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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拉太书加拉太书加拉太书加拉太书》》》》    

介绍介绍介绍介绍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 使徒保罗 (1:1; 5:21:1; 5:21:1; 5:21:1; 5:2)。早期教会一致认为如此，并且就连那些对新约中其

他许多书卷的作者提出过疑义的现代鉴定家们也不反对这封信的真实作者就是保

罗。 

写信背景写信背景写信背景写信背景:::: 写于保罗的第一次传道之旅期间 (公元 46-48 年),保罗与巴拿巴在罗马

管辖的加拉太省建立数个教会 (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使徒行传 13:14 13:14 13:14 13:14----14:2314:2314:2314:23)。在保罗第二次旅程中 

(公元 49-52 年),他与西拉再次拜访他们 (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使徒行传 16:1 16:1 16:1 16:1----5555)。 

但是没过多久，一些犹太基督徒进入教会，开始教训说外邦人需要受割礼，并且守

摩西的律法 (这与在叙利亚的安提阿所发生的相似, 参见 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使徒行传 15:1 15:1 15:1 15:1)。这些

人为了劝说外邦人，不承认保罗是使徒，质疑他所传的福音，谴责保罗的教导叫人

生活散漫。 

写信时间及地点写信时间及地点写信时间及地点写信时间及地点:::: 要推测《加拉太书》的写作时间，就必须考虑加拉太的教会是在

小亚细亚北部的中部地区（加拉太少数民族区域），还是南部的中部地区（罗马管

辖的加拉太省）。“北加拉太理论”认为教会设在北部，并且保罗直到他开始第三

次传道旅行时 (公元 54-55 年；参见 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使徒行传 18:2318:2318:2318:23)，才到了那里。若是如此，

保罗可能是在此次旅行快结束时，或结束以后写的这封信 (即,公元 57-58 年，或此

之后)。 

我个人赞同“南加拉太理论,”该理论认为加拉太的教会是在保罗的第一次旅程中建

立起来的那些教会 (参见 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使徒行传13:1413:1413:1413:14----14:2314:2314:2314:23)。我还认为在加拉太书加拉太书加拉太书加拉太书2:12:12:12:1----10101010 中

提到的会议，是在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使徒行传 15:115:115:115:1----29292929 中提及的“耶路撒冷”会议期间发生的。根据

此观点，这封信的写作时地有以下几种可能： 

      1) 哥林多, 在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使徒行传 18:1 18:1 18:1 18:1----17171717    记载的时期记载的时期记载的时期记载的时期 

      2) 安提阿, 在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使徒行传    18:2218:2218:2218:22 记载的时期记载的时期记载的时期记载的时期 

      3) 以弗所, 在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使徒行传 19:1 19:1 19:1 19:1----41414141 记载的时期记载的时期记载的时期记载的时期 

      4) 马其顿或亚该亚，在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使徒行传 20:1 20:1 20:1 20:1----3333 记载的时期记载的时期记载的时期记载的时期 

由于多种不确定信，我们不能武断决定哪个与事实相符，但是就保罗在以弗所停留

的时间长度来看，他有可能是在该地写的信，那么这封信大约是在公元公元公元公元 55555555 年年年年所写。 

写信目的写信目的写信目的写信目的:::: 加拉太教会当时正受到了那些“更改福音”之人的影响 (1:61:61:61:6----7777；参见 

3:13:13:13:1)。这些“犹太教师” 教训外邦基督徒让他们必须受割礼，守摩西的律法(参见 

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使徒行传    15:115:115:115:1)。保罗意识到如果有人接受此教条，他们的救赎就会受到危及 (参

见 5:45:45:45:4)。由于真福音的敌人们试图通过诋毁保罗作基督使徒的权威，因此他必须

证实自己是真使徒，“不是由于人，也不是藉著人，乃是藉著耶稣基督，与父神”

(1:11:11:11:1)。因此，保罗写这封信： 

                       为了证明自己是真使徒为了证明自己是真使徒为了证明自己是真使徒为了证明自己是真使徒，，，，    

                                                                            因信基督而称义的福音是真福音因信基督而称义的福音是真福音因信基督而称义的福音是真福音因信基督而称义的福音是真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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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他为福音出色的辩护，就是那让我们脱离罪和律法的福音，这封信常被称为“基

督徒自由大宪章。” 

重点经节重点经节重点经节重点经节:  :  :  :  加拉太书加拉太书加拉太书加拉太书 5:1 5:1 5:1 5:1 

   ““““基督释放了我们基督释放了我们基督释放了我们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叫我叫我叫我们得以自由们得以自由们得以自由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所以要站立得稳所以要站立得稳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轭挟制不要再被奴仆的轭挟制不要再被奴仆的轭挟制不要再被奴仆的轭挟制。。。。”””” 

 

大纲大纲大纲大纲:::: 

 

介绍介绍介绍介绍 (1:1 (1:1 (1:1 (1:1----10)10)10)10) 

1. 问安 (1111----5555) 

2. 写信的原因 (6666----10101010) 

I.I.I.I. 保罗为自己的使徒身份辩护保罗为自己的使徒身份辩护保罗为自己的使徒身份辩护保罗为自己的使徒身份辩护 (1:11 (1:11 (1:11 (1:11----2:21)2:21)2:21)2:21) 

A.A.A.A. 他传的福音来自于神他传的福音来自于神他传的福音来自于神他传的福音来自于神 (1:11 (1:11 (1:11 (1:11----17)17)17)17) 

1. 论点:他所传的福音是直接从神那里得来的 (1:111:111:111:11----12121212) 

2. 他作基督徒之前的日子，以及他的归主 (1:131:131:131:13----17171717) 

B.B.B.B. 他与其他使徒之间的关系他与其他使徒之间的关系他与其他使徒之间的关系他与其他使徒之间的关系 (1:18 (1:18 (1:18 (1:18----2:21)2:21)2:21)2:21) 

1. 他第一次去见保罗，以及他成为基督徒后头几年的生活 (1:181:181:181:18----24242424) 

2. 在耶路撒冷相见 (2:12:12:12:1----5555) 

3. 得到雅各、矶法和约翰的承认 (2:62:62:62:6----10101010) 

4. 他在安提阿指责彼得 (2:112:112:112:11----21212121) 

a. 彼得的伪善 (2:112:112:112:11----13131313) 

b. 他对彼得讲的话，论述我们是如何因信称义的 (2:142:142:142:14----21212121) 

II.II.II.II. 保罗为因信称义的福音辩护保罗为因信称义的福音辩护保罗为因信称义的福音辩护保罗为因信称义的福音辩护 (3:1 (3:1 (3:1 (3:1----4:31)4:31)4:31)4:31) 

A.A.A.A. 个人论证个人论证个人论证个人论证 (3:1 (3:1 (3:1 (3:1----5)5)5)5) 

1. 他们如何领受的圣灵 (3:13:13:13:1----4444) 

2. 他们从谁那里领受的圣灵 (3:53:53:53:5) 

B.B.B.B. 经文论证经文论证经文论证经文论证 (3:6 (3:6 (3:6 (3:6----25)25)25)25) 

1. 亚伯拉罕的例子 (3:63:63:63:6----9999) 

2. 律法的诅咒 (3:103:103:103:10----14141414) 

3. 应许在律法之上 (3:153:153:153:15----18181818) 

4. 律法的意义 (3:193:193:193:19----25252525) 

C.C.C.C. 事实论证事实论证事实论证事实论证 (3:26 (3:26 (3:26 (3:26----4:7)4:7)4:7)4:7) 

1. 在基督里他们合而为一，作神的儿女，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照着应许承受产

业 (3:263:263:263:26----29292929) 

2. 他们从律法中被赎出来，得着儿子的名分，不再是奴仆，而是后裔(4:14:14:14:1----7777) 

D.D.D.D. 情感论证情感论证情感论证情感论证 (4:8 (4:8 (4:8 (4:8----20)20)20)20) 

1. 他恐怕他们又回到律法的捆绑中 (4:84:84:84:8----11111111) 

2. 他们从前和现在与他的关系 (4:124:124:124:12----202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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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E.E. 类比论证类比论证类比论证类比论证 (4:21 (4:21 (4:21 (4:21----31)31)31)31) 

1. 对那些想在律法下生活的人们给出一个类比 (4:214:214:214:21----24242424 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 

2. 两约的象征：一约出自西奈山，使人受捆绑；另一约出自在上的耶路撒冷，

使人得自由 (24242424 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31313131 节节节节) 

III.III.III.III. 呼吁要在自由的福音中站立呼吁要在自由的福音中站立呼吁要在自由的福音中站立呼吁要在自由的福音中站立得稳得稳得稳得稳 (5:1 (5:1 (5:1 (5:1----6:10)6:10)6:10)6:10) 

A.A.A.A. 这自由免去了受割礼的必要这自由免去了受割礼的必要这自由免去了受割礼的必要这自由免去了受割礼的必要    (5:1(5:1(5:1(5:1----6)6)6)6) 

1. 不要再被奴仆的轭挟制 (5:15:15:15:1) 

2. 受割礼是无功效的，他只会使人从恩典中坠落 (5:25:25:25:2----4444) 

3. 我们应该凭著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 (5:55:55:55:5----6666) 

B.B.B.B. 这自由成就了律法这自由成就了律法这自由成就了律法这自由成就了律法    (5:7(5:7(5:7(5:7----15)15)15)15) 

1. 要防备那些使人受律法束缚的人 (5:75:75:75:7----12121212) 

2. 把这自由看作彼此用爱心服侍的机会，这样便成就了律法 (5:135:135:135:13----14141414) 

3. 但要防备，不可将这自由看作放纵情欲的机会 (5:13,155:13,155:13,155:13,15) 

C.C.C.C. 这自由叫人得着圣灵的引领这自由叫人得着圣灵的引领这自由叫人得着圣灵的引领这自由叫人得着圣灵的引领 (5:16 (5:16 (5:16 (5:16----26)26)26)26) 

