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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拉太书四28‾五12

28 弟兄们 我们是凭着应许作儿女 如同以撒一样28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作儿女，如同以撒一样。
29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
30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是说：

「把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 」「把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
31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
01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轭挟制。
02我 保罗告诉你们 若受割礼 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02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
03我再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地说，他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
04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
5我们靠着圣灵 凭着信心 等候所盼望的义05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
06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惟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
07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阻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
08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那召你们的。
09一点面酵能使全团都发起来。
10我在主里很信你们必不怀别样的心；但搅扰你们的，无论是谁，必担当他的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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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弟兄们，我若仍旧传割礼，为甚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
12恨不得那搅乱你们的人把自己割绝了。

福音的真义福音的真义
当我们思想到

四28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作儿女，如同以撒一样。
那地方告诉我们一些应用以及保罗的劝诫那地方告诉我们 些应用以及保罗的劝诫。

对基督徒而言，既是如同以撒一样是所应许的作神的儿女，
也就是让我们思想到，保罗提醒：我们就要预备受逼迫。

但是当我们如果按照神的旨意来行事的时候，
我们也必会蒙受非常好的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那是在

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 是说 把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30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是说：「把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
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

犹太人解释创廿一10 也就是加四30 把它解释为上帝唾弃了外邦人犹太人解释创廿 10 也就是加四30，把它解释为上帝唾弃了外邦人
但是神却启示祂的使徒保罗，很巧妙地把这样的一句话

带回到「不信的犹太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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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他们才是遭神唾弃不能够承受产业的人

五1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轭挟制。
在文法结构上 它是一个独立的一节 因为在 1 2 都没有看到连接词在文法结构上，它是一个独立的一节，因为在 1、2 都没有看到连接词
但是在文意上，它却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一方面把前面这一段也就是四21-31，

甚至 第三章、第四章 整个把它总括起来；

另一方面也带出了下面的一些经文的陈述，可以算是以后经文的一个导言

这个地方「自由」是「带着冠词的自由」，
也就是这个自由是什么自由呢 就是前 所说的 样的自由也就是这个自由是什么自由呢？就是前面所说的那样的自由：

属于自主妇人的儿子的那样的自由，四21-31；

属于长大成人的孩子的、已经成人的他的自由 四1-7。属于长大成人的孩子的、已经成人的他的自由，四1 7。
也就是说，基督徒已经脱离了律法的挟制，

我们就脱下了所负的重轭，然后我们就得以自由了。

既然你得以自由了，自由是多么的好呢！
你不要再重蹈覆辙，不要把那律法的轭再加在自己的身上，

你要珍惜这个自由 看重这个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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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珍惜这个自由、看重这个自由，

不要回到原先作奴仆的轭的挟制之下。



作基督徒得自由真好，
约八32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 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八32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我怎么得自由呢？是因为我懂得真理了，是因为我明白真理、

我晓得真理了，我知道这个真理是由主自己的舍命、

成全救恩而来，我在福音的真理之下得享自由。

所以，当我们更深地来明白神的心意，当我们更明白神话语的意思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在神话语当中得着自由 我们在救恩当中得着了自由我们就可以在神话语当中得着自由，我们在救恩当中得着了自由。

诗一一九45我要自由而行（或译：我要行在宽阔之地），因我素来考究你的训词。
我要自由而行，这个自由不是放纵的自由，这个自由乃是释放了，我要自由而行，这个自由不是放纵的自由，这个自由乃是释放了，
这个自由乃是在主的恩典当中没有任何的束缚，没有任何的挟制；

在主的爱的海洋当中是何等的舒畅—那个叫作自由。

在神的话语当中，我们明白真理，我们就得着了自由。
基督徒看重这个自由，保罗看重这个自由，

他真的深深的惋惜着加拉太教会的信徒得着了自由 却彷佛又失去了这个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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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真的深深的惋惜着加拉太教会的信徒得着了自由，却彷佛又失去了这个自由，

把自己重新的放回律法挟制的重轭之下，这是非常可惜的。

在这样的开场白或者在这节经文当中，保罗自然的就带出了福音真正的意义，
那是在五2-12 我们可以分成两个部分来看：那是在五2-12。我们可以分成两个部分来看：
 2~6 承接着 1 所宣告的基督徒的自由开始，结束在保罗对犹太派基督徒的宣告

