勸勉與分辨
加拉太書 第八課…

如果我們把加拉太書分成兩個大的部分
如果我們把加拉太書分成兩個大的部分，
 第一個部分 一6「我希奇你們」開始，四11「我為你們害怕」來做結論
 第二個部分 四12
四12-六10
六10「呼籲、勸誡」，前面部分作第二個部分的背景
呼籲 勸誡」 前面部分作第二個部分的背景
當我們已經講完了第一個大部分，現在要進入第二個部分。
保羅就對加拉太的信徒提出了兩個勸誡，
一個勸誡在 四12-五12「要抵擋猶太教的威嚇」；
一個勸誡在 五13-六10「要活出真實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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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拉太書 四1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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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裡呢？那時你們若能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剜出來給我，
當
誇
氣
若
來 我
也都情願。這是我可以給你們作見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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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們進到第二個大部分的開始就是 四12—要抵擋猶太教的威嚇。
四12 20 我們看到保羅個人的呼籲，這一段流露出保羅非常強烈的情感，
四12-20

16 如今我將真理告訴你們，就成了你們的仇敵嗎？
如今我將真 告訴你們 就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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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你們熱心待他們。
在善事
常
待 原是
單我
同在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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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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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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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也不是第一次流露，當我們從 第一章 一直拉到現在，
在字裡行間保羅多次流露出他強烈的情感，在這個地方也是一樣。
保羅強烈的情感就是要喚起加拉太信徒回想，他們以前是如何熱烈接待神的僕人，
現今卻是那樣的冷漠，先前的熱忱跟他們現今的冷漠來相對照，
19 20 但是保羅說我沒有變啊，保羅對他們的關懷從來沒有改變。
19-20
但是保羅說我沒有變啊 保羅對他們的關懷從來沒有改變
12 有勸勉也有緬懷。首次在 四12 出現的「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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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勸」你們要像我一樣，因為我也像你們一樣。這是保羅的一個說法。
我
勸」你們要像我 樣 因為我也像你們 樣。這是保羅的 個說法
 保羅請求他們不要被那些煽動者帶入了歧途，
而是要像他那樣脫離了律法的束縛，
他說我勸你們要像我一樣
 保羅已經脫離了律法的束縛，
而加拉太信徒也已經因著相信而脫離了，
你現在為什麼要走回頭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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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這兩句話：
 我勸你們像我一樣—已經脫離了律法的束縛
我勸你們像我一樣 已經脫離了律法的束縛
 因我也像你們一樣—我就好像是外邦人一樣，
沒有在律法以下，甚至於被猶太人
也視同如同沒有律法的外邦人了
12b 「你們一點沒有虧負我」，
表達出保羅對以往加拉太人是如何善待他 他到現在還心存感激
表達出保羅對以往加拉太人是如何善待他，他到現在還心存感激，
而且他很盼望這樣的關係不要被破壞。
保羅在第一次宣教旅程的時候，他的那樣的勞力、辛苦；
然後他所帶下的福音的果子如今出了狀況。
我們也想到保羅說「我沒有變」，你們以前也都沒有虧負過我，
我到現在還深深地感激著你們以前那熱忱的善待。
保羅在寫這封信的時候，字裡行間其實仍然帶出了他的痛心！
牧者、同工、信徒之間關係的破壞，
都是讓人非常痛心的事！

