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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拉太书第三章 

恰克 史密思 牧师 (各各他教会) 

让我们翻到圣经加拉太书第三章。背景是：使徒保罗来到加

拉太，加拉太是一个地区，像是一个国家或是一省似的，不

是一个城市，在那里设立了许多教会。保罗离开后，有其它

的教师来教导说人不能因只信耶稣就可以得救，除了信一定

还要加上守律法和行割礼。那些教会里许多的人都是经由保

罗的传讲而听到耶稣基督福音的，这些其它的教师也曾跟过

保罗的，把在那地区的弟兄们分隔开了。 

这些假教师对保罗使徒的身分和权柄提出质疑，他们提倡变

成犹太人的样式才能得救的必要性，要守律法和称义，是一

定要遵守并注意这些律法才行。所以保罗在第二章结尾说， 

我不废掉 神的恩．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

死了。(加拉太书 2:21) 

很强烈的话却也是真实的话。 

你看，要是我因着遵守一系列的规则而变成义人，那么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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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用死了，事实上耶稣是死了，就是宣告了没有人可以因

自己的努力或作为可以称义。  神已经为义设立了一个基

础，但那不是因着要作什么工，不是因着遵行律法，而是因

着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所以保罗写了第三章。 

无知的加拉太人哪、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画在你们

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

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你们既靠圣灵

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么．你们是这样的无知么。(加拉

太书 3:1-3) 

保罗把他们带回到救恩的原点，当他们刚开始相信耶稣基

督，经由他们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  神以他们为义，在他

们自己做任何事以前，  神以他们为义。现在有人来说，如

果你们要真的成为义，你们不能那么作，如果你们想要真正

的成为义，必须这么做，然后他们开始设立所谓义的律法，

那是我们很多时都是这样做，然后说，你们必须如此行。如

果你们每天读十章圣经、每天早上守晨更、花半个钟头祷

告，当然你会比不这么做的人称义许多；你要晓得，我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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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在一个人的信心上多加上些什么。 

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

义。(加拉太书 2:16) 

如果我们能因为遵行律法、任何律法、任何一套规则而成为

义，那么基督就白白死了。所以加拉太人被骗了，他们被那

些听起来似乎有道理的教导迷惑了，于是保罗说，“你们受

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这是一句修辞

式的问话，答案很显然的是他们受了圣灵是因信心。这卷书

信对加拉太人是很重要的，因为，甚至当今能有许多趋势是

倾向于以作些什么事为基础，来跟  神发生关系；因为有许

多我们做的事，常常连我们自己都不认为是对的。 

当我小的时在五旬节教会中长大，喜欢享有  神的圣灵在我

生命中充满，我花了好些晚上在所谓的长时间逗留会上，逗

留在他们称之为圣灵的洗礼中。这些我在其中长大时的教

会，常有他们说的见证会，许多时候是在晚上进行；今晚有

谁要为主作见证？通常在这些聚会中会留一部分时间给这些

个人的见证和安排些人见证  神的良善、  神的恩典和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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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祝福. 

许多我的神学理论是在这些见证会中形成的，这是为什么我

的神学理论是这么混淆不清，因为我听了这么许多人受到圣

灵洗礼的见证，我也渴望得到圣灵的洗礼。我会听到人们

说：当我终于戒烟，把烟放下说，  神啊，我再也不抽烟

了；然后 神用圣灵浇灌我。嗯，可惜我不抽烟，或者说还

好我不抽烟，所以我不用放下香烟。 

于是乎就有成就了、虽然好象不是公然宣布的、有点讽刺的

是，好象圣灵的浇灌，变成你达到一定程度被神圣化的或是

圣洁似的奖赏。所以事实上我寻求得到圣灵是靠作到律法所

要求的；是靠遵守归条，因为我必须签署每年的许诺书：我

不会去看戏、我不会去跳舞、我不会抽烟、我不会喝酒，这

些是我每年签署的许诺。每年当我签完了许诺书，我马上就

试着要得到圣灵的浇灌，因为我刚刚才签了许诺书，主啊！

你看，我会很乖的。 

我一直跟这事缠斗，因为我不明白为什么拖了这么多年，  

神都没有用圣灵充满我。当我终于得到我生命中圣灵授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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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是当我有一天存着信心说：好，主，我会得到圣灵充

