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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辦譯本選讀

保羅問門徒安謝上帝

1:1	 使徒保羅、非為人遣、非以人立、實以耶穌基督及甦之

之父上帝立者、

1:2	 今與同在兄弟、書達加拉太諸會、

1:3	 願父上帝、及吾主耶穌基督、賜爾恩寵平康、

1:4	 耶穌為我罪捨己、拯我脫此惡世、遵吾父上帝旨、

1:5	 榮光歸之、永世靡暨、心所願焉、

異加拉太人速離真

1:6	 素以基督恩召爾者、爾何背之速、而從他福音耶、是我

所異也、

1:7	 此非福音也、但有人惑爾、欲紛更基督福音、

1:8	 或我儕、或天使、傳福音與爾、異於我所傳者、必見

絕也、

詛偽傳福音者

1:9	 我曾言之、今復言之、若人傳福音、異於爾所受者、亦

必見絕也、

1:10	 今我豈要人乎、要上帝乎、抑求悅於人乎、若求悅於

人、則不能為基督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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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有所得
細味加拉太書 40 天8

	第一日 	 	 	《加拉太書》一章 1 節  

非為人遣、非以人立

 

Παῦλος ἀπόστολος οὐκ ἀπ᾽ ἀνθρώπων οὐδὲ δι᾽ ἀνθρώπου 
ἀλλὰ διὰ Ἰησοῦ Χριστοῦ καὶ θεοῦ πατρὸς τοῦ ἐγείραντος 
αὐτὸν ἐκ νεκρῶν,

委辦譯本

使徒保羅、非為人遣、非以人立、實以耶穌基督及甦之之父

上帝立者、

和合本

作使徒的保羅（不是由於人，也不是藉着人，乃是藉着耶穌

基督，與叫他從死裏復活的父神）

新漢語譯本

我使徒保羅（我所以成為使徒，並不是由於一些人，也不是

藉着某個人，而是藉着耶穌基督和使他從死人中復活的父神）

現代中文譯本修訂版

我是使徒保羅。我作使徒不是由於人的選召，也不是受人的

委派，而是耶穌基督和那使他從死裏復活的父上帝指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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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拉太書》一開始，保羅在介紹自己使徒身分的時

候，用了兩個希臘文的片語：οὐκ ἀπ᾽ ἀνθρώπων和 οὐδὲ δι᾽ 

ἀνθρώπου（不是由於人，也不是藉着人）。文言文委辦譯本

就譯出了原文每句片語三個詞的簡短風格：「非為人遣，非

以人立」。

保羅除了說明自己之為使徒不是來自和藉着人之外，這

兩句片語還有一點值得留意，就是新漢語譯本帶出的「不是

由於一些人，也不是藉着某個人」—前一個「人」字是眾

數，後一個是單數。所以，保羅的使徒身分既不是出於某個

群體，也不是透過某一個人而得。

這樣看來，保羅的使徒身分是藉着甚麼而得的呢？下

半節說得很清楚：「是藉着耶穌基督，與叫他從死裏復活的

父上帝」。保羅這樣強調自己「非為人遣，非以人立」，大

概是因為加拉太教會正在質疑他作使徒的資格，但保羅深深

知道自己是透過復活的主領受使徒的職責，所以在最後強調

「實以耶穌基督及甦之之父上帝立者」。

聽過不少奉獻作傳道的同工都說，從人的角度看來，他

們並不是有口材的人，年輕時也不見得很出類拔萃，甚至

不是教會或長執「看好」要「重點栽培」的對象。不過，

第一日
非為人遣　非以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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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有所得
細味加拉太書 40 天10

上帝卻特別揀選了他們，呼召他們；最終，在上帝的恩典和

帶領下，成為上帝合用的僕人。

 也聽過一些弟兄姊妹在商界長袖善舞，卻忽然聽見上帝

的呼召，於是放下自己的事業，轉到社企或扶貧機構工作。

許多人或會對他們的選擇感到可惜，也有一些人認為不值

得，不過，這些弟兄姊妹還是按着那從上而來的呼召，肩負

起新的身分和使命。

 如果要用淺白的言語去說，他們領受自己的使命「不

是由於人的選召，也不是受人的委派，而是耶穌基督和那使

他從死裏復活的父上帝指派的」。

 反思問題 

1. 今天，上帝指派你要做的是甚麼？是專心養育小孩的父

母？是在公司忠心工作的員工？是為上帝牧養群羊的傳

道？還是領人歸主的金齡精兵？

2. 你覺得上帝給你的這個角色，是「非為人遣，非以人立」

的嗎？有沒有群體或你看重的人覺得你不應該做這些事？

3. 上帝透過甚麼讓你知道你是被耶穌基督和那使祂從死裏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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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父上帝指派的？你還記得那些經歷或經文嗎？