1. 自由不是放纵的借口 (5:165:165:165:16----18181818) 

2. 肉体做的事与圣灵结的果子之间的对比 (5:195:195:195:19----23232323) 

3. 凡属基督耶稣的人，已经把肉体钉在十字架上，靠着圣灵行 (5:245:245:245:24----26262626) 

D.D.D.D. 这自由带有一种责任感这自由带有一种责任感这自由带有一种责任感这自由带有一种责任感 (6:1 (6:1 (6:1 (6:1----10)10)10)10) 

1. 为要帮助担当他人的重担 (6:16:16:16:1----5555) 

2. 为要向众人行善，得以顺着圣灵撒种 (6:66:66:66:6----10101010) 

结语结语结语结语 (6:11 (6:11 (6:11 (6:11----18)18)18)18) 

1. 对那些使人受割礼捆绑的人进行最后的谴责 (6:116:116:116:11----13131313) 

2. 保罗对基督十字架的信心 (6:146:146:146:14----17171717) 

3. 祝福 (6:186:186:186:18) 

关于介绍部分的复习问答关于介绍部分的复习问答关于介绍部分的复习问答关于介绍部分的复习问答 

1) 1) 1) 1) 根据根据根据根据““““南加拉太理论南加拉太理论南加拉太理论南加拉太理论””””保罗是在第几次保罗是在第几次保罗是在第几次保罗是在第几次传道之旅中建立起加拉太各教会传道之旅中建立起加拉太各教会传道之旅中建立起加拉太各教会传道之旅中建立起加拉太各教会？？？？ 

   - 他的第一次旅程 

2) 2) 2) 2) 圣经中圣经中圣经中圣经中，，，，从哪里可以看到这些教会的建立从哪里可以看到这些教会的建立从哪里可以看到这些教会的建立从哪里可以看到这些教会的建立？？？？ 

   - 使徒行传 13:14-14:23 

3) 3) 3) 3) 这些教会在哪些城中这些教会在哪些城中这些教会在哪些城中这些教会在哪些城中？？？？((((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使徒行传 14:2014:2014:2014:20----23)23)23)23) 

   - 特庇、路司得、以哥念、彼西底的安提阿 

4) 4) 4) 4) 关于保罗写信时间及地点推测很多关于保罗写信时间及地点推测很多关于保罗写信时间及地点推测很多关于保罗写信时间及地点推测很多，，，，若保罗在该地作了较长的停留若保罗在该地作了较长的停留若保罗在该地作了较长的停留若保罗在该地作了较长的停留，，，，那么他写那么他写那么他写那么他写

信的时地可能会是何时何地信的时地可能会是何时何地信的时地可能会是何时何地信的时地可能会是何时何地？？？？ 

   - 以弗所，在保罗第三次传道之旅期间，公元 5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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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 5) 5) 加拉太的非犹太人得了哪两个教训加拉太的非犹太人得了哪两个教训加拉太的非犹太人得了哪两个教训加拉太的非犹太人得了哪两个教训，，，，会危及他们的救赎会危及他们的救赎会危及他们的救赎会危及他们的救赎？？？？    

            ((((参见参见参见参见    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使徒行传 15:1 15:1 15:1 15:1；；；；加拉太加拉太加拉太加拉太书书书书 5:2 5:2 5:2 5:2----4)4)4)4) 

   - 受割礼 

   - 守摩西的律法 

6) 6) 6) 6) ““““犹太教师犹太教师犹太教师犹太教师””””用的三种伎俩是什么用的三种伎俩是什么用的三种伎俩是什么用的三种伎俩是什么？？？？ 

   - 不承认保罗是使徒 

   - 质疑他所传的福音 

   - 谴责保罗的教导叫人生活散漫 

7) 7) 7) 7) 保罗写这封信的目的保罗写这封信的目的保罗写这封信的目的保罗写这封信的目的？？？？ 

   - 为了证明自己是真使徒，因信基督而称义的福音是真福音     

8) 8) 8) 8) 加拉太人常把这封信称作什么加拉太人常把这封信称作什么加拉太人常把这封信称作什么加拉太人常把这封信称作什么？？？？ 

   - 基督徒自由大宪章 

9) 9) 9) 9) 这卷书的这卷书的这卷书的这卷书的““““重点经节重点经节重点经节重点经节””””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 

   - 加拉太书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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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拉太书加拉太书加拉太书加拉太书》》》》    

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本章学习目的本章学习目的本章学习目的本章学习目的 

1) 理解保罗作使徒是出自于神 

2) 体会歪曲更改福音的危险 

梗概梗概梗概梗概 

保罗写信给加拉太各教会，在信的开头便直接切入信中的一个主要论题：他作使徒

“不是由于人或藉着人，乃是藉着耶稣基督”(1111 节节节节)。他和与他同在的弟兄们一同

送去来自神和基督的恩典与平安，并提及基督照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

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 (2222----4444 节节节节)。为此他简短地献上对神的颂赞 (5555 节节节节)。 

保罗并未像在其他书信中那样，对收信的人表达感恩为他们祷告，而是希奇他们这

么快就听从那些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的人，转从别的福音 (6666----7777 节节节节)。藉着他反复

强调，任何人哪怕是使徒或是天使，若传的福音与他们已经领受的不同，就是该受

诅咒的 (8888----9999 节节节节)。他的话的确很强硬，但是作为基督的仆人，保罗要得神的心，而

不是讨人的喜欢 (10101010 节节节节)。 

保罗所传的福音被那些质疑他使徒身份的人所扭曲。因此保罗继续为福音和他的使

徒身份辩论，强调他所传的福音不是从人那里得着的，而是藉着启示得着(11111111----12121212

节节节节)。作为证实，保罗提及他归主之前的行为，以及如何蒙受神恩被召向外邦人传

福音 (13131313----14141414 节节节节)。为了证明他传的福音不是从人那里得的，他指出他与彼得和其他

使徒几乎没接触过 (15151515----20202020 节节节节)。在保罗归主的头几年里，他绝大不分时间是在叙利

亚和基利家度过的，犹太地的各教会也只是听说他的传道而认识他，也因所听到的，

归荣耀给神 (21212121----24242424 节节节节)! 

大纲大纲大纲大纲 

I.I.I.I. 介绍介绍介绍介绍 (1 (1 (1 (1----10101010 节节节节)))) 

A.A.A.A. 问安问安问安问安 (1 (1 (1 (1----5555 节节节节)))) 

1. 作使徒的保罗，和一切与他同在的众弟兄，写给加拉太的各教会 (1111----2222 节节节节) 

2. 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耶稣基督归与他们 (3333 节节节节) 

3. 并提及基督照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   愿

荣耀归于神，直到永永远远 (4444----5555 节节节节) 

B.B.B.B. 写信的原因写信的原因写信的原因写信的原因 (6 (6 (6 (6----10101010 节节节节)))) 

1. 他希奇他们这么快离开那藉著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把福音更

改了 (6666----7777 节节节节) 

2. 反复诅咒说，凡传福音给他们（无论是一般人、使徒、还是天使），若与他

们所领受的不同，就应当被咒诅 (8888----9999 节节节节) 

3. 言语是很强硬，但是说这话是为了得神的心，而不是人的心 (10101010 节节节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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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I.II.II. 保罗为自己的使徒身份辩护保罗为自己的使徒身份辩护保罗为自己的使徒身份辩护保罗为自己的使徒身份辩护    (11(11(11(11----24242424 节节节节)))) 

A.A.A.A. 他传的福音来自于神他传的福音来自于神他传的福音来自于神他传的福音来自于神    (11(11(11(11----17171717 节节节节)))) 

1. 他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是直接从耶稣基督那里得来的(11111111----12121212 节节节节) 

2. 回顾他在归主之前在犹太教中的行事 (13131313----14141414 节节节节) 

3. 在他的归主过程中，神亲自将福音启示他，并不是出自人尤其不是在耶路撒

冷的使徒们所授 (15151515 节节节节----17171717 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 

4. 惟独往阿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士革 (17171717 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 

B.B.B.B. 他与其他使徒之间的关系他与其他使徒之间的关系他与其他使徒之间的关系他与其他使徒之间的关系    (18(18(18(18----24242424 节节节节)))) 

1. 三年后他去耶路撒冷去见彼得，只和他同住了十五天 (18181818 节节节节) 

a. 除了主的弟兄雅各，他没有见到其他的使徒 (19191919 节节节节) 

b. 他庄严声明这些事都是真的 (20202020 节节节节) 

2. 后来他到了叙利亚和基利家境内 (21212121 节节节节) 

a. 犹太地的各教会仍都没有见过他的面 (22222222 节节节节) 

b. 他们只听说他归主传扬真道，就归荣耀给神 (23232323----24242424 节节节节) 

本章复习问答本章复习问答本章复习问答本章复习问答 

1) 1) 1) 1) 本章有哪些要点本章有哪些要点本章有哪些要点本章有哪些要点？？？？ 

   - 介绍 (1-10 节) 

   - 保罗为自己的使徒身份辩护 (11-24 节) 

2) 2) 2) 2) 保罗在证实自己是使徒时保罗在证实自己是使徒时保罗在证实自己是使徒时保罗在证实自己是使徒时，，，，他特别强调什么他特别强调什么他特别强调什么他特别强调什么？？？？(1(1(1(1 节节节节)))) 

   - 他作使徒不是由于人或者藉着人 

   - 乃是藉著耶稣基督，与父神 

3) 3) 3) 3) 这封信是写给谁的这封信是写给谁的这封信是写给谁的这封信是写给谁的？？？？(2(2(2(2 节节节节)))) 

   - 加拉太的各教会 

4) 4) 4) 4) 基督为什么要为我们的罪舍己基督为什么要为我们的罪舍己基督为什么要为我们的罪舍己基督为什么要为我们的罪舍己？？？？(4(4(4(4 节节节节)))) 

