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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保羅的見證 也是保羅的自傳
 ◆ 保羅的自傳從本質上是他對 基督
的福音 忠誠的寫照

 ❖ 神呼召他傳福音 1:16  
 ❖ 他是福音的辯護者 2 1-10
 ❖ 他指責行律法的人 2 11-14  
 ❖ 他提出福音的精髓 2 15-21

 ◆ 保羅的自傳見證了
 ❖ 他是福音忠誠的代表
 ❖ 他具有使徒的權威
 ❖ 他譴責對福音不忠的信徒

 ◆ 以他自己是猶太人的經歷
 ❖ 他知道自己因相信基督被稱義
 ❖ 他不是因行律法而被稱義的
 ❖ 同樣的邏輯 對外邦人而言

 ♦ 只能通過對基督的信稱議
 ♦ 不是因律法的作為來稱義

 ◆ 保羅闡述了自己的經驗來證明
 ❖ 人被神稱義只有相信耶穌基督
 ❖ 人遵守律法是得不到神的救贖
 ❖ 十字架是稱義的新生命的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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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弟兄們 我告訴你們 我素來所傳的福音不是出於人的意思 12因為我不是從
人領受的 也不是人教導我的 乃是從耶穌基督啟示來的 13你們聽見我從前在
猶太教中所行的事 怎樣極力逼迫 殘害神的教會 14我又在猶太教中 比我本
國許多同歲的人更有長進 為我祖宗的遺傳更加熱心 15然而 那把我從母腹裡
分別出來 又施恩召我的神 16既然樂意將他兒子啟示在我心裡 叫我把他傳在
外邦人中 我就沒有與屬血氣的人商量 17也沒有上耶路撒冷去見那些比我先做
使徒的 唯獨往阿拉伯去 後又回到大馬士革 18過了三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見磯
法 和他同住了十五天 19至於別的使徒 除了主的兄弟雅各 我都沒有看見 20
我寫給你們的不是謊話 這是我在神面前說的 21以後我到了敘利亞和基利家境
內 22那時 猶太信基督的各教會都沒有見過我的面 23不過聽說 那從前逼迫我
們的 現在傳揚他原先所殘害的真道 24他們就為我的緣故 歸榮耀給神



3基督教新生命宣道會

1/3
��㈀␥⋲褕㓲✫荋≁⋲褕㓲倁≧㔡⎔䥥䱰櫔⃮㤐ⓛ㢝↛䥥㏰㋾珯��⧁䎛㓲⃮㤐㉿↛
蚘⚸䥥褕⅀⃮㤐↛窔碿㓲䥥褕ℤ㤐㉿翂䴭⫛䩄瘆䰛≧䥥珯

1. 保羅稱加拉太基督徒為他的 弟兄 在神的恩典中彼此是家庭的成員
2. 這是保羅加強語氣的方式 我想清楚地說明 福音的真理

1) 他要捍衛基督教信仰的核心
2) 他要防止假教師險惡和顛覆性的攪擾  

3� 保羅也會用否定的型式表達他的意願
1) 我不希望你們不知道 羅馬書1 13
2) 我們不要你們不曉得  林後1 8
3) 我們不願意弟兄們不知道 帖前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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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羅並沒有試圖捍衛某些神學立場 而是他在加拉太傳講的福音
1) 不是由人編造成的
2) 不是從 傳統 的教導得到的

2. 猶太人的信仰和習俗是以 傳統 一些方式傳承的
1) 保羅在耶路撒冷的加瑪列爾學校學過 拉比 的教法
2) 保羅的福音不是死記硬背和反復學習的東西
3) 保羅沒有在特定的耶路撒冷基督教學校裡學習福音

3� 保羅宣稱他所傳的福音與所有先前的教導和傳統是絕對獨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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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羅的爭論
1) 不是他的福音與其他使徒的福音有什麼不同
2) 不同於其他使徒的是他單獨從耶穌得到的福音

