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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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至10節

仔
細觀察主題經文，就能悟出

其中提及關於信徒的性格

與信仰的本質等方面的真理。信徒生活

可以分成兩種關係，水平關係和垂直關

係，這兩種關係都很重要。信仰是信徒

與神的關係，所以與神要建立牢固的垂

直關係。而信徒與人的關係也很重要。

賜給我的恩典

韓國 盼望教會 郭善熙牧師

加拉太書解經系列(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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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關係要與水平關係保持均衡。偶爾看見與神的垂直關係

雖好，可是水平關係卻很糟糕的人，這樣一來，兩種關係都失去

了應有的角度而傾斜。在這種情況下，有可能會失掉信仰。還有

一些人熱衷於水平關係，因為沒有確立與神的關係，信仰也失掉

了。所以，垂直關係和水平關係要均衡，兩種關係都很重要。

同時還要聯結社會性。耶穌對文士說：「你要盡心、盡性、

盡意、盡力愛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說：『要愛人如己。』」

（可十二30～31）就是要愛耶穌勝過愛父母、妻子、兒女、弟

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不是說撇下父母與子女盡性愛主，得神

百倍的祝福，但也不是不顧家庭只為主奉獻。兩者要協調，我們

應該記住這一點。

保羅的堅持與讓步

這又可以看作絕對關係和相對關係，也是啟示性和現實性的

問題。我們聽神的話，屬於啟示性。所以保羅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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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一12）這是重要的經文，指出信仰的本質。真理不容

絲毫讓步。可以讓步妥協的，就要讓步，可是不該妥協的，就要

寸步不讓，這就是所謂固執。因此，啟示性和社會性的協調對信

徒的生活很重要。

我們還可以從宗教和倫理的角度來想一想。在這個問題上，

使徒保羅做得很圓融。我已經反覆說過幾次，保羅對於福音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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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看起來，甚至到了堅持的程度，他是絕不妥協的人。

可是，對於那些可以讓步的問題，保羅都讓步，也很寬容。

關於結婚的問題，他談得很具體，在哥林多前書第七章提到，男不

近女倒好，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只是各人領受神的恩

賜。還有關於吃祭偶像之物，保羅說：「不吃也無損，吃也無益，

可是如果食物傷弟兄的心，叫弟兄跌倒，我就永遠不吃。」該讓步

的就讓步，不該讓步的，絕對不讓，這是保羅的原則。

各位在生活中是否有這樣的原則？似乎相反的情況更多。不

該讓步的，倒是很隨隨便便，該讓的呢，非要堅持己見。有人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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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斤計較。有智慧的信徒，水平關係和垂直關係都很協調，保羅

在這方面是我們的典範。他對信仰和神學不做絲毫讓步，這是加

拉太書的主題。

可是另一方面，保羅在傳福音上總是做出極大的容讓，在與

其他使徒的關係或與其他教會的關係保持友好，努力做出最大限

度的理解。在尊重對方之餘，也受到對方尊重，維持很好的水平

關係，這是因為保羅扎根於信仰和神學。

不久前在一次聚會中談到我們教會和其他教會的關係。有

的人主張做些讓步，與別的教會建立良好的關係。我的意見是，

不用為這些費心，這都是次要的，只要我們教會復興，韓國教會

復興，我們教會成為典範的話，世界各國的教會都會前來學習，

只有這條路才是真正應該做的。只想妥協是錯誤的想法，這不是

解決問題的好方法。堅持正確的神學，正確的信仰，堅持福音真

理，這才是合一之道，是走向和解的協調之路。

保羅悔改以後，過了十四年再次去了耶路撒冷，這是第二章

1節的經文。保羅去耶路撒冷的時候，已經結束了第一次傳道旅

程。他在小亞細亞地區傳福音幾年以後去了耶路撒冷。雖然在外

邦文化的環境中生活了很久，可是信仰沒有絲毫動搖。

一般來說，宣教士去外國宣教的時候，都是滿懷確信和使

命，可是一旦和當地文化或既有的古老宗教有了衝撞，信仰和神

學很容易改變。所以在派遣宣教士的時候，一般教會規定，每隔

五年要召回本國，經過充電以後再派出去。

在國外住一、二十年，很容易被當地文化所同化，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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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這很危險。保羅不受任何人特殊的指示，在世界各地長時間

傳福音，他在神學及信仰上卻絲毫不受動搖，值得我們學習。

到處都有猶太人的逼迫是保羅傳福音的障礙，可是他所確立

的神學體系沒有改變，這是保羅的偉大之處。為什麼能這樣？雖

然沒有人幫助他，他卻可以保持確信，堅持毫無動搖的信心，我

認為至少有三個原因。

第一：因為福音是由啟示而來的。不是從人領受的，也不是

人教訓的，而是從耶穌基督直接啟示來的，所以不可能改變。

第二：因為這是他的信仰經歷。信仰要伴隨經歷。信仰經歷

有好多種，包括見異象、說方言、得醫治。也有日常生活中的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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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經歷。