 7~12 保罗用一种讽刺的、责备的语调，再来陈述在他心里的劝诫、或责备

让我们思想到保罗常常告诉我们的，就是：「跑」，「跑」的比喻，
就是保罗以及早期的基督徒，常常在用的一个字：

「自己为福音所下的工夫」1.「自己为福音所下的工夫」，
保罗常常用跑来描述他自己为福音所下的工夫。例如：

加二2惟恐我现在、或是从前，徒然奔跑。加二2惟恐我现在、或是从前，徒然奔跑。
「跑」就是为着福音而下的工夫。

腓二16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
保罗所说的他是尽心竭力的在基督的日子，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2.「基督徒属灵的生活」。腓三14向着标竿直跑。
林前九24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 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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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前九24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 人？
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赏赐。

五2-6 保罗怎么样来叙述「信心」跟「行为」连结的关系。

2一开始 我保罗告诉你们 加强了一个「我」 如果直接翻译2 开始，我保罗告诉你们，加强了 个「我」，如果直接翻译，
前面还有「看哪」或者「听哪」，那个地方的意思，就是

要所有的人把眼目聚集在他的身上，要仔细听，留心听，

聚焦在他所说的核心的真理当中

再加上，我保罗本人，多么地强调的语气！一方面引起读者的注意，

方面也暗示他使徒的权柄 我们对以下他所说的话要严肃以对！一方面也暗示他使徒的权柄，我们对以下他所说的话要严肃以对！

这个地方，保罗直接的、第一次把割礼跟加拉太人放在一起，
这就是犹太派基督徒所传的谬误的福音中，最坚持的一件事情：这就是犹太派基督徒所传的谬误的福音中，最坚持的 件事情：

信主、接受耶稣救恩，除了相信以外，你还要行割礼、还有很多该做的事，
就成为得救的要件、不可缺的条件，这就是保罗非常生气、愤怒的地方。

这一节把割礼跟信基督看作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式，彼此相对，无法妥协，
这样的思想从第一章开始一直到现在，我们并不陌生，

但这里保罗更强调：我保罗本人 很严肃的告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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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里保罗更强调：我保罗本人，很严肃的告诉你，

前面还加上了一个看哪，让大家更能够来注意他下面要讲的事。

弟兄姐妹，信耶稣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认识主是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不要在这单纯的信仰加上很多人意的思想 破坏了那个信仰的纯、真、善、美。不要在这单纯的信仰加上很多人意的思想，破坏了那个信仰的纯、真、善、美。

保罗所提醒我们的：
没有中立的地带，你若不在基督里，就是在亚当里；

你若不在新的纪元里，你就在旧的纪元里；

你若不在旧人里，那么你应该就在新人里。

这个没有办法妥协的 不能脚踏两条船这个没有办法妥协的，不能脚踏两条船。

五3我再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地说，他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
「再指着凡受割礼的人」，他用的是「现在」的时态，而不是「完成」的时态，「再指着凡受割礼的人」，他用的是「现在」的时态，而不是「完成」的时态，
保罗所表明的、当时他所思想的，不是那些已经接受割礼的犹太信徒，

而是任何一个听从了煽动，然后以遵守律法为得救的必要条件，

又以受割礼为遵守律法的途径的这样的外邦基督徒
如果你认为这个就叫作行律法，

那么我告诉你还有好多的诫命 律例 你要去遵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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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告诉你还有好多的诫命、律例，你要去遵守啊！

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提醒，甚至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警诫。



4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
这是一个好严重的结果！这是一个基督徒一定不愿意碰到的情况这是 个好严重的结果！这是 个基督徒 定不愿意碰到的情况，

「从恩典中坠落」就指出恩典是信徒新生命的范畴，

信徒借着相信能够进入神的恩典当中，我们可以站在这个恩典当中

「从恩典中坠落」就解释了前面一节

什么叫作「与基督隔绝」

我们每 都在享受神的恩典 每 睁 眼睛我们每天都在享受神的恩典，每天睁开眼睛，
我们就享受着上帝要赐给我们一个新的一天，

每早晨都是新的！每早晨都是新的！

我们享受许多神的恩典，这个恩典数算不尽，
不是要等到一年到了年末的时候，然后我们就来开个感恩的聚会，

我们来数算恩典，固然是好，其实恩典应该天天的数算。

祂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祂赐给我们行走的道路上总是滴下着脂油，
所以恩典是我们所宝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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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恩典是我们所宝贵的，

我们绝对不愿自己从恩典中坠落了，你说是吗？

罗一 讲到外邦人犯罪犹太人就拍手了，外邦人真是罪大恶极，

罗二 你 你这称为犹太人的 其实犹太人也犯罪罗二 你，你这称为犹太人的，其实犹太人也犯罪，

罗三世人都犯罪，没有一个是义人，连一个也没有。

罗二4难道你要藐视祂丰富的恩慈，
不晓得祂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吗？

当我们藐视神的恩典，彷佛就不晓得祂的恩典是带我们回头，
祂的恩典要领我们悔改祂的恩典要领我们悔改。

如果我们藐视神的恩慈，就要为自己积蓄愤怒了，
那个愤怒是当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个愤怒是当基督再来的时候，