   - 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 

5) 5) 5) 5) 保罗为什么感到希奇保罗为什么感到希奇保罗为什么感到希奇保罗为什么感到希奇？？？？(6(6(6(6 节节节节)))) 

   - 加拉太人这么快就离开了神，从别的福音 

6) 6) 6) 6) 那些搅扰他们的人实际是在干什么那些搅扰他们的人实际是在干什么那些搅扰他们的人实际是在干什么那些搅扰他们的人实际是在干什么？？？？(7(7(7(7 节节节节)))) 

   - 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 

7) 7) 7) 7) 对于那些传别的福音的人对于那些传别的福音的人对于那些传别的福音的人对于那些传别的福音的人，，，，保罗说了些什么保罗说了些什么保罗说了些什么保罗说了些什么？？？？(8(8(8(8----9999 节节节节)))) 

   - 他们应当被诅咒 

8) 8) 8) 8) 保罗要得谁的心保罗要得谁的心保罗要得谁的心保罗要得谁的心？？？？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10(10(10(10 节节节节)))) 

   - 得神的心，而不是得人的心 

   - 否则他就不是基督的仆人 

9)9)9)9)    保罗关于他所传的福音特别强调什么保罗关于他所传的福音特别强调什么保罗关于他所传的福音特别强调什么保罗关于他所传的福音特别强调什么？？？？(11(11(11(11----12121212 节节节节)))) 

   - 不是按照人所传的（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受人教导得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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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福音藉着耶稣基督启示他 

10) 10) 10) 10) 保罗讲到他以前在犹太教中的行事保罗讲到他以前在犹太教中的行事保罗讲到他以前在犹太教中的行事保罗讲到他以前在犹太教中的行事，，，，是为了提醒他们什么是为了提醒他们什么是为了提醒他们什么是为了提醒他们什么？？？？(13(13(13(13----14141414 节节节节)))) 

    - 他如何逼迫残害神的教会 

    - 我在犹太教中，比他同岁的人更有长进 

11) 11) 11) 11) 神为什么要召保罗神为什么要召保罗神为什么要召保罗神为什么要召保罗，，，，并将神的儿子启示并将神的儿子启示并将神的儿子启示并将神的儿子启示给他给他给他给他？？？？(15(15(15(15----16161616 节节节节)))) 

    - 在外邦人中传基督 

12) 12) 12) 12) 保罗归主后没有去什么地方保罗归主后没有去什么地方保罗归主后没有去什么地方保罗归主后没有去什么地方，，，，没有见什么人没有见什么人没有见什么人没有见什么人？？？？(17(17(17(17 节节节节)))) 

    - 没有去耶路撒冷，没有见那里的使徒们 

13) 13) 13) 13) 保罗归主后过了多久才见到耶路撒冷的使徒保罗归主后过了多久才见到耶路撒冷的使徒保罗归主后过了多久才见到耶路撒冷的使徒保罗归主后过了多久才见到耶路撒冷的使徒？？？？他见到哪几个使徒他见到哪几个使徒他见到哪几个使徒他见到哪几个使徒？？？？(18(18(18(18----19191919 节节节节)))) 

    - 三年 

    - 彼得，以及主的弟兄雅各 

14) 14) 14) 14) 他后来去了哪里他后来去了哪里他后来去了哪里他后来去了哪里？？？？(21(21(21(21 节节节节)))) 

    - 叙利亚和基利家境内 

15) 15) 15) 15) 关于保罗和犹太地教会之间的联系关于保罗和犹太地教会之间的联系关于保罗和犹太地教会之间的联系关于保罗和犹太地教会之间的联系，，，，保罗说了哪三件事情保罗说了哪三件事情保罗说了哪三件事情保罗说了哪三件事情？？？？(22(22(22(22----24242424 节节节节)))) 

    - 他们都没有见过他的面 

    - 他们只听到他的传道 

    - 他们因保罗归荣耀与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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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拉太书加拉太书加拉太书加拉太书》》》》    

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本章学习目的本章学习目的本章学习目的本章学习目的 

1) 理解保罗为何拒绝让提多受割礼（但是后来根据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使徒行传 16161616::::1111----3333 所记载，他让

提摩太受了割礼） 

2) 体会保罗当面指责彼得的必要 

3) 理解保罗为何说，若能因律法称义，那么基督的死便是徒然 

梗概梗概梗概梗概 

当保罗继续为他的使徒身份辩护时，他描述了在耶路撒冷的一次见面，此时与第一

章中提及的那次向后相隔了十四年。由于受了启示，他带着巴拿巴和提多一同去见

“那有名望的人们。”这次见面是私下的，但是有些假弟兄被偷着引进来，想要要

求外邦人提多受割礼，被保罗拒绝了，因为他看到，他们这样做是叫那些被基督救

出来的人又重新回到捆绑中 (1111----5555 节节节节)。 

这次见面的结果是“那似有名望的人们”没有要求他加增什么。事实上，当他们看

见保罗传福音给未受割礼的，正如彼得传福音给受割礼的一样，并且雅各、矶法和

约翰都知道赐给他的恩典，他们便向保罗伸出右手以示认同接纳。他们对保罗的唯

一请求是要他记念穷人，这也是保罗本来就热心去行的 (6666----10101010 节节节节)。 

这一章余下的部分描述了在安提阿彼得与保罗之间的对质。彼得应邀，起初愿意与

外邦人一同吃饭；但是当从雅各来的人到了那里时，他就因害怕而退缩了。他的这

一举动影响了其余的犹太人，甚至包括巴拿巴，他们都随伙装假。这使得保罗“当

面”抵挡彼得，在众人面前谴责他。在谴责的过程中，保罗强调我们是因信基督而

称义的，不是靠行律法称义，否则基督的是就是徒然的 (11111111----24242424 节节节节)。 

大纲大纲大纲大纲 

I.I.I.I. 在耶路撒冷相见在耶路撒冷相见在耶路撒冷相见在耶路撒冷相见 (1 (1 (1 (1----10101010 节节节节)))) 

A.A.A.A. 私底下私底下私底下私底下，，，，与有名望的人见面与有名望的人见面与有名望的人见面与有名望的人见面 (1 (1 (1 (1----5555 节节节节)))) 

1. 过了十四年，他带着巴拿巴和提多同去 (1111 节节节节) 

2. 是奉启示去的，他把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们陈说 (2222 节节节节) 

3. 他不让提多按照偷着引来见面之人的意思而受割礼 (3333----5555 节节节节) 

B.B.B.B. 得到雅各得到雅各得到雅各得到雅各、、、、矶法和约翰的矶法和约翰的矶法和约翰的矶法和约翰的承承承承认认认认    (6(6(6(6----10101010 节节节节)))) 

1. 那些似有名望的(有无名望并没有什么不同)，并没有加增保罗什么 (6666 节节节节) 

2. 当那些有名望的人看到…… 

a. 主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人，正如托彼得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人 

(7777----8888 节节节节) 

b. 雅各、矶法和约翰知道所赐给保罗的恩典 

         ……就向保罗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 (9999 节节节节) 



 

 9 

3. 只是愿意穷人被记念，这也是保罗本来热心去行的 (10101010 节节节节) 

II.II.II.II. 在安提阿的对质在安提阿的对质在安提阿的对质在安提阿的对质 (11 (11 (11 (11----21212121 节节节节)))) 

A.A.A.A. 彼得的伪善彼得的伪善彼得的伪善彼得的伪善 (11 (11 (11 (11----13131313 节节节节)))) 

1. 保罗当面抵挡彼得，因为从雅各来的人到了安提阿，彼得便不与外邦人一同

吃饭 (11111111----12121212 节节节节) 

2. 彼得伪善的做法影响了其他的犹太人甚至还有巴拿巴 (13131313 节节节节) 

B.B.B.B. 保罗的谴责保罗的谴责保罗的谴责保罗的谴责 (14 (14 (14 (14----21212121 节节节节)))) 

1. 彼得的伪善 (14141414 节节节节) 

a. 他自己虽是犹太人，行事却像外邦人 

b. 但他却逼着外邦人，要他们行事像犹太人 

2. 保罗的谴责之概要 (15151515----21212121 节节节节) 

a. 犹太基督徒意识到他们因信基督而称义，没有人能因肉体行律法而称义 

(15151515----16161616 节节节节) 

b. 若我在基督里称义，却是靠着不能让人称义的方式，这不就使基督成了叫

人犯罪的吗？(17171717 节节节节) 

c. 我若重新建造我素来所拆毁的（即律法)，不就证明自己又成了犯罪的人

吗？(18181818 节节节节) 

d. 我因律法，就向律法死了，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

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著；并且如今我因信神的儿子向神活着 (19191919----20202020

节节节节) 

e. 义若是藉著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就废掉了神的恩 (21212121 节节节节) 

本章复习问答本章复习问答本章复习问答本章复习问答 

1) 1) 1) 1) 本章有哪些要点本章有哪些要点本章有哪些要点本章有哪些要点？？？？ 

   - 在耶路撒冷的见面 (1-10 节) 

   - 在安提阿的对质 (11-21 节) 

2) 2) 2) 2) 保罗再次回到耶路撒冷是多久之后保罗再次回到耶路撒冷是多久之后保罗再次回到耶路撒冷是多久之后保罗再次回到耶路撒冷是多久之后？？？？他带着谁一同去的他带着谁一同去的他带着谁一同去的他带着谁一同去的？？？？(1(1(1(1 节节节节)))) 

   - 十四年 

   - 巴拿巴和提多 

3) 3) 3) 3) 什么原因促使他前去什么原因促使他前去什么原因促使他前去什么原因促使他前去？？？？他去那里干什么他去那里干什么他去那里干什么他去那里干什么？？？？(2(2(2(2 节节节节)))) 

