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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拉太書第 4:1-2章 

恰克 史密思 牧師 (各各他教會) 

我說那承受產業的，雖然是全業的主人，但為孩童的時候，

卻與奴僕毫無分別．乃在師傅和管家的手下，直等他父親預

定的時候來到。(加拉太書 4:1-2) 

所以保羅現在為我們舉例說明，這裡有一個小孩子，他生於

洛克斐勒的家族。有一天他將會繼承洛克斐勒的財富，但是

只要他還在上幼稚園，他是無法自己去簽一張一百萬美元的

支票，但是有一天這會是他的，現在他只是一個小孩子，他

還在被監護，他還在受訓練，董事們都還要教導他許多經營

之道，以便一旦這些財富屬於他時所需要知道的。現在他是

繼承了這些財產，但是他還不能花用，要到指定長大的時候

到了，被監護人和老師訓練好了，才能處理這龐大的財產。 

你是  神的後嗣，目前我們仍處於生長和發育的階段，雖然

我繼承  神所有的，目前我正在等待父親所定好甚麼時候才

是我得到的時候，我正在被訓練怎麼去處理這產業。 

我們為孩童的時候，受管於世俗小學之下，也是如此。及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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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滿足， 神就差遣他的兒子，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

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贖出來，叫我們得著兒子的名分。

你們既為兒子， 神就差他兒子的靈，進入你們〔原文作我

們〕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見，從此以後，你不是奴僕，

乃是兒子了．既是兒子，就靠著 神為後嗣。(加拉太書 

4:3-7) 

所以律法多多少少就成了監護人，總督，但是及至時候滿足

耶穌來了，馬利亞生了他，他來到猶太人的律法之下，在猶

太人的家庭中長大，遵守猶太人的律法，完全的遵守，這樣

他可以救贖那些處於律法之下的人。這個處於律法下的目的

是在律法之下遭受判決。你曉得，當你違反了律法，那你就

要服法；那就是，律法已經對你做出要求了，你必須完成所

要求的，才能再得到自由。 

如果你在大馬路上開快車，每小時八十英哩的時速，然後警

察把你攔了下來，開了張罰單給你，你必須上法庭去，他們

說：“你的罰金是 150美元。”你說：“嗯，我，我想要見

法官可以嗎？”他們就安排你上法庭的日子，法官會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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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被告訴再規定時速五十英哩的路開八十英哩，你是這樣

嗎？”你如何答辯，有罪還是沒罪？“嗯，法官，我”。你

如何答辯，有罪還是沒罪呢？“但是，我，那是”。你是不

是開八十英哩呢？“是，但是”。罰一百美元。你想要法庭

審訊還是陪審團審訊呢？“嗯，我要法庭審訊。” “那好，

你有罪，罰一百美元。” 

他們不是真的在乎情有可原的情況，他們只在乎有罪或沒

罪，判決是強制的；你說：“可是法官，我沒有一百美

元”。那好，坐牢五天。那就是法律對你的要求了。你服在

律法之下了。這時候法警進來，將你帶上手銬，把你帶去坐

五天牢。你是在律法之下了，直到五天牢坐滿之前，律法就

扣住你了，一旦你坐滿五天的牢，你就不在律法之下了，滿

足了律法對你的要求，你就被釋放自由了。 

這裡摩西律法的要求就要嚴格些了，因為刑罰是死，所以在

摩西律法下的判決是死刑，我在這律法之下，被判死刑，一

定要行刑之後才算沒事了。所以人在基督來之前是在律法之

下的，在律法之下被判刑，在律法之下被咒詛，但是時候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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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神派祂的兒子，從女人生，在律法之下，使我們這些在

