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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1.1-10） 

a. 從信的開首，保羅導出加拉太書的主題和寫作動機。保羅的書信比當時一般的書信長，前言的部份更是如此。 

b. 保羅強調： 

i. 自己使徒職分的來源乃在神（1.1）； 

ii. 基督所成就的救贖之工（1.4）； 

iii. 神作為父的行動與旨意（1.1b, 4b）； 

c. 加拉太眾教會是保羅親自建立的。在他離開以後，他們對真理上的態度竟有急促的轉變，出乎保羅所意料之外（1.6）。為

了挽回他們的錯誤，使徒保羅以最嚴厲的話責備，指出傳講別類福音的人該受咒詛（1.8-9）。 

 

1.1開場白（1.1-5） 

b. 保羅用問安開始這封信為的是要向他的讀者介紹他是這封信的作者並強調他的使徒權柄是從神而來。 

c. v.1「作使徒的保羅（不是由於人，也不是藉著人，乃是藉著耶穌基督，與叫他從死裏復活的父神）」 

i. 「使徒」（ajpovstoloß）= 「被差遣的」。但新約中使用這個詞時有更嚴格的意義，除了它泛指的意義以外（如徒 14.4, 

14; 林後 8.23; 腓 2.25），它指的是從基督領受特殊使命的人（即保羅與十二個使徒）。這亦似乎是保羅唯一的身份和

自我認識（腓 3:7-9），其他的身份角色也源於此。 

ii. 「保羅」（Pau'loß）：這個希臘的名字意思是「小」。他的希伯來名字是「掃羅」。他是便雅憫支派的猶太人（參 腓

3.5），背著以色列第一個王便雅憫人「掃羅」的名字。作為一個羅馬公民（參 徒 16.37-38; 25.10-12），他應有三個

名字：首名（praenomen），族名（nomen），和族中的名字／綽號（cognomen）。當時獲得羅馬公民身份的希臘人

或其他省份之人都會將自己的希臘名字作為「名字／綽號」（cognomen），我們相信保羅也是如此（而他的首名和族

名到沒有被新約記錄）。 

iii. 「不是由於人，也不是藉著人」：在以後所有保羅的書信之中，我們都看不見他要以一負（不是…也不是）一正（乃

是…與）的句法來說明他如何成為使徒（對比：羅 1.1; 林前 1.1; 林後 1.1; 腓 1.1; 西 1.1; 門 1; 弗 1.1）。 

iv. 綜觀加 1-2章所說的，似乎很清楚的是，保羅的對立者聲稱他的使徒職分是從人來的。具體地說就是從其他的使徒或是

從安提阿教會的領袖而來的（參徒 13:1），因此若他的教導有別於給予他權柄之人，他的職分就再沒有權柄的。 

