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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拉太書 四28~五12

28 弟兄們，我們是憑著應許作兒女，如同以撒 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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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承受產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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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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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我 保羅告訴你們 若受割禮 基督就與你們無益了02 我－保羅告訴你們，若受割禮，基督就與你們無益了。
03 我再指著凡受割禮的人確實地說，他是欠著行全律法的債。
04 你們這要靠律法稱義的，是與基督隔絕，從恩典中墜落了。

我們靠著聖靈 憑著信 等候 盼望的義05 我們靠著聖靈，憑著信心，等候所盼望的義。
06 原來在基督耶穌裡，受割禮不受割禮全無功效，惟獨使人生發仁愛的信心才有功效。
07 你們向來跑得好，有誰攔阻你們，叫你們不順從真理呢？

導08 這樣的勸導不是出於那召你們的。
09 一點麵酵能使全團都發起來。
10 我在主裡很信你們必不懷別樣的心；但攪擾你們的，無論是誰，必擔當他的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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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弟兄們，我若仍舊傳割禮，為甚麼還受逼迫呢？若是這樣，那十字架討厭的地方就沒有了。
12 恨不得那攪亂你們的人把自己割絕了。

福音的真義福音的真義

當我們思想到

四28 弟兄們，我們是憑著應許作兒女，如同以撒一樣。

那地方告訴我們一些應用以及保羅的勸誡。那地方告訴我們一些應用以及保羅的勸誡。

對基督徒而言，既是如同以撒一樣是所應許的作神的兒女，

也就是讓我們思想到，保羅提醒：我們就要預備受逼迫。

但是當我們如果按照神的旨意來行事的時候，

我們也必會蒙受非常好的神所賜給我們的產業，那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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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猶太人解釋 創廿一10 也就是 加四30，把它解釋為上帝唾棄了外邦人猶太人解釋 創廿 10 也就是 加四30，把它解釋為上帝唾棄了外邦人

但是神卻啟示祂的使徒保羅，很巧妙地把這樣的一句話

帶回到「不信的猶太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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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他們才是遭神唾棄不能夠承受產業的人

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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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文法結構上，它是一個獨立的一節，因為在 1、2 都沒有看到連接詞在文法結構上，它是一個獨立的一節，因為在 1、2 都沒有看到連接詞

但是在文意上，它卻有承上啟下的作用，一方面把前面這一段也就是 四21-31，

甚至第三章、第四章 整個把它總括起來；

另一方面也帶出了下面的一些經文的陳述，可以算是以後經文的一個導言

這個地方「自由」是「帶著冠詞的自由」，

也就是這個自由是什麼自由呢？就是前面所說的那樣的自由：

屬於自主婦人的兒子的那樣的自由，四21-31；

屬於長大成人的孩子的、已經成人的他的自由，四1-7。屬於長大成人的孩子的 已經成人的他的自由，四1 7

也就是說，基督徒已經脫離了律法的挾制，

我們就脫下了所負的重軛，然後我們就得以自由了。

既然你得以自由了，自由是多麼的好呢！

你不要再重蹈覆轍，不要把那律法的軛再加在自己的身上，

你要珍惜這個自由 看重這個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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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珍惜這個自由、看重這個自由，

不要回到原先作奴僕的軛的挾制之下。



作基督徒得自由真好，

約八32 耶穌說：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約八32 耶穌說：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

我怎麼得自由呢？是因為我懂得真理了，是因為我明白真理、

我曉得真理了，我知道這個真理是由主自己的捨命、

成全救恩而來，我在福音的真理之下得享自由。

所以，當我們更深地來明白神的心意，當我們更明白神話語的意思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在神話語當中得著自由 我們在救恩當中得著了自由我們就可以在神話語當中得著自由，我們在救恩當中得著了自由。

