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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拉太书

 1·16 “人”希腊文是“血肉”

1 我是保罗我做使徒并非受人
委派也不是倚靠人而是由耶

稣基督和叫 从死里复活的父上帝
委派的2我和所有跟我在一起的弟
兄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

3愿我们的父上帝和主耶稣基督
赐给你们恩典和平安4基督遵照
我们父上帝的旨意为我们的罪献上
了自己好拯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
世代

5愿荣耀归给上帝直到永永远
远阿们

勿随别的福音
6我很惊讶你们竟然那么快就

背弃了借着基督的恩典呼召你们的
上帝去追随别的福音7其实那并
不是福音只是某些人扰乱你们的
信仰想篡改基督的福音8即使是
我们或天使传别的福音跟我们以
前传给你们的不同也该受咒诅
9我们已经说过现在我再说一次 
如果有人向你们传别的福音跟你
们以前接受的不同那人该受咒
诅 

10我现在是要赢得人的赞同吗
还是要赢得上帝的赞同难道我
是要讨好人吗如果我仍旧要讨好
人 我就不是基督的奴仆了

保罗受上帝委派传福音
11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们我传的

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12因为这福
音既不是我从人那里领受的也不
是我跟人学来的而是耶稣基督亲
自启示我的13你们都听说过我信奉

犹太教时的所作所为我怎样残酷
地逼迫上帝的教会试图摧毁它
14 我在犹太教里比许多同辈的犹太人
更进取狂热地维护祖先的传统

15然而当我还在母腹中的时候 
上帝就施恩将我分别出来并呼召了
我16上帝既然乐意把 的儿子启
示给我叫我向外族人传扬 的福
音我就没有跟任何人 商量17也
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
使徒的人而是立刻去了阿拉伯
然后回到大马士革

18过了三年我才到耶路撒冷去
拜会彼得和他一起住了十五天
19我也见了主耶稣的弟弟雅各此外
没有见过其他使徒20我在上帝面
前保证我写给你们的绝无谎言

21后来我又到了叙利亚和基利迦
地区22那时犹太境内基督的众
教会都还没有见过我的面23他们
只是听人说“那个从前迫害我们
的人如今在传扬他曾试图摧毁的信
仰”24于是他们因着我的缘故将荣
耀归给上帝

众使徒接纳保罗

2 十四年后我和巴拿巴又去耶
路撒冷并带了提多同去2我

是遵照上帝的启示去的我私下拜
会了那些有名望的教会领袖陈明
我在外族人中间所传的福音免得
我过去或是现在的努力都白费了
3跟我同去的提多虽然是希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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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加拉太书 3:5

但没有人勉强他接受割礼
4事情的缘由是因为有一些假信

徒偷偷混了进来要窥探我们在基
督耶稣里享有的自由想叫我们做
律法的奴隶5但为了叫福音的真
理常在你们当中我们丝毫没有向
他们妥协

6至 于 那 些 德 高 望 重 的 教 会 领
袖 他们的地位对我来说无关紧要 
因为上帝不以貌取人他们对我所
传的并没有增加什么7相反他们
都已看到上帝差遣了我向外族人
传福音就像 差遣了彼得向犹太
人传福音一样8上帝感动了彼得 
呼召他做犹太人的使徒 也同
样感动了我呼召我做外族人的使
徒 9当时被誉为教会柱石的雅各
彼得和约翰明白了上帝赐给我的
恩典之后就与我和巴拿巴用右手
行相交之礼让我们向外族人传福
音 他们向受割礼的人传福音10他
们只要求我们照顾那些贫困的人
这正是我一向热衷的事

保罗面责彼得
11后来彼得到了安提阿因他

做错了事我就当面责备他12从
雅各那里来的人还没有抵达之前
彼得和外族的信徒一起吃饭但那
些人抵达以后彼得因为怕那些坚
持行割礼的犹太人批评就与外族
的信徒分开了13其他的犹太基督
徒也跟着彼得装假甚至连巴拿巴
也随从了他们的虚伪14我看见他
们不照福音的真理行就当众对彼
得说“你身为犹太人如果行事
为人像外族人不像犹太人又怎