   - 奉启示 

   - 把他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有名望的人陈说 

4) 4) 4) 4) 那些偷着引进来见面的人想让保罗干什么那些偷着引进来见面的人想让保罗干什么那些偷着引进来见面的人想让保罗干什么那些偷着引进来见面的人想让保罗干什么？？？？    保罗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吗保罗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吗保罗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吗保罗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吗？？？？(3(3(3(3----5555

节节节节)))) 

   - 让提多受割礼 

   -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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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 5) 5) 你认为为什么保罗在此拒绝提多受割礼你认为为什么保罗在此拒绝提多受割礼你认为为什么保罗在此拒绝提多受割礼你认为为什么保罗在此拒绝提多受割礼，，，，而后来他又让提摩太受割礼而后来他又让提摩太受割礼而后来他又让提摩太受割礼而后来他又让提摩太受割礼？？？？    

        ((((参见参见参见参见    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使徒行传 16:1 16:1 16:1 16:1----3)3)3)3) 

   - 给犹太基督徒行割礼只是权宜之计，是可以的；但是逼外邦人受割礼，说这是

得救所必需的，这就是不可以的！ 

6) 6) 6) 6) 那些那些那些那些““““似有名望的人似有名望的人似有名望的人似有名望的人””””给保罗加增了什么给保罗加增了什么给保罗加增了什么给保罗加增了什么？？？？(6(6(6(6 节节节节)))) 

   - 什么也没加增 

7) 7) 7) 7) 哪两件事使他们伸出右手与保罗和巴拿巴行团契相交哪两件事使他们伸出右手与保罗和巴拿巴行团契相交哪两件事使他们伸出右手与保罗和巴拿巴行团契相交哪两件事使他们伸出右手与保罗和巴拿巴行团契相交之礼之礼之礼之礼？？？？(7(7(7(7----9999 节节节节)))) 

   - 他们看见主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人，正如托彼得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人         

   - 雅各、矶法和约翰知道所赐给保罗的恩典 

8) 8) 8) 8) 他们求保罗的唯一一件事是什么他们求保罗的唯一一件事是什么他们求保罗的唯一一件事是什么他们求保罗的唯一一件事是什么？？？？(10(10(10(10 节节节节)))) 

   - 记念穷人 

9) 9) 9) 9) 当彼得到了安提阿当彼得到了安提阿当彼得到了安提阿当彼得到了安提阿，，，，保罗为什么觉得有必要当面反对他保罗为什么觉得有必要当面反对他保罗为什么觉得有必要当面反对他保罗为什么觉得有必要当面反对他？？？？(11(11(11(11----12121212 节节节节)))) 

   - 因为他起初愿意和外邦人一同吃饭，但是当从雅各来的人到了的时候，他就由

于害怕而退缩了 

10) 10) 10) 10) 谁被彼得的伪善带偏了道谁被彼得的伪善带偏了道谁被彼得的伪善带偏了道谁被彼得的伪善带偏了道？？？？(13(13(13(13 节节节节)))) 

    - 其余的犹太人，包括巴拿巴 

11) 11) 11) 11) 在第十六节中找出对保罗在第十六节中找出对保罗在第十六节中找出对保罗在第十六节中找出对保罗主要观点的简要描述主要观点的简要描述主要观点的简要描述主要观点的简要描述。。。。    

    - 人不是靠行律法称义，乃是因信称义 

12) 12) 12) 12) 保罗向律法死了之后保罗向律法死了之后保罗向律法死了之后保罗向律法死了之后，，，，他如何活着他如何活着他如何活着他如何活着？？？？(19(19(19(19----20202020 节节节节)))) 

    - 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如今他因信那爱他为他舍己的神的儿子而活着 

13) 13) 13) 13) 保罗说若能靠行律法称义保罗说若能靠行律法称义保罗说若能靠行律法称义保罗说若能靠行律法称义，，，，那么基督的死就成了什么那么基督的死就成了什么那么基督的死就成了什么那么基督的死就成了什么？？？？    (21(21(21(21 节节节节)))) 

    - 就是徒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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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拉太书加拉太书加拉太书加拉太书》》》》    

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本章学习目的本章学习目的本章学习目的本章学习目的 

1) 清楚明白我们是因信称义，而不是因行律法称义 

2) 理解为了神要给出律法，律法的意义是什么，律法的功效持续到什么时候 

3) 体会对于成为神的儿女而言受洗的目的是什么 

梗概梗概梗概梗概 

保罗对自己的使徒身份辩护后，在接下来的两章，他为受启示而得着的福音辩护。

这福音说的是要因信称义，而不是因行律法称义。为了阐明这一点，保罗给出了个

人论证，要加拉太人回想起他们是如何得着圣灵的，是从谁那里得着的。很明显，

不是因行律法而是因听信福音。如果他们靠圣灵入门，那为什么想要靠肉体得着完

全呢 (1111----5555 节节节节)？ 

在接下来的论证中，保罗引用了旧约经文。首先是创世记创世记创世记创世记 15:615:615:615:6，揭示了亚伯拉罕信

神就算作他的义，其次是创世记创世记创世记创世记 12:3 12:3 12:3 12:3，预言万国因亚伯拉罕得福。因此那些信神

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与他一同蒙福 (6666----9999 节节节节)。至于律法本身，旧约圣经揭示

那些行律法的都是受诅咒的，并表明义人必因信而活着 (申命记申命记申命记申命记 27:2627:2627:2627:26；；；；哈巴谷书哈巴谷书哈巴谷书哈巴谷书    

2:42:42:42:4)。但是，基督把我们从律法的诅咒中赎出来，使亚伯拉罕的福可以临到外邦人，

尤其是使他们可以因着信得着应许的圣灵 (10101010----14141414 节节节节)。 

在引用经文来论证的过程中，保罗继续提醒他们应许的本质是契约，那给亚伯拉罕

的应许是不会被违背的。因此，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基督）的应许（和它

所包含的产业），不会因在其后 430 年律法的出现而改变 (15151515----18181818 节节节节)。那么律法有

什么意义呢？保罗说他是为过犯而添加的，直等到那“子孙”（基督）的到来。律

法并不与神的应许相对立，但是因为律法本身不能使人得生命，因此它的意义在于

把所有的罪人都圈在其中，直等到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 (19191919----22222222

节节节节)。因此律法是为了把他们看守在其下，直到那将来的因信得救的理显明出来。

换句话说，律法就像一位训蒙的师傅，引人到基督那里，使他们因信称义。当因信

得救的理一旦来到，他们就不再在师傅手下了 (23232323----25252525 节节节节)。 

接下来，保罗运用事实论证来证明我们已经因信基督而称义，这一部分的论证一直

延续到第四章。因为信心他们在基督里成为神的儿子，因为他们受了洗，就是披戴

基督了 (26262626----27272727 节节节节)。在基督里他们成为了一，在救赎上他们不再因种族、社会背景、

性别而有所不同。他们在基督里，也使他们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因此是照着神给

这“子孙”的应许得着产业的了 (28282828----29292929 节节节节)。 

大纲大纲大纲大纲 

I.I.I.I. 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因信称义：：：：个人论证个人论证个人论证个人论证    (1(1(1(1----5555 节节节节)))) 

A.A.A.A. 他们如何领受的圣灵他们如何领受的圣灵他们如何领受的圣灵他们如何领受的圣灵    (1(1(1(1----4444 节节节节)))) 



 

 12 

1. 保罗担心他们受误导 (1111 节节节节) 

2. 他们受了圣灵，是因听信福音呢？是因行律法呢？(2222 节节节节) 

3. 既靠圣灵开始了基督徒生活，难道还靠肉身成为完全吗？(3333 节节节节) 

4. 他们这样做不是让他们以前受的苦成为徒然了吗？(4444 节节节节) 

B.B.B.B. 他们从谁他们从谁他们从谁他们从谁那里那里那里那里领受的圣灵领受的圣灵领受的圣灵领受的圣灵    (5(5(5(5 节节节节)))) 

1. 思考那位赐给他们圣灵，又在他们中间行异能的 (5555 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 

2. 他这样做是因你们行律法，还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5555 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 

II.II.II.II. 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因信称义：：：：经文论证经文论证经文论证经文论证 (6 (6 (6 (6----25252525 节节节节)))) 

A.A.A.A. 亚伯拉罕的例子亚伯拉罕的例子亚伯拉罕的例子亚伯拉罕的例子    (6(6(6(6----9999 节节节节)))) 

1. 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 (6666 节节节节) 

2. 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7777 节节节节) 

3. 圣经预先表明，神要叫万国因信称义 (8888 节节节节) 

4. 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 (9999 节节节节) 

B.B.B.B. 律法的诅咒律法的诅咒律法的诅咒律法的诅咒 (10 (10 (10 (10----14141414 节节节节)))) 

1. 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 (10101010 节节节节) 

2. 旧约称人可以因信称义，不是靠著本乎行为的律法称义 (11111111----12121212 节节节节) 

3. 基督通过在十字架上受死，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 (13131313 节节节节) 

4. 这便叫在基督里的外邦人可以得着亚伯拉罕的福，尤其是因信得著所应许的

圣灵 (14141414 节节节节) 

C.C.C.C. 应许在律法之上应许在律法之上应许在律法之上应许在律法之上 (15 (15 (15 (15----18181818 节节节节)))) 

1. 神所立的约以及在这约中神对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所说的应许，不能被

那四百三十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归于虚空 (15151515----17171717 节节节节) 

a. 就像是人的文约，若已经立定了，就没有能废弃或加增的 (15151515 节节节节) 

b. 神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 (16161616 节节节节) 

c. 律法不能废掉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叫应许归于虚空 (17171717 节节节节) 

2. 因为承受产业，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但很明显神是凭著应许，而不

是律法，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 (18181818 节节节节) 

D.D.D.D. 律法的意律法的意律法的意律法的意义义义义    (19(19(19(19----25252525 节节节节)))) 