合一被破壞，
 彷彿失去了耶穌在 約十七 大祭司的禱告
所強烈禱告的主題：求父神讓祂的兒女可以「合一」
 就好像是父與子的合一一樣，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
也是保羅在以弗所書裡所讓我們看見的
合一被破壞、關係被破壞，那是讓人非常非常痛苦的。
我們在這個新關係裡，在教會屬靈的大家庭裡，
大家和樂相待是多麼的好，彼此接納、相顧、相愛，
千萬不要彼此相咬相吞，那是非常恐怖的事情
千萬不要彼此相咬相吞，那是非常恐怖的事情—
這是保羅的勸誡，也是我們今天要引以為警誡的事情。
13-14 你們知道我頭一次傳福音給你們，是因為身體有疾病。
你們知道我頭 次傳福 給你們 是 為身體有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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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現在呢？15a 你們當日所誇的福氣在哪裏呢？
福氣」也可以作為 歡樂」，有 個版本的聖經：現在你們的歡樂在哪裏呢？
「福氣」也可以作為「歡樂」，有一個版本的聖經：現在你們的歡樂在哪裏呢？
另外一個翻譯：你們當日所自許為有福的在哪裏呢？
 你們當日因為接待我的那個歡樂在哪裏呢？
 你們當日所自許的那個有福在哪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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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說保羅的疾病影響他的視力，
保羅到底得了什麼樣的疾病，
我們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或者確據來說。
但是在這個地方所出現的保羅的身體不好，
甚至影響到他的視力，假如這麼解釋的話，就是—
你們如果可能的話，願意把自己的眼睛都剜出來給我，
有這樣的 個緊密的關切
有這樣的一個緊密的關切。

加拉太人因為感戴保羅把福音給他們，看到保羅宣教的熱忱和愛心，
所
所以他們就以接待、以照顧保羅為有福。他們很愛傳道人，他們很愛宣教士，
們就 接待
照顧保羅為有福
們很愛傳道
們很愛宣教士
他們看到保羅把寶貴的福音給了他們，就非常的感謝、十分的感動。
保羅身體不好，他們就接待、他們就照顧，
他們也覺得你給我這樣的機會，那這是我的福氣啊，這也是我的喜樂—
這個是保羅在回想、在緬懷當日的這樣的情況，
而且加拉太人所表達出來的那樣的一個深深的關切。
1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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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可以給你們作見證的。
這個地方講到加拉太人對保羅感情的真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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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保羅首次到了他們那裡 然後與他們所建立的美好關係
這是保羅首次到了他們那裡，然後與他們所建立的美好關係，
他們接待保羅、幫助保羅，善盡了接待的工作，讓保羅感受在心中。

還有另外一個解釋，「剜眼」這樣的詞彙
其實是 個非常生動的描寫
其實是一個非常生動的描寫，
因為舊約很多的地方都是用「瞳孔」來表達身體當中最寶貴的部分，
所以「剜眼」的意思不是講到物質上的，
乃是說「你們願意把自己最寶貴的東西來給我」，
有這樣的一個另外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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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如何，加拉太人願意把自己所有的給他，
不論如何
加拉太人願意把自己所有的給他
不論是物質的，這樣的一個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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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摩太後書—保羅殉道之前所寫的書信，提後四2 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
哥後二17 我們不像那許多人為利混亂神的道；
乃是由於誠實，由於神，在神面前憑著基督講道。
這是一個傳道人非常重要的心志，福音信息是不能改變的，不能投人之所好的。

現在怎麼樣呢？這個落差太大了，
四16 如今我將真理告訴你們，就成了你們的仇敵了嗎？
原來是一個熱切的接待者，甚至連剜眼都願意—若是能行，
但現在呢？現在變成仇敵、成為對立。
這個地方是說從加拉太人的角度來看保羅，他們認為
保羅向他們心存敵意，傳福音傳得不清楚，對他們不懷好意。

四17-20 保羅就教導信徒要分辨什麼才是「真正的熱心」，

因為他很清楚知道這些擾亂者真正的動機是為著離間他們。
17 那些人熱心待你們
那些人熱心待你們，卻不是好意，是要離間你們，叫你們熱心待他們。
卻不是好意 是要離間你們 叫你們熱心待他們