 禱文 

主啊，叫我可以捉緊從祢而來的呼召，叫我分辨從人而來的聲

音，有哪些是在幫助我、提醒我、甚至責備我叫我歸向祢的，

又有哪些是與你的呼召背道而馳的，以致我所肩擔的角色，並

不是出於我的私心，也不是出於人的私意，而是來自主耶穌基

督和父上帝的選召。阿們。

第一日
非為人遣　非以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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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有所得
細味加拉太書 40 天12

	第二日 	 	 	《加拉太書》一章 4 節

捨己拯我儕、脫此惡世

τοῦ δόντος ἑαυτὸν ὑπὲρ τῶν ἁμαρτιῶν ἡμῶν, ὅπως ἐξέληται 
ἡμᾶς ἐκ τοῦ αἰῶνος τοῦ ἐνεστῶτος πονηροῦ κατὰ τὸ θέλημα 
τοῦ θεοῦ καὶ πατρὸς ἡμῶν,

施約瑟譯本

耶穌遵我父上帝之旨、為我眾之罪、舍己拯我儕、脫此

惡世、

和合本

基督照我們父神的旨意，為我們的罪捨己，要救我們脫離這

罪惡的世代。

中文標準譯本

基督照着神我們父的旨意，已經為我們的罪孽獻上了自己，

為要把我們從現今這邪惡的世代救出來。

保羅在《加拉太書》開首的祝福中，提到恩惠、平安是

從父上帝和主耶穌基督來的，他就在第 4節繼續介紹主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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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救贖工作，這個介紹按着原文的次序，指出了主耶穌

救贖的方法、本質、目的和來源。

原文一開始說的是捨己（τοῦ δόντος ἑαυτὸν），直譯是

「付出自己」。這是耶穌拯救我們的方法，「捨己」的「捨」

字（δόντος）在原文其實是一個分詞，在這裏的意思是為了

一個目的去犧牲、捨棄。耶穌的救贖方法，是選擇了犧牲自

己、捨棄自己。

耶穌犧牲自己有甚麼意義？原文第二個在句子出現的介

詞片語是 ὑπὲρ τῶν ἁμαρτιῶν ἡμῶν（為我眾之罪）。祂為的

並不是祂自己，就如斯托得牧師（Rev. John Stott）所說，耶穌

犧牲的本質既是為了眾人的罪，就否定了所有人類自義的方

式，唯有耶穌的捨己可以拯救我們，人不論用任何的方式都

沒有可能拯救自己。1

第三個在原文出現的，是附屬子句「拯我儕」（施約瑟

譯本），中文標準譯本譯出了連接詞「為要」（ὅπως）。而

中文標準譯本直譯出原文「現今邪惡的世代」（αἰῶνος τοῦ 

ἐνεστῶτος πονηροῦ），其實反映保羅承襲了猶太人對世代的

1 John Stott, The Message of Galatians (Leicester: IVP, 2006), p.19.

第二日
捨己拯我儕　脫此惡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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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有所得
細味加拉太書 40 天14

分野—他們認為現世是邪惡的時期，而彌賽亞來臨就是公

義與新生的時期；保羅用新約的角度來修正猶太人上述的觀

點，認為基督第一次出現和祂榮耀再臨之間，是今世與來世

重疊的時期，而基督的死就是要救我們脫離邪惡的今世。2

而在原文的最後部分，就指出了基督救贖的來源，基督

的救贖其實是「照着神我們父的旨意」來進行的。如果按以

上的次序，這一節的開始提及基督捨己，最後以「按父上帝

的旨意」來結束—我們的救恩是出於基督的捨己和父上帝

的旨意；在句子中間部分，則指出這救恩是為了我們，也是

要救我們脫離邪惡的今世。

 反思問題 

1. 這一節以基督的工作起始，以父上帝的旨意作結，被包圍

於句子中間的，就是救恩是為「我們」，要救「我們」。

你想過父上帝和基督所成就的，是全然為我們嗎？

2. 基督的救恩除了針對我們的罪，還要救我們脫離現今邪惡

2　 馮蔭坤，《加拉太書註釋（卷一）》（台北：校園，2008），頁229-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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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世代。基督徒比較多想到救恩是幫助我們脫離個人的

