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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大憲章

自由(5.1, Τῇ ἐλευθερ) 間接受格呢﹖
表達主動詞釋放(ἐλευθερόω)的目的。同系字
加拉太書＝基督徒自由的大憲章
Merrill C. Tenney註釋之書名
自由﹕名詞x1 (5.1)﹐動詞x4 (2.4, 5.1, 13x2)﹐形
容詞x6 (3.28, 4.22, 23, 26, 30, 31)﹐共11次。
它是本卷書的鑰字。



Magna Carta btw King John, his Barons &

Archbishop Stephen Langton 1215 at British

Library. Cotton MS Augustus II.106

King John signing Magna Carta (1215) 

19th-century. It is authenticated with the 

Great Seal and applied by official.



得到自由是多麼甘甜呢﹗這
是耶穌釘十架的勝利美果﹐
是祂單獨經過激烈的生死搏
鬥﹑為我們贏取來的﹐多麼
珍貴啊。因此﹐使徒緊接著
說﹐「所以﹐要站立得穩﹐
不要再被奴僕的軛挾制。」
(5.1)

Crucifixion (detail) 

by Jacopo Tintoretto 1565



你當過兵嗎﹖軍事訓練﹕鞏固戰場…

勝利方錯誤就是鬆散疏忽…

緊接著做清理戰場…掃淨殘敵﹐確保勝利
清掃戰場並不緊湊﹐東一點西一點…

5.1-12不是一氣呵成﹐由獨立句子結合而成。



明白了這段經文性質﹐其分段就不難解開﹕

鞏固既得勝利(5.2-6)

清掃仇敵餘孽(5.7-12)

站穩自由立場(5.1)

命令語氣只出現在5.1﹐所以它有豐富的應用。



鞏固既得勝利(5.2-6)

在這五節裏﹐有破有立(5.2-4, 5-6)。這些話都是
先前論辯過的﹐現在不過是再次結辯一番。在
這短短的五節裏﹐最大的變化就是代名詞由
「你們」變為「我們」。保羅認為這卷書信寫
到這裏﹐教會的會眾聽到這裏﹐敵我應當分明
了。兩邊的陣營劃分得應當一清二楚了。



使徒將兩條道路指明在會眾跟前﹐沒有模糊。
我們彷彿看到摩西對神的百姓說﹐

30.15看哪﹐我今日將生與福﹑死與禍﹐陳明在你
面前。…30.19我今日呼天喚地向你作見證﹔我將
生死禍福陳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揀選生命﹐
使你和你的後裔都得存活。(申30.15, 19)

(next page)

Descent from Mount Sinai 
by Cosimo Rosselli c. 1480 

at Sistine Chapel





這正是耶穌在登山寶訓的
兩條門路﹑兩種果樹﹑兩
等根基的呼籲 (太7.13-27)。
保羅沿習這個神聖的傳
統﹐向加拉太眾教會呼
籲﹕諸位要站在那一邊
呢﹖要站對了﹐而且要站
穩了。

The Broad and the Narrow Path
by Charlotte Reihlen 1866 idea 

and Paul Beckmann 2008 execution



◎行為稱義死路(5.2-4)

猶太主義者跟著保羅腳蹤﹐要收穫別人成果﹐
兜售「靠肉身成全」的另一個福音。
這種伯拉糾式的酵﹐史上未絕…

退居第二線…能騙多少就騙多少…

未有耶穌以前﹐救恩都是靠人為努力﹐討神喜
悅來換取救恩的。



◎生死禍福瘟疫

耶穌來了﹐第一防線破了…不甘心﹐就退居二
線…。策略是尾隨使徒腳蹤﹐等他們前腳一
走﹐就後腳跟進﹐將初信者拐走－真的差點成
功了﹗因此保羅驚訝得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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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開始以看哪(Ἴδε)﹐使徒呼籲大家別掉以輕
心﹐這是生死禍福的選擇。保羅提到受割禮(cf.

