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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勉与分辨劝勉与分辨
如果我们把加拉太书分成两个大的部分如果我们把加拉太书分成两个大的部分，

第一个部分 一6「我希奇你们」开始，四11「我为你们害怕」来做结论

第二个部分 四12-六10「呼吁、劝诫」，前面部分作第二个部分的背景第 个部分 四12 六10「呼吁、劝诫」，前面部分作第 个部分的背景

当我们已经讲完了第一个大部分，现在要进入第二个部分。
保罗就对加拉太的信徒提出了两个劝诫，

抵挡犹太教的威一个劝诫在 四12-五12「要抵挡犹太教的威吓」；
一个劝诫在 五13-六10「要活出真实的生命」。

加拉太书 5加拉太书四12‾15

12 弟兄们，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
13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 是因为身体有疾病13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
14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我，反倒接待我，

如同 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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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那时你们若能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剜出来给我，
也都情愿。这是我可以给你们作见证的。

今我将真 告诉你们 就成 你们 仇敌吗

加拉太书四16‾27

16 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

17那些人热心待你们，却不是好意，是要离间你们，叫你们热心待他们。

18在善事上，常用热心待人原是好的，却不单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才这样。

19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直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

20我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那里，改换口气，因我为你们心里作难。

21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 请告诉我 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21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

22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

23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

24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约是出于西奈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

25这夏甲二字是指着阿拉伯的西奈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

因耶路撒冷和她的儿女都是为奴的因耶路撒冷和她的儿女都是为奴的。

26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她是我们的母。

27因为经上记着：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曾经过产难的，你要高声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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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

现在我们进到第二个大部分的开始就是四12—要抵挡犹太教的威吓。
四12 20我们看到保罗个人的呼吁 这一段流露出保罗非常强烈的情感四12-20我们看到保罗个人的呼吁，这 段流露出保罗非常强烈的情感，

其实也不是第一次流露，当我们从第一章一直拉到现在，

在字里行间保罗多次流露出他强烈的情感，在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保罗强烈的情感就是要唤起加拉太信徒回想，他们以前是如何热烈接待神的仆人，
现今却是那样的冷漠，先前的热忱跟他们现今的冷漠来相对照，

19 20 但是保罗说我没有变啊 保罗对他们的关怀从来没有改变19-20 但是保罗说我没有变啊，保罗对他们的关怀从来没有改变。

12有劝勉也有缅怀。首次在四12出现的「劝」，
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 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这是保罗的一个说法。我「劝」你们要像我 样，因为我也像你们 样。这是保罗的 个说法。

保罗请求他们不要被那些煽动者带入了歧途，

而是要像他那样脱离了律法的束缚，

他说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

保罗已经脱离了律法的束缚，

而加拉太信徒也已经因着相信而脱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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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加拉太信徒也已经因着相信而脱离了，

你现在为什么要走回头路呢？



所以这两句话：
我劝你们像我一样 已经脱离了律法的束缚我劝你们像我一样—已经脱离了律法的束缚

因我也像你们一样—我就好像是外邦人一样，

没有在律法以下，甚至于被犹太人
也视同如同没有律法的外邦人了

12b「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
表达出保罗对以往加拉太人是如何善待他 他到现在还心存感激表达出保罗对以往加拉太人是如何善待他，他到现在还心存感激，

而且他很盼望这样的关系不要被破坏。

保罗在第一次宣教旅程的时候 他的那样的劳力 辛苦；保罗在第 次宣教旅程的时候，他的那样的劳力、辛苦；
然后他所带下的福音的果子如今出了状况。

我们也想到保罗说「我没有变」，你们以前也都没有亏负过我，

我到现在还深深地感激着你们以前那热忱的善待。

保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字里行间其实仍然带出了他的痛心！
牧者 同工 信徒之间关系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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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同工、信徒之间关系的破坏，