罪，你有想過救恩也是要救我們脫離整個世代、整個大環

境的罪嗎？這個訊息能帶給你甚麼安慰？

 禱文 

父上帝，感謝祢為我預備了救恩。主耶穌，多謝祢為我捨

己。在我面對自己的罪時，求主光照我，叫我靠着祢的救恩

來悔改；當我看見這個世代的邪惡時，叫我相信祢能救我脫

離這世代，並賜我盼望，相信祢再來時，會帶我們進入屬於

祢的國度。

第二日
捨己拯我儕　脫此惡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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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有所得
細味加拉太書 40 天16

	第三日 	 	 	《加拉太書》一章 6 節

素以基督恩召爾者、爾何背之速

 

Θαυμάζω ὅτι οὕτως ταχέως μετατίθεσθε ἀπὸ τοῦ καλέσαντος 
ὑμᾶς ἐν χάριτι [Χριστοῦ] εἰς ἕτερον εὐαγγέλιον,

委辦譯本

素以基督恩召爾者、爾何背之速、而從他福音耶、是我所

異也、

和合本

我希奇你們這麼快離開那藉着基督之恩召你們的，去從別的

福音。

現代中文譯本修訂版

我很驚奇，你們竟然這麼輕易地離棄了藉基督的（有些古卷

沒有「基督的」三字）恩典選召你們的上帝，而去隨從另一

種福音！

緊接《加拉太書》開首語的，並沒有保羅書信常見的感

恩，保羅不客氣地直指加拉太人離棄了藉基督的恩呼召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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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上帝。原文以「我希奇」（Θαυμάζω）一詞開始，然後

描述保羅感到希奇的是甚麼。原文 Θαυμάζω這個詞，意思

是感到意外和讓人希奇，而這種意外的感覺是出於正面的事

情，還是來自負面的事件，則由上文下理去決定。中文的譯

本多數將這詞譯為「希奇」（和合本）或是「驚奇」（新譯

本、中文標準譯本、現代中文譯本修訂版），和合本 2010則

譯為「驚訝」。以上三個譯法都帶有「感到意外」或「奇

怪」的意思，「希奇」是因希少而奇怪，「驚奇」和「驚

訝」就是吃驚地覺得奇怪，在這裏的選詞就取決於譯者側重

表達的意義了。當然，保羅感到奇怪，既可以因為這樣離棄

信仰的人很少見，即希奇，而感到奇怪也或多或少有吃驚的

意味，所以這幾個翻譯的取向並不互相排斥。

另一個在譯文意思上較有分歧的詞，是「這麼快」或是

「這麼輕易」就離開了那藉基督之恩召你們的。保羅「希

奇」的內容，是用 οὕτως ταχέως這兩個副詞開始的。這兩

個副詞有兩個解釋：既可以是時間上「很快」離開，也可以

指不假思索、隨便的態度。所以，有些譯本譯作「這麼快」

（和合本、新譯本），也有些譯作「輕易」（現代中文譯本修

訂版、呂振中譯本）。當然，輕易離開其實也隱含了很快離

第三日
素以基督恩召爾者　爾何背之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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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有所得
細味加拉太書 40 天18

開的意思。在這裏值得一提的是，《出埃及記》三十二章 8

節上：「他們快快偏離了我所吩咐的道……」，其中的「快

快」在七十士譯本與《加拉太書》的用詞相同，可能呼應了

舊約子民背離主道的情形。

 反思問題 

1. 有甚麼事情是叫我們感到意外的呢？保羅關注的是信徒是

否留在福音之中，我們所關心的是甚麼？我們會因為人背

棄信仰而感到奇怪嗎？

2. 回想你身邊遇過的信徒，有沒有人是已經離棄了信仰的？

又想一想現在自己的狀況，你覺得與耶穌最親近的日子是

甚麼時候？有沒有一些時間是離開了信仰的？如果要你評

價現在的信仰狀況，你覺得你會令帶你信主的人擔心或感

到意外嗎？

 禱文 

主耶穌，求祢保守我的心，叫我緊緊依靠祢，不讓我離棄祢自

己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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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有所得
細味加拉太書 40 天26

