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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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
法
所
添
上
的

加
拉
太
書
解
經
系
列(

十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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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加拉太書三章19至22節

基
督信仰中的福音，最為重要的就是「救贖的福音」。

加拉太書的主題是對「因信得救」這重要真理的辯

證。有些人把恩典和律法、應許和誡命看為兩個對立面，以為有

律法必沒有恩典，律法有恩典就沒有效力。有人以為用「愛」就

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認為愛不需要法律，不需要秩序、體制和

禮儀，但事實並非如此。而且對律法的理解有誤，認為律法絲毫

沒有愛，只有制裁和懲罰，因為聖經提到罪的工價乃是死亡，只

要犯了罪，即使洗心革面也不會被寬恕。所以，容易把律法和恩

典看成兩個對立面，以為這是二取一的關係。

恩典與律法並存

這完全是錯誤的認知。眾所皆知，愛得越深，就越有秩序。

如果妻子真心愛丈夫，自然就會尊重丈夫，重視丈夫的一言一

行，尊重他的人格，這才是真正的愛。因為愛，而任意行事，這

種理論根本不能成立。尊重丈夫的意見、體貼丈夫的性格、傾聽

留意丈夫的話語並不是因為怕丈夫、怕挨打、怕鬧離婚，而是因

為愛而尊重他，並非因此變成丈夫的奴隸，而是愛得越深，越要

尊重。

同理，律法在恩典中完成，而且律法內有無限的自由，這是

玄妙的道理，而且非常重要。如果懂得這個道理，就等於通曉了

基督教教義。屬靈生命不成熟的人往往想著這是對立的兩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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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持二者取一的態度，心裡總有矛盾。所以保羅說：「恩典與律

法並存，兩者互補。」因此我們要把律法和恩典放在同一面向上

加以理解。

主題經文是這個真理的繼續，要進一步談一談律法。我們

要察看律法為什麼存在？律法有什麼作用？按照保羅的主張，律

法和恩典並不是對立的，因為律法為了恩典而存在。換句話說，

為了使恩典彰顯，為了讓人們了解恩典，在生活中結出恩典的果

子，才有了律法，而且它仍然存在。「為彰顯恩典而有律法，恩

典是律法存在的目的」這是重要的原理。

律法存在的原因與功用

現在，讓我們具體分析一下這個原理的確據。主題經文首先

提到律法的存在和功用。19節：「這樣說來，律法是為什麼有的

呢？原是為過犯添上的。」經文裡的過犯是指犯法，因為人先犯

罪，而後才有律法。為什麼要制定法律？為什麼會設立監獄？正是因

為有人犯罪。如果每個人都公義守法，監獄大可不必存在。以前曾有

一個特殊的城市，就是丹麥北部的農村，人們說村裡惟一一位警察圍

著圍裙賣起可口可樂，因為一年到頭一件案子也沒有，他沒事可做，

只好賣可樂。那裡沒有法律嗎？看起來似乎沒有法律，但實際上是存

在的，只是沒有人犯罪。

法律條文再多也無法制止犯罪，法本在我們心中，不懂刑法、

民法、商法等法律條文也無關緊要，只要良善正直，怎會犯法？可

是人們不斷昧著良心，違背神的律，違背原本因著愛而設立的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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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將人們所踐踏的律明確表達出來，且讓人們記住，因而明文規定了

律法，出現條文化的法律，就是「十誡」。所以，十誡不是最初的

律法，而是把從前的律用文字形式記錄下來，原因就是「過犯添上

的」。

今天法律之所存在，也是同一個原因，就是防止犯罪。一

出門，人們就要守交通法規，如果所有人都嚴守交通法規，交通

警察就沒有必要站在路口指揮交通。為什麼還是需要交通警察來

回巡視？因為有許多違反規定的人，不得不讓交通警察管理。所

以，律法的出現就是因為犯罪，因為有犯罪的人，就需要法律維

持秩序。實際上，有違法的行為就有相應的法律條文。

西方人曾經為「死刑」有過熱烈的爭論，有人主張取消死

刑，認為再嚴重的罪犯也不應該處以極刑，因為用電椅、絞刑、

槍殺等方式懲罰死刑犯是不人道的。人怎麼可以殺人？所以應該

廢除刑法，這話很有道理，所以有些國家廢除了死刑。可是，隨

之而來的問題是犯罪率開始增加了，所以美國有些取消死刑的州

現在提出重新恢復死刑的輿論。據說有些國家沒有偷竊風氣，一

旦竊賊被捕，當眾就毫不留情地剁掉他的手腕，嚴正執法之下，

再也不會有小偷了。為什麼出現這麼嚴厲的法律？因為有偷竊

犯；如果沒有罪犯，就沒有必要制定法律。簡而言之，產生各種

法律條文的原因在於犯罪行為的存在。有罪犯，就要繩之以法，

於是自然而然有了法律。

讓我們回到經文，「犯法」的希臘文與「幾種罪」是同義

詞，這裡包含「越線」、「超線」的意思。為防止超過規定的紅

線，而有了律法，今天也是同樣的情況。我國沒有大牧場，很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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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自然放牧的景觀。酪農會把牛圈在牛圈裡餵飼料，或者牽到

