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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释新关系阐释新关系
在三26以后，保罗用了很多的「都」，也用了「在基督里」、「信基督耶稣」、

「受洗归入基督」、「披戴基督」，然后「属乎基督」；

我们看到这个新关系的建立 和基督密切的连结我们看到这个新关系的建立，和基督密切的连结。

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过教会生活的时候，都特别感受到与肢体互动的宝贵，
很可能一个礼拜跟弟兄姐妹见面不只一次，除了主日敬拜、可能有祷告会、很可能 个礼拜跟弟兄姐妹见面不只 次，除了主日敬拜、可能有祷告会、

家庭小组、参加特别的服事训练，有很多的机会把我们凑在一块，

我们享受「神的大家庭当中的肢体相交之乐」—那是因为有个新的关系。

在教会里面我们有共同的生命，
我们就可以领受从神而来的、

共同的 美好的祝福 这就是新的关系共同的、美好的祝福，这就是新的关系。
我们珍惜这个新关系、看重这个新的关系，

也在教会里面彼此勉励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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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到了加拉太书第四章，我们看到保罗他就继续的在阐释这个新的关系。

加拉太书四1‾11

1 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

2乃在师傅和管家的手下，直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

3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

4及至时候满足， 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

5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5要把律 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

6你们既为儿子， 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

7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 神为后嗣。

但从前你们不认识 神的时候 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作奴仆8但从前你们不认识 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作奴仆；

9现在你们既然认识 神，更可说是被 神所认识的，

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作奴仆呢？

10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

11我为你们害怕，惟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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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就在第四章他针对前面所说的
「三23-25在律法下」 「三26-29在基督里」「三23 25在律法下」、「三26 29在基督里」

作进一步的阐释。
他用的就是一个当时罗马的贵族家庭里的孩子，

他在师傅或监护人以及管家手下的成长，来作一个类比。

摩西律法的监护，意谓着是一个暂时的、过渡的性质，
当神的时候满足 当基督来临 基督徒就脱离律法的监管当神的时候满足，当基督来临，基督徒就脱离律法的监管，

也就是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就脱离了律法的监管。

我们「在基督里」 就如同一个成熟的儿子 可以得享自由我们「在基督里」，就如同 个成熟的儿子，可以得享自由。
所以四1-7保罗的讨论是在一个救恩历史的架构当中来进行的。
四1我说那承受产业的，

就是连接着三29的最后一句话：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这个字；
三29 所说的就是作亚伯拉罕的后裔

第四章 就是看到作神的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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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就是看到作神的后裔

其实这两者他讲的是同一件事。



犹太人和外邦人在属灵的意义上都没有成年，也就是所谓的「孩童」。
从一个在监护人及管家照管的孩童的这个角度从 个在监护人及管家照管的孩童的这个角度，

虽然他们在身分上、 在权利上是合法的继承人，

或者说他是一个有产业的的主人，

但是当他作孩童的时候，在师傅、在管家、在监护人的手下，
跟他作奴隶其实是没有什么差别，

因为主权不在他 他是无权作主的 都是受制于别人的因为主权不在他，他是无权作主的，都是受制于别人的。

他可以行使他的权利是在什么时候呢？
是当他的父亲所指定的时候来到，是当他的父亲所指定的时候来到，

他就脱离了这种约束的关系，他就可以得以自由；

这个孩童他长大了，就真正的成为全业的主人了。

保罗用孩童在管家监护人手下，虽然是主人、小主人，
但事实上是无权作主受制于人的一个类比，来告诉我们

3「我们为孩童的时候 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的这样的 个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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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的这样的一个思想，
保罗在前面1‐2为3来铺路。

所谓「世俗小学」也可以把它翻译成就是「世俗的言论」。
在早期的希腊文当中 小学指的就是「最基础的教导」在早期的希腊文当中，小学指的就是「最基础的教导」，

甚至于就像是「字母」这么简单的意思。

来五12当作者想要讲更深的一些真理的时候，来五 更深 ，
发现读者没办法进入情况，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只能吃奶不能吃干粮。

作者就有点感慨了 五 看你们学习的工夫 本该作师父的作者就有点感慨了：五12看你们学习的工夫，本该作师父的，
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

那些读者属灵的光景像孩子，只能吃奶不能吃干粮，那些读者属灵的光景像孩子，只能吃奶不能吃干粮，
要用另外的所谓的小学、开端、基础的事情来教导你。

从这样的角度我们来思想：

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是不是也一直是长不大的一个孩子呢？

在这里保罗所指的是什么呢？他其实指的就是一种「宗教经验」。
这个所谓小学 最基础的教导 其实讲的就是宗教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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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所谓小学、最基础的教导，其实讲的就是宗教经验，