2. 可以肯定的是
1) 在保羅迫害基督徒時 他就對基督的信仰就了解很多 使徒行傳8 3
2) 在通往大馬士革的路上 保羅得到了改變的啟示

(1) 啟示的源頭是神
(2) 啟示的內容是基督 使徒行傳9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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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羅成為基督徒前的經歷
1) 他相信和遵守猶太教最嚴格的傳統
2) 他不遣餘力地去迫害基督徒 參見使徒行傳22 4 26 9

2. 保羅表明他以前的經歷不能阻止他為對 基督福音 積極的回應
1) 保羅認為加拉太人已經對他以前迫害基督徒有所了解
2) 毫無疑問 他們是從保羅親口聽到這個消息的
3) 保羅從來沒有掩飾過他在成為使徒前可恥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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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羅描述神的主權和主動權
1) 神把保羅分別出來
2) 在一個個特定時刻 保羅被神呼召
3) 保羅成為基督徒是神的揀選和恩典的結果
4) 神通過保羅啟示了他的兒子

2. 神樂意啟示基督
1) 在保羅心裡啟示了基督
2) 經由保羅啟示了父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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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羅被分開 被呼召的目的
1) 成為神兒子啟示的工具
2) 成為向外邦人宣告耶穌基督

2. 保羅使徒的使命
1) 不僅僅是使徒
2) 更是外邦人的使徒 參見使徒行傳9:15

3� 猶太人的基督徒並不同意保羅
1) 他向外邦人傳 恩典救贖 的福音
2) 他傳的福音沒有加上猶太律法的救贖觀念



9基督教新生命宣道會

��䐗勭褕掄㕫㓲㉿㺮肿寂ⓧ┆ⓛ≧褕⚩㢞㍊⛍㓲䥥䰿褕��㣃䐗㳣㏰⻨↷⸱瘆䰛⨉
㓲㊤寂褕⛌㓲㕫↷⎔⨉⯷蓽↛ℎ褕㓲⼒㽳竑脠⽍嬡㼄䥥↛瘁撰褕��⅀㽳竑⃫翂惐
穞疂⚜屬掄瓳篆㓲⌻≠㉳䥥褕⠐䙉㉡椠㖪∐⚜褕祱⚩⦿┑Ⰸ沍⯌橊珯

1. 保羅強調他在成為基督徒之前和之後都沒有收到別人的信息
1) 他確認自己以後也不會受人為的影響
2) 保羅在被呼召之後遇見了其他基督徒 但他並未向他們諮詢教義
3) 保羅覺得不需要與大馬士革的基督徒進行協商
4) 保羅覺得與耶路撒冷的基督徒進行協商的需求就更少了

2. 猶太人的基督徒認為在耶路撒冷才是使徒 保羅反駁說他也是使徒
1) 保羅承認十二個使徒 但他不承認與他們有任何不同
2) 保羅宣稱自己是使徒的依據是奉神的旨意和基督的呼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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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羅沒有得到他或其他大馬士革基督徒的幫助
2. 保羅證明他傳的福音是超自然的 是藉著聖靈的啟示而成長的

1) 表明他是被基督親自呼召和委託
2) 證明他與耶路撒冷教會第一次會面之前 他就已經開始傳福音了

3� 根據新的啟示保羅不需要別人的建議 而是需要安靜的思考
1) 不是說保羅沒有在大馬士革傳福音就立即去阿拉伯
2) 而是保羅後沒有去耶路撒冷或與那裡的使徒商量
3) 加拉太的反對者指責他擁的福音 都是從他之前的使徒那裡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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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的是保羅被呼召三年後 而不是指他從阿拉伯回到大馬士革的時間
2. 保羅並不關心按時間順序排列的準確性 而是駁斥對他的虛假指控
3� 保羅要證明他第一次到耶路撒冷是發生在

1) 他被呼召之後
2) 他傳福音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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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羅在彼得耶路撒冷的家裡住了十五天
2. 保羅拜訪彼得是為了要瞭解 耶穌

