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闡釋新關係闡釋新關係

在三26以後，保羅用了很多的「都」，也用了「在基督裏」、「信基督耶穌」、

「受洗歸入基督」、「披戴基督」，然後「屬乎基督」；

我們看到這個新關係的建立，和基督密切的連結。我們看到這個新關係的建立，和基督密切的連結。

弟兄姐妹，當我們在過教會生活的時候，都特別感受到與肢體互動的寶貴，

很可能一個禮拜跟弟兄姐妹見面不只一次，除了主日敬拜、可能有禱告會、很可能 個禮拜跟弟兄姐妹見面不只 次 除了主日敬拜 可能有禱告會

家庭小組、參加特別的服事訓練，有很多的機會把我們湊在一塊，

我們享受「神的大家庭當中的肢體相交之樂」—那是因為有個新的關係。

在教會裡面我們有共同的生命，

我們就可以領受從神而來的、

共同的 美好的祝福 這就是新的關係共同的、美好的祝福，這就是新的關係。

我們珍惜這個新關係、看重這個新的關係，

也在教會裡面彼此勉勵追求屬靈生命的成長。

2

屬

所以到了加拉太書第四章，我們看到保羅他就繼續的在闡釋這個新的關係。

加拉太書 四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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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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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要把律法以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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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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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節期、年份，

11 我為你們害怕，惟恐我在你們身上是枉費了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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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就在第四章 他針對前面所說的

「三23-25 在律法下」、「三26-29 在基督裏」三23 25 在律法下」、 三26 29 在基督裏」

作進一步的闡釋。

他用的就是一個當時羅馬的貴族家庭裏的孩子，

他在師傅或監護人以及管家手下的成長，來作一個類比。

摩西律法的監護，意謂著是一個暫時的、過渡的性質，

當神的時候滿足 當基督來臨 基督徒就脫離律法的監管當神的時候滿足，當基督來臨，基督徒就脫離律法的監管，

也就是當我們信了耶穌以後，就脫離了律法的監管。

我們「在基督裏 ，就如同一個成熟的兒子，可以得享自由。我們「在基督裏」，就如同一個成熟的兒子，可以得享自由。

所以四1-7 保羅的討論是在一個救恩歷史的架構當中來進行的。

四1 我說那承受產業的，

就是連接著三29 的最後一句話：照著應許承受產業的這個字；

三29 所說的就是作亞伯拉罕的後裔

第四章 就是看到作神的後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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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就是看到作神的後裔

其實這兩者他講的是同一件事。



猶太人和外邦人在屬靈的意義上都沒有成年，也就是所謂的「孩童」。

從一個在監護人及管家照管的孩童的這個角度，從 個在監護人及管家照管的孩童的這個角度，

雖然他們在身分上、 在權利上是合法的繼承人，

或者說他是一個有產業的的主人，

但是當他作孩童的時候，在師傅、在管家、在監護人的手下，

跟他作奴隸其實是沒有什麼差別，

因為主權不在他 他是無權作主的 都是受制於別人的因為主權不在他，他是無權作主的，都是受制於別人的。

他可以行使他的權利是在什麼時候呢？

是當他的父親所指定的時候來到，是當他的父親所指定的時候來到

他就脫離了這種約束的關係，他就可以得以自由；

這個孩童他長大了，就真正的成為全業的主人了。

保羅用孩童在管家監護人手下，雖然是主人、小主人，

但事實上是無權作主受制於人的一個類比，來告訴我們

3「我們為孩童的時候 受管於世俗小學之下 的這樣的 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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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們為孩童的時候，受管於世俗小學之下」的這樣的一個思想，