都是让人非常痛心的事！

合一被破坏，
彷佛失去了耶稣在约十七大祭司的祷告彷佛失去了耶稣在约十七大祭司的祷告

所强烈祷告的主题：求父神让祂的儿女可以「合一」

就好像是父与子的合一一样，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也是保罗在以弗所书里所让我们看见的

合一被破坏、关系被破坏，那是让人非常非常痛苦的。

家庭我们在这个新关系里，在教会属灵的大家庭里，
大家和乐相待是多么的好，彼此接纳、相顾、相爱，
千万不要彼此相咬相吞 那是非常恐怖的事情—千万不要彼此相咬相吞，那是非常恐怖的事情

这是保罗的劝诫，也是我们今天要引以为警诫的事情。

13-14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你们知道我 次传福 你们 是因为身体有疾病
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我，

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
这是保罗首次到了他们那里 然后与他们所建立的美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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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保罗首次到了他们那里，然后与他们所建立的美好关系，
他们接待保罗、帮助保罗，善尽了接待的工作，让保罗感受在心中。

但是现在呢？15a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
「福气」也可以作为「欢乐」 有一个版本的圣经：现在你们的欢乐在哪里呢？「福气」也可以作为「欢乐」，有 个版本的圣经：现在你们的欢乐在哪里呢？
另外一个翻译：你们当日所自许为有福的在哪里呢？

你们当日因为接待我的那个欢乐在哪里呢？
你们当日所自许的那个有福在哪里呢？

加拉太人因为感戴保罗把福音给他们，看到保罗宣教的热忱和爱心，
所以他们就以接待 以照顾保罗为有福 他们很爱传道人 他们很爱宣教士所以他们就以接待、以照顾保罗为有福。他们很爱传道人，他们很爱宣教士，

他们看到保罗把宝贵的福音给了他们，就非常的感谢、十分的感动。

保罗身体不好 他们就接待 他们就照顾保罗身体不好，他们就接待、他们就照顾，
他们也觉得你给我这样的机会，那这是我的福气啊，这也是我的喜乐—

这个是保罗在回想、在缅怀当日的这样的情况，

而且加拉太人所表达出来的那样的一个深深的关切。

15b那时你们若能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剜出来给我，也都情愿，
这是我可以给你们作见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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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可以给你们作见证的。
这个地方讲到加拉太人对保罗感情的真切。

有的人说保罗的疾病影响他的视力，
保罗到底得了什么样的疾病保罗到底得了什么样的疾病，

我们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或者确据来说。

但是在这个地方所出现的保罗的身体不好，
甚至影响到他的视力，假如这么解释的话，就是—

你们如果可能的话，愿意把自己的眼睛都剜出来给我，

有这样的 个紧密的关切有这样的一个紧密的关切。

还有另外一个解释，「剜眼」这样的词汇
其实是一个非常生动的描写，其实是 个非常生动的描写，

因为旧约很多的地方都是用「瞳孔」来表达身体当中最宝贵的部分，

所以「剜眼」的意思不是讲到物质上的，
乃是说「你们愿意把自己最宝贵的东西来给我」，

有这样的一个另外的解释。

不论如何 加拉太人愿意把自己所有的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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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如何，加拉太人愿意把自己所有的给他，

不论是物质的，这样的一个表达。



现在怎么样呢？这个落差太大了，
四16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 就成了你们的仇敌了吗？四16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了吗？

原来是一个热切的接待者，甚至连剜眼都愿意—若是能行，
但现在呢？现在变成仇敌、成为对立。

这个地方是说从加拉太人的角度来看保罗，他们认为

保罗向他们心存敌意，传福音传得不清楚，对他们不怀好意。

其实他们就是受 搅扰者 煽动者的蛊惑啊其实他们就是受了搅扰者、煽动者的蛊惑啊，
他们就认为保罗对他们不怀好意，

没有把完全的福音告诉他们—从加拉太人的角度来看保罗了。没有把完全的福音告诉他们 从加拉太人的角度来看保罗了。

保罗却带出来的是使徒的权柄。
使徒的权柄不因为他的信息是不是受到欢迎而改变—

你们现在觉得我不好、我没有把福音传清楚，我就投你所好吧—保罗不是这样。

使徒的权柄，让他在传讲信息，这个信息是从神领受，而不是从人领受的，
很清楚的知道这个信息的来源 因此不管他的信息是不是受到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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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清楚的知道这个信息的来源，因此不管他的信息是不是受到欢迎，
他不会改变信息的内容。改变的不是保罗，改变的是加拉太教会的弟兄姐妹。

