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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拉太書 3.1-9 

 
3. 就對立人仕所傳的福音作神學性駁斥（3.1-5.1） 

3.1. 基於靈恩的體驗（3.1-5） 

3.2. 基於對亞伯拉罕的應許（3.6-29） 

3.2.1. 對亞伯拉罕的祝福包括外邦人（3.6-9） 

第五週第五週第五週第五週 

3.2.2. 基督的死從律法的咒詛中釋放了以色列（3.10-14） 

3.2.3. 神約的應許先於律法（3.15-18） 

第六週第六週第六週第六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就對立人仕所傳的福音作神學性駁斥（3.1-5.1） 

a. 當保羅在 2.15-21 引述「安提阿事件」所引發的神學辯證，他是針對一般猶太基督徒的問題，如何因基督信仰的緣故而（需

要）有的新觀點。現今，保羅轉過來直接針對外邦基督徒的疑問來講解。作為外邦人，本來與神的應許無分，與神的子民沒

有任何關係，現在又怎樣麼？基督信仰對外邦人又帶來甚麼轉變呢？難道外邦人必須加入猶太人團體，接受猶太人的律法和

禮教，才算是堂堂正正的「亞伯拉罕子孫」嗎？ 

b. 這個保羅當然不認同。3.1-5.1 也就是他對基督信仰和猶太傳統的詮釋，他針對對立者的攻擊，對加拉太信徒提出勸告。當

中，保羅提醒加拉太信徒的聖靈經驗、對（舊約）聖經的詮釋，並說明救恩歷史的架構和因此而有的神學推論。 

 
3.1 基於靈恩的體驗（3.1-5） 

a. 保羅希望說明在得救一事上，基督教信仰超越猶太教。他首先提出加拉太人已藉聖靈成為基督徒，詫異他們受何方驅使，竟

想轉回守猶太律法；保羅認為守律法就是想靠「肉體」得救。 

b. 本段可以歸納成三個問題： 

i. 誰迷惑了你們？（3.1） 

ii. 靠行律法，還是靠信福音？（3.2, 5） 

iii. 既靠聖靈開始，還靠肉體成全？（3.3-4） 

c. v.1「無知的加拉太人哪，耶穌基督釘十字架，已經活畫在你們眼前，誰又迷惑了你們呢？」 

i. 保羅在 2.20-21 提到那使他經歷更新的基督之恩，這引至他在此提醒加拉太信徒他們自己因聽信福音後的經驗。 

ii. 「活畫」：以前寫過、公開寫出、公開宣佈、公開招貼。 

iii. 「迷惑」（ejbavskanen）：「勾引入歧途」的意思。這是指咒語的邪惡影響力，或是指「邪惡之眼」，即一種具法術效

果的嫉妒眼神。 

iv. 優秀的演講者常能用戲劇化的動作，和生動的敘述，在聽眾眼前將所敘述的事，活潑的呈現出來。所有古代寫到公眾演

說的人，都強調演說必須如此生動，讓所講述的事就好像發生在聽眾的「眼前」一樣。 

v. 此處保羅顯然是說，透過自己的生活，他把釘十架的情景活現在他們面前（2.20）。這也和應著 6.17「我身上帶著耶

穌的印記」。保羅因傳福音而致的傷痕，正是他與基督同釘十字架（2.20）的記號，這叫看見的人深深感受福音的震撼

（參 林後 4.10-11）。 

vi. 但這與此討論有甚麼關係？保羅希望藉重提加拉太信徒昔日信主時對基督釘身十架的了解和驚訝，來顯出現在對基督的

死所帶來的更新和改變作減低的嘗試都是不合理的。 

d. v.2「我只要問你們這一件：你們受了聖靈，是因行律法呢？是因聽信福音呢？」 

i. 「受聖靈」：原文時態顯示是過去的事實。這是保羅首次在信中提到「聖靈」，也成為之後信中的主要論點：聖靈作為

單獨的證據已經足夠說明加拉太信徒被接納成為神兒女的事實，因此對立者要求他們行割禮是荒謬和多餘的。 

ii. 「問」：「請教」的意思。這當然是設問式的修辭技巧，因為答案只可能有一個，就是「因聽信福音」（那時對立者還

沒有來到！）。 

iii. 「因行律法」（e~rgwn novmou “Works of the Law”＝「律法之工」）：參 2.15-16 的筆記。簡單來說，那是用以區分猶太

人和外邦人的文化符號。保羅卻要說明所有基督徒也是「因信稱義」，因此猶太信徒並不比必須憑信心來到神面前的外

邦人更具優勢。 

iv. 「聽信福音」：原文只有「聽」（ajkoh'ß）「信」（pivstewß;），意思可能有多個： 

「因聽信」（ejx ajkoh'ß pivstewß;）的可能解釋： 

當「聽」（ajkoh'ß）解作「聆聽」（＝ “hearing”）： 

a. 「信」（pivstewß;）＝「相信」（＝“believing”） �「是因用信心來聽」。 

b. 「信」（pivstewß;）＝「信仰」（＝“the faith”） �「是因聽那信仰（＝福音）」 

當「聽」（ajkoh'ß）解作「所聽的」＝「信息」（＝“message”）： 

c. 「信」（pivstewß;）＝「相信」（＝“believing”） �「是因能引至相信的信息」 

d. 「信」（pivstewß;）＝「信仰」（＝“the faith”） �「是因信仰（＝福音）的信息」 

 
從加 1-2 的發展和帖前 2.13 的支持，我們覺得（c）比較貼近上下文。保羅強調「受聖靈」不是人行動的結果，而是神

的主導。3.5 的「那賜給你們…」亦說明這點。聖靈不是因著人的好處、行為或功績而賞賜給人的。 

v. 有人以為，某個世代的人無法領受聖靈，是該世代不配得。但是加拉太基督徒的經歷正相反，他們一離開異教，就領受

了聖靈；這樣的經歷符合基督徒的教導，即在基督裡聖靈澆灌神子民之事已經實現了（參徒 10-11（特別是 10.44-

48）的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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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v.3「你們既靠聖靈入門，如今還靠肉身成全嗎？你們是這樣的無知嗎？」 