不论是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那是一个最基础的阶段。

3我们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5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
基督来就是要把在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基督来就是要把在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

再回应到三13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
可以看到保罗中心思想里，所谓世俗的言论或者说世俗小学，

他指的就是属灵的捆绑工具，也就是所谓的「律法」。

对犹太人来讲，律法成为一个属灵的捆绑

对外邦信徒来讲 所谓的宗教经验也就是异教的信仰和礼仪对外邦信徒来讲，所谓的宗教经验也就是异教的信仰和礼仪，

对他们来讲那是一个捆绑

普遍的道德法律的一些基本原则，也成为了一种辖制，普遍的道德法律的 些基本原则，也成为了 种辖制，

因为他只知那其一，他却没有力量可以做到。
就好像强律法之所难给我们得着生命的供应，那是没有办法

在这地方让我们所思想到的：保罗非常清楚的、他用比较的方法来讲：
怎么脱离这个律法的辖制？

就好像这个孩子他要慢慢长大 到了他父亲指定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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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好像这个孩子他要慢慢长大，到了他父亲指定的时候、
当他成人的时候，他就脱离了管家、监护人、师傅的手下。

既然我们讲律法是一个过渡的性质，
律法是从外添的 从外进入的律法是从外添的、从外进入的，

神的定旨就不是只停在律法，

神要让祂的儿子来成就、来成全一切。

4及至时候满足，也有些翻译本翻译成「及至时机成熟」，
就像前面这个类比：有一个父亲指定的时候，这个孩子长大了，

他就结束了在监护人或者是管家手下的日子

在救恩的历史当中也有一个时候的满足，
在上帝全权的定旨以及祂的主导之下在上帝全权的定旨以及祂的主导之下，

祂差遣了祂的儿子来到世上
可一15耶稣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

约翰福音也会看到「很多的时候」，
耶稣来到地上有很多的时候，呈现不同的情境。

在你我得救的光景当中 在信耶稣以后 我们属灵的追求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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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我得救的光景当中，在信耶稣以后、我们属灵的追求里面，
神也定规了许多的时候，来成就祂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画。



4a神就差遣祂的儿子，讲到神儿子的先存性。
4b为女子所生 就强调了神的儿子真实的人性4b为女子所生，就强调了神的儿子真实的人性。

且生在律法以下，就带出了祂愿意与人认同的事实。
神的儿子，这位基督来到世上，祂为女子所生，

祂有真实的人性，祂生在律法之下，祂了解人所受的

一切辖制与痛苦，祂愿意与人同理、祂愿意与人认同。

来四祂也曾凡事受过试探 只是祂没有犯罪 所以 我们尽管坦然无惧的来四祂也曾凡事受过试探，只是祂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尽管坦然无惧的
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
宝座通常都是很威严的，审判的、有权柄的，但是祂的宝座是施恩的宝座宝座通常都是很威严的，审判的、有权柄的，但是祂的宝座是施恩的宝座
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可以蒙怜恤、蒙恩惠、

可以得着随时的帮助，意思是你什么时候需要帮助，

神的帮助就来了、就到了，神的帮助就给你了

5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
这个儿子的名分讲的就不是孩童了 这个儿子的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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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儿子的名分讲的就不是孩童了，这个儿子的名分
就是指长大成年的儿子，我们就拥有这样的身分了。

保罗在四6-7就针对着 1-5就指出了这一切对加拉太信徒的切身意义：
我们可以称神为「阿爸 父」。我们可以称神为「阿爸、父」。

这样亲密的呼喊、称呼，是耶稣祷告祂自己的回响，
可十四36当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祂就是这样祷告的：

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
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

阿爸 父这是亚兰语 呼叫阿爸 父 这个「呼叫」是非常激烈的阿爸、父这是亚兰语；呼叫阿爸、父，这个「呼叫」是非常激烈的、
很迫切的，情绪激动的：我知道我有一个可以依归的、

我可以投诉的 我可以来到祂的面前 祂是我的父。我可以投诉的，我可以来到祂的面前，祂是我的父。

这样亲密的称神为阿爸、父是犹太人不敢作的事情。
约五当耶稣在医好了毕士大池的一个三十八年的瘫子之后，

有人就指责祂在安息日做了不该做的事。耶稣就说：
「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祂称神为父，犹太人很不高兴的！

犹太人愈发想要杀祂 不单是因为祂犯了安息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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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愈发想要杀祂，不单是因为祂犯了安息日，
并且祂还称神为父，他们认为祂僭越了上帝的神圣。

当门徒请耶稣教导他们祷告，耶稣说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
祂不光是自己讲阿爸 父祂不光是自己讲阿爸、父

