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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拉太書總結】 

一、寫作背景︰ 
使徒保羅於第一次旅行佈道的行程中，和巴拿巴在加拉太建立了教會，第二次旅行

佈道時，他又到此地巡視(包括特庇、路司得、以哥念、比西底之安提阿、別加等主要城

市)，看望教會的弟兄姊妹。保羅所肩負的使命，就是傳揚十字架的福音。他第三次前往

加拉太時(徒 18:23)，在那裡曾被他們接納「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穌」(加 4:14)，
受到他們的尊敬和愛戴。 

但是當加拉太眾教會信徒聽到猶太教的師傅去傳講人得救還要倚靠律法與割禮時，

他們很快就接受了(加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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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保羅聽到他們背離基督福音真道的光景，親自寫了這封信(加 6:11 請看我親手寫

給你們的字、是何等的大呢)。對他們進行教導勸勉，使他們趕快從錯誤的道路中回轉過

來。 (加拉太書在教會史上所產生的影響非同凡響，馬丁路德以它為改革的「號筒」。)  

二、加拉太書中的主要信息︰因信稱義、靠恩得救 

信息一：福音 

 (一) 福音的源頭是神      一~二章 
 福音的本質，是神的恩典，不是行律法 

 (二) 福音的性質是基督釘十字架 三~四章 
 福音的接受方法，是人的信心，不是靠行為 

 (三) 福音的效果是得著基督   五~六章 
 福音的完成，是聖靈運行，不是肉體的妄行 
 

信息二：律法 
 (一) 信徒與舊約律法的關係： 
  1. 向律法死了(加二 19) 
加 2:19 我因律法、就向律法死了、叫我可以向 神活著。 
  2. 脫離律法的咒詛(加三 13) 
加 3:13 基督既為我們受了咒詛、［受原文作成］就贖出我們脫離律法的咒詛．因為經

上記著、『凡掛在木頭上都是被咒詛的。』 
  3. 不在律法以下(加五 18) 
加 5:18 但你們若被聖靈引導、就不在律法以下。 
  4. 不作律法的奴僕(加四 9) 
加 4:9 現在在你們既然認識 神、更可說是被 神所認識的、怎麼還要歸回那懦弱無

用的小學、情願再給他作奴僕呢。 

 (二) 信徒與新約律法的關係： 
  1. 愛的律法(加五 14) 
加 5:14 因為全律法都包在愛人如己這一句話之內了。 
  2. 靈裏的律法(加五 22~23) 
加 5:22 聖靈所結的果子、就是仁愛、喜樂、和平、忍耐、恩慈、良善、信實、 
加 5:23 溫柔、節制．這樣的事、沒有律法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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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基督的律法(加六 1~2) 
加 6:1 弟兄們、若有人偶然被過犯所勝、你們屬靈的人、就當用溫柔的心、把他挽回

過來．又當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誘。 
加 6:2 你們各人的重擔要互相擔當、如此、就完全了基督的律法。 
 

信息三：自由 

 (一) 傳講使人自由的福音─單單信靠神所啟示的基督(加一章) 
加 1:15 然而那把我從母腹裏分別出來、又施恩召我的 神、16 既然樂意將他兒子啟示

在我心裏、叫我把他傳在外邦人中、我就沒有與屬血氣的人商量、 

 (二) 得著自由的好處： 
加 2:4 因為有偷著引進來的假弟兄、私下窺探我們在基督耶穌裏的自由、要叫我們作

奴僕．5 我們就是一刻的工夫、也沒有容讓順服他們、為要叫福音的真理仍存

在你們中間。 
  1. 得著自由就不必受割禮(加二 1~10) 
  2. 得著自由就不必隨猶太人的生活方式(加二 11~21) 
  3. 得著自由就不受律法的管束(加三至四章) 

 (三) 如何享有所得的自由： 
加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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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不可將自由當作放縱情慾的機會(加五 1~六 10) 
  2. 藉基督的十字架對付舊人，而作新造的人(加六 11~18) 
 

信息四：十字架 

 (一) 十字架討厭的地方 
加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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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 5:11 弟兄們、我若仍舊傳割禮、為甚麼還受逼迫呢．若是這樣、那十字架討厭的地

方就沒有了。 

 (二) 「我」的同釘 – 信神的兒子而活 

加 2:20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不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著．

並且我如今在肉身活著、是因信 神的兒子而活、他是愛我、為我捨己。 

 (三) 「肉體」的同釘 – 靠聖靈行事 

加 5:19 情慾的事、都是顯而易見的．. . .21 行這樣事的人、必不能承受 神的國。 
加 5:22 聖靈所結的果子、就是仁愛、喜樂、和平、忍耐、恩慈、良善、信實、23 溫

柔、節制．這樣的事、沒有律法禁止。 
加 5:24 凡屬基督耶穌的人、是已經把肉體、連肉體的邪情私慾、同釘在十字架上了。 
加 5:25 我們若是靠聖靈得生、就當靠聖靈行事。 

 (四) 「我與世界」的同釘 – 誇主耶穌基督的十字架 
加 6:14 但我斷不以別的誇口、只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十字架．因這十字架、就我而

論、世界已經釘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論、我已經釘在十字架上。 
加 6:17 從今以後、人都不要攪擾我．因為我身上帶著耶穌的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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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五：聖靈 

