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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拉太书第 4章 

恰克 史密思 牧师 (各各他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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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在师傅和管家的手下，直等他

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加拉太书 4:1-2) 

所以保罗现在为我们举例说明，这里有一个小孩子，他生于

洛克斐勒的家族。有一天他将会继承洛克斐勒的财富，但是

只要他还在上幼儿园，他是无法自己去签一张一百万美元的

支票，但是有一天这会是他的，现在他只是一个小孩子，他

还在被监护，他还在受训练，董事们都还要教导他许多经营

之道，以便一旦这些财富属于他时所需要知道的。现在他是

继承了这些财产，但是他还不能花用，要到指定长大的时候

到了，被监护人和老师训练好了，才能处理这庞大的财产。 

你是  神的后嗣，目前我们仍处于生长和发育的阶段，虽然

我继承  神所有的，目前我正在等待父亲所定好甚么时候才

是我得到的时候，我正在被训练怎么去处理这产业。 

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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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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

名分。你们既为儿子， 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

〔原文作我们〕的心，呼叫阿爸，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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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拉太书 4:3-7) 

所以律法多多少少就成了监护人，总督，但是及至时候满足

耶稣来了，马利亚生了他，他来到犹太人的律法之下，在犹

太人的家庭中长大，遵守犹太人的律法，完全的遵守，这样

他可以救赎那些处于律法之下的人。这个处于律法下的目的

是在律法之下遭受判决。你晓得，当你违反了律法，那你就

要服法；那就是，律法已经对你做出要求了，你必须完成所

要求的，才能再得到自由。 

如果你在大马路上开快车，每小时八十英哩的时速，然后警

察把你拦了下来，开了张罚单给你，你必须上法庭去，他们

说：“你的罚金是 150美元。”你说：“嗯，我，我想要见

法官可以吗？”他们就安排你上法庭的日子，法官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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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被告诉再规定时速五十英哩的路开八十英哩，你是这样

吗？”你如何答辩，有罪还是没罪？“嗯，法官，我”。你

如何答辩，有罪还是没罪呢？“但是，我，那是”。你是不

是开八十英哩呢？“是，但是”。罚一百美元。你想要法庭

审讯还是陪审团审讯呢？“嗯，我要法庭审讯。” “那

好，你有罪，罚一百美元。” 

他们不是真的在乎情有可原的情况，他们只在乎有罪或没

罪，判决是强制的；你说：“可是法官，我没有一百美

元”。那好，坐牢五天。那就是法律对你的要求了。你服在

律法之下了。这时候法警进来，将你带上手铐，把你带去坐

五天牢。你是在律法之下了，直到五天牢坐满之前，律法就

扣住你了，一旦你坐满五天的牢，你就不在律法之下了，满

足了律法对你的要求，你就被释放自由了。 

这里摩西律法的要求就要严格些了，因为刑罚是死，所以在

摩西律法下的判决是死刑，我在这律法之下，被判死刑，一

定要行刑之后才算没事了。所以人在基督来之前是在律法之

下的，在律法之下被判刑，在律法之下被咒诅，但是时候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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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神派祂的儿子，从女人生，在律法之下，使我们这些在

律法之下的人可以得到这荣耀儿子的名分。 

现在我是神的儿子，但和神儿子耶稣不是一样的，要小心任

何把你放在与耶稣同等的教导，有些很受欢迎的灵恩派宣教

士会有些危险的教导，在他们的教材中会作些结论，当然

啦，他们有些书 ‘受到信徒的影响和一些事情的本质’，

在他们有些书里他们写了“所以我是基督，这样我可以向神

作些要求因为我是基督。”这简直是邪恶的异教。 

我不是像耶稣是神的儿子那样成为神的儿子，祂是天父的独

生子，全然是恩典和真理，神差遣了祂的独生子，只有一位

是神的独生子，那就是耶稣基督。我是神的儿子，我是神所

收养的儿子，神收养我在祂的家里。我会接受这个收养，我

爱那样，虽然是被收养，能成为神的儿子真是太好了。 

我因圣灵而生，在神的家里得重生，但是却是因神检选而收

养我，耶稣是神唯一的独生子，因此祂来“要把律法以下

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 

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原文作我们〕的心，呼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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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爸，父。” 