v. 另外，對立者亦似乎聲稱自己擁有來自更高的耶路撒冷的權柄（參徒 15.1的描述）。在猶太人眼裡，耶路撒冷人別有

地位。因著耶路撒冷人的反對，其他地方的權威就不算數了。 

vi. 但留意保羅從開始就拒絕與對立者在這事上糾纏：說他的權柄來源是出自那個人或那批人是無意義的，保羅強調他的使

徒權柄是從神而來。 

vii. 「不是由於人，也不是藉著人，乃是藉著耶穌基督，與叫他從死裏復活的父神」：這是文學上的所謂「交叉」或稱「倒

影」（chiasmus）結構。簡單來說，是一對引用語的前後句的用詞交錯配列： 

A.  不是由於人（ajpj ajnqrwvpwn）， 

B.  也不是 藉著 人（dij ajnqrwvpou） 

B’. 乃是 藉著 耶穌基督（dia; #Ihsou' Xristou'）， 

A’. 與〔由於〕叫他從死裏復活的父神（kai; qeou' patro;ß） 

1. 問題：如此，耶穌基督是否只是神與人的居間者（intermediary）？是否次一等神？ 

2. 可以肯定，這不可能是保羅的意思。加 3.19-20清楚說明基督不同於摩西作為居間者。他是要指出，基督於他在大

馬色路上蒙召作使徒的經歷是主導並促成（「藉著」）者，而背後的委派是出於（「由於」）父神。 

3. 另外，再留意保羅形容父神的時候是以祂在基督「從死裏復活」的功能描述，可以看見保羅對基督作為神的身份的

肯定。對保羅來說，形容父神並不是以抽象概念或本體屬性來形容；卻是在功能上、救恩的角度上、以基督為中心

的焦點上，形容祂是叫基督「從死裏復活」的「阿爸！父！」（4.6）。 

4. 在信的一開始便以「父神」來形容信徒與神的關係是直接的，並不需要律法作補充（4.4-7）。 

d. v.2「和一切與我同在的眾弟兄，寫信給加拉太的各教會。」 

i. 「一切與我同在的眾弟兄」：保羅慣常在信上提到與他一起的同工（林前 1.1的「所提尼」; 林後 1.1; 腓 1.1; 西 1.1; 

門 1的「提摩太」; 帖前 1.1; 帖後 1.1的「西拉、提摩太」 ）。在這裡，應該是指保羅的同工，而且是加拉太信徒所不

認識的。 

ii. 「一切與我同在的…」（kai; oiJ su;n ejmoi; pavnteß）：是保羅指出他現在所寫的是獲許多人支持的。而若此信的成書為耶

路撒冷大會之前（徒 15），那應該是指他正身處敘利亞的安提阿的那些領袖（沒有巴拿巴？參 2.13）。 



加拉太書 1.1-10             January 14, 2007 

 2 

iii. 「加拉太的各教會」：是所謂的南加拉太一帶的教會。包括徒 13-14章提到的弗呂家一帶：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得