1) 屬世的生活 所行的神蹟和教導 死與復活的事件
2) 根據教會的傳統 馬可福音的材料是彼得提供的

3� 保羅當然盡可能多地了解彼得的呼召 他在凱撒利亞腓立比對基督的認罪 他
的三次 不認主 以及隨後被基督復活的情行

4. 保羅沒有尋求彼得對他傳福音的確認和授權
5. 保羅在 主的事 上尋求密切的團契 在共同使徒的使命中尋求戰略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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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羅聲稱 除了耶穌的兄弟雅各以外 他沒有看見其他使徒
1) 保羅有一段時間可以認識其他著名的使徒
2) 保羅在其餘的使徒中只遇到了主的兄弟雅各
3) 雅各是耶路撒冷教會的領袖 參使徒行傳12:17

2. 為了強調他剛才所說的事實的真相
1) 面對猶太人的指控 他們歪曲了他與使徒的關係
2) 保羅宣誓稱神為他的見證 他說的都是實話

3� 保羅可能打算在耶路撒冷停留更長的時間 這十五天他也在傳福音  他與希臘
化猶太人的辯論導致他們想要害死他 使徒行傳9:2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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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當耶路撒冷的基督徒發現謀殺保羅的陰謀時
1) 他們陪著他到了港口城市該撒利亞
2) 並把他送到了大數 Tarsus

2. 從某種意義上講 保羅在敘利亞和西里西亞確實是保羅的 第一次宣教
3� 敘利亞和基利家

1) 從公元前25年開始到公元72年是羅馬的一個省
2) 該省覆蓋了小亞細亞的東南部地區
3) 保羅的故鄉大數 Tarsus 是基利家 Cilicia 的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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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羅馬的猶太省 Judea 所覆蓋的地理區域大致相當於以色列目前的狀態 包括
加利利 撒馬利亞和猶大地區 即耶路撒冷市周圍的領土

2. 這些是為履行耶穌的使命而建立的最早的基督教會
3� 這些教會是早期的信徒 在耶路撒冷和猶太全境 的見證 使徒行傳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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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羅的身份和傳的福音
1) 在猶太人的教會顯為人知
2) 保羅的福音也不是從猶太教得到的

2. 猶太人的基督徒
1) 他們認可保羅的福音 就像他們宣講的一樣
2) 保羅的福音是他在迫害他們和曾攻擊過的福音
3) 這意味著彼得和雅各給予了保羅充分的地位和認可

3� 因為猶太教是讚美神的 所以他們將保羅所做的榮耀歸給了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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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過了十四年 我同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 並帶著提多同去 2我是奉啟示上去
的 把我在外邦人中所傳的福音對弟兄們陳說 卻是背地裡對那有名望之人說
的 唯恐我現在或是從前徒然奔跑 3但與我同去的提多雖是希臘人 也沒有勉強
他受割禮 4因為有偷著引進來的假弟兄 私下窺探我們在基督耶穌裡的自由 要
叫我們做奴僕 5我們就是一刻的工夫也沒有容讓順服他們 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
存在你們中間 6至於那些有名望的 不論他是何等人 都與我無干 神不以外貌
取人 那些有名望的並沒有加增我什麼 7反倒看見了主託我傳福音給那未受割禮
的人  正如託彼得傳福音給那受割禮的人 8那感動彼得叫他為受割禮之人做使徒
的 也感動我 叫我為外邦人做使徒 9又知道所賜給我的恩典 那稱為教會柱石
的雅各 磯法 約翰 就向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禮 叫我們往外邦人那裡
去 他們往受割禮的人那裡去 10只是願意我們記念窮人 這也是我本來熱心去
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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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可能是保羅成為使徒 使徒行傳9:6 公元31年左右 後的十四年
1) 保羅成為使徒約三年後 1:18 第一次到耶路撒冷
2) 公元48年左右 保羅參加 耶路撒冷會議 使徒行傳第15章
3) 這是保羅第三次到耶路撒冷  

2. 可能是保羅第一次到耶路撒冷 1:18 使徒行傳9:26 後的十四年
1) 保羅帶著安提阿教會大饑荒的捐獻到耶路撒冷 使徒行傳11:27-30
2) 這是保羅第二次到耶路撒冷
3) 這是在保羅第一次宣教之旅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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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這都意味著過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
1) 保羅已經向外邦人傳教多年了
2) 特別是在安提阿 基督的門徒被稱為基督徒 見使徒行傳11:26