那是希伯来话称呼父亲。那真是美，亲切，亲密的关系，是

神要你与祂一起经历的，看祂有是你的阿爸，是你的天父。 

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

的名为圣。（马太福音 6:9） 

那真美，与神亲密的关系。“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

是儿子了．”在律法下的孩子，你跟仆人没有甚么差别，

你不能真的继承产业，继承是要经过耶稣基督，那不是由律

法而来的，律法是基督来之前的辅导老师，一旦基督来了，

应许成就了。如今我们因着信而从律法中被赎，使我们可以

得神儿子的名分；成为神儿子之后，就继承了神的应许和神

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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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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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拉太书 4: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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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那么些人不是真知道神，但是他们会固守各样仪式，他们

会带上些奇形怪状的面具，他们会画画在身上，他们会用些

动作来表示，他们会挥动刀剑，他们也会用身体作各样旋转

的动作，他们用这些来向你保证；他们会用求雨的跳动来求

雨，因为他们念的咒和施巫术的结果，这些假神就会降下雨

来。穿上他们各种各样颜色的袍子或是腰布，或任何样子

的，在各种文化中有许多不同的装扮和服饰，这些人这么做

是认为在替人们向神求。 

在教会我们也有人会穿上不同颜色的袍子和高帽子和向人们

挥着令牌，向人们洒水，宣称这么做可以把神的祝福带到你

生命里。这正是保罗所说的，当你还不信主的时候，还不是

基督徒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 神的作奴仆。”那

时候你还在作非基督徒所做的那些事的时候，那些典礼仪式

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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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拉

太书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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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圣日的仪式之类的，在我们教会里也有些是从非基督徒

仪式来的。 

你们谨守日子，月分，节期，年分。(加拉太书 4:10) 

你们有斋期，你们有所谓的圣徒日，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

用的小学，而不向前进入这因着信心与神所有这新的关系

呢。我可以想象得到这时候有许多收音机就要被关掉了，但

是这是真实的，保罗说： 

我为你们害怕．(加拉太书 4:11) 

我非常担心。 

惟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工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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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拉太书 4:11-12) 

这里，不要生我的气，保罗说：“我不生你们的气，你们要

像我一样，我没有生气，我没有被触怒，我爱你们，可是我

必须要告诉你们实话，有的时候实话是会引起痛苦的，所以

不要生我的气，要像我一样，因为我真的不生你们的气，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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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没有真的亏负我，所以你们要像我一样，不要因为我而受

伤害或者亏负我”，所以保罗说： 

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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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拉

太书 4:13-14) 

当我到你们那里去的时候，我是软弱的，我那时候在生病，

我身体有疾病，但是你们还是接待我，好象接待神的天使一

样，或者像接待耶稣基督他自己一样。 

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加拉太书 4:15) 

当他们最初得到由保罗所传的福音，啊！他们有多么快乐，

他们的生命因着圣灵的能力而有所改变是多么令人喜乐的

事。现在这些人来并且带来这些堕落邪恶的教导，把他们带

入固守仪式的关系里，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试图要把他

们带进支配，例行程序的之下，并且以跟神之间有生命的关

系以仪式代替了。保罗这么说： 

那时你们若能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剜出来给我，也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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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这是我可以给你们作见证的。(加拉太书 4:15) 

所以这里毫无疑问的显示出保罗肉体的软弱是眼睛有问题。

那个时代他们有些东方的疾病会影响眼睛，使眼睛常常是红

的，常常是结膜炎，是没法子治的，那是会影响视力的，也

令人厌恶的，也些人相信这就是保罗所害的毛病。然而你知

道，你们接纳我，你们爱我，甚至你们中间有些人愿意把自

己的眼睛给我。 

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么。(加拉太书 

4:16) 

你知道，有些人表现的真是不诚实和不真实。有些人反对真

理，有些人不愿意听真理， 告诉我我作的有多好， 我有

多好，我有多善良，不要告诉我真话，我不要听真话。 

所以这就形成有些人是用某些体制方法来与  神维持关系；

这种方法是我父亲使用的，这种体制是我祖父母用的，不要

用真理来烦我，我这样很快乐，我很满意目前的样子，我不

需要作些甚么，只要坐着看就可以了，人们因着真理而心

乱。保罗说：“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



10 of 19 

加拉太书第 4章  

么？” 

那些人热心待你们，(加拉太书 4:17) 

许多这些人是非常非常热心的待人的。 

却不是好意，是要离间〔原文作把你们关在外面〕你们，

叫你们热心待他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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纔这样。(加拉太书 4:17-

18)   