	第六日 	 	 	《加拉太書》一章 10 節

要得人心？

Ἄρτι γὰρ ἀνθρώπους πείθω ἢ τὸν θεόν; ἢ ζητῶ ἀνθρώποις 
ἀρέσκειν; εἰ ἔτι ἀνθρώποις ἤρεσκον, Χριστοῦ δοῦλος οὐκ ἂν 
ἤμην.

和合本

我現在是要得人的心呢？還是要得神的心呢？

新譯本

我現在是要得人的歡心，還是要得神的歡心呢？

新漢語譯本

其實，我現在是要討好人呢，還是討好神？ 5

中文標準譯本

我現在到底是要得人的信任，還是要得神的信任呢？

5 新漢語譯本譯注：我現在是……討好神？或譯作「我現在到底是要得人的

歡心，還是要得神的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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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聖經譯本

我現在是要得人認可，還是要得神認可呢？

當我們仔細比較以上的譯本，就可以發現，對於第一章

10節第一句的翻譯有兩個取向，一個取向是得到人的歡心

（新譯本），意思就是要討好人（新漢語譯本）；另一個取向

就是得到人的信任（中文標準譯本）或是人的認可（環球聖經

譯本）。

到底保羅在這裏的反問，是指自己要得到人的喜愛，還

是得到人的信任呢？原來，原文的動詞 πείθω本身可有令人

信服或是說服人的意思。不過，這個詞引申出來，也可以解

作得到人的認同甚至是欣賞，這個引申也就是其他譯本譯作

「討好」或「得歡心」的意思；另一個考慮的因素，是同

一節的下文用了「取悅」（ἀρέσκειν）來進一步說明保羅的意

思。所以，按着上文下理，我們也可以將第一句翻譯為「得

歡心」。

有時，譯本看似有不同的翻譯，其實是反映原文同一個

詞不同層次的意思，再加上上下文的考慮，我們就會發現

當中的差異並不存在對錯，而是從不同的角度去說明原文

第六日
要得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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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有所得
細味加拉太書 40 天28

的意思。

保羅這樣反問，背後的答案當然是否定的，他不是要得

人的心，他傳福音也不是要討好人，得到人的認可。正如他

在第 8和第 9節的指責所顯明，他要是存心想討好人，就不

會這樣嚴厲地責備傳假福音給加拉太信徒的人了。

 反思問題 

1. 	基督徒常常給人與人為善的感覺，保羅在這裏的解說指出

在傳福音、	說真理的事上，他並不會為了人的感覺而作出

妥協，我們在生活中又會否為了得到人的信任或喜悅而在

信仰上作出讓步呢？

2. 	對你來說，得到人的信任或是得到人的喜悅是否有分別？

每個人都喜歡別人相信自己、欣賞自己，在一個健康公平

的社會體制之下，基督徒持守信仰往往都會得到其他人的

認同或信任，但也有一些場景信徒會因為堅持信仰而得

不到其他人的認同，你有遇過這樣的情況嗎？你的反應

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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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文 

主啊，求祢叫我按祢的心意和真理與人相處，在真理上不妥

協，但又同時可以活出祢的大愛，在持守愛和真理的時候，操

練我的信心，叫我可以效法主耶穌，因愛、因真理之名願意放

棄自己的特權，甚至作出犧牲。

第六日
要得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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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有所得
細味加拉太書 40 天64

	 第十四日 	 	 	《加拉太書》二章 8 節

在我裏面做工

ὁ γὰρ ἐνεργήσας Πέτρῳ εἰς ἀποστολὴν τῆς περιτομῆς 
ἐνήργησεν καὶ ἐμοὶ εἰς τὰ ἔθνη,