神对那抵挡祂福音的人的愤怒，

没有人要积蓄这样的愤怒。

所以恩典不容藐视、恩典更要珍惜，
恩典是不能用其他任何的努力来交换而得的，

因为那是神的儿子舍命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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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那是神的儿子舍命的代价！

福音是白白的恩典，但它绝对不是廉价的恩典！它乃是无价的恩典。

5、6 其实前面有一个「因为」，然后接下去 5、6 来支持 2~4 的论点。

5 就从 4 的反面来提出证据 保罗就证明靠行律法是无效的5 就从 4 的反面来提出证据，保罗就证明靠行律法是无效的，

5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
「我们」是跟「煽动者」是相对的，

指着保罗还有其他真的信徒、真的基督徒，
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来等候所盼望的义。

这个地方讲到的是保罗神学里很重要的「已然」与「未然」的说法这个地方讲到的是保罗神学里很重要的「已然」与「未然」的说法，
我们已经得着了义了，是在主的救恩当中因信而称义了，

我们已经有了称义的地位，这个叫「已然」我们已经有了称义的地位，这个叫「已然」

然后我们行走天路、追求成圣，直等到主再来，

然后已经称义的地位被主在末日公开的宣告了，公开宣告我们是义者

所以这个地方讲到等候所盼望的义，很清楚的看到基督徒的末世观。
保罗强调我们是靠着圣灵，不是靠着肉体；凭着信心，不是凭着律法。

我们是热切地等候 等候所盼望的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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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热切地等候，等候所盼望的义，

等候祂再来的时候祂宣告我们义者的地位。

6b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惟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
惟独被爱所激励的那个「信」那才宝贵 割礼与否完全无效惟独被爱所激励的那个「信」那才宝贵，割礼与否完全无效

经文把信心和割礼放在相对的地位，把信心和律法也放在对比的思想，

这样的对比，掌控了 2‐6 的思想，也掌控了加拉太书整卷书信的思想

7~12十字架与割礼…
7~8就像开始所说的，就是用在场上赛跑来比喻一个人的属灵生活。
你们向来跑得好 那表示他们以前跑得很好 那为什么现在出了差错呢7你们向来跑得好。那表示他们以前跑得很好，那为什么现在出了差错呢？
有谁拦阻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

这有点像加三1以后有连着许多的问题 不用回答了 那个谁我们很清楚了这有点像加三1以后有连着许多的问题，不用回答了，那个谁我们很清楚了—
那个煽动者、扰乱者，这一些犹太派的基督徒，他们在劝诱你，

8这样的劝导不是劝导，更是诱惑你，他们劝诱你不是出于神。
不管他们的身分地位是如何，他们有一天也要见主，

他们有一天要交账，他们没有办法交账，
他们必担代 他们必担当他们自己的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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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必担代、他们必担当他们自己的罪名，

新译本说他们必定要受刑罚。



圣经里的人物，有些人先前跑得好、后来不好，例如说所罗门；

有些人先前不太好、但是以后很好 例如说雅各。我们当然希望越来越好，有些人先前不太好、但是以后很好，例如说雅各。我们当然希望越来越好，
我们本来是不好，在主的恩典当中被祂改变更新，旧人换为新人；

抓紧这个恩典，努力的往前跑，希望越跑越有能力、越勇敢、越坚强，越来越好。

保罗在信主以前，他很殷切地在传他现在所反对的，他会传割礼以及其它的律法，
11 弟兄们，我若仍旧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

我若仍旧传割礼 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我若仍旧传割礼，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
保罗就不会被人厌弃了；如果他跟以前没有两样，当然他也没有属神的生命。

「十字架讨厌的地方」 好特别的一句话—也就是十字架绊倒人的地方「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好特别的 句话—也就是十字架绊倒人的地方。
讨厌就是指着障碍、陷阱，使人犯罪堕落的诱惑

它典型的用法就是使人反感
我们如果对人讲：信耶稣很好，有喜乐，有平安，哪个不要？

但如果我们讲到罪、十字架、宝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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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字架讨厌的地方，不信的人绊倒在其上，相信的人却得着了永生。感谢主！

天父，我们感谢你！

在你儿子耶稣基督的救恩当中，

我们得享自由宝贵的恩典。

主啊！帮助我们保守我们的心，主啊！帮助我们保守我们的心，

让我们一直在你的恩典当中，

并且向着标竿直跑！并且向着标竿直跑！

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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