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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拉太书 

 我，保罗，成为一名使徒  *  ，不是 
 由人也不是通过人任命的，而是 

 由耶稣基督和使他从死里复活的上帝 
 任命的。 

2 我和所有和我在一起的兄弟们一 
 起写信给加拉太各教会。 

3 愿我们的父上帝和主耶稣赐予你  
 们恩典与平安。 4 耶稣为我们的罪恶牺 
 牲了自己，为的是使我们从我们所生 
 活的这个邪恶的世界里摆脱出来。这 
 是父上帝的意愿。 5 荣耀永远属于他， 
 阿们！ 

 世上只有一个真正的福音  
6 我很吃惊，你们竟然这么快就背 

 弃了通过基督的恩典呼唤你们的上  
 帝，而去相信另外一个福音。  7  其  
 实，那不是真正的福音，而是有些  
 人在迷惑你们，企图篡改基督的福  
 音。 8  但是，即使我们或天使现在对  
 你们所传的福音与我们过去对你们  
 所传的福音不同，他也该受到诅  
 咒。 9  我们以前就说过，现在再重申  
 一遍：如果有人向你们传福音，与  
 你们已接受的福音不同，他就该受  
 到诅咒。 

10 这是否听起来好象我在企图赢得 
 人类或上帝的赞赏呢？或者我是想要 
 取悦于人呢？如果我是在取悦人的  

 使徒：受耶稣所选，用特殊的方式来代表他的人。  

 话，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 

1  保   罗的权力来自上帝  
11 兄弟们，我希望你们知道我传给 

 你们的福音不是凡人的信息， 12 我不  
 是从人那里领受到的，也不是由人教 
 授给我的，而是耶稣基督把它启示给 
 了我。 

13 你们已经听说过了我以前在犹太 
 教中的生活。我曾极力地迫害上帝的 
 教会，企图毁掉它。  14  当我信仰犹太 
 教时，我比大多数的同辈人更能遵守 
 犹太教规，因为我非常热衷于遵循祖 
 宗传下来的教导。 

15 上帝在我出生之前就挑选了我， 
 在他的恩典中，他召唤我去侍奉他。 
16 为了让  我能在外族人中传播上帝之  
 子的福音，   他决定向我揭示他的儿  
 子，   没有和任何人商讨。  17 我也没有  
 去耶路撒冷，  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 
 人，而是立刻去了阿拉伯，然后返回 
 大马士革。 

18  三年后，我才去耶路撒冷与彼  
 得   *   相识，并和他在一起呆了两周。  
19 但是，除了主的兄弟雅各之外，我 
 没见过其他的使徒。  20  （我在上帝面 
 前发誓，我在给你们写这些的时候， 
 没有撒谎。） 21 然后，我去了叙利亚  
 和基利家地区。 

22 但犹太境内的各基督教会还不认 
 识我。 23 他们只是总听人们说：“那  
 个以前迫害过我们的人，现在却在宣 
 扬他曾经要摧毁的信仰。”  24  他们都 

 彼得：矶法是他的犹太名字。他是耶稣十二个使  
 徒之一。  

 因为我而赞美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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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   他使徒接受保罗  
 十四年后，我和巴拿巴一起再次 
 去耶路撒  冷，并  且还带着提多同 

 行。 2  我去那里，是因为上帝给我的  
 启示。当我和那些领袖们私下会面  
 时，我向他们说明了我在外族人中  传 
 播的福音，为的是让我的工作不论过 
 去还是现在，都不会是徒劳的。  3  结  
 果，连和我一起去的提多，尽管他是 
 希腊人，也没有被迫受割礼   *  。 4 之所  
 以要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有些假兄 
 弟偷偷地混了进来，要监视我们在基 
 督耶稣里的自由，以便奴役我们。 5 但 
 是，我们没有向他们屈服让步，以便 
 福音的真理能继续与你们同在。 

6 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人，（他们的 
 地位高低，对于我来说，没有区别， 
 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他们对我 
 和我的信息没增添任何东西。  7  相  
 反，他们说，我受到向非犹太人传播 
 福音的委托，就如彼得受到向犹太人 
 传播福音的委托一样。  8  因为使彼得 
 成为犹太人使徒的上帝，也使我成为 
 非犹太人的使徒。 9  所以在教会里有  
 名望的领袖，雅各、彼得和约翰，承 
 认了上帝交给我的权力。并且与巴拿 
 巴和我握手作为结盟的标志。他们还 
 同意我们去向非犹太人传教，他们去 
 向犹太人传教。  10  他们只要求我们记 
 住去帮助穷人。我不仅愿意这么做， 
 而这正是我渴望要做的事。 

