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十九課第二十九課 在基督裡的自由在基督裡的自由
加拉太書三25-四

當加拉太人面對信心的考驗，

保羅為福音辯護：證明所傳是「超然的福音」

─ 與舊時律法不同、

藉著信心在基督裡得著自由

「因信稱義」的真理在基督裡成全，

信徒在基督裡有自由：

不受律法的束縛

與神之間

有全新的、親蜜的關係

請自行閱讀下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三25 但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來到，我們從此就不在師傅的
手下了。 26 所以，你們因信基督耶穌都是神的兒子。 27

你們受洗歸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 28 並不分猶太
人、希臘人，自主的、為奴的，或男或女，因為你們在基
督耶穌裡都成為一了。 29 你們既屬乎基督，就是亞伯拉
罕的後裔，是照著應許承受產業的了。

‧基督徒的新身分‧成長的後嗣 ‧復陷奴役 ‧呼籲 ‧夏甲與撒拉之喻

‧基督徒的新身分‧成長的後嗣 ‧復陷奴役 ‧呼籲 ‧夏甲與撒拉之喻

現在信基督的真理已經顯明，

「我們就不再在師傅手下了」25 ─ 也就是律法

新身分「所有在基督裡的人，都成為神的兒女」 26

從此不再有猶太人或外邦人、

作奴僕的或自由人、或男或女的區別。

‧基督徒的新身分‧成長的後嗣 ‧復陷奴役 ‧呼籲 ‧夏甲與撒拉之喻

猶太人與外邦人之間的隔閡

當時猶太人沒有自己的國家

高舉自己，鄙視外邦人

違背神的律法、被滅國，

在天下萬國間被拋來拋去

潔身自愛，謹守摩西律法，

生活聖潔，不甘與外邦人混雜

與外邦人一同敬拜，

對信主的猶太人非常軟弱

信耶穌會遭猶太教社會排斥、逼迫



‧基督徒的新身分‧成長的後嗣 ‧復陷奴役 ‧呼籲 ‧夏甲與撒拉之喻

信基督被逼迫的政治原因

─ 猶太人擔心若跟隨耶穌，羅馬人會來奪土地

當時羅馬社會接受猶太教、遵守摩西五經的猶太人

保羅傳福音 ─

「那攪亂天下的也到這裡來了 」徒十七6

信耶穌的猶太人

為了信仰付相當的代價

不見容於猶太人本來的社會

受羅馬政府威脅、逼迫

第一世紀的基督教會危機四伏

‧基督徒的新身分‧成長的後嗣 ‧復陷奴役 ‧呼籲 ‧夏甲與撒拉之喻

裡面的危機更危險

教會內有骨子裡還是律法主義的猶太人，

攙雜了福音，除了信耶穌、還要加上自己的努力

福音真理就是因信稱義，

相信耶穌基督就成為神的兒女。

身分的轉換

是上帝藉著耶穌基督所成全的救贖，

買贖我們、賜給神兒子的生命，

使我們成為神的兒女

‧基督徒的新身分‧成長的後嗣 ‧復陷奴役 ‧呼籲 ‧夏甲與撒拉之喻

藉著洗禮與這外在標誌所代表內在的悔改和信心，

所有信徒都與基督連合，一同接受主的生命

─「披戴基督」

不因為我們好、出身如何，

上帝透過基督來看我們

信徒之間因種族、社會地位和性別

而帶來的差距和隔閡都消失了

與基督聯合成為一體

一同成為亞伯拉罕的後裔

個別作神的兒女及承受產業的後嗣

請自行閱讀下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四1 我說那承受產業的，雖然是全業的主人，但為孩童的
時候卻與奴僕毫無分別， 2 乃在師傅和管家的手下，直
等他父親預定的時候來到。 3 我們為孩童的時候，受管
於世俗小學之下，也是如此。 4 及至時候滿足，神就差
遣他的兒子，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 5 要把律
法以下的人贖出來，叫我們得著兒子的名分。 6 你們既
為兒子，神就差他兒子的靈進入你們（原文作我們）的
心，呼叫：阿爸！父！ 7 可見，從此以後，你不是奴
僕，乃是兒子了；既是兒子，就靠著神為後嗣。

