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善熙牧師被稱為韓

國「本世代最優秀的講道

者」。講道是他牧會的最

大武器。

一如他所說：「這

四十年來，我惟一做的就

是講道。」他是擺上生命

來講道，曾以系列解經講

道，帶動盼望教會復興。

經文：加拉太書三章1至9節

今
天的經文裡，出現了加拉太

書的主題內容，也是保羅寫

加拉太書的動機。我們在生活中，尤其

是信仰生活，總是不能持續最初的感激

和喜樂。就像年輕人，新婚的美好和喜

悅難以持久。每次主持婚禮，我都會在

韓國 盼望教會 郭善熙牧師

加拉太書解經系列(十一)

亞伯拉罕的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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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

啟示錄裡，給以弗所教會的信中寫道：「你把起初的愛心離棄

了。」若想保有起初的愛，就要做好相關準備。不是下定決心，立

了誓言就可以做到，而是要去理解最初的感激和喜樂。屬於情感的

部份，再下一個階段就是加以理解，接下來要下定決心，並且在生

活中付諸行動。這樣一來，最初的感動就會持續。

瞬間的感動，如果沒有經過這幾個階段，只會存留在記憶中，

一段時間過後，你會怎麼想呢？「那是不是我的錯覺，是不是一時

的衝動」，開始懷疑當初的感動，信心便走下坡。

所以，有時候輕易把一生中最為重要的體驗和經驗，當作是失

誤，或者視為一時做夢而已，這是很危險的。因此，當趁著感動還

很明確的時候，儘快整理好，合理而有體系地去理解，並且實踐。

就像相愛的兩個人，不能只有愛情。為什麼愛對方，愛的

原因要充分，心裡應該有根據，然後以行動來表明自己的愛。這

時，表達愛的行為又會喚起愛意，使愛情繼續穩固發展。如果沒

有行為，這樣的愛情就會稍縱即逝。

信仰經歷也是如此，重生得救、領受聖靈恩賜並非簡單一兩句

話就能說明的。信仰經歷雖然不能用語言表達清楚，卻能序以體系

化。尤其是對信仰生活有何益處，和聖經有何相關等，都要清楚說

明。否則，這種經歷就會化為烏有。應該予以體系化，並以經文做

出解釋。

還要加上行動，隨著時間流逝，這種確信會越來越淡薄，最後

會產生懷疑，讓我們走向錯誤的方向。愛心也是如此，我們知道耶

亞伯拉罕的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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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件小事，只要付出了愛，就能感覺到愛的烈火在燒，而且更加

確信無疑。有些人雖然明白了、領悟了，也經過學習，卻只是坐著

談論，喜歡發表高見，看不見任何行動。

有人則成為病態的基督徒。由高談闊論變為喜歡批評別人，自

以為是，不斷懷疑。採取負面、消極、主觀的思維方式，起初的愛

早已拋之腦後。所以啟示錄二章提到：「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責備

你，就是你把起初的愛心離棄了。」

我們應當要回想自己是從哪裡墜落的，並且要悔改，行起初所

行的事。各位可以從這個角度來看今天的經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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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三

3）分明體會了神的恩典已經重生了，既感謝又喜樂，下定決心遵

行主的旨意。這種難能可貴的心，卻因為沒有神學根基，沒有把信

仰經歷合理化、神學化，很難堅持下去。

除此之外，在家庭、社會和工作當中，時常遭遇種種問題，

在複雜的人際關係中碰撞而產生磨擦，最初愛主的心開始冷淡，這

是信仰不能融入生活。現實生活中的問題及矛盾，無法以信仰來解

讀，這是很大的問題。

我看到很多搬家車輛來來往往，今天可能是個黃道吉日。要不

然，搬家的人怎會那麼多，就像選擇黃道吉日搬家的風俗，同樣會

讓我們的信仰產生矛盾。翻開經文再怎麼細讀，也沒有規定什麼時

候要搬家的經文。要是明確寫上，該有多好：「魔鬼常會出來干擾

我們，陰曆初一初二在東，初三初四在南，初五初六在西，初七初

么在北，初九，初十，十九，二十，二十九，三十在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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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這種規定。因此，很多人四處卜卦凶吉，信心動搖。每件事都

