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韓國 盼望教會 郭善熙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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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拉太書一章1至5節

我
們熟悉的宗教改革家加爾

文，同奧古斯丁一樣，是預

定論的泰斗。他特別喜愛以弗所書。

因為以弗所書中多處與預定論有關：

「就如神從創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裡

恩典
 的福音
    加拉太書解經系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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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神因愛我們，就按祂自己所喜悅的，預定我們藉耶穌基督得兒

子名分。然而，馬丁路德卻喜愛加拉太書。他對加拉太書做的注

釋，比羅馬書的注釋多出一倍。羅馬書共十六章，加拉太書的篇

幅雖不足羅馬書的一半，但注釋的量卻恰好相反。

羅馬書和加拉太書都是新約聖經中最富教義的書卷。相信各

位都很清楚，四福音書詳細記載耶穌的教誨與事蹟，使徒行傳則

與使徒的行跡有關。此外，哥林多前後書、腓立比書、提摩太前

後書，可說是針對當時教會的問題所寫的教牧書信。同這些書信

相較，羅馬書和加拉太書多在闡述教義。因此，想知道信徒到底

要相信什麼、基督教的核心是什麼，就要讀羅馬書和加拉太書。

反覆閱讀，對認識基督教信仰極有幫助。

羅馬書與加拉太書寫作目的

先來看保羅寫羅馬書的背景。羅馬乃是當時羅馬帝國的首

都，也是全世界的權力中心世界中心。保羅想在那裡建立教會，

讓羅馬成為向外邦人傳福音的基地。然而，事與願違，保羅不確

定自己是否能安全抵達羅馬，他必須先去耶路撒冷，在那裡等待

他的很可能是逼迫與患難，雖然前途未卜，但他甘願冒性命危

險，義無反顧的前往耶路撒冷。

在這樣的情況下，保羅是以什麼樣的心情來寫羅馬書？即使

去不成，也要以書信來代替他想傳授的內容，因此將基督教教義

自始至終按順序寫下。各位一定覺得他的動機非常美好，因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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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後代至深。

再看他寫加拉太書的背景。身為外邦人的使徒，保羅輾轉去

了幾個地區，四處奔波傳福音，他在傳教過程中受了不少逼迫，

猶太主義者的逼迫更為嚴重。因此，保羅感到有必要同猶太主義

者辯證基督教。總而言之，保羅寫加拉太書的動機和目的，是為

了駁倒猶太主義者的錯誤信仰，辯證真理。所以，其內容涉及基

督教教義。保羅將生平所傳的福音和教義的真髓概括起來寫下加

拉太書，又稱為「小羅馬書」就這樣，羅馬書和加拉太書緊緊聯

結在一起。

宗教改革家馬丁路德的思想，總括而言就是「因信稱義」，

是基督教教義的核心。人的功績、善行、知識等，都不是得救的

途徑。路德當作生命般護衛的教義──因信稱義，在加拉太書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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喪失全部的教義。聖經中強調此教義是福音核心的，只有羅馬書

和加拉太書。

現在深入分析。「稱義」的希臘文是dikaioo，在新約聖經

裡出現十四次。「義」的希臘文是dikaiosune，這字在新約出現

四十二次。除哥林多前書六章11節和提多書三章7節各出現一次

外，其餘都在羅馬書和加拉太書中出現。由此可知，羅馬書和加

拉太書特別強調「因信稱義」。

保羅是外邦人的使徒。他開始了向外邦人傳福音的新紀元，

在他傳福音的過程中，難免遇到許多困難。現今的宣教事工也會

遇到類似的困難，宣教士身在異鄉，遇到最大的難處是民族主義

障礙。這是政治問題。若想讓福音廣傳，就必須克服障礙，跨越

民族主義的界限。

韓國教會能復興的原因也在此，這是神的恩賜。西方宣教士

來韓時，正值日本侵略時期，政治上動盪不安，人民不因他們是

洋人而排斥敵視他們，反而因為憎惡日本人，他們願意接近宣教

士，韓國教會是在這樣的環境下開始的。現在福音難以進入的國

家，一般都是民族主義強勢的國家，日本也是其中之一，民族主

義讓教會不能迅速發展。

保羅宣教時也不例外，碰到各種政治問題，也受過身體上的

折磨。尤以文化障礙更嚴重，更複雜。文化、習慣、風俗上的差

異，都是宣教士要越過的障礙，因為這些障礙就要受到逼迫。更

困難的莫過於神學問題、教義問題。保羅去耶路撒冷會議也是因

為這些問題，他將受到很多攻擊，因而陷入苦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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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受逼迫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因為傳福音對象為外邦