 保罗揭露彼得的错误  
11 但是，当彼得来到安提阿时，由 

 于他的错误行为，我当面反对了他。 
12 因为在雅各派的人到来之前，他与 
 非犹太人一起吃饭，但是当这些人到 
 来时，他就退缩了，不再与非犹太人 
 来往了。因为他害怕那些主张非犹太 
 人必须接受割礼的人。 13 彼得是个伪 

 割礼：割去包皮。犹太男婴都要受割礼。它是上  
 帝和亚伯拉罕所立的契约的一个标记。  

 君子，其他的犹太人也效仿他的虚  

2
 伪，连巴拿巴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了 
 他们的影响。 14 当我看到他们没有遵  
 循福音的真理时，就当众对彼得说： 
 “如果你，一个犹太人，都象非犹太 
 人一样而不象犹太人那样生活，你怎 
 么能强迫非犹太人去遵守犹太人的习 
 俗呢？” 

15 我们生为犹太  人，不  属于“非犹 
 太罪人”。 16  但我们还知道，一个人 
 与上帝和好，不是靠遵守律法   *  ，而 
 是靠对耶稣基督的信  仰，所以  我们把 
 信仰寄托在耶稣基督身上，以便我们 
 通过信仰基督，而不是因为我们遵守 
 律法，得以跟上帝和好。 

17  但   是，如果我们得以和上帝和  
 好，但却被   人发现象非犹太人罪  
 人，这是不是意味着基督助长罪恶  
 呢？  18  当然不是！如果我重建自己已 
 毁掉的，那我才是罪人。 19 我通过律  
 法死于律法，以便我能为上帝而  
 活。我和基督已经一起被钉死在十  
 字架上了。 20  所以，现在活在我体内  
 的不再是我本人，而是基督。我凭  
 信仰生活在上帝之子之中，他爱  
 我，并为我牺牲了自己。 21 我没有拒  
 绝上帝的恩典，因为，如果通过律  
 法能得以和上帝和好，那么基督就  
 白死了！ 

 上帝的祝福来自祈祷  
 愚蠢的加拉太人啊！是谁迷惑了 
 你们？尽管耶稣基督被公开地钉 

 死在十字架上，在你们眼前就象一副 
 清楚的画面！  2  我只问你们一件事：  
 你们是通过遵守律法，还是通过听到 
 并相信福音才领受到圣灵的恩赐的  
 呢？ 3  你们真会这么蠢吗？你们以圣  
 灵开始了你们生活，现在想要靠自  己 
 的力量来继续它吗？ 4  你们受的那么多 
 苦白费了吗？但愿不是白费！ 5  上帝赐 

 律法：上帝的律法。在摩西律法作了陈述。  

 给你们圣灵，并在你们中间行奇迹，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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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因为你们遵守了律法，还是因为你 
 们听到、相信福音了呢？ 

6  正如《经》   *   上谈到亚伯拉罕时  
 说的那样：“亚伯拉罕  *   相信上帝。 
 上帝接受了他的信仰，由此使他与  
 自己和好。”  7  所以，你们应该知  
 道，   有信仰的人才是亚伯拉罕的子  
 孙。 8  《经》上预言到，上帝会因为  
 非犹太人的信仰而使其跟自己和好。 
 他提前向亚伯拉罕宣布了福音：“所 
 有民族都将通过你得到祝福。”  9  因  
 此，那些有信仰的人和有信仰的亚伯 
 拉罕一道得到祝福。  10  然而，凡是依 
 赖律法的人都要受到诅咒。因为  
 《经》上说：“凡不坚持律法书上  
 的一切去做的人 ，都要受到诅  
 咒。”  11  现在很清楚，没有人通过律 
 法而与上帝和好。正如《经》上所  
 说：“义人   *  因信仰而得生。” 12 律法 
 不是以信仰为基础的，而正如《经》 
 上所说的那样：“服从律法的人靠律 
 法而生。” 13  基督把我们从律法的诅 
 咒中解救出来，凭的是把他自己置于 
 在我们原来的位置上，承受那诅咒  ， 
 因  为《经》上说：“被吊在树上的人  * 
 要受到诅咒。”  14  基督解救了我们， 
 为的是要让赐给亚伯拉罕的祝福能通 
 过基督耶稣赐给非犹太人，以便让我 
 们通过信也能领受到所应许的圣灵。 