2.3)。異端的攻防戰裏﹐擺出的策略是先提「日
子﹑月份﹑節期﹑年份」﹐易於守住。「你們
信基督的人只要謹守這些規矩﹐就得完全了﹗」



一時之間﹐偽福音就像病毒一樣﹐快速地感染
眾教會。這異端不只是傳在加拉太地區﹐各地
都有﹐就像今日的新冠病毒一
樣﹐防不勝防。我們在2.11-14

那裏﹐看到連大使徒彼得都招
架不住而妥協了。保羅說﹐
「甚至連巴拿巴也隨夥裝假﹗」

Saint Peter and Saint Paul 
by Jusepe de Ribera c.1616 

at Musée des Beaux-Arts de Strasbourg, France



新誕生的基督教嬰兒危在旦夕。當置人於死地
的屬靈疫情遍地流行時﹐保羅就像祭司手提著
「因信稱義」的香爐﹐盛上聖靈的火焰﹐所飄
出來的正典福音的馨香﹐叫「瘟疫就止住
了」﹐保羅猶如「站在活人死人中間」。

(next page)

The Punishment of Korah, Dathan, and Abiram
by Sandro Botticelli 1482 

at Sistine Chapel, Vatican City. Num 16.31





◎正宗的招牌菜

那班受迷惑的人不過守日子等小學而已﹐真要
走上進階版異端﹑就是受割禮﹐他們可要停看
聽了。不等異端﹐保羅替他們端出其正宗招牌
菜﹐要那些受蠱惑者好好想想﹐真要受皮肉之
苦嗎﹖沒有停在這裏﹐他繼續說﹐「你們一旦
受了割禮﹐「基督就與你們無益了。」



何意﹖基督在十架上所贏取的一切﹐你們無份
了﹐你們絕非受益者﹐你們的信仰不是基督教
加猶太教﹐而是單單的猶太教。真相﹕「凡受
割禮的人…是欠著行全律法的債。」你們要捫
心自問﹐你們真能行全律法嗎﹖你們靠自己能
夠行出整部律法的每一條款嗎﹖你們能夠順服
聖潔之神每一點公義的要求嗎﹖



◎青年官跟不上

有一位富有的青年官來跪求耶穌說﹐「我該做
什麼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穌用十誡內容跟
他做教義問答…「這一切我都遵守了﹐還缺少
什麼﹖」其實他沒有細聽主的話﹔十誡提及九
誡﹐只剩第十誡未提﹐補上「又當愛人如己」。



Christ and the Rich 

Young Ruler 
by Heinrich Hofmann 

1889 

at Riverside Church, 

NYC



當這個青年人說﹐「這一切我都遵守了」了的
時候﹐耶穌「看著他就愛他」(可10.21a)﹐於是
再開示他說﹐「你還缺少一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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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第十誡﹐戒心中之貪戀。

Christ and the Rich Young Ruler 
(detail)

by Heinrich Hofmann 1889 

at Riverside Church, NYC



神在雷聲﹑閃電﹑角聲﹑冒煙﹑幽暗﹑地震
中﹐告誡人類最後的一誡﹕「不可貪戀人的房
屋﹐也不可貪戀人的妻子﹑僕婢﹑牛驢﹐並他
一切所有的。」(出20.17)



Moses on Mount Sinai

by Jean-Léon Gérôme 

1895~1900



這一誡孔子也共鳴了﹕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
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鬥；
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論語季氏16.7)

一言以蔽之﹐人類歷史的三大公敵﹕
錢~性~權(money, sex, power)。



那位蒙主所愛的青年人怎樣回應主呢﹖「臉上
就變了色﹐憂憂愁愁地走了﹐因為他的產業很
多。」(可10.22)

多可惜啊。這是
人性最真實的寫照。

The Rich Young Man Went 

Away Sorrowful
by James Tissot 1886~1894 

at Brooklyn Museum



現在保羅向那些曾受迷惑的人挑戰說﹐你們能
勝過人生所有的試探嗎﹖…肯定是做欠債者﹐
換言之﹐就是終生被奴隸的軛轄制住。罪惡透
過律法天天在你們良心法庭上﹑向你們討債﹐
你們不就都成了罪惡的奴隸了嗎﹖那位青年官
憂憂愁愁地離開了主﹐他是財主嗎﹖不﹐他是
被他的錢財奴隸的人。



◎隔絕墜落雙禍

保羅說亮話﹕「你們這要靠律法稱義的﹐是與
基督隔絕﹐從恩典中墜落了。」隔絕一字原意
是無效之意﹐在此是「脫鉤/隔絕」。 BDAG的
詮釋頗諷刺的﹕羅7.2, 6我們在基督的死亡裏
與律法「脫鉤」了﹐這是福音。可是沒想到的
是﹐異端卻叫我們與基督「脫鉤」﹐再度投入
律法的懷抱裏﹗