满的。我把我正直公义或是我的圣洁的观念摆在一边，因为

我不抽烟、不喝酒；因为我有一个大问题就是我的一个抽烟

朋友得到圣灵充满。我那时候觉得  神不那么公平，我晓得

我那时候比那位朋友正直公义多了。 

所以当我以信心而得受圣灵，是因我心存信心。保罗问说：

“你们受了圣灵，是因听凭信心呢？或是因行律法呢？”答

案显然的是：因信心得受圣灵，这是  神的礼物。圣灵不是

你作了什么所得的奖赏，也不是你有什么价值配得的。这些

是整个长时间逗留会的背景，是个洁净的过程让你变成配得

受圣灵。我的身体是配得成为圣灵的殿吗？一辈子也不行，

没有可能的，我得受圣灵是因着信心。下一个问题是：“无

知的加拉太人，你们既靠圣灵入门”---那是你们的起步，

你们从得圣灵开始，现在你们想要由肉体得到完全吗？你想

要  神的工作在你生命中有进步吗？有多少次我们是想由我

们的正直公义得到进展；是因努力、是因顺服、是因对  神

许的诺言、跟  神立约承诺。答应说，  神啊，我保证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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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个礼拜我会忠心的每天祷告一小时，我向你保证，主

啊，我会这么做。 

所以，  神啊，基于我对您的保证，我要您祝福我。你看，

全都是因为我每天祷告一小时，所以到了周末我就会非常正

直公义了。然后我就非常属灵，我们常常靠肉身寻求完全，

靠我们肉身的努力。保罗是在训斥加拉太人这错误的观念。 

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么．难道果真是徒然的

么。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你们

行律法呢、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加拉太书 3:4-5) 

此外，这又造成一些问题，许多时候是因为流传着那些称之

为奇迹的事，你知道吗？他们还打广告：来来来，来看奇

迹；还有每个周一晚上的奇迹。好象  神是有限的，「我礼

拜天来怎么样？」「不行不行，那不是奇迹夜，奇迹要明天

晚上来。」 

这又造成一个问题，因为许多这些以奇迹传福音的人有些个

人的大问题，然而他们还站立在众人面前，好象是经由他们

的事工作成的奇迹。曾经有个人名叫 A. A. Allen，他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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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利桑那州开了一个奇迹谷园。A. A. Allen以前是个酒

鬼，他在旧金山死于严重的酒精中毒。然而他还站在众人面

前，有人见证经由他的祷告以及他的服事而发生的奇迹。你

看这些对我们来说好象是完全矛盾的，与  神这么有能力的

人，你一定以为他有奉献、备受尊崇、圣洁、公义的生命，

是  神证实这个人是圣洁或是公义的，然而却不是这样的。 

那些以奇迹做工的人不是站在他们的公义上，当人们到奇迹

会并且接近他们中某些人，看到他们言行前后矛盾时，就使

许多人跌倒。使许多人跌倒的原因，我们以为也许是跟圣

洁、公义和对  神托付顺服的底限有关。 

你要晓得，神不是因我们做的工作、我们的努力、我们的良

善美德，报偿我们。无论  神给我什么，是基于我相信祂的

恩典。这些人必须要学会相信  神的恩典，而不是看他们自

己、软弱、失败或者其它的什么，他们也必须学习怎样鼓励

人经由信心仰望神。神会兑现这信心给来到祂面前领受的

人。 

任何  神在我生命中所做的工作，都是因着在主耶稣基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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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恩典。当你能真正的理解这个真理，你就能够开始期待  

神祝福你，但是你知道你是不配得这祝福，因为我怎么走也

是不配的。如我得着我所配得的，啊呀！我现在应该是燃烧

的才对 。祂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反而是 

「天离地何等的高，祂的慈爱向敬畏祂的人也是何等的

大！」(诗篇 103:11) 

所以我是在  神的恩典中，你晓得，这是否就意味着我可以

去，活在以往那种淫荡的生活呢？不、不、不、不。基督的

爱迫使我过一种生活，那是喜悦的生活，当我用它来作为选

择我活动的标准，我发现我处于一个比我为一个特定的活

动，选择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为基准，还来得严格。这样做

是对吗？这样做是错的吗？我常常听到这样的问法。不需要

这么考虑，需要考虑的是，这样做会讨  神的喜悦吗？ 

会有许多人说：嗯，那也没有什么不对。唔，但是那不讨  

神的喜悦。所以当我为讨  神喜悦而活时，而不以看我自己

或我的缺点为基准，为要从  神那里得到些什么。或者，如

果正巧我有一天很好，特别是我有什么仁心厚道，你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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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作了些什么善事，我也不以这些，以为  神会给我些什