保羅在前面 1‐2為 3來鋪路。

所謂「世俗小學」也可以把它翻譯成就是「世俗的言論」。

在早期的希臘文當中，小學指的就是「最基礎的教導」，在早期的希臘文當中，小學指的就是 最基礎的教導」，

甚至於就像是「字母」這麼簡單的意思。

來五12當作者想要講更深的一些真理的時候，來 當作者想要講更深的 真理的時候

發現讀者沒辦法進入情況，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只能吃奶不能吃乾糧。

作者就有點感慨了 看你們學習的 夫 本該作師父的作者就有點感慨了：五12 看你們學習的工夫，本該作師父的，

誰知還得有人將神聖言小學的開端另教導你們。

那些讀者屬靈的光景像孩子，只能吃奶不能吃乾糧，那些讀者屬靈的光景像孩子 只能吃奶不能吃乾糧

要用另外的所謂的小學、開端、基礎的事情來教導你。

從這樣的角度我們來思想：

我們成為基督徒之後，是不是也一直是長不大的一個孩子呢？

在這裡保羅所指的是什麼呢？他其實指的就是一種「宗教經驗」。

這個所謂小學 最基礎的教導 其實講的就是宗教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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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所謂小學、最基礎的教導，其實講的就是宗教經驗，

不論是猶太人或者是外邦人，那是一個最基礎的階段。

3 我們受管於世俗小學之下，5 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贖出來，

基督來就是要把在律法以下的人贖出來。基督來就是要把在律法以下的人贖出來。

再回應到三13 基督既為我們受了咒詛，就贖我們脫離律法的咒詛。

可以看到保羅中心思想裡，所謂世俗的言論或者說世俗小學，

他指的就是屬靈的捆綁工具，也就是所謂的「律法」。

對猶太人來講，律法成為一個屬靈的捆綁

對外邦信徒來講 宗教經驗 是異教 仰 禮儀對外邦信徒來講，所謂的宗教經驗也就是異教的信仰和禮儀，

對他們來講那是一個捆綁

普遍的道德法律的一些基本原則，也成為了一種轄制，普遍的道德法律的 些基本原則 也成為了 種轄制

因為他只知那其一，他卻沒有力量可以做到。

就好像強律法之所難給我們得著生命的供應，那是沒有辦法

在這地方讓我們所思想到的：保羅非常清楚的、他用比較的方法來講：

怎麼脫離這個律法的轄制？

就好像這個孩子他要慢慢長大 到了他父親指定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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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好像這個孩子他要慢慢長大，到了他父親指定的時候、

當他成人的時候，他就脫離了管家、監護人、師傅的手下。

既然我們講律法是一個過渡的性質，

律法是從外添的 從外進入的律法是從外添的、從外進入的，

神的定旨就不是只停在律法，

神要讓祂的兒子來成就、來成全一切。

4及至時候滿足，也有些翻譯本翻譯成「及至時機成熟」，

就像前面這個類比：有一個父親指定的時候，這個孩子長大了，

他就結束了在監護人或者是管家手下的日子

在救恩的歷史當中也有一個時候的滿足，

在上帝全權的定旨以及祂的主導之下，在上帝全權的定旨以及祂的主導之下，

祂差遣了祂的兒子來到世上

可一15 耶穌說：日期滿了， 神的國近了。你們當悔改，信福音！

約翰福音也會看到「很多的時候」，

耶穌來到地上有很多的時候，呈現不同的情境。

在你我得救的光景當中 在信 穌以後 我們屬靈的追求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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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我得救的光景當中，在信耶穌以後、我們屬靈的追求裡面，