應該以信仰來解讀，並在信仰中找出答案。可惜因為沒有足夠的信

仰知識，只有感動，沒有一一用信仰解讀事件的能力。

另一方面，信仰生活其實很辛苦。信主以後，很想多多行善，

竭盡全力救濟他人，可惜往住達不到自己的要求，對方也可能產生

誤會。我們出於一片好心，對方卻曲解我的意思，有時候還會遭到

批評：「他才信主沒幾天，就自以為是。難道他很有錢嗎？還想救

濟別人，真是馬不知臉長。」什麼難聽的話都有可能聽到。因為過

於傾向行善，而疏於在靈性上尋求神，最後只剩下行善的努力和辛

苦，捨本求末，信仰只有皮毛，沒有實際內容。

因此，導致兩個結果。因為沒有實現自己的願望，心裡憂悶，

開始對自己失望。另一方面，又喜歡論斷人。一旦認為自己努力

行善、服事主，看見別人無所事事，就開始干涉他人的信仰生活。

「信主的人這麼舒服，稱得上是信徒嗎？」不自覺成為律法主義

者，這是可怕的現象。陷入律法主義，成了法利賽人；陷進形式主

義，成了偽善的人。

法利賽人和律法主義者還會在周圍煽風點火。從耶路撒冷來

的人，尤其是猶太主義根基很深的人總是試圖引誘，很有耐心地試

探：不能只信耶穌，一定要行割禮。應該守安息日，按照傳統，應

該要到耶路撒冷祭祀。這些話聽來似乎很有道理，就因為律法主義

者的迷惑，信徒爭先恐後要行割禮，然後律法的條文一一都要守。

在他們的信仰生活中，耶穌基督消失的無影無蹤，他們不知不覺地

離開耶穌基督，信耶穌已經沒有任何意義。

月.indd   71 2012/12/18   下午 05:30:55



72

信
息B

A
N
K 加拉太書三章1節中提到「誰又迷惑了你們呢？」希臘原文直

譯是「誰又向你們施了魔法，是哪個魔鬼誘你們」的意思。保羅責

備加拉太人什麼時候受了迷惑，怎會變成這種樣子。「無知的加拉

太人哪」，是指沒有知識。相信耶穌基督不是出於信心嗎？起初的

信心難道不是出於確信？為什麼聞風而動，隨意動搖呢？

被釘十架的耶穌基督

保羅先提起十字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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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節）這是讓我們站在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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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十字架顯明了神的慈愛，神的慈悲和恩典。這裡沒有我們的

義，沒有我們的善行。我們從十字架能看見自己兩種形象。

第一，罪人的形象。我們都是罪人。這樣的罪人，即使現在行

善、救濟，又有什麼用？十字架讓我們明白自己是罪人。

第二，耶穌為我釘在十字架，給予我新生命。在神面前，我的

存在極為寶貴。我們都是罪人，同時又是寶貴的人。所以要仰望十

字架，樹立自己與十字架的正確關係，就能戰勝一切試探。受到引

誘和產生錯誤的想法，原因在於離開了十字架。最近出現很多奇怪

的說法，還有異端分子在活動。之所以出現異端，只有一個核心問

題，因為他們離開了十字架，他們心中沒有耶穌的救贖恩典。

有一次，有人給我一本某位教主寫的書。我和研究生約好一起

閱讀及討論。開始之前，我就斷定這本書的內容有兩個特點。一是

沒有引用福音的部分，二是不會談到十字架。果然不出我所料，怎

麼翻也沒有引用馬太、馬可、路加、約翰四福音書的內容，只有啟

示錄、以西結書、但以理書等內容。從頭到尾沒有提到十字架，必

是異端無疑。

各位請牢記，信仰絕對不能離開十字架。「耶穌基督釘十字

架，已經活畫在你們眼前」這是真實的事件。信徒為何要離開十字

架，跟隨律法？只要仰望十字架，任何問題都能解決。從十字架我

們能得到對自己的認識，存在價值和生的目的。大家想知道自己

是什麼樣的人，那就把十字架當作一面鏡子照一照，看看罪人的模

樣，看看我們在神面前可貴的價值。

從十字架恩典能發現神有多麼愛我，還能發現神賜給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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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們眼前，誰又迷惑了你們呢？」保羅的責備，讓我們產生切膚