i. 「入門」：開始之意。 

ii. 「肉身成全」：「肉身」指人的自然身體。割禮就是用自己的身體來試圖達至「完全」。對保羅來說，這是「無知」的

表現。 

iii. 當我們以「反照法」來重讀經文，就可以看出對立者堅持，「完全」或完整（參創 17.1-14）的基督教包括遵行律法。

猶太教強調，猶太人得救是因著恩典，可是凡拒絕律法的猶太人便是失喪的人；在他們看來，外邦人皈依猶太教，也需

要藉遵行一切律法的細節，來證明他們是真正的歸信。 

f. v.4「你們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嗎？難道果真是徒然的嗎？」 

i. 「受苦」（ejpavqete）：可譯為「經歷」，或者「受苦」或「忍受」之意。亦即如果沒有前後文的理由，此處的「經

歷」可以指壞的經歷，亦可以是中性或好的經歷。不過此處因為上下文的關係，有認為應解釋做好的經歷：「你們經歷

如此之多…」（對比 4.29; 5.11; 6.12, 17）。另外，值得留意的是，南加拉太教會也有許多受逼迫的記載（徒 14. 2, 5, 

19, 22）。 

ii. 保羅是問，他們靠恩典皈依，後來得到的經歷，是否都屬無意義？援用讀者的親身經歷，是最卓越的目擊見證辯論法，

在修辭學上非常有效。 

g. v.5「那賜給你們聖靈，又在你們中間行異能的，是因你們行律法呢？是因你們聽信福音呢？」 

i. 「行」異能：運行，運用能力，產生。 

ii. 因著恩典，他們不但得以皈依，而且還不斷經歷到神蹟（參林後 12.12）。雖然古代的人比現代世俗人士對神蹟的態度

更開放，然而若一個宗教團體當中經常經歷神蹟，就連當時的人也會刮目相看。 

iii. 這句與 3.2 對應著，但保羅在此加上這些事的來源作提醒：「那賜給你們…」。一切是出於神的主動。基督徒的起頭是

由於聖靈，基督徒的繼續還是由於聖靈。既然聖靈已入心中，祂必要成全一切，不必我們的肉身來代勞（正因如此，順

服神便變成相當重要）。 

 
3.2 基於對亞伯拉罕的應許（3.6-29） 

a. 保羅多次提到摩西的律法，又提到先知，他乃是根據聖經將信心之道（3.6-9, 14）與按律法的行為（3.10-13）兩相對比，

與 3.5 的筆法相同。外邦基督徒的相信，與亞伯拉罕一模一樣，也正是過去加拉太信徒所經歷的。 

b. 保羅所用的「約」一字，希臘人常用來指「遺囑」（在人死時才開啟的法律文件）。雖然保羅是指舊約的「聖約」，而不是

指「遺囑」，然而他可以運用後者的法律意味。 

c. 保羅指出律法揭示人類的需要，及顯露它無法賦予生命，藉此為基督鋪路。保羅稱律法為我們的監護人，作用是保護和引導

兒子，直至他成年獨立（3.19-29）。 

d. 嚴格來說，保羅不是說他的對立者的釋經不正確，而是這樣的詮釋已經完全不適用於基督在十架上成就的新世代和群體。這

樣，保羅在這段落的討論和方法就成了我們作為「十架後」的神的子民，如何了解舊約聖經的起始點。 

 
3.2.1 對亞伯拉罕的祝福包括外邦人（3.6-9） 