 律法和承诺  
15 兄弟们，我举一个日常生活的例 

 子：人间的契约一经认可，就没有人 
 能够废除它，或有所增添。  16  上帝已 
 向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许了诺。上帝 

 《经》：神圣的著作―旧约。  

 亚伯拉罕：犹太人最受尊重的祖先。  

 义人：或正义之人。  

 被吊在树上的人：《申命记》  21:22-23 说当人因  
 作恶被杀时，他的身体被吊在树上以示羞耻。  
 保罗意为耶稣的十字架就是如此。  

 没有说“你的子孙们”，（那就会指 

 许多人，而是说“你的子孙。”仅指 
 一人，即基督。） 17 我的意思是说：  
 四百三十年后才有的律法不能取消已 
 由上帝批准的契约，也不会取消这应 
 许。  18  因为，如果继承依赖于律法， 
 那它就不会再依赖这应许了。但是， 
 上帝却通过应许的美德，无偿地把这 
 继承赐给了亚伯拉罕。 

19 那么律法的目的是什么呢？律法 
 的增设是因为罪恶，是为了要把它们 
 公之于众，直到蒙应许的那位后代  
 （基督）的到来为止。这律法经中间 
 人摩西之手通过天使颁布的。 20 中间  
 人不只代表一方，然而上帝是仅有的 
 一方。 

 摩西律法的意义  
21 这是不是意味着律法与上帝的应 

 许相抵触呢？当然不是！如果已颁布 
 的律法能给人们带来生命，那么，人 
 靠遵守律法就能与上帝和好了。  22 但 
 是《经》上已经宣布整个世界都处在 
 罪恶的控制之下，以便使上帝的应许 
 赐给那些把信仰建立在基督耶稣基础 
 上的人。 

23 在这信仰来临之前，我们受到了 
 律法的监护，成了囚徒，直到这将来 
 临的信仰展示给我们。 24  所以律法是 
 我们严厉的监护人，它把我们带到基 
 督那里，使我们能在信仰的基础上与 
 上帝和好。 25  但是，既然这种信仰已 
 经来临了，我们就不再受到那个严厉 
 的监护人的控制了。 

26 通过对基督耶稣的信仰，你们都 
 成了上帝的儿女，  27  因为受洗   *   进入  
 基督的你们都把基督穿在了身上。  
28 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没有区别， 
 自由人和奴隶之间没有区别，男人与 
 女人之间也没有区别，因为你们都在 
 基督耶稣之中成为一体。 29 如果你们  

 受洗或浸礼：希腊语，意为把人或东西短暂的浸  
 入、浸泡或没入水中。  

 属于基督，那么你们就是亚伯拉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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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代，就是承受上帝向亚伯拉罕许下 
 的诺言的继承人。 

 我所说的是：只要这个继承人是 
 个孩子，他和奴隶就没有区别， 

 即便他拥有一切。 2  他在监护人和家  
 仆的保护之下，直到他父亲指定的时 
 刻的到来。（因为他是孩子时，必须 
 服从那些照顾他的人。但当他到了他 
 父亲指定的年龄，他就自由了。） 3 我 
 们也是如   此，当   我们是“孩子们”  
 时，也受到了属于这个世上的无用的 
 条例奴役， 4  但是当适当的时刻到来  
 时，上帝就派出他的儿子。他为女人 
 所生，生活在律法之下，  5  以便能够  
 解救受律法约束的人，使我们能够成 
 为上帝的孩子。 

6 因为你们是上帝的儿女，上帝就 
 派他儿子的圣灵进入你们的心。圣灵 
 呼喊着“阿爸！”  *  7 从此你就不再是 
 奴隶，而是儿子。既然是儿子，上帝 
 也就使你成了他的继承人。 

 保罗对加拉太基督徒的爱  
8 以前你们不认识上帝时，你们受 

 那些本质上不是“神”的奴役。  9  但  
 是，现在你们认识了上帝，（或者说 
 你们已经被上帝所知。）你们怎么又 
 回头去追随那些软弱无用的规则呢？ 
 你们要重做它们的奴隶吗？  10  你们还 
 在恪守某天、某月、某个季节和年  
 分。  11  我为你们担心啊！我担心我为 
 你们的辛劳是徒劳的。 

12 弟兄们，我请求你们，请变得象 
 我一样。我以前也象你们一样。你们 
 没有做过对不起我的事。  13  你们知  
 道，是因为我身体有病，我才有初次 
 向你们传播福音的机会。 