之痛。我們的經驗證明十字架的意義。大家經常仰望十字架，有什

麼憂愁，有什麼失意，都要仰望十字架。我們離開人世的時候，有

什麼指望，只有倚靠十字架，只有仰望十字架。

　　

保羅說明聖靈經歷

將十字架啟示給我們的，就是聖靈，引導我們歸向基督。聖靈

告訴我們，基督耶穌背負十字架是為了赦免我們的罪，告訴我們神

的恩典。一如羅馬書第八章指出，聖靈確證我們是神的兒女。這是

聖靈做的工。雖然我受了苦難，聖靈告訴我們，你是神的兒子，你

是神的女兒，讓我們明白神的愛。

那麼，什麼時候受了聖靈，這是一個問題。藉由聽道和相信，

我們得到聖靈。聖靈動工讓我們聽進福音，產生信心。領受聖靈的

人神的話語中不斷發現自我，常常感謝、喜樂、感恩、內心純潔，

這是聖靈的工。此時，律法已經不是那麼重要，因有聖靈動工，這

已經足夠了。

既然領受聖靈，又有重生的經驗，為何要離棄這些，回到律

法？保羅問道：「你們受了聖靈，是因行律法嗎？」（加三2）

不是，是因為聽信福音。從心理學角度分析，這是很實際的問題。

信了耶穌而喜樂，這是因為受了聖靈？還是因為行了律法？我們拚

命行善，也不能藉著善行得到真正的恩典。只有藉由聖靈，才能體

驗喜樂和感謝。已經有了體驗，為什麼又想別的？你們為什麼這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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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理由要回到律法？就是這個問題。靠著行律法站在神的面前，我

們心裡只有懼怕；靠著聖靈體會神的愛，我們心裡充滿感激。保羅

問加拉太人，有這般確實的經歷，為何還要回到律法。

　　

保羅談論經驗

「你們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嗎？」（加三4）。為了

信基督，他們付出許多代價，在逼迫和磨難中信了耶穌，這不是輕

而易舉的事。在信仰生活中遭遇的痛苦和逼迫，一一靠著聖靈勝

過。然而，戰勝以後，卻要受律法主義的迷惑。他們用什麼力量戰

勝逼迫和困難，不是藉由聖靈、神的話語、信心來克服的嗎？那麼

應該堅持到底，為什麼受律法主義者的迷惑，所以保羅責備他們：

「無知的加拉太人哪。」

行律法只會帶來絕望和驕傲，還有恐懼。再怎麼努力遵行律

法，也無法體會恩典。相反的，藉由聖靈所做的工，我們的內心

充滿感激。所以經文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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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節）這句話很重要。簡單來

說，為什麼由喜樂開始？最後是悲哀？為什麼從恩典開始，卻以律

法結束？為什麼由盼望變為絕望？仔細觀察，信仰生活中這種情況

頗多。

初信主時往往充滿喜樂。傳道學有個統計，傳福音給最多人

的信徒，信主只有一年六個月。可能也有例外，可是看統計資料，

一般是這種情況。因為初信的人想法單純，他們對教會組織並不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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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這種感激，逢人就傳耶穌的愛，才能結出福音的果子。