么。我不会说：  神啊！你看到了吗？你注意到了吗？主

啊！我处理的不错吧？这样你是不是，主啊，我是不是该被

你记个小功呢？你可以这么做吗？因为刚刚我那么做是为了

你。不是的，神不是为我的努力成果或是我的好表现而奖赏

我。  神祝福我是因为祂爱我，祂爱我单单信靠祂，祂喜爱

我寻求祂的喜悦；这些也不是  神赏赐给我的原因，原因是  

神给我的爱和恩典。祂把祝福和爱赐给我，只因我单单相信

祂、信靠祂会这么做。 

如果你自以为义而来到  神面前，那你就缩短了  神要在你

生命中要做的了，你将会丧失  神要给你的许多祝福。可是

如果你总是以  神的爱和恩典为基础来到  神面前，那你就

永远不会短缩了；正如我相信  神会祝福我的生命，虽然我

知道我是不配的。 

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创世

记 32:10) 

不是我值得、配得。雅各是个坏蛋，可是  神大大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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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他自己也知道，他是个骗子、他是个纵容者，他是个控

制者，可是当他看  神的祝福时，“哦主啊，我一点也不配

得你的慈爱”，可是你祝福了我。 

所以他现在进入到这个原则，回到亚伯拉罕。 

正如『亚伯拉罕信 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加拉太书 

3:6) 

为什么呢？他相信  神。这里，他真的相信  神，因为他对  

神的顺服就可以证明的。那不是说，好吧，我相信主，我信

因耶稣，而是超越口头上对真理表达的同意。如果我确实相

信，我的相信会由我的行动表现出来。如果我今晚在这里站

在你们面前说：朋友们，我认为再过十分钟会有个强烈的地

震，这栋建筑物会倒塌，  神对我启示说圣安德阿司断层将

要，你晓得，就是要动了；事实上，还…还有九分四十秒就

要发生了，这建筑就快要移为平地了。我就这么一直的说下

去，你可以说他根本就不相信，为什么？因为我的举止跟我

所说的不一致。 

你看，要是我真的相信我刚才说的，嘿，我们赶快离开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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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你晓得，不要在树底下或是逃到院子里，因为 ，这些

建筑物就要倒塌了，赶快去带你们的孩子们，带他们赶快离

开这些房子！你们要快些行动。如果有人这么说，嘿，我相

信耶稣！我相信！但是他们的顺从与他们所宣称的不一致，

那就有理由怀疑他是否真的相信了。如果我诚心相信什么，

那我的行为举止就会表现出顺从我所相信的。 

所以亚伯拉罕的行动确认了他所信的，他的行动基于他所相

信的，亚伯拉罕相信 神，神就以他的信称他为义，不是行

为而是信心引发了行为。如雅各所说：  

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雅各书 2:26) 

你说你相信？那你表现给我看，我会显示你的信心。换句话

说，雅各指出口头的信心是不够的，那必须由你的行为表现

出来是否是真的信心。可是  神不看行为，但是祂看由信心

所带出来的行为。在亚伯拉罕身上，  神是以亚伯拉罕的信

心称他为义。 

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加拉太书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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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亚伯拉罕是父，不是肉身之父，而是灵里的父。对亚伯

拉罕的应许不是肉体的种子而是灵里的种子。所以保罗将很

快的指出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是信心之父，因着你相

信，你就因信变成亚伯拉罕的子孙了，这样神与亚伯拉罕立

的约就变成神与你的约了。当你成为亚伯拉罕就是信心之父

的子孙后，就成了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了，如果你不信，在

灵里来看，你就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了。  

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 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

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

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加拉太

书 3:8-9) 

由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可以预见外邦人因信称义而一同得

福。 

那些准备要回投守律法的，那些准备以律法为站在神面前基

准的，保罗说：你难道不知道， 

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

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加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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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书 3:10) 

很严厉的话。你要因遵守律法而在神面前称义吗？那你必须

随时随地遵守每一条规定，只要你在某个范围里违反了一

条，你会被咒诅，因为经上记着说：『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

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 

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众

条。(雅各书 2:10) 

不管你违反了哪一条都没有甚么不同，如果你违反了任何一

条律法，你就违反了所有的律法了；如果你想以行为在神面

称义，那你就必须是十全十美的才行。如果你不是完全完

美，你最好要听一听因信而有的福音恩典，因为你需要这福

音恩典，所以这是给不完美的人的，其它的人可以回家去

了。 

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 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

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加拉太书 3:11) 