14 尽管我的身体状况对你们是个负 
 担，但是，你们没有鄙视或拒绝我， 
 而是把我当做上帝的天使一样来欢迎 

 阿爸即“父亲。  

 我，就仿佛我是基督耶稣本人一样。 

4

15 那时，你们都非常高兴。现在你 
 们的欢喜都到那里去了？我为你们作 
 证，假如可能的话，那时你们都会把 
 自己的眼睛挖出来给我。 16 那么是否  
 因为我把真理告诉了你们，而成为你 
 们的敌人了呢？ 

17 那些人   *  对你们有极大的兴趣，  
 但是存心不良。是要离间我们，好让 
 你们对他们产生浓厚的兴趣。 18 人们  
 对你们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是件好事， 
 但是只有当动机是好的时候。不论我 
 是否与你们在一起，我总是出于好  
 意。  19  我亲爱的孩子们，因为你们， 
 我将再次经历分娩的痛苦，直到你们 
 变得象基督一样。 20 我很想此时此刻  
 与你们在一起，改变我的语气，因为 
 我不知道该如何对待你们。 

 夏甲与撒拉之例  
21 我要问问你们这些愿意生活在律 

 法之下的人  ，你  们难道没有听过律法 
 说的吗？  22  它说，亚伯拉罕有两个儿 
 子，一个是女奴生的，一个是自由女 
 子生的。  23  女奴生的儿子是在自然状 
 况下分娩，而自由女子的儿子却是上 
 帝应许的结果。 

24 这些是有寓意的，这两个女人代 
 表两个契约。一个来自西乃  山   *  ，生 
 的孩子注定是奴隶。  25  这个契约就是 
 夏甲，代表位于阿拉伯的西乃山，象 
 征当今的耶路撒冷，因为她和她的儿 
 女们都生活在奴役之中。 26 然而，天  
 堂的耶路撒冷是自由的。她是我们的 
 母亲。 27 因为《经》上说： 

 “欢笑吧，不能生育、没有孩 
 子的妇女， 

 欢呼吧，你们这些从未经历 
 过产痛的人， 

 因为被遗弃女人的孩子要比结 

 那些人：假老师。他们干扰加拉太的信徒。  

 西乃山：上帝在赐给了摩西律法。  

 婚女人的孩子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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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现在，兄弟们，你们就象以撒 
 一样，是上帝应许的儿女。  2 9  但  
 是，就象当初在自然状况（从肉  
 体）出生的孩子迫害借圣灵   *   （力  
 量）出生的孩子一样，现在还是如  
 此。  3 0  但是《经》上是怎么说的  
 呢？“把女奴和她的儿子赶走，因  
 为女奴的儿子不能与自由女子的儿  
 子一同做继承人。”  31  因此，兄弟  
 们，我们不是女奴的儿女，我们是  
 自由女子的儿女。  

 保   持你们的自由  
 基督解放了我们，为了让我们  
 能生活在自由里。因此要坚定  

 不移，不要再受律法的羁绊和奴  
 役。 2  听着，，我，保罗告诉你们， 
 如果你们通过受割礼重返律法，那  
 么基督对于你们来说就没有任何价  
 值！ 3  我再宣布一遍，凡是允许自己 
 受割礼的人，就必须遵守全部律  
 法。 4  那些企图通过律法得以和上帝 
 和好的人，就使自己与基督疏远  
 了，并自绝于上帝的恩典。  5  但是，  
 凭着信仰，我们迫   切地等待着在上  
 帝面前得以称义，我们在圣灵之中  
 满怀信仰地盼望着。  6  因为在基督  
 耶稣之中，一个人是否受到割礼并  
 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爱表现出来  
 的信仰。  

7 你们一直跑的很好，是谁阻止了 
 你们服从真理了呢？  8  这种劝诱不是  
 来自召唤你们的上帝。  9  “一点发酵 
 粉可以发起一整团面。”  *  10 我在主内 
 相信你们，除了我传授给你们的，你 
 们不会再接受任何其它观点。但是那 
 个给你们制造麻烦的人，不论他是  

 圣灵：又被称为上帝之灵、基督之灵和慰藉者。  
 他与上帝和基督合为一体，在世界人民中间从  
 事上帝的事业。  

 九节：谚语。意为小事（如一点坏的教唆）能造成  
 大问题，或一个人能在整个团体中有坏影响。  

 谁，都会受到惩罚的。 

5

11 兄弟们，如果我仍然在宣传割礼 
 的必要性，为什么我还在受迫害呢？ 
 假如我仍然宣传割礼的必要性，那么 
 对十字架的诽谤也该除去了。 12 但愿  
 那些骚扰你们的人不仅受割礼，而且 
 也受到阉割。 

