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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靈解放憲章
加拉太書再度受到學術界關注
F. W. Farrar譽之為「屬靈解放的大憲章」
(the Magna Charta of Spiritual Emancipation)﹐
精準抓住主題及歷史定位：

「基督釋放了我們﹐叫我們得以自由。
所以要站立得穩﹐不要再被奴僕的軛
挾制。」(5.1)



宗教改革時﹐此書在路德手上大放異彩﹐
釋放出浩然莫之能禦的宗改力量。
他甚至說﹐
「加拉太書是我的書卷﹐我已經與它結婚了。
它是我的Catherine Von Bora。」



這個屬靈的自由非同小可﹐它解除了
中世紀以來﹐天主教對稱義的誤解﹐
以及濫用懺悔禮﹐所造成的桎梏。
這個桎梏不僅
壓制了教會的
成長﹐也妨礙
了社會的進展。



1571年萬聖節路德所張貼的九十五條﹐
等於向整個神聖羅馬帝國宣告﹐稱義
和自由是神所賜的白白的恩典﹔不久
後﹐他更加碼說﹐
它們是惟獨因信而
得的。



路德宗改29年裏﹐共印行六次加拉
太書講集﹔因其信息宗改核心。
1519 (1516~17講課), 1523 [德文],

1525, 1534; 1535 (1531翻新講課),

1538。
六印惟有兩版本﹕1519, 1535 (英譯
即根據此兩者) ,今天通行的是1535

版。



前年才過宗改五百週年﹔過去數十年來﹐
加拉太書所揭櫫的因信稱義而有的自由﹐
再次受到攻擊。詆譭這教義的突破點﹐
即宣稱路德錯解了保羅的稱義。
他們認定一切的錯誤﹐源自路德
盲從奧古斯丁的懺悔錄﹐
從而落在良心自省的泥淖裏。
這是晚近一甲子「保羅新觀」
學者們的觀點。



保羅新觀學者們

左：Krister Standahl

中：E. P. Sanders

右上：James D G Dunn

右下：N T Wright



回到本卷書﹐領略屬靈自由的原汁原味。
在使徒保羅十三卷的書信裏﹐
本卷火藥味最強﹐極富爭辯性。
其問安語十分奇特﹐
更奇特的是沒有感恩語。
「我希奇」就開啟了全卷書的
漫天烽火。保羅為何要這樣寫呢﹖
因該地區眾教會發生了致命危機﹐
解決這天大問題是刻不容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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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首度危機
保羅十三卷書信的第一封﹐
約在主後49年。
耶路撒冷大會(49)

肯定因信稱義。
記在使徒行傳十五章
(參加2.1)。



大會一開完﹐保羅就寫此書
給南加拉太地區的眾教會﹐
這些教會是他在46~48

年宣道才建立的。

紅色路線是46~48年
首次海宣路徑。



當時有些猶太主義者
沿著保羅的腳蹤﹐破
壞神的工作﹐當然也
拆毀了剛才建立的外
邦人教會。事態極其
嚴重﹐所以保羅用字
遣詞直截了當﹐而且
犀利猛烈。



問安語富玄機(1.1-5)

1.1-5是問安語﹐透露屬靈風暴內的玄機。1.1表
明寫信者是使徒保羅﹐並用長串語彙﹐描述其
使徒職權﹕

不是由於(ἀπό)人﹐也不是藉著(διά)人﹐
乃是藉著耶穌基督﹐與叫祂從死裡復活的父神。
1.2-3是平常問安語。為何保羅要敘述他的使徒
職權的來源呢﹖



◎外邦使徒保羅

加2.9透露初代教會大事：
十二使徒＋長老雅各向猶太人傳福音
保羅陡然興起向外邦人傳福音
福音走向外邦人﹐破天荒的事叫猶太基督徒
很難接受。

Peter~

James~

Paul



最早向外邦人傳福
音﹐幸好是彼得打
開這扇大門的。
可是又出現一位保
羅﹐號稱是主特別
按立向外邦人傳福
音的﹐那些猶太主
義者能接受嗎﹖



外邦人是怎樣信耶穌
的﹖
猶太主義者：必須和
猶太人一樣：
信耶穌＋遵從律法﹑
特別是儀禮律的要
求﹐譬如受割禮﹑守
安息日等。



徒13.16-41記錄保羅的第一篇講章﹐
在彼西底的安提阿(46)：

「所以﹐弟兄們﹐你們當曉得﹕
赦罪的道是由這人傳給你們的。
你們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
不得稱義的事上信靠這人﹐
就都得稱義了。」