所以这些在那里的人，他们热心待你们，但是事实上他们要

使你们离开  神，那样你们就会热心待他们，然后全然支持

他们，所以保罗说： 

我小子阿，(加拉太书 4:19) 

非常爱他们的语气 

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直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加

拉太书 4:19 ) 

所以保罗的响应是痛苦的祷告，哦，“我的孩子们哪，我

为你们再受生产的阵痛，直到基督成行在你们心里。”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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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那里，改换口气，因我为你们心里作

难。(加拉太书 4:20) 

用写信的方式会比当面讲要困难许多，因为听不到声调的变

化，许多时候说的方式语气会影响你听到以后的反应，经文

就有这遗憾，因为许多时候我们误解了经文，是因为我们用

某种声调来读，却不是那样的。 

比如说：当亚当违背  神的命令后，  神在伊甸园对亚当

说：“亚当，你在哪里？”那是什么样的声调呢？我确定许

多时候我会这么想：就好象一位警官要抓你入狱似的。“亚

当，你在哪呢？”是啊！你知道，但是我确信，如果你听到

父亲因着孩子闯了祸心碎呜咽的声音：“亚当，你在哪里

呢？哦，亚当，你做的什么事啊？”我听不到审问，听不到  

神如雷的声音，我听到  神伤心的声音。 

许多时候我想我们猜想神如雷审判的声音，事实上祂为我们

的失败而心碎，祂实在想我们能回复原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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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

我多么想我能在那里改变我的声调，使你们能听到我的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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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因为现在我实在心里为你们作难。 

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

律法么。(加拉太书 4:21) 

你们要与  神有个法定的关系，你们真的明白你所继承的

吗？你真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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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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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都

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约是出于西乃山，生

子为奴，乃是夏甲。这夏甲二字是指着亚拉伯的西乃山，

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

的。(加拉太书 4:22-25) 

那就是，所有用以与  神联系关系的寺庙，律法，宗教的仪

式，耶路撒冷现在是， 

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

他是我们的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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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没有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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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加拉太书 4:25-27) 

这里是出于以赛亚书 54章，这是与以色列人相关的经文，

是神重新再次施恩祝福以色列这民族，当他们回头再看的时

候，他们看到神带给外邦民族的孩子比以色列人更多，当他

们觉悟到他们拒绝了神的弥赛亚时他们就哭泣，懊恼了。他

们也看见神带领了许许多多的外邦人信主了，不生养的比有

丈夫的儿女更多。这以色列，是神应许的族群，那些凭应许

所生的与那些按血气而生的形成了对比。 

保罗用血气比喻，夏甲，那是撒拉和亚伯拉罕按着血气想要

帮助神的权宜之计。当以实玛利约十三岁的时候，亚伯拉罕

坐再帐棚门口时，神对他说：“亚伯拉罕，我要给你一个儿

子。”亚伯拉罕说：“主，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换

句话说，不要在哄我了，神啊，我已经满足了，我已经有以

实玛利了，不要再想撒拉，就是以实玛利了。但是神说：

“不然，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应许之子。”一个

儿子是按血气生的，另一个儿子是凭应许生的，两个约。律

法联系着血气，但是应许的约，就是，耶稣基督与圣灵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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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 

所以我们与神的关系，要不经过律法，要不就要经过圣灵；

经过律法的工作或是经过圣灵。但是， 

不因行律法称义．(加拉太书 2:16) 

所以我们跟神之间真正的关系只有经过圣灵和在基督里的信

心了。 

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作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加拉太

书 4:28) 

我已经被人子收养了，被耶稣基督救赎了，我成为应许之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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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拉太书 4:29) 

当以实玛利因着以撒的来到而生气，取笑他，嘲笑这小孩；

撒拉就因为以实玛利对以撒的这些行为而生气，所以撒拉

说：“把这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我不能在忍受了。”亚伯

拉罕很忧愁，因为他爱以实玛利，以实玛利也是他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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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神对亚伯拉罕说，你妻子撒拉对你说的，你都该听从。

所以亚伯拉罕打发了使女和她的儿子走。 

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是说，『把使女和他儿子赶出

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

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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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拉太书 4:30-31) 