1. 是为过犯添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 (19191919----20202020 节节节节) 

2. 律法并不与神的应许相对，乃是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

基督归给那信的人 (21212121----23232323 节节节节) 

3. 律法是训蒙的师傅，引人到基督那里，使他们因信称义，使他们不再需要师

傅了 (24242424----25252525 节节节节) 

III.III.III.III. 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因信称义：：：：事实论证事实论证事实论证事实论证 (26 (26 (26 (26----29292929 节节节节)))) 

A.A.A.A. 他们因信耶稣他们因信耶稣他们因信耶稣他们因信耶稣基督基督基督基督成了成了成了成了神的儿女神的儿女神的儿女神的儿女((((    26262626----27272727 节节节节)))) 

1. 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 (26262626 节节节节) 

2. 因为他们受洗归入基督（出自信心的行为），都披戴基督了 (27272727 节节节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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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B.B. 他们在基督里合而为一他们在基督里合而为一他们在基督里合而为一他们在基督里合而为一，，，，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28(28(28(28----29292929 节节节节)))) 

1. 在基督耶稣里，没有分别，他们都成为一了 (28282828 节节节节) 

2. 他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著应许承受产业的了 (29292929 节节节节) 

本章复习问答本章复习问答本章复习问答本章复习问答 

1) 1) 1) 1) 本章有哪些要点本章有哪些要点本章有哪些要点本章有哪些要点？？？？ 

   - 因信称义：个人论证 (1-5 节) 

   - 因信称义：经文论证 (6-25 节) 

   - 因信称义：事实论证 (26-29 节) 

2) 2) 2) 2) 保罗恐怕加拉太人出什么事保罗恐怕加拉太人出什么事保罗恐怕加拉太人出什么事保罗恐怕加拉太人出什么事？？？？(1(1(1(1 节节节节)))) 

   - 有人“迷惑”他们，让他们不顺从真理 

3) 3) 3) 3) 为了表明他们是因信称义而不是因行律法而称义为了表明他们是因信称义而不是因行律法而称义为了表明他们是因信称义而不是因行律法而称义为了表明他们是因信称义而不是因行律法而称义，，，，保罗问了他们什么问题保罗问了他们什么问题保罗问了他们什么问题保罗问了他们什么问题？？？？        

(2(2(2(2 节节节节)))) 

   - 他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还是因听信福音呢？ 

4) 4) 4) 4) 保罗认为他们做的什么事是无知的保罗认为他们做的什么事是无知的保罗认为他们做的什么事是无知的保罗认为他们做的什么事是无知的？？？？(3(3(3(3 节节节节)))) 

   - 既靠圣灵开始了基督徒生活，又想靠肉身(即,律法)成为完全 

5) 5) 5) 5) 为了进一步表明他们是因信称义为了进一步表明他们是因信称义为了进一步表明他们是因信称义为了进一步表明他们是因信称义，，，，保罗又问了他们什么问题保罗又问了他们什么问题保罗又问了他们什么问题保罗又问了他们什么问题？？？？(5(5(5(5 节节节节)))) 

   - 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如何叫你们称义的？ 

     是因你们行律法呢？还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 

6) 6) 6) 6) 亚伯拉罕因什么就亚伯拉罕因什么就亚伯拉罕因什么就亚伯拉罕因什么就算作义了算作义了算作义了算作义了？？？？(6(6(6(6 节节节节)))) 

   - 因他信神 

7) 7) 7) 7) 谁是亚伯拉罕真正的子孙谁是亚伯拉罕真正的子孙谁是亚伯拉罕真正的子孙谁是亚伯拉罕真正的子孙？？？？(7(7(7(7 节节节节)))) 

   - 本乎信的人 

8) 8) 8) 8) 圣经预先表明神将做什么事圣经预先表明神将做什么事圣经预先表明神将做什么事圣经预先表明神将做什么事？？？？(8(8(8(8 节节节节)))) 

   - 叫万国因信称义 

9) 9) 9) 9) 那些行律法之人的状况如何那些行律法之人的状况如何那些行律法之人的状况如何那些行律法之人的状况如何？？？？(10(10(10(10 节节节节)))) 

   - 他们都是被诅咒的 

10) 10) 10) 10) 旧约中的什么话表明没有人因律法称义旧约中的什么话表明没有人因律法称义旧约中的什么话表明没有人因律法称义旧约中的什么话表明没有人因律法称义？？？？(11(11(11(11 节节节节)))) 

    - “义人必因信得生” 

11) 11) 11) 11) 基督为我们受了诅咒基督为我们受了诅咒基督为我们受了诅咒基督为我们受了诅咒，，，，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13(13(13(13 节节节节)))) 

    - 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 

12) 12) 12) 12) 基督受了诅咒基督受了诅咒基督受了诅咒基督受了诅咒，，，，还使得什么成为可能还使得什么成为可能还使得什么成为可能还使得什么成为可能？？？？(14(14(14(14 节节节节)))) 

    - 叫亚伯拉罕的福临到在基督里的外邦人 

    - 使他们因信心得着应许的圣灵 

13) 13) 13) 13) 应许是对谁说的应许是对谁说的应许是对谁说的应许是对谁说的？？？？谁是那谁是那谁是那谁是那““““子孙子孙子孙子孙????””””(16(16(16(16 节节节节))))    

    - 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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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基督 

14) 14) 14) 14) 神与亚伯拉罕立约后多久才有了律法神与亚伯拉罕立约后多久才有了律法神与亚伯拉罕立约后多久才有了律法神与亚伯拉罕立约后多久才有了律法？？？？律法废除应许了吗律法废除应许了吗律法废除应许了吗律法废除应许了吗？？？？(17(17(17(17 节节节节)))) 

    - 430 年 

    - 没有 

15) 15) 15) 15) 律法的意义是什么律法的意义是什么律法的意义是什么律法的意义是什么？？？？律法的功效持续了多久律法的功效持续了多久律法的功效持续了多久律法的功效持续了多久？？？？(19(19(19(19 节节节节)))) 

    - 是为过犯而添上的 

    - 直到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为止 

16) 16) 16) 16) 律法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律法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律法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律法起到的作用是什么？？？？我们仍是在律法之下吗我们仍是在律法之下吗我们仍是在律法之下吗我们仍是在律法之下吗？？？？(24(24(24(24----25252525 节节节节)))) 

    - 训蒙的师傅，引人到基督那里，使他们因信称义 

    - 不是 

17) 17) 17) 17) 人如何成为神的儿子人如何成为神的儿子人如何成为神的儿子人如何成为神的儿子？？？？(26(26(26(26----27272727 节节节节)))) 

    - 因信耶稣基督 

    - 通过受洗披戴基督 

18) 18) 18) 18) 对于救赎而言对于救赎而言对于救赎而言对于救赎而言，，，，种族种族种族种族、、、、社会背景社会背景社会背景社会背景、、、、性别的不同在基督里都怎么样了性别的不同在基督里都怎么样了性别的不同在基督里都怎么样了性别的不同在基督里都怎么样了？？？？(28(28(28(28 节节节节)))) 

    - 都不存在了，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合而为一了 

19) 19) 19) 19) 如果我们是属基督的如果我们是属基督的如果我们是属基督的如果我们是属基督的，，，，那我们是谁那我们是谁那我们是谁那我们是谁？？？？(29(29(29(29 节节节节)))) 

    - 亚伯拉罕的子孙，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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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拉太书加拉太书加拉太书加拉太书》》》》    

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本章学习目的本章学习目的本章学习目的本章学习目的 

1) 体会在心中领受圣灵的重要性以及所蒙的福(参见 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约翰福音 7:377:377:377:37----39393939；；；；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使徒行传

2:382:382:382:38；；；；5:325:325:325:32；；；；罗马书罗马书罗马书罗马书 5:55:55:55:5；；；；8:118:118:118:11----17171717；；；；15:1315:1315:1315:13；；；；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 1:221:221:221:22；；；；5:55:55:55:5；；；；以弗所书以弗所书以弗所书以弗所书

1:131:131:131:13----14141414；；；；3:163:163:163:16；；；；4:304:304:304:30) 

2) 知道保罗为何担心加拉太人守圣日(参见 歌罗西书歌罗西书歌罗西书歌罗西书 2:16 2:16 2:16 2:16----17171717；；；；加拉太书加拉太书加拉太书加拉太书 5:4 5:4 5:4 5:4) 

3) 理解夏甲和撒拉的比喻意义 

梗概梗概梗概梗概 

在这一章里，保罗继续并结束了他对于因信基督而称义之福音的辩护，反对因行律

法而称义的做法。前一章的最后保罗运用事实论证，说明他们当他们受洗披戴基督

时，是如何因着信心成为神的儿子，是亚伯拉罕真正的子孙，是承受应许的产业的

人。 

第四章的开头是接着上一章继续进行事实论证。保罗描述了那些在基督来以前生活

在律法以下的人的情形。他们是“孩童,”其实和奴仆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当基督来

后，他将他们从律法中赎出来，使他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并藉此在心里领受圣

灵，如今他们不再是奴仆，而是藉着基督成为了神的儿子，承受产业的人 (1111----7777 节节节节)。 

藉着保罗用伤感的字句来论证。他们已经认识了真神，并且神也已经认识了他们，

但他们守圣日就表明他们还想回到律法的束缚中。这使得保罗大大地忧愁，他本希

望他们能效法他的样子。他提醒他们，在过去他们接纳了他，并希望在告诉他们真

理后不致成为他们的敌人。他希望能和他们在一起，并且改变说话的语气，他感到

自己又一次像妇人那样经历生产之痛，为要确保基督在他们心里成形。所有这一切

感受都因为他不放心他们 (8888----20202020 节节节节)。 

在保罗最后的论证中，他运用了律法本身作为论据，直接讲给那些想留在律法之下

的人们。他提醒他们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撒拉生的，一个是夏甲生的，并

用打比方的方式将二者比喻为两约。生以实玛利的使女夏甲，代表着在西奈山，也

就是代表着属世的耶路撒冷，以及在律法下的人受的所捆绑。亚伯拉罕的妻子，生

以撒的撒拉代表着新的约，也就是代表着天上的耶路撒冷，使凡接受它的人得自由。

保罗提醒他们，从肉体生的人会逼迫从圣灵生的人，他还称那些在基督里的人不是

使女所生而是自主妇人所生，从而结束了他对因信基督而称义之福音的辩护 

(21212121----31313131 节节节节)。 

大纲大纲大纲大纲 

I.I.I.I. 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因信称义::::事实论证事实论证事实论证事实论证（（（（接上章接上章接上章接上章）））） (1 (1 (1 (1----7777 节节节节)))) 