能强迫外族人按犹太人的规矩生活
呢”

15我们生来是犹太人不是外族
罪人16但我们知道人被称为义人
不是靠遵行律法而是靠信耶稣基
督所以我们信了基督耶稣以便
因信基督而被称为义人而不是靠
遵行律法因为无人能够靠遵行律
法而被称为义人17如果我们指望
在基督里被称为义人结果却仍是
罪人难道基督助长罪恶吗当然
不是

18倘若我拆毁了的又去重建
就表明我是罪人19事实上我因
无法满足律法的要求而向律法死
了 不再受它的束缚使我可以为
上帝而活20我已经与基督一同被
钉在十字架上现在活着的不再是
我而是基督活在我里面我现在
是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着 爱
我为我舍命21我不废弃上帝的
恩典倘若靠遵行律法可以成为义
人基督的死便毫无意义了

行律法与信基督

3 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谁又迷惑
了你们呢耶稣基督被钉在十

字架上的事早就像一幅画一样展现
在你们眼前了2我只想问你们领
受了圣灵是靠遵行律法呢还是因
为相信所听见的福音呢3你们既
然靠圣灵开始了基督徒的生活现
在却想靠肉体达到纯全吗你们就
这么无知吗4你们受了许多苦难
道都是徒然的吗都白受了吗5上
帝将圣灵赐给你们又在你们中间行
神迹是因为你们遵行律法呢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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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 “信耶稣的时代”希腊文是“信心”

是因为你们相信所听到的福音呢
6圣经上说“亚伯拉罕信上帝

就被算为义人”7因此你们要明
白那些信上帝的人才是亚伯拉罕
的子孙8圣经早就指明上帝要叫
外族人因信而被称为义人 预先
将福音传给亚伯拉罕说“万国
必因你而蒙福”9所以那些信上帝
的人必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
到祝福

10凡以遵行律法为本的人都在咒
诅之下因为圣经上说“凡不遵
行律法书上一切命令的人必受咒
诅”11非常明显没有人能靠遵行
律法在上帝面前被称为义人因为
圣经上说“义人必靠信心而活”
12律法却不是以信心为本而是说
“遵行的人必存活”

13但基督替我们受了咒诅从而
救赎我们脱离了律法的咒诅因为
圣经上说“凡挂在木头上的人都
是受咒诅的”14这样赐给亚伯拉
罕的祝福可以借着基督耶稣临到外
族人使我们也可以借着信得到上
帝应许赐给我们的圣灵

律法与应许
15弟兄姊妹我举个日常生活中

的例子世人的合约一经双方签订
之后就不能作废也不能加添
16 上帝曾向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赐
下应许不过这里没有说“后裔们 ”
—指许多人而是说“你的后裔”
—指一个人就是基督17我的意思
是 四百三十年后颁布的律法不会
废除上帝先前立下的约以致应许
落空18倘若我们是靠守律法去承

受产业我们就不是倚靠上帝的应
许但上帝是凭应许把产业赐给了
亚伯拉罕

19那么为什么会有律法呢律法
是为了使人知罪而颁布的等那位
承受应许的后裔来到后律法的任
务就完成了律法是通过天使交给
一位中间人颁布的20中间人代表
双方但上帝则单方面赐下应许

21这样看来上帝的律法和上帝
的应许是否互相矛盾呢当然不
是 如果赐下的律法能带给人生
命 人就可以靠律法成为义人了
22 但圣经说所有的人都在罪的权势
下因而上帝的应许只赐给那些信
靠耶稣基督的人

23信耶稣的时代 还没有来临以
前律法暂时监管我们等到信耶
稣的真理显明出来后律法就不再
监管我们24因此律法是我们的监
护人负责引领我们归向基督使
我们可以因信而被称为义人25现在
信耶稣的时代已经来临我们不再
受律法监管26你们都借着信基督耶
稣而成为上帝的儿女27因为你们受
洗归入基督就是披戴基督28 从此不
再分犹太人和希腊人自由人和奴
隶男人和女人因为你们都在基督
耶稣里合而为一了29你们若属于基
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都是照着
上帝的应许承受产业的人