詩一一九45 我要自由而行（或譯：我要行在寬闊之地），因我素來考究你的訓詞。

我要自由而行，這個自由不是放縱的自由，這個自由乃是釋放了，我要自由而行 這個自由不是放縱的自由 這個自由乃是釋放了

這個自由乃是在主的恩典當中沒有任何的束縛，沒有任何的挾制；

在主的愛的海洋當中是何等的舒暢—那個叫作自由。

在神的話語當中，我們明白真理，我們就得著了自由。

基督徒看重這個自由，保羅看重這個自由，

他真的深深的惋惜著加拉太教會的信徒得著了自由 卻彷彿又失去了這個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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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真的深深的惋惜著加拉太教會的信徒得著了自由，卻彷彿又失去了這個自由，

把自己重新的放回律法挾制的重軛之下，這是非常可惜的。

在這樣的開場白或者在這節經文當中，保羅自然的就帶出了福音真正的意義，

那是在五2-12。我們可以分成兩個部分來看：那是在五2-12。我們可以分成兩個部分來看：

 2‐06承接著 1所宣告的基督徒的自由開始，結束在保羅對猶太派基督徒的宣告

 7‐12保羅用一種諷刺的、責備的語調，再來陳述在他心裡的勸誡、或責備

讓我們思想到保羅常常告訴我們的，就是：「跑」，「跑」的比喻，

就是保羅以及早期的基督徒，常常在用的一個字：

「自 為福音所 的 夫1.「自己為福音所下的工夫」，

保羅常常用跑來描述他自己為福音所下的工夫。例如：

加二2 惟恐我現在、或是從前，徒然奔跑。加二2 惟恐我現在 或是從前 徒然奔跑

「跑」就是為著福音而下的工夫。

腓二16 將生命的道表明出來，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誇我沒有空跑，也沒有徒勞。

保羅所說的他是盡心竭力的在基督的日子，把生命的道表明出來。

2.「基督徒屬靈的生活」。腓三14 向著標竿直跑。

林前九24 豈不知在場上賽跑的都跑，但得獎賞的只有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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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前九24 豈不知在場上賽跑的都跑，但得獎賞的只有 人？

你們也當這樣跑，好叫你們得著賞賜。

五2-6 保羅怎麼樣來敘述「信心」跟「行為」連結的關係。

2一開始，我保羅告訴你們，加強了一個「我」，如果直接翻譯，2 開始，我保羅告訴你們，加強了 個 我」，如果直接翻譯，

前面還有「看哪」或者「聽哪」，那個地方的意思，就是

要所有的人把眼目聚集在他的身上，要仔細聽，留心聽，

聚焦在他所說的核心的真理當中

再加上，我保羅本人，多麼地強調的語氣！一方面引起讀者的注意，

方面也暗示他使徒的權柄 我們對以下他所說的話要嚴肅以對！一方面也暗示他使徒的權柄，我們對以下他所說的話要嚴肅以對！

這個地方，保羅直接的、第一次把割禮跟加拉太人放在一起，

這就是猶太派基督徒所傳的謬誤的福音中，最堅持的一件事情：這就是猶太派基督徒所傳的謬誤的福音中 最堅持的 件事情：

信主、接受耶穌救恩，除了相信以外，你還要行割禮、還有很多該做的事，

就成為得救的要件、不可缺的條件，這就是保羅非常生氣、憤怒的地方。

這一節把割禮跟信基督看作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方式，彼此相對，無法妥協，

這樣的思想從第一章開始一直到現在，我們並不陌生，

但這裡保羅更強調：我保羅本人，很嚴肅的告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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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裡保羅更強調：我保羅本人，很嚴肅的告訴你，