A.A.A.A. 他们他们他们他们为孩童的时候为孩童的时候为孩童的时候为孩童的时候，，，，与奴仆毫无分别与奴仆毫无分别与奴仆毫无分别与奴仆毫无分别    (1(1(1(1----3333 节节节节)))) 

1. 承受产业之人的例证 (1111----2222 节节节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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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 (1111 节节节节) 

b. 在师傅和管家的手下，直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 (2222 节节节节) 

2. 他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 (3333 节节节节) 

B.B.B.B. 他们已经得着儿子的名分他们已经得着儿子的名分他们已经得着儿子的名分他们已经得着儿子的名分，，，，不再是奴仆不再是奴仆不再是奴仆不再是奴仆    (4(4(4(4----7777 节节节节)))) 

1. 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 (4444 节节节节) 

a. 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 (5555 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 

b. 叫他们得著儿子的名分 (5555 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 

2. 因为他们现在是“儿子”（不仅仅是“儿女”）…… 

a. 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他们呼叫：“阿爸，父！”(6666 节节节节) 

b. 他们不再是“奴仆”，乃是“儿子”，靠著神为后嗣 (7777 节节节节) 

II.II.II.II. 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因信称义：：：：情感论证情感论证情感论证情感论证 (8 (8 (8 (8----20202020 节节节节)))) 

A.A.A.A. 保罗担心他们的状况保罗担心他们的状况保罗担心他们的状况保罗担心他们的状况 (8 (8 (8 (8----11111111 节节节节)))) 

1. 他们已经认识了神，被神所认识 (8888 节节节节----9999 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 

2. 但他们似乎想重新回到捆绑中，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 (9999 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 

3. 他们守圣日，使保罗担心他枉费了工夫 (10101010----11111111 节节节节) 

B.B.B.B. 他们以前和如今与保罗的关系他们以前和如今与保罗的关系他们以前和如今与保罗的关系他们以前和如今与保罗的关系 (12 (12 (12 (12----20202020 节节节节)))) 

1. 他劝他们要像他一样 (12121212 节节节节) 

2. 提醒他们以前他们跟他的关系 (13131313----15151515 节节节节) 

a. 虽然他身体有病，但是他们却接待他，接受他传的福音 (13131313----14141414 节节节节) 

b. 若能行，他们就是把自己的眼睛剜出来给他，也都情愿 (15151515 节节节节) 

3. 如今他将真理告诉他们，就成了他们的仇敌吗？(16161616 节节节节) 

4. 他们受人热心对待，但是热心不都是出于好意 (17171717----18181818 节节节节) 

5. 他为他们再受生产之苦，为要使基督成形在他们心里，他巴不得改换口气，

但心里为他们作难 (19191919----20202020 节节节节) 

III.III.III.III. 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因信称义: : : : 类比论证类比论证类比论证类比论证 (21 (21 (21 (21----31313131 节节节节)))) 

A.A.A.A. 对那些想在律法下生活的人们给出一个类比对那些想在律法下生活的人们给出一个类比对那些想在律法下生活的人们给出一个类比对那些想在律法下生活的人们给出一个类比    (21(21(21(21 节节节节----24242424 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 

1. 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岂没有听见律法吗？(21212121 节节节节) 

2. 因为经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 (22222222----23232323 节节节节) 

a. 一个是使女（夏甲）按着血气生的（以实玛利）  

b. 一个是自主之妇人（撒拉）凭着应许生的(以撒) 

3. 这些事具有象征意义 (24242424 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 

B.B.B.B. 两约两约两约两约 (24 (24 (24 (24 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31313131 节节节节)))) 

1. 那两个妇人象征着两约 (24242424 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26262626 节节节节) 

a. 夏甲象征着从西奈山来的约（律法），与属世的耶路撒冷同类，她的儿都

是为奴的 

b. 撒拉象征着一部从天上的耶路撒冷（属灵的耶路撒冷）来的约，是叫人得

自由的 

2. 因为经上预言，那不怀孕、不生养的（撒拉）要有更多地儿女 (27272727 节节节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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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弟兄们，我们那些在新约之下的人是凭著应许作儿女，如同以撒一样(28282828 节节节节) 

4. 当时那按著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著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 (29292929 节节节节) 

5. 然而经上说：自主妇人（撒拉，天上的耶路撒冷）的儿子要承受产业(30303030 节节节节) 

6. 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 (31313131 节节节节) 

本章复习问答本章复习问答本章复习问答本章复习问答 

1) 1) 1) 1) 本章有哪些要点本章有哪些要点本章有哪些要点本章有哪些要点？？？？ 

   - 因信称义：事实论证（接上一章）(1-7 节) 

   - 因信称义：情感论证 (8-20 节) 

   - 因信称义：类比论证 (21-31 节) 

2) 2) 2) 2) 得产业的人在孩童时是什么情形得产业的人在孩童时是什么情形得产业的人在孩童时是什么情形得产业的人在孩童时是什么情形？？？？(1(1(1(1----2222 节节节节)))) 

   - 与奴仆毫无分别 

   - 在师傅和管家的手下，直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 

3) 3) 3) 3) 在律法下是什么情形在律法下是什么情形在律法下是什么情形在律法下是什么情形？？？？(3(3(3(3 节节节节)))) 

   - 为孩童，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 

4) 4) 4) 4) 神何时差遣了他的儿子神何时差遣了他的儿子神何时差遣了他的儿子神何时差遣了他的儿子？？？？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4(4(4(4----5555 节节节节)))) 

   - 及至时候满足 

   - 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他们得著儿子的名分 

5) 5) 5) 5) 作为神的儿子作为神的儿子作为神的儿子作为神的儿子，，，，我们得着了什么我们得着了什么我们得着了什么我们得着了什么？？？？我们的情形我们的情形我们的情形我们的情形如何如何如何如何？？？？(6(6(6(6----7777 节节节节)))) 

   - 他儿子的灵进入我们的心里呼叫：“阿爸，父！” 

   - 不再是奴仆，乃是“儿子”，靠著基督为神的后嗣 

6) 6) 6) 6) 加拉太人试图重回到束缚中的迹象是什么加拉太人试图重回到束缚中的迹象是什么加拉太人试图重回到束缚中的迹象是什么加拉太人试图重回到束缚中的迹象是什么？？？？(8(8(8(8----10101010 节节节节)))) 

   - 他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 

7) 7) 7) 7) 保罗担心什么保罗担心什么保罗担心什么保罗担心什么？？？？(11(11(11(11 节节节节)))) 

   - 在他们身上枉费了工夫 

8) 8) 8) 8) 保罗第一次向加拉太人传福音时他们如何接待他保罗第一次向加拉太人传福音时他们如何接待他保罗第一次向加拉太人传福音时他们如何接待他保罗第一次向加拉太人传福音时他们如何接待他？？？？(14(14(14(14 节节节节)))) 

   - 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 

9) 9) 9) 9) 很明显看得出很明显看得出很明显看得出很明显看得出，，，，当他们与保罗在一起时愿意做什么事当他们与保罗在一起时愿意做什么事当他们与保罗在一起时愿意做什么事当他们与保罗在一起时愿意做什么事？？？？(15(15(15(15 节节节节)))) 

   - 把自己的眼睛剜出来给保罗 

10) 10) 10) 10) 保罗告保罗告保罗告保罗告诉了他们真理诉了他们真理诉了他们真理诉了他们真理，，，，他有何顾虑他有何顾虑他有何顾虑他有何顾虑？？？？(16(16(16(16 节节节节)))) 

    - 他成了他们的仇敌吗？ 

11) 11) 11) 11) 保罗为什么巴不得换个口气和他们说话保罗为什么巴不得换个口气和他们说话保罗为什么巴不得换个口气和他们说话保罗为什么巴不得换个口气和他们说话？？？？(20(20(20(20 节节节节)))) 

    - 因为为他们作难 

12) 12) 12) 12) 保罗给那些想留在律法之下的人讲了谁的故事保罗给那些想留在律法之下的人讲了谁的故事保罗给那些想留在律法之下的人讲了谁的故事保罗给那些想留在律法之下的人讲了谁的故事？？？？(21(21(21(21----23232323 节节节节)))) 

    - 夏甲、撒拉和她们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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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3) 13) 13) 这两个妇人代表着什么这两个妇人代表着什么这两个妇人代表着什么这两个妇人代表着什么？？？？(24(24(24(24----26262626 节节节节)))) 

    - 两约 

    - 夏甲象征着从西奈山来的约（律法），使人为奴，是属世的耶路撒冷  

    - 撒拉象征着在耶稣基督里的约，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叫人得自由 

14) 14) 14) 14) 基督徒与以撒有何相似之处基督徒与以撒有何相似之处基督徒与以撒有何相似之处基督徒与以撒有何相似之处？？？？(2(2(2(28888 节节节节,31,31,31,31 节节节节)))) 

    - 我们凭着应许作儿女 

    - 我们是自主妇人所生，不是那象征律法的使女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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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拉太书加拉太书加拉太书加拉太书》》》》    

