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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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拉太書二章1至5節

保
羅保羅是外邦人的使徒，作

為外邦人的使徒，他有自己

的神學。為了建立這一神學體系，他花

了「阿拉伯三年」的長久時間。各位能

看出保羅在禱告的同時，仔細查詢聖經

脈絡，還制定了傳教策略。保羅的傳教

策略，不是單純定計畫定日程，也不是

福音的自由性

韓國 盼望教會 郭善熙牧師

加拉太書解經系列(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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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如何解決傳教費用，見什麼人，在哪裡建立教會等等，不是為這

些問題費盡心機，他以聖經和神學，就是以福音作為根據，制定

傳福音策略，向外邦人傳揚。

向外邦人傳福音

保羅開啟了決定性的作用，他在這方面的影響，一直持續到現

在，是一位重要人物。為了制定傳教神學策略，他一定有過苦悶，

因為記錄聖經的背景是希伯來文化圈，雖然新約聖經是用希臘文記

錄的，可是內容和方法都是徹頭徹尾的希伯來式，是東方式。雖然

對這個問題，神學家進行過長期爭論，可是得出的結論仍是，記錄

聖經的文化背景是希伯來文化圈。

宣傳真理、傳遞福音，都需要藉言語來表達。語言是有概念

的，還關係到傳話者和受話者的人格問題。一句話當中是帶著文化

背景。神賜我們祂的話語時，在猶太文化的背景之下，藉耶穌與我

們接觸。耶穌來到伯利恆，來到希伯來文化圈的猶太主義者當中。

耶穌走入律法體系，完全進入希伯來文化圈，耶穌基督傳福音給這

文化圈內的人，傳講天國及神的道。

福音是永恆的真理，但最初就是從希伯來文化傳入這世界，所

以，解釋聖經要充分理解希伯來文化同時挖掘其中的內容，悟出其

中道理，這叫講解聖經，也叫解釋聖經或聖經注釋。

在傳給別人的時候，要精通受話者的語言，比如我在研讀新

約聖經時，就要讀希臘文聖經，找出希臘文聖經原意，完全理解概

念，再向大家講經時就要用我們慣用的語言。而且不能按原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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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講道，即講解聖經。傳福音就是傳講聖經，是講解神的話，

用難懂的神學用語說明，就是「成肉身」（incarnation），是神學

的「成肉身」使命。

保羅領受蒙召的巨大使命，直到今日，人們對他所做的工評

價仍舊很高，因為傳福音是非常艱鉅的使命，福音雖然出自耶穌基

督，倘若要向外邦人傳福音，必須在希伯來文化背景下理解福音，

再把福音裝入希臘文化器皿後向外分送。

這段過程中，有個問題必須要小心。前不久，西方人和中國

人來我們教會講道時，不是有翻譯嗎？再也沒有比擔任翻譯更難的

事了，先要聽清楚講員所說的內容，然後清楚翻譯為我們慣用的語

言。所以，掌握母語是第一步，外語水準再高，若不能靈活運用母

語，還是做不成翻譯。整理單字和概念，有完全的把握以後，再翻

譯成另外一種語言，沒有時間躊躇，所以容易失誤。

很久以前，將近百萬名信徒聚集在汝矣島廣場，聽比利格

萊恩牧師講道。比利格萊恩牧師登上講台，看見人山人海，用了

thousands of people，意為人數眾多，卻被譯為數千人，一下子

百萬人降為數千人，這是極大的失誤。翻譯沒有轉達正確的意思，

可是，意思轉達清楚了，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感覺不易被轉達，有

些是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感覺。

在翻譯過程中容易抹去或減弱原意，所以我不大喜歡翻譯，

不願意向外國人講道，神的寶貴話語在傳達過程中，這裡加那裡

減的，相當讓人難受。有時，甚至被翻譯得牛頭不對馬嘴。所

以，即使很辛苦，為了傳福音就要努力學好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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汁原味希伯來文化背景的福音，卻要以外邦的哲學方式來說明，