律法之下的人可以得到這榮耀兒子的名分。 

現在我是神的兒子，但和神兒子耶穌不是一樣的，要小心任

何把你放在與耶穌同等的教導，有些很受歡迎的靈恩派宣教

士會有些危險的教導，在他們的教材中會作些結論，當然

啦，他們有些書 ‘受到信徒的影響和一些事情的本質’，在

他們有些書裡他們寫了“所以我是基督，這樣我可以向神作

些要求因為我是基督。”這簡直是邪惡的異教。 

我不是像耶穌是神的兒子那樣成為神的兒子，祂是天父的獨

生子，全然是恩典和真理，神差遣了祂的獨生子，只有一位

是神的獨生子，那就是耶穌基督。我是神的兒子，我是神所

收養的兒子，神收養我在祂的家裡。我會接受這個收養，我

愛那樣，雖然是被收養，能成為神的兒子真是太好了。 

我因聖靈而生，在神的家裡得重生，但是卻是因神檢選而收

養我，耶穌是神唯一的獨生子，因此祂來“要把律法以下的

人贖出來，叫我們得著兒子的名分。你們既為兒子， 神就

差他兒子的靈，進入你們〔原文作我們〕的心，呼叫阿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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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 

那是希伯來話稱呼父親。那真是美，親切，親密的關係，是

神要你與祂一起經歷的，看祂有是你的阿爸，是你的天父。 

所以你們禱告，要這樣說．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

名為聖。（馬太福音 6:9） 

那真美，與神親密的關係。“從此以後，你不是奴僕，乃是

兒子了．”在律法下的孩子，你跟僕人沒有甚麼差別，你不

能真的繼承產業，繼承是要經過耶穌基督，那不是由律法而

來的，律法是基督來之前的輔導老師，一旦基督來了，應許

成就了。如今我們因著信而從律法中被贖，使我們可以得神

兒子的名分；成為神兒子之後，就繼承了神的應許和神與亞

伯拉罕所立的約。 

“既是兒子，就靠著 神為後嗣。”但從前你們不認識 神

的時候，是給那些本來不是 神的作奴僕。現在你們既然認

識 神，更可說是被 神所認識的，怎麼還要歸回那懦弱無

用的小學，情願再給他作奴僕呢。(加拉太書 4:8－9) 

有那麼些人不是真知道神，但是他們會固守各樣儀式，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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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帶上些奇形怪狀的面具，他們會畫畫在身上，他們會用些

動作來表示，他們會揮動刀劍，他們也會用身體作各樣旋轉

的動作，他們用這些來向你保證；他們會用求雨的跳動來求

雨，因為他們唸的咒和施巫術的結果，這些假神就會降下雨

來。穿上他們各種各樣顏色的袍子或是腰布，或任何樣子

的，在各種文化中有許多不同的裝扮和服飾，這些人這麼做

是認為在替人們向神求。 

在教會我們也有人會穿上不同顏色的袍子和高帽子和向人們

揮著權杖，向人們洒水，宣稱這麼做可以把神的祝福帶到你

生命裡。這正是保羅所說的，當你還不信主的時候，還不是

基督徒的時候，“是給那些本來不是 神的作奴僕。”那時

候你還在作非基督徒所做的那些事的時候，那些典禮儀式的

時候。 

現在你們既然認識 神，更可說是被 神所認識的，怎麼還

要歸回那懦弱無用的小學，情願再給他作奴僕呢。(加拉太書 

4:9) 

許多聖日的儀式之類的，在我們教會裡也有些是從非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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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式來的。 

你們謹守日子，月分，節期，年分。(加拉太書 4:10) 

你們有齋期，你們有所謂的聖徒日，怎麼還要歸回那懦弱無

用的小學，而不向前進入這因著信心與神所有這新的關係

呢。我可以想像得到這時候有許多收音機就要被關掉了，但

是這是真實的，保羅說： 

我為你們害怕．(加拉太書 4:11) 

我非常擔心。 

惟恐我在你們身上是枉費了工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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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拉太

書 4:11-12) 

這裡，不要生我的氣，保羅說：“我不生你們的氣，你們要

像我一樣，我沒有生氣，我沒有被觸怒，我愛你們，可是我

必須要告訴你們實話，有的時候實話是會引起痛苦的，所以

不要生我的氣，要像我一樣，因為我真的不生你們的氣，你

們沒有真的虧負我，所以你們要像我一樣，不要因為我而受

傷害或者虧負我”，所以保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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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知道我頭一次傳福音給你們，是因為身體有疾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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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拉太書 4:13-