2. 保羅傳講的福音 這時已經完全發展成熟了
3� 保羅擁有 外邦人福音 的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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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羅到耶路撒冷的動機
1) 他是 奉啟示 召集這次會議
2) 他要把他傳的福音擺在他們面前
3) 這次會議不是一個公開的聽證會 也不是耶路撒冷的領袖的倡議

2. 有一些猶太人的基督徒討厭保羅和他的傳講的信息
1) 他們對保羅抱有很高的希望 沒有人比他在神的律法中受過更好的訓練
2) 現在他已經背離了耶穌和使徒的信仰
3) 他正在對法律進行負面宣傳 使彌賽亞與以色列民族完全脫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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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者們有不同的解釋
1) 保羅去耶路撒冷尋求那裡的領導人的認可 否則 他的事工將是無效的
2) 保羅在這裡表達了對他的使徒職責的猶豫或自我懷疑
3) 保羅關注新基督徒徒和年輕教會的成長

2. 保羅不會對自己十幾年的傳福音的經歷感到失望
1) 他被神呼召成為 外邦人的使徒
2) 他可能因未能與耶路撒冷的教會達成共同的福音的協議而遭到挫敗
3) 他尋求教會的團結和耶路撒冷教會的領導人保持密切同工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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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徒行傳中沒有提到提多
2. 提多經常出現在保羅的書信中

1) 他負責外邦教會為耶路撒冷愛心奉獻 哥林多後書8 16-20 12 17-18
2) 他是保羅最值得信賴的同工之一 哥林多前書8 23
3) 他被保羅稱為 我們共同信仰中的真兒子 提多書1 4

3� 提多是安提阿教會派遣和保羅一起
1) 向猶太基督徒提供飢荒救濟的奉獻
2) 這是敘利亞外邦人的教會與耶路撒冷教會和的一種表達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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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多是保羅作為在 基督裡自由 的範例
2. 從某種意義上講 這是蓄意的挑釁行為

1) 他不是為了激起紛爭而將提多帶到耶路撒冷
2) 他是為了要確立福音的真相  

3� 事實是 猶太人和外邦人被神接受的條件相同
1) 即通過對耶穌基督的信仰
2) 因此必須被教會接受
3) 而他們之間不得有任何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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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徒宣稱 通過對耶穌基督的信仰而被神接受 的真理在耶路撒冷得到了肯
定 因為提多沒有被強迫割禮 既使他是希臘人

2. 這是在加拉太書中第一次提到割禮的問題
1) 儘管許多猶太人相信神會拯救異教的外邦人
2) 但沒有人相信他們會與猶太人平等地被神接受
3) 有些猶太信徒認為外邦人要行割禮 使徒行傳15:5 才會被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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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羅形容這些滲透者是 假弟兄 是 間諜
1) 他們試圖更改基督的福音
2) 他們要外邦人的基督徒做律法的奴僕

2. 關於 假弟兄
1) 他們和 弟兄們 1:11 看起來是一樣的
2) 他們是秘密的做擾亂破壞的工作
3) 他們是逐步執行破壞性的任務
4) 他們假的教導和不道德的行為之間是有關聯的



26基督教新生命宣道會

5/5
�∧脠㓲⛭⚜䥥㚱⯻榷㤐ロ脕↛褕⅀㽳竑▪㈘↷⚸疟䲏褕�⧁䎛竑⍘臂ㇶ蒢≧䥥⌨
㈀␥褕䲢⃬䶛稥㓲⋲⨉⫛䩄翂䴭寂䥥哋䠒褕茒⛌㓲⋲⌻盡⎶珯�㓲⋲⼒㤐⃡├䥥テ
Ⰼ⅀㽳竑年櫧㧮↷⋲褕䎛茒⛌䱰櫔䥥䨀䛧↮⸹⨉≁⋲ℎ桴珯

1. 引入加拉太書的兩個概念
1) 在基督耶穌裡的自由
2) 福音的真理

2. 如果要順從假弟兄的要求
1) 就是要廢除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的工作
2) 就是否認聖靈的澆灌在加拉太信徒的生活中