儿子与奴仆

4 然而产业继承人还年幼时
虽然身为产业的主人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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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我们”希腊文是“你们” 4·22 “原
 配”希腊文是“自由的”

和奴仆没有分别2他一样要受监护
人和管家的约束一直到他父亲指
定他继承产业的日子为止3我们也
一样当我们还是孩童的时候我
们受世界基本规条的辖制4然而
上帝所定的日子一到 就差遣自
己的儿子借着一位女子降生并受
律法的约束5为要救赎一切受律法
约束的人使我们成为 的儿女

6我们 既然成为儿女上帝就
差遣 儿子的灵进入我们的心里
使我们可以称呼上帝为“父亲”
7由此可见你们从今以后不再是奴
仆 而是儿女既然身为儿女就可
以靠着上帝成为产业继承人

保罗对加拉太人的关怀
8从前你们不认识上帝做那

些假神的奴隶9现在你们既然认
识了上帝或者更应该说是上帝认
识了你们为什么还要回到那些无
意义的基本规条之下甘愿再做它
们的奴隶呢10为什么还拘守什么
日子月份节期和年份呢11我真
担心我在你们身上的一番心血都枉
费了

12弟兄姊妹我劝你们现在要像
我一样因为我已经像你们一样
你们向来没有亏待过我13你们知
道 当初是因为我生病才首次有机
会向你们传福音14那时你们虽
然因为我生病而受累却没有轻视
我 嫌弃我反而接待我就像接待
上帝的天使接待基督耶稣一样
15 我可以为你们作证如果可能的
话 你们那时就是把眼睛剜出来给
我也心甘情愿你们当初的喜乐

哪里去了16现在我因为告诉你们
真理就成了你们的仇人吗

17那些人非常热心地对待你们
其实他们心怀不轨想要离间我们
的关系使你们热心地对待他们
18 有人热心待你们当然很好但总要
动机纯正始终如一不应该只是
我和你们在一起时才热心待你们
19孩子们为了你们我像一位母亲
再次经历生产的痛苦一直到基督
的生命在你们里面成形20我恨不
得立刻赶到你们身边换种口气说
话因为我为你们焦虑不安

夏甲与撒拉的例子
2 1你 们 这 些 甘 受 律 法 约 束 的 人

啊 告诉我你们没听过律法怎么
说吗22律法书上说亚伯拉罕有
两个儿子一个是婢女生的一个
是原配 妻子生的23婢女的儿子是
按着人的意愿生的原配妻子的儿
子是按着上帝的应许生的24这些
事都有更深的含义两个妇人是指
两个约夏甲代表颁布于西奈山的
约 她所生的孩子是奴仆25这夏甲
指的是阿拉伯的西奈山相当于现
今的耶路撒冷她和她的儿女都是
奴仆26那天上的耶路撒冷则是自
由的是我们的母亲27因为圣经上
说
  “不生育未生养的妇人啊要
   快乐
  未曾生产的女子啊
  要高声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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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
   儿女更多”

28弟兄姊妹你们都像以撒一样
是照着上帝的应许出生的29当时 
那按着人的意愿生的儿子逼迫那靠
着圣灵生的儿子现在的情况也和
当时一样30但圣经上怎么说呢圣
经上说“赶走婢女和她的儿子
因为婢女的儿子不能与原配妻子的
儿子一同承受产业”31弟兄姊妹
这样看来我们不是婢女所生的儿
女 而是那有自主权的原配妻子所
生的