在提摩太后书—保罗殉道之前所写的书信，提后四2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
哥后二17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哥后二17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

乃是由于诚实，由于神，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
这是一个传道人非常重要的心志，福音信息是不能改变的，不能投人之所好的。

四17-20 保罗就教导信徒要分辨什么才是「真正的热心」，
因为他很清楚知道这些扰乱者真正的动机是为着离间他们。

17那些人热心待你们 却不是好意 是要离间你们 叫你们热心待他们17那些人热心待你们，却不是好意，是要离间你们，叫你们热心待他们。
保罗告诉信徒你要分辨什么是真正的热心，那个投你所好的不一定是真好。

18在善事上常用热心待人原是好的，却不单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才是这样。
「在善事上」 「不是好意」来 对的 意 说 为 的目标 的动机「在善事上」跟「不是好意」来相对的，意思是说，为了好的目标，出于好的动机，

那个真正热心待人应该是「以对方的益处，能够使人得造就为目标」。
保罗愿意加拉太人受到真正的关切，而这个关切不一定是全部是由他而来的，保罗愿意加拉太人受到真 的关切，而这个关切不 定是全部是由他而来的，

但你总要分辨什么是真正的热心，不是说你讲的都对都好，那个叫作对你好。

但他要懂得什么是真正的老师，他要懂得真正的老师他所关切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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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教者的生命能够长大成熟。
所以保罗在这里语重心长的告诉他们：那些人不是好意啊，是要离间你们。

19-20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直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
我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那里 改换口气 因我为你们心里作难我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那里，改换口气，因我为你们心里作难。

我的孩子们，这就是保罗属灵的孩子，
他所建造的、他所传福音所建立的教会，

他是这么亲切的来称呼他们。在 19-20 所带出来的，

就是保罗在基督里面，他以父亲的慈爱和关怀让信徒感受得到。

信徒背离了福音的真理 好像保罗为他们再受生产之苦信徒背离了福音的真理，好像保罗为他们再受生产之苦，
包括为他们害怕，11 我为你们害怕，20我为你们心里作难，

新译本的翻译是说；十分困扰。
我十分困扰，我心里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枉费工夫，

我十分困扰这个光景，这样的情况我很担心。

这些字句或者里面的意思 在读经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很深的体会这些字句或者里面的意思，在读经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很深的体会。
林后十一29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

这就是一个神的仆人的服事心态，他真的把他的全心全意放在弟兄姐妹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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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 个神的仆人的服事心态，他真的把他的全心全意放在弟兄姐妹的身上，
这样的一个心态的呈现，真的看到保罗作教导者的美好的见证。

四21夏甲和撒拉的比喻，是保罗在加拉太书当中
阐释新约胜过旧约非常突显的一个实例。阐释新约胜过旧约非常突显的 个实例。

21他用一个「告诉我」来作开始，28、31两次呼唤弟兄们，
比喻的重点在于保罗引用了两段旧约的经文，

里面有四个命令：

 27 引用的是赛五十四1，

在这节当中有「欢乐 产难 高声欢呼」三个命令在这节当中有「欢乐、产难、高声欢呼」三个命令

 30 引用的是创廿一10 把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

我们看到的欢乐、产难、高声欢呼、赶出去，有这四个命令。

犹太派的基督徒，就是这些扰乱者、煽动者，
宣称保罗所传的信息代表的是「以实玛利式的真理」。

虽然以实玛利是亚伯拉罕的第一个儿子，

事实上只有以撒才是亚伯拉罕的真儿子。

这些外邦的加拉太信徒 他们就要跟以撒和以色列民族连在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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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外邦的加拉太信徒，他们就要跟以撒和以色列民族连在一起，