3� 保羅以提多為例
1) 鼓勵加拉太人抵抗入侵者同樣顛覆性
2) 證明入侵者所施加律法的那種奴僕的束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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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羅的反對者
1) 指責保羅是在他們之後來才成為基督徒的
2) 耶路撒冷教會的領導人從耶穌在世時就認識耶穌
3) 保羅無法和他們享有特權的地位 因為他對耶穌在世的生活和事工不了解

2. 在保羅心目中提出了他與耶路撒冷教會有名望的人的關係
1) 無論他們是誰 都與保羅沒有干係
2) 神不在乎人的外表和人的資歷
3) 他們對保羅傳的福音沒有任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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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耶路撒冷領導人 看見 保羅被呼召傳播福音的獨特性
1) 十二使徒或耶路撒冷教會沒有委託保羅做這項工作
2) 他們肯定保羅是從基督本人那裡得到的神聖使命

2. 彼得和保羅通常被認為是教會初期的兩個主要人物
1) 彼得帶領宣教給猶太人
2) 保羅帶領宣教給外邦人

3� 根據使徒行傳的記載
1) 彼得從耶路撒冷會議 第十五章 後就消失了
2) 保羅將基督的福音傳到地極 使徒行傳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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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雅各 磯法 彼得 和約翰被稱為 教會柱石
1) 他們與保羅私下會見以宣揚福音 2 2
2) 他們和保羅協商宣教的協議

2. 耶路撒冷教會的柱石向保羅和巴拿巴 用右手行相交之禮
1) 他們分享的團契 以雙手緊扣的象徵 是聖靈的共同生活
2) 這是達成一致和信任的標誌
3) 也向所有在場人員表明 他們贊同分工

(1) 耶路撒冷使徒被任命傳福音給猶太人
(2) 保羅被委託將福音帶給外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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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羅指出 記起窮人的要求並不是沉重的負擔 而是他已經開始並且渴望發揚
光大的一項活動

2. 這次保羅到耶路撒冷
1) 帶來外邦人教會給耶路撒冷教會的愛心奉獻 參使徒行傳11 29-30
2) 表明外邦基督徒對猶太基督徒的真正關注

3� 紀念窮人
1) 促進信徒之間的團結和愛心
2) 防止破壞加拉太教會的種種誤解



31基督教新生命宣道會

11後來磯法到了安提阿 因他有可責之處 我就當面抵擋他 12從雅各那裡來的人
未到以先 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飯 及至他們來到 他因怕奉割禮的人 就退去與
外邦人隔開了 13其餘的猶太人也都隨著他裝假 甚至連巴拿巴也隨夥裝假 14但
我一看見他們行得不正 與福音的真理不合 就在眾人面前對磯法說 你既是
猶太人 若隨外邦人行事 不隨猶太人行事 怎麼還勉強外邦人隨猶太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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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羅將阿提阿事件作為他的見證敘述的結論
2. 可以想像加拉太的基督徒從猶太人的基督徒得到不同一面的敘述
3� 保羅在此發表了自己正確的觀點

1) 強調使徒身份的獨立性
2) 強調彼得雖然是一個知名的使徒 也不能對福音的真理做出讓步
3) 警告加拉太人不要屈服於猶太人的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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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新約時期 安提阿是羅馬帝國的第三大城市 人口超過五十萬
2. 它的政治重要性源於它曾是羅馬敘利亞省的首府
3� 猶太人佔該市人口的很大一部分 在新約時代約有六萬五千人
4. 安提阿成為基督教在猶大地區以外的第一個大規模傳揚福音的基地

1) 福音已經傳播給外邦人 彼得也起了關鍵作用 參見使徒行傳10
2) 猶太基督徒和外邦基督徒如何構成靈命共生的全部含義尚未實現
3) 沒有考慮到猶太人和外邦人信徒在一個混合的教會中共同生活和崇拜的所有

困難和動態的可能性
4) 在安提阿事件是發展新約教會成熟論的痛苦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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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羅在耶路撒冷時 彼得和其他人 用右手行相交之禮
2. 彼得到安提阿的時間不詳