問題是，信主越久的人，往往不傳福音，因為他們的想法複

雜。對教會，他們有很多意見，也不滿意很多事情。他們期望擺脫

這些想法，向人傳福音，可是又怕遭到嘲諷：「看見你這付模樣，

我就不想信耶穌。」在心裡自責，我的信仰不夠好，不配傳福音。

整天把事情想得很複雜，讓生活和傳福音脫節了。他們不敢向人傳

福音，甚至對一起生活二十年的配偶也不敢傳，理由是「說不出

來」，還有「說了也白說」。經文也無法讓他們鼓起勇氣。這是典

型的律法主義思維。　　

我們是藉自己的義來生活嗎？藉由自己的義來傳福音嗎？還

是讓人看著我的好行為向我學習嗎？這些都是錯誤的想法。各位應

該要知道，最重要的只有相信十字架恩典的信心。耶穌曾經告誡我

們：「然而，有許多在前的，將要在後；在後的，將要在前。」請

記住這一段經文，這與我們今天的經文一脈相承。「你們既靠聖靈

入門，如今還靠肉身成全嗎？」要始終如一地堅持信心。我們因信

得救，由信心開始，一直到信心結束。不要誤入歧途，不要成為律

法主義者、法利賽人。

亞伯拉罕的義

在6節到9節的經文中，保羅用聖經的真理證明這個事實，他

以亞伯拉罕為例。仔細看舊約聖經，沒有比亞伯拉罕更可貴的信心

了。神與亞伯拉罕立約，應許賜給他兒子，但是生子的跡象卻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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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一子。

亞伯拉罕和撒拉的年紀老邁，撒拉的月經已經斷絕了。如果是

我們，能相信嗎？可是，亞伯拉罕還是相信了。羅馬書四章19節：

「他將近百歲的時候，雖然想到自己的身體如同已死，撒拉的

生育已經斷絕，他的信心還是不軟弱。」亞伯拉罕知道，自己已

經衰老，也知道自己無能為力，他卻相信神必定成就祂的應許。　

神稱我們為義人的時候，應該憑信心接受。在浪子的比喻中，

浪子回家，知道自己不配作兒子，可是父親擺開歡迎筵席仍然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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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創世記十五章6節：「亞伯蘭信耶和華，耶和華就以此為他

的義。」神賜他大福。這不是藉著行為，亞伯拉罕知道自己不配

得神的愛，但他還是接受了，相信了神的話。

而且，亞伯拉罕不是先行割禮，而是稱義以後行割禮。這是經

文強調的內容。告訴我們不必陷進各種儀式，不是行了割禮稱義，

而是稱義以後過了十四年做為預表而行了割禮。割禮屬於儀式，是

象徵意義。什麼時候出現了律法？是摩西的時候。亞伯拉罕時代沒

有律法。嚴格說來：有律法的內容，是內在的形式，不像十誡，是

已經成文的律法。我們能夠得到結論，亞伯拉罕稱義與摩西的律法

無關。所以，使徒保羅在經文中主張：以信為本的人，是亞伯拉罕

的子孫。律法主義者主張因行律法得救，可是那裡沒有救贖。所

以，我們是亞伯拉罕的子孫。

經文分明說：「你們要知道：那以信為本的人，就是亞伯

拉罕的子孫。」（加三7）強調我們得救是因為信心，正如亞伯拉

罕稱義，這與律法和割禮沒有絲毫關聯。

主題經文從1節到9節，「信」一共出現了七次。神揀選亞伯拉

罕稱他為義的時候，他因信而接受並順從，放棄了自己的能力，自

己的義，只接受了神的話語，神的大能。亞伯拉罕仰望神的應許，

並順從神的時候，神稱他為義人。因此，相信並順從神因信稱義真

理的人，就是亞伯拉罕的子孫。

自始至終我們要藉由信心生活，不要從信心開始，由律法結

束，成為一個無知的人。也不能從聖靈入門，由肉身結束。這裡，

肉身指行割禮。我們大家每時每刻都不能放棄信心。因為我們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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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的兒女，我們行善，行律法，並不是為了成為神的兒女，乃因我們

已成為神的子女。藉著律法，沒有人能夠得救。因信稱義，成了神

的兒女後，我們理當遵行律法，愛護律法。這就是今天經文的重要

內容。

「因為神的義正在這福音上顯明出來，這義是本於信，以

致於信。如經上所記：『義人必因信得生。』」（羅一17）大

家牢記這句經文，藉著信心生活，成為以信為本的亞伯拉罕子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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