14) 

當我到你們那裡去的時候，我是軟弱的，我那時候在生病，

我身體有疾病，但是你們還是接待我，好像接待神的天使一

樣，或者像接待耶穌基督他自己一樣。 

你們當日所誇的福氣在哪裡呢．(加拉太書 4:15) 

當他們最初得到由保羅所傳的福音，啊！他們有多麼快樂，

他們的生命因著聖靈的能力而有所改變是多麼令人喜樂的

事。現在這些人來並且帶來這些墮落邪惡的教導，把他們帶

入固守儀式的關係裡，歸回那懦弱無用的小學。試圖要把他

們帶進支配，例行程序的之下，並且以跟神之間有生命的關

係以儀式代替了。保羅這麼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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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拉太書 4:15) 

所以這裡毫無疑問的顯示出保羅肉體的軟弱是眼睛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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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時代他們有些東方的疾病會影響眼睛，使眼睛常常是紅

的，常常是結膜炎，是沒法子治的，那是會影響視力的，也

令人厭惡的，也些人相信這就是保羅所害的毛病。然而你知

道，你們接納我，你們愛我，甚至你們中間有些人願意把自

己的眼睛給我。 

如今我將真理告訴你們，就成了你們的仇敵麼。(加拉太書 

4:16) 

你知道，有些人表現的真是不誠實和不真實。有些人反對真

理，有些人不願意聽真理， 告訴我我作的有多好， 我有多

好，我有多善良，不要告訴我真話，我不要聽真話。 

所以這就形成有些人是用某些體制方法來與  神維持關係；

這種方法是我父親使用的，這種體制是我祖父母用的，不要

用真理來煩我，我這樣很快樂，我很滿意目前的樣子，我不

需要作些甚麼，只要坐著看就可以了，人們因著真理而心

亂。保羅說：“如今我將真理告訴你們，就成了你們的仇敵

麼？” 

那些人熱心待你們，(加拉太書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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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這些人是非常非常熱心的待人的。 

卻不是好意，是要離間〔原文作把你們關在外面〕你們，叫

你們熱心待他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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纔這樣。(加拉太書 4:17-18)   

所以這些在那裡的人，他們熱心待你們，但是事實上他們要

使你們離開  神，那樣你們就會熱心待他們，然後全然支持

他們，所以保羅說： 

我小子阿，(加拉太書 4:19) 

非常愛他們的語氣 

我為你們再受生產之苦，直等到基督成形在你們心裡．(加拉

太書 4:19 ) 

所以保羅的回應是痛苦的禱告，哦，“我的孩子們哪，我為

你們再受生產的陣痛，直到基督成行在你們心裡。” 我巴不

得現今在你們那裡，改換口氣，因我為你們心裡作難。(加拉

太書 4:20) 

用寫信的方式會比當面講要困難許多，因為聽不到聲調的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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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許多時候說的方式語氣會影響你聽到以後的反應，經文

就有這遺憾，因為許多時候我們誤解了經文，是因為我們用

某種聲調來讀，卻不是那樣的。 

比如說：當亞當違背  神的命令後，  神在伊甸園對亞當

說：“亞當，你在哪裡？”那是什麼樣的聲調呢？我確定許

多時候我會這麼想：就好像一位警官要抓你入獄似的。“亞

當，你在哪呢？”是啊！你知道，但是我確信，如果你聽到

父親因著孩子闖了禍心碎嗚咽的聲音：“亞當，你在哪裡

呢？哦，亞當，你做的什麼事啊？”我聽不到審問，聽不到  

神如雷的聲音，我聽到  神傷心的聲音。 

許多時候我想我們猜想神如雷審判的聲音，事實上祂為我們

的失敗而心碎，祂實在想我們能回復原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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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

我多麼想我能在那裡改變我的聲調，使你們能聽到我的聲

音，因為現在我實在心裡為你們作難。 

你們這願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請告訴我，你們豈沒有聽見律

法麼。(加拉太書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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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要與  神有個法定的關係，你們真的明白你所繼承的