1) 使徒行傳中沒有提及
2) 也許是在保羅 巴拿巴和提多從耶路撒冷回到安提阿之後不久發生的  

3� 當彼得拜訪安提阿時 保羅當面斥責他
1) 在兩位基督徒領袖之間造成了緊張的面對面對抗
2) 保羅感到不得不斥責和譴責彼得的行為 捍衛福音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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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彼得來到安提阿時 發現猶太和外邦信徒在一起吃飯 他加入了他們的行列
1) 彼得在硝皮匠西門的家裡見的異象 使徒行傳10 9-15 28 他可以自由

地與外邦人一起吃飯
2) 沒有考慮猶太人的飲食的律法
3) 這是猶太人和外邦人在基督中合一的美好情景

2. 耶路撒冷雅各的人到來 彼得從共同的聚會中退出 巴拿巴和其他猶太基督徒
也都離開了

3� 彼得的行為讓人認為有兩種基督的教導 猶太人的和外邦人的
4. 不是因為神學的任何不同 而是因為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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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彼得和猶太人的基督徒的舉動沒有按照福音的真理行事 因為他們否認
1) 因基督的死和復活 神拯救猶太人和外邦人的真理
2) 猶太人和外邦人在基督裡都是平等的  

2. 安提阿當地教會了解彼得有像外邦人一樣生活的習慣 見使徒行傳11章
3� 從雅各那裡來的人 試圖迫使外邦人像猶太人一樣生活

1) 誘使他們也遵守猶太人的食物的律法
2) 彼得應該抗議 但他沒有 反而屈服和接受他們的想法
3) 這正是他們來到安提阿的目的

4. 保羅指責彼得 想要他清楚地看到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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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我們這生來的猶太人 不是外邦的罪人 16既知道人稱義不是因行律法 乃是因
信耶穌基督 連我們也信了基督耶穌 使我們因信基督稱義 不因行律法稱義
因為凡有血氣的 沒有一人因行律法稱義 17我們若求在基督裡稱義 卻仍舊是
罪人 難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嗎 斷乎不是 18我素來所拆毀的若重新建造 這
就證明自己是犯罪的人 19我因律法 就向律法死了 叫我可以向神活著 20我
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 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 並且我
如今在肉身活著 是因信神的兒子而活 他是愛我 為我捨己 21我不廢掉神的
恩 義若是藉著律法得的 基督就是徒然死了

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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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第二章的最後 保羅總結了他的見證 並開始進行神學論述
2. 保羅在這七節經文中使用最簡潔的詞語 在他其他的書信中都找不到的

1) 得到神的接納是通過對耶穌基督的信任而完成的
2) 而不是通過其他任何事情或條件來實現的

3� 這是保羅在加拉太書第三章 第六章中詳細闡述的主題
1) 稱義 律法 和 相信 的意義
2) 死於律法 或 被基督釘死在十字架上 的意義
3) 被神接納後和隨之而來的信仰生活之間的關係

4. 保羅捍衛他的使徒權威 使他提出了這一明確的學說宣言
1) 中心主題是 因信稱義
2) 保羅對彼得的指責所提出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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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們這生來的猶太人 保羅從猶太基督徒已知的立場開始
1) 正統的猶太人與包括他本人在內猶太基督徒之間沒有區別
2) 猶太信徒都對基督抱有同樣的信仰 以求得救
3) 這承認舊的猶太教體系還不足以讓他們得神的救贖
4) 如果遵守律法能贏得神接納的有效方法 那麼就不需要基督了

2. 不是外邦的罪人
1) 那些來自猶太背景的人可能沒有周圍異教徒的粗暴惡習
2) 這些惡習至少在外表上受到了摩西律法的直接約束

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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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因信基督稱義 猶太基督徒相信耶穌為彌賽亞 為基督
1) 所有猶太基督徒都同意 完全不可能通過遵守律法得神的喜悅
2) 他們放棄遵守律法來作為救贖的一種可能手段
3) 轉向了彌賽亞因信仰而自由所提供的救贖

2. 沒有一人因行律法稱義 詩篇143 2 加強了這個理念
1) 表明猶太人目前堅持遵守律法與他們自己的基本信念完全不同
2) 不僅僅是彼得對自己最深的信念被動搖了
3) 無論他們是否意識到 猶太人都在做同樣的事情

