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組查經材料】 加拉太書
加拉太書系列
系列 05–領受亞伯拉罕的福
2018 年十一⺝ 02、
02、03 日
第一時段:
第一時段:歡迎你來 (15 分鐘)
分鐘)

以簡單、輕鬆、活潑的遊戲，帶領組員熱烈參與，使大家的心思意念，
離開繁忙、疲憊，並預備心來歸向神。
第二時段:
第二時段:敬拜讚美 (20 分鐘)
分鐘)

以事先預備好的詩歌，帶領大家來到主的寶座前敬拜祂、瞻仰神的榮面、
帶下神的榮耀同在。在敬拜裡，小組長帶領大家同聲開口為下列事項禱
告。（組員個人的需要請在第四個時段分享禱告。）
1. 宣教單位: 認領的單位是＿＿＿＿＿＿他們的需要是＿＿＿＿＿。
（如果你不確定小組認領的單位，請洽教會。）
2. 教會事工:
- 主日崇拜時段: 中文堂 @ 新堂: 9AM & 11AM；
英語成人 @ 以馬內利廳: 9:00AM；
Ignite @ 以馬內利廳: 11:00AM；
青少年@ El Shaddai: 9AM & 11AM
- 11/4 日光節約結束，請將時鐘撥慢一個鐘頭
- 11/17 小組長雙⺝會
3. 新來賓:
新來賓:_________________請於聚會前確認來賓名字。
_________________請於聚會前確認來賓名字。
病痛組員或親朋:
病痛組員或親朋:___________________並商討如何關懷他們。
___________________並商討如何關懷他們。

感謝神的保守和恩典，讓我們及時取得臨
時使用執照，求神帶領我們經歷祂為我們所預備的成長。

4. 為 Shekinah Glory 禱告:
禱告:

第三時段:
第三時段:話語分享(
話語分享(45 分鐘)
分鐘) 以分享討論應用
以分享討論應用神的話在每天生活裡
應用神的話在每天生活裡

1.
2.

回應主日信息—
回應主日信息—聚會前，請上網仔細重聽一次。上主日信息的中心
思想是什麼？哪一句話是你印象最深刻的？
請分享本週你的生活見證，如禱告蒙應允，病得醫治，實踐神的話
語等等。（請盡量保持在 10 分鐘之內）

本週主題:
本週主題: 領受亞伯拉罕的福
14
背誦經文:
背誦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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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 3:14）
經文:
經文:加拉太書 3:1-

在前兩章保羅論及他作使徒的職分和神啟示給他基督的福音，
之後，他得到耶路撒冷使徒們的認同，保羅是向外邦人傳福音而彼
得等人是向猶太人傳福音，他也提到他曾因彼得有不正行為的時
候，他是如何護衛純正的福音，同時，他宣告他自己已經向律法死
了，如今活著乃是基督在他裡面活著。
現在，他轉到加拉太信徒被迷惑的事上，保羅非常憤怒地責備
他們的無知、愚蠢，他引用信心之父亞伯拉罕的例子來解釋神在永
恆裡早就定了信福音得福的原則，而耶穌就是福音的開始，因為耶
穌基督被掛十字架上承擔了有罪的我們所應受的咒詛，使我們可以
完全得自由，並能倚靠我們信主時所領受的聖靈，使我們有能力活
出基督的生命來。
一、 我們不要像無知的加拉太信徒（
我們不要像無知的加拉太信徒（加 3:1-5）：(請先讀 v. 1-5
再讀下文
再讀下文)
A. 無知的加拉太信徒
無知的加拉太信徒被迷惑
加拉太信徒被迷惑了
被迷惑了（1）：保羅一開始就責備加
拉太人無知，雖然他為他們著急，可是他實在很難想像加
拉太信徒會被迷惑了，因為，當初保羅傳福音給他們，述
說耶穌基督為救贖世人被釘十字架上的情形，是那麼活生
生的呈現在他們面前，他們信了福音後，這幅圖畫更是活
化在他們的生命裡了。他們怎麼會走回頭路去倚靠律法呢？
到底是受了誰的迷惑呢？真是沒智慧，是愚蠢的行為。
B. 保羅責問無知的加拉太人（
保羅責問無知的加拉太人（2-5）：加拉太人像中邪似的
被迷惑，使保羅義憤填膺、非常生氣地責問他們一系列的
問題：
1. 信徒因信律法或信
信徒因信律法或信福音而領受聖靈？（
福音而領受聖靈？（2）：加拉太
信徒是因為聽了保羅傳的福音而信耶穌是他們的救贖主，
在他們一接受福音的同時，他們也領受神所賜的聖靈，
聖靈就住在他們裡面，但靠律法的人是無法領受聖靈。
2. 靠聖靈或行律法過基督徒的生活？（
靠聖靈或行律法過基督徒的生活？（3）：加拉太人
應當很清楚，他們是靠著聖靈所賜的能力，過著基督徒
的生活，活出一個越來越像耶穌基督的生命，而靠肉體
是無法過基督徒的生活，然而，他們現在卻要靠自己的
肉體也就是行律法來過基督徒的生活，這是不可能的！
他們愚蠢的作法真使保羅憤怒，保羅再度責罵他們無知。