不久前，我和一位從洛杉磯來的執事共進晚餐。談話當中，

提到李相求博士。這位執事自稱是李博士的熱心支持者，我問

他，您什麼時候認識他的，成了這麼熱心的支持者？他說大約九

年前，他得了胃癌，經醫生檢查，胃必須切除三分之二，否則會

有生命危險。偶然遇到李相求博士，就使用他的方法一試。不知

為什麼，他對李博士有了信心，按著李博士的飲食療法治了六個

月，結果病全好了。

執事說，已經過了九年，他還是很健康，他認為李博士的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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搖擺，聞風而動。所以，信仰經歷非常重要。不論再怎麼努力研

經，如果只是用腦子學，就會變成話多的人，成為沒有根基的信

徒，所以信仰一定要有經歷。

第三，不只停留在經歷，還要明白神學。使徒保羅悔改，有

了信仰經歷以後去了阿拉伯，做了三年聖經研究。他以聖經加以

印證，用聖經裝備自己，在聖經的脈絡中，扎根於「亞伯拉罕信

神，這就算為他的義」這句經文。這樣一來，聖經知識和信仰經

歷還有啟示合而為一，即使保羅遭遇任何問題，都不會動搖。

除了這三點以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耶穌基督十字架的大

能。保羅在自己的生活及傳教旅程中，親身經歷了趕鬼，治病等神

蹟。看見那些不信耶穌的人也信了主，這就是神的大能。保羅親眼

看見福音的大能，所以無論遇到什麼情況，他都不可能動搖。

各位也有相同的經驗吧？為誰禱告過嗎？為誰傳過福音嗎？

保羅在傳福音和生活中看見人們因為接受福音而得救，即將死亡

的人因為接受福音而喜樂，向家人告別，期盼天國相見，含笑離

世，這就是十字架的大能。以上四項原因使保羅有了確信。

若看主題經文，會發現保羅客觀的態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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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節）說到有名望之人，似

有一絲嘲諷，這是指耶路撒冷教會的彼得、雅各、約翰，他們在

當時最有名望，是屬靈方面的權威。保羅說他們是有名望之人，

可是又說他們與自己何干，至少在傳福音方面沒有相關。保羅的

意思是，在神面前大家都一樣，沒有高低貴賤之分，神不以貌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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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會以貌取人，神卻不是，在神面前，人人都平等，沒有什麼

有名望的人。

服事者同為一體

再來仔細看主題經文，我們會發現另一層更重要的意思。

保羅將自己和那些有名望之人做比較，敘述彼此間相同與相異之

處。他認為，在神的旨意、神的安排及恩典下，大家都是一體

的。保羅為何要如此說明？

第一，因為同是為主做工。簡單來說做工就是使喚，使役之

意。神藉彼得和保羅來做工，彼得是使役，保羅也是使役，兩人

都是為神做工的人。使用彼得做工的神，和使用保羅做工的神是

同一位，祂是惟一的神。

第二，保羅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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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節）託保羅

傳福音的主，也託彼得傳福音。託我們傳福音與做工都是同一位

神。主人吩咐僕人工作的時候，是看僕人能不能靠得住，能不能

做得好。工作的人很多，可是分配工作的只有一位神。託人傳福

音的是神。所以，無論是誰做什麼工作，都沒有關係，只要為了

託付工作的神，保羅、彼得或約翰應該要成為一體。

第三，保羅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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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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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能，有了智慧，有為神做工的心願，機會和力量。一切都是恩

典，蒙恩的人很多，賜恩典的是同一位神，所以每個人都是一體。

你我都在為主做工，各位信徒無論男女老少全是一體，因為

在我們中間做工的，託我們傳福音的，賜給我們恩典的是同一位

神。無論工作性質或事工大小，全是做神的工。憑著神賜給我們

的能力，各盡其職並且努力服事，我們都是主的僕人，是一個肢

體。我們蒙召，是同一位主，同樣的信仰，同一位神，我們是一

體，所以要合而為一。

其次，保羅在經文裡說明了相異之處。雖是一體，卻有不

同。託我們傳福音的是同一位神，可是做工的人各不相同。主題

經文中提及保羅和彼得，神按祂的心意，安排他們各自要做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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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做成花瓶或水缸，端視陶匠心意。器皿不能問陶匠：「你為