郊外讓牛吃野草。可是，外國與我國不同，他們在一望無際的田

地上種草，然後放牛。數百頭牛整整齊齊排著隊早出晚歸，秩序

井然非常壯觀，而且沒有牧童。雖然我從遠處看不清楚，到近處

就卻發現四周都裝有電網，牛一碰上電網，當然馬上退回圈內，

靠著這個裝置，牛根本無法離開牧場。雖然無人管理，牛照樣在

牧場裡規規矩矩，這就是線。律法就是這條線，超越這條線就是

三年大牢，走到那兒是五年大獄，觸犯了法條就要受懲罰。

從深層意義探討，這條界線就是神的旨意。在神的旨意下，

我們很自由，能夠自由自在生活，可是不能越過界線(律法)，律

法非常必要。不可殺人，不可姦淫，不可偷竊，不可作偽證，這

就是律法。律法規定了人的道德和行為規範。人越的界限越多，

碰到的牆越高，越要受阻，這是為了制止越線

者。因此，律法條文越來越多，刑罰

越來越重，而且越來越強調

神的審判。

律法如同鏡

子，我們藉

律 法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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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自己的罪惡，而且從中發現神的義。我們能看見自己的臉嗎？

不能，只能在鏡中看到。所以，有什麼要調整的，不妨照鏡子看

一看，有髒東西就擦乾淨，有過錯就及時改正，律法就像鏡子，

照明我的罪，我的懦弱、我的缺點、我的偽善，無一不顯現出

來，只是無法醫治，因為律法沒有治癒的能力。人原本有醫治的

能力，卻因為超越限度喪失了這個能力，用律法看自己，可以看

清我的罪，可是它無法改變我的現狀，心有餘而力不足。人只會

越來越墮落，心想已是如此糟糕，沒有什麼指望了，律法也無能

為力，沒有可提供幫助的，人開始喪失信心，自暴自棄，因而更

加墮落。

所以保羅給律法定下結論：「律法是殺人的法，殺靈魂滅良

心。」我們最近常看到這種現象：有人善於揭露社會不義，恨惡

腐敗墮落，可是對這些問題無法提出解決辦法，也沒有因應的對

策，只是表示憤恨。律法讓人知罪，卻無法洗清罪惡。人不能因

為行律法得救，可是律法的影響力仍是有益的。在律法前，我們

變得謙虛，更加成熟。知道自己的面目，悟出自己的無能，人就

會謙虛、溫柔。喜歡論斷別人的心開始發生變化，內心尋求神的

憐憫。在神面前這樣表白：「主啊，求 憐憫我，我無顏站在

面前。」這是律法最重要的，也是最終的作用。

律法是間接傳授的

保羅說，律法不是直接的領受的，這與猶太人的歷史息息相

關。19節：「等候那蒙應許的子孫來到，並且是藉天使經中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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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設立的。」那麼，猶太人怎麼理解律法呢？神賜下律法時，摩西

登上西乃山，猶太人相信摩西沒有直接面對神，如果摩西直接見了

神，他就不能活著下山，因為人不能見神，也不能聽神的聲音，

所以猶太人合理解釋這個問題而出現「天使論」，神向天使傳

諭，由天使傳給摩西，再由摩西傳給百姓，以色列百姓如此理解

十誡傳授的過程。

主題經文出現律法間接傳授這個大家認同的傳統說法，可

是還有新的含意，也就是把律法經天使之手間接傳授的過程看作

具有象徵意義的真理。我們從中找出重要的神學原理，學習功

課也區分為first source和second source。原作者的著書是first 

source，別人後加說明的就是second source。總之律法原本就是

second source，不是first source，是間接的，這說明律法的價值

和意義並不是很重要，不如first source。

保羅在經文中指出這個問題，展

開必要且切中要害的辯證，

說明律法的內容和傳授

的過程都不是直

接的，而是

間 接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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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神的旨意藉著天使，透過摩西，又經過以色列歷史形成了