人，由於文化、尤其是宗教文化的差異，引起矛盾，甚至受到政

治上的誤解。第二是因為猶太人問題。從使徒行傳十三章來看，

就知道保羅所到之處都要受猶太人逼迫。

分散各地的猶太人視保羅為抹殺猶太教傳統、歪曲猶太教的

人物，他們非常恨保羅。因為頑固的民族主義、狹隘的選民思想

及一成不變的觀念、主觀解釋律法等，他們不能容納保羅，不接

受耶穌。猶太主義者迫害保羅，甚至長途跋涉跟蹤他。真不知他

們有多恨保羅，甚至還出現「不致死、誓不食」的四十餘人群，

也不知這些人後來有沒有實現自己的諾言。

可是，比起這些外來強大的逼迫，更艱難的是教會內部的

逼迫。內敵本來就比外侮更害人。「人的仇敵就是自己家裡的

人。」（太十36）內敵具有更大的破壞力，教會外的逼迫反而不

是問題。保羅在傳福音時，教會裡也有仇敵，耶穌的十二門徒中

不也有加略人猶大嗎？不管走到哪裡，這樣的內敵總是存在的。

教會內最大的敵人就是外飾主義者。骨子裡推崇猶太教，

表面上假裝相信耶穌，這是將耶穌信仰和猶太主義混合的混合主

義。他們的目的是推倒基督教教義和基督教的純粹性，一旦得逞

了，教會就失了生命力，發展為混和主義。

保羅要明確指正這點，批判那些滲入教會的錯誤思想，讓他們

覺悟「這是錯誤的、這不是真正的信仰、這是敵基督」，樹立明確

的信仰，能夠明辨真偽。出於這個動機，保羅寫了加拉太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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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辯證的必要性。如果沒有敵人，信仰會適可而止，用不著這麼

麻煩。這種馬虎的信仰，容易沾染惰性。最近神學院講聖靈論，

可是三十年前我在神學院念書時，沒有把恩典和恩賜區分開來。

教材內容裡，恩典即恩賜，恩賜即恩典，都是聖靈所行，沒有必

要區分。

但世界越來越複雜，問題也與日俱增，隨著這些變化就必須

特別研究，這是恩賜，那是恩典，一條一條加以區別。還有「預

定」和「揀選」，過去知名的神學家也未做區分。可是最近進行

詳細深入的研究，因為問題複雜，就有了更深的研究，如果教會

沒有出現有問題的思想，就沒有必要提升。只要信耶穌就好了，

何必那麼複雜，信耶穌進天國不就好了嗎？人容易變得懶惰。換

言之，為了反駁敵人，保羅提出明確的辯證。

保羅因為猶太主義者逼迫，向我們說明這深奧的信仰教義。

從結果看，反而是很好的契機。如果沒有這種敵人，後果會如

何？如果猶太主義者非常歡迎基督教，一點紛爭也沒有，也許基

督教會成為猶太教的一個支派，過不了幾百年也會自然消失。正

因為有猶太主義者的逼迫，基督教另立門戶成為獨立體系。

深入研究聖經，辯證什麼是真正的信仰，給後人留下如羅馬

書、加拉太書這樣重要的書卷。這不是偶然，可以說是萬事互相

效力，人生中，因為敵人的存在而變得強大，因有矛盾而進行研

究的事例，並不少見。

我們還可以見到一個奇怪的現象。猶太主義者逼迫基督教並

不觸動基督教教義，而是向保羅發動攻勢。他們以為只要除掉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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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以為只要打倒領導者，陰謀就會得逞，這絕對不可能。沒有

保羅，還有提摩太，沒有提摩太，還有別人。

除掉保羅就能瓦解教會，他們總是質疑保羅的使徒身分：

「保羅不是使徒，他只是普通人」，又離間說：「保羅是甚麼

人？不就是迫害信耶穌的人嗎？」常常貶低他，一心要讓保羅失

去使徒的權威。他們預測只要保羅喪失決對的權威，那麼他的傳

道成果將化為烏有。所以他們不停地施展各種計謀來攻擊保羅。

終於，保羅不得不做辯解。他在哥林多前後書中有好幾次提到：

「我為什麼不是使徒？」  

有關使徒身分的問題，使徒行傳一章21至22節出現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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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直到主離開我們被接上升的日子為止，必須從那常與我們