和特庇等地。 

iv. 「教會」（ejkklhsiva/）一詞本沒有特別神聖的地方，這字是由前置詞「出來」與「召集」合拼而成。這字最主要的用

意，本來是指民間的集合，後來成為教會的專用字，指的是從一般世人中被揀選的人。猶太人的集合則用 sunagwgh;n，

新約翻譯為「會堂」，是專指猶太人宗教的聚會或公開崇拜聚會的會堂。ejkklhsiva/的用法很多，可以指地方的教會（不

管信徒是否在一起敬拜）；可以指家庭教會；可以指如宗派的組織，甚至可以指普世教會。 

v. 加拉太書作為最早的書信，保羅並沒有如日後以「神的教會—在 XX」來形容（林前／林後）或是「XX在父神和主耶

穌基督裡的教會」（帖前／帖後）來指出教會的大公性（catholicity）和根源性。 

e. v.3「願恩惠、平安從父神與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歸與你們！」 

i. 「平安、憐憫」都是舊約裡的重要觀念，保羅及新約書信的用語顯然受猶太背景影響。其基本和主要的意義是一種「健

全的狀態」： 

1. 亦即全人在終極和末世性的意義上獲得拯救的狀態。 

2. 其次（次要的意義），平安指人因進入了健全的狀態而享受心中的平安。 

3. 不僅是中文的「太平」、「安全」、「無事發生」 

ii. 作為猶太人或會熟悉「憐憫和平安」（mercy and peace）的問候語，希羅文化則用「你好」（caivrein＝greetings），

但說「恩惠（cavriß）與平安（eijrhvnh）」（grace and peace），就定必有些驚奇，特別是保羅將賜恩惠的神—則我們

可以稱為「阿爸！父！」的神（4.6），和「耶穌」放在一起（如 1.1）。換言之，保羅將猶太的一神主義重新定義。

這是從他對舊約、法利賽派的信仰的了解和他在大馬色的經歷而來的（參 LXX 詩 46(7).5／帖前 4.16；LXX珥 2.32／

羅 10.9,13；LXX賽 45.22-23／腓 2.10-11）。 

iii. 「恩惠」（cavriß）：也常譯成「恩典」，是保羅所傳的福音中重要觀念，用此作為問安語，實在具有特別的意義，指

的是屬於神的孩子們不配得的恩惠。 

f. v.4「基督照我們父神的旨意，為我們的罪捨己，要救我們脫離這罪惡的世代。」 

i. 「基督」： 

1. 照父的旨意為我們的罪捨己。（留意保羅已經在短短的四節經文中三次描述神為「父」） 

2. 要叫我們脫離這罪惡的世代。 

ii. 「脫離這罪惡的世代」（ejk tou' aijw'noß tou' ejnestw'toß ponhrou'）：第二聖殿時期幾乎所有猶太人都將歷史分為兩大時

代：現今的時代（由邪惡的列國掌權），和未來的時代（由神完全掌權）。（參 賽 60.1-22; 65.17-25; 以斯拉二書

7.50; 以諾一書 91.15-17） 

         猶太人的末世觀：「末日」／「那日」 

舊／現今世代（撒旦的時代） 新／將來的世代（神掌權的時代） 

罪惡滿盈 聖靈臨在 

病痛 公義彰顯 

被鬼附 健康，沒有病痛 

惡人得勢 平安，太平 

但既然未來的彌賽亞已經來了，祂的死和復活乃是「新世代」的最大記號。保羅宣稱，基督徒如今乃處於未來時代的神

國之中。教會正在這個救恩新時代中等候主的再來。那時神會將救恩歷史帶至最高峰，公義、平安和慈愛會得以完全彰

顯： 

         新約的末世觀：「末日」／「那日」 

 
舊／現今世代 新／將來的世代 完全實現 

 基督的死和復活…………… 基督的再來 

 已然（already） 未然（not yet） 

 義的彰顯…………………… 完全公義的彰顯 

 恩典平安…………………… 完全平安的實現 

 健康、復原………………… 不再有病痛和死亡 

 聖靈來臨與同在…………… 與主面對面，完全同在 

如此，舊時代的觀念和傳統已經不適宜為這新的時代所繼承和沿用（6.14-15; 另參羅 12.1-15.13作為新子民生活樣式

的界定） 

iii. 在保羅的問候中，平安總是跟著恩惠後面，因為這是它們在邏輯上與現實中的關係。基督為我們的罪捨了自己是兩方面

的：在他整個地上的傳道期間，作為神的受苦的僕人捨了自己（參賽 53; 可 10.45），但他也作為最後的贖罪祭把自己

捨在十字架上。在這裡我們所看到的就是基督這兩方面的捨已。主捨己的目的就是我們可以從這個邪惡世代（就是掌管

基督兩次降世之間這段時期的世界）的控制之下被拯救出來。沒有基督的行動（恩惠），我們就不可能進入真正的拯救

（平安）。 

g. v.5「但願榮耀歸於神，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i. 「榮耀」：概指上帝的神性和屬天的光輝和他偉大高超的莊嚴。 

ii. 「但願榮耀歸與神」（wJ'/ hJ dovxa）：原文無動詞，但可以補充「是」這一個動詞（NIV: to whom be glory），表明榮耀

乃是神的特質，翻譯成「榮耀是屬於祂的」比較合適。因為本句沒有任何「希望／願望」的意思，而是對上帝的頌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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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保羅在這此寫下這讚頌句是明顯的：我們的得贖是來自神，而不是「以遵守法律為憑藉」（3.10）。而如果加拉太的信