 (一) 因信領受聖靈(加三 2，5，14) 
加 3:14 這便叫亞伯拉罕的福、因基督耶穌可以臨到外邦人、使我們因信得著所應許的

聖靈。 

 (二) 聖靈在人的裏面運行、作工： 
  1. 使人重生(加四 29 按著聖靈生；五 25 靠聖靈得生) 
  2. 引導人入門(加三 3 靠聖靈入門) 
  3. 使人呼叫神為阿爸、父(加四 6 神就差他兒子的靈、進入你們的心) 
  4. 引導人行事(加五 16 當順著聖靈而行，18，25 當靠聖靈行事) 
  5. 和情慾相爭(加五 17 情慾和聖靈相爭、聖靈和情慾相爭) 
  6. 結出聖靈的果子(加五 22~23 仁愛、喜樂、和平、忍耐、恩慈、良善、信實、23

溫柔、節制) 

 (三) 靠著聖靈等候所盼望的義(加五 5) 
加 5:5 我們靠著聖靈、憑著信心、等候所盼望的義。 

 (四) 順著聖靈撒種的，必從聖靈收永生(加六 8) 
加 6:8 順著情慾撒種的、必從情慾收敗壞．順著聖靈撒種的、必從聖靈收永生。 
 

信息六：全書綜合 

(一) 所得的職權非由於人乃由於神(1:l-5)  
加 1:1 作使徒的保羅、（不是由於人、也不是藉著人、乃是藉著耶穌基督、與叫他從

死裏復活的父 神。） 

(二) 所傳的福音非出於人乃出於神(1:6-2:10) 
加 1:11 弟兄們、我告訴你們、我素來所傳的福音、不是出於人的意思。 
加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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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所靠的救法非由於行乃由於信(2:ll-3:29)  
加 2:16 既知道人稱義、不是因行律法、乃是因信耶穌基督、連我們也信了基督耶穌、

使我們因信基督稱義、不因行律法稱義．因為凡有血氣的、沒有一人因行律法

稱義。 

(四) 所在的地位非為奴僕乃為兒女(4:l-3l) 
加 4:7 可見、從此以後、你不是奴僕、乃是兒子了．既是兒子、就靠著 神為後嗣。 

(五) 所有的生活非受捆綁乃有自由(5:l-l2) 
 加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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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所享的自由非為縱慾乃為相愛(5:l3-6:10) 
加 5:13 弟兄們、你們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不可將你們的自由當作放縱情慾的機

會．總要用愛心互相服事。 

(七) 所寫的誇口非為割禮乃為新造(6:11-18) 
加 6:15 受割禮不受割禮、都無關緊要、要緊的就是作新造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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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拉太書中的比較 

保羅所傳的福音 別的福音 
加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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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那並不是福

音、不過有些人攪擾你們、要把基督的福音更改了。 
加 1:11  弟兄們、我告訴你們、我素來所傳的福音、不是出於人的意思。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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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自由 作奴僕 
加 2:4 因為有偷著引進來的假弟兄、私下窺探我們在基督耶穌裏的自由、要叫我們作奴

僕． 
加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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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信基督稱義 因行律法稱義 
加 2:16 既知道人稱義、不是因行律法、乃是因信耶穌基督、連我們也信了基督耶穌、

使我們因信基督稱義、不因行律法稱義．因為凡有血氣的、沒有一人因行律法

稱義。 
加 3:11 沒有一個人靠著律法在 神面前稱義、這是明顯的．因為經上說、『義人必因

信得生。』12 律法原不本乎信、只說、『行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著。』13 基
督既為我們受了咒詛、［受原文作成］就贖出我們脫離律法的咒詛．因為經上

記著、『凡掛在木頭上都是被咒詛的。』 
加 3:24   這樣、律法是我們訓蒙的師傅、引我們到基督那裏、使我們因信稱義。 
 

本乎應許 本乎律法 
加 3:16 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拉罕和他子孫說的． 神並不是說眾子孫、指著許多人、

乃是說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17 我是這麼說、 神豫先所立

的約、不能被那四百三十年以後的律法廢掉、叫應許歸於虛空。18 因為承受產

業、若本乎律法、就不本乎應許．但 神是憑著應許、把產業賜給亞伯拉罕。 
加 3:29 你們既屬乎基督、就是亞伯拉罕的後裔、是照著應許承受產業的了。 
 

自主婦人 使女 
加 4:22 因為律法上記著、亞伯拉罕有兩個兒子、一個是使女生的、一個是自主之婦人

生的。23 然而那使女所生的、是按著血氣生的．那自主之婦人所生的、是憑著

應許生的。 
加 4:29 當時那按著血氣生的、逼迫了那按著聖靈生的．現在也是這樣。 
加 4:31 弟兄們、這樣看來、我們不是使女的兒女、乃是自主婦人的兒女了。 
 

不受割禮 受割禮 
加 5:6 原來在基督耶穌裏、受割禮不受割禮、全無功效．惟獨使人生發仁愛的信心、

纔有功效。 
加 5:11 弟兄們、我若仍舊傳割禮、為甚麼還受逼迫呢．若是這樣、那十字架討厭的地

方就沒有了。 
加 6:15 受割禮不受割禮、都無關緊要、要緊的就是作新造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