一路上有猶太人的反對。



◎耶路撒冷大會

因信稱義教義不見容反對者﹐
他們就到耶路撒冷教會去
告狀。事情鬧大了…於是
使徒們和長老雅各在49年
開了耶路撒冷大會﹐專一
解決這個衝突(徒15章)。



大會圓滿結束﹐並去信給眾教會﹐
交待幾點要注意的事﹕

15.28因為聖靈和我們定意不將別的重擔放在你們
身上﹔惟有幾件事是不可少的﹐15.29就是禁戒祭
偶像的物和血﹐並勒死的牲畜和姦淫。這幾件
你們若能自己禁戒不犯就好了。願你們平安﹗

換言之﹐保羅所強調的稱義教義被眾使徒們肯
定了。



◎大馬士革經歷

事情了結了﹖事實上﹐
反對者已在破壞了﹐
同時攻訐保羅的使徒
職權。耶穌復活升天
了﹐怎會召人做使徒
呢﹖難道保羅見過復
活的主嗎﹖因此保羅
提及復活基督。



加1.1觸及復活基
督從天降臨在大馬
士革城門口一事。
保羅在此駁斥他的
使徒職權受人懷疑
一事﹐他確實親眼
看見復活的主﹐並
且同時蒙召做使徒。



26.16你起來站著﹐我特意向你顯現﹐要派你作
執事﹑作見證﹐將你所看見的事和我將要指示
你的事證明出來。26.17我也要救你脫離百姓和
外邦人的手。26.18我差你到他們那裡去﹐要叫
他們的眼睛得開﹐從黑暗中歸向光明﹐從撒但
權下歸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
聖的人同得基業。

徒26.16-18是加1.1最佳的註釋。



米開蘭基羅的
繪畫：

保羅的歸主



The Conversion 

of St Paul 

by Caravaggio c. 

1601 at Santa 

Maria del Popolo, 

Rome. Acts 9.4



看哪神的羔羊(1.4-5)

1.4又多一子句﹐描述基
督的救贖。它用來詮釋
為何恩惠與平安臨到眾
教會。
救恩出於耶和華﹐父神
是救贖大業的發動者﹐
旨意是祂下達的﹐由神
子基督來完成的。



◎一次永遠救贖
祂怎樣完成救贖呢﹖乃是「為(ὑπέρ)我們

的罪捨(δόντος)己」﹐動詞用的是過去式分
詞﹐是一次永遠完成的事﹗「但基督獻了一
次永遠的贖罪祭﹐就在神的右邊坐下了。」
(來10.12)

下頁﹕Crucifixion by Andrea Mantegna 

from Predella San Zeno Altarpiece, Verona 1457~59 

at Louvre





明顯看到賽53.5-6, 12的那隻神的羔羊﹕

53.5但是他為我們的過犯受害﹐
為我們的罪孽壓傷。

因他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
因他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

53.6我們都如羊走迷﹐
各人偏行己路﹔

耶和華使我們眾人的罪孽﹐
都歸在他身上。…

53.12c-f因為他將命傾倒﹐以致於死﹔
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

他卻擔當多人的罪﹐
又為罪犯代求。



Agnus Dei 

by Francisco de Zurbarán 1635~40



加1.4的敘述簡潔﹐與林前15.3-4類似﹕

「我當日所領受又傳給你們的﹕第一﹐就是
基督照聖經所說﹐為(ὑπέρ)我們的罪死了﹐而
且埋葬了﹔又照聖經所說﹐第三天復活了。」

兩處都用介詞(ὑπέρ)﹐強調救贖是替代性的
(substitutionary atonement)﹐這是當日的猶太
主義者和今日的保羅新觀派﹐所竭力否認的。



Pietà by

Michelangelo

at St. Peter's 

Basilica, 

Vatican City



◎基督活劃眼前

保羅特別岔出去寫1.4時﹐心情是很痛苦
的﹐因為這樣的基督已被受蠱惑的教會拋棄
了。因此他高分貝地責問他們﹕「無知的加
拉太人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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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又
說﹐「我希奇你們這麼快離開那藉著基督之
恩召你們的﹐去從別的福音。」(1.6)