使女代表了律法，西乃山，无法把人带到神的祝福里，只会

带给人咒诅。你还记得这有趣的事，以色列子民在约书亚的

带领下进入应许之地，他们来到示剑地区，他们六个支派在

基利心山上，另外六个支派在以巴路山上。在以巴路山上的

那些人，那些在祝福山上的没有说什么，因为律法不能带来

祝福，但是那些在基利心山上的人，说了十二次：“必受咒

诅”，他们向下叫喊，在那些人所在的山谷中回响着。因为

律法只能带来咒诅，不能带来救赎，律法不能把人带进神的

祝福里面，但是那些在基利心山上的人，说了十二次：“必

受咒诅”，他们向山下喊着这句话，会在他们所在整个示剑

山谷中回响着。因为律法只能带来咒诅，不能带来救赎，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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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不能带人进入神的祝福里，只有因着圣灵经由耶稣基督可

以带你进到神的祝福里去。 

我们不是使女的孩子，我不是因为律法与神连结，我们不因

所作的工或是因为我们的义，与神有关系；我们与神相连结

是因为神的应许，因着我们相信并且接受，又进入而承受了

神的祝福。律法无法做到的就是带我进到神的祝福里面，除

了我信耶稣基督可以使我得到神丰富的祝福。 

保罗对加拉太人的教导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好象只抓住了

好就得奖赏，坏就受惩罚的概念，那就是生命，那就是我们

成长的法子，那是我们所受到的训练；用奖赏来使我们有好

的表现，用惩罚来对付我们坏的行为；那是以前我对我生命

所有的了解，但是那不是我跟神有什么关联，我是受了那些

训练而有的观念。我因信心而与神有关，相信神的应许，祂

爱我，祂要祝福我，我相信神会祝福我即便是我作的不好，

我知道我不配得到，我知道我不值得祂这样待我，我知道我

怎么努力也达不到标准的。 

但是我因着应许得到神祝福的恩典，我是自主妇人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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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许之子，自从我晓得了这一点，我就在也不会停止接受神

永无止境的祝福了。 

上个礼拜在我们教会第一次我遇到这位男子，因为以前有些

不幸的经验，而离开了神，并且苦苦的对抗神，许多年都不

接近耶稣基督和神，他很苦。上个礼拜我主持了她祖母的丧

礼，他来了，他来到前面，用手臂抱着我，告诉我多么高兴

看到我，他如何再次将他的生命完全的交给耶稣基督。他

说：“你知道那阵子是什么滋味吗？” 他说：“神就是那

样一直祝福我，祝福多得我都没法子了，我终于说，神啊，

我投降了，我没法子处理了，你的祝福是那么的不可思

议！”  

他说：“我一直等斧头掉下来，我一直等着神哪天，你晓

得，就是哪天会彻底的摧毁了一切；”但是他说：“祂从来

就没有，祂就是那样一直祝福我，我没法子处理神的恩慈，

所以我再次把我的生命献给神。”我说：经上说‘  

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罗马书 2:4) 

哦，神真好，我们是应许之子，并且神要祝福你，为什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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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祂祝福你呢？只要相信祂会祝福你，信靠祂会祝福你。 

天父，我们为着因信靠耶稣基督，能与你有这样的关系，感

谢你。我们为着这新约感谢你，这应许的约是基于你做了你

所应许的。而且因为，主啊！那是你所做的，那么确实，因

为你所做的是确实的。主啊！祝福今晚你的子民，让他们从

这里出发，主啊！当你的爱，你的祝福浇灌在他们身上时，

祝福就由四面八方的临到他们，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你们要知道，若非圣灵做工，我不敢说这三件事，因为那就

不真实了。你要晓得，根据我的想法，这不是我响应的法

子；我会，你晓得，会用老法子对人：“你们对我很好，我

也对你们好；对我友善，我也对你们友善；对我不好，我也

对你不好；”可是对神的恩典就很难相对了，在我做不好的

时候，在我不配，祂对我好，但是因为圣经的教导，我不敢

违背，我不敢宣告其它任何的。 

我必须向你们宣告，神怎样宣称祂与你们那真实的关系，祂

不要律法上的关系，祂要一个相爱的关系，祂要你们爱祂，

也要你们知道祂有多么爱你们，而且祂要你们基于那爱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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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面前，祂的爱要给你，当你们知道以相爱的关系来到神的

面前，你的生命将得到祝福，不会受限于你为义所努力的而

得到许多许多的祝福，不会因你为义所努力的而得不到祝

福，你会得到祝福是基于神的应许，并且神为你在耶稣基督

里所做的工永远不停止。 

天父，让今晚成为我们的转戾点，把你的真理印在我们的心

上，靠耶稣的名，愿神祝福你们。 

 