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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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們在基督裡稱義
1) 在神的眼中仍然是罪人
2) 這不是以道德的標準衡量的

2. 對於猶太人而言 保羅的因信基督獲得救贖的福音
1) 將消除一切道德上努力的動機和所有避免犯罪的期望
2) 這種福音會導致道德標準低於摩西律法之下的道德標準
3) 於是 基督成為罪的代理人和助長罪的幫兇

3� 保羅對這種指控的第一反應不是神學論證 而是有力的聲明 這完全與神所啟
示的本質不一致

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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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羅現在轉向反對他的教導具體的反駁
2. 保羅用最強烈的否定來回應 斷乎不是

1) 基督沒有帶領我們犯罪 但是他的十字架向我們揭示了我們墮落的程度
2) 猶太人與外邦人沒有區別 都是罪人 無助於自己的救贖
3) 正是由於這個原因 都也相信了耶穌基督

3� 如果一個信徒在信靠基督而得救之後又回到行律法中 那律法只會表明他是一
個罪人 是一個違背律法的人

4. 儘管保羅在這裡使用了第一人稱 但他顯然想到了彼得 他通過退出外邦人團
契的行徑 就是回到了律法上

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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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對於保羅而言
1) 他經歷了千載難逢的機會接受基督的呼召
2) 他回想到他過去的經歷

(1) 他在大馬士革 直街 那三天的黑暗和心靈的痛苦 使徒行傳9 8-9
(2) 他感到絕望 一個被判刑的罪犯 沒有希望

3) 就律法而言 他接受了死亡
4) 他再也不會轉向它 他已經找到一條活著的路  

2. 保羅在基督裡找到神所提供的生命之路

基督



基督教新生命宣道會

2/2
��㓲⧁㉬㾶褕⼒⛲㉬㾶箻Ⅷ褕⛌㓲⛐⇆⛲䰿䀜臂珯��㓲ビ側脠⫛䩄⛭撹☢⸸㪗褕䛟
⨉䀜臂䥥⃮⑮㤐㓲褕ℤ㤐⫛䩄⨉㓲寂橃䀜臂珯ℇ㓲盯瓹⨉卪萅䀜臂褕㤐⧁⋂䰿
䥥⸱勭䀜褕↷㤐禬㓲褕䎛㓲㙉ヒ珯

1. 保羅延伸第19節的含義
1) 他 死於律法 是因為他被基督釘在了十字架上
2) 他之所以能夠 為神而活 是因為基督在他裡面
3) 他與基督合一
4) 這是加拉太書主要信息之一

2. 保羅描述了基督徒生活的形式
1) 不僅因信而稱義 而且也因信而活著
2) 這 信 不能被簡化為一次性決定或事件
3) 這是一個充滿生命的 充滿活力的現實 滲透到信徒生活的方方面面

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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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神的恩典 是加拉太書的核心
2. 保羅的辯護

1) 如果 行律法 可以作為救恩的手段 那就阻撓了 神的恩典
2) 如果 行律法 可以獲得神的接受 那麼基督就不會死了
3) 即使猶太人的基督徒也不能夠否認保羅的辯護

3� 如果 義 是通過遵守律法而實現的 那麼十字架就是徒勞的 這是激進派的
猶太人最大的錯誤

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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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被呼召為使徒 1:11-24
 ❖ 神的呼召和神的啟示
 ❖ 基督是福音的來源和主題

 ◆ 被使徒們接受 2:1-10
 ❖ 保羅和耶路撒冷傳的福音相同
 ❖ 只是傳福音的對像有所不同

 ◆ 不合福音的事 2:11-14
 ❖ 耶路撒冷的人違反福音的真理

 ◆ 因信基督稱義 2:15-21
 ❖ 行律法不能稱義
 ❖ 信耶穌基督才能稱義

 ◆ 我們學到了什麼呢
 ❖ 保羅傳的福音是從神來的
 ❖ 保羅是福音的護衛者
 ❖ 保羅的經歷證明因信才能稱義

 ◆ 我們應該如何做呢 思考
 ❖ 我有沒有追隨有名望人的福音
 ❖ 我有沒有讓基督的死枉然呢
 ❖ 基督是不是活在我的生活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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