1 3  兄弟们，你们受到了上帝召  
 唤、生活在自由之中，只是不要让  
 你们的自由成为你们放纵情欲的借  
 口，而是要怀着爱心，为彼此服  
 务。  14  因为整部律法都总结在“爱人 
 如爱己”这句话里了。  15  但是，如果 
 你们继续尔虞我诈，你们最好当  
 心，不要同归于尽。 

 圣   灵与人的本性  
16 所以，我告诉你们：让圣灵去指 

 导你们的行为，你们就不会去满足罪 
 恶自我的欲望了。 17 因为我们的罪恶  
 自我与圣灵是敌对的，它们势不两  
 立，使你们不能做你们想做的事情。 
18 但是你们若由圣灵来引导，就不会 
 受律法的约束了。 

19  属于我们罪恶自我的行为是显  
 而易见的：它们是不道德的性行  
 为，不洁，放荡，  20  偶像崇拜，巫  
 术，仇恨，纷争，嫉妒，愤怒，自  
 私，争吵，成群结党，  21  嫉意，酗  
 酒，淫佚的宴乐和所有类似的事  
 情。对这些事情，我现在要警告你  
 们，就象我以前警告过你们的那  
 样，做这些事情的人将不会承受上  
 帝的天国。  22  然而圣灵的产物却是  
 爱、幸福、和平、耐心、   仁慈、美  
 好、信念、  2 3  温柔和自制。这些事  
 情不会与任何法律相抵触。  2 4  属于  
 耶稣基督的人，已经把他们的罪恶  
 自我及其激情和欲望一起钉死在十  
 字架上了。 25  既然圣灵是我们的新生  
 的源泉，那么我们就应该让它来引  
 导我们。  26  让我们不要自负，不要互 
 相激怒，不要互相嫉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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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   相帮助  
 兄弟们，如果你们发现有人犯  
 罪，你们这些属灵的人应该用  

 温和的精神去帮助他改邪归正，同  
 时，你们自己也要当心，不要受到  
 诱惑。  2  要互相承担彼此的重担，  
 这样，你们就遵守了基督的律法。  
3  一个一无所知却自以为是的人是  
 在欺骗自己。  4  每个人都应该检查  
 自己的行为，这样他就能为自己的  
 成就而感到骄傲，不拿自己和别人  
 比了。  5  因为每个人都必须承担自  
 己的责任。  

6 受教于上帝信息的人应该和施教 
 的人分享自己所有的好东西。 

 生   命如同种田  
7  不要欺骗自己，上帝不可能受  

 到嘲弄。一个人播什么，就会收什  
 么。  8  在自己罪恶自我里播种的  
 人，会从中收获到毁灭；但在圣灵  
 的田地里播种的人，会从中获得永  
 生。  9  不要厌倦行善，只要我们不  
 松懈，当适当的时刻来临时，就会  
 有收获。  1 0  因此，只要我们一有机  
 会，我们就要为众人做好事，对待 

6
 信仰上和我们同是一家人的兄弟们  
 尤其如此。  

 保   罗结束他的信  
11  看看我亲手给你们写的信的字  

 有多大！  12  那些企图强迫你们受割礼 
 的人，为的是要他人（犹太人）接  
 受他们。他们害怕如果他们只追随  
 基督的十字架将会受到迫害。 13  因为  
 甚至那些受了割礼的人自己也没有  
 遵守律法   *   ，可他们却要你们受割  
 礼，以便他们能为你们屈从这种肉  
 体的仪式而夸口。 14 但愿除了我们的  
 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外，我不会为  
 其它任何事情夸口。对我来说，这  
 个世界已经通过他被钉在十字架上  
 了。对这个世界来说，我已经被钉  
 在十字架上了。  15  是否受到割礼并不 
 重要，重要的是上帝创造了新人。 16 因 
 此，致所有遵守这个条例的人：愿  
 和平、怜悯降临给你们以及上帝的  
 子民以色列。 

17 最后，我请求不要再给我任何麻 
 烦了，因为在我的身体里已经带着耶 
 稣的创伤。 

18 兄弟们，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 
 恩典与你们的精神同在，阿们。 

 律法：摩西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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