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本章学习目的本章学习目的本章学习目的本章学习目的 

1) 看到在基督里的自由并不意味着可以任意妄行 

2) 知道人如何会和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 

3) 体会靠着圣灵行事的必要，以及怎样行才是真的顺着圣灵而行 

梗概梗概梗概梗概 

本章第一节是整封书信的高潮部分，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这封信的主旨：““““基督释基督释基督释基督释

放了我们放了我们放了我们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叫我们得以自由叫我们得以自由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所以要站立得稳所以要站立得稳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不要再被奴仆不要再被奴仆不要再被奴仆的轭挟制的轭挟制的轭挟制的轭挟制。。。。””””接着保

罗用极强硬的口气警告他们，若想受割礼因行律法称义将会产生的后果。他提醒他

们，义的指望是给那些靠著圣灵，凭著使人发仁爱的信心而等候的人(1111----6666 节节节节)。 

在接下来的几个小节，保罗用严厉的言语警告那些搅扰他们成长，强迫他们受割礼

的人，但保罗也不希望任何人认为在基督得了自由就可以放纵，他鼓励他们要运用

他们的自由彼此用爱心服侍。如此合宜地运用自由可以有两方面的益处，一是成全

律法，同时还可以使他们不给肉体机会，叫彼此相咬相吞 (7777----15151515 节节节节)。 

然后，保罗强调基督徒靠着圣灵而行的必要，这样就可以避免放纵肉体的情欲。他

描述肉体与圣灵的相争，解释了为什么我们要结圣灵的果子而不要顺着肉体行事。

那些顺着肉体而行的人不能得到神国的产业，而那些在基督里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

情私欲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们既靠着圣灵而活，就当靠着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

彼此惹气，互相嫉妒 (16161616----26262626 节节节节)。 

大纲大纲大纲大纲 

I.I.I.I. 自由免去了受割礼的必要自由免去了受割礼的必要自由免去了受割礼的必要自由免去了受割礼的必要    (1(1(1(1----6666 节节节节)))) 

A.A.A.A. 在因着基督得着的自由里要站立得稳在因着基督得着的自由里要站立得稳在因着基督得着的自由里要站立得稳在因着基督得着的自由里要站立得稳 (1 (1 (1 (1 节节节节)))) 

1. 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 (1111 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 

2. 不要再被奴仆的轭挟制 (1111 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 

B.B.B.B. 不再需要受割礼不再需要受割礼不再需要受割礼不再需要受割礼 (2 (2 (2 (2----4444 节节节节)))) 

1. 若受割礼是因为相信这样做是必需的，那么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 (2222 节节节节) 

2. 凡守割礼的人就必须守整个律法 (3333 节节节节) 

3. 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 (4444 节节节节) 

C.C.C.C. 我们盼望义的依据我们盼望义的依据我们盼望义的依据我们盼望义的依据 (5 (5 (5 (5----6666 节节节节)))) 

1. 靠著圣灵，凭著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 (5555 节节节节) 

2. 受割礼并无功效；惟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 (6666 节节节节) 

II.II.II.II. 自由成全了律法自由成全了律法自由成全了律法自由成全了律法 (7 (7 (7 (7----15151515 节节节节)))) 

A.A.A.A. 要防备那些使人受律法束缚的人要防备那些使人受律法束缚的人要防备那些使人受律法束缚的人要防备那些使人受律法束缚的人    (7(7(7(7----12)12)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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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他们虽然有个好的开头，但是被拦阻，而这拦阻不是出自于神 (7777----8888 节节节节) 

2. 要防备“一点面酵”的影响 (9999 节节节节) 

3. 保罗深信他们改正过来，但主必审判搅扰他们的人 (10101010 节节节节) 

4. 保罗提醒他们自己没有传割礼，强烈谴责那些搅扰他们的人 (11111111----12121212 节节节节) 

B.B.B.B. 合宜运用我们的自由将成就律法合宜运用我们的自由将成就律法合宜运用我们的自由将成就律法合宜运用我们的自由将成就律法 (13 (13 (13 (13----15151515 节节节节)))) 

1. 用我们的自由在爱心里彼此服事，便成就了律法 (13131313----14141414 节节节节) 

2. 滥用自由便是彼此相损耗 (13131313 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15,15,15,15 节节节节)  

III.III.III.III. 自由叫人得着圣灵的引领自由叫人得着圣灵的引领自由叫人得着圣灵的引领自由叫人得着圣灵的引领 (16 (16 (16 (16----26262626 节节节节)))) 

A.A.A.A. 我们必须顺着圣灵而行我们必须顺着圣灵而行我们必须顺着圣灵而行我们必须顺着圣灵而行 (16 (16 (16 (16----18181818 节节节节)))) 

1. 只有这样，才能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彼此相敌 (16161616----17171717 节节节节) 

2. 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 (18181818 节节节节) 

B.B.B.B. 顺着肉体行与顺着圣灵行顺着肉体行与顺着圣灵行顺着肉体行与顺着圣灵行顺着肉体行与顺着圣灵行    (19(19(19(19----23232323 节节节节)))) 

1. 顺着肉体行…… 

a. 保罗对它的辨识 (19191919 节节节节----21212121 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 

b. 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 (21212121 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 

2. 顺着圣灵行…… 

a. 保罗对它的辨识 (22222222 节节节节----23232323 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 

b. 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 (23232323 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 

C.C.C.C. 属基督的人要顺着圣灵行属基督的人要顺着圣灵行属基督的人要顺着圣灵行属基督的人要顺着圣灵行 (24 (24 (24 (24----26262626 节节节节)))) 

1. 因为他们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 (24242424 节节节节) 

2. 因为他们是靠圣灵得生 (25252525 节节节节) 

3. 因此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 (26262626 节节节节) 

本章复习问答本章复习问答本章复习问答本章复习问答 

1) 1) 1) 1) 本章有哪些要点本章有哪些要点本章有哪些要点本章有哪些要点？？？？ 

   - 自由免去了受割礼的必要 (1-6 节) 

   - 自由成全了律法 (7-15 节) 

   - 自由叫人得着圣灵的引领 (16-26 节) 

2) 2) 2) 2) 保罗给出了什么样告诫保罗给出了什么样告诫保罗给出了什么样告诫保罗给出了什么样告诫，，，，可以作为这封信的主旨可以作为这封信的主旨可以作为这封信的主旨可以作为这封信的主旨？？？？(1(1(1(1 节节节节)))) 

   - 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 

3) 3) 3) 3) 为了得救而受割礼将有那两个结果为了得救而受割礼将有那两个结果为了得救而受割礼将有那两个结果为了得救而受割礼将有那两个结果？？？？(2(2(2(2----3333 节节节节)))) 

   - 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 

   - 欠著行全律法的债 

4) 4) 4) 4) 当人想因行律法而称义时当人想因行律法而称义时当人想因行律法而称义时当人想因行律法而称义时，，，，哪两件事便发生了哪两件事便发生了哪两件事便发生了哪两件事便发生了？？？？(4(4(4(4 节节节节)))) 

   - 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 

5) 5) 5) 5) 我们应该如何迫切等候盼望的义我们应该如何迫切等候盼望的义我们应该如何迫切等候盼望的义我们应该如何迫切等候盼望的义？？？？(5(5(5(5 节节节节)))) 

   - 藉着圣灵，凭着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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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6) 6) 6) 在基督耶稣里唯有什么才有功效在基督耶稣里唯有什么才有功效在基督耶稣里唯有什么才有功效在基督耶稣里唯有什么才有功效？？？？(6(6(6(6 节节节节)))) 

   - 使生人发仁爱的信心 

7) 7) 7) 7) 保罗用了什么例子来形容假教师的危险保罗用了什么例子来形容假教师的危险保罗用了什么例子来形容假教师的危险保罗用了什么例子来形容假教师的危险？？？？(9(9(9(9 节节节节)))) 

   - 一点面酵能使全团都发起来 

8) 8) 8) 8) 保罗希望那些极力推行割礼的人做什么事保罗希望那些极力推行割礼的人做什么事保罗希望那些极力推行割礼的人做什么事保罗希望那些极力推行割礼的人做什么事？？？？(12(12(12(12 节节节节)))) 

   - 把他们自己割绝了 

9) 9) 9) 9) 我们怎样做就是滥用在基督里的自由我们怎样做就是滥用在基督里的自由我们怎样做就是滥用在基督里的自由我们怎样做就是滥用在基督里的自由？？？？我们应该如何运用这自由我们应该如何运用这自由我们应该如何运用这自由我们应该如何运用这自由？？？？(13(13(13(13 节节节节)))) 

   - 将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 

   - 用爱心互相服事 

10) 10) 10) 10) 那一条命令成就了律法那一条命令成就了律法那一条命令成就了律法那一条命令成就了律法？？？？(14(14(14(14 节节节节)))) 

    - 要爱人如己 

11) 11) 11) 11) 基督徒如何能不放纵肉体的情欲基督徒如何能不放纵肉体的情欲基督徒如何能不放纵肉体的情欲基督徒如何能不放纵肉体的情欲？？？？(16(16(16(16 节节节节)))) 

    - 顺着圣灵而行 

12) 12) 12) 12) 若人顺着圣灵行若人顺着圣灵行若人顺着圣灵行若人顺着圣灵行，，，，那么他们与律法是什么那么他们与律法是什么那么他们与律法是什么那么他们与律法是什么关系关系关系关系？？？？(18(18(18(18 节节节节)))) 

    - 他们不再在律法以下 

13) 13) 13) 13) 列举被保罗描述为顺着肉体而行的事列举被保罗描述为顺着肉体而行的事列举被保罗描述为顺着肉体而行的事列举被保罗描述为顺着肉体而行的事 (19 (19 (19 (19----21212121 节节节节)))) 