跟隨異端者不可能一腳各踏一條船。一旦上了
賊船﹐就與基督救恩的益處脫鉤了。兩個動詞
都是過去式﹐表明已經發生的狀態﹐英譯多用
現在完成式。你要上這條賊船嗎﹖要走上這條
不歸路嗎﹖「隔絕」是被動語態﹐說明了與基
督的隔絕不是說你不願就不會發生﹐而是說一
旦你走上那條不歸路時﹐就被主隔絕了。所
以﹐千萬要想清楚。



保羅繼續指出﹐這樣的
人等於是從恩典中墜落
了。主動語態﹐你應該
很清楚的﹐因為是你自
己選擇要滑跌出去的﹐
怪不了任何人﹐對你自
己負責吧。

Adam and Eve Journeying with Three 

Children after the Expulsion



◎因信稱義活路(5.5-6)

使徒將代名詞轉用「我們」(ἡμεῖς)了﹐而且這
代名詞是寫出來的﹐乃強調之意。敵我分明。
那麼在基督裏是怎樣的光景呢﹖這兩節都以
「因為/原來」(γάρ)起頭﹐它是用來解釋第一節
的﹐說明我們之所以在主裏站穩的原委。



§ 憑愛運行之信(5.6)

5.5-6很有意思﹐一管天﹑一管地﹐一管末世﹑
一管今日。這說明因信稱義的教義很管用的﹐
從今直到永遠有生效的﹐大家安心啦。我們先
說此地今日吧。使徒說﹐割禮在救恩上是無效
的。



「惟獨憑藉愛心運行的信心﹐才有功效」(6)

功效﹖那種會運行的信心﹐活信心(雅3.17)﹐
會產生行為的信心。「結出果子來﹐與悔改的
心相稱」﹐有相同的意思。
動詞運行﹕現在式關身語氣信徒自身有責
任﹐且不斷在運行﹐好像心臟一樣﹐跳動不可
停止的﹐是我們存活的命脈。



活潑的信心是怎樣運行的呢﹖憑藉愛心。愛是
聖靈九果的第一果﹐從神而來。信心運行時﹐
它透過愛心表達出來﹐換言之﹐即愛的行為顯
明出來﹐見證信心是活的。「小子們哪﹐我們
相愛﹐不要只在言語和舌頭上﹐總要在行為和
誠實上」(約壹3.18)﹐即此意。



我們是惟獨因信得救的﹐但我們不是因惟有信
心(沒有行為)的信心得救的。
We are saved by faith alone;

but not saved by the faith which

is alone.

要結出愛的行為果子來﹐
是因信稱義者今日此地的見證。



§ 等候盼望之義(5.5)

所盼望的義(ἐλπίδα δικαιοσύνης)是個特殊的詞串。
義(所有格)做受詞﹐和合本翻譯得很到位。但是
本卷書一直在演繹的公義怎會是所盼望的義
呢﹖是的﹐這是新約神學最優美之處。
憑著信心(ἐκ πίστεως)在本卷前有八處。然而5.5

的特殊處在於它強調稱義之義尚在將來﹗這是
它和其前者不同之處…



祂賜下的稱義是末世性的﹐從今到永遠不改
變﹐且一次永遠﹐惟獨憑信賜下的。它既是末
世性的﹐當然在末日審判時﹐我們就不再定罪
了(羅8.1)。在大審判時﹐我們真要看見神怎樣
將我們放在綿羊的這一邊﹐
可以進入永遠的國度。



加5.5的話可以領會為末日時驗證稱義。憑信我
們知道我們已稱義了﹔然而真正地通過神的大
審判而稱義﹐是在末日﹐那是我們的盼望。詩
歌「榮耀的盼望」唱道﹕…那時纔知道救恩有
多高。
這是因信稱義教義的末世性維度﹐是末日在天
上的。5.5-6兩者合在一起的稱義﹐才是新約正
典的稱義。



清掃仇敵餘孽(5.7-12)

◎異端教訓是酵

◎十架成絆腳石

◎對敵自我割絕



站穩自由立場(5.1)