他們離棄福音前﹐已
背棄了獨特且獨一的
羔羊基督。因此保羅
一定要將羔羊異象再
次活劃在他們眼前﹐
好告誡他們﹐千萬不
可離棄基督…其結局
就是永遠的滅亡﹐太
可怕了。



◎跨入嶄新境界

基督拯救我們﹐是否就是背負我們的罪而已
呢﹖1.4末了還有一目的子句﹕
「要救我們脫離這現今
(ἐνεστῶτος)罪惡的世代。」
這個目的太神聖了﹑
太高超了﹑太榮耀了。



使徒說﹕基督的救贖乃是新出埃及記﹐不只脫
離罪惡﹐且脫離那個邪惡的世代﹔不只告別那
個邪惡的世代﹐且進入另一個嶄新的世代﹐就
是聖經所啟示的末世~新世代~要來的世代~永世。



那是一個新的境界﹐不是到末日才出現的﹐
而是今天即已片面地降臨人間了。
這是新約神學的「業已實現﹐但尚未臻於圓
滿」(already, not yet)的道理。



加1.1-5的問安語內﹐保羅將他傳給該區教
會的福音﹐做了簡潔的摘要﹐等於提醒﹕
福音與基督何等寶貴﹐回來吧﹗



無感謝的書信(1.6-10)

問安後沒有感謝詞的書信。
「我希奇」是責備之語。沒有祝福﹐
且有咒詛。…講到四件事﹕

(1)你們去從別的福﹐
(2)那非福音﹐而是攪擾﹐
(3)另傳福音者當被咒詛﹐
(4)與你們所領受者不同﹐當受咒詛。



◎獨特獨一福音(1.6-9)

「福音」(εὐαγγέλιον)是鑰字之一(x76)﹐本卷七
次﹐動詞「早已傳福音x1」﹐「傳福音x6」﹐
共14次。
福音在1.4已做過簡報了。有幾個福音﹖先問有
幾位基督﹖有幾隻神的羔羊﹐是聖潔沒有瑕疵
的﹖惟有獨特的一位﹐那麼答案很簡單﹐福音
也是獨特且獨一的﹐根本沒有所謂另一個福音。



◎新金牛犢事件(1.6)

1.6的「這麼快」(οὕτως ταχέως)叫人想起金
牛犢事件﹐出32.8說以色列人「快快偏離
了…」﹑
申9.12﹑士2.17

LXX譯文一樣。



保羅前腳才走(46~48)﹐偏離就發生了。加拉
太區背道之嚴重﹐猶如往昔以色列人的拜金
牛犢﹐都「快快偏離了…」﹑「這麼快離
開…」。他們和仇敵都在恩約的咒詛下﹐十
分可畏﹐因此使徒急得不得了﹐要儘快地寫
出這封信﹐糾正他們的錯誤。正確的答案是
只有獨一的福音﹐因為只有獨一的十架﹐曾
釘在其上的只有一位獨一的基督﹐這個真理
是絲毫含糊不得的。



◎靈界也介入了(1.8)

保羅在此提及「天使」(1.8)﹐絕非修飾
而已﹐而是真有靈界的天使介入攪和。當然
這天使絕非善類﹐
乃是天空屬靈氣的
惡魔(弗6.12)。



保羅曾警告哥林多教會﹕

「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詭詐﹐裝作基督使
徒的模樣。這也不足為怪﹐因為連撒但也裝
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差役﹐若裝作仁義
的差役﹐也不算希奇。他們的結局必然照著
他們的行為。」(林後11.13-15)