嗎？你真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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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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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都是比方．

那兩個婦人，就是兩約．一約是出於西乃山，生子為奴，乃

是夏甲。這夏甲二字是指著亞拉伯的西乃山，與現在的耶路

撒冷同類．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兒女都是為奴的。(加拉太書 

4:22-25) 

那就是，所有用以與  神聯繫關係的寺廟，律法，宗教的儀

式，耶路撒冷現在是， 

和他的兒女都是為奴的。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

是我們的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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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拉太書 4:25-27) 

這裡是出於以賽亞書 54章，這是與以色列人相關的經文，是

神重新再次施恩祝福以色列這民族，當他們回頭再看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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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他們看到神帶給外邦民族的孩子比以色列人更多，當他

們覺悟到他們拒絕了神的彌賽亞時他們就哭泣，懊惱了。他

們也看見神帶領了許許多多的外邦人信主了，不生養的比有

丈夫的兒女更多。這以色列，是神應許的族群，那些憑應許

所生的與那些按血氣而生的形成了對比。 

保羅用血氣比喻，夏甲，那是撒拉和亞伯拉罕按著血氣想要

幫助神的權宜之計。當以實瑪利約十三歲的時候，亞伯拉罕

坐再帳棚門口時，神對他說：“亞伯拉罕，我要給你一個兒

子。”亞伯拉罕說：“主，但願以實瑪利活在你面前。”換

句話說，不要在哄我了，神啊，我已經滿足了，我已經有以

實瑪利了，不要再想撒拉，就是以實瑪利了。但是神說：

“不然，你妻子撒拉要給你生一個兒子，應許之子。”一個

兒子是按血氣生的，另一個兒子是憑應許生的，兩個約。律

法聯繫著血氣，但是應許的約，就是，耶穌基督與聖靈相

連。 

所以我們與神的關係，要不經過律法，要不就要經過聖靈；

經過律法的工作或是經過聖靈。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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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因行律法稱義．(加拉太書 2:16) 

所以我們跟神之間真正的關係只有經過聖靈和在基督裡的信

心了。 

弟兄們，我們是憑著應許作兒女，如同以撒一樣。(加拉太書 

4:28) 

我已經被人子收養了，被耶穌基督救贖了，我成為應許之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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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拉太書 4:29) 

當以實瑪利因著以撒的來到而生氣，取笑他，嘲笑這小孩；

撒拉就因為以實瑪利對以撒的這些行為而生氣，所以撒拉

說：“把這使女和她兒子趕出去，我不能在忍受了。”亞伯

拉罕很憂愁，因為他愛以實瑪利，以實瑪利也是他的兒子，

但是神對亞伯拉罕說，你妻子撒拉對你說的，你都該聽從。

所以亞伯拉罕打發了使女和她的兒子走。 

然而經上是怎麼說的呢．是說，『把使女和他兒子趕出去．



15 of 19 

加拉太書第 4:1-2章  

因為使女的兒子，不可與自主婦人的兒子一同承受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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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拉太書 4:30-31) 

使女代表了律法，西乃山，無法把人帶到神的祝福裡，只會

帶給人咒詛。你還記得這有趣的事，以色列子民在約書亞的

帶領下進入應許之地，他們來到示劍地區，他們六個支派在

基利心山上，另外六個支派在以巴路山上。在以巴路山上的

那些人，那些在祝福山上的沒有說什麼，因為律法不能帶來

祝福，但是那些在基利心山上的人，說了十二次：“必受咒

詛”，他們向下叫喊，在那些人所在的山谷中回響著。因為

律法只能帶來咒詛，不能帶來救贖，律法不能把人帶進神的

祝福裡面，但是那些在基利心山上的人，說了十二次：“必

受咒詛”，他們向山下喊著這句話，會在他們所在整個示劍

山谷中迴響著。因為律法只能帶來咒詛，不能帶來救贖，律

法不能帶人進入神的祝福裡，只有因著聖靈經由耶穌基督可

以帶你進到神的祝福裡去。 

我們不是使女的孩子，我不是因為律法與神連結，我們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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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作的工或是因為我們的義，與神有關係；我們與神相連結