◎坐行站三祕訣

坐行站(倪柝聲)簡潔地把握住以弗所書的要義﹕

坐在基督裏
行在世界中
站在仇敵前



「要站立得穩」(στήκετε)x8﹐ BDAG: 在信念或
信仰上堅穩委身。為何穩站在真道中不易呢﹖
因有仇敵的挑戰﹐弗6.10-14a﹕我們是在仇敵跟
前站住的。有六樣兵器﹐惟獨背部沒有保護。
不可轉身逃走﹔一旦轉身死定了。面對仇敵站
住﹐反而沒事。



詩23篇﹐神在那裏為我們擺設筵席的﹖
以色列人走到紅海邊﹐前有大海﹐後有追兵…

大祭司約書亞站在撒但跟前不害怕時…

加5.1的「站立得穩」是這段經文惟一正面的命
令。當教會在因信稱義之真理上﹐面對仇敵站
立得穩時﹐神就要為他們爭戰了。這是聖戰。

(next page)

The Crossing of the Red Sea 
by Agnolo Bronzino (1503~72) 

at Palazzo Vecchio Museum, Florence





◎七十個七真義

在好撒瑪利亞人之比喻裏﹐主角律法師為試探
主來請教耶穌。「夫子﹗我該做甚麼才可以承
受永生﹖」主反問他律法上怎樣啟示的﹖「要
盡心﹑盡性﹑盡力﹑盡意愛主你的神﹔又要愛
鄰舍如同自己。」主鼓勵他說﹐「你回答的
是﹔你這樣行﹐就必得永生。」到此為止他像
極了基督徒﹐但是再說下去﹐就露餡了﹗



他為了「要顯明自己有理」﹐就說﹐「誰是我
的鄰舍呢﹖」耶穌為了暴露這人的本相﹐就說
了好撒瑪利亞人的比喻﹐
然後問他說﹐「這三個人
哪一個是落在強盜手中的
鄰舍呢﹖」但他迴避問題
說﹐「是憐憫他的。」
最後耶穌回到第28的話﹕
「你去照樣行吧。」(路10)



諸位﹐你是基督徒嗎﹖如
果稱義的教義到你這裏就
走樣成為「要顯明自己有
理」的話﹐我真懷疑你的
信仰了。



太18.15-20在教會生活也
常被引用﹐稱之為教會
法庭。你若這樣想﹐你
要悔改﹐因你可能是律
法師。這章經文在講一
事﹕如何挽回弟兄﹐而
非審判他﹐將他從教會
中開除出去。

The Parable of the Unforgiving Servant

by Claude Vignon 1629 

at Musée des Beaux-Arts de Tours



讀第15-20節時﹐千萬
讀上文下理。結論在第
35節﹕「你們各人若不
從心裡饒恕你的弟兄﹐
我天父也要這樣待你們
了。」從心裏＝ 70x7

次﹐無數次﹐打從心底
寬恕人的意思。這樣的
人是真正被主稱義者。



我們常常背誦主禱文(太6.9-13)﹐別停在那裏﹐
再往下讀兩節﹕「6.14你們饒恕人的過犯﹐你們
的天父也必饒恕你們的過犯﹔6.15你們不饒恕人
的過犯﹐你們的天父也必不饒
恕你們的過犯。」你稱義了沒
有﹖在這兩節。

Christus Consolator
by Carl H. Bloch 1884



◎當人向你懷怨…

怎樣的人是稱義的呢﹖太5.23-24的這幅圖畫﹕

5.23所以﹐你在祭壇上獻禮物的時候﹐若想起弟
兄向你懷怨﹐5.24就把禮物留在壇前﹐先去同弟
兄和好﹐然後來獻禮物。(參可11.25)

耶穌用這段話來詮釋第六誡﹕「不可殺人。」

[next page]  The Sermon on the Mount 

by Cosimo Rosselli 1481~82 

at Sistine Chapel, Vatican City





做基督徒可真不容易﹐與
常理是不合的﹗這裏說別
人向你懷怨﹐沒說你錯﹐
而且極可能錯的是在對
方﹐可是當你想起來時﹐
和好的責任卻落在理直氣
壯的這一邊。當我們覺得
自己有理時﹐起來﹐同對
方和好吧。 - end

The Sermon on the Mount

by Carl H. Bloch 18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