他不是要跟以实玛利这个非以色列族来跟随。



因此，保罗就针对煽动者，提出两条路线来加以反驳：
夏甲和以实玛利是奴隶和血气的产物夏甲和以实玛利是奴隶和血气的产物
撒拉和以撒代表着自由和应许
他用「西乃山和现在的耶路撒冷」对比「在上的耶路撒冷」，

他就驳斥对方的讲法，他们所代表的才是

以实玛利式的真理，不是保罗所教导的。

他们所教导的 所看到的他们所教导的、所看到的，
夏甲不但是与西乃山相连，

犹太派基督徒所推崇的律法就是由此而出，

也是与现在的耶路撒冷相连，

也就是带出了耶路撒冷和其中的儿女，他们就是为奴的。

神 许撒拉、以撒和属灵的耶路撒冷，却是被涵盖在神的应许当中，
并且保罗和加拉太教会的信徒们都是应许的儿女。

这 段他所强调的就是 信 称义 自由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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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他所强调的就是：信、称义、自由的关系，

这是借着亚伯拉罕、撒拉、以撒而作成的。

21~23讲到「两个母亲」不同「身分」的对比，
「两个儿子」不同「出身」的对比 是互相依附的 保罗在其中看到了「两个儿子」不同「出身」的对比，是互相依附的。保罗在其中看到了
「凭着血气、凭着自己」、和「倚靠上帝、凭着应许」

这两者之间的对比、它们的关系

「靠行为称义」和「因信称义」，是同样的一个对比

24~27保罗就用寓意的方式来带出了他的立论：

靠律法称义的

受束缚的 自由的

因信称义的
夏甲，是奴婢的身分

以实玛利，凭着血气而生

西乃山是律法之约

因信称义
撒拉，她是自由妇人的身分
以撒，凭着应许而生

应许信心之约是让人得自由的西乃山是律法之约

现在的耶路撒冷，等于是犹太教

现在的耶路撒冷它的儿女们—

应许信心之约是让人得自由的
在上的耶路撒冷，也就是神的教会
在上的耶路撒冷—教会以及它的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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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耶路撒冷它的儿女们

那些律法主义者

在上的耶路撒冷 教会以及它的儿女，
也就是所谓的基督徒

犹太人认为他们只有一个约，而这约就是神与祂的子民所立的永约，
结卅七26我要与他们立平安的约 作为永约结卅七26我要与他们立平安的约，作为永约。

因此对犹太人而言，新约是尚未来到的弥赛亚时代。
从这个背景你就不难明白，为什么保罗要把犹太人比为

以实玛利的后裔，他们的确是西乃之约的儿女。

29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
让我们很清楚的看到 按着圣灵生的是受逼迫的让我们很清楚的看到，按着圣灵生的是受逼迫的。

但是感谢主，我们需要靠着主的恩典，也要持定这样的信仰，
哪怕在今天也有很多的一些错误的言论，甚至也对我们直接地来作挑战，哪怕在今天也有很多的 些错误的言论，甚至也对我们直接地来作挑战，

但我们仍然要在主的恩典当中持定这样的一个立场。

林后五17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我们向主献上感谢，我们是得自由的一群，

我们不再是受束缚的，我们是因信而称义的儿女。
感谢主 现今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 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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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主，现今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

我们向主献上感恩！

天父 我们感谢你天父，我们感谢你，

借着查考经文，

身分让我们更深的确定了自己的身分，

让我们更深的知道我们得着了些什么，

我们再次的向主献上感谢。

求主保守我们的心，求 保守我们的心，

让我们不再被奴仆的轭所辖制，

好让我们常常得享在基督里的自由好让我们常常得享在基督里的自由。

这样的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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