这段经文是  神显明给先知哈巴谷为着国家衰微向神抱怨时

的话语，那时国家衰败的很快，政府各方面都在腐败，哈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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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看到那些腐败，他深刻理解到这些问题，就说：神啊！求

你眷顾我，不要叫我再看到其它的了，我无法承受了。整个

系统都往下沉沦，你也不伸手管一管。神说：哈巴谷，我正

在作，如果我告诉你我正在作，你还是不相信我。所以，哈

巴谷说：好吧！试试看我。 

然后神说：我要准备巴比伦，我要使用巴比伦成为我对这些

百姓罪恶行为施行审判的工具。等一等，主啊，这不公平；

我们不好，是的，但是，嘿，他们很糟，他们比我们还要

糟，你为甚么要用一个这么罪恶的国家来惩罚我们呢？神

说：我跟你说过，你不会相信的。所以，哈巴谷说：好吧，

主啊，我不知道要作甚么，我要到守望所望的楼上面坐着，

我在那里等候你，看看你要怎么做。 

所以他进到守望所的楼上等候神，当他等候的时候，神的话

临到先知哈巴谷说：哈巴谷，义人因信得生，相信我，只要

信靠我，事情会过去，哈巴谷，这国家会被掳去，你知道，

但是相信我，信靠我，义人因信得生。 

所以保罗在这里又引用神这伟大的宣告，义人，或是那些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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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被称为义的义人；这是为甚么律法不能使你行为正直，

律法无法使你称义的原因。 

律法原不本乎信、(加拉太书 3:12) 

律法是靠行为的。律法说： 

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加拉太书 3:12) 

但是律法强调重点是在于去作、服从上面；信心强调重点是

在于信靠神。所以许多在律法以下的都在律法的咒诅之下，

除非他们完全遵行律法。但是， 

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受原文作成〕就赎出我们脱离

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

的。』(加拉太书 3:13) 

所以耶稣，挂在木头上，在十字架上，承担我们应受的咒

诅，祂可以“从律法的咒诅下救赎我们。”再一次在这里，

我们看到神在基督里，为我们准备的荣耀恩典。因为 

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

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哥林多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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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8:9) 

我是说，这真是一个了不得的对待，在这里祂是这么富有，

但是因着你的缘故，祂倒空自己，祂变为贫穷，因着祂的贫

穷，你也许可以知道神丰富的爱和恩典。 

神使那无罪的、〔无罪原文作不知罪〕替我们成为罪．(哥

林多后书 5:21 ) 

许多时候当我们在海里施洗礼，水是很冷的，所以当人们被

浸到冷水底下时，有时候好象失去了呼吸，然后当他们上来

的时候，你看到他们好象因为很冷倒抽一口气，你要晓得，

好象要再次的得到稳定，当你温暖的身体忽然浸到冷水底

下，是会使人觉得很震惊的，那是对身体的一种冲击。 

我会想对耶稣而言，那会是怎样的震惊呢？祂是那么纯洁

的，完全圣洁的；忽然间世界所有的罪，是人们所犯的最

坏、最邪恶的罪，都倾倒在祂身上；人所作所有歪曲、邪恶

的事都倒在祂身上；哪是多么震惊的事呢！但是 

神使那无罪的、〔无罪原文作不知罪〕替我们成为罪．好

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 神的义。(哥林多后书 5:21) 



17 of 23 

加拉太书第三章 

所以祂救赎了在律法下受咒诅的我们，因为祂被挂在十字架

上承担了我们的咒诅。 

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

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加拉太书 3:14) 

所以耶稣来为我们还清了我们的罪债、除去了我们的咒诅，

但是在一次的，那是消极的，积极的是，“你可能可以收到

神应许亚伯拉罕的祝福，经由信心在灵里的应许。 

弟兄们、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虽然是人的文约、若已经

立定了、就没有能废弃或加增的。(加拉太书 3:15) 

现在神与亚伯拉罕立了约，是一个祝福。 

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创世记 22:17) 

神应许祂的祝福临到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因着信救成为亚

伯拉罕子孙，因为他是那些相信的人的信心之父，所神对你

的祝福是：“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神应许祂对你的祝

福是经由信心；耶稣开了门，你可以收到这些神应许亚伯拉

罕的祝福，因着你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你进入到这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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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与人所立的约，一旦神确认了这约，没有人可以去掉这约

或是能加些甚么在这约上。所以呢， 

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 神并不是说众

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

就是基督。(加拉太书 3:16) 

