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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受苦如此之多 都是徒然的吗 难道果真是徒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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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徒的新经历‧亚伯拉罕之约‧律法有限的功用

保罗责备他们的无知：

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3既靠 灵入门， 今 靠 身成

受圣灵和神赐下圣灵，是因行律法、还是听信福音？5

「耶稣基督代赎 替死 赐予自由和恩典」「耶稣基督代赎、替死，赐予自由和恩典」

难道还要靠肉身去行律法？

彷佛救恩不够完备吗？彷佛救恩不够完备吗？

已经领受了圣灵，圣灵就是救恩的凭据，

都是因为聆听 相信福音都是因为聆听、相信福音，

而不是因遵行律法。

领受救恩、圣灵的经历，都是靠信心入门的

‧基督徒的新经历‧亚伯拉罕之约 ‧律法有限的功用

亚伯拉罕的例子
信心与律法在救恩当中跟人生活的关系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click 左下角 继续课程

信心与律法在救恩当中跟人生活的关系

三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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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并且圣经既然预先那以信 本的人，就是 拉罕的子孙。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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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

罕 同得福罕一同得福。

‧基督徒的新经历‧亚伯拉罕之约 ‧律法有限的功用

创世记十五6 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

上帝应许亚伯拉罕 赐给他土地 后裔 国度 君王上帝应许亚伯拉罕，赐给他土地、后裔、国度、君王，
亚伯拉罕的信是在儿子以撒降生之前，

若不是上帝算他为义若不是上帝算他为义，

他绝不敢自己说自己是义人！

应许信神对他的应许必会兑现、就算为义，

生命的本质并没有提升、改变好一些。

义是与神之间有新的关系、经历 ─
有了神儿子的生命、圣灵、与神和好有了神儿子的生命、圣灵、与神和好

亚伯拉罕之约在律法之前颁布，不是因为行为，只是单因为信



‧基督徒的新经历‧亚伯拉罕之约 ‧律法有限的功用

信心与行律法的不同果效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click 左下角 继续课程

三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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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明显诅。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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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是成）了咒诅 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我们受（原文是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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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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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徒的新经历‧亚伯拉罕之约 ‧律法有限的功用

信心与行律法的不同果效

律法本身是带着咒诅的，

因律法要求人遵守全部律法，因 法要求人 守 法，

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
切之事去行的一切之事去行的，

就被咒诅。10；申廿七26

人按自己的力量是无法做到，

在神面前「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律法称义」。11

‧基督徒的新经历‧亚伯拉罕之约 ‧律法有限的功用

信心与行律法的不同果效

「律法原不本乎信「律法原不本乎信，
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三12

律法所要求的不是信心 而是行为律法所要求的不是信心，而是行为。

但叫人得生的是因信靠神而来的义 ─
哈巴谷书「义人必因信得生」

「因信得生」乃是从神而来的称义、

称义是因为信靠神，

「相信耶稣基督」

就成就在信靠主的人身上了。

‧基督徒的新经历‧亚伯拉罕之约 ‧律法有限的功用

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承受了律法的咒诅
申廿一23 「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申廿 23 「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

耶稣已经承担了律法当中的咒诅，

就把外邦 律法 的犹太就把外邦人、律法下的犹太人

都因相信耶稣而从律法之下赎出来，

使我 得着神的应许 称义 领受圣使我们得着神的应许 ─称义、领受圣灵。

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 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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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4

律法引导我们看见生命的限制；耶稣把我们赎出 ─ 这是福音



‧基督徒的新经历‧亚伯拉罕之约 ‧律法有限的功用

承受神赐的产业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click 左下角 继续课程

三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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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被那四百三十年以后的律法废掉 叫神预先所立的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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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

‧基督徒的新经历‧亚伯拉罕之约 ‧律法有限的功用

承受神赐的产业
不是靠守律法 而是凭着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

应许的约先律法早已存在，

不能废弃或增减 且在基督里已最终实现了

不是靠守律法，而是凭着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

不能废弃或增减，且在基督里已最终实现了。

神与亚伯拉罕立约，应许外邦人从弥赛亚蒙褔；

弥赛亚是从亚伯拉罕的后裔而出。三15-16

这应许是在颁布律法前四百多年所立的这应许是在颁布律法前四百多年所立的，三17

在后的律法不能把在前的应许废掉

我们仍然在这个约中，承受神所应许给亚伯拉罕的产业。

‧基督徒的新经历‧亚伯拉罕之约 ‧律法有限的功用

承受神赐的产业

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
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