徒能和保羅在此同說「阿們！」，他們將會驚訝之後的嚴厲警告！ 

h. 許多學者指出保羅在此問安，並不如他慣常所做的那樣為讀者向上帝獻上感謝，也沒有加上一些其他的描述而單單稱呼「加

拉太的眾教會」。於是強調這情形反映當時保羅和加拉太教會陷入何等決裂的情況中。但作為保羅所寫的第一封正典書信，

我們很難說保羅於這裡離了他的慣例，因為慣例在這時還未開始，我們要小心不要犯上時序上的詮釋謬誤。 

1.2督責與警告（1.6-10） 

a. 保羅訝異於加拉太人那麼快離開上帝去隨從別的福音。這樣做是要他們看清他們所行是極端愚昧的。保羅在這幾節中毫不矯

揉造作；一般的演說與書信起頭總是要對聽眾美言幾句，或禮貌性的致謝一下，但他卻直接從責備開始。這種文學型式，在

古代只出現於最嚴厲的書信。 

b. v.6a「我希奇你們這麼快離開那藉著基督之恩召你們的，」 

i. 「我希奇你們」（Qaumavzw o&ti）：古代信件中作者常用上「我希奇」一詞作為警告和責備收信人的開始。 

ii. 「這麼快」（ou&twß tacevwß）：這詞常用作了解加拉太成書日期的佐證。但更可能是，保羅在此將他們對比昔日的以色

列人（LXX出 32.8; LXX士 2.17）。他們到偏離了「道」（對比 徒 9.2; 19.9, 23; 22.4; 24.14, 22信徒作為「道」的跟

隨者） 。 

iii. 「藉著基督之恩召你們的」：指上帝，這句的句型強調上帝呼召的主動性（1.15; 5.8）。加拉太人的舉動是一面離棄上

帝，另一面是去歸向別的福音（1.6b; 4.9-10; 5.2-4）。 

c. vv.6b-7a「去從別的福音。那並不是福音，」 

i. 當然，與保羅對立的人並不以為這是「別的福音」。他們認為這只是一些補充。加拉太人的轉移，不算是合理的另類基

督徒觀點，而是對基督教完全的破壞。當福音（在基督裡的恩典）以摩西律法作為補充，所得的就不是一個完整、全然

成熟的福音。確切地說，這是嚴重的扭曲，並且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信息（Mcknight）。 

d. vv.7b-8「不過有些人攪擾你們，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無論是我們，是天上來的使者，若傳福音給你們，與我們所傳