前面還加上了一個看哪，讓大家更能夠來注意他下面要講的事。

弟兄姐妹，信耶穌是非常寶貴的一件事，認識主是這一生最美的祝福。

不要在這單純的信仰加上很多人意的思想，破壞了那個信仰的純、真、善、美。不要在這單純的信仰加上很多人意的思想，破壞了那個信仰的純、真、善、美。

保羅所提醒我們的：

沒有中立的地帶，你若不在基督裡，就是在亞當裡；

你若不在新的紀元裡，你就在舊的紀元裡；

你若不在舊人裡，那麼你應該就在新人裡。

這個沒有辦法妥協的 不能腳踏兩條船這個沒有辦法妥協的，不能腳踏兩條船。

五3 我再指著凡受割禮的人確實地說，他是欠著行全律法的債。

「再指著凡受割禮的人」，他用的是「現在」的時態，而不是「完成」的時態，再指著凡受割禮的人」 他用的是 現在」的時態 而不是 完成」的時態

保羅所表明的、當時他所思想的，不是那些已經接受割禮的猶太信徒，

而是任何一個聽從了煽動，然後以遵守律法為得救的必要條件，

又以受割禮為遵守律法的途徑的這樣的外邦基督徒

如果你認為這個就叫作行律法，

那麼我告訴你還有好多的誡命、律例，你要去遵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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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我告訴你還有好多的誡命、律例，你要去遵守啊！

這是一個非常嚴肅的提醒，甚至是一個非常嚴肅的警誡。



4 你們這要靠律法稱義的，是與基督隔絕，從恩典中墜落了。

這是一個好嚴重的結果！這是一個基督徒一定不願意碰到的情況，這是 個好嚴重的結果！這是 個基督徒 定不願意碰到的情況，

「從恩典中墜落」就指出恩典是信徒新生命的範疇，

信徒藉著相信能夠進入神的恩典當中，我們可以站在這個恩典當中

「從恩典中墜落」就解釋了前面一節

什麼叫作「與基督隔絕」

我們每天都在享受神的恩典，每天睜開眼睛，

我們就享受著上帝要賜給我們一個新的一天，

每早晨都是新的！每早晨都是新的！

我們享受許多神的恩典，這個恩典數算不盡，

不是要等到一年到了年末的時候，然後我們就來開個感恩的聚會，

我們來數算恩典，固然是好，其實恩典應該天天的數算。

祂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祂賜給我們行走的道路上總是滴下著脂油，

所 恩典是我們所寶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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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恩典是我們所寶貴的，

我們絕對不願自己從恩典中墜落了，你說是嗎？

羅一 講到外邦人犯罪猶太人就拍手了，外邦人真是罪大惡極，

羅二 你，你這稱為猶太人的，其實猶太人也犯罪，羅二 你，你這稱為猶太人的，其實猶太人也犯罪，

羅三 世人都犯罪，沒有一個是義人，連一個也沒有。

羅二4 難道你要藐視祂豐富的恩慈，

不曉得祂的恩慈是領你悔改嗎？

當我們藐視神的恩典，彷彿就不曉得祂的恩典是帶我們回頭，

祂的恩典要領我們悔改祂的恩典要領我們悔改。

如果我們藐視神的恩慈，就要為自己積蓄憤怒了，

那個憤怒是當基督再來的時候，那個憤怒是當基督再來的時候

神對那抵擋祂福音的人的憤怒，

沒有人要積蓄這樣的憤怒。

所以恩典不容藐視、恩典更要珍惜，

恩典是不能用其他任何的努力來交換而得的，

因為那是神的兒子捨命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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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那是神的兒子捨命的代價！

福音是白白的恩典，但它絕對不是廉價的恩典！它乃是無價的恩典。

5、6其實前面有一個「因為」，然後接下去 5、6來支持 2~4的論點。

5就從 4的反面來提出證據，保羅就證明靠行律法是無效的，5就從 4的反面來提出證據，保羅就證明靠行律法是無效的，

5 我們靠著聖靈，憑著信心，等候所盼望的義。

「我們」是跟「煽動者」是相對的，

指著保羅還有其他真的信徒、真的基督徒，

我們靠著聖靈，憑著信心，來等候所盼望的義。

這個地方講到的是保羅神學裡很重要的「已然 與「未然 的說法這個地方講到的是保羅神學裡很重要的「已然」與「未然」的說法，

我們已經得著了義了，是在主的救恩當中因信而稱義了，

我們已經有了稱義的地位，這個叫「已然」我們已經有了稱義的地位 這個叫 已然」

然後我們行走天路、追求成聖，直等到主再來，

然後已經稱義的地位被主在末日公開的宣告了，公開宣告我們是義者

所以這個地方講到等候所盼望的義，很清楚的看到基督徒的末世觀。

保羅強調我們是靠著聖靈，不是靠著肉體；憑著信心，不是憑著律法。

我們是熱切地等候 等候所盼望的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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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熱切地等候，等候所盼望的義，