律法；與藉著耶穌基督，藉聖靈感動所傳的方式相距甚遠。原本

的、最初的重要真理是神的話語，而且由聖靈做工，簡單說就是

恩典，起初存在的是神的愛、恩典的應許，而律法是間接傳授發

揮效力。所以保羅說，神賜給亞伯拉罕的是直接的恩典應許，而

賜給摩西的律法則是間接的。

接下來，讓我們想一想兩句經文。一是耶穌說的：「要愛人如

己。」（太二十二39），以及約的「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出

二十一24）。「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是什麼意思？眼睛被人傷了，

就要傷害對方的眼睛作為報復；牙被人打掉了，用同樣的方法打掉對

方的牙。這個理論非常可怕，如此遵行之下，這個世界就會變成戰

場，挨一槍，還一槍，世界充滿暴力和槍殺，這問題非同小可。

表面看來，似乎這兩句話截然相反，好像是兩個極端，可

是仔細想想，就找出其中的必然連結。如果我拿起槌子打掉別人

的牙，馬上我的牙作為懲罰也會被人打掉，這是以牙還牙。打掉

別人的牙，等於打掉自己的牙，所以，別人的牙等同我的牙，所

以這與「愛人如己」似乎沒有太大的區別，只是表達方式不同，

但本質一樣。別人的眼就是我的眼，別人的財物就是我的財物，

別人的疼痛就是我的疼痛，所以為要做到愛人如己，就是以牙還

牙。其實是同一個道理，只是看問題的角度不同，表達不同。一

個是直接的，另一個是間接的；一個是消極否定的作法，另一個

是積極正面的態度。所以，律法的根本就是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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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引導人走向耶穌基督

保羅在19節也提到律法的有效期限：「等候那蒙應許的子

孫來到。」也就是耶穌基督來臨之前，仍由律法支配。神學院的

考試經常出這一道題：「律法的三大作用」。所謂律法的三大作

用，是從三方面進行歸納，便於大家理解律法。一是律法告訴我

們神的旨意、二是律法間接引導我們走向耶穌基督、三是我們成

為基督的人，成為神的子女以後以喜樂的心情守律法，這就是律

法的三大作用。

主題經文特別強調第二方面。律法在耶穌基督裡有新的含

意，這一點在神學上很重要。雖說是新的含意，其實保羅想說明

這是原本的含意，這種說法更接近保羅的主張。所以，律法做

不到的，恩典有能力解決。有恩典，律法才能

發揮出全部的作用，這一道理很容

易理解。當人有愛心和信心

時，守法就是件更容

易 的 事 了 。 可

是，對於律

法 ，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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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抱著害怕懲罰的心理勉強守法，反而容易觸犯法律，而且還有

可能陷進罪惡的深淵。因此，律法在恩典中完成的真理，我們在

現實生活可以親身體驗。

21節出現這樣的經文：「若曾傳一個能叫人得生的律

法。」如果律法引導人們走永生之路，就無需恩典的應許了。人

只能藉著恩典，藉著神的應許得生，而且在恩典裡律法才能走上

正軌完成它的作用。正如經文中出現當時律法主義者力圖將律法

變成永恆的、絕對的規範。深知這一點的保羅斷然否定他們的說

法，保羅認為律法為了引導我們走向耶穌基督而存在，而且在神

的應許實現以前有效力。

馬太福音十九章當中有一個富人來見耶穌，問道：「你若要

進入永生，就當遵守誡命。是指什麼誡命？」耶穌回答他：「就

是不可殺人，不可姦淫，不可偷盜，不可作假見證，當孝敬父

母，又當愛人如己。」那人說：「這一切我都遵守了，還缺少甚

麼呢？」耶穌說：「你若願意做完全人，可去變賣你所有的，分

給窮人，就必有財寶在天上，你還要來跟從我。」那少年人聽見

這話，就憂憂愁愁的走了，因為他的家產很多，沒有勇氣實現耶

穌所說的。

看了這段經文以後，曾經這麼想過如果少年人能這麼回答該

有多好：「律法並不完全，除了律法，還有別的路嗎？」耶穌可

能會答覆：「跟從我。」可是年輕人卻說這一切都遵守了，有可

能遵守一切嗎？所以那人只能遠離耶穌基督了。

務要明白，律法引導我們走向耶穌基督，但律法不是永生之

路，靠著行律法不能得救，只是引導我們找著恩典、救贖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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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細看22節經文：「但聖經把眾人都圈在罪裡，使所應許的

福，因信耶穌基督歸給那信的人。」這裡聖經指舊約聖經，進而

直指律法。「把眾人都圈在罪裡」就是把人圈在律法的監獄裡，

不知道十字架恩典的人直到今日還被圈在律法裡；有些人雖是信

徒，卻不知十字架恩典，總是想著律法：「我就是因為不參加禮

拜，才會感冒」、「想必是沒有十一奉獻而被神懲罰，我的事業

也完了。」被律法綑綁的人，心中沒有喜樂，過著戰兢懼怕的生

活，非常可憐。各位千萬不要被律法綑綁，應該藉著神的愛，知

道恩典，尋求神的應許；神賜下律法，我們應該感謝和喜樂，並

要遵守。

律法不是為了治我們於死地，為逼迫我們而存在；律法對我們有

益，且為我們存在，它的最終目的是彰顯神的恩典和應許。當神的恩

典與我們同在，律法就不會造成恐懼的心理。我們應該知道，為了防

止犯罪而賜下的律法，在在彰顯了神的慈愛。我們應當感謝神，心存

喜樂地接受律法、遵守律法，這樣才能完成律法，而且神的恩惠將常

與我們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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