原來反對方是假使徒﹐背後有撒但撐腰﹐而
他們不過是他的差役而已。



在初代教會的猶太主義者裏面派別複雜﹐有的
是「敬拜天使」的(西2.18)﹐使得那些反對的勢
力格外地激烈偏離﹐因為那些落到錯謬中的
人﹐還以為碰上了光明的力量呢。有時屬靈的
經驗會使人往錯誤
的道路上直奔﹐
而不顧聖經清楚
的指引。



◎猶太主義素描

反對者究竟是怎樣的人呢﹖
猶太主義者更改了十架福音(1.6-9)﹐極可能涉
及了靈界的勢力(1.8﹐參林後11.13-15﹐西
2.18﹐啟2.9, 3.9)﹐很會討人的歡喜﹐使人趨之
若騖(加1.10)﹐根本是假弟
兄﹐要引誘人回到猶太教﹐
放棄因信稱義的自由(2.4)。



要人做奴僕(2.4, 4.9, 24, 5.1)﹐
主張外邦人信主﹐也要行割禮(2.12, 5.11, 6.12-

13, 15, 17)﹐之後要靠行律法成全(3.3)﹐守律
法包括儀禮律﹐如謹守日子﹑月份﹑節期﹑年
份等(4.9-10)。
另一面會放縱情慾﹐給自己宗教
說詞。加拉太書所出現者只是雛
型﹐後來會更組織化﹑拓深化。



迎戰保羅新觀

宗改已經五百年了﹐福音派內出現了「保
羅新觀」(New Perspectives on Paul)。複數
因其內部有不同的講究﹐但同有一特
點﹐就是離棄了因信稱義的教義。「根基
若毀壞﹐/ 義人還能做什麼呢﹖」(詩11.3)



◎廢棄因信稱義

稱義是教會興衰的樞紐﹐仇敵要撂倒教
會﹐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抽掉她的根基﹐即
打擊稱義的教義。
自由派是明目張膽否定聖經﹐否認道成肉
身﹑復活與再來等。易分辨。



但是保羅新觀保持所有詞彙﹐
聖經無誤…基督復活…稱義…

信心﹐他們都講；但意義變了。
信心的希臘字﹐換了信實之意…

許多正統教義及詞彙﹐都共鳴﹐只是他們將之
重新定義了﹐且用其釋經法曲解經文﹐將原有
的真理扭曲替換﹐並引神的兒女到錯謬中。



◎重訂釋經規則﹗

保羅新觀最厲害的﹐就是重新定義釋經學﹐重
訂教會解經的遊戲規則﹐然後告訴你另一種合
符聖經的選項。

但問題是誰授權給他們重訂釋經學的基本原
則﹖不再以經解經了﹐這個方法用了兩千年﹐
他們說現在我們要用拉比學(Robbinism)來解
經﹐而這些拉比並非接受耶穌和保羅的拉比﹗



令人憂心現象
--教會領袖很少出來講話…有些學者講不清
不楚的話。某院長說保羅新觀值得研究某
書房就大發熱心翻譯N. T. Wright的作品…

--福音派的書房是教會公器…

--夏令會講員公然為保羅新觀背書…

--學者同意「信心」改譯為「信實」…



堅守古老福音
十架只有一個﹑基督只有一位﹐福音可能有
兩種嗎﹖教會自古以來所持守的因信稱義的
教義若就是奧古斯丁﹑路德﹑加爾文等人所
詮釋者﹐保羅新觀可能是另一選擇嗎﹖

聽保羅的警告﹕

基督釋放了我們﹐叫我們得以自由。所以要
站立得穩﹐不要再被奴僕的軛挾制。(5.1)



保羅新觀的稱義說穿了就是行律法而稱義﹐
基督徒們要將腰帶繫好﹐因為我們已經介入
一場教義的爭戰了。

請聽猶大書勉勵的話﹕
1.3親愛的弟兄啊…要為從前一次交付聖徒的
真道竭力的爭辯。…1.20親愛的弟兄啊﹐你們
卻要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聖靈裡禱
告﹐1.21保守自己常在神的愛中﹐仰望我們主
耶穌基督的憐憫﹐直到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