其實他們就是受了攪擾者、煽動者的蠱惑啊，
他們就認為保羅對他們不懷好意，
沒有把完全的福音告訴他們 從加拉太人的角度來看保羅了
沒有把完全的福音告訴他們—從加拉太人的角度來看保羅了。
保羅卻帶出來的是使徒的權柄。
使徒的權柄不因為他的信息是不是受到歡迎而改變—
你們現在覺得我不好、我沒有把福音傳清楚，我就投你所好吧—保羅不是這樣。
使徒的權柄，讓他在傳講信息，這個信息是從神領受，而不是從人領受的，
很清楚的知道這個信息的來源 因此不管他的信息是不是受到歡迎
很清楚的知道這個信息的來源，因此不管他的信息是不是受到歡迎，
他不會改變信息的內容。改變的不是保羅，改變的是加拉太教會的弟兄姐妹。

保羅告訴信徒你要分辨什麼是真正的熱心，那個投你所好的不一定是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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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這樣。

「在善事上」跟「不是好意」來相對的，意思是說，為了好的目標，出於好的動機，
「在善事上
「
意
相對的 意思是說 為
的
出於 的動機
那個真正熱心待人應該是「以對方的益處，能夠使人得造就為目標」。
保羅願意加拉太人受到真正的關切 而這個關切不 定是全部是由他而來的
保羅願意加拉太人受到真正的關切，而這個關切不一定是全部是由他而來的，
但你總要分辨什麼是真正的熱心，不是說你講的都對都好，那個叫作對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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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要懂得什麼是真正的老師，他要懂得真正的老師他所關切的是：
受教者的生命能夠長大成熟。
所以保羅在這裡語重心長的告訴他們：那些人不是好意啊，是要離間你們。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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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

四21 夏甲和撒拉的比喻，是保羅在加拉太書當中

我巴不得現今在你們那裏，改換口氣，因我為你們心裏作難。
我的孩子們，這就是保羅屬靈的孩子，
他所建造的、他所傳福音所建立的教會，
他是這麼親切的來稱呼他們。在 19-20 所帶出來的，
就是保羅在基督裡面，他以父親的慈愛和關懷讓信徒感受得到。
信徒背離了福音的真理 好像保羅為他們再受生產之苦
信徒背離了福音的真理，好像保羅為他們再受生產之苦，
包括為他們害怕，11 我為你們害怕，20 我為你們心裡作難，
譯
譯
十
新譯本的翻譯是說；十分困擾。
我十分困擾，我心裏害怕，唯恐我在你們身上枉費工夫，
我十分困擾這個光景，這樣的情況我很擔心。
這些字句或者裡面的意思 在讀經的時候我們都能夠很深的體會
這些字句或者裡面的意思，在讀經的時候我們都能夠很深的體會。
林後十一29 有誰軟弱，我不軟弱呢？有誰跌倒，我不焦急呢？
這就是一個神的僕人的服事心態，他真的把他的全心全意放在弟兄姐妹的身上，
這就是
個神的僕人的服事心態 他真的把他的全心全意放在弟兄姐妹的身上
這樣的一個心態的呈現，真的看到保羅作教導者的美好的見證。

闡釋新約勝過舊約非常突顯的 個實例
闡釋新約勝過舊約非常突顯的一個實例。
21 他用一個「告訴我」來作開始，28、31 兩次呼喚弟兄們，
比喻的重點在於保羅引用了兩段舊約的經文，
裡面有四個命令：
 27 引用的是 賽五十四1，
在這節當中有「歡樂、產難、高聲歡呼 三個命令
在這節當中有「歡樂、產難、高聲歡呼」三個命令
 30 引用的是 創廿一10 把使女和他兒子「趕出去」
我們看到的歡樂、產難、高聲歡呼、趕出去，有這四個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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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派的基督徒，就是這些擾亂者、煽動者，
宣稱保羅所傳的信息代表的是「以實瑪利式的真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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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以實瑪利是亞伯拉罕的第一個兒子，
事實上只有以撒才是亞伯拉罕的真兒子。
這些外邦的加拉太信徒 他們就要跟以撒和以色列民族連在 起
這些外邦的加拉太信徒，他們就要跟以撒和以色列民族連在一起，
他不是要跟以實瑪利這個非以色列族來跟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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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保羅就針對煽動者，提出兩條路線來加以反駁：
 夏甲和以實瑪利是奴隸和血氣的產物
 撒拉和以撒代表著自由和應許
他用「西乃山和現在的耶路撒冷」對比「在上的耶路撒冷」，
他就駁斥對方的講法，他們所代表的才是
以實瑪利式的真理，不是保羅所教導的。
他們所教導的、所看到的，
夏甲不但是與西乃山相連，
猶太派基督徒所推崇的律法就是由此而出，
也是與現在的耶路撒冷相連，
也就是帶出了耶路撒冷和其中的兒女，他們就是為奴的。