‧基督徒的新身分‧成長的後嗣‧復陷奴役 ‧呼籲 ‧夏甲與撒拉之喻



‧基督徒的新身分‧成長的後嗣‧復陷奴役 ‧呼籲 ‧夏甲與撒拉之喻

基督降世之前，神的子民都是承受亞伯拉罕所蒙的應許，

都「在師傅和管家的手下」，即在律法之下 四1-2

如同孩童的時候，受管於世俗小學之下，形同奴僕 四3

及至時候滿足，神就差遣他的兒子，

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

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贖出來，

叫我們得著兒子的名分 四4-5

信徒藉基督的救贖，被神收納為兒女，

從心裡能呼叫天父「阿爸，父！」

‧基督徒的新身分‧成長的後嗣‧復陷奴役 ‧呼籲 ‧夏甲與撒拉之喻

羅馬書 ─ 曾經是「罪的奴隸」、罪奴

加拉太書 ─ 曾經「受管於律法之下」、律法的奴僕

神的靈不斷的提醒我們，我們就是神的兒女，

來到神的跟前呼叫「阿爸，父！」

因為耶穌來了，

我們成為神的兒女，

過去在罪裡的不自由

已經是自由的

有良善、恩典在我們裡面

請自行閱讀下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四8 但從前你們不認識神的時候，是給那些本來不是神的
作奴僕； 9 現在你們既然認識神，更可說是被神所認識
的，怎麼還要歸回那懦弱無用的小學，情願再給他作奴僕
呢？ 10 你們謹守日子、月分、節期、年分。 11 我為你
們害怕、惟恐我在你們身上是枉費了工夫。

‧基督徒的新身分 ‧成長的後嗣‧復陷奴役‧呼籲 ‧夏甲與撒拉之喻

仍有淪陷、再回去做奴僕的困境

‧基督徒的新身分 ‧成長的後嗣‧復陷奴役‧呼籲 ‧夏甲與撒拉之喻

外邦人在基督來臨之前，

因為無知，作假神的奴僕，

曾給異教的規條作奴僕。

如今信了真神後，若守猶太律法，

便是再度陷於束縛奴役之中，

有失掉因信得來的義之危險。

提醒猶太教假教師的教導、

呼籲外邦人 ─

不要再成為奴僕



請自行閱讀下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四12 弟兄們，我勸你們要像我一樣，因為我也像你們一樣。你們一
點沒有虧負我。 13 你們知道我頭一次傳福音給你們，是因為身體
有疾病。 14 你們為我身體的緣故受試煉，沒有輕看我，也沒有厭
棄我，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穌。 15 你們當日
所誇的福氣在那裡呢？那時你們若能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剜出來
給我，也都情願。這是我可以給你們作見證的。 16 如今我將真理
告訴你們，就成了你們的仇敵嗎？ 17 那些人熱心待你們，卻不是
好意，是要離間你們（原文是把你們關在外面），叫你們熱心待他
們。 18 在善事上，常用熱心待人原是好的，卻不單我與你們同在
的時候才這樣。 19 我小子啊，我為你們再受生產之苦，直等到基
督成形在你們心裡。 20 我巴不得現今在你們那裡，改換口氣，因
我為你們心裡作難。