給你們的不同，他就應當被咒詛。」 

i. 「不過有些人攪擾你們」：明顯地，與保羅對立的人也在「傳福音」。他們來自保羅之後。「攪擾」（taravssonteß）

這字與「平安」（v.3）的意思正好相反。 

ii. 保羅一直都以第三人稱稱呼那些在加拉太攪擾人的人，而以第二人稱稱呼他的讀者，這明顯地表明，假師傅是從教會以

外來的，而不是由教會內部產生的。 

iii. 「但無論是我們，是天上來的使者」：跟據 3.19，當時保羅的對立者可能自稱他們的教導是天使所啟示，因此保羅在

此斷言就是天使下來傳講別的福音也一樣要被咒詛（何況他們！）。值得留意的是保羅從沒有要求加拉太信徒效忠自

己，相反，他將自己放在相同可被「咒詛」的情況下。要效忠的是福音本身，而不是傳講的人。 

iv. 「與我們所傳給你們的」：是用過去時態，很明顯是指保羅在加拉太第一次所傳的福音。 

v. 「當被咒詛」：該讓神以審判的烈怒對待他們。無論是誰傳不同的福音就該被咒詛。使者若是扭曲信息，會受到法律的

懲罰。從前扭曲神的信息便是假先知（耶 23.16），而他們的刑罰是處死（申 13.5; 18.20）。 

vi. 在保羅看來，承認基督耶穌為彌賽亞在邏輯上就暗含了對律法的廢止。基督在保羅自己的生活中代替了作為他中心動力

的律法；基督也同樣在神的經營中，在神的拯救歷史程序中代替了律法。如果律法仍然在救恩與生活中起作用，那麼彌

賽亞的新世代就沒有出現，耶穌也就不是彌賽亞。 

e. v.9「我們已經說了，現在又說，若有人傳福音給你們，與你們所領受的不同，他就應當被咒詛。」 

i. 「我們已經說了，現在又說」：這是保羅過去已經說過的教導。 

ii. 「若有人傳福音給你們，與你們所領受的不同，他就應當被咒詛。」：這一段話顯示兩種含意： 

1. 福音是由一種可以傳講和領受的固定核心事實所構成，而且是具有規範性的，凡與此核心事實不同的都不能稱為

「福音」。 

2. 福音的權威在於福音本身，而不在傳講的人。 

iii. 所以福音的核心是可以被傳講的，是可以透過傳講與理性的聆聽而傳遞的，不需要透過獨特的經驗或默想才能體會到。 

iv. 從希臘文法來看，v.8是假設句（subjunctive），以 v.9則是事實了（indicative），不純是個可能。 

f. v.10「我現在是要得人的心呢？還是要得神的心呢？我豈是討人的喜歡嗎？若仍舊討人的喜歡，我就不是基督的僕人了。」 

i. 有人懷疑保羅為了討人歡心，刪減福音的要求。但保羅卻在這裡表明他堅持傳純正福音而不妥協的態度。 

ii. 「仍舊」：暗示保羅得救前的敬虔有討人喜歡的成分在內。 

iii. 保羅似乎被這些對立者指責獲取他聽眾的好感，或許是為了獲得眾多的信徒好增大他的名聲。他似乎被指責向一些人傳

講一樣的道理，而向另一些人傳講相反的道理（參 5:2, 11）。一些人是如何獲得這樣的結論是可以想象的（參林前

9:22）， 

iv. 「若仍舊討人的喜歡，我就不是基督的僕人了」：但保羅在本節中的論點是：我們只能是一個主人的僕人（「仍舊討人

的喜歡」）。保羅在這裡聲明，他言行一致地把基督作為他獻身的主人（對比 林前 10.33作為傳道的方法而非目

的）。 

v. 「僕人」（dou'loß）：保羅最喜歡的描述他與基督的關係的用詞是「僕人」（參羅 1.1; 腓 1.1;多 1.1），這詞也用來描

寫摩西（啟 15.3）、舊約的先知（啟 10.7; 11.18）、使徒（林後 4.5）、耶穌基督（腓 2.7）、信徒領袖（提前 2:24; 

雅 1:1; 彼後 1:1; 猶 1; 啟 1:1）、基督徒（徒 4:29;林前 7:22; 加 4:7; 弗 6.6; 彼前 2.16; 啟 1.1, 2.20）和所有新約中的信

徒（啟 19.2, 5; 22.3, 6）。 

vi. 討神的喜悅，不求人的歡心，是哲人常用的說法。取悅群眾的政客，在貴族圈中並不受歡迎，常遭公開的斥責。保羅將

他的對頭刻畫為要討人喜歡之人（6.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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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作為西方教會的果子，在文明社會作信徒的我們，對教義的衛護常是小心翼翼。我們的謹慎並非對真理的擁護；相反，我們常留

意著那些過份狂熱的信徒所做成的「破壞」。我們強調對話、包容和妥協。我們相信別人經歷主的見證也可以深化自己的信仰。

保羅豈不也在其他書信中建立對神旨意有不同了解的信仰群體嗎（羅 14.1-15.13）？但加拉太書卻在一次提醒我們某些版本的

「福音」確實是扭曲的，是要提防並拒絕的。 

留意保羅並不是咒詛教會以外非信徒的不信；卻是嚴重地警告信徒不要被那些用基督教的言語來宣揚另一種信息的人。可知道多

少異端最終變得荒謬可笑之前，他們都曾是很有異象和真誠？因此，我們不可能對二千年的教會歷史不聞不問。不能「鑒古」，

就不要期望我們可以「知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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