21~23 講到「兩個母親」不同「身分」的對比，
兩個兒子」不同 出身」的對比，是互相依附的。保羅在其中看到了
「兩個兒子」不同「出身」的對比，是互相依附的。保羅在其中看到了
「憑著血氣、憑著自己」、和「倚靠上帝、憑著應許」
這兩者之間的對比、它們的關係
「靠行為稱義」和「因信稱義」，是同樣的一個對比
24~27 保羅就用寓意的方式來帶出了他的立論：
受束縛的

撒拉、以撒和屬靈的耶路撒冷，卻是被涵蓋在神的應許當中，
並且保羅和加拉太教會的信徒們都是應許的兒女。
這一段他所強調的就是：信、稱義、自由的關係，
這
段他所強調的就是：信 稱義 自由的關係
這是藉著亞伯拉罕、撒拉、以撒而作成的。

 靠律
靠律法稱義的
義

 因信稱義的
信稱義的

 夏甲，是奴婢的身分

 撒拉，她是自由婦人的身分

 以實瑪利，憑著血氣而生

 以撒，憑著應許而生

 西乃山是律法之約
西
是律法之約

 應許信心之約是讓人得自由的

 現在的耶路撒冷，等於是猶太教

 在上的耶路撒冷，也就是神的教會

 現在的耶路撒冷它的兒女們
現在的耶路撒冷它的兒女們—

 在上的耶路撒冷
在上的耶路撒冷—教會以及它的兒女，
教會以及它的兒女

那些律法主義者

也就是所謂的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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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人認為他們只有一個約，而這約就是神與祂的子民所立的永約，
結卅七26 我要與他們立平安的約，作為永約。
因此對猶太人而言，新約是尚未來到的彌賽亞時代。
從這個背景你就不難明白，為什麼保羅要把猶太人比為
以實瑪利的後裔，他們的確是西乃之約的兒女。
29 當時那按著血氣生的，逼迫了那按著聖靈生的。
讓我們很清楚的看到 按著聖靈生的是受逼迫的
讓我們很清楚的看到，按著聖靈生的是受逼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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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父，我們感謝你，
天父
我們感謝你
藉著查考經文，
讓我們更深的確定了自己的身分，
讓我們更深的知道我們得著了些什麼，
我們再次的向主獻上感謝。
求主保守我們的
求主保守我們的心，
讓我們不再被奴僕的軛所轄制，
好讓我們常常得享在基督裏的自由。

但是感謝主，我們需要靠著主的恩典，也要持定這樣的信仰，
哪怕在今天也有很多的 些錯誤的言論 甚至也對我們直接地來作挑戰
哪怕在今天也有很多的一些錯誤的言論，甚至也對我們直接地來作挑戰，
但我們仍然要在主的恩典當中持定這樣的一個立場。
林後五17 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

我們向主獻上感謝，我們是得自由的一群，
我們不再是受束縛的，我們是因信而稱義的兒女。
感謝主 現今我們不是使女的兒女 乃是自主婦人的兒女了
感謝主，現今我們不是使女的兒女，乃是自主婦人的兒女了。
我們向主獻上感恩！

自由的

這樣的禱告感謝，奉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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