基督徒的自由

5 基督释放了我们是要我们得
自由所以要站稳了不要

再被奴仆的轭辖制
2听着我保罗郑重地告诉你们 

如果你们接受割礼基督对你们就
毫无益处3我再次警告所有接受
割礼的人他们必须遵守全部的律
法 4你们若想靠遵行律法而被称为
义人就与基督隔绝了并且离开
了上帝的恩典5但我们要靠着圣
灵 凭信心热切等候所盼望的义
6我们既然已经在基督耶稣里受不
受割礼根本无关紧要借着爱表现
出来的信心才至关重要

7你们本来在信心的路上一直跑
得很好现在是谁拦阻了你们叫
你们不再信从真理呢8当然不是呼
召你们的上帝9“一点面酵能使全
团面发起来”10我在主里深信你们
不会有二心但无论谁搅扰你们
都必受审判

11弟兄姊妹如果我仍旧主张行

割礼怎么还会受逼迫呢如果是
那样十字架冒犯人的地方就被消
除了12我恨不得那些搅扰你们的
人把自己阉了 

13弟兄姊妹你们蒙召得了自由 
但不要以自由为借口来放纵情欲
要本着爱心互相服侍14因为全部的
律法可以总结成一句话“要爱邻
如己”15你们要谨慎如果你们相
咬相吞恐怕会同归于尽

顺从圣灵而行
16因此我劝你们行事为人要顺

从圣灵的引导这样就不会放纵罪
恶本性的私欲17因为人罪恶本性
的私欲与圣灵作对圣灵也与罪恶
本性的私欲作对两者势不两立
使你们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18但
你们如果顺从圣灵的引导就不再
受律法的约束19顺从罪恶本性而
行的事显而易见如淫乱污秽
邪荡20拜偶像行邪术仇恨争
吵忌恨恼怒纷争冲突分
裂 21嫉妒凶杀醉酒和荒宴无
度等我从前警告过你们现在再
一次警告你们行这些事的人必不
能承受上帝的国

22但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仁爱喜
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
实 23温柔节制没有律法会禁止
这些事24那些属基督的人已经把
罪恶的本性和本性里的邪情私欲都
钉在十字架上了25如果我们是靠
圣灵生活就当凡事顺从圣灵的引

 5·12 “把自己阉了”或作“与你们隔离”
 5·20 “分裂”或译“异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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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26我们不要自高自大彼此惹
气 互相嫉妒

互相扶持

6 弟兄姊妹如果有人不慎犯了
罪你们顺从圣灵的人就应该

温柔地挽回他同时也要小心免
得自己也受诱惑2你们要分担彼
此的重担这样就成全了基督的律
法3如果一个一无是处的人自以
为了不起他是自欺4人人都应该
省察自己的行为即使觉得有可夸
之处自己知道就好了不必在别
人面前炫耀5因为人人都应该为
自己的行为负责

6在真道上受教的人应该把一切
美好的东西分享给教导他的人

7不要自欺上帝是轻慢不得的
人种什么收什么8顺从罪恶的本性
撒种的必从罪恶的本性收取败坏
的恶果顺从圣灵撒种的必从圣
灵收取永生9我们行善不可灰心气
馁因为到时候必有收获10我们要
把握机会为众人做善事对待信徒
更要如此

最后的劝勉和祝福
11你们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

是多么大啊 12那些勉强你们接
受割礼的人只不过是做表面工夫
想讨好别人避免为基督的十字架
受逼迫13那些接受割礼的人自己
也不能遵行律法他们要你们接受
割礼无非是想借着你们的肉体夸
耀14至于我自己我绝不夸耀别
的只夸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
架因为对我来说世上的一切都
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对这世界来
说我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15受
不受割礼根本无关紧要做一个新
造的人才至关重要

16愿上帝的平安和怜悯归给那些
愿意按这原则生活的人也归给上
帝的以色列子民 17但愿从今以
后再也没有人来搅扰我了因为
我身上已经烙上了耶稣的印记

18弟兄姊妹愿我们主耶稣基督
的恩典与你们同在阿们

 6·11 保罗可能有眼疾故由别人代笔写信他亲
 手写的部分字体较大 6·16 “也归给上帝的
 以色列子民”或译“即上帝的以色列子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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