祂乃是把所有神的儿女放在一起—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

用一个心灵诚实的态度来到主的面前，呼叫阿爸、父，

为什么？因为信徒确知自己就是神的儿女，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

罗八15-16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
因此我们呼叫 阿爸 父 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

这是何等美好的身分，我们可以称神为父！我们知道我们属天的父，
这位神祂所带给我们的各样从上头来的美好的祝福这位神祂所带给我们的各样从上头来的美好的祝福，

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祂的儿女。

罗八15-16你们受的不是奴仆的心。
那个「心」它原来的意思就是「灵」，

你们不再是受奴仆的灵辖制了，你们乃是受儿子的灵，
你们所领受的是儿子的灵 所以你可以大声的呼喊阿爸 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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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所领受的是儿子的灵，所以你可以大声的呼喊阿爸、父！
圣灵与我们里面的灵、我们里面的人、我们的心同证我们就是神的儿女！

5「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长大了；

6「你们」既称为儿子 你发现他这个称呼 称谓的转变6「你们」既称为儿子，你发现他这个称呼、称谓的转变；

7「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他改用「单数的你」。

所以这个结论是：每一个加拉太的信徒所以这个结论是：每 个加拉太的信徒，
你们都是长大成年的儿子了，你们都脱离了世俗小学的辖制了

不论是犹太人，不论是外邦人，我们在基督里都成为新造的人
这么美好的祝福，如果我们能够把它持定，这是多么好呢？

但事实不是如此，8‐11看到加拉太教会、加拉太的信徒在信仰上的危机。
在这 段 使用了 些质问的语法在这一段，使用了一些质问的语法，

带出来的却是他个人对加拉太信徒的关怀
当牧者带着企盼，希望神的儿女能够成长，有时难免激动，当牧者带着企盼，希望神的儿女能够成长，有时难免激动，

有时也会责备，但是他里面是深深的关怀

保罗就提醒他们：你们从前不认识上帝，你们原来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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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原来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作奴仆。



8有个「从前」；9有个「现在」，清楚表明他们原先的光景是如何，
原先他们所拜的 所跟从的不是真的神原先他们所拜的、所跟从的不是真的神
你们从前不认识神，现在既然认识神

8、9的第一句话，就看到截然不同的身分、以及情境的转换。

然后我们也思想到在我们个人身上，我们也有从前、也有现在。
不单是保罗、神的仆人，在人类历史当中的每一个基督徒，

当我们领受救恩 回想从前 看到现在 都会向神献上感谢当我们领受救恩、回想从前、看到现在，都会向神献上感谢。

约九有一个生来是瞎眼的，耶稣就开了他的眼，
法利赛人就多方的盘问 甚至于说：你们知不知道这个人是一个罪人哪！法利赛人就多方的盘问，甚至于说：你们知不知道这个人是 个罪人哪！
但你看到这个生来瞎眼、但却被医治好、复明的人，他说了什么话呢？

约九24-25他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
有一件事情我知道，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见了。

弟兄姐妹，很宝贵—有件事情我知道：
「从前我眼瞎 现在我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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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我眼瞎、现在我看见」 ，
保罗就希望加拉太的信徒也重新的认定你从前和现在的光景。

你们从前不认识神，但现在你对神有了认识和经历了，
你借着保罗的宣讲 你借着个人信心的回应 更何况救恩是出于神的主动你借着保罗的宣讲，你借着个人信心的回应，更何况救恩是出于神的主动，

9a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
这救恩是出于神的主动，这样的认识、救恩是何等的宝贵，

你现在却远离、却转离了你原先、起初所信的福音，

这你就是轻视、拒绝神的愚昧、无知的作为啊！
你现在回到你那个懦弱无用的小学 你情愿给它作奴仆你现在回到你那个懦弱无用的小学，你情愿给它作奴仆

这是保罗深深的叹息！

保罗这样的叹息事实上也带到了今天，保罗这样的叹息事实上也带到了今天，
求主保守我们在主面前的心志。

11 我为你们害怕，惟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工夫。
保罗不是说我好辛苦，所以你们要记念我的辛苦，不是这样的
乃是担心、忧愁，他劳苦传福音的结果没有存在对方的身上

我们在这地方更可以看到神的仆人关心神的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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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这地方更可以看到神的仆人关心神的教会，
神的仆人看重神的羊，那样的一个迫切的心态。

天父：我们感谢你！

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已经脱离了过去的辖制，

我们已经得享在基督里的自由，我们已经得享在基督里的自由，

我们为我们享受自由而感恩，

我们为我们得着永生之福而感恩！我们为我们得着永生之福而感恩！

求主保守我们的心，

我们乃是被你所认识、被你所爱的一群人，

让我们可以也同样的保守自己在你的爱里，

谢谢主！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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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