    - 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忌恨、恼怒、结党、 

      纷争、异端、嫉妒、凶杀、醉酒、荒宴等类 

14) 14) 14) 14) 那些顺着肉体而行的人最终会怎样那些顺着肉体而行的人最终会怎样那些顺着肉体而行的人最终会怎样那些顺着肉体而行的人最终会怎样？？？？(21(21(21(21 节节节节)))) 

    - 他们必不能承受神的国 

15) 15) 15) 15) 圣灵的果子包括哪些部分圣灵的果子包括哪些部分圣灵的果子包括哪些部分圣灵的果子包括哪些部分？？？？(22(22(22(22----23232323 节节节节)))) 

    - 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 

16) 16) 16) 16) 那些属基督的人已经做了什么事那些属基督的人已经做了什么事那些属基督的人已经做了什么事那些属基督的人已经做了什么事？？？？(24(24(24(24 节节节节)))) 

    - 他们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 

17) 17) 17) 17) 如果靠圣灵生活如果靠圣灵生活如果靠圣灵生活如果靠圣灵生活，，，，那么就应该行那么就应该行那么就应该行那么就应该行？？？？(25(25(25(25 节节节节)))) 

    - 靠圣灵行事 

18) 18) 18) 18) 人如何显出自己是靠着圣灵行事的人如何显出自己是靠着圣灵行事的人如何显出自己是靠着圣灵行事的人如何显出自己是靠着圣灵行事的？？？？(26(26(26(26 节节节节)))) 

    - 不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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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拉太书加拉太书加拉太书加拉太书》》》》    

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 

 

本章学习目的本章学习目的本章学习目的本章学习目的 

1) 看到在基督里的自由包含着对他人和我们自身的责任 

2) 体会“种与收”的几个规律，尤其是与肉体和圣灵有关的规律 

3) 知道在基督里成为“新造之人”的重要性 

梗概梗概梗概梗概 

在最后的一章中，保罗揭示在基督里的自由包含着各样的责任。那些“属灵”的人

应该挽回那些偶有过犯的人，所有的人都应该相互担当重担，这样就使“基督的律

法”得以成全 (1111----2222 节节节节)。同时，每个基督徒应该检查自身，担起自己的担子 (3333----5555

节节节节)。 

这些责任还包括供给那些施教的人，对众人尤其是信徒家中的人，要行善不倦怠，

保罗提醒他们“种与收”的规律，尤其是有关肉体和圣灵的 (6666----10101010 节节节节)。 

保罗的结束语中洞察了那些逼人受割礼的人，如此行事的动机。这些人想靠着肉体

夸口，而保罗自己只夸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11111111----14141414 节节节节)。他用一句话概括了整封信

的内容，那就是受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在基督里作新造的人 (15151515 节节节节)。

他恳求不要再有人来搅扰他，因为他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保罗在信的末尾祷告，

愿神的平安、怜悯以及恩典归给按他的教导而行的人和神的以色列民 (16161616----18181818 节节节节)。 

大纲大纲大纲大纲 

I.I.I.I. 自由带有一种责任感自由带有一种责任感自由带有一种责任感自由带有一种责任感    (1(1(1(1----10101010 节节节节)))) 

A.A.A.A. 要担当重担要担当重担要担当重担要担当重担 (1 (1 (1 (1----5555 节节节节)))) 

1. 要愿意为彼此担当重担 (1111----2222 节节节节) 

a. 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属灵的人就当他挽回过来 (1111 节节节节) 

b. 你们各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 (2222 节节节节) 

2. 要愿意担当自己的重担 (3333----4444 节节节节) 

a. 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 (3333 节节节节) 

b. 各人应当察验自己的行为，担当自己的担子 (4444 节节节节) 

B.B.B.B. 要慷慨施舍要慷慨施舍要慷慨施舍要慷慨施舍 (6 (6 (6 (6----10101010 节节节节)))) 

1. 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 (6666 节节节节) 

2. 种与收的规律 (7777----9999 节节节节) 

a. 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 (7777 节节节节) 

b. 顺著情欲撒种，必收败坏；顺著圣灵撒种，必收永生 (8888 节节节节) 

c. 行善不可丧志，因为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 (9999 节节节节) 

3. 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 (10101010 节节节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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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I.II.II. 结束语结束语结束语结束语 (11 (11 (11 (11----18181818 节节节节)))) 

A.A.A.A. 对那些使人受割礼捆绑的人进行最后的谴责对那些使人受割礼捆绑的人进行最后的谴责对那些使人受割礼捆绑的人进行最后的谴责对那些使人受割礼捆绑的人进行最后的谴责    (11(11(11(11----13131313 节节节节)))) 

1. 这些大字证实是保罗亲手所写 (11111111 节节节节) 

2. 那些勉强他人受割礼之人的动机 (12121212 节节节节,13,13,13,13 节后半节后半节后半节后半部分部分部分部分) 

a. 他们希图外貌体面 (12121212 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 

b. 他们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 (12121212 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 

c. 他们要藉著你们的肉体夸口 (13131313 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 

3. 他们那些受割礼的，连自己也不守律法 (13131313 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 

B.B.B.B. 保罗保罗保罗保罗自己自己自己自己对基督十字架的信心对基督十字架的信心对基督十字架的信心对基督十字架的信心 (14 (14 (14 (14----17171717 节节节节)))) 

1. 神禁止他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14141414 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 

2. 就他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他已经钉在十字架上 (14141414

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 

3. 在基督里，受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作新造的人 (15151515 节节节节) 

4. 凡照此理而行的，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和神的以色列民 (16161616 节节节节) 

5. 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他，因为他身上带著耶稣的印记 (17171717 节节节节) 

C.C.C.C. 祝福祝福祝福祝福 (18 (18 (18 (18 节节节节)))) 

1. 祝福弟兄们   

2.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他们心里  

本章复习问答本章复习问答本章复习问答本章复习问答 

1) 1) 1) 1) 本章有哪些要点本章有哪些要点本章有哪些要点本章有哪些要点？？？？ 

   - 自由带有一种责任感 (1-10 节) 

   - 结束语 (11-18 节) 

2) 2) 2) 2) ““““属灵属灵属灵属灵””””的人应愿意做什么事的人应愿意做什么事的人应愿意做什么事的人应愿意做什么事？？？？他们做这事时应该怀着什么样的态度他们做这事时应该怀着什么样的态度他们做这事时应该怀着什么样的态度他们做这事时应该怀着什么样的态度？？？？(1(1(1(1 节节节节)))) 

   - 把偶然被过犯所胜的人挽回过来 

   - 当用温柔的，又当自己小心 

3) 3) 3) 3) 我们如何能成全我们如何能成全我们如何能成全我们如何能成全““““基督的律法基督的律法基督的律法基督的律法””””(2(2(2(2 节节节节)))) 

   - 各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 

4) 4) 4) 4) 每个人需要每个人需要每个人需要每个人需要承担起什么样的责任承担起什么样的责任承担起什么样的责任承担起什么样的责任？？？？(4(4(4(4 节节节节)))) 

   - 担当自己的担子 

5) 5) 5) 5) 对于那些施教的人对于那些施教的人对于那些施教的人对于那些施教的人，，，，我们有什么责任我们有什么责任我们有什么责任我们有什么责任？？？？(6(6(6(6 节节节节)))) 

   - 把一切需用的供给他 

6) 6) 6) 6) 关于关于关于关于““““种和收种和收种和收种和收””””保罗给出了哪三个规律保罗给出了哪三个规律保罗给出了哪三个规律保罗给出了哪三个规律？？？？(7(7(7(7----9999 节节节节)))) 

   - 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 

   - 顺著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著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             

   - 行善不可丧志，因为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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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7) 7) 7) 当我们有了机会时当我们有了机会时当我们有了机会时当我们有了机会时，，，，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的责任是什么？？？？(10(10(10(10 节节节节)))) 

   - 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 

8) 8) 8) 8) 保罗归结是什么动机保罗归结是什么动机保罗归结是什么动机保罗归结是什么动机使有点人勉强别人受割礼使有点人勉强别人受割礼使有点人勉强别人受割礼使有点人勉强别人受割礼？？？？(12(12(12(12----13131313 节节节节)))) 

   - 他们希图外貌体面 

   - 他们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 

   - 他们要藉著你们的肉体夸口 

9) 9) 9) 9) 那些勉强他人受割礼的人那些勉强他人受割礼的人那些勉强他人受割礼的人那些勉强他人受割礼的人，，，，言行有何不一言行有何不一言行有何不一言行有何不一？？？？(13(13(13(13 节节节节)))) 

   - 他们自己不守律法 

10) 10) 10) 10) 保罗靠着什么夸口保罗靠着什么夸口保罗靠着什么夸口保罗靠着什么夸口？？？？(14(14(14(14 节节节节)))) 

    - 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他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  

      字架上；就世界而论，他已经钉在十字架上 

11) 11) 11) 11) 在基督里要紧的事是什么在基督里要紧的事是什么在基督里要紧的事是什么在基督里要紧的事是什么？？？？(15(15(15(15 节节节节)))) 

    - 新造的人 

12) 12) 12) 12) 保罗为谁求平安和怜悯保罗为谁求平安和怜悯保罗为谁求平安和怜悯保罗为谁求平安和怜悯？？？？(16(16(16(16 节节节节)))) 

    - 凡照此理（在基督里作新造的人要紧）而行的人 

    - 神的以色列民 

13) 13) 13) 13) 保罗为什么不许任何人搅扰他保罗为什么不许任何人搅扰他保罗为什么不许任何人搅扰他保罗为什么不许任何人搅扰他？？？？(17(17(17(17 节节节节)))) 

    - 因为他身上带著耶稣的印记 

14) 14) 14) 14) 信末保罗对加拉太人的祝福是什么信末保罗对加拉太人的祝福是什么信末保罗对加拉太人的祝福是什么信末保罗对加拉太人的祝福是什么？？？？(18(18(18(18 节节节节)))) 

    - “弟兄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