等候祂再來的時候祂宣告我們義者的地位。

6b受割禮不受割禮全無功效，惟獨使人生發仁愛的信心。

惟獨被愛所激勵的那個「信」那才寶貴，割禮與否完全無效惟獨被愛所激勵的那個 信」那才寶貴，割禮與否完全無效

經文把信心和割禮放在相對的地位，把信心和律法也放在對比的思想，

這樣的對比，掌控了 2‐6的思想，也掌控了加拉太書整卷書信的思想

7~12十字架與割禮…
7~8就像開始所說的，就是用在場上賽跑來比喻一個人的屬靈生活。

你們向來跑得好 那表示他們以前跑得很好 那為什麼現在出了差錯呢？7你們向來跑得好。那表示他們以前跑得很好，那為什麼現在出了差錯呢？

有誰攔阻你們，叫你們不順從真理呢？

這有點像加三1以後有連著許多的問題，不用回答了，那個誰我們很清楚了這有點像加三1以後有連著許多的問題，不用回答了，那個誰我們很清楚了—
那個煽動者、擾亂者，這一些猶太派的基督徒，他們在勸誘你，

8這樣的勸導不是勸導，更是誘惑你，他們勸誘你不是出於神。

不管他們的身分地位是如何，他們有一天也要見主，

他們有一天要交帳，他們沒有辦法交帳，

他們必擔代 他們必擔當他們自己的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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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必擔代、他們必擔當他們自己的罪名，

新譯本說他們必定要受刑罰。



聖經裡的人物，有些人先前跑得好、後來不好，例如說所羅門；

有些人先前不太好、但是以後很好，例如說雅各。我們當然希望越來越好，有些人先前不太好 但是以後很好，例如說雅各 我們當然希望越來越好

我們本來是不好，在主的恩典當中被祂改變更新，舊人換為新人；

抓緊這個恩典，努力的往前跑，希望越跑越有能力、越勇敢、越堅強，越來越好。

保羅在信主以前，他很殷切地在傳他現在所反對的，他會傳割禮以及其它的律法，

11 弟兄們，我若仍舊傳割禮，為什麼還受逼迫呢？

我若仍舊傳割禮 那十字架討厭的地方就沒有了我若仍舊傳割禮，那十字架討厭的地方就沒有了。

保羅就不會被人厭棄了；如果他跟以前沒有兩樣，當然他也沒有屬神的生命。

「十字架討厭的地方」，好特別的一句話—也就是十字架絆倒人的地方。十字架討厭的地方」，好特別的 句話—也就是十字架絆倒人的地方。

討厭就是指著障礙、陷阱，使人犯罪墮落的誘惑

它典型的用法就是使人反感

我們如果對人講：信耶穌很好，有喜樂，有平安，哪個不要？

但如果我們講到罪、十字架、寶血，你如果不提罪，好像福音就很容易嘛，

但是你知道那不是正途 那不是真正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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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你知道那不是正途，那不是真正的福音。

十字架討厭的地方，不信的人絆倒在其上，相信的人卻得著了永生。感謝主！

我天父，我們感謝你！

在你兒子耶穌基督的救恩當中，

我們得享自由寶貴的恩典。

主啊！幫助我們保守我們的心，主啊！幫助我們保守我們的心

讓我們一直在你的恩典當中，

並且向著標竿直跑！並且向著標竿直跑！

我們這樣的感謝禱告，我們這樣 感謝禱告

奉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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