什麼把我做成花瓶」「為什麼我只是一個陶罐？」因為全是按陶

匠的需要所做，被造物不能埋怨製造者。

其實，平凡的器皿被使用的時間反而長久，珍貴的器皿一般

都是收起來的，貴客來的時候才拿出來使用一兩次。要做成什麼

器皿，全看陶匠的心意。可是做工的人不同，他們的器皿不同，

生長背景也不同。保羅在基利家的大數出生，彼得在加利利出

生；保羅在希伯來和希臘兩種不同的文化環境成長，彼得則是純

粹的希伯來文化背景。這兩人光出生地和文化背景就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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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信主時間很長，有人是初信者，有人從鄉下進城，也有人一

直在城裡生活。我們教會的信徒是各地區的人都有，值得慶幸的

是，我們沒有因為地區不同而出現問題。

因為我們在基督裡成為一體，所以在主內可以同工，雖然每

個人的性格不同，背景也不同，卻可以互相理解，互相容讓。而

且做工的地點也不同，保羅為外邦人做工，彼得為猶太人做工。

主題經文指出，保羅為未受割禮的人作使徒，而彼得為受割禮的

人作使徒。做工的對象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不同、宗教背景不

同，因此有很多不同之處。

綜合主題經文內容，得出一個結論，服事主的人有相同和相異

之處，服事也有可以容讓的和不能讓步的地方，兩者間有保持均衡

的必要性。我們都是罪人，因為相信耶穌基督而得救，所以本質相

同，結局也相同。

雖然表面上每個人都不同，但內心深處都有共同的指望，有共

同的人生目標和價值觀，都是為主做工的人，離開這個世界以後進

入神的國。這裡沒有先後，沒有前輩晚輩，凡是相信耶穌的，都要

進天國，這是最重要的，其他都是次要。

是猶太人的使徒也好，是外邦人的使徒也罷，這些都無關緊

要，能向猶太人傳福音，也能前往外邦傳福音，這只是地域的問

題，不要在小事上大做文章，應該多多思想信仰的本質和最後的

去處。

另一方面，還要明白恩典的多元性。9節指出：「賜給我的

恩典。」賜給我們的恩典固然重要，賜給別人的恩典也同樣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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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究竟是腳重要呢？還是手重要？眼睛和鼻子，哪個更重要？

只有眼睛重要嗎？還是只有鼻子重要？事實上全都重要。

這些都是組成身體的器官或肢體，看來是個體，其實組在一

起才是完整的身體。先要理解這種彼此協調的關係，才能正確分

析問題。

保羅做了更具體而實際的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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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知

道所賜給我的恩典」看見了神在做工，也看見神所賜的恩典，彼

此就能理解了。

在國外旅行的時候，會遇見各種不同種族的人用蹩腳的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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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背景和生活經歷，只要確知對方是信徒，在不知不覺中就會感

到親近。

保羅指出，看見並且知道神賜給彼得的恩典和使命，也看見

知道了賜給他的恩典和使命，就能互相理解與幫助，彼此相愛及

尊敬了。

保羅也提到了被稱為柱石的彼得，雅各和約翰。先想一想什

麼是柱石。柱子非常重要，它要支撐，必須要筆直。彎曲的柱子

沒有用，而且柱子還要彼此合作。若有十根柱子，如果其中一個

想歇一歇，後果會怎麼樣？房子就會塌下來。柱子要互相團結，

共同合作。

同樣的道理，被稱為教會柱石的彼得、雅各及約翰，保羅說

他們是耶路撒冷教會的三根柱子，與他行了相交之禮。最近連小

孩子也懂得握手，其實握手禮源於波斯。作戰兩方最後分不出勝

負，因為害怕兩敗俱傷，就要和解，行了握手禮，意思是雙力量

相當，我們休戰。

握手意味著雙方平等，所以長輩可以向晚輩邀請握手，晚

輩先向長輩伸手是無禮之舉。總之，握手意味著平等、和解、相

交。行相交之禮，代表保羅與彼得、雅各、約翰的同等地位。

保羅反覆說明服事者同中有異，異中有同。所以建議互補，

互不干涉，互相尊重。只有一點，委託救濟之事，要熱心去辦。

當時耶路撒冷在鬧災荒，生活非常窘迫，而哥林多等外邦因為豐

收，有餘力支援他們。所以他們囑託保羅在外邦募集救濟金，送

到耶路撒冷，提議相互幫助。這就是給予和接受，是非常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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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
K 事。貧窮和富足或強者和弱者之間，互通有無。有這樣合作的關

係，彼此才能成為一體。

在主內成為一體的祕訣，就是知道福音的重要性，並且充分

明白福音的多樣性，相互尊重。只有這樣，才能一起合作，成為

神的好工人，討主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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