這是極為艱難工作，傳講的內容為「希伯來式」，而說明時所用

的單字和哲學概念卻是「希臘式」，如此傳遞福音，若是稍有差

錯，特別是神的話和靈性可能沒有表達完整，卻被增減，就會成

為大問題。

信仰形式不同，福音卻是一樣
    

來看主題經文，就足以知道保羅所面臨的難題，他不辭辛苦

向外邦人傳福音，還是引起非難，猶太人更是忿忿不平，在他們看

來，保羅把希伯來宗教改得面目全非，關於這一點，保羅以外邦人

使徒的身分進行爭辯。

使徒行傳十五章出現保羅在耶路撒冷公會受指責及他為此解釋

的情景，用來盛裝的器皿和裝進器皿的東西，是兩種不同的事物。

就以人來說吧，相貌和人格不一樣，同樣道理，器皿和器皿所裝的

東西也不一樣。

裝入器皿的東西一樣，器皿卻有不同；福音永遠不會改變，可

是盛裝福音的器皿，也就是文化背景時常改變。所以向外邦人傳福

音，需要了解外邦人的特性、文化、語言，這叫作信仰形式不同。信

仰形式會隨文化或宗教背景，知識或偏見，社會背景或身分而改變。

想得簡單一些，我們每個人的生活方式不同，教會也一樣，我

們盼望教會有我們自己特有方式，與別的教會不同，盼望教會的信

徒偶爾去其他教會，馬上會有這種體會。福音是惟一的，耶穌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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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信耶穌之前是傳統民間信仰的人，常有喜愛熱鬧的毛病，因為

這是習慣，不易改變，一安靜就沒有精神，只要熱鬧就很來勁，所以

這樣的人不喜歡安靜的教會，他們喜歡拍手，動動身體，呼喊等等。

有儒教文化背景的人，強調權威，強調選民思想，帶有很強的

階級意識，服事也不是出於奉獻，乃是為了抬高自己，另外，有佛

教背景的人，喜歡把基督教改成冥想宗教，稍有熱鬧就會不滿，他

們喜歡安靜。

所以，每個人習慣的方式多少會有不同。從其他教會來的人，

也很容易認出來，上次查經班的時候，就有一個人拍手唱讚美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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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以前天主教是合掌禱告，而新教是合指禱告，手勢不一樣，為

什麼呢？因為天主教合掌，新教不願意一樣，就改為合指禱告了，

這叫做不同現象。不喜歡的人怎麼做，我偏要做的與他們不同，每

一個人的方式都有不同，所以生活中會看到各式各樣的方式。

國家、地區、個人都有自己的方式，因為語言不同，問題更加

複雜。想要向外邦人傳福音，而且又不是只有一個國家，在向不同

種族的外邦人傳福音時，保羅遭受多少苦難，大家可想而知。

務要知道，形式也許會有不同，福音只有一個，猶太人有自己

的特殊文化，有很深的宗教背景，與外邦人有截然不同的方式，可

是不管怎樣，這些只不過是器皿，是包裝，裡面的內容相同，福音

相同，猶太器皿裡盛的和外邦器皿裡盛的都是同一個福音，應該要

承認這一點，猶太人卻不願承認，所以猶太方式和外邦方式有了衝

突，出現了「教派紛爭」。

過去和現在都是因為這個原因而分裂，天主教和東正教的分

裂，一方是希臘人，另一方式羅馬人，只不過方式不同而已，最後

卻走向分裂，雖然看結局是個大問題，可是仔細分析和理解以後，

就知道這不是什麼重要問題。

真正成為問題的，是優越意識，人們對福音沒有優越感，可

是對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文化，都有各自的優越意識，喜歡擺出權

威。對於優越感和權威意識，使徒保羅毫不相讓，仔細一看，教會

裡每個人都有不同的信仰方式。

所以只要新信徒加入或有新的信仰方式，就不能容忍，喜歡擺

出「怎敢無視教會傳統」的姿態，傳統不是固定的，希伯來傳統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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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和傳統固然不能忽視，可是過分堅持就會成為問題。