所以当 神说，当经由他子孙在世界上所有的族类都会受到

祝福，他不是说万国会因着犹太人而受到祝福，他是说万国

是因着耶稣基督受到祝福。他子孙，是单数。那是指着耶稣

基督而言，因着他为人类所完成的救赎，使神的祝福才能临

到万国。犹太人常常误解了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认为他们是

那被祝福的族类。不是的，是经由那单数的子孙，耶稣基

督，这祝福就临到外邦人和所有的族类。 

我是这么说、(加拉太书 3:17) 

请记得，如果 神已经立了约，就没有人可以加上甚么或是

废掉这约。“我是这么说，” 

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四百三十年以后的律法废掉、

叫应许归于虚空 (加拉太书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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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律法来了，为人类带来了咒诅。“凡不常照律法书上

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律法来了也带给人死的

咒诅。但是 神应许了祝福。“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

他的祝福临到亚伯拉罕的子孙，就是那些相信的人，也就

是，临到他的后裔或者是那些在信心里跟随的人。所以律法

是不能废掉 神应许给你的祝福，或者是，是否遵循律法都

不能废掉或取消 神应许祝福你的约。 

这里 神帮助我们看到这点，因为这是要导致你的一生要变

得非常的富足，而且充满了 神的祝福，多到你都拿不了。

我的生命就受到  神的许多祝福，是由圣灵使我知道  神祝

福我，是基于在乎  神、在于祂的恩典、在于祂的爱，而不

是因为我做了甚么；神确认了那祝福的约并且律法是不能废

去的；我的失败不能废去。当我信耶稣基督后我就变成亚伯

拉罕的子孙，因信这  神所应许祝福亚伯拉罕子孙的约就变

成  神应许我的约，神的应许就是那所有的祝福。 

现在这律法是无法把这应许从我身上拿走，这律法是四百三

十年以后才设立的，一旦这应许被确认了，这应许的约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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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被加添或取消。律法不能因为我没有遵循的律法而取消  

神要祝福我的应许。 

这样说来、(加拉太书 3:19) 

当然也有相对立的，那位甚么  神要给律法呢？如果是从律

法下继承的，那就不是应许了。可是  神给了亚伯拉罕这应

许，那为甚么 神又给律法呢？ 

律法是为甚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添上的、等候那蒙应许

的子孙来到．并且是藉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加拉太书 

3:19 ) 

原来这律法是为人的过犯而设立的，为要显出人的过犯和有

救主的需要。 

但中保本不是为一面作的． 神却是一位。(加拉太书 

3:20) 

要有两个人才需要调解斡旋、要两个人才能跳舞、要两个人

才会打架、要两个人才需要中保，所以基督就成了  神与人

之间的中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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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律法是与 神的应许反对么．断乎不是．若曾传一

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义就诚然本乎律法了。但圣经把众

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

人。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以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

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加拉太书 3:21-

23) 

“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以先，”宁可，在耶稣基督来以

先，是要有律法来维持与  神之间的关系，那是人怎样跟  

神连结的。人必须要献祭、人必须要为自己的罪找遮盖，但

是一旦耶稣来了，我们就不在需要这些律法了。 

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加拉太书 3:24) 

或是引我们到基督来的时候 

使我们因信称义。(加拉太书 3:24) 

律法只能显示我，我离  神对我的要求有多少距离，那只是

我的训蒙的师傅，人们一度是在律法之下，直到基督来的时

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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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加拉太书 3:25) 

耶稣基督来了。 

我们从此就不在师傅的手下了。(加拉太书 3:25) 

保罗说：基督对信的人来说是律法的终结，所以，律法曾连

结我与  神之间的关系，我与  神之间的关系不在基于遵循

律法了，我与  神之间的关系现在是基于信耶稣基督了。 

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 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

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

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

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

应许承受产业的了。(加拉太书 3:26-29) 

所以耶稣就成了所有人类的公分母，所以我们所有的人与  

神的关系都因经由耶稣基督而有一个同等的地位。我正要经

由耶稣基督这门路到  神那里去，就和葛理翰或是教宗或任

何人有同样的门路一样，因为他们也要跟我一样经由耶稣基

督，经由相信耶稣基督才行。事实上，有时候我想我有更多

的门路因为我知道我必须经由信心，有许多好人也许认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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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有时能靠他们自己，但是我知道我不能。 

所以你是  神的孩子，经由信耶稣基督而有到  神那里的管

道，你的背景如何是没有甚么关系的。只要你在基督里，

“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

女，”这里没有男性至上了，  神不会比较听男人胜于女

人，或者是反过来，听女人胜于听男人。我们都因着耶稣基

督这同一的公分母并且我们在祂里面合为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