‧基督徒的新身分 ‧成長的後嗣 ‧復陷奴役‧呼籲‧夏甲與撒拉之喻 ‧基督徒的新身分 ‧成長的後嗣 ‧復陷奴役‧呼籲‧夏甲與撒拉之喻

現在基督來了，已經將所有人釋放出來，

干擾信徒的律法主義者

表面上雖熱心，實質上動機不純淨。

保羅表明他作屬靈父母之苦，

切望信徒按基督的形像被塑造起來。

力勸加拉太信徒要持守福音真理。

為甚麼要回到從前為奴時的情況呢？

盼望信徒不忘過去對他熱誠接待，

期望他們繼續持守下去。

‧基督徒的新身分 ‧成長的後嗣 ‧復陷奴役‧呼籲‧夏甲與撒拉之喻

保羅表明對加拉太人的關心：

當信徒被引誘偏離時，

保羅願意「再」受生產之苦。

我們主裡面的生命，

經過有人服事、栽培、建立，

成為門徒、屬主的兒女。

保羅真正有生命的連結，

不只是指責，更是有愛、關切，受生產之苦。

我為你們再受生產之苦，

直等到基督成形在你們心裡。四19

‧基督徒的新身分 ‧成長的後嗣 ‧復陷奴役‧呼籲‧夏甲與撒拉之喻

成為神兒女的新身分

基督長成的身量被建立

感動保羅的靈一樣感動我們，有深切的愛願意付諸行動：

根據真理確切的禱告，藉經文使基督成形在代禱的生命當中

漸漸成長
教導、關心、代禱

生產之苦需要非常多的「代禱」，

直等到基督成形在代禱對象的心裡。

生命的過程不只是真理教導、知識性的知道，

需要在上帝面前有深切的連結。



請自行閱讀下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四21 你們這願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請告訴我，你們豈沒有聽見律法嗎？
22 因為律法上記著，亞伯拉罕有兩個兒子，一個是使女生的，一個是自主
之婦人生的。 23 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著血氣生的；那自主之婦人所
生的是憑著應許生的。 24 這都是比方：那兩個婦人就是兩約。一約是出
於西奈山，生子為奴，乃是夏甲。 25 這夏甲二字是指著阿拉伯的西奈
山，與現在的耶路撒冷同類，因耶路撒冷和她的兒女都是為奴的。 26 但
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她是我們的母。 27 因為經上記著：不懷
孕、不生養的，你要歡樂；未曾經過產難的，你要高聲歡呼；因為沒有丈
夫的，比有丈夫的兒女更多。 28 弟兄們，我們是憑著應許作兒女，如同
以撒一樣。 29 當時，那按著血氣生的逼迫了那按著聖靈生的，現在也是
這樣。 30 然而經上是怎麼說的呢？是說：把使女和她兒子趕出去！因為
使女的兒子不可與自主婦人的兒子一同承受產業。 31 弟兄們，這樣看
來，我們不是使女的兒女，乃是自主婦人的兒女了。

‧基督徒的新身分 ‧成長的後嗣 ‧復陷奴役 ‧呼籲‧夏甲與撒拉之喻 ‧基督徒的新身分 ‧成長的後嗣 ‧復陷奴役 ‧呼籲‧夏甲與撒拉之喻

保羅年代耶路撒冷
猶太人

在律法的監護之下

另一個耶路撒冷，
在基督裡得享

亞伯拉罕福分的人的母親

當時，那按著血氣生的

逼迫了那按著聖靈生的，現在也是這樣。四29 

從前以至如今，基督徒不應捨棄我們在基督裡的自由，

而回到從前律法捆綁的景況中

撒拉：亞伯拉罕的妻子

新約

夏甲：奴僕、使女

西奈之約

‧基督徒的新身分 ‧成長的後嗣 ‧復陷奴役 ‧呼籲‧夏甲與撒拉之喻

屬地的耶路撒冷
象徵猶太律法主義

屬靈的耶路撒冷
象徵教會

撒拉：亞伯拉罕的妻子

新約

夏甲：奴僕、使女

西奈之約

所生的兒子
無權繼承

亞伯拉罕的家業

今日凡自甘服在
律法以下的人
不能承受

神所應許的祝福

憑應許所生的兒子以撒
有權繼承父親家業的

合法地位

今日因信稱義的人
有神兒子的名分

應許承受神的祝福

要憑應許做神的兒女，不應再做律法的奴僕

‧基督徒的新身分 ‧成長的後嗣 ‧復陷奴役 ‧呼籲‧夏甲與撒拉之喻

我們願意積功德、努力認真追求

有行義行善的自由，

而不是藉行義行善換取救恩。

我們渴望行善、像天父的完全一樣

千萬不要本末倒置：

不是因我追求、行義，才使我得救

是因無條件的救恩、

因著信成為神的兒女，

自然有神兒子的生命 ─

有神的愛、智慧，樂意行善



‧基督徒的新身分 ‧成長的後嗣 ‧復陷奴役 ‧呼籲‧夏甲與撒拉之喻

加四27

素無子女的撒拉，

因著神的應許生了以撒

新約時代的教會比猶太教

更「多產」、生養眾多、更有榮耀

不懷孕、不生養的，你要歡樂；

未曾經過產難的，你要高聲歡呼；

因為沒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兒女更多。賽五四1

基督釋放了我們，叫我們得以自由。

所以要站立得穩，不要再被奴僕的軛挾制。五1

禱告禱告

謝謝耶穌真讓我們成為你的兒女，

賜給我們聖靈，

讓我們可以呼叫

「阿爸，父」

為你的恩典獻上感恩。

讓我們繼續體會在基督裡的自由，

可以有創意的、積極的，跟隨你、榮耀你！

問題思想問題思想
在我們做孩童的時候，受管於世俗小學之下，

形同奴僕，及至時候滿足，

神為我們做了什麼、使我們擁有新的身份？

四12-20 保羅力勸加拉太教會要持守福音真理，

在這段經文中，

他用了什麼語句來形容自己對他們的深切關心？

click 左下角 可以閱讀解答 問題思想問題思想
在我們做孩童的時候，受管於世俗小學之下，

形同奴僕，及至時候滿足，

神為我們做了什麼、使我們擁有新的身份？

四12-20 保羅力勸加拉太教會要持守福音真理，

在這段經文中，

他用了什麼語句來形容自己對他們的深切關心？

我為你們再受生產之苦，直等到基督成形在你們心裡 四19

四4-5 及至時候滿足，神就差遣他的兒子，為女子所生，

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贖出來，

叫我們得著兒子的名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