教會是否依照傳統形式並不重要，如果不能理解這一點，教會

永遠不可能合一，只要兩個人聚在一起，方法就不會相同，何況有那

麼多人，意見更是五花八門了。凡是權威意識、優越感都是教會的癌

細胞，這是因為福音和文化背景摻雜一起，才會出現這種問題。

來看韓國的情況，西方人第一次敲開韓國大門，將福音傳入，

我們因此特別重視他們傳福音的形式，卻沒有重視福音內容，只是

一味遵照他們的禮拜儀式。真正重要的是聖經，而不是禮拜儀式，

教會卻因為這些問題而發生混亂。我們不能因為自己的信仰形式而

忽略別人，擺出優越感、擺出權威的架式，不要忘記，沉浸在自我

優越感時，反倒容易犯下大錯。

保羅身為外邦人的使徒，應該採取外邦人的方式，但是對這些

神學問題，又要向猶太人做解釋，經文裡出現「陳說」一詞，他有

責任向他們陳說：「外邦人用這種方式信主」，「耶穌是惟一的，

信仰是惟一的，信心是惟一的，只不過禮拜儀式不同，讚美方式不

同，形式不同」，「雖然外邦人的方式不如猶太人的意，也應該理

解他們」，這就是保羅去耶路撒冷的原因，他要做解釋。這很重

要，如果稍有差錯，就會扭曲福音，猶太人會誤解，以為他們自己

信的是真道，而外邦人的信心是錯誤的。保羅強調，「惟恐我現

在或是從前徒然奔跑」（加二2），保羅為使自己的奔跑，現在和

過去所傳的不致徒勞，一定要加以說明。

保羅於「阿拉伯三年」以後去了耶路撒冷，拜訪彼得、雅各，

與他們就是談了些什麼？雖然沒有記載，但推論談到傳福音方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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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應該容許自由等這類傳福音和神學問題。

二章1節提及「過了十四年」，十四年後保羅結束第一次傳道

旅程，再次帶著問題來到耶路撒冷，得到禁戒偶像的污穢和姦淫，

並勒死的牲畜和血結論。此外，在其他問題上不為難外邦信徒，這

次會議可以看作是第一次世界傳教大會，由耶路撒冷公會通過了這

次決議，為什麼要禁戒偶像和祭物？因為祭偶像就要吃祭物，所以

說吃祭物就等於拜偶像，因吃了祭拜偶像的食物，等於參加了祭

祀，淫行也是祭祀儀式中的一項，所以這些必須要禁止。

避免陷入律法主義

在此，我們還要談到經文裡沒有提到的割禮問題和安息日問

題。耶路撒冷公會的決議中居然沒有涉及猶太人生命一樣重視的問

題，這意味外邦人不用行割禮，不用守安息日。猶太人到現在仍然

行割禮，耶路撒冷約有一萬餘名信徒，這還算少數，在美國有很多

猶太人信基督，可是他們建立教會，也不稱教會，是「基督教會

堂」。因為猶太人怎麼也不信耶穌，經一些人研究傳教學後，制定

了這樣的方針：猶太人可行割禮信主，不必守主日，守安息日屬自

願，定這些規定後，他們開始信主了。

這種傳福音策略，成功使那些頑固的猶太人信耶穌，主日不必

再守，守有幾千年文化傳統的安息日，行割禮信耶穌，這是猶太方

式的信仰，這樣的方式容易讓猶太人接受，那麼不是猶太人，應該

怎麼辦？當然沒有必要跟從猶太人的風俗，文化，那就不用行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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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在耶路撒冷公會得到了這一許可，今天經文的主要內容

就是針對這個問題，是保羅的一次試驗，使徒保羅去耶路撒冷，

帶著提多，保羅是以色列人，行了割禮，又是迦瑪列的弟子，是

法利賽人，因為有這樣的背景，出入耶路撒冷沒有什麼問題，可

是，提多成了問題。

提多是保羅的助手，是他信心的兒子，因為提多是希臘人，

沒有行割禮，領著提多去耶路撒冷，是為了試驗耶路撒冷公會是

否同樣以主的名迎接沒有受割禮的提多，如果以主的名接待提

多，那麼教會就不會出現是非，如果是相反的情況，就會發生大

問題。看使徒行傳，提摩太是受了割禮，因為他的父親雖然是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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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受割禮」，沒有勉強讓他受割禮，因此，提多在沒有受割禮的