是因為神的應許，因著我們相信並且接受，又進入而承受了

神的祝福。律法無法做到的就是帶我進到神的祝福裡面，除

了我信耶穌基督可以使我得到神豐富的祝福。 

保羅對加拉太人的教導是很重要的，因為我們好像只抓住了

好就得獎賞，壞就受懲罰的概念，那就是生命，那就是我們

成長的法子，那是我們所受到的訓練；用獎賞來使我們有好

的表現，用懲罰來對付我們壞的行為；那是以前我對我生命

所有的瞭解，但是那不是我跟神有什麼關聯，我是受了那些

訓練而有的觀念。我因信心而與神有關，相信神的應許，祂

愛我，祂要祝福我，我相信神會祝福我即便是我作的不好，

我知道我不配得到，我知道我不值得祂這樣待我，我知道我

怎麼努力也達不到標準的。 

但是我因著應許得到神祝福的恩典，我是自主婦人的孩子，

應許之子，自從我曉得了這一點，我就在也不會停止接受神

永無止境的祝福了。 

上個禮拜在我們教會第一次我遇到這位男子，因為以前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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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經驗，而離開了神，並且苦苦的對抗神，許多年都不

接近耶穌基督和神，他很苦。上個禮拜我主持了她祖母的喪

禮，他來了，他來到前面，用手臂抱著我，告訴我多麼高興

看到我，他如何再次將他的生命完全的交給耶穌基督。他

說：“你知道那陣子是什麼滋味嗎？” 他說：“神就是那樣

一直祝福我，祝福多得我都沒法子了，我終於說，神啊，我

投降了，我沒法子處理了，你的祝福是那麼的不可思議！”  

他說：“我一直等斧頭掉下來，我一直等著神哪天，你曉

得，就是哪天會徹底的摧毀了一切；”但是他說：“祂從來

就沒有，祂就是那樣一直祝福我，我沒法子處理神的恩慈，

所以我再次把我的生命獻給神。”我說：經上說‘  

不曉得他的恩慈是領你悔改呢．(羅馬書 2:4) 

哦，神真好，我們是應許之子，並且神要祝福你，為什麼不

讓祂祝福你呢？只要相信祂會祝福你，信靠祂會祝福你。 

天父，我們為著因信靠耶穌基督，能與你有這樣的關係，感

謝你。我們為著這新約感謝你，這應許的約是基於你做了你

所應許的。而且因為，主啊！那是你所做的，那麼確實，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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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你所做的是確實的。主啊！祝福今晚你的子民，讓他們從

這裡出發，主啊！當你的愛，你的祝福澆灌在他們身上時，

祝福就由四面八方的臨到他們，靠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你們要知道，若非聖靈做工，我不敢說這三件事，因為那就

不真實了。你要曉得，根據我的想法，這不是我回應的法

子；我會，你曉得，會用老法子對人：“你們對我很好，我

也對你們好；對我友善，我也對你們友善；對我不好，我也

對你不好；”可是對神的恩典就很難相對了，在我做不好的

時候，在我不配，祂對我好，但是因為聖經的教導，我不敢

違背，我不敢宣告其他任何的。 

我必須向你們宣告，神怎樣宣稱祂與你們那真實的關係，祂

不要律法上的關係，祂要一個相愛的關係，祂要你們愛祂，

也要你們知道祂有多麼愛你們，而且祂要你們基於那愛來到

祂面前，祂的愛要給你，當你們知道以相愛的關係來到神的

面前，你的生命將得到祝福，不會受限於你為義所努力的而

得到許多許多的祝福，不會因你為義所努力的而得不到祝

福，你會得到祝福是基於神的應許，並且神為你在耶穌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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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所做的工永遠不停止。 

天父，讓今晚成為我們的轉戾點，把你的真理印在我們的心

上，靠耶穌的名，願神祝福你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