3. 靠肉體不靠聖靈是白白受苦！（
靠肉體不靠聖靈是白白受苦！（4）：信主後的加拉
太人曾為主做見證而遭受羅馬政府或猶太人的逼迫，現
在卻要去遵行極端猶太信徒所主張的行律法，那就是棄
絕了“向律法死，向神活”的恩典（請參閱 10/26 的查
經資料），那麼，他們以前為主受逼迫、受苦就白費了。
4. 信徒因信福音或行律法行神蹟奇事？
信徒因信福音或行律法行神蹟奇事？（
因信福音或行律法行神蹟奇事？（5）：使徒行
傳 14：1-10 記載著當保羅在加拉太境內的以哥念和路
司得宣教時，神藉著保羅行神蹟奇事，並使瘸腿的得醫
治，這些都是聖靈的工作，不是行律法的工作。
討論問題 1: 你曾經做過愚蠢的事嗎？請簡述一件事。
經做過愚蠢的事嗎？請簡述一件事。（
簡述一件事。（破冰
題）
討論問題 2: 保羅為何責問
保羅為何責問加拉太信徒？他們在哪
何責問加拉太信徒？他們在哪些
加拉太信徒？他們在哪些方面顯得愚
方面顯得愚
蠢呢？（
蠢呢？（觀察題）
？（觀察題）
二、 我們都因亞伯拉罕
我們都因亞伯拉罕得福
亞伯拉罕得福（
得福（加 3:6-9）：(請先讀 v. 6-9 再讀下
文)
接下來保羅用信徒最熟悉信心之父--亞伯拉罕的例子來講解，
我們為何因亞伯拉罕得福：
A. 我們因信
我們因信就
因信就成為亞伯拉罕的子孫（
成為亞伯拉罕的子孫（6-7）：保羅要加拉太
人好好思想信心之父亞伯拉罕，他沒有做什麼事，只是相
信神應許他，後裔要如天上的星星，神就以他的信為義
（創 15：1-6）。因此，只有信福音才是亞伯拉罕的子孫。
B. 神早已應許萬國因信得福（
神早已應許萬國因信得福（8-9）：保羅強調神在創造以
先就定下得救的原則，所有信福音的人都可以得福。神將
這福音傳給亞伯拉罕，如創 12:3 裡說，萬族都因亞伯拉
罕得福，所以，外邦人因信基督的福音，就在亞伯拉罕與
神立的約裡面，得到神給亞伯拉罕應許的福。所有神給亞
伯拉罕的祝福，就臨到信徒和亞伯拉罕身上。
討論問題 3: 亞伯拉罕為何得福？我們要怎樣做才能得福
呢？這和其他宗教有何區別？（觀察題）
呢？這和其他宗教有何區別？（觀察題）
三、 我們因基督的救贖而領受亞伯拉罕的福（
我們因基督的救贖而領受亞伯拉罕的福（加 3:10
3:10-14）：
14）：(
）：(請
先讀 v. 1010-14 再讀下文)
再讀下文)
A. 信徒因信靠神得生（
信徒因信靠神得生（1010-12）
12）：保羅引用申命記 27:26 來
說明律法咒詛不能守全律法的人，人若不能遵守律法的一

個命令或即使只是一次不能遵守就被咒詛，但是，每個人
都會在某些點上無法守住，失敗了而被咒詛。因此，靠行
律法得以稱義是不可能的。就如，先知哈巴谷寫著「義人
因信得生」（哈 2:4）義人可以活著是藉著信神，不是靠
律法。接著，保羅又引用利未記 18:5「行這些事的，就必
因此活著」來說明在律法底下，人不可能達到律法的要求，
那麼人人就受到律法的咒詛了，所以人只能藉著信福音，
免去受咒詛，才能得救稱義，才可以活著。
B. 基督的救贖使我們
基督的救贖使我們得福
13-14）：
14）：每個人在律法底下因
使我們得福（
得福（13無法完全行律法就受咒詛，但是耶穌基督被掛在十字架上
承擔了所有無法行律法的咒詛，因申命記 21:23 說：
“… …因為被掛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詛的。”耶穌本是完
全無罪的（彼前 3:18），祂代替有罪的我們被掛在木頭上，
使我們可以不再受律法的咒詛，將我們從律法的捆綁裡釋
放出來，我們已經完全得自由了！因此，我們可以領受神
應許給亞伯拉罕的福，並且我們因信耶穌領受了聖靈，聖
靈內住使我們有能力活出基督的生命。
討論問題 4: 為什麼靠著律法我們會受咒詛呢？我們要如何才
為什麼靠著律法我們會受咒詛呢？我們要如何才
能脫離這個咒詛呢？（觀察題）
能脫離這個咒詛呢？（觀察題）
討論問題 5: 既然基督把我們從咒詛中拯救出來，我們當如何
活出一個蒙福的生命來？（應用題）
活出一個蒙福的生命來？（應用題）
禱告：
禱告：
親愛的阿爸天父，我們感謝讚美祢。謝謝祢賜給我們救贖的恩
典，使我們可以因信祢愛子耶穌是基督，使我們可以脫離律法的咒
詛，完全得自由。也謝謝祢賜給我們聖靈，使我們有能力活出基督
的生命來。求祢保守我的心思意念，遵守祢話語，並且能帶著聖靈
的大能來傳揚祢的名，見證祢的榮耀，引領人來到祢面前、信靠祢，
領受祢賜給亞伯拉罕的福。感謝禱告奉耶穌得勝的名求。阿們！
第四時段:
第四時段:禱告服事（10
禱告服事（10 分鐘）
可以兩三個人成為一個禱告小組，為彼此的需要禱告。
11/9 加拉太書 3:15-4:7
11/16 加拉太書 4:8-31
11/23 生活查經
11/30 加拉太書 5: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