和合本

（那感動彼得、叫他為受割禮之人作使徒的，也感動我，叫

我為外邦人作使徒；）

新譯本

（因為運行在彼得裏面，使他作受割禮者的使徒的那一位，

也運行在我裏面，使我作外族人的使徒，	）

中文標準譯本

因為在彼得裏面做工、使他做受割禮之人使徒的那一位，也

在我裏面做工、使我做外邦人的使徒。

環球聖經譯本

因為那位在彼得身上發揮力量，使他為受割禮者作使徒的

神，也在我身上發揮力量，使我為外族人作使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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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漢語譯本

事實上，那使彼得工作有果效、14叫他作受割禮之人的使徒

的，也使我的工作有果效，叫我作外族人的使徒。

保羅指出感動彼得的，也同時感動他。「感動」一詞，

新譯本譯作「運行」，中文標準譯本描述作「在彼得裏面做

工」，環球聖經譯本則譯作「在彼得身上發揮力量」；到底

保羅所指的，是在彼得裏面感動、運行、做工還是發揮力

量？原文 ἐνεργέω在新約出現了二十一次，其中十八次是在

保羅書信中，《加拉太書》就出現了四次，兩次在本節，另外

兩次分別出現在三章 5節和五章 6節。這個詞是連於間接

受格名詞，不同譯本的分別在於怎樣解釋這個間接受格與

動詞的關係，BDAG詞典解釋這是受益間接受格名詞（Dative 

of Advantage），正如《馬太福音》十四章 2節：「所以這些能

力在他裏面做工」（中文標準譯本）。《馬太福音》形容能力在

約翰身上做工，是叫約翰得益處，同樣，《加拉太書》形容上

14 新漢語譯本譯注：那使彼得工作有果效是翻譯原文的 ὁ ἐνεργήσας Πέτρῳ。
原文不是 ἐν Πέτρῳ「在彼得身上」，所以我們不譯作「在彼得身上」，下文
說到「我」的句子，情況也相同。

第十四日
在我裏面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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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有所得
細味加拉太書 40 天66

帝感動彼得和保羅，是叫他們得着益處。

至於上帝叫彼得和保羅得着甚麼益處，就至少有兩個解

釋的方向。第一個方向，是上帝在他們身上作工，叫他們成

為使徒，這可能是和合本、中文標準譯本和環球聖經譯本的

意思；另一個方向，就是上帝在他們身上作工，叫他們在作

使徒的事奉上有益處，也就是新漢語譯本所說的，叫他們的

工作有果效。另一個類似的解說，是以彼得和保羅為工具間

接受格名詞（Dative of Means/Instruments），即上帝透過彼得

和保羅去作工，使他們成為猶太人和外邦人的使徒。

至於新譯本的翻譯，是將間接受格看為上帝工作的所

在—「在彼得裏面」，這在文法上似乎是最沒有可能的

解釋。

和合本和新譯本將整節放在括號中，是因為這節經文似

乎是插敘，保羅本來在解說自己的使徒身分與耶路撒冷的領

袖一樣，只是傳福音的對象不同，到了第 8節就提出自己和

彼得相似的地方。除了在意思上是一段插敘，學者也發現這

一節經文提到「受割禮之人作使徒的」這個片語，所採用的

希臘文沒有在其他保羅書信中出現，加上保羅在這裏稱彼得

為彼得，而不是像上下文其他地方那樣稱他為磯法，故此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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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保羅是在引用其他資料的常用語，甚至有學者覺得這一節

並非出於保羅。不過，相信中文譯本將這一節經文放在括號

中，乃是為了表達這節是插敘而已，並沒有否定這節出於保

羅的意思。

 反思問題 

1. 保羅形容上帝在保羅和彼得身上作工，是叫他們得益處。

這益處可以是呼召他們作使徒，也可以是在事奉上叫他們

的工作有果效，你有經歷過上帝在你身上的工作嗎？上帝

呼召你去事奉，還是叫你的工作有果效？

2. 你和弟兄姊妹的服事有甚麼相似和不同的地方？保羅和彼

得之間的分別，曾經造成他們之間的張力，你和弟兄姊妹

在事奉上的不同是出於甚麼？我們可以怎樣靠主面對我們

與別人之間的張力？

 禱文 

求那位在歷代聖徒身上作工的，今天也在我身上作工，並叫我

有順服的心去領受祂的吩咐。

第十四日
在我裏面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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