指着 个人 就是基督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三16

亚伯拉罕的后裔

耶稣基督耶稣基督
至终带来使万族得福

‧基督徒的新经历 ‧亚伯拉罕之约‧律法有限的功用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click 左下角 继续课程

三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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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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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 使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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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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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徒的新经历 ‧亚伯拉罕之约‧律法有限的功用

律法有特定作用：
以色列人当年需要有一些引导和帮助，来扶持他们的软弱。

需要律法的教导，能够活出上帝选民的特质与圣洁。

把人「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三23

以色列人先被引导出埃及，得救在先，

然后上帝赐下律法，教导百姓如何生活；律法要求行为

道德律法：认识神是圣洁

律法要求行为

礼仪律法：藉献祭回到神的面前

民事律法：生活、动作与外邦民族不同民事律法：生活、动作与外邦民族不同

‧基督徒的新经历 ‧亚伯拉罕之约‧律法有限的功用

律法如何使人知罪：
律法的内容是「训蒙师傅」律法的内容是「训蒙师傅」

发现自己无法凭着行为达到神的标准

才了解什么是义 神的圣洁才了解什么是义、神的圣洁，

神用立约主动与我们建立恒久的关系

需要一位救主，使我们能达到神的义
神的标准藉律法已经表明，

不是行为能达到、成全的。

律法是「为过犯添上的」

目的为使罪显露出来、被定罪

‧基督徒的新经历 ‧亚伯拉罕之约‧律法有限的功用

律法的功用不是给人生命三21-22

律法建构我们与上帝之间准确的关系，律法建构我们与上帝之间准确的关系，

上帝让我们看见他对世界整个的计画、标准。

律法见证我们真的
无法达到那样的标准，

真的活出律法
─ 就是神的荣耀

我们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渴望恢复与神之间的关系

‧基督徒的新经历 ‧亚伯拉罕之约‧律法有限的功用

律法的功用不是给人生命

当耶稣来的时候当耶稣来的时候，
能够恢复律法当中

上帝所建构的情境上帝所建构的情境 ─

与神、与人、与世界的美好关系
信耶稣 称 达到律法的要求信耶稣、称义、达到律法的要求，

是得着生命的方式。

律法
有限的功能

引导我们进入 基督 释放我们
使我们得着

自由有限的功能
引导我们进入 基督 释放我们 自由



‧基督徒的新经历 ‧亚伯拉罕之约‧律法有限的功用

保罗从未说过神的律法与基督徒的自由
是互相抵触、不能调和的

三24 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
引我们到基督那里 使我们因信称义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

五15 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
所以要站立得稳 不要再被奴仆的轭挟制

基督 使我们得着

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轭挟制。

律法 引导我们进入 基督 释放我们
使我们得着

自由
三24 五1

不需要再回头，负律法的轭 ─ 奴仆的轭

‧基督徒的新经历 ‧亚伯拉罕之约‧律法有限的功用

不是把旧约律法当做「轭」来负上、要求行为，

而是自由的、遵行神旨意的生活状况，是 神旨意 ，

以律法的形式描述出来。

借着耶稣基督的义、生命，
成全在你我里面，

以致可以达到律法的要求：

不是凭着自己的行为
而是借着耶稣而来的义

我们是自由的，从里面产生一种力量，可以行在主的道中

祷告祷告祷告祷告
在你的圣洁、公义当中，

我们活在黑暗、里面一无良善！

你不是让我们一直沉沦、被定罪，

你赐下爱子要成为我们生命的救赎，

使我们不再被控告。

亲爱的耶稣让我们羡慕活在自由当中，

在信心里领受所加给我们的力量 生命 讨你喜悦在信心里领受所加给我们的力量、生命，讨你喜悦。

感谢你拯救我们，称我们为义，使我们成为属你的人。
使我们在圣灵中得生、得着能力，在生命与生活中荣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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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罗责备加拉太人的重点为何？

根据 三24 律法的功用是什么？



问题思想问题思想问题思想问题思想
保罗责备加拉太人的重点为何？

一1 3无知：1、3无知：
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

根据 三24 律法的功用是什么？

是训蒙的师傅，引人到基督那里因信称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