情況下參加了耶路撒冷教會。

果不其然，耶路撒冷教會發生了爭論，有人責問為什麼要領

外邦人進聖殿，保羅對這一問題絲毫不相讓，二章4節中「偷著引

進來的假弟兄」，指的就是猶太主義者，是偷偷進來的人，但不

是信徒，因為他們沒有信心，沒有得救的恩典，那麼他們為什麼

出入教會？是為了迷亂信徒。散布「外邦人要信耶穌，先接受割

禮」，這些話似乎沒有甚麼可挑剔的，可是一旦做了讓步，就成了

問題，因為此例一開，其他的陳規陋習每個都要守。就是說承襲猶

太人數千年來的宗教傳統，守安息日、祭祀、還有很多律法，所以

要行善，注重行為，為律法所綑綁。最後，耶穌的寶血變得不具意

義，再也沒有耶穌了，在花言巧語面前稍為做出讓步，就會不知不

覺由信徒變成沒有沒有信心的人，應該警惕這一點。

律法主義者把恩典當做自由，把自由看作放縱，所以，他

們強調行善。不能只有信心，不能只得赦免，還要守律法，守安

息日，行割禮。人們最後真的沉醉於行為，因為有行為，就會變

得驕傲，除了行為，好像沒有別的，看見不參加晨禱的人就想批

評：「那樣的信心，根本不值得一提。」只因參加晨禱，就開始

自我膨脹的也是一樣。

為主做工固然很好，但服事者看見不服事的人，就傲慢藐視

他們，熱心禱告、服事、行善，卻忘了耶穌。心裡只有自己的善

行，自己的功勞，以為自己是義人，成了典型的律法主義者。耶

穌沒有了，恩典沒有了，陷入這種狀態的人很容易分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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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當中要晨禱、通宵禱告、禁食禱告、上禱告山禱告，越來越

多，越來越累，心裡也沒有平安。行善救濟還是沒有平安，最後

在惶惶不安中度日，得了感冒還認為「哎呀，可能是因為沒有奉

獻」被律法綑綁，成為失去恩典的人，保羅擔心的正是這一點。

偷偷進來的假弟兄，窺探我們的自由，企圖用網套住我們。

恩典是自由，讓我們從死亡、魔鬼、罪、律法的綑綁中得到

自由，當然不是甚麼放縱，希望大家都生活在恩典中。恩典超出

律法，恩典、感謝的生活中能顯出大能，憑信心能做更多善行。

若因著律法行善，因律法不去犯罪的人，越是小心謹慎，

信仰越是後退，容易犯下更多的罪，包括驕傲。在律法主義者看

來，恩典的生活似乎不成體統，似乎放縱沒有秩序。可是，恩典

的世界充滿良善和慈愛，恩典生活的自由秩序，可能也會出現問

題，因而耶穌親口告訴我們：「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找到

真理以後，在真理的支配下過自由的生活。所以說，福音就是自

由，得救就是自由，可是律法主義者視為無稽之談，持著敵意。

奧古斯都有句名言：「真心愛主，然後按你的心意去服

事。」真心愛主，耶穌已經做了生命的主人，還有必要再受世俗

的束縛嗎？誰還能壓制我？沒有人能夠奪走我的自由。

主題經文正是指出了這一點，偷偷進來的假弟兄，像是真正

有信心，真正走正道，但卻在窺探信徒的自由，想讓我們做律法

的奴僕，所以大家不要容讓，反覆強調「一刻的工夫也沒有容讓

順服他們。」

所以保羅強調：「一刻也沒有容讓順服」，就算只此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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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事，也不能像律法主義者妥協，不能向他們讓步，真正的福音主

義者，是不做妥協的。「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們中間」，

這就是保羅的信仰表白。在真理中生活，讓真理永遠存在你們中

間，福音的自由性很重要，福音是永恆的，可是福音的形式，盛

福音的器皿有可能改變，大家記住，無論是猶太人，還是外邦

人，對於福音的自由性，在真理上是不能有絲毫容讓，要完完全

全堅持真理的絕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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