a. 討論中提到亞伯拉罕，可能因為對方堅持只有亞伯拉罕子孫才能承繼神的產業，而割禮就被視為立約子民必要的印記。但保

羅指出甚至亞伯拉罕也是因信稱義，而非靠賴律法（3.6-9）。 

b. v.6「正如亞伯拉罕信神，這就算為他的義。」 

i. 「算」（ejlogivsqh）：「歸入」、「算為」、「算入」。 

ii. 保羅引用創 15.6，並不只是因為當中討論到「相信」和「義」，更重要是因為這是猶太人常愛用的經文，顯示亞伯拉

罕是信心工夫的榜樣。但保羅的解釋不同於傳統的猶太式解釋；他要說明的是神算亞伯拉罕為義的時間是先於亞伯拉罕

接受割禮（羅 4.9-12）。 

iii. 亞伯拉罕的故事基本上並非關於割禮和順服的故事，而是一個相信神的應許的故事。 

c. v.7「所以，你們要知道：那以信為本的人，就是亞伯拉罕的子孫。」 

i. 「以信為本的人」：直譯是「那出於信的人」。這是保羅的一貫用語（參羅 4.16; 14.23）。表明被上帝收納是「出於

信心」而非來自「血緣」。 

ii. 「就是亞伯拉罕的子孫」：中英文聖經沒有翻譯「這些」（ouJ'toi ＝ “these”）一詞，因此將保羅的強調大大減輕了：

「你們要知道，所以，那因著信為獲得身份之人，這些是亞伯拉罕的子孫！」 

iii. 猶太人用「眾子」（＝「子孫」），有時是按字面（指生理的後代），有時是喻意（凡舉止如同道德先輩者）。他們通

常用「亞伯拉罕的子孫」指猶太人，但偶爾也會指那些出類拔萃的義人—不過猶太人從來不會將這個稱號加在外邦人身

上。但保羅在此卻要顯明，凡像亞伯拉罕一樣相信的人，就是他的孩子。 

d. v.8「並且聖經既然預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稱義，就早已傳福音給亞伯拉罕，說：萬國都必因你得福。」 

i. 聖經在此被擬人化（hJ grafh;），似乎是聖經預先看清楚因信稱義的道理。 

ii. 由於外邦人能像亞伯拉罕一樣相信（3.7），所以他們也可以像他一樣被稱為義。正如一位優秀的猶太解經者，保羅援

用另一段處理亞伯拉罕之應許的經文（創 13.3-18.18; 17.4-5; 22.18），來證明他從這段經文所推得的道理。 

iii. 神的旨意向來便是要得著外邦人，在亞伯拉罕的故事一開頭，就已經寫明這一點。在猶太人的思想中，義人（以色列

人）是在亞伯拉罕裡面得救；在此，信主的外邦人乃是在他裡面得救（蒙福）。 

e. v.9「可見那以信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亞伯拉罕一同得福。」 

i. 「有信心的亞伯拉罕」：正確的翻譯應該是「亞伯拉罕的信實」。對保羅來說，亞伯拉罕將他的信心放在神那裡，這就

是他的信實。亞伯拉罕的祝福是為一切人而設的，亞伯拉罕的兒女就是那些將自己的身份建基於信靠神的應許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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