神也定規了許多的時候，來成就祂在我們生命當中的計畫。



4a 神就差遣祂的兒子，講到神兒子的先存性。

4b 為女子所生，就強調了神的兒子真實的人性。4b 為女子所生，就強調了神的兒子真實的人性。

且生在律法以下，就帶出了祂願意與人認同的事實。

神的兒子，這位基督來到世上，祂為女子所生，

祂有真實的人性，祂生在律法之下，祂了解人所受的

一切轄制與痛苦，祂願意與人同理、祂願意與人認同。

來 祂也曾凡事受過試探 只是祂沒有犯罪 所以 我們儘管坦然無懼的來四 祂也曾凡事受過試探，只是祂沒有犯罪。所以，我們儘管坦然無懼的

來到施恩的寶座前，為要得憐恤， 蒙恩惠，作隨時的幫助。

寶座通常都是很威嚴的，審判的、有權柄的，但是祂的寶座是施恩的寶座寶座通常都是很威嚴的 審判的 有權柄的 但是祂的寶座是施恩的寶座

我們只管坦然無懼的來到施恩的寶座前可以蒙憐恤、蒙恩惠、

可以得著隨時的幫助，意思是你什麼時候需要幫助，

神的幫助就來了、就到了，神的幫助就給你了

5 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贖出來，叫我們得著兒子的名分。

這個兒子的名分講的就不是孩童了 這個兒子的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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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兒子的名分講的就不是孩童了，這個兒子的名分

就是指長大成年的兒子，我們就擁有這樣的身分了。

保羅在四6-7 就針對著 1-5就指出了這一切對加拉太信徒的切身意義：

我們可以稱神為「阿爸、父」。我們可以稱神為「阿爸、父」。

這樣親密的呼喊、稱呼，是耶穌禱告祂自己的迴響，

可十四36 當耶穌在客西馬尼園的時候，祂就是這樣禱告的：

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將這杯撤去。

然而，不要從我的意思，只要從你的意思。

「阿爸、父這是亞蘭語；呼叫阿爸、父，這個「呼叫」是非常激烈的、

很迫切的，情緒激動的：我知道我有一個可以依歸的、

我可以投訴的，我可以來到祂的面前，祂是我的父。我可以投訴的，我可以來到祂的面前，祂是我的父

這樣親密的稱神為阿爸、父是猶太人不敢作的事情。

約五 當耶穌在醫好了畢士大池的一個三十八年的癱子之後，

有人就指責祂在安息日做了不該做的事。耶穌就說：

「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祂稱神為父，猶太人很不高興的！

猶太人愈發想要殺祂 不單是因為祂犯了安息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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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人愈發想要殺祂，不單是因為祂犯了安息日，

並且祂還稱神為父，他們認為祂僭越了上帝的神聖。

當門徒請耶穌教導他們禱告，耶穌說你們禱告要這樣說：「我們在天上的父」，

祂不光是自己講阿爸、父祂不光是自己講阿爸、父

祂乃是把所有神的兒女放在一起—我們可以這樣說，我們在天上的父，

用一個心靈誠實的態度來到主的面前，呼叫阿爸、父，

為什麼？因為信徒確知自己就是神的兒女，有聖靈在我們的裡面

羅八15-16 你們所受的，不是奴僕的心，仍舊害怕；所受的，乃是兒子的心，

「因此我們呼叫：「阿爸、父」。聖靈與我們的心同證我們是神的兒女。

這是何等美好的身分，我們可以稱神為父！我們知道我們屬天的父，

這位神祂所帶給我們的各樣從上頭來的美好的祝福，這位神祂所帶給我們的各樣從上頭來的美好的祝福，

聖靈在我們的裡面與我們的心同證我們是祂的兒女。

羅八15-16 你們受的不是奴僕的心。

那個「心」它原來的意思就是「靈」，

你們不再是受奴僕的靈轄制了，你們乃是受兒子的靈，

你們所領受的是兒子的靈 所以你可以大聲的呼喊阿爸 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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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所領受的是兒子的靈，所以你可以大聲的呼喊阿爸、父！