作伴的人中立一位與我們同作耶穌復活的見證。」與耶穌同工

的人，見耶穌死在十字架的人，還有行神蹟表明神特別揀選的人

是使徒。

加略猶大雖與耶穌同行三年，卻未見過復活的主。因而，

他不是使徒。保羅見過復活的耶穌，耶穌指定他做使徒。他有傳

道的能力，也行了神蹟。只有一點，耶穌在世三年作工中保羅沒

有同行。猶太主義者抓住這一點，攻擊他的使徒身分。保羅辯證

「我為什麼不是使徒？」強調自己是堂堂正正的使徒。這在加拉

太書中也多次提到。從第一章1節開始：「做使徒保羅，不是由

於人，也不是藉著人，乃是藉著耶穌基督，與叫他從死裡復活

的父神。」保羅強調說使徒不是人選擇的，也不是投票選舉，而

是神的指定。

如果否定傳福音者的使徒身分，那麼接受福音的人很可能

離開信仰，使徒身分的重要性在此。仔細看加拉太書，保羅對教

義的特殊性和獨立性非常重視，反覆說明這不是出於人。他在加

拉太書11至12節指出「弟兄們，我告訴你們，我素來所傳的福

音，不是出於人的意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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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是受別人的指教，

不是從人領受，是從神那裡直接傳授的，是獨立的，不是間接傳

授，是直接的。不是看書得來的，也不是從人那裡聽來的，而是

直接遇見耶穌，是從父神、耶穌基督那裡直接領受了福音。這正

是保羅教義的特殊性和獨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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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與我們所傳給你們的不同，他就當被咒詛。我們對福音、真

理、尤其信仰，不能有絲毫讓步。歷史上無數基督徒和使徒以及

主的僕眾為福音殉教，是因為他們對非真理不讓步、不妥協。

不過，死守著不屬神的啟示、主張自己主觀意識的人，只

能稱他們為頑固不化者。諸位，我們信徒的生活應該有一定的固

執。如果什麼都好說，什麼都無所謂，這樣的話，就會毫無主

見。那麼做也對、這麼做也對，聞風而動，不能持這樣的態度。

對於信仰，即便成為一個專斷的人，也不能做無骨好人。應該有

固執，在沒有信仰、不理解信仰者的眼裡，也許是專斷的人，可

這正是生命力。保羅以直接的啟示為根據，對任何人不做妥協，

充滿自信的向人們傳遞真理。

儘管如此，也並非對人一味專斷、固執。看加拉太書二章6至7

節，保羅也有妥協的時候。似乎從不妥協的保羅去見彼得，與他交

通；對雅各和約翰也表示要交往。不是不會妥協，而是有關信仰的

問題，堅決不作妥協。在彼得失誤時，保羅對他也加以譴責。

對倫理、形式或教會裡出現的一些問題，都能適當做一些

妥協。雖然對信仰、福音、真理從不妥協，可是卻能理解彼得是

為猶太人揀選，而他是為外邦人撿選的。他能理解傳福音對象的

不同、每個人的恩賜不同，認定這些，又很重視。有人做牧師的

工，有人做長老的工，有人做執事的工，有人在詩班獻詩，每個

人的恩賜各不相同。保羅在這一點上，能適當妥協，是一個能夠

同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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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同福堂  何志滌牧師

成聖的生命(上)

加拉太書對基督徒的幫助

在加拉太書中，最重要的問題是律法和恩典的關係。什麼

是律法，什麼是恩典？怎麼說明律法和恩典的關係，研讀加拉太

書，能夠得到答案。這對理解基督教教義有很大的幫助。

讓我們來了解什麼是律法？第一、律法讓人知罪；第二、律

法引向恩典，讓我們間接走向基督。我們不能遵行那麼嚴格的律

法，只能求助神的恩典。律法像我們的啟蒙先生，引我們向耶穌

接近，向神的恩典靠近。第三、律法不能先於恩典。使徒保羅以

亞伯拉罕為例作了說明，亞伯拉罕先於律法存在，得因信稱義，

是恩典和神的愛在先。越過律法的界線，恩典在先，律法只是為

了讓恩典更為恩典存在的。加拉太書中對此展開說明，告知人們

恩典最終勝利的辯證的教義。

研讀加拉太書，能讓我們樹立正確的信仰；其次，脫離偽

善和外飾主義。如果沒有樹立正確的信仰，很容易從信仰滑落到

外飾主義。因信得救有可能變成因行得救，不知不覺間改變了，

我要行善、救濟，否則進不了天國，變得很容易這樣想。若是這

樣，耶穌在哪裡呢？因信得救的「信」，有什麼必要？行善容易

變得驕傲，否則又陷入絕望，成了律法主義者。

加拉太書教導我們應除去偽善和外飾主義，擺脫律法，得以

完全的自由，因信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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