聖靈與我們裡面的靈、我們裡面的人、我們的心同證我們就是神的兒女！

5「我們」得著兒子的名分，長大了；

6「你們 既稱為兒子 你發現他這個稱呼 稱謂的轉變；6「你們」既稱為兒子，你發現他這個稱呼、稱謂的轉變；

7「你」不是奴僕，乃是兒子了，他改用「單數的你」。

所以這個結論是：每一個加拉太的信徒，所以這個結論是：每 個加拉太的信徒，

你們都是長大成年的兒子了，你們都脫離了世俗小學的轄制了

不論是猶太人，不論是外邦人，我們在基督裏都成為新造的人

這麼美好的祝福，如果我們能夠把它持定，這是多麼好呢？

但事實不是如此，8‐11看到加拉太教會、加拉太的信徒在信仰上的危機。

在這 段 使用了 些質問的語法在這一段，使用了一些質問的語法，

帶出來的卻是他個人對加拉太信徒的關懷

當牧者帶著企盼，希望神的兒女能夠成長，有時難免激動，當牧者帶著企盼 希望神的兒女能夠成長 有時難免激動

有時也會責備，但是他裡面是深深的關懷

保羅就提醒他們：你們從前不認識上帝，你們原來是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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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原來是給那些本來不是神的作奴僕。



8有個「從前」；9有個「現在」，清楚表明他們原先的光景是如何，

原先他們所拜的、所跟從的不是真的神原先他們所拜的、所跟從的不是真的神

你們從前不認識神，現在既然認識神

8、9 的第一句話，就看到截然不同的身分、以及情境的轉換。

然後我們也思想到在我們個人身上，我們也有從前、也有現在。

不單是保羅、神的僕人，在人類歷史當中的每一個基督徒，

當我們領受救恩 想 前 看到 在 都會向神獻上感謝當我們領受救恩、回想從前、看到現在，都會向神獻上感謝。

約九 有一個生來是瞎眼的，耶穌就開了他的眼，

法利賽人就多方的盤問，甚至於說：你們知不知道這個人是一個罪人哪！法利賽人就多方的盤問，甚至於說：你們知不知道這個人是一個罪人哪！

但你看到這個生來瞎眼、但卻被醫治好、復明的人，他說了什麼話呢？

約九24-25 他說：他是個罪人不是，我不知道；

有一件事情我知道，從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見了。

弟兄姐妹，很寶貴—有件事情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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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我眼瞎、 現在我看見」 ，

保羅就希望加拉太的信徒也重新的認定你從前和現在的光景。

你們從前不認識神，但現在你對神有了認識和經歷了，

你藉著保羅的宣講，你藉著個人信心的回應，更何況救恩是出於神的主動，你藉著保羅的宣講，你藉著個人信心的回應，更何況救恩是出於神的主動，

9a 你們既然認識神，更可說是被神所認識的。

這救恩是出於神的主動，這樣的認識、救恩是何等的寶貴，

你現在卻遠離、卻轉離了你原先、起初所信的福音，

這你就是輕視、拒絕神的愚昧、無知的作為啊！

你現在回到你那個懦弱無用的小學 你情願給它作奴僕你現在回到你那個懦弱無用的小學，你情願給它作奴僕

這是保羅深深的嘆息！

保羅這樣的嘆息事實上也帶到了今天，保羅這樣的嘆息事實上也帶到了今天，

求主保守我們在主面前的心志。

11 我為你們害怕，惟恐我在你們身上是枉費了工夫。

保羅不是說我好辛苦，所以你們要記念我的辛苦，不是這樣的

乃是擔心、憂愁，他勞苦傳福音的結果沒有存在對方的身上

我們在這地方更可以看到神的僕人關心神的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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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這地方更可以看到神的僕人關心神的教會，

神的僕人看重神的羊，那樣的一個迫切的心態。

天父：我們感謝你！

我們清楚地知道，我們已經脫離了過去的轄制，

我們已經得享在基督裏的自由，我們已經得享在基督裏的自由

我們為我們享受自由而感恩，

我們為我們得著永生之福而感恩！我們為我們得著永生之福而感恩！

求主保守我們的心，

我們乃是被你所認識、被你所愛的一群人，

讓我們可以也同樣的保守自己在你的愛裏，

謝謝主！

聽我們的禱告 奉耶